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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征稿简则
NASA 与工业界联手开发绿色航空技术

1

2016 年初，美国政府提交的 2017 财年（从 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 日）联邦预算申
请提案中，一笔达数亿美元的庞大预研资金引起广泛关注，这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1 个为期
长达 10 年的航空研究计划申请的启动资金。该研究计划从 2017 年开始正式执行，旨在研究通过改
善飞机设计、空中和地面的运营降低飞机燃油费用、排放和噪声，包括与航线、机场和联邦航空局合
作的现场试验，持续提高机场空中和地面的交通流量，降低油耗与排放，降低起飞、滑跑和降落时的
噪声，继续开展无人机系统空域安全集成技术研究和测试等，还包括最重要的新航空地平线计划
（New Aviation Horizons）。
新航空地平线计划在 2017 财年启动，主要内容是设计、制造和试飞一些新型的飞行验证机，即
X 系列飞机（X-Planes）。采用这些验证机试验先进技术和创新设计，可以缩短工业界将这些先进技
术和革命性设计转为商业化产品的周期。该计划的核心是通过在未来 10 年大幅增加预算（预计超
过 100 亿美元），用于 4 型或 5 型民用亚声速和超声速 X 试验飞机的研制。目前，NASA 在新地平线
计划下已经启动了 2 个 X 验证机的研制：X-57 麦克斯韦分布式电推进验证机和安静超声速低声
爆验证机（QueSST）。X-57 验证机计划在 2018 年早些时候首飞，QueSST 计划在 2019 年底首飞，第
1 架超高效亚声速 X 验证机计划在 2020 年后首飞。在新朋航空地平线计划下验证的飞机中，有 4/5
采用 PW 公司的发动机。
2017 年 1 月，NASA 航空研究任务理事会选择 PW 公司为 NASA 超高涵道比先进发动机吊舱
技术飞行演示项目的合作伙伴，合作的目标是开发低污染、低油耗的商用航空发动机。这已不是
NASA 与 PW 公司首次合作，二者于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已合作过多次，在降低油耗技术
上取得了显著成绩。20 世纪 90 年代双方通过先进亚声速技术项目开发了降低油耗的风扇技术。
2005 年，PW 公司通过太空法案协议获得许可，采用 NASA 的专业技术和设备进行发动机测试。
NASA 与 PW 公司最重要的一次合作当属为静洁动力齿轮传动涡轮风扇(GTF)系列发动机研制相
关技术，是航空领域技术的一次巨大进步。
目前，NASA 与 PW 公司达成了为期 3 年的成本共享合作协议，参与该协议的单位还包括波音
公司和 UTC 航空系统公司等。这些公司将为设计、制造、试验、集成和飞行验证整套发动机技术投
入资金，从而提高发动机的气动性能，降低整机质量和噪声。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些技术集成
到新结构中，并应用至商用运输机大涵道比发动机的先进短舱系统中。NASA 在过去 3 年的投资约
为 2200 万美元。NASA 与工业界团队正在共同努力，进行地面试验并将一些技术集成至 1 台先进紧
凑型发动机进气道中，以减小阻力、降低质量、噪声和油耗。拟开发的技术和结构包括：用于减小阻
力的主动控制技术与层流技术；用于降低噪声的声衬；与紧凑进气道和声衬相兼容的先进低功率防
冰 / 除冰系统；耐磨并可减少昆虫吸附的先进涂层。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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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膜盘联轴器用关节轴承磨损特性研究
刘国平，
方建敏
（中国航发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为研究金属膜盘联轴器用关节轴承的磨损特性，对某型关节轴承在金属膜盘联轴器工作环境进行了分析，计算了其在
最大载荷条件下的 PV 值，并分别开展了低速摆动轴向重载磨损试验、高速摆动轴向无载磨损试验和发动机真实工况磨损试验。结
果表明：金属膜盘联轴器用关节轴承的工作环境属于高速旋转和高速摆动、轴向重载和径向无载，关节轴承的磨损量与其所承受的
轴向载荷与摆动线速度直接相关。
关键词：关节轴承；金属膜盘联轴器；磨损
中图分类号：V233.1 +4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7.02.001

Research on Wear Characteristic of Spherical Plain Bearing Used on Metal Diaphragm Couplings
LIU Guo-ping, FANG Jian-min
渊AECC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 Wuxi Jiangsu,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wear characteristic of the spherical plain bearing used on the metal diaphragm coupling,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of a spherical plain bearing used on the metal diaphragm coupling were analyzed, the PV value of the bearing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aximum load was calculated, and experiments in low-speed swing with heavy load in axial direction condition尧in high-speed
swing with no load in axial direction condition and real environment of the engine were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of a spherical plain bearing is high-speed rotation and high-speed swing袁heavy load in axial direction and no load in radial
direction, the wear capacity of the spherical plain bearing has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the axial load and swing linear speed the bearing
sustained.

Key words: metal diaphragm coupling; spherical plain bearing; wear

通自润滑关节轴承一般仅适用于低速摆动场合（摆动

0 引言
金属膜盘联轴器属于挠性联轴器，广泛应用于工

频率 n≤30 次 /min）[4-5]。高速滚珠关节轴承利用滚动
摩擦代替滑动摩擦，提高了工作转速 （n=200～1300

业领域 。1947 年首次被应用于飞机上，用于传递飞

次 /min）[6]。但是，
高速滚珠关节轴承的承载能力较弱，

机附件机匣和发动机附件机匣之间的功率，并补偿二

无法满足飞机上较大的轴向载荷要求，故国外金属膜

者安装和工作时的不对中，质量轻、
不需要润滑。在大

盘式联轴器在选用关节轴承时一般采用普通自润滑

的不对中角度、高转速及高温度使润滑式齿式联轴器

关节轴承。金属膜盘式联轴器用关节轴承的摆动频率

及万向节无法适应[2]的情况下，凭借其突出优势，几乎

最高可达 18000 次 /min，远大于其一般应用工况。文

所有传统飞机附件传动及直升飞机的主传动和尾传

献[7]中对此类关节轴承的介绍较为简单，
仅提到其可

动均使用金属膜盘式挠性联轴器。但是由于膜盘的刚

以替膜盘承受轴系间的轴向作用力，
并可以在膜盘失

度较低，承载能力差，使用关节轴承可以提高联轴器

效后维持飞机和发动机附件两端轴向位置。

[1]

的 轴 向 承 载 能 力 。 例 如 ， 美 国 F-15、F-16、
F-18、
F-22、F-35 和 X-29、X-47 飞机均使用此类结构 。普
[3]

目前，
几乎没有任何有关此类关节轴承的应用环
境和试验方法的文献发表，
国内的关节轴承专业研发

收稿日期：2016-12-25
作者简介：刘国平（1975），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柔性传动结构设计工作；E-mail:liuguoping@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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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也是首次接触到此类超高摆动频率的关节轴承

和径向无载。

应用特例。本文分别从理论分析、仿真计算和试验模

由于关节轴承在金

拟的角度来研究金属膜盘联轴器用关节轴承的磨损

属膜盘式联轴器中替膜

特性，为其后续的研制和发展提供参考。

盘承受了轴向载荷，受轴
向压力作用不断摆动摩

1 关节轴承工作环境分析

擦，使润滑层不断磨损并

以某型金属膜盘联轴

图 4 关节轴承的运动轨迹

脱落，关节轴承的内、外圈会产生较大的间隙，这一部

器为例来研究关节轴承的

分轴向位移值再由膜盘承受。在工作一段时间后，
内、

特殊工作环境，带关节轴

外圈之间的相对摩擦系数也会不断增加，导致磨损不

承的膜盘联轴器结构如图

断加剧，最终润滑层被消耗完，
轴承失效，必须返厂更

1 所示。

换[8]。

关节轴承由 1 个带外
球面的内圈、1 个带内球面
的外圈和中间润滑层 3 部
分组成，
如图 2 所示。

图 1 带关节轴承的金属膜
盘联轴器结构
外圈

补偿能力。因此，
对于金属膜盘式联轴器而言，必须严
格控制关节轴承的轴向间隙，来限制关节轴承的使

器在补偿两端安装法兰的

用。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
在外场工作条件下，关节轴
内圈

会产生 1 个初始的偏摆 ，

承的轴向间隙难以测量，只能通过控制联轴器的使用
寿命的方式来控制。

如图 3 所示。
金属膜盘式联轴器用

滑层的磨损程度，当关节轴承的轴向间隙过大时，会
使膜盘补偿较大的轴向位移，从而降低了膜盘的角向

由于金属膜盘式联轴
不对中时，关节轴承首先

金属膜盘联轴器的寿命主要取决于关节轴承润

2 关节轴承设计选型
润滑层

关节轴承的主要运动形式
为偏摆运动，并承受一定 图 2 普通自润滑关节轴承
轴向力，轴向力可为定值，
结构
也可能随时间变化。其内、

选择金属膜盘联轴器使用的关节轴承，必须考
虑安装尺寸和轴向极限承载能力，以及膜盘在不发
生疲劳失效条件下，允许关节轴承磨损产生的最大
间隙（即额定使用寿命）。国内外并没有成熟案例可
以借鉴，只能参考在普通应用环境下关节轴承研究

外圈在工作时随联轴器同

成果 [9-10]。

步高速旋转。同时，内圈与

对关节轴承的安装尺寸和轴向极限承载能力，各

外圈之间也产生正弦式的

厂商均有详细说明。但对于使用寿命，由于关节轴承

相对摆动，关节轴承的运

的摩擦学理论还不成熟，各厂商的评价标准和计算方

动轨迹如图 4 所示。点 A

法也各不相同，SKF、
INA 等都有关于关节轴承寿命

为联轴器旋转至最大不对

的计算公式。

中值时关节轴承内圈最高

SKF 给出的摩擦副为钢 /PTFE 织物润滑层磨损

点，B 点为对应最低点。对

寿命计算公式[11]为

于内圈上任意 1 点，其运

G h=b 1b 2b 4 Kn p
pv

动规律是在高速旋转过程

式中：G h 为额定基本寿命；b 1 为载荷方向系数；b 2 为

中，始终沿着关节轴承内
圈外球面以轨迹为 O-A O-B-O 不停摆动，摆动频
率与旋转频率相同。

温度系数；b 4 为速度系数；K p 为名义接触应力常数；p
图 3 关节轴承由于联轴器
安装不对中产生初始偏摆

总而言之，
金属膜盘联轴器使用的关节轴承承受
的主要载荷特点为：高速旋转和高速摆动、轴向重载

PDF pdfFactory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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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名义接触应力；n 为名义接触应力指数；v 为平均滑
动次数。
JB/T 8565-1997 标准给出的磨损寿命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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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琢K琢T琢p琢VK MCd
vP

（2）

式中：琢K 为载荷特性响应系数；
琢T 为温度响应系数；琢p
为载荷大小响应系数；琢V 为速度特性响应系数；琢Z 为
轴承质量、润滑特性响应系数；K M 为摩擦副材料响应
系数；Cd 为轴承额定动载荷；v 为轴承平均滑动线速
度，mm/s；
P 为轴承当量载荷，N。

润滑关节轴承的转动频率。
根据产品使用工况情况，转速 n 按照 15000 r/min
计算，
则频率为
f=n/60=250Hz

（4）

根据式（3）、
（4）计算关节轴承的球面摆动线速度
V =886.63 mm/s。
时，关节轴承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的最大 PV 值为

由此可见，关节轴承的磨损寿命影响因素很多，
但是其磨损率主要取决于轴承承受的当量动载荷 P

600.241 MPa·m/s。
根据上述计算分析，金属膜盘联轴器使用的关节

和球面滑动线速度 v。通常要求关节轴承的 PV 值不

轴承工作条件极为恶劣，目前的产品很难满足其超高

能超过 400 MPa·m/s，但随着材料的耐热、耐磨性能

的 PV 值要求，尤其是在这种高速摆动的应用环境

的提高，部分厂家生产的关节轴承许用 PV 值甚至可
[13]

以达到 1600 MPa·m/s 。

下，关节轴承的磨损寿命按时间折算就会变得很短。
只能根据比较不同关节轴承的磨损性能，
择优选型。

由此，对金属膜盘联轴器使用环境下关节轴承的
PV 值进行计算分析。关节轴承的运动轨迹如图 4 所示。
从图中可见，所选取的关节轴承球面半径为 12.5 mm。
联轴器受 10 kN 轴向载荷时关节轴承应力如图 5 所
示。从图中可见，
对联轴器施加最大轴向载荷 10 kN 时，
关节轴承球面接触位置的最大应力为 677 MPa。

3 关节轴承磨损性能试验分析
由于关节轴承的摩擦学理论研究还不成熟，在关
节轴承摩擦磨损性能分析、寿命计算公式拟合、额定
载荷确定等方面仅靠理论研究还无法解决，试验是确
定关节轴承寿命的最直接方法[14]。
常规的关节轴承试验机可以模拟关节轴承的摆
角，
但试验摆动频率最大不超过 50 Hz[15]，这是由摆动
加载方法特性所决定的。然而对于金属膜盘联轴器用
关节轴承而言，摆动频率需施加到 250 Hz，还要在
250 Hz 的转速下高速旋转，同时施加摆角和轴向载
荷。目前，
还没有可以同时施加上述所有载荷的关节
轴承试验机。只能对不同载荷进行排列组合、分别模
拟。当然，
最直接的试验方法就是将联轴器安装于发
动机上进行寿命测试，但也无法保证发动机能够始终
提供给关节轴承额定的工作载荷。
3.1 低速摆动轴向加载试验

0.369E+07

0.378E+09

0.785E+08
0.452E+09

0.153E+09

0.527E+09

0.228E+09
0.602E+09

将关节轴承在普通轴承试验器上进行磨损试验，

0.303E+09
应力 /MPa

试验器结构如图 6 所示。摆动频率为 25 Hz，摆动角

0.677E+09

度为±2毅，
施加连续轴向力 1000 N。每 50 h 取下关节
与直线油缸连接，对试验件加载

图 5 联轴器受 10 kN 轴向载荷时关节轴承应力

加载轴

自润滑关节轴承在使用过程中主要工作模式为

试验件
转轴

摆动，主轴旋转 1 周，
轴承最大摆角 琢（额定取为 4毅），
总的摆角为 琢 的 4 倍。自润滑关节轴承的线速度 V
值为轴承在单位时间内转动的行程，其计算公式为
V =4琢仔dk· f
360

（3）

与摆油缸连接
实现摆动运动

陪试滚动轴承

式中：
dk 为自润滑关节轴承的球径（25.4 mm）；f 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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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低速摆动试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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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检查内圈球面情况，
并测量轴向间隙，测量结果

进行试车，
在试车时，发动机载荷不恒定，假设关节轴

如图 7 所示。

承的摆动角度约为±1毅，频率约为 200 Hz，轴向载荷
未知。在发动机定检维修时统计关节轴承的磨损量，

1.6
1.4

测量结果如图 10 所示。

1.2
1.0
0.8

1.4

0.6

1.2

0.4

1.0

0.2

0.8

0

5.0E+6

1.0E+7

1.5E+7

0.6

2.0E+7

摆动次数

0.4

图 7 低速摆动轴承间隙变化

0.2
0

1E+8

2E+8

在低速摆动轴向加载试验状态下，关节轴承的轴

4E+8

5E+8

图 10 高速运转轴向间隙变化

向磨损量与磨损次数基本呈线性关系，
摆动约 1.8E+7
次（摆动时间 200 h）后，
其轴向间隙达到 1.5 mm，衬层

3E+8
摆动次数

在发动机真实工作环境下，摆动约 4.3E+8 次（摆

一侧基本磨穿。

动时间 750 h）后，
轴向磨损间隙达到 1.3 mm。衬垫仍

3.2 高速摆动轴向轻载磨损试验

保留有部分余量。与高速摆动轴向轻载试验状态相似，

将关节轴承在金属膜盘联轴器试验台上进行了
磨损试验，如图 8 所示。试验时关节轴承的摆动角度
约为±2毅，频率约为 250 Hz，无法加载轴向载荷。
支座
可施加不对中偏移

齿箱

3.4 磨损试验总结
由于目前在普通试验器条件下无法同时对金属
膜盘联轴器用关节轴承施加大轴向载荷、超高速轴向

齿箱

摆动频率和大摆动角度，而真实发动机试车资源较

膜盘联轴器

膜盘联轴器

关节轴承的轴向磨损量达到一定程度后，
趋于平稳。

少，
试验费用昂贵。故只能分别对各载荷状态进行排
列组合，分别模拟。
试验器验证结果说明关节轴承的轴向磨损间隙

图 8 高速运转试验器

与轴向载荷和摆动线速度直接相关。根据发动机真实

每 100 h 取下关节轴承，检查内圈球面情况，并
测量轴向间隙，
测量结果如图 9 所示。

荷，
又处于高速摆动磨损状态。
但根据试验结果可以判断，在发动机真实工作
环境下，关节轴承承受的轴向载荷小于低速摆动轴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工作环境下的磨损情况看，关节轴承既承受轴向载

向加载试验台所加载载荷，摆动线速度（频率与摆
角之积）也小于高速摆动轴向轻载试验台所加载的
摆动线速度。
1E+8

2E+8

3E+8
摆动次数

4E+8

5E+8

4 结束语
金属膜盘联轴器用关节轴承的工作环境属于高

图 9 高速运转轴向间隙变化

速旋转和高速摆动、
轴向重载和径向无载的状态。其

与低速摆动不同，在高速摆动轴向轻载试验状态

寿命主要受限于关节轴承的磨损寿命（主要表现为轴

下，关节轴承的轴向磨损量主要集中在初始阶段，后

向磨损间隙过大）。分别通过低速摆动轴向加载试验、

期趋于平稳，摆动约 4.75E+8 次（摆动时间 750 h）后，

高速摆动轴向轻载试验及发动机真实工况下磨损试

其轴向间隙达到 0.8 mm，衬层仍在合格范围之内。

验，对关节轴承的磨损量进行了测量统计，获取了相

3.3 发动机真实工况磨损试验

关试验数据，
为后续金属膜盘联轴器用关节轴承的设

将关节轴承随金属膜盘联轴器安装在发动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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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专业关节轴承研究机构对此类关节轴承的
研究刚刚起步，需要从理论分析、仿真计算和试验模
拟等各方面入手，开展系统性研究。最重要的是建立
能够提供轴向加载和高速摆动的试验台，通过加严考
核的方式，对关节轴承进行充分的耐久性考核，以保

[8] 杨育林，祖大磊，黄世军. 自润滑关节轴承现状及发展 [J]. 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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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Yulin, ZU Dalei, HUANG Shijun.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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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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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其在工作过程中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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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ambit 前处理的气膜冷却火焰筒壁温分析
程

明，扈鹏飞，
万

斌，常

峰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更好实现航空发动机燃烧室气膜冷却结构火焰筒的壁温分析和冷却结构优化,针对原有的火焰筒 2 维壁温计算程序
开展了 2 次开发工作，形成了基于 GAMBIT 前处理的火焰筒壁温分析程序。新的计算过程采用 Gambit 软件对几何模型进行前处理，
生成三角形网格、指定边界条件分组，通过编制前处理模块代码，对导出的网格文件进行解析，进一步将各种信息导入已有的有限
元壁温计算程序，完成壁温计算分析。给出了采用以上方法进行火焰筒壁温计算和优化的实例，结果表明：该方法较为有效地克服
了原方法的各项缺点，其交互性强，大幅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关键词：火焰筒；壁温分析；有限元 Gambit；前置处理；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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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l Temperature Analysis of Film Cooling Flame Tube Based on Gambit
CHENG Ming, HU Pengfei, WAN Bin, CHANG Fe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g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alize wall temperature analysis and cooling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film cooling flame tube for

aeroengine combustor, secondary development work was carried out on an existing two -dimensional temperature calculation program for
flame tube wall. A new flame tube wall temperature analysis program generates based on Gambit. The new calculation procedure deal with

geometric model, form a triangle mesh and specify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using Gambit. Then, use a developed preprocessing module code
to explain the exported mesh file袁and various needed information was imported into the existing wall temperature calculation program. An

example was given to calculate and optimize the flame tube wall temperature using the metho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method is more
effective and overcomes the shortcomings of original method, with better efficiency and strong interaction.
Key words: flame tube; wall temperature analysis; finite element; Gambit; aeroengine

压力和摩擦力作用下，冷却气流黏附在壁面附近形成

0 引言

温度较低的冷气膜，将高温燃气与壁面隔离，避免了

火焰筒是航空发动机最重要的受热部件之一。随

高温燃气直接对壁面进行对流换热，
并能将一部分高

着燃烧室温升的不断提高，火焰筒的工作环境变得极

温燃气或发光火焰对壁面的辐射热量带走，从而对壁

为恶劣,在极大的热负荷以及严重的热冲击下，火焰

面起到良好的防护作用。通常沿着火焰筒轴向大约

筒承受着很大的热应力、蠕动应力和疲劳应力。因

30～50 mm 的间距就要引入下一段冷却进气。

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对火焰筒壁面进行冷却，以

葛绍岩、
刘登瀛[3]给出了气膜冷却结构火焰筒内外

降低火焰筒壁温水平及温度梯度，保证火焰筒的使

表面对流换热系数、
气膜冷却效率等的经验准则，
使火

用寿命

。

[1-2]

气膜冷却是 1 种主动防护性冷却技术

焰筒计算域的能量方程得到封闭,可用于壁温计算。在
。典型的

[1-2]

火焰筒壁温计算中，一般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 [4-5]。

燃气轮机燃烧室气膜冷却结构中，冷却气流沿壁面切

将火焰筒内 / 外壁面抽象为 2 维轴对称计算域，对

线方向以一定的入射角向高温燃气中喷射，在主流的

其进行三网格划分，加载对流换热、辐射换热等边界

收稿日期：2016-09-30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程明（1971），男，博士，自然科学研究员，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技术研究工作；E-mail:cm.ln@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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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可获得详细的壁面温度分布。这种方法已经在

应基于 2 维轴对称稳态导热微分方程[3]

蓸

蔀

蓸

蔀

坠 r姿 坠T + 坠 r姿 坠T =0
坠x
坠r
坠x
坠r

工程实践中得到了应用[6-7]。
杨志民等 对气膜冷却结构火焰筒开展了 3 维壁
[8]

其边界条件为

温计算，考虑了复杂几何结构及火焰筒内进气不均的
影响。张勃、吉洪湖[9]采用流热耦合的方法进行实际燃

第Ⅰ类：T|祝r=T0

烧室内燃烧场和气膜冷却火焰筒壁面温度场的 3 维

第Ⅱ类：-姿/（坠T/坠n）|祝q=q

耦合计算，可获得更为详尽的信息，但是由于工作量

第Ⅲ类：-姿/（坠T/坠n）|祝h=h（T-T0）。

较大, 很显然这种方法暂时还不适用于方案设计阶

式（1）的泛函表达式为

段。另外，随着燃烧室设计技术的发展，更先进的多斜

J（T）=

孔、层板等冷却结构已经在航空发动机上得到了应
机加环气膜冷却结构。这样，针对机加环气膜冷却结
仍有进一步研究的需求。
在以前的有限元壁温计算中，针对三角形有限元
网格的划分往往采用手工操作的方式，边界单元换热
条件的加载也是手工进行的。常用做法是：
（1）将壁面
2 维模型放大 5～10 倍，并绘制在坐标纸上。在纸上
人工划分为三角形网格，并读出网格节点坐标，人工

2

祝h

蓡

dxdr-

祝h

（2）

式中:x、r 为轴向、径向坐标；姿 为导热系数；T 为温度；

T0 为周围介质温度；q 为热流密度；
h 为换热系数；祝T、
Ⅱ、
Ⅲ类边界。
祝q、祝h 分别为第Ⅰ、

将计算对象划分为 Ne 个 3 节点三角形环元素。

元素的 3 个节点分别为 i、j、m，则单元内温度插值函
数可表示为
T= 1
2驻

（2）人为指定计算域内的边界单元的边界条件类型和
作效率很低，划分的网格数量 / 尺度不可控，点坐标

2

乙 rh 蓸 T T- 12 T 蔀 ds+ 乙 rqTds
0

进行节点 / 线元 / 单元编号和组合，
并录入数据文件；
计算换热量的特征参数。该做法的缺点为：一方面工

2

D

用 [2,10]，但目前仍有相当数量的在役航空发动机采用
构火焰筒、
基于经验换热公式的有限元壁温计算方法

坠T
+
乙 乙 r姿2 蓘 蓸 坠T
坠x 蔀 蓸 坠r 蔀

（1）

移（ak+bkx+ckr）T

k

k=i,j,m

T=[N]{T}e

或

（3）
（4）

[N]=[Ni,Nj,Nk]，{T}e={Ti,Y j,Tk}子

其中

Ni=（1/2）
（ai+b ix+c ir）伤设设设

读取精度较差 / 易出低级错误；另一方面整个壁温分

设
设
设
设
商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赏 i,j,m

ai=c jrm-xmrj

析的过程不能实现交互式处理，
不适应需要多方案优

b i=ri-rm

化时的工程需求。

c i=xm-xj

本文开发了 1 种基于 Gambit 前处理的气膜冷却

1
1
驻=
1
2
1

结构火焰筒壁温分析方法，
可以对火焰筒冷却方案快
速实现几何建模、网格生成、边界条件加载和壁温的
数值模拟，
成熟可靠、
交互性强，
有效提高了火焰筒冷

xi

ri

xj

rj

x m rm

= 1 （b ic j-b jc i）
2

温度插值函数为

却结构优化设计工作的效率。

T=（1-t）Ti+tTj

1 计算方法和计算模型

（5）

式中：t=s/L，s 为距节点的距离；边界线段 i、
j 的长度

在不考虑火焰筒头部 / 旋流器的情况下，将火

L=（xi-xj）2+（ri-rj）2。

焰筒内 / 外壁面抽象为 2

将单元内及边界线段上的温度分布公式带入泛函

维轴对称计算域。火焰筒

表达式（2），
可得到 Je 及（坠Je）/坠{T}e 的表达式。对于计算

壁温计算几何模型如图 1 图 1 火焰筒壁温计算几何
所示。
模型

域内的任一点 M，
把所有与 M 点有关的元素进行单元

在几何建模和网格划分时不考虑气膜孔、主燃孔
和掺混孔的存在，但是在边界条件加载时，要考虑开

分析，将其系数和常数部分按 坠J/坠TM=撞（坠J e/坠TM）建立
代数方程。

对所有节点，得到代数方程组

孔流量对火焰筒燃气侧、
冷气侧热力参数的影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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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Cholesky 法求解方程组（6）可得出整个计算

3.3 有限元壁温计算

域上的温度分布。

表 1 "neu" 文件所含数据信息解析
数据内容

2 边界条件
针对图1 中火焰筒壁面模型，火焰筒壁面换热表
面分类如图 2 所示。图中给出了典型气膜段及其各换
热表面的特征[2]：

燃烧室机匣

（1）第 1 类：壁面
2 级通道冷却气

接受高温燃气的辐射和
气膜冷却的对流换热；

第 2 类壁面

第 4 类壁面
第 5 类壁面

（2）第 2 类：壁面
向燃烧室机匣辐射热，
同时与 2 股腔道的冷

第 3 类壁面
第 1 类壁面

却空气之间进行对流
换热；

火焰筒内高温燃气

图 2 火焰筒壁面换热表面分类

（3）第 3、4 类：壁面承受冷却空气与壁的对流换
热及二者之间的辐射换热的复合作用；
（4）第 5 类：近似认为与外界的热交换为 0。
对以上各类表面，
其具体的换热方程见文献[3-6]。

符号

数据类型

文件版本信息

字符串

总节点数

NUMNP

整型

总面元数

NELEM，

整型

边界组数量

NBSETS

整型

节点号

实型数组(I),I=1,NUMNP

x 坐标

实型数组(I),I=1,NUMNP

y 坐标

实型数组(I),I=1,NUMNP

面元号

实型数组(I),I=1,NELEM

第 1 个节点序号

实型数组(I),I=1,NELEM

第 2 个节点序号

实型数组(I),I=1,NELEM

第 3 个节点序号

实型数组(I),I=1,NELEM

第 i 个边界组名称

字符串数组(I),I=1，NBSETS

边界组节点数量

NB_NODE（I）

整型数组(I),I=1，NBSETS
整型数组(I,J)，
I=1，NBSETS，

面元序号

J=1，NB_NODE（I）
整型数组(I,J)，
I=1，NBSETS，

起始节点面元内序号

J=1，NB_NODE（I）

在计算过程中所采用的开孔流量分配、火焰筒燃气侧
/ 冷气侧沿程热力参数使用 1 维流量分配程序的计算

在有限元壁温计算程序中，读入前述的 neu 文件
中的数据及由 1 维性能计算程序获得的相关开孔流

结果。

3 半自动化计算过程的前置处理和壁温计算
3.1 模型导入和网格划分过程

量分配、沿程热力参数数据，即可通过迭代计算获得
火焰筒壁温分布。
在火焰筒流路方案发生变化、
导致几何模型变化

（1）在几何建模软件中，
对壁面型线进行处理（图
2），并以 acis 文件的格式导出。

时，只需重新运行第 3.1 节中的“模型导入和网格划
分过程”，
就可迅速得到新模型对应的有限元网格及边

（2）打开 Gambit 软件 [11]：导入几何模型（使用前

界分组信息，结合前期已实现交互式自动化运行的
“1

一步骤生成的 acis 文件）；
对型线进行必要的切割、合

维性能计算程序”
，
可获得新方案的火焰筒壁温分布。

并处理；指定网格划分的尺度，
完成三角形网格划分；

采用上述方法，1 个全新方案的气膜冷却火焰筒

选定求解器类型为 polyflow；为后续计算加载边界条

的壁温计算时间可以由以前的 1～2 天缩短为现在

件方便，对如图 2 所示的 5 类表面，按特定的规则指

10～30 min，
从而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

定所有的边界线的名称；导出网格文件（其扩展名为
“neu”
）。

4 改进方案壁温计算实例
火焰筒外壁的初始方案和改进方案如图 4 所示。

火焰筒壁温计算的网

根据燃烧室总体设计要求，与初始方案相比，改

格示例如图 3 所示。
3.2 “neu”网格文件解析
“neu”
文件中包含了所 图 3 火焰筒壁温计算的网格
有网格的节点、线元、三角
示例
形单元的信息以及边界线元的边界条件分组等信息。
“neu”
文件所含数据信息解析见表 1。同时，
该文件中还
包含了一些与本文计算无关的信息，
表中未全部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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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型燃烧室火焰筒的长度和出口外径略有增加，而火
焰筒进口尺寸和冷却空气量基本不变。对此，以燃烧
室集成设计系统为平台，开展了多方案燃烧室的优化
设计，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流路和流量分配设计、火焰
筒开孔方案及气膜段设计、2 维壁温计算等。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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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模化对燃气轮机燃烧室工作特性影响的数值分析
何

念，陈明敏，
高贤智，尹静姝

（上海电气燃气轮机有限公司，上海 200240）

摘要：为研究低压模化对于燃气轮机燃烧室工作特性的影响，采用 ANSYS 软件的 FLUENT 模块，对燃烧室在低压模化以及低压
1 /3 尺寸模化条件下的燃气轮机燃烧室分别进行数值模拟研究，并与在全压条件下的燃烧室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计算结果表
明：在低压模化条件下，燃烧室的流线形态与全压下基本相同；由于压力对于化学反应平衡的影响，在低压条件下燃烧室的壁温相
比在全压下的平均降低 70~1 00 K，其出口温度场指标比在全压下的更好；由于受燃烧室入口空气压力的影响，在低压条件下燃烧
室的燃烧效率和流阻损失均比在全压下的低；另外，由燃烧室压力和尺寸的变化引起的燃烧室内温度分布变化，造成 NO 源分布的
不同及燃烧室内 NO 的生成速率发生巨大变化，导致燃烧室 NOx 的排放水平不同，并验证了压力指数。其计算结果可为燃气轮机燃
烧室的低压和常压模化试验提供参考。
关键词：燃烧室；燃气轮机；低压模化；工作特性；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V23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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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Analysis on Influence of Low Pressure Modeling on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as Turbine
Combustor
HE Nian, CHEN Ming-min, GAO Xian-zhi, YIN Jing-shu
渊Shanghai Electric Gas Turbine Co.,Ltd., Shanghai 200240,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low pressure modeling on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as turbine combustor, the full-size

gas turbine combustor and its 1/3 size model combustor at low pressure condition were simulated by using FLUENT model of ANSYS
software, a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full-size combustor in full pressure conditi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in

low pressure condition, streamline distribution in the combustor are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that in full pressure condition. Due to affect of
on the pressure chemical reaction equilibrium, the liner wall temperature in low pressure condition is averagely 70 K to100 K lower than

that in full pressure condition, and the outlet temperature pattern factor in low pressure conditions is better. Because of the impact of inlet

pressure, combustion efficiency and total pressure loss in low pressure condition are lower than in full pressure condition. In addition,
because of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change in the combustor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combustor pressure and size, the distribution of

NO sources and the growth rate of NO change a lot, so NOx emissions in three different conditions are much different. Furthermore, the
pressure impact index is verified.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gas turbine combustor low-pressure and atmospheric pressure test.
Key words: combustor; gas turbine; low pressure modeling;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s; numerical simulation

进行各参数的测量，
即在实际燃烧室（或燃烧器）上进

0 引言

行全压试验；
物理模型试验法则采用原型尺寸的燃烧

燃烧室的研究和工程设计至今仍以试验方法为

室（或燃烧器），但在简化或缩小的工况参数下进行试

主，主要因为燃烧室及其工作过程非常复杂，所以在

验 （称为低压试验），或者采用放大或缩小的燃烧室

工程条件下的许多问题尚不能完全用数学分析的方

（或燃烧器）的模型（一般为缩小的模型）进行试验测

法解决。燃烧室的试验方法分为原型试验法和物理模
型试验法。原型试验法是在实际燃烧室（或燃烧器）上

量（称为尺寸模化试验）[1]。
在实际的燃烧室设计和调试过程中，都期望在全

收稿日期：2016-09-16
作者简介：何念（1986），男，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燃气轮机燃烧设计工作；E-mail: henian@shanghai-electr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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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或全参数）条件下对燃烧室进行准确、可靠地调

计算过程的计算域选取在进入火焰筒各孔与旋

节。然而，一方面，现代燃气轮机正在向高压比、高初

流器直到燃烧室过渡段出口的燃烧室核心部分。空气

温、大流量、大功率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燃气轮机

与燃料在这一区域发生复杂的湍流流动与燃烧，是燃

燃烧室在设计、研发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试验和调

烧室的最重要部分，
也是数值模拟最关心的区域。此

试。因此，
在全压（或全参数）条件下对燃烧室进行设

核心部分又可以划分为 3 个区域：

计和调试，虽然所得的结果可靠，但实际试验有很大

（1）头部及靠近火焰筒壁面的区域。拟采用精细

的局限性，
如对试验的气源要求非常高、设备复杂、周

的小尺寸非结构化网格可以完好再现该区域复杂的

期长、费用大等

几何结构；

。为此，研究人员一直在探索和研究

[1-3]

（2）火焰筒中空气与燃料发生燃烧的主要空间区

燃烧室模拟试验的方法。
燃烧室的模拟试验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最令人关

域。拟采用结构化网格提升计算的速度与精度；

注的是燃烧室在低压条件下按照等容积流率的规律

（3）靠近燃烧室出口的区域，即过渡段的区域。该

进行模拟试验的方法 。中国的许多学者在燃气轮机

区域对燃烧过程没有太大影响，拟采用尺寸相对较大

燃烧室模拟试验的方法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陈

的非结构化网格节省计算成本。

[2]

丹之

研究了燃烧室在低压工况下的模化准则；焦树

[4-5]

建[2,6-7]在低压条件下，按等容积流率的规律设计和调

将各区域网格画好之后，通过网格拼接技术，就
可得到整个计算域的网格，
如图 2 所示。

试了多种燃气轮机燃烧室。但研究大多或者偏重于对
低压模拟试验的模化准则进行理论探索，或者偏重于
燃烧室低压调试试验的经验总结。Yufeng Cui 等[8]利
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压力对某型燃用中热值合
成气燃烧室燃烧性能的影响，但仅仅分析了燃烧室性

图 2 计算网格

能的 1、2 个方面，并且对于全压 / 低压试验也很难形
1.2 数学模型

成有效的指导作用。
本文对燃烧室低压模化以及低压 1/3 尺寸模化
条件下的燃气轮机天然气燃烧室进行数值模拟，并对

数值模拟计算采用 ANSYS 软件的 FLUENT 模块
进行。在计算过程中的物理模型选择如下。

比分析在全压条件下燃烧室的工作特性，探索燃烧室

（1）湍流模型。由于空气旋流器会在燃烧室头部

低压、常压模化试验的方法论，为燃烧室的低压和常

形成一定的旋流强度，燃烧室腔体内的流动选用 Re-

压模化试验提供参考。

alizable k-epsilon 模型。输运方程为
坠（籽k）+ 坠（籽kui）= 坠
坠子
坠xi
坠xi

1 数值模拟方法
1.1 几何模型及网格
燃烧室计算几何模型如图 1 所示。该模型为分管

坠
坠xi

式燃烧室、单个火焰筒。在火焰筒筒体上均布 2 排主
燃孔、
1 排掺混孔以及 7 列冷却孔，火焰筒头部也均
布 2 列冷却孔。燃烧器采用扩散燃烧方式、旋流器为
轴流式。

蓘 蓸 滋+ 滓滋 蔀 坠k坠x 蓡 +G -籽着
子

k

坠（籽着）+ 坠（籽着ui）=
坠t
坠xi

k

j

（1）

蓘 蓸 滋+ 滓滋 蔀 坠着坠x 蓡 +籽C E着-籽C k+ 姨着 自着 （2）
t

g

j

1

2

2

式中：
G k 为由速度梯度引起的应力生成 项；C1=max
（0.43， 浊 ）；
自 为运动黏度；C2=1.9；
滓k=1.0；
滓着=1.2。
浊+5
（2）辐射模型。由于燃烧室内温度较高，
故应考虑
燃烧室内部气体与颗粒之间的辐射换热，计算选择
P1 辐射模型。

（3）燃烧模型。计算选择 Non-Premixed Combustion 模型（PDF 模型）。计算 NOX 排放时，考虑了热力
图 1 燃烧室计算几何模型

PDF pdfFactory Pro

型和快速型 NOX 的生成机理，O 和 OH 离子的浓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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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平衡方法计算，NOX 生成速率的时均值采用混合
分数（mixture fraction）的概率密度函数（PDF）进行计
算。输运方程为
f）
坠 （籽 軃
軃= 坠 （滋+ 滋j 坠 軃
f）+ 坠 （籽u軈
j f）
坠子
坠xj
坠xj
滓f 坠xj

（3）

坠 （籽g）+ 坠 （籽u軈g）
j
坠子
坠xj

蓸

蔀

蓸 蔀

（a）低压模化条件

坠
f -Cg2 籽g 着
滋j 坠g軃 +Cg1 滋t 坠 軃
坠xj 滋+ 滓g 坠xj
k
坠xj

（4）

式中：f 为随机变量，可运用概率密度函数 P（f）来描
述其脉动性质；
滓f、Cg1 和 Cg2 为 一 般 常 数 ， 分 别 取
（b）低压 1/3 尺寸模化条件

0.85，2.86 和 2.0。
1.3 边界条件
在全压条件下燃烧室的进、
出口条件见表 1。
表 1 在全压条件下燃烧室进、出口边界条件

（c）全压条件

空气流量 / 空气压力 / 空气温度 / 燃料流量 / 燃料压力 / 燃料温度 / 出口静压 /
（kg/s）

kPa

K

（kg/s）

kPa

K

kPa

14.5

1240

633

0.3264

2035

310

142.880

为了保证流经燃烧室的雷诺数大于临界雷诺数，
在低压模化条件和低压 1/3 尺寸模化条件下的压力
选为 152 kPa，
其他参数均按照等速度准则确定，
燃料
量按等当量比确定。

图 3 在 3 种模拟条件下的流场分布对比

2.2 温度分布
在 3 种模拟条件下燃烧室出口截面的温度分布
对比情况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3 种模拟条件
下，高温区基本位于出口截面的中心，并且在低压模
化条件下燃烧室出口截面中心的温度比在全压条件
下的低。燃烧室出口温度随高度的变化如图 5 所示。

计算采用的天然气组分见表 2。

在燃烧室出口截面轴对称线上等距离选取 21 个点，
研究 3 种模拟条件下燃烧室出口温度随高度的变化

表 2 天然气组分
组分

CO2

N2

C1

C2

C3

情况。从图中可见，
燃烧室出口温度沿高度的分布规

摩尔分数 /%

4.25

0.63

88.48

6.62

0.02

律基本一致，但在相同位置处的温度，在低压模化条
件下比在全压条件下的略低，并且燃烧室尺寸的改变
也对相同位置处的温度略有影响。

2 计算结果对比分析
2.1 流场分布
在 3 种模拟条件下燃烧室的流线分布对比情况
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燃烧室的流线分布在 3 种
模拟条件下总体上大致相同，并且在燃烧室头部靠近
轴线附近形成明显的中心回流区；值得注意的是：在

（a）低压模化条件

低压模化条件下燃烧室中心回流区的尺寸比在全压
条件下明显小一些；另外，在燃烧室头部壁面附近也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涡”
，这些“涡”并不会随燃烧
室工作压力或尺寸的变化而消除，因此，其形成主要
是由燃烧室头部的特定结构造成的。

PDF pdfFactory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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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全压条件

13

（a）低压模化条件

图 4 在 3 种模拟条件下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对比

（b）低压 1/3 尺寸模化条件

图 5 燃烧室出口温度沿高度的变化

（c）全压条件

在 3 种模拟条件下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指标统

图 6 在 3 种模拟条件下燃烧室纵截面温度分布对比

计情况见表 3。从图中可见，
在低压模化条件下燃烧室

在 3 种模拟条件下燃烧室壁温分布对比情况如

出口燃气平均温度较在全压条件下的低 15~25 K，但

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3 种模拟条件下燃烧室的

[2-6]

前者的出口温度分布系数比后者要好一些，焦树建

平均壁面温度分别为 894.74、917.51、985.87 K，在低

通过大量的试验调试数据也总结了类似的结论。在低

压模化条件下火焰筒壁温比在全压条件下的低

压模化条件下燃烧室出口燃气平均温度降低，主要是

70~100 K，也比在低压 1/3 尺寸模化条件下的壁温稍

由压力对化学反应平衡的影响造成的

，在高温条件

低。由式（5）~（7）可知，
当燃烧室工作压力降低时，
燃

下燃烧室内存在很多裂 解反应（见式（5）~（7）中的

烧产物中的 H2O 和 CO2 等 3 原子、多原子分子含量

[8-9]

H2O 和 CO2 的裂解反应），裂解反应导致反应产物的
总摩尔数增加，然而压力的降低总是使化学平衡向着
摩尔数增加的方向进行，从而促进裂解反应的进行，
由热裂解造成的热损失增多，相应的火焰温度会更
低。在 3 种模拟条件下燃烧室纵截面温度分布对比如
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
由于在低压模化条件下燃烧

（a）低压模化条件

室内的火焰长度比在全压条件下的短，故前者的出口
温度分布系数要好。
CO2圮CO+ 1 O2
2

（5）

H2O圮H2+ 1 O2
2

（6）

H2O圮 1 H2+OH
2

（7）

（b）低压 1/3 尺寸模化条件

表 3 3 种模拟条件下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指标
T子4 /K
OTDF

低压模化条件

低压 1/3 尺寸模化条件

全压条件

1381

1375

1397

（c）全压条件

0.1941

0.2330

图 7 在 3 种模拟条件下燃烧室壁温分布对比

0.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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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O2 和 H2 等对称结构的双原子分子含量增加，

在低压模拟条件下燃烧室的总压损失比在全压

而在常见温度范围内，双原子分子没有发射和吸收辐

条件下的小，
而缩小燃烧室的尺寸对燃烧室总压损失

射的能力，而一氧化碳、水蒸气、二氧化硫、甲烷和一

的影响并不大。实际上，在低压模化条件下的燃烧室

氧化碳等 3 原子、
多原子以及结构不对称的双原子气

进口温度、出口温度、流动速度与在全压条件下的几

体却具有相当大的辐射能力[8]，因此，在低压模化条件

乎相等，因此，燃烧室的加热损失相差不大，这种变化

下，
燃烧室内的辐射换热会明显减弱。焦树建 通过大

主要由于燃烧室工作压力的变化而影响燃烧室内部

量试验也总结了“常压试验燃烧室火焰筒壁面的温度

的流动损失，
从而影响燃烧室总压损失。

一般要比真实参数试验时低 100~200 ℃”
的规律。

2.5 NOX 排放

[2,6]

2.3 燃烧效率

在 3 种模拟条件下 NOX 排放对比情况如图 8 所

对燃烧室运用热焓法计算其燃烧效率（计算结果
见表 4）

示。从图中可见，在 3 种模拟条件下 NOX 排放差异明
显。根据国家标准《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10]和

浊=（ma+mf）H 子4-maH 子3-mfH 子i
mfH u

（8）

式中：
ma 为燃烧室进口空气质量流量，kg/s；mf 为燃料
质 量 流 量 ，kg/s；
H 子4 为 燃 烧 室 出 口 燃 气 滞 止 热 焓 ，

kJ/kg；H 子3 为燃烧室进口燃气滞止热焓，kJ/kg；H 子f 为燃
料进口热焓，kJ/kg；H 子3 为燃料进口热焓，kJ/kg；H u 为
燃料低位发热量，kJ/kg。

行业标准 《固定式燃气轮机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11]
中方法，对数值模拟计算结果进行折算（折算方法见
式（10）），结果见表 6。
Em=Er×（21-Cr）（
/ 21-Cm）

式中：Em 为折算的 NO 排放浓度；Er 为实测的 NO 排
放浓度；Cr 为实测的烟气含氧量，%；
Cm 为折算的烟气
含氧量，按 15%计算。

表 4 在 3 种模拟条件下燃烧室的燃烧效率
燃烧效率

低压模化条件

低压 1/3 尺寸模化条件

全压条件

0.9576

0.9540

0.9776

从表中可见，
在低压模化条件下燃烧室的燃烧效
率比在全压条件下的低 2%左右。在入口空气温度不
变的条件下，随着入口空气压力的升高，燃烧室燃烧

（a）低压模化条件

效率会逐渐提高。焦树建 通过大量试验也总结了
[2,6]

“在低压模拟试验时，燃烧效率约比原设计参数条件
下的低 0.5%~2%”的结论。
2.4 总压损失
在燃烧室工作时，由于存在摩擦阻力、混合阻力
和加热阻力等，出口总压必然低于进口总压。燃烧室
（b）低压 1/3 尺寸模化条件

总压损失为
孜rB= p t3-p t4 ×100%
p t3

（9）

式中：p t3 为燃烧室进口总压，Pa；p t4 为燃烧室出口总
压，Pa。
燃烧室总压损失的计算结果见表 5。
表 5 3 种模拟条件下燃烧室的总压损失
总压损失

低压模化条件

低压 1/3 尺寸模化条件

全压条件

3.9788

3.9585

5.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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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在 3 种模拟条件下 NO 排放对比数据

燃烧室出口温度等的分布情况，其较燃烧室的实际工

低压模化条件

低压 1/3 尺寸模化条件

全压条件

37.76

12.14

143.6

最大体积
分 数 /10-6
（@15O2）

作情况存在一定差异；
（3）由于压力的变化对于燃烧过程的影响，在低
压模化条件下燃烧室的燃烧效率、总压损失均比实际
工作时低；

平均体积
分 数 /10-6

15

24.93

78.54

8.07

（@15O2）

（4）初步获得了该燃烧室的“压力指数”，从而可
以定性考察由于压力的变化引起燃烧室内的温度分

从表中可见，压力的变化对燃烧室的 NO 排放产

布的变化，
进而造成 NO 排放差异；

生了显著影响，由于压力的变化引起燃烧室内的温度

（5）由于在低压条件下尺寸的模化可能进一步引

分布变化，进而导致燃烧室内快速型 NO 源分布的差

起问题复杂化，如缩尺寸引起的燃烧室温度分布、高

别以及燃烧室内 NO 的生成速率发生巨大变化。此

温区分布的变化，建议在低压试验或常压试验过程中

外，在低压模化条件下，燃烧室尺寸的减小引起了高

不优先考虑采用缩尺寸或尺寸模化的方法。

温区范围的减小，
从而引起 NO 排放的降低。
由于低压模化条件是通过相似原理确定的，空气
/ 燃料流速、空气温度均与全压条件下保持一致，所以
只有压力的影响需要考虑。为了进一步评估在低压模
化条件和全压条件下 NOX 排放计算结果的差异，引
入“压力指数”的概念，通常，压力对于 NOX 排放的影
响可以表达为[12]

蓸 蔀

（NOX）1 = P1
P0
（NO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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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主燃油计量装置故障诊断
芦海洋 1,2，
王

曦 1,2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2. 先进航空发动机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191）

摘要：为了建立主燃油计量电液执行机构（EHA）的故障诊断算法，分析了主燃油计量液压机械控制装置的工作原理，提出了 1
种建立主燃油计量线性变参数(LPV)模型的方法，设计并得到基于离散卡尔曼滤波器的主燃油计量电液执行机构位移输出的残差生
成器。仿真结果表明：该残差生成器具有对故障敏感而对噪声和建模误差不敏感、对残差的动态响应快，幅值变化较大的特点，有效
降低故障误报警率和漏报警率。
关键词：主燃油计量装置；故障诊断；卡尔曼滤波器；执行机构；线性模型
中图分类号：V23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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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Diagnosis of Main Fuel Metering Device Based on Kalman Filter
LU Hai-yang1袁2袁WANG Xi1袁2
渊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Beihang University袁Beijing 100191袁China曰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Advanced Aero-Engine袁Beijing 100191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fault diagnosis algorithm of the main fuel metering Electro Hydraulic Actuator (EHA),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main fuel metering device was analyzed, a method of establishing the main fuel metering Linear-Parameter-Varying 渊LPV冤
model was presented and finally residual generator main fuel metering Electro Hydraulic Actuator's displacement output was designed

based on discrete Kalman filter.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idual generator is sensitive to fault and insensitive to noise and modeling
errors,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the residual is fast, the change of the amplitude of the residual error is large, the false alarm rate and missing
alarm rate are reduced effectively.

Key words: main fuel metering device; fault diagnosis; Kalman filter; actuator曰linear model

(EKF)，解决了传统卡尔曼滤波在非线性模型参数估

0 引言

计中的应用限制问题。Y. Chinnia 等 [2]将拓展卡尔曼

卡尔曼滤波器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
那时

滤波器(EKF)用于估计黏性摩擦系数和有效体积模量

的计算机技术还不成熟，维纳滤波技术尽管已经产

2 个参数，将待估计的系统参数的变化和电液执行机

生，
但是需要大量历史数据，
不具备实现条件，然而卡

构(EHA)的故障联系起来，例如，
黏性摩擦系数的变化

尔曼滤波器状态估计的迭代更新过程不需要存储大

表明液压油的变质和密封件的磨损，有效体积模量的

量历史数据，从而解决了当时硬件的存储限制问题[1]。

减小影响闭环系统的响应；Xudong Wang 等 [3]应用基

很多研究学者将卡尔曼滤波应用于工程（如故障

于拓展卡尔曼滤波器的多模型(MM)估计来实现对电

诊断和参数估计）中解决实际问题。目前，
卡尔曼滤波

液执行机构系统的故障诊断、定位，其原理是将某一

被分为传统卡尔曼滤波、拓展卡尔曼滤波、混合卡尔

故障和 1 组拓展卡尔曼滤波器相关联，某一组卡尔曼

曼滤波。传统卡尔曼滤波主要用于线性系统中；随着

滤波器的残差变大时，表明与其关联的故障发生；L.

工程应用的发展，对非线性系统的研究越来越多，研

An 等[4-5]将拓展卡尔曼滤波器用于估计电液伺服阀阀

究学者将传统卡尔曼滤波发展为 拓展卡尔曼 滤波

芯位移、作动筒内的腔压、活塞的速度等变量，将待估

收稿日期：2016-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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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参数和实际参数作比较得到残差，当故障发生

移，
开大了回油活门左腔与压差活门中间腔之间的流

时，与故障对应的残差生成器的残差值变大，不同程

通面积，回油活门左腔压力下降，回油活门在压差力

度的泄漏故障对应不同的残差值，通过阈值的选定实

作用下左移，
回油量增多。计量活门前油压下降，计量

现了对泄漏程度的分类。

装置前、后油压差减小，直至恢复到压差控制器所调

随后，研究学者又将目光放在混合卡尔曼滤波
(HKF)的研究上。Takahisa Kobayashi、
Donald L.Simon

定的压差值为止。调节结束后，
压差活门稍偏左，回油

[6-7]

活门偏左，回油孔开大，回油量增加，计量活门前、后

将混合卡尔曼滤波应用于航空发动机在线诊断，其研

压差基本不变，因此，主燃油计量装置中设计了等压

究成果已被 NASA 所验证。该方法将非线性系统和线

差活门，使计量的燃油流量仅为计量活门开度的正比

性系统结合，具体做法是将非线性系统的状态变量和

例关系。当计量活门开度不变时，
发动机供油量基本

输出作为线性系统的稳态值，估计输出和测量输出的

不变，而油气比的增加必然导致发动机转速的增加，

差值经过卡尔曼增益后反馈到线性系统中。

在转速闭环控制的作用下，
电液伺服阀的工作电流按

无论以上何种形式的卡尔曼滤波器，始终不可避
免的问题是线性化，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 1 种

转速偏差调节，关小计量活门的开度，直至使转速回
到设定指令值为止。

将电液执行机构(EHA)特性归一的线性化方法，该方

压差活门可以保证主燃油计量活门出油孔前、后

法可以避免设计卡尔曼滤波器时调度参数 A、
B、
C、
D。

压差控制，
因此等压差控制使得计量活门出口的油量

1 主燃油计量装置工作原理

Q 仅仅由计量活门的开度面积决定
Q=CqA

主燃油计量活门是航空发动机中供油系统的主
要组成部分，其控制组件如图 1 所示。目前，全权限电
子控制器（FADEC）[8]采用电液伺服阀、主燃油计量活
门、压差活门与回油活门的伺服控制组件的形式来实

姨

2 驻P
籽

（1）

式中：Cq 为流量系数[9]；A 为计量活门的开度面积；驻P
为计量活门前、后的压差；籽 为燃油的密度。

由式（1）可知，当主燃油计量前、后 驻P 一定时，

计量出口的流量由开度面积决定，
而在目前全权限数

现对主燃油计量出口油量的控制。

字电子控制[10-12]中，计量活门的运动受到电液伺服阀

油箱

的控制。电子控制器采集计量活门的 LVDT 位移传感
器信号与指令信号位置作差，其值经过 PI 控制器计

回油活门

算后输入到电液伺服阀的电信号接口中，从而调整电
液伺服阀的阀芯开度，调制送往计量活门作动 2 腔的

压差活门
定压油

流量，主燃油计量活门负反馈控制结构如图 2 所示。
电液伺服阀

限流孔
计量后

等 压 差

计量前

伺 服 控
制组件
主燃油计量

计量活门

位移指令

图 1 主燃油计量活门控制组件

控制器
-

电液伺

主燃油计

服阀

量活门

燃油流量

LVDT

设发动机按等转速控制计划调节，在稳态平衡条

传感器

件下，发动机转速不变，齿轮泵供油量一定，计量活门

图 2 主燃油计量活门负反馈控制结构

的位置一定，燃油流通面积一定，压差活门和回油活
门的位置保持不变，回油量一定，因此，向发动机的供

根据主燃油计量液压机械控制装置非线性

油量保持不变，计量活门前、
后压差保持不变。当飞行

AMESim 模型仿真数据，通过最小二乘法辨识的方法

高度升高时，发动机空气流量减少，
所需供油量减少，

可以得到电液伺服阀输出流量随不同阶跃输入的归

而供油量未变，故发动机转速增加，又引起供油量相

一化响应曲线的线性模型，
线性化之后的模型可以用

应增加，计量活门前、
后油压差增大，于是压差活门左

于设计卡尔曼滤波器，采用 Kalman 滤波估计算法[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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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点在于能弥补建模误差。尤其是非闭环控制回路
的建模，
建模误差将被放大，
采用 Kalman 滤波估计算

2

法可以有效地削减该误差，避免了在正常无故障情况

0

下的误报警概率。基于 Kalman 滤波的主燃油计量活
门 FMV 控制回路的故障诊断结构如图 3 所示。

-2
5.98

等压差
伺服控
制组件
主燃油计量
位移指令

-

控制器

主燃
电液伺 油计
服阀 量活门

G（z）= b 0+b 1z-1 +b 2z-2
1+a1z +a2z
-1

比
较
阈值 器

-

诊断
结果

传递函数的参数（由于篇幅有限，对参数进行了约简）
见表2。

该主燃油计量运动线性模型的结构形式如图 4
所示。
归一化后的传递函数

积分得到作动
筒活塞位移

除以面积

图 4 主燃油计量运动数学模型结构形式

一对应的关系，电液伺服阀阀芯开度面积越大，输出

多，计量活门的
作动速度越快。
电液伺服阀稳态
流量增益曲线如

表 2 6 个传递函数的参数
函数

a1

a2

b1

b2

b3

1

-1.22

0.40

-7e-4

-6e-4

-1e-4

2

-1.23

0.43

0

-1.1e-3

-3e-4

3

-1.45

0.59

0

-6e-4

-3.4e-4

4

-0.91

0.26

-1.1e-3

1.3e-3

-2.5e-3

5

-1.11

0.33

-4e-4

-1.1e-3

-2e-4

6

-1.28

0.45

-5e-4

-6e-4

-2e-4

所有传递 函 数的 极

电液伺服阀中的电信号与调制输出的流量是一

2 腔中的流量越

500

这 6 个传 递函 数 的

2

见表 1，在建立电液伺服

1

阀输出流量的数学模型

0

时，稳态值可以根据调度

-1
-2
-200

-100

0

100

200

300

Current/mA

图 5 电液伺服阀稳态流量增益曲线

1
2

点位置如图 7 所示。

3
4
0

5
6

关于输入的响应稳态值

-300

（2）

时域辨识，可以得到与之相对应的 6 个传递函数，各

2 主燃油计量运动线性模型

电液伺服阀稳态
流量增益插值表

-2

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图 6 中的 6 条响应曲线进行

图 3 主燃油计量控制回路故障诊断策略

到计量活门作动

6.02

图 6 电液伺服阀流量动态响应曲线
燃油流量

基于卡尔
曼滤波算
法的主燃
油计量的
实时模型

位移

6.00
Time/s

LVD
传感器

电信号

0~-310 mA 阶跃
0~-210 mA 阶跃
0~-110 mA 阶跃
0~110 mA 阶跃
0~210 mA 阶跃
0~310 mA 阶跃

-500
-1000

-500

0

Real Axis

图 7 6 个传递函数的极点位置

得到，动态过程通过辨识得到，也就是说只需要关注
图 6 的 6 条动态响应曲线的动态响应品质。本文列出

图 5 所示，数据

了 2 个衡量动态品质的参考量：调节时间和超调量。

见表 1。

对于 2 阶传递函数，有
ts= 4
孜wn

表 1 电液伺服阀稳态流量增益数据
电流 \mA

-310

-210

-110

110

210

310

流量 （
\ L/min）

2.27

1.50

0.72

-0.72

-1.5

-2.27

当电液伺服阀采用不同的阶跃输入信号时，电液
假设待辨识的流量响应的传递函数具有如下离

PDF pdfFactory Pro

仔孜
×100%
姨1-孜２

（4）

统计得到 6 个传递函数的调节时间 ts 和超调量
滓，见表 3。
从表 3 中可见，6 个传递函数的调节时间比较相

伺服阀输出流量的响应曲线如图 6 所示。
散形式

滓%=e

（3）

近，且超调量也在较小范围内变动，工程中为了简化
设计过程，可以近似认为该电液伺服阀的动态响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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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k = q k
A

质是相等的。通过将图 6 中的动态响应曲线相对表 1
中的稳态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后也发现，在不考虑稳
态流量输出的情况下，6 条动态响应曲线是近似相近
的，
如图 8 所示。

*

xk 1

门作动腔的径向横截面
假设采样周期 Ts，主

ts /s

滓/%

1

0.0088

0.7182

2

0.0094

2.2253

3

0.0151

5.5481

4

0.0060

1.3078

5

0.0073

0.2370

6

0.0099

1.9142

0~-310 mA 阶跃
0~-210 mA 阶跃
0~-110 mA 阶跃
0~110 mA 阶跃
0~210 mA 阶跃
0~310 mA 阶跃

xk

1
z

以表示为
S =移淄i Ts

3

H

图 9 电液伺服阀输出流量
k

k

调度

D

燃油计量活门的位移 S 可

*

线性模型

（9）

i=0

1

G（s）

S

离散卡尔曼滤波器

图 10 经积分后的新系统

的设计

图 4 中的“除以面积”环节只是对电液伺服阀输
1.0
0.8

出流量的变换，为一固定的系数，其物理结构上应该

6.01 6.02

位于传递函数之后，但从数学角度看，其位置在传递
函数之前还是传递函数之后都一样，本文将其放在传

0
5.98

5.99

6.00
6.01
Time/s

6.02

递函数之前，传递函数和 1 个积分环节串联到一起，

6.03

图 8 归一化处理后的电液伺服阀流量动态响应曲线

综合考虑表 3 中的参数后，
选取图 8 中的 1 条曲
线作为待辨识的归一化的传递函数，假设经归一化后
的离散状态空间方程
xk=Fxk-1+Guk，yk=Hxk+Duk

性 模 型 的 输 出 ；F=
0]，D=0。

蓘

1.563

-0.6441

1

0

蓡 蓘 蓡
，G=

如图 10 所示。
该过程用数学可以表示为
xk=Fxk-1+Guk，yk=Hxk+Duk，s k=s k-1+HTsyk

1
0

假设增广后的状态变量 xk
1

xk =[xk

的信息，只是表征了其动态响应的过程，将表 1 作为
待调度的稳态流量增益数据表，
可以基于参数调度建
立电液伺服阀输出流量线性模型，
设计过程如下。
假设电液伺服阀输出流量随输入电信号的调度

型可以表示为
1

1

*

蓘

PDF pdfFactory Pro

蓡 蓘 蓡

k

0

1]，D1=0，{wk}和{v k}为零均值、不相关的白噪声，协方
差矩阵分别为 Qk 和 R k，满足
T

T

T

E（wkwj ）=Qk啄k-1，E（淄k淄j ）=R k啄k-1，E（淄kwj ）=0 （12）
啄k-1 是 Kronecker-啄 函数
啄k-1=

嗓

1，
k=j
0，
k≠j

1,+

1

+

1

1,+

1

1,+

x0 =E（x0 ），
P0 =E（
（x0 -x0 ）
（x0 -x0 ）T） （13）

（7）

根据控制器电信号阀流量输出线性模型结构如
假设主燃油计量活门的速度

*

假设卡尔曼滤波器需要预定义的初始参数为

式中：H*（uk-1）=滓（uk-1）H；q k 为电液伺服阀流量输出。
图 9 所示。

k

F 0
G
式中：u*= 滓（u），F1=
，G 1=
，H 1= [0
A
H*Ts 1
0

（6）

电液伺服阀输出流量的线性模型具有如下形式
q k=H*（uk-1）xk+Duk-1
xk=Fxk-2+Guk-1，

1

xk =F1xk-1 +G 1uk-1 +wk-1 ，
S =H 1xk +D1uk-1 +淄 （11）

函数为
Q=滓（u）

s k]T

图 10 中的模型经过增广后并考虑噪声的线性模

，H=

由于以上模型不带有电液伺服阀稳态流量增益

（10）

1

（5）

式中：输入 u 为控制器的电流值；
yk 是经归一化后线

[0.08131

G

积。

函数

0.5

F

式中 A 为主燃油计量活

表 3 6 个传递函数的响应时间和超调量

1.0

Current

（8）

1,-

1,+

式中：xj 、
xj 分别为第 j 步时状态变量的先、后验估
-

+

计；
Pj 、
Pj 为第 j 步时协方差的先、
后验估计。
卡尔曼滤波器的迭代更新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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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Pk =F1Pk-1 F +Qk-1，
K k=Pk H
1,+

1

1,-

1

1,-

Rk

-1

1,+

*
x赞 =F1x赞 k-1 +G 1uk-1 ，

T

，k

1,-

+
1赞
x赞 k =x赞 k +K（y
，
Pk =（I-K kH k）Pk
k
k-H xk ）

（14）

根据第 2 章建立的主燃油计量活门数学模型和

0.03

0.03

0.02

0.02

0.01

0.01

0

2

本节建立的基于卡尔曼滤波算法的执行机构故障算
法，可以得到仿真平台，如图 11 所示。

4

6
Time/s
（a）第 1 组

8

0

10

0.03

0.03

0.02

0.02

0.01

0.01

2

4

6

8

10

4
6
Time/s
（d）第 4 组

8

10

Time/s
（b）第 2 组

1-D T（u）

Group1

single

Sgnal1

flow

×

1-D Lookup
Table

60

÷

Velocity

Constart1 Divide1

FMV

0

×

Gain

Data Type Comversion

CMD

0.001

0.038

pi*（u/2）2

Constart

Fcn

÷
Divide1

Discrete
Kalman
Filter

|u|

single

Sgnal1

6
Time/s
（c）第 3 组

8

0

10

2

图 12 测量噪声方差参数大小对滤波效果的影响

Relational
Operator

KTs

Data Type Comversion2

FLAG

4

Ab5
0.001
threshold
value

Group1

2

single

Z-1
Subsystem

Single

Random Data Type Comversion3
Number

>=Value

Constant2

1,+

在得到后验状态估计x赞 k 后，通过计算得到传感

>=Value
Scope

Data Type Conversion
Constant3 Subsystem1 Constant4

hold 0.5 s

器的滤波估计输出，
表达为

图 11 主燃油计量活门故障诊断仿真平台

1,+

S赞 k=H1x赞 k

4 仿真结果
在本文讨论的卡尔曼滤波估计中，假设过程噪声

（15）

结合传感器输出，估计输出残差表达为

很小，测量噪声较大，也就是噪声{v k}的方差 R k 较大，

rk=||S赞 k-Sk||2

使得式 (13) 中计算的 K k 值较小，在计算后验估计

以电液伺服阀阀芯卡滞故障为例，在仿真时间的

1,+

时，算法更加偏重于信任先验估计x赞 k 。总而言之，过
程噪声{wk}的方差 Qk 和测量噪声{v k}的方差 R k 更类
似于加权系数，如果 Qk 较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建模

（16）

第 5 s 注入该故障，
残差变化如图 13 所示。
Residue Response
Threshold

0.02
0.01

Residue Response
Threshold

0.02
0.01

误差），那么认为卡尔曼滤波器更加偏重于信任测量
输出，反之，则偏重于信任线性模型；如果 R k 较大，那
么认为卡尔曼滤波器更加偏重于信任线性模型，反
之，则偏重于信任测量输出。

0

2

4
6
Time/s
（a）第 1 组

0.04

8

10

Residue Response
Threshold

0.02

蓘

蓡

其分成 4 组进行测试

Qi=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100，第 3 组

4

6
Time/s
（b）第 2 组

8

10

Residue Response
Threshold

0.08
0.06
0.02

0

2

4
6
Time/s
（c）第 3 组

8

10

0

2

4
6
Time/s
（d）第 4 组

8

10

图 13 残差响应变化

从图中可见，测量噪声方差增大使得估计输出残

1，第 1 组
10，
第2组

2

0.04

将第 2 章提取的主燃油计量活门线性模型与其
非线性 AMESim 模型对比发现，建模误差较小，因此
1 0
过程噪声较小，取为 R i=
，i=1…k；为了获得滤
0 1
波效果较理想的值，而将测量噪声方差取得较大，将

0

差幅值变大，也使估计输出残差响应变慢，过大的测
量噪声参数会使卡尔曼滤波算法失去鲁棒性，综合考

，
i=1…k

虑之下，取测量噪声方差为 1000。5 s 注入故障后，残

1000，第 4 组

差值迅速增加并超过报故阈值，从故障注入时刻到故

将 4 组测量噪声方差参数输入到仿真平台中，得

障预警经历的时间为 0.3 s，满足工程中对及时报警

到不同组别间的滤波效果，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

的要求，而在正常状态下，
残差值远小于报故阈值，不

见，
测量噪声方差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但噪声方差并

会误报警。

不是越大越好，过大的测量噪声方差会使残差随故障

目前，
该故障诊断技术可以被用于电液执行机构

注入的响应变慢，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失参数估计的

控制回路故障诊断，
包括电液伺服阀卡滞故障和漂移

鲁棒性。

故障，以及作动筒燃油泄漏和作动筒活塞卡滞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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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上故障都能诊断得到控制回路故障信号，接下
来的工作将围绕阈值与故障类型之间的非线性映射
关系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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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式排气系统气动性能与喷流特性数值研究
陈灿平，
李漫露，
田晓沛
（中国航发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北京 101304）

摘要：为分析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分开式排气系统的气动性能、喷流特性以及挂架支板对排气系统性能的影响，采用数值模
拟方法对 2 种结构形式的分开式排气系统流场进行了 2 维和 3 维计算研究。结果表明：挂架支板主要影响外涵流动，对外涵流量、
总压损失等系数的影响随外涵落压比非线性变化，外涵进入临界状态后挂架支板造成的总压损失趋于不变，挂架支板对内涵流动
的影响几乎不随外涵落压比而变化；外涵喷流主要通过内涵出口处剪切层影响内涵的流动，且其影响方式与喷管结构相关；喷管内
涵气动性能不仅受外涵喷流特性影响，也与自身工况相关。
关键词：分开式排气系统；气动性能；喷流特性；大涵道比；数值模拟；涡扇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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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D-Based Research on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Separate-Flow Exhaust System of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
CHEN Can-ping, LI Man-lu, TIAN Xiao-pei
渊AECC Aero Engine Academy of China, Beijing 101304,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exhaust flow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fluence of jet-pylon on separate-flow

exhaust system of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 2D and 3D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s were adopted to two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of separate-flow exhaust nozz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ylon mainly influences the bypass flow field, the mass flow and total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s of bypass vary non-linearly with the bypass nozzle pressure ratio (NPR), while the total pressure loss caused by the pylon is
invariable when the bypass in the critical state. The influences of the pylon on the core flow field remain unchanged with bypass NPR. The

core flow field is influenced by the bypass flow through the mixing shear layer, which varies with the core structure, and also is related to its
own flow condition.

Key words: separate-flow nozzl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exhaust flow characteristics; high bypass ratio; numerical simulation;

turbofan engine

设计时，应保证发动机循环所需流量的同时使排气喷

0 引言

管压力损失最小且不增大外部阻力等[1]。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由于其具有耗油率低、噪声

国外对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排气系统设计技术

小的优点，被广泛用于大型民用、军用运输机以及其

已有广泛且较成熟的基础与应用研究。但研究多包含

他如加油机、预警机、反潜机等其他大型亚声速飞机

在短舱的设计当中，
单独研究排气系统设计的公开文

上。排气系统作为发动机主要部件之一，对于发动机

献较少。由于分开式排气系统流动的复杂性，早期排

的性能乃至飞机的性能至关重要。排气系统典型流场

气系统的设计主要采用参数化的缩比模型试验建立

非常复杂，同时存在 2～3 种不同总压、总温的气流，

性能数据库，以此预测全尺寸喷管的性能；结合全尺

并包含亚声、跨声和超声流动，以及激波与边界层相

寸模型进行验证，通过不断优化获得满意的设计。由

互作用、
复杂剪切层等复杂流动现象。进行排气喷管

于传统设计方法设计周期长、代价昂贵，且具有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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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等缺陷，
使得基于 CFD 技术的设计方法有了长足

在数值计算中，对挂架支撑进行了处理，并且外涵流

的发展。对 CFD 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计算方法

道向上游延伸一定距离，3 维计算下模型 A 如图 3 所

。

[2-5]

研 究 思 路 主 要 通 过 数 值 求 解 2 维 和 3 维 的 Eu-

示，
模型 B 做类似处理。

ler/Navier-Stokes 方程来进行流场计算与分析。如 K.
M. Peery 等

[6]

给出包含多股流动喷管的流场计算方

法，开发了针对包含涵道内支撑结构在内的大涵道比
发动机排气系统气动性能的研究方法，并与试验结果
吻合较好；Abdol-Hamid 等 [7] 给出了网格密度对求解
结果的影响；
R.H. Thomas 等

[8-9]

（a）模型 A

通过求解雷诺时均

N-S 方程对比研究了多种带或不带外挂架以及内涵
喷管带有不同数量锯齿的分开式排气系统的湍流流
场特性，结合数值与试验研究了外挂架与喷流相互作
用对喷管噪声的影响。近年来,

对排气系统的研究

大都针对降低排气噪声方面开展。K. Viswanathan 等[10]

（b）模型 B
图 1 排气系统 2 维模型

研究了偏转角和飞行条件对涡扇发动机真实排气系
统条件下噪声的影响；M.J. Doty 等[11]运用粒子图像测
速法(PIV)研究了带有外挂架的分开式排气系统的湍
流流场。目前国内对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分开式排气
系统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邵万仁等[12]论述了大
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排气喷管设计要求，分析了高性能
低噪声排气喷管的主要关键技术及其技术途径；环夏
等[1]利用不同湍流模型对某分开式排气系统进行数值

（a）模型 A

验证，发现 k讧棕 SST 模型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
合更好，
并研究了排气系统设计参数的影响；
康冠群等
对比了分开式与混合式排气喷管气动特性，数值验

[13]

证结果表明 k讧棕 SST 模型明显优于标准 k讧着 模型、
重整化群 k讧着 模型和可实现性 k讧着 模型；张建东等
[14]

开展了涡扇发动机排气系统气动型面参数化设计

方法和气动性能的数值研究；熊剑等 [15]基于并行多目
标遗传算法对大涵道比分开式排气系统进行了气动
优化设计。

（b）模型 B
图 2 排气系统 3 维模型

本文基于 2 套几何结构不同的分开式排气喷管，
采用数值方法对排气喷管流场进行模拟，分析了外涵
道内挂架对内、外涵流动的影响以及外涵喷流特性对
内涵流动的影响规律。

1 数值方法与计算说明
1.1 研究对象和数值方法
研究对象为 2 种构型的涡扇发动机分开式喷管
模型，记为模型 A、B，2、
3 维模型分别如图 1、
2 所示。
2 个模型内外涵道都采用涵道面积逐渐减少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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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模型的对称性，
3 维模型只取一半计算区

式中：k 为常数；
PT,in，TT,in 为喷管进口总压、总温；A 0 为

域。为保证不同工况下外场区域满足计算条件，经文

喷管出口面积；
q（姿0）为喷管出口流量函数。对于带

献调研与数值研究，喷管出口外场径向延伸距离设置

内、外涵道的排气系统，其流量系数为喷管总流量

为外涵最大半径的 15 倍，下游轴向延伸距离设置为

与内外涵道 1 维等熵流量和的比值(以下标 1、2 分别

外涵最大半径的 50 倍。采用结构型网格进行计算，壁

代表内、外涵)

面边界层首层网格高度为 m。因排气系统构型及内外
涵流动的复杂性，
对挂架支板、内外涵出口处、内外涵
喷流相互作用区域进行网格局部加密。经网格无关性
验证，2 维模型网格数约为 8 万，3 维模型网格数约为
200 万，2 维和 3 维模型网格局部如图 4 所示。

觶
m

CD=

（2）

觶 1i+m
觶 2i
m

推力系数为喷管实际推力与气体完全膨胀时等
熵推力之比
CF=

F
F1i+F2i

觶 iCout,i
Fi=m
Cout,i=

姨

（3）

蓘

蓸 蔀

2酌 RT
1
T,in 1酌-1
仔

酌-1
酌

蓡

（4）
（5）

式中：Fi 为喷管完全膨胀时的等熵推力；Cout,i 为等熵
条件下喷管出口速度；
仔 为涵道进口总压与环境静压
的比值，即落压比。
喷管实际推力为
F=m觶 1Cx,1,out+（p 1,out-p 0）A 1,out+m觶 2Cx,2,out+（p 2,out-p 0）A 2,out+Fwall（6）

乙

Fwall=（ （p-p o）dA）x

（7）

式中：m觶 1、m觶 2 分别为内、外涵的实际流量；
Cx,1,out、
Cx,2,out 为
内、外涵出口截面的轴向速度；p 1,out、p 2,out 为内、外涵出

图 4 2 维和 3 维模型网格局部

口截面的静压；A 1,out、
A 2,out 为出口截面面积；p 0 为环境

计算采用 Fluent 软件，2 维模型选取 2 维轴对称
计算模式。选取密度基求解器，工质为理想气体，
选取

静压。
实际推力主要由 3 部分组成，即内、外涵出口截

k讧棕 SST 湍流模型。通量计算采用 Roe-FDS 格式，
对

面在轴向方向上动量、出口静压与环境压力差形成的

流项差分格式为 2 阶迎风格式，湍流模型求解采用 1

力以及出口外壁面静压与环境压差产生的推力 Fwall，

阶迎风格式。内、
外涵进口给定总温、总压条件，远场

排气系统推力计算说明如图 5 所示。

给定压力出口边界边界条件，对称面上设置对称边界

外涵出口截面

条件，
其余壁面为绝热无滑移壁面边界条件。所有工况

壁面

进口总温为 373.15 K，环境静压为 102 kPa、环境温度
为 288.15 K，
进口总压依据相应工况落压比计算得到。
1.2 性能参数说明

内涵出口截面

描述喷管性能的常用参数主要有流量系数 CD、
推力系数 CF、总压恢复系数 啄 和速度系数 渍e。其中流
量系数用来衡量喷管的流通能力，定义为喷管实际质
觶 i 表达式为
量流量与 1 维等熵流量之比，等熵流量m
觶 i=k PT,inA 0q（姿0）
m
姨T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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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推力计算说明

总压恢复系数用于衡量喷管通道总压损失，定义
为通道出口总压 PT,out 与进口总压 PT,in 之比
啄= PT,out
PT,in

（8）

速度系数为出口截面速度 V out 与等熵膨胀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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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Cout,i 之比
渍e= V out
Cout,i

（9）

2 计算结果与分析
固定内涵落压比为某一定值时，改变外涵落压
比，对模型 A、B 进行了不同工况的计算。其中，内涵
落压比 仔in=1.1、1.5、1.9、2.1，外涵落压比 仔fan=1.1、1.3、
1.5、
1.7、
1.9、2.1。
2.1 支板对外涵流动的影响

图 8 模型 A 外涵速度系数随落压比变化曲线

由于外涵流动几乎不受内涵流动影响，且模型
A、
B 外涵流道相似，因而以 A 内涵落压比 仔in=1.1 工
况为例，
通过 2 维及 3 维计算分析不同外涵落压比条
件下挂架支板对外涵流动的影响。模型 A 外涵流量、
总压恢复系数及速度系数随外涵落压比的变化曲线
如图 6～8 所示。
从图 6 中可见，随落压比增大，外涵流量与落压
比之间逐渐成线性关系；对比 2 维和 3 维结果，发现
挂架支板对外涵流量的影响也随外涵落压比非线性
增大，并逐渐趋于恒定。
从图 7 中可见，2 个模型的外涵总压损失均随外
涵落压比增大而增加，且逐渐趋于定值；对比 2 维与

3 维结果，发现挂架支板造成了额外的总压损失。相
比于 2 维结果，支板造成了额外的总压损失并随外涵
落压比增大而快速增加，当外涵落压比 仔fan≥1.9 后趋
于定值。
对于外涵速度系数随外涵落压比变化曲线，在 2
维和 3 维条件下，速度系数约随落压比线性变化，支
板对外涵出口速度的影响基本恒定。但当 仔fan=2.1 时，
出口速度均出现突降。为分析其原因，在 仔fan=1.9、
2.1
时，采用 2 维模型计算得到的马赫数等值线，如图 9
所示。由于外涵流道是面积收缩设计，气体在通道内
持续加速，根据 1 维流动理论可知出口临界状态对应
涵
的落压比为 1.894。考虑总压损失，当 仔fan=1.9 时，
道出口为超声速流动，通道流动进入临界状态。进一
步提高进口总压使得 仔fan=2.1 时，由于出口等熵速度
马赫数
1.10
0.99
0.88
0.77
0.66
0.55
0.44
0.33
0.22
0.11

图 6 模型 A 外涵流量随落压比变化曲线

0

（a）仔in =1.1，仔fan =1.9
马赫数
1.15
1.03
0.92
0.80
0.69
0.57
0.46
0.34
0.23
0.12
0

（b）仔in =1.1，仔fan =2.1
图 7 模型 A 外涵总压恢复系数随落压比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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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式（5）计算得到，进一步增大落压比将增加出口

态，
此时内涵流量由进口总温、
总压决定，外涵喷流对

等熵速度，而通道流动进入临界状态后出口速度保持

内涵流量的影响可忽略不计。根据 2 维和 3 维模型计

不变，因而速度系数突然减小。如图 9(b)所示，仔fan=2.1

算结果，在计算误差范围内，可认为挂架支板对内涵

时，气流未能在通道内完全膨胀，出口外流动将继续

流量的影响不随外涵落压比变化。

膨胀加速形成复杂的膨胀波系。上述质量流量和总压

为分析 仔in=1.1、1.5 时内涵流量随外涵落压比变

恢复系数变化趋势表明：进入临界状态后支板对外涵

化的原因，
给出内涵出口位置外涵喷流尾迹与内涵出

流量影响趋于不变，支板造成的额外总压损失也趋于

口静压分布曲线，如图 11 所示。从 图中可见，当

定值。

仔in=1.1 时，内涵出口静压大于外涵尾迹静压，并且静

2.2 外涵喷流特性对内涵流动的影响

压差随外涵落压比的增大而增加。当 仔in=1.5 时，内涵

2.2.1

出口静压与外涵喷流静压相近或小于外涵喷流静压，

内涵流量

为探究外涵流场对内涵道流动的影响，对模型

且内涵出口静压均值随外涵落压比增大而略有降低。

A、
B 分别开展了不同内、外涵落压比组合条件下的 2

由于内、外涵流道都是面积收缩设计，气流在通道内

维及 3 维数值计算。在不同内涵落压比条件下，模型

持续加速，未到达临界状态前，内涵出口静压的大小
决定了通道流量的变化趋势。出口静压增加，等效落
压比减小，流量减少。内涵落压比 仔in=1.1、1.5 时内涵
出口静压分布曲线随外涵落压比变化表明：内涵通道
的流动状态不仅受到外涵喷流影响，也与自身流动状

（a）仔in=1.1

（b）仔in=1.5
（a）仔in=1.1

（c）仔in=1.9

（d）仔in=2.7
图 10 在不同 仔in 下，模型 A 内涵流量随 仔fan 变化曲线

A 内涵流量随外涵落压比的变化曲线如图 10 所示。
从图中可见，对于模型 A，当 仔in=1.1、1.5 时内涵
流量受到外涵喷流影响明显，且有不同的变化趋势。
当 仔in 增大至 1.9 和 2.1 时，内涵流动已进入临界状

PDF pdfFactory Pro

（b）仔in=1.5
图 11 在 仔in=1.1、1.5 时，内涵出口静压分布曲线

态密切相关。
在不同内涵落压比条件下，模型 B 内涵流量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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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涵落压比变化曲线，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见，对

似，随内涵落压比的增大，外涵喷流对内涵流量的影

于模型 B，内涵流量受外涵喷流影响更加显著，整体

响逐渐减弱。当 仔in=2.1 时，在外涵落压比变化范围

上内涵流量随外涵落压比增大而减小。与模型 A 相

内，内涵流量的变化小于 0.1 kg/s。2 维与 3 维结果的
差异再次说明当 仔in 一定时，支板对内涵流量的影响
基本恒定，
不随外涵落压比变化。
为进一步分析模型 B 外涵喷流特性对内涵流量
的影响，给出内外涵分别为最大和最小落压比条件下
马赫数
0.40
0.38
0.36
0.34
0.32
0.30
0.28
0.26
0.24
0.22
0.20
0.18
0.16
0.14
0.12
0.10
0.081
0.061
0.04
0.02
0

（a）仔in =1.1

马赫数
1.14
1.06
1.02
0.97
0.91
0.85
0.80
0.74
0.68
0.63
0.57
0.51
0.46
0.40
0.34
0.28
0.23
0.17
0.11
0.06
0

（b）仔in =1.5

（a）仔in =1.1, 仔fan =1.1

（b）仔in =1.1, 仔fan =2.1
马赫数
1.14
1.06
1.03
0.97
0.91
0.86
0.80
0.74
0.68
0.63
0.57
0.51
0.46
0.40
0.34
0.28
0.23
0.17
0.11
0.06
0

（c）仔in =1.9

（c）仔in =2.1, 仔fan =1.1
马赫数
1.14
1.08
1.03
0.97
0.91
0.86
0.80
0.74
0.68
0.63
0.57
0.51
0.46
0.40
0.34
0.28
0.23
0.17
0.11
0.06
0

（d）仔in =2.1

（d）仔in =2.1, 仔fan =2.1

图 12 在不同 仔in 下，模型 B 内涵流量随 仔fan 变化曲线

图 13 在不同内、外涵落压比时模型 B 马赫数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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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维模型计算得到的马赫数，
如图 13 所示。从图中可
见，当 仔in=1.1 时，外涵落压比从 1.1 增大到 2.1 过程
中内、外涵喷流形成的剪切层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
当 仔fan=1.1 时，内外涵喷流速度相当，剪切层呈水平；
当 仔fan=2.1 时，外涵喷流速度远远大于内涵喷流速度，
剪切层向内涵扩张造成内涵流动背压升高、有效流动

（d）仔in=2.1

面积减小，因而内涵流量显著减小。当 仔in=2.1 时，内

图 14 模型 A 推力系数随 πfan 变化曲线

涵流动已进入临界状态，外涵落压比从 1.1 增大到
2.1 过程中内外涵喷流相互作用只对内涵出口处速度
分布有一定影响，对内涵等效流动面积几乎没有影
响，
因而内涵流量几乎不随外涵落压比而变化。
2.2.2

推力系数
为分析 2 维和 3 维模型排气装置总体推力系数

（a）仔in =1.1

之间的变化规律，
给出在不同内涵落压比条件下 2 种
模型的推力系数随外涵落压比的变化曲线，如图 14、
15 所示。
从图 14、15 中可见，
不同几何的排气装置推力系
数随内、外涵落压比的变化规律不同。对于模型 A，
在

（b）仔in =1.5

（c）仔in=1.9

（a）仔in =1.1

（d）仔in=2.1
图 15 模型 B 推力系数随 仔fan 变化曲线

不同 仔in 下，2 维模型计算的推力系数变化规律相同，
即推力系数随外涵落压比增大而增大；对于 3 维模
（b）仔in =1.5

型，
推力系数有随外涵落压比增大而先减小后增大的
趋势。对于模型 B，
在不同内涵落压比下，3 维模型计
算的推力系数变化规律与 2 维模型的一致，其中当
仔in=1.1 时，推力系数随外涵落压比增大而增大；当
仔in=1.5、1.9、2.1 时，推力系数随外涵落压比先减小后
增大后趋于不变，而这也反映了内涵流动受外涵喷流
影响逐渐减弱。由于推力系数是 1 个综合考虑内、外

（c）仔i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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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量相关。当 仔in=1.1 时，
模型 B 内涵流量受外涵喷流
影响明显大于模型 A 的，所以推力系数整体偏小，
且
推力系数逐渐增大主要是由外涵引起的。但是对于其
他工况，
模型 B 内涵受外涵喷流影响较小，
且内涵出口
几乎只有轴向速度，
推力系数整体上大于模型 A 的。

AIAA Journal, 1984, 22(3)：374-382.
[4] Chen H C, Kusuhose K, Yu N J. Flow simulations for detailed nacelle-exhaust flow using Euler equations[R]. AIAA-85-5003.
[5] Brown J J. A nozzle design analysis technique[R]. AIAA-86-1613.
[6] Peery K M, Forester C K.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multi-stream nozzle
flows[R]. AIAA-79-1549.
[7] Abdol H, Khaled S, Uenishi K，
et al. Commercial turbofan engine noz-

4 结论

zle flow analysis using PAB3D[R]. AIAA-92-2701.

本文以 2 种不同结构的大涵道比分开式排气喷
管模型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值方法对 2 维与 3 维模型
在不同内、外涵落压比工况下挂架支板对内、外涵道
流场的影响，外涵喷流特性对内涵流动的影响以及排

[8] Thomas R H, Kinzie K W, Paul P S.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a pylon-chevron core nozzle interaction[R]. AIAA-2001-2185.
[9] Thomas R H, Kinzie K W. Jet-pylon interaction of high bypass ratio
separate flow nozzle configurations[R]. AIAA-2004-2827.
[10] Viswanathan K, Lee I C. Investigations of azimuthal and flight effects
on noise from realistic turbofan exhaust geometries [J]. AIAA Journal,

气系统气动性能进行了研究，结论如下：
（1）支板对外涵流动的影响随外涵落压比非线性
变化；当外涵进入临界状态后，外涵流量随外涵落压
比线性变化，挂架支板造成的总压损失趋于定值。支
板对内涵流动的影响几乎不随外涵落压比变化。
（2）挂架支板对内涵流动的影响几乎恒定，内、外
涵喷流剪切层对内涵流动的影响不仅与模型有关，且
与内涵自身流动状态有关。当内涵落压比 仔in≥1.9，
即内涵流动进入临界状态后，外涵喷流对内涵流动的

2013, 51(6)：1486-1505.
[11] Michael J D, Brenda S H, Kevin W K. Turbulence measurements of
separate-flow nozzles with pylon interaction using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R]. AIAA-2002-2484.
[12] 邵万仁，尚守堂，张力，等.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排气喷管技术分
析[C]// 中国航空学会. 2007 年学术年会. 长春：2007.
SHAO Wanren, SHANG Shoutang, ZHANG Li, et al. Analysis of exhaust system design technology of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C]
//Chinese Socie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Academic Annual
Conference of 2007. Changchun.：
2007.（in Chinese）
[13] 康冠群，王强. 分开式与混合式排气喷管气动特性对比研究[J]. 航

影响几乎不变。
（3）在外涵流动相似条件下，排气系统推力系数
的变化规律与内、
外涵喷流剪切层以及内涵流道密切
相关。当内涵落压比小于外涵落压比时，模型 B 有更

空发动机, 2013, 39(6)：
24-30.
KANG Guanqun, WANG Qiang. Comparison investigation on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separate-flow and mixed-flow exhaust nozzles
[J]. Aeroengine, 2013, 39(6)：24-30. (in Chinese)
[14] 张建东，陈俊，王维，等. 分开排气系统的 1 种设计方法及其性能

大的推力系数。

研究[J]. 航空发动机，2014, 40(2)：
47-50.
Zhang Jiandong, Chen Jun, Wang Wei, et al. A design metho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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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智能导叶控制装置设计
杜

砾 1，王

莹 2，杨晓强 2，薛国杰 2，
闫赛超 2

（1.西安航空学院 电子工程学院；2.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动力控制有限公司 西安 710077）

摘要：针对某型发动机电子控制器，对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进行了初步研究。设计了 1 种基于分布式控制，用 AD598、
TMS320F281 2 DSP 和 CAN 总 线 构 成 的 航 空 发 动 机 智 能 导 叶 控 制 装 置 。 阐 述 了 智 能 导 叶 控 制 装 置 的 壳 体 设 计 方 法 ， 以 及
TMS320F281 2 最小系统、基于 AD598 的 LVDT（线性可变差动变压器）信号调理电路、电液伺服阀电流驱动电路（电流输出电路）、CAN
总线接口电路和 D/A 转换模块等电路的设计方法，简述了软件系统设计。通过完成半物理试验，基本满足了对风扇进口可调叶片角
度 琢1 、高压压气机进口可调静子叶片角度 琢2 的控制要求。结果表明：该装置具备体积小、智能化程度高、控制效果好等特点。
关键词：分布式控制；
导叶控制；TMS320F281 2；CAN 总线；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7.02.006

Design of an Aeroengine Distributed Intelligent Guide Vane Control Device
DU Li1, WANG Ying2, YANG Xiao-qiang2, XUE Guo-jie2, YAN Sai-chao2
渊1.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Xi'an Aeronautical University;
2. AECC Xi'an Aero-Engine Control Company, Xi'an 710077 China冤
Abstract: Based on distributed control, an intelligent guide vane control device for aero engines with AD598, TMS320F2812 DSP and

CAN was proposed. The housing design was briefly described. The minimum system for TMS320F2812 and its peripheral circuits, such as
the LVDT (Linear Variable Differential Transformer) signal conditioning circuit based on AD598, the electro-hydraulic servo valve current
drive circuit (current output circuit), CAN bus interface circuit and D/A conversion module were designed, and the software system of the

device was sketched. By completing the semi-physical experiments, the control requirements for fan inlet adjustable blade angle (琢1) and the

high pressure compressor inlet adjustable stator blade angle

(琢2) were basically satisfy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ic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act size, high degree of intelligence and excellent control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 distributed control; guide vane control; TMS320F2812; CAN bus; aeroengine

微处理器并使之成为智能传感器节点和智能执行机

0 引言

构节点，提高传感器系统的精度并获得更多关于整个

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由简

发动机的信息，通过数据总线与中央控制器进行通

单的机械液压燃油控制系统发展到现今应用的全权

讯，
而中央控制器（或称主节点控制器）仅完成高级控

限数字电子控制系统（FADEC）。由于采用集中式控

制逻辑、算法和发送命令等功能，
减轻其负担。由主节

制，随着控制变量、控制功能的增加，FADEC 系统在

点控制器、
智能传感器节点和智能执行机构节点组成

研制周期、研制成本、软件可靠性、系统可维护性、系

的“局域网”是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的核心部

统可扩展性、
控制器质量与尺寸等方面暴露出的问题

分[1-5]。

日益严重。分布式控制系统理论（Distributed Control

分布式控制系统理论的引入对航空发动机控制

System） 的应用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其

系统领域内许多关键技术（包括系统结构、总线技术、

主要创新点在于：
在传统的传感器和执行机构中集成

智能元件、分布式电源总线技术、尤其是高温电子元

收稿日期：2016-07-01
作者简介：杜砾（1985），男，硕士，从事航空发动机仿真测试试验教学工作；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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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件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针对

补偿，实现闭环反馈。智能导叶控制装置通过数据总

这些关键技术均有不同研究。宋军强等 分析了航空

线与主节点控制器进行通信，如图 2 所示。

[1]

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的研究现状，对前述几项关键
技术进行了技术成熟度（TRL）评估；考虑到航空发动
机分布式控制系统中存在的丢包问题，宋军强等 [6]基
于带输入积分的状态反馈控制器提出了某涡扇发动
机分布式控制系统丢包增益重构补偿策略，保证了存
在数据丢包的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的性能和稳定

图 1 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原理

性；关 越等 [7] 提 出 了将时 间 触 发 TTCAN(Time-Triggered)总线应用于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通讯总线的
构想；针对航空发动机非线性分布式控制系统的故障
诊断问题，
翟旭升等[8]提出了基于 Takagi-Sugeno (T-S)
模糊模型的非线性建模方法，建立了具有网络诱导时
延的非线性分布式控制系统模型，并为其建立了具有
时延补偿功能的故障观测器；高毅军等 [9]提出了基于
分布式控制的电动燃油泵方案，
主要论述了燃调系统
的实现；张世英等 [10]将 BP 神经网络应用于 1 种适用
于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的智能压力传感器设
计；李光耀等[11]针对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设计

图 2 智能导叶控制装置原理

了原理样机，并对关键技术中的 CAN 总线数据传输、

1.1 壳体设计

控制系统的同步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12]。
本文设计了 1 种基于 CAN （Control Area Net-

在壳体设计中，零件尺寸相对简单，无特殊加工

work）总线和 TMS320F2812 [13-16]的分布式智能导叶控

尺寸及要求，
在保证附件性能和强度的前提下尽量减

制装置。该导叶控制器具有体积小、智能化程度高、控

小其体积和质量；按锻件设计，便于壳体的外形加工，

制效果好等特点，
并通过了调试试验和车间半物理试
验验证。

内部油路也均设计成直油路，并尽量缩短油路长度以
易于加工，缩短加工周期。装置外观及壳体内部结构
如图 3 所示。

1 智能导叶控制装置构成
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原理如图 1 所示。其

上盖板
密封胶圈
调理电路板
主板

中的导叶控制是航空发动机控制中 1 个非常重要的
控制环节。风扇进口可调叶片角度 琢1、高压压气机进

电插座1
电插座2

口可调静子叶片角度 琢2 均需要通过调节作动筒的位

机体
油路

置来控制。智能导叶控制装置是数控系统导叶控制的

铭牌

智能执行机构，发动机电子控制器根据工作状态通过

电液伺服阀
电液伺服阀保护壳体

数据总线发出导叶控制信号给智能导叶控制装置电
子单元，电子单元经数据采集、处理后发出电流信号

图 3 智能导叶控制装置外观和壳体内部结构

给电液伺服阀，控制电液伺服阀内部的阀芯位置，阀
芯位置控制油液的流量大小，流量大小控制作动筒的

1.2 智能导叶控制装置硬件系统构成

动作速度 ，完成电液伺服阀的液压控制，与作动筒

智能导叶控制装置的硬件系统 （图 2） 主要由

相连的线位移传感器反馈信号至电子单元，进行数据

TMS320F2812 最小系统 [18]、基于 AD598 的 LVDT（线

处理后得出偏差信号并进行电液伺服阀的输入电流

性可变差动变压器）信号调理电路、电液伺服阀电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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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电路 （电流输出电路）、CAN 总线接口电路、D/A

带正弦波激励信号（20～20000 Hz），通过内部激励修

转换模块等模块构成。微处理器芯片选用 TI 公司的

正可以很精确地将 LVDT 的正弦波反馈电压处理为

TMS320F2812 DSP；电源总线选取中科天地公司的

直流电压。该电路的功能是将 LVDT 的位移量转换为

DC/DC 变换器及滤波器，采用具有厚膜技术的集成

0～3 V 的信号，输入 DSP 芯片 A/D 口进行处理 。

电源转换模块，具有电压稳定、纹波系数小的特点；

AD598 处理电路参数包括激励源幅值、激励源频率、

数据 总线选用 CAN 总 线，F2812 DSP 与 CAN 总 线

输入输出带宽、输出增益和输出偏置，均可由外围电

的 物 理 接 口 采 用 SN65HVD231D 驱 动 芯 片 ；

阻值和电容值确定，
可从手册上查出传感器的特性参

SN65HVD231D 使用阻抗为 120 Ω 双绞线为通信介

数 VA+VB（感应电压）、
VPRI（传输比）、S（灵敏度），

质，
信号采用差动发送和差动接收。

然后通过 AD598 芯片手册提供的计算公式及图表进
行选取和计算。LVDT 信号调理电路如图 4 所示。

选用 AD598 芯片构成 LVDT 信号调理电路，自
-1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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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LVDT 信号调理电路

根据 LVDT 传感器的副线圈电压幅值之和为固

的是，
DSP2812 端口电压为 3.3 V，
而 DAC7725 端口电

定值的特点，设计监控电路（加法器）对线圈状态进行

压为 5 V，
因此需要使用 3.3 V 转 5 V 芯片进行电平匹

监控。设计由运算放大器外加电容电阻构成加法器电

配，否则会引起电流倒灌烧坏 DSP 芯片。同时由

路对线圈状态进行监控。若线圈断开连接，VA+VB 的

DSP2812 引出 1 路 PWM 信号对 DAC7725 进行选通

值发生异常，通过处理送入 DSP 芯片 A/D 口的数据

控制。电流输出电路原理如图 5 所示。

来判断整个测量回路是否正常工作。在如图 4 所示的
电路中，经试验得知 VA1 与 VB1 为正弦波，经二极
管 D2、D3 整流后送入由 OP07 组成的反相运算求和
电路中求和，相当于将这 2 路经过整流后的信号进行
波形叠加，然后送入 DSP 芯片 A/D 口采集，由软件算

图 5 电流输出电路原理

电液伺服阀驱动电路如图 6 所示。要求在 Val 端

法进行判断。
电流输出电路主要用于给电液伺服阀提供激励

加 0～5 V 的电压，在 Val+、Val- 端（接电液伺服阀）

电流。由于 DSP2812 芯片本身无 D/A 转换功能，
设计

输出响应的电流信号。因此由 DSP 芯片输出 0～5 V

中采用直接外接 D/A 芯片进行数模转换，
转换速度快、

电压，经运算放大器和功率运算放大器组成的调偏电

精度高且输出电压稳定。经 D/A 输转换后的输出电压

路后，由功率放大器输出 0～40 mA 电流，控制电液

与基准电压输入调偏电路，通过电压电流转换电路即

伺服阀。另外，ADdrive1 信号为输出至 DSP 芯片的监

可实现电流的正负输出。选用 DAC7725 数模转换芯片

控线圈信号，若线圈正常，输出 0～3 V；若线圈断开，

时，
将 DSP2812 数据线和地址线与之相连。必须指出

则无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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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电液伺服阀驱动电路

1.3 智能导叶控制装置软件设计
本系统为 1 个实时快速调节系统，系统对软件在

100

40
35

信号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处理上均要求快速、实时，

80

同时具有较高的抗干扰能力。

64

25

48

20

控制软件应具有以下功能：

30

32

（1）采集模拟量、
数字量输入信号，并进行滤波防

16

抖等处理；

0
8.5

15

电流实测值
作动筒位移
电流给定值

10
5
0

8.7

（2）根据需要进行控制计算和逻辑判断；

8.9

9.1

9.3

9.5

9.7

9.9

时间 /s

图 8 琢1 控制速率试验

（3）输出控制信号；
（4）具有自检功能；

80

（5）故障诊断及处理功能；

64

（6）数据总线传输功能；

48

（7）软件采用模块化设计，如图 7 所示。

32

给定值
实测值
电流给定值

16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时间 /s

图 9 琢1 控制阶跃试验

（2）通过 CAN 总线实现了 琢1、
琢2 角度和当前状态
信号等的数据传输；
（3）装置接收上位机过渡态控制指令，独立实现
了导叶的过渡态控制（阶跃试验），
并实现了导叶的小
图 7 控制软件结构功能

闭环控制。

2 导叶控制装置性能调整试验及结果

3 结论

为验证所设计的装置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按照设

本文设计的智能导叶控制装置，能够根据控制需

计方案对装置进行试验。以风扇进口可调叶片角度琢1

求实现小闭环控制，仅需要总线接口与外部通讯，简

控制为例，进行 琢1 控制速率试验和控制阶跃响应试

化了整个控制系统的结构，
初步实现了分布式控制的

验，试验结果分别如图 8、9 所示。

理论。由于使用了模块化设计，
将控制功能、
电路单元

从试验曲线中可见：

和伺服作动装置模块化，并采用智能化接口，可以实

（1）根据主节点控制器的控制指令，实现了对 琢1、
琢2 的智能控制，响应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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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降低排故的难度。同时，分担了 FADEC 的部分功

GAO Yijun, HUANG Jinquan, TANG Shijian. Aero-engine electromo-

能，减轻了 FADEC 的负担，并及时向 FADEC 传输状

tion fuel pump based on distributed control[J]. Gas Turbine Experiment

态参数，降低了控制系统的复杂度，为 FADEC 实现

and Research，
2012，
25(12):36-40. (in Chinese)
[10] 张世英,于玺兴,朱杰堂. 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智能压力传感器设计

健康管理、故障检测与隔离等功能的扩展提供了条

[J].弹箭与制导学报，2010,30(5):215-217.

件。分析试验数据发现，子系统在阶跃控制时，包括上

ZHANG Shiying, YU Xixing, ZHU Jietang. A design of smart pressure

升时间及超调量等性能均不满足要求值。后续需要软

sensor based on BP neural network[J]. Journal of Projectiles, Rockets,

件测试 D/A 输出的延时等相关参数，确定影响系统
动态性能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化设计，达
到相关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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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驱阀控制系统设计及验证
张

宇，陈

珂，王少永，
李华忠，彭国华，罗

星

（中国航发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为提高直驱阀系统的动态特性和稳定性，设计了 1 种位置环加电流环的直驱阀双闭环控制系统，其中位置环采用比例
积分控制加相位超前校正，电流环采用比例积分控制。在 MATLAB 平台上，开展了电流环仿真、位置环的参数辨识以及仿真；在由
DSP 和 FPGA 构成的验证平台上，开展了试验验证，电流环与位置环的控制效果与仿真模型均一致，获得了 400 Hz 以上的电流控制
带宽和 25 Hz 以上的位置控制带宽。研究结果表明：此控制器设计及校正方法可有效提高直驱阀系统的动态特性和稳定性。
关键词：直驱阀；超前校正；模型识别；双闭环控制；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7.02.007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of Direct Drive Valve Control System
ZHANG Yu, CHEN Ke, WANG Shao-yong, LI Hua-zhong, PENG Guo-hua, LUO Xing
渊AECC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 Wuxi Jiangsu 214063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 and stability margin of the direct drive valve system, a double-loop control

system of Direct Driver Valve which include a position control loop and a current control loop was designed. The position control loop was

designed into controller which composed a PI controller and a lead correction link, and the current loop controller was designed into a PI

controller. A simulation work of the current loop was carried out in MATLAB, and so did the model identification and the simulation work of
the position loop. A verification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in a DSP and FPGA based on experimental platform, both the current loop

controller and the position loop controller can obtain similar performance with simulation. The current loop can obtain a wide bandwidth up

to 400 Hz袁and the position loop bandwidth can be up to 25 Hz.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sign and the correction method can improve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nd stability margin of the DDV system obviously.

Key words: Direct Drive Valve; lead correction; model identification; double loop control曰aeroengine

国外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开始将 DDV 应

0 引言

用于各种主战飞机的飞控系统中[6]。国内 DDV 的研究

在航空发动机数字控制系统中，传统电液伺服阀

起步较晚，文献[7]成功将 DDV 应用于飞机的刹车系

作为主要的电液转换元件被广泛应用于油针、导叶、

统中；文献[8-9]将 DDV 应用于飞机的飞控系统中，

矢量喷管等伺服回路的控制。然而，
由于传统电液伺服

获得较好的控制效果；文献[10]基于 H 桥和可编程器

阀存在一些致命缺陷（结构复杂、抗污染能力差等 [1]），

件开展了直驱阀驱动器的硬件设计及控制逻辑设计；

其故障已经成为发动机数字控制系统最主要故障来

北航蔚永强等就直驱阀系统的余度控制策略开展了

源之一。直驱阀（Direct Drive Valve，DDV）的出现则从

详细建模和仿真，有效克服余度降级带来的系统性能

根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较之传统电液伺服阀，直驱

下降，改善了系统的品质 [11]；王大彧等又将模糊 PID

阀利用力（矩）马达直接驱动主阀芯，没有尺寸精密的

控制应用于音圈电机的控制，
获得了较好的抗干扰性

喷嘴挡板及射流嘴等易堵塞的结构，抗污染能力强、

和鲁棒性

可靠性高，是伺服阀的主要发展趋势

。

[2-5]

；夏立群等还就阀芯摩擦力模型开展建

[12]

模，并设计了基于摩擦力补偿的自适应补偿器，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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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张宇（1990），男，硕士，从事航空发动机伺服控制技术研究工作：Ｅ-mail: yuzh_cpld@163.com。
引用格式：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张

第2期

37

宇等：直驱阀控制系统设计及验证

DDV 的性能[13]。

了
适。在保证系统稳定的前提下，尽可能增加比例增益，

在航空发动机控制及有着高安全需求的应用场

以使得系统具有较高的动态响应能力，通过适当的积

合，控制系统的设计需均衡考虑系统复杂度、性能、寿

分补偿使得系统阶跃响应无稳态误差，为防止退饱和

命等指标。本文设计了 1 个基于位置环和电流环的双

时间过长，
积分环节也需增加适当的积分限幅。

闭环控制系统，并利用经典控制的理论和方法，设计

对电流环建模如图 2 所示，开环波特如图 3 所

电流环的控制参数，获得了满意的控制效果；利用阶

示。从图中可见，穿越频率约为 423 Hz，相角裕度约

跃响应辨识了位置环的模型参数，将超前校正应用于

为 83.3毅，系统处于稳定状态。

DDV 的位置闭环控制中，
改善了位置环的动态特性。

1 DDV 控制系统组成
DDV 闭环控制的目的是使得 DDV 的阀芯位置
可以实时跟踪输入的位置给定值，
为此可采用位置环+
电流环的双闭环串级控制，
亦可采用位置环 + 速度环+
电流环的 3 闭环串级控制[14-15]。增加速度内环可以明
图 2 电流环闭环模型

显改善位置控制的动态特性和稳定性，但受到传感器
的限制，在实际工程中难以获得有效的 DDV 阀芯速
度信号，因此，在 DDV 的位置控制中，位置环 + 电流
环的双闭 Pc 为位置指令信号，Ic 为电流指令信号，U
为斩波器输出的平均电压，Io 为阀实际电流值，Po 为
阀的实际位置值。位置环通过对位置指令与位置反馈
之间的误差计算获得电流环的指令信号，电流环则通
过对电流指令与电流反馈之间的误差计算获得占空
比控制信号，电流环的存在既可以有效抑制母线电压
波动对位置控制的影响；
又可以防止 DDV 过流，
从而
保证 DDV 的安全。

图 3 电流环开环波特

在仿真模型中，电流环对 400 Hz、±0.2 A 正弦
电流指令信号的跟踪效果如图 4 所示。

图 1 DDV 控制系统组成

2 电流环控制器设计及验证
DDV 力矩马达的绕组可视为电感和电阻的串联
模型，绕组电流 （
I s）与驱动电压 U（s）之间的关系为
（
I s）= 1
U（s） SL+R

（1）

电流环若采用纯比例控制，则电流环为 I 型控制
系统。阶跃响应无超调，但存在稳态误差，
理论上通过
增大开环增益可将误差控制在可接收的范围内，但在

图 4 电流环仿真模型跟踪控制

鉴于 DDV 线圈的电阻为 4.5Ω，电感为 3 mH，即
电气时间常数为 0.67 ms，综合考虑斩波频率和 PWM

的分辨率选用 68 滋s 的斩波周期，即斩波频率为 14.7
kHz，占空比分辨率为 1/2040。将采样电阻直接串联

具体工程实现时，
由于电流采样环节不可避免地会给

在 DDV 线圈回路中，选用双向高共模输入的差分放

系统引入高频干扰信号，
过分增加开环增益极易造成

大器 LT1999，将采样电阻两端电压信号放大，放大后

系统振荡，因此，电流环采用比例 - 积分控制更为合

的信号输入至高速串行 AD 中采集。鉴于电流环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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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较高，为降低 CPU 的工作负荷，电流环的采集、

的带宽（一般不超过 40 Hz），在分析位置环控制时，

计算任务由 FPGA（A3P1000）实现。在每个控制周期

可将电流环等效成理想的比例环以简化分析。

（68 滋s）内，FPGA 完成 AD 采集、偏差计算、积分和累

阀芯受力可简化成如图 6 所示模型。图中：K I 为

加（积分限幅）、比例项乘法计算、积分项乘法计算以

电磁力常数，
K f 为阻尼系数，m 为阀芯质量。由于本文

及占空比输出等任务，为降低 FPGA 的资源利用率，

所 涉 及 DDV 无 回 位 弹

比例项乘法运算和积分项乘法运算通过时分复用的

簧，
阀芯只受电磁力和阻

形式共用 1 个乘法器。实测电路对 100、
400 Hz 电流

尼力的作用 （忽略液动

指令的跟踪效果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实测模型

力），阀芯力平衡关系为

与仿真模型的一致性较好，电流环可保证 400 Hz 以
上带宽。

觶 咬
K·
I I=K·
f x +mx

（2）

图 6 阀芯受力模型

对其进行拉普拉斯变换可得阀芯位移与线圈电
流之间的传递函数关系为
X（s）= K I
1
=
（
I s） ms 2+K fs K 1s 2+K 2s

（3）

其中：K 1= m ，K 2= K f
KI
KI
可将阀建模成仿真
模型，如图 7 所示。其中
CHB 为 LVDT 传感器输出

图 7 阀仿真模型

的差和比信号 （bit 值表
示，为差和比数值乘 4096），对实际 DDV 施加 1 A 电
流阶跃信号，
位置环阶跃响应曲线如图 8 所示。其输
K2
出信号波形为实线所示，通过调整仿真模型中 K 1、
的系数，对比仿真模型输出和实测输出的区别，多次
（a）100 Hz 正弦跟踪

拟合后可得当 K 1=1.5×10-7、
K 2=3.3×10-7 时，仿真模
型与实测模型的阶跃响应波形较为接近，如图中虚线
所示。因此可将阀的传递函数近似为
107
CHB（s）=
（
I s） 1.5s 2+3.3s

（b）400 Hz 正弦跟踪

图 8 位置环阶跃响应曲线

图 5 实测电流环跟踪控制

3.2 位置环控制器设计

3 位置控制器设计及验证

位置环波特如图 9 所示。虚线为阀的开环特性曲

3.1 位置环模型识别

线。选取适当的开环增益，
使得位置闭环的开环穿越

由于电流环带宽在 400 Hz 以上，远高于位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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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带宽）。实线为系统开环特性曲线。可见位置闭环

于静摩擦力等非线性因素的存在，
较正前的实测系统

系统的开环特性的相频特性在大于 3 Hz 后的频段距

响应比仿真模型好），校正后系统经过 1 次振荡便可

离 -180 均较近，系统的稳定性较差，因此在保证系统

稳定，上升时间约为 10 ms，与仿真模型的一致性较

动态特性的前提下，考虑采用串联超前校正环节以提

好，
可保证位置环为 25 Hz 以上带宽。

高系统的稳定裕度，拟将系统带宽设计在 25 Hz 左
右，且将该点相频特性向前校正 30毅，设计校正环节
传递函数为
G（s）
= 0.03s+0.03
C
0.01s+0.03

（5）

（a）校正前阶跃响应

（b）校正后阶跃响应

图 11 实测模型阶跃响应曲线

4 结论
以经典控制理论的方法，分别对 DDV 的电流环
和位置环开展建模和控制参数的设计。电流环控制器
采用比例 - 积分调节，并在 FPGA 中工程实现，获得
400 Hz 以上带宽，实测结果与仿真结果一致。利用阀

图 9 位置环波特

校正后的系统特性如图中点划线所示，穿越频率
约为 29 Hz，相角裕度 31毅，系统稳定。对比如图 10 所
示校正前后的阶跃响应曲线可见，校正前系统阻尼过
小，振荡时间较长；校正后系统虽仍有振荡，但可以迅

的阶跃响应曲线辨识了阀的模型参数，采用超前校正
改善了位置环控制的性能，并在基于 TMS320F2812
的 DSP 硬件平台上开展所设计控制算法的验证，实
测结果与仿真结果一致，获得了 25 Hz 以上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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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气动斜坡的超燃冲压发动机双燃烧室方案研究
宋冈霖 1,3，陈华强 1，
韦宝禧 2，徐

旭3

（1.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四川西昌 615606；2. 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北京 100191；
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宇航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为提高超燃冲压发动机工作稳定性，提出了基于气动斜坡的超声速燃烧冲压发动机双燃烧室方案，该方案属于高超声
速飞行器动力装置新方案。超燃主燃烧室采用基于气动斜坡的燃料喷注方式，并以小型燃气发生器作为亚燃燃烧室布置于气动斜
坡喷嘴下游。超声速来流空气经进气道分流，96%左右进入超燃主燃烧室，4%左右经燃料电池驱动的离心式压气机增压后进入亚燃
燃烧室。亚燃燃烧室在富油工况下工作，其出口布置在超燃主燃烧室气动斜坡喷注模块的下游（距气动斜坡第 1 排喷孔 1 0 倍喷孔
直径处），此模块在主燃烧室中高效、低损失地形成流向涡。亚燃燃烧室喷流位于流向涡之后，起到点火、增强掺混和稳定火焰的作
用。在直连式试验台上进行了该方案燃烧室部分的燃烧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案成功实现了碳氢燃料大当量比范围内的稳定燃烧，
以燃料比冲为评判标准，初步证明了该方案的可行性。
关键词：超声速燃烧；双燃烧室冲压发动机；气动斜坡喷注器；亚燃燃烧室；燃料比冲
中图分类号：V235.21 3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7.02.008

Study on Dual-Combustor Scramjet Based on Aero-ramp Injector
SONG Gang-lin1,3, CHEN Hua-qiang1,WEI Bao-xi2, XU Xu3
渊1. China Xichang Satellite Launch Center, Xichang Sichuan 615606, China曰 2. Beijing Power Machinery Institute, Beijing 100191,
China曰 3. School of Astronautic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scramjet, a scheme of dual -combustor scramjet based on aero -ramp injectors was

presented, which belongs to hypersonic vehicle propulsion. The fuel was injected via aero-ramp injector in the main scramjet combustor.

The gas-portfire acting as a ramjet combustor was located downstream the aero-ramp. The supersonic freestream was divided by inlets.
About 96% of the freestream entered the main scramjet combustor. After pressurized by centrifugal compressor, about 4% of the freestream
entered the ramjet combustor. The ramjet combustor worked under the fuel-rich condition, and its exit was located downstream the aero-

ramp, about 10 times the diameter of aero -ramp injector from the first row of aero -ramp injectors. The aero -ramp produced intensive

streamwise vortexs in the scramjet combustor effectively and with low loss. The jet flow of the ramjet combustor, which had the functions of
fuel ignition, mixing enhancement and flame stabilization, was located downstream the streamwise vortexs. The combustion experiments of

the novel scheme were performed in supersonic direct-connect facility .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able combustion over a wider range of fuel
equivalence ratios are achieve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novel dual-combustor ramjet concept is verified by high fuel impulse.
Key words: supersonic combustion曰 dual combustor ramjet曰 aero-ramp injector曰 ramjet combustor曰fuel impulse

采用吸气式发动机，
无需如火箭推进般携带大量氧化

0 引言

剂，
所以该技术一旦成熟，将 10 倍甚至上百倍减少空

近年来，以吸气式发动机及其组合发动机为动力

间运输成本。但是受高超声速飞行时燃烧室火焰稳定

装置的高超声速飞行器技术成为世界航空发动机研

及热防护等技术的制约，目前该技术仍处于性能验证

究的热点

和试验阶段。

。其巡航飞行速度和高度均能达到数倍于

[1-8]

现有飞机的水平，由于其可水平起降和重复使用，且

比冲是发动机的综合性能指标之一，其值越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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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发动机性能越好。在高速飞行时，飞行器来流工况

部分。亚燃燃烧系统由亚燃进气道、压气机、
亚燃燃烧

与发动机性能关系密切，
各种发动机均有自己最佳的

室和亚燃燃气喷孔组成；超燃燃烧系统由超燃进气

飞行马赫数范围 ，涡轮喷气、
亚燃冲压和超燃冲压发

道、
气动斜坡喷注模块、
超燃主燃烧室和喷管组成。发

动机的最佳工作范围分别为飞行马赫数 0~3、3~5 和

动机工作过程：高速来流空气中 96%左右的流量经

5 以上。由于火箭发动机自带燃料和氧化剂，其比冲

超燃进气道进入超燃主燃烧室，
4%左右的流量进入

不受飞行工况影响，但同时其比冲也是各种发动机中

亚燃进气道。进入亚燃进气道的空气经由压气机增压

最低的。

总压提升至来流总压 2 倍后进入亚燃燃烧室，在亚燃

[9]

鉴于实用性和经济性的考虑，目前高超声速飞行

燃烧室中，燃料与空气反应形成的富油燃气经喷嘴以

动力装置的发展趋势是将不同优势工作区间的发动

声速喷入超燃主燃烧室。在亚燃燃烧室喷流上游，气

机一体化，以达到扩大发动机最佳工作范围的目的。

动斜坡喷注模块将燃料喷入主燃烧室，气动斜坡喷流

在飞行马赫数为 3~8 的区间内，
双燃烧室冲压发动机

将与主流作用形成 1 对流向涡，流向涡在亚燃室喷流

方案是最受关注的方案之一，最早由美国约翰霍普金

作用下会得到提升及增强。同时气动斜坡形成的斜激

斯大学的 Keirsey 于 1977 年提出。在 2000~2010 年

波也对亚燃室喷流起到缓冲作用，
减小了亚燃室喷流

间，对该方案的研究获得了大量成果 [2-4,6-8]。2002 年，

进入主燃烧室时的总压损失。燃料在主燃烧室中剧烈

美国海军研究局和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燃烧后，经由喷管加速排出飞行器，将热能转化为飞

（DARPA）基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双燃烧室冲压发
动机方案，启动了 HYFLY 计划。该计划目标是研制
飞行马赫数 3~6 的高超声速巡航导弹。其发动机燃烧

行器动能。
1.2 基于气动斜坡的双燃烧室结构方案设计
在该新型双燃烧室冲压发动机方案的设计中，

室由亚燃和超燃燃烧室组成，进气道也分为亚 / 超燃

气动斜坡喷注器模块和双燃烧室的设计是 2 项关

2 组进气道分别为 2 个燃烧室供气。其设计工作条件

键技术。

为 25%的来流空气经亚燃进气道进入亚燃室，在亚

在气动斜坡喷注模块构型设计中，根据 Jacobsen

燃室中与 JP10 煤油反应形成富油燃气，富油燃气在

试验优化结果[11]，采用 4 孔气动斜坡喷注方案。每个

超燃主燃烧室与由超燃进气道进入的 75%来流空气

燃料喷注模块由 4 孔气动斜坡构成，
气动斜坡喷注器

进一步反应放热，
最终燃气经喷管喷出形成推力。该

第 1 排喷嘴喷注方向与流动方向成 20毅夹角，2 个喷

种双燃烧室方案中的亚燃燃烧室采用亚燃冲压方案，

嘴相互形成的内偏角为 30毅；为在流场中尽快卷起流

亚燃燃烧室工作状况受亚燃进气道构型、进气流量等

向涡结构，设计第 2 排喷嘴喷注方向与流动方向成

参数影响较大，并且还需兼顾与超燃主燃烧室工况的

40°夹角，2 个喷嘴相互形成的内偏角为 60毅。同排喷

耦合，导致进气道结构复杂，
设计难度较大[10]。

嘴间距为 4 倍喷嘴直径，2 排喷嘴之间距离为 8 倍喷

本文提出 1 种基于气动斜坡燃料喷注的新型双

嘴直径的。对亚燃燃烧室的布置位置的研究发现，亚

燃烧室方案，其亚燃室仅需来流空气总流量的 4%左

燃燃烧室燃气喷孔中心距离气动斜坡第 1 排孔 10 倍

右，亚燃进气道之后引入小型压气机，从而大大降低

气动斜坡喷孔直径时发动机性能最好[12]。

了亚燃室工况对来流的敏感性，
提高了发动机工作的

在双燃烧室设计中，气动斜坡喷注模块的分布以
及亚燃燃烧室所需空气流量是整个燃烧室结构设计

稳定性。

1 基于气动斜坡的超燃冲压发动机双燃烧室

的关键因素。当燃料当量比较小时，
在亚燃燃烧室前
采用 1 个气动斜坡喷注模块单点集中喷入燃料，即可

方案设计

满足性能要求，但是，在该种单点集中喷注燃料的方

1.1 工作原理

案中，热释放过于集中，当燃料当量比增大到一定值

提出了 1 种创新性的基于气动斜坡燃料喷注技

时，
超燃燃烧室会发生溢流（在真实飞行器中该现象会

术的双燃烧室冲压发动机工作方案，并通过试验初步

导致进气道不起动），
为了继续增大当量比以提高发动

验证了其可行性。该方案的燃烧室构型如图 1 所示，

机推力，可采用在燃烧室多段布置多个气动斜坡模块

其主要结构包括亚燃燃烧系统和超燃燃烧系统 2 大

的方案（如图 1 所示），
以获得更大的发动机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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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燃烧室和由气动斜坡喷嘴直接喷入 2 部分。布置于
亚燃燃烧室出口上游的气动斜坡喷嘴阵列与亚燃燃
烧室喷流构成主燃烧室的燃料喷注系统。该种气动斜
坡与燃气发生器组合的喷注方案将有效地减小亚燃
燃烧室喷流在进入主燃烧室时产生的总压损失。一方
图 1 基于气动斜坡的超声速燃烧冲压

面，
气动斜坡与空气主流作用后形成斜激波及 1 对流

发动机双燃烧室方案构型

向涡，斜激波为下游亚燃燃烧室喷流形成“缓冲区”，

此外，亚燃燃烧室所需空气流量也是 1 个重要参

减小喷流产生的总压损失；另一方面，亚燃燃烧室喷

数，该值越小越有利于压气机及配套设备小型化，但

流对流向涡有抬升和增强作用，提高了燃料喷流与空

鉴于亚燃室富燃极限及工作性能的限制，减小空气流

气主流的掺混效果[13]。

量也将减小亚燃燃烧室的可调当量比范围，因此，合

（3）与一般火箭基组合循环发动机（RBCC）方案

适的亚燃室空气流量是该方案能否实用化的关键。在

相比，本文的燃烧室方案不存在侵入空气主流的结

超燃冲压发动机直连式试验台上进行了碳氢燃料的

构，
总压损失和激波损失小。方案中的亚燃室喷流动

热试试验，
在大当量比范围内实现了燃料的稳定高效

压比及温度等参数可调范围宽，可以根据飞行环境的

燃烧，验证了亚燃室仅用来流空气流量 4%的方案的

变化改变亚燃室参数，进而调节主燃室燃料掺混和燃

可行性。

烧情况。其对飞行环境的适应能力及调节灵活性强于
现有的组合循环发动机方案。

2 方案特征
基于气动斜坡的超声速燃烧冲压发动机双燃烧
室方案主要包括以下特征：
（1）进气道采用分流形式，

3 试验设置与测量方法
为了验证上述新型双燃烧室方案的可行性，在北

96%左右的来流空气进入超燃主燃烧室，4%左右的

京航空航天大学直连式超燃冲压发动机试验台（如图

空气经压气机增压后，
进入亚燃燃烧室；
（2）亚燃燃烧

2 所示）上对该方案开展了碳氢燃料热试试验。超声

室在富油工况下工作，形成的富油高温喷流以声速喷

速燃烧冲压发动机直连式试验台是 1 种将超燃冲压

入主燃烧室；
（3） 在紧靠亚燃燃烧室喷流的上游位置

发动机燃烧室直接与高温模拟来流设备相连接的试

布置 1 组气动斜坡喷注模块，可避免亚燃燃烧室喷流

验系统，主要用于超声速燃烧过程和超燃冲压发动机

形成正激波导致过大总压损失，
同时依靠气动斜坡形

燃烧室技术研究。该试验台系统由空气加热器、超燃

成的流向涡结构促进燃料与主流的掺混。

冲压发动机模型主燃烧室、亚燃燃烧室、工质供应系

相比于现有的双燃烧室冲压发动机和其他组合

统和测控系统组成。空气加热器提供模拟来流参数见
表 1。超燃主燃烧室由不同扩张角的 6 段矩形截面燃

循环发动机方案，
本方案主要有以下优势：
（1）新型的亚燃燃烧室空气供应方案引入小型压

烧室组成（分别命名为 Segment 1-6），燃烧室 1 段起

气机。亚燃进气道仅将来流空气流量的 4%引入亚燃

着隔离段的作用，亚燃燃烧室布置于主燃烧室的第 2

燃烧室，
由于该部分流量非常小，因此，可以采用燃料

段（Segment 2）。除了可以在主燃烧室第 2 段喷注燃

对其冷却，并以小型电机驱动压气机为其增压（电源

料外，在燃烧室第 3、
4 段也布置了气动斜坡喷注模

可采用质量较轻的燃料电池），然后将其喷入亚燃燃

块，
可实现多点燃料喷注。试验来流工况模拟飞行器在

烧室与燃料反应。引入压气机来提升进入亚燃燃烧室

高度为 28 km、
Ma=5 条件下的飞行情况。考虑到在真

空气的总压，使得亚燃燃烧室的工作条件不再对外界

实发动机中，
主燃烧室内燃料需用于冷却燃烧室壁面，

飞行环境敏感，解决了现行双燃烧室冲压发动机的问

而完成冷却后，
燃料以超临界状态喷入燃烧室，
此时大

题对飞行马赫数较敏感；受外界环境影响大；在非设

部分燃料发生裂解，且主要成分为低碳数（C1-C5）的

计工况下飞行时，
性能下降显著。

烷烃和烯烃[14]。因此，
在本研究中主燃烧室采用乙烯燃

（2）新型燃料喷注方案可有效降低由喷流导致的
燃烧室总压损失。喷入主燃烧室的燃料包括来自于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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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数据采用 1 维冲量分析法处理，该方法是分
析燃烧室性能的常用方法，
其以试验测得的燃烧室压
力分布为已知量，结合燃烧室型面和燃料喷注条件，
通过求解连续方程、
动量方程、
总压方程、总温方程等
流场控制方程，获得燃烧室各截面流场参数。借助冲
量分析法可以计算得到 Ma 等参数的分布和燃烧效
率，
是 1 个快速便捷的试验结果后处理工具。但需要
说明的是：由于该方法将流动近似为 1 维均匀流，未
能考虑激波串及附面层分离等现象，所以，在斜激波
较强以及附面层分离较严重时其计算精度不高，甚至
图 2 超燃冲压发动机双燃烧室结构及直连试验台

会出现燃烧效率沿流向降低的不合理现象。在燃烧室

表 1 模拟来流 Ma=5 飞行的空气加热器工作参数

5 段出口位置，由于壁面扩张角突然增大，会产生 2

Heater

道较强的膨胀波使得压力迅速下降，在该位置冲量分

Outlet of heater(Inlet of combustor)

Total Temperature/K

1200

Mach number

1200

2.0

Total pressure/MPa

0.85

Static temperature/K

0.85

740.1

Air mass flow rate/（g/s）

850

Static pressure/KPa

850

108

O2 mass flow rate/（g/s）

103.2

Species mass

103.2

H2 mass flow rate/（g/s）

8.5

Total mass flow rate/（g/s） 961.7

fractions

8.5

析法会误认为燃料发生了吸热的还原反应并显示燃
烧效率降低，可见冲量分析法不适宜分析该处数据，
因此，结合压力传感器测点位置，选取 1 个虚拟入口

O2

N2

H2O

和出口，所有算例均在该区域内通过冲量分析法对燃

0.232

0.688

0.080

烧室性能进行分析，虚拟入口和出口坐标分别为

961.7

X=0.035、
1.14 m 位置。

在燃烧室侧壁沿流向布置 26 个静压测孔，用于
测量壁面压强。压强测量采用的压力传感器型号是
CYB-20S，量程为 0～1 MPa，精度为量程的 0.5%。
试验设备运行的典型时序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
见，在 1.75~4 s 加热器提供了稳定的 Ma=2 的高温来

4 试验结果及分析
在亚燃燃烧室当量比固定为 0.08 时，从贫燃熄
火到溢流工况的不同主燃烧室乙烯当量比下获得的
燃烧室压力分布曲线如图 4 所示。随着当量比增大，

流，加热器压力（来流总压）建立约 0.5 s 后乙烯燃料

燃料释热量增大、燃烧室压力上升，主燃烧室当量比

喷入燃烧室，亚燃燃烧室的工作时间为 1.9~3.4 s。在

达到 0.48 时，燃烧放热引起的压力上升起始位置已

亚燃燃烧室工作时间内实现了燃料稳定燃烧。在燃料

经到达燃烧室 1 段中部，可以预见，若进一步增大当

喷入 2 s 后，试验结束，相继关闭各阀门，并通入吹除

量比，
将出现溢流现象。根据冲量分析法计算结果，
对

氮气。

应于上述当量比 0.05~0.48 的工况，在燃烧室虚拟出
口位置，绝热燃烧效率均在 90%左右，压力峰值为
0.12~0.35 MPa。对于 Ma=5 的飞行工况，在燃烧室 2
段喷入的燃料当量比不宜超过 0.48，
当量比的进一步
增大需采用多组气动斜坡喷注模块进行分布式燃料
喷注。
多点燃料喷注与单点喷注燃烧室压力分布如图
5 所示。图中示出了在分布式燃料喷注工况下获得的
燃烧室压力分布曲线与在单点喷注总当量比为 0.57
（亚燃燃烧室当量比为 0.08；超燃燃烧室当量比为
0.49）工况下的压力曲线对比，其中分布式喷注燃料
图 3 热试试验主要测点压力 - 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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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模型燃烧室燃烧试验结果

分布式燃料喷注方案，在不出现溢流的情况下，可以

Injection scheme of

获得更高的燃烧室压力。

Total 准

准_Sram.

1#

0.165

0.085

0.08

90

1479

122

1#

0.25

0.17

0.08

90

1370

213

1#

0.28

0.20

0.08

94

1547

272

1#

0.36

0.28

0.08

94

1625

370

1#

0.46

0.38

0.08

98

1767

514

1#

0.57

0.49

0.08

96

1884

676

1#

0.45

0.40

0.05

90

1729

492

1#+2#

0.61

0.24+0.24

0.13

66

1598

616

1#+3#

0.86

0.39+0.39

0.08

61

1254

682

1#+3#

1.07

0.495+0.495

0.08

66

1226

829

Scramjet combustor

准_Ram. 浊c/%

S_f/s F /N

Position

图 4 在不同主燃烧室燃料当量比下的压力分布
（亚燃燃烧室当量比为 0.08）

（1）根据燃烧室压力测点分布及 1 维冲量分析法
适用区域，选定燃烧室虚拟入口及出口。（已选在
X=0.035~1.14 m）；
（2）假设燃烧室虚拟入口上游连接着虚拟进气道，
且其处于额定工作状态，即激波刚好打在外罩唇口
处。燃烧室虚拟出口下游连接着 1 个能实现燃烧室气
流完全膨胀的虚拟喷管；
（3）由 1 维冲量分析法处理试验测得的燃烧室压
力分布，可得到燃烧室内任一流向截面的平均参数
值；
图 5 多点燃料喷注与单点喷注的燃烧室压力分布
（亚燃燃烧室当量比为 0.08）

试验结果见表 2。从表中可见，当主燃烧室当量比低
至 0.085 时（总当量比为 0.165），仍可实现乙烯燃料
稳定燃烧，表明该种双燃烧室工作方案贫燃极限低、
燃烧稳定、发动机可靠工作范围宽。对于模拟飞行
Ma=5 的工况，当亚燃燃烧室煤油当量比在 0.05~0.13
内变化，
气动斜坡喷流燃料当量比在 0.085~0.99 内变
化时，发动机均能稳定工作。该方案发动机总当量比
工作范围为 0.165~1.07，该参数范围充分反映了发动
机工作的稳定性。对于更高的飞行马赫数工况，由于
来流空气总温更高，发动机稳定工作当量比范围将进
一步扩大。
表中的燃料比冲及推力计算是基于试验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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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喷管绝热，
且总压恢复为 0.98。由 1 维冲量分析
法计算结果读出虚拟出口处的气流总压值，将该值乘

在不同工况下双燃烧室热试试验的主要参数和

燃烧室压力分布。具体求解过程为：

（4）求虚拟喷管出口冲量值。参考文献[15-18]，

以喷管总压恢复得出飞行器喷管出口总压 P*o。由模
拟飞行高度的静压 Pa 与该总压值相比，可得飞行器
喷管出口气流的 仔 (Ma)，进而求出其他气动参数 子
(Ma)、
Ma、q(Ma)等。
觶o
觶 o= KP*A oq（Ma）o ，m
根据喷管出口位置的流量m
姨T*

已知，结合求出的总压、总温、q(Ma)等参数，求出喷管

出口面积 A o；根据 子(Ma) T ，
子(Ma)及总温 T* 已知，
T*
求出喷管出口静温 To，进而求得该位置声速大小 Co=
姨KRT ；结合之前得到的Ma 值可得到该处气流速度

觶 oV o 求得虚拟喷管出口冲
V o=MaoC；最后，由 Fo=PoA o+m
量值。
（5）求虚拟进气道入口冲量值。虚拟进气道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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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量可基于进气道处于额定工作状态的假设求得。首

（3）对于单点集中喷射燃料方案，碳氢燃料比冲

先根据设计飞行高度（本文中为 28 km），查大气参数

在 1370~1884 s 范围内，比一般超燃冲压发动机比冲

密度 籽i、压力 Pi。
表可得当地大气的声速 c i、温度 Ti、

范围更广。

由设计飞行马赫数 Ma（Ma
结合当地声速 c i，
i
i=5）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基于气动斜坡的超声速燃

可求得飞行器速度，若假设飞行器静止则为空气来流

烧冲压发动机双燃烧室方案，对来流工况变化不敏

速度 V i=Maic i；假设进气道处于额定工况，
即无激波恰

感、贫燃极限低、燃烧效率高、稳定火焰能力强，并具

好打到外罩唇口位置，则进气道捕获面积 A i 可由流

有可行性。

觶 i=籽iV iA i 求得，m
觶 in 为试验空气来流质量流量
量公式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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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流压气机特性计算及激波模型研究
蒋筑宇 1，范召林 1，刘

波2

（1.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四川绵阳 621000；2.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072）

摘要：为快速准确预估轴流压气机特性和激波损失，基于轴流压气机 S2 流面流线曲率法，分别采用正激波模型和改进的双激
波模型，对某型 2 级跨声速风扇特性进行数值模拟计算，得到了 1 00%设计转速近设计点与 99.76%设计转速近堵塞点的总体性能和
气动参数，以及 95%、1 00%和 1 1 0%设计转速的特性曲线。通过将计算结果与试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了各激波损失模型在激波
损失预估和风扇 / 压气机特性计算方面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
在跨声速风扇 / 压气机近设计点激波损失和特性参数的计算中，
正激波
模型损失径向分布计算结果接近试验值，
总压比和总效率计算值分别较试验值约低 1 .96%和 2.54%，
模型能够满足工程需要。而在近堵
塞点，
改进的双激波模型总损失计算值更接近试验值，
总压比计算值和试验值很吻合，
总效率计算值比试验值约高 7.28%。改进双激波
模型的不同转速线效率特性曲线也明显更接近试验值，
模型能够较准确地预测远离设计点激波损失和特性参数。
关键词：轴流压气机；流线曲率法；激波模型；损失预估；特性计算
中图分类号：V231 .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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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erformance Simulation and Shock Model for Axial-Flow Compressor
JIANG Zhu-yu1, FAN Zhao-lin1, LIU Bo2
渊1. China Aerodynamic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Mianyang Sichuan 621000, China;
2.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quickly and accurately predict performance and shock loss for axial-compressor, based on axial-flow compressor

S2 flow surface streamline curvature method, simul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a two-stage transonic fan was performed involving normal
shock model and improved dual-shock model. Thus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and aerodynamic parameters on near-design and near-choke

point, separately at 100% and 99.76% design rotation speed, and characteristic curves at 95% , 110% , and 110% design speed were
obtained. The differences in prediction of shock loss and calculation of fan/compressor performance between the two shock loss models have

been analyzed by comparing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nd experiment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 the near-design point, with the normal
shock model, calculation result of radial distribution of loss is close to test result, and results of total pressure ratio and total efficiency are
proximately lower than test result by 1.96% and 2.54% separately. Thus, the normal shock model can satisfy engineering need. While on the
near-choke point, with improved dual-shock shock model, calculation result of total loss is closer to test result, result of total pressure ratio

is consistent with test result, and result of total efficiency is about 7.28% higher than test result. And calculated characteristic curves are
more similar to test curves. Therefore the use of improved dual-shock loss model can provide a more accurate calculation of shock loss and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n far off-design point.

Key words: axial-flow compressor; streamline curvature calculation; shock model; loss prediction; performance simulation

0 引言

预估可信度高；但受湍流模型、转捩模型和网格数量

全 3 维数值模拟技术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利用

等限制，模型建立复杂，计算量大，主要用于验证计

基于雷诺平均的可压缩非定常 Navier-Stokes 方程求

算 [1-3]。而基于叶轮机械准 3 维流动通用理论的 S2 流

解叶轮机械内部流动可以得到详细的流场信息，特性

面通流设计，
运算效率更高，时间成本更低，目前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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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叶轮机械设计体系的核心。Novak 提出的流线曲率

2.2 落后角模型

法 是 1 种数学上相对简单，使用经验较丰富，应用较
[4]

[5]

与参考攻角一样，参考落后角也选为最小损失落

成熟，计算参数也较准确的 S2 流面求解方法 。流线

后角，参考 Lieblein 提出的经验模型 [15]计算参考落后

曲率法数学模型基于无黏假设，
对压气机气动损失的

角 啄*。以 Hearsey 和 Boyer 模型分量组合方法为基础

预估主要依赖于损失模型。

展开[10]，非设计点落后角
啄=啄*+啄va+啄3D+啄m+啄i

对于级负荷不高、相对马赫数较低的风扇 / 压气

（1）

机来说，20 世纪 60 年代初 Miller 等发展的 2 维通道

式中：啄va 为轴向速度比对落后角的影响；
啄3D 为压气机

正激波模型就能较成功地预测激波损失[6-7]；而对于现

中流线在不同展向位置对落后角的影响；啄m 为马赫数

代高负荷压气机，在实际叶栅流动中，随着来流马赫
数的提高，激波和附面层相互作用加强，激波的形状
和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
正激波模型对激波损失的预
估误差随之变大，
用流线曲率法预测非设计工况激波
损失前，
必须知道激波的结构和波前马赫数才能比较

变化对落后角的影响，在跨声速转子流动后，马赫数
对落后角影响很小，可以忽略；啄i 为非设计状态下攻
角变化对落后角的影响。

3 总压损失模型

[8]

准确地建立起激波损失模型 。Bloch 的研究表明，
在跨

本文考虑的跨声速风扇 / 压气机叶片排通道总

声速风扇转子叶尖，激波结构主要为叶栅入口斜激波

压损失主要包括由黏性引起的叶片附面层叶型损失

和通道正激波，
并会随工作状态的变化而变化

[9-10]

；
Bi-

ollo 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
Boyer 在 Bloch 等
[11]

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来流攻角对激波结构的影响，

軍p 和气流穿越无黏激波所引起的激波损失棕
軍s。
棕
3.1 叶型损失模型
軍p 由叶片基元级试验损失数据确
叶型损失系数棕

提出了双激波模型[10]。
落后角模型，并在双激波模型基础上改进，开发了 1

'
軍
定，将叶型损失参数 棕pcos茁 2 关联为叶根、叶片中部
2滓

套完整的轴流压气机损失预估和特性计算方法。参考

和叶尖各截面扩散因子的函数 （
f D）

本文利用流线曲率管流计算方法[12]，结合损失和

NASA 公开发表的试验数据

軍pcos茁'2
棕
=f（D）
2滓

[13-14]

，利用程序对某型 2

级高负荷跨声速风扇进行了数值模拟，得到了近设计
点和近堵塞点的总体性能参数和展向参数分布，以及

（2）

式中：茁'2 为出口相对气流角；滓 为稠度。

全工况的特性曲线。通过与试验结果对比，重点研究

考虑二次流、端壁损失以及激波与附面层干扰所

了正激波和改进的双激波模型在轴流压气机损失预

引起的叶顶及叶根附加损失，采用 Hearsey 和 Boyer

估和特性计算中的效果和差异。

軍Hub，棕
軍Tip[10,17]。
的方法计算附加损失棕

1 数值方法

3.2 激波损失模型

计算对流场做出了定常、绝热、无黏和轴对称的

3.2.1

正激波模型

假设，气体黏性对级作功能力和流道面积的影响用流

正激波模型将叶栅通道激波简化为 1 道在通道

道堵塞系数来改进。主要控制方程为计算站沿径向的

入口处与通道中线垂直的正激波。当来流相对马赫数

完全径向平衡方程和连续方程。

Ma'1＞1 时，
激波前有效马赫数波 Ma'e 为
Ma'e= Ma'1+Ma'B
2

2 攻角和落后角模型

式中：Ma'B 为叶型吸力面与激波交界点处的气流马赫数。

2.1 攻角模型
参考 Lieblein 和 Johnsen 等基于 NACA-65-A10

当 Ma'1＜1 时，则
1
B）
Ma'e= Ma'（1+Ma'
2

系列低速叶型试验数据建立的经 验关系式计 算参
考攻角 i

*[15]

，即最小损失攻角 imin。利用 Herrig 提出的

有效范围攻角公式计算近堵塞攻角 ichoke 和近失速攻
角 istall[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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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 Ma'e＜1，则激波损失为 0；若 Ma'e＞1，由正激
軍s。
波关系式计算激波损失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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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接近堵塞状态时激波损失激增，
对此，
在 i 介于 ichoke 和

改进的双激波模型

在双激波模型中，激波结构随攻角变换有 3 个特
征形态点，
即近堵塞点（NC），峰值效率点（PE）和近失

imin 之间时，激波损失利用函数 F（（i-imin）4）插值求得，
如图 2 所示。

速点（NS），如图 1 所示。

0.25

0.20
original
corrected

loss
0.15

0.10
NS
0.05
NC

PE

icaoke imin

0
-2.5

istall i

Airfoil Section Loss“Bucket”

-2 ichoke

-1.5
-1.0
incidence/deg

-0.5

0

图 2 攻角小于 imin 时激波损失函数

图 1 双激波模型

F（
（i-imin）4）沿 i 的变化趋势接近实际激波损失，

当来流攻角 i 等于最小损失攻角 imin 时，通道入

但与试验结果的对比表明，
在接近堵塞工况时损失计

口斜激波波后马赫数即为通道正激波波前马赫数。由

算值偏小，致使效率计算值偏大。对此，本文引入参数

軍s,D。Boyer 提
斜激波关系式计算气流通过斜激波损失棕

（
l l>1）将，
损失函数改进为
軌
F
=F（l（i-imin）4）

出可将激波声速点激波角 着sonic 作为激波平均倾斜角，

这也是目前的普遍处理方法
el 脱体激波模型方法求解

蓸

，着sonic 由 Bloch-Moeck-

[7,18]

[9]

蔀

姨

蓸

4k + k-3'2 + k+1
2
'4
2Mae
Mae

蔀

改进函数仍然为 i-imin 的 4 次多项式函数。如图
2 所示，改进后，在接近堵塞状态时，激波损失更大；

k-3 + k+1
'2
sin2着sonic= 1 [
+
2
2k
2Mae
2

而在攻角较大时，损失基本与原函数值相同。
随着来流攻角 i 增大，通道激波向前移动，通道

]

（5）

着sonic 仅为马赫数的函数，采用 着sonic 作为激波角可

入口斜激波增强，将斜激波看作无限层排列的脱体弓
型激波[10]。忽略来流马赫数通过每道斜激波的变化，
气流经过所有激波后压比为[20]

乙 蓸 1- PP 蔀 dy
乙 dy
∞

以排除叶型前缘半径的影响，但这样会使斜激波波后

P2 =1P1

马赫数降为 1。对此，本文在正激波损失计算中引入
波前修正马赫数 Ma2e

2

0

S

1

（8）

0

2

按斜激波理论计算脱体激波后马赫数，激波斜角

'

Ma2e =（Mae cos着sonic）2+
杉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删

（7）

（Mae sin着sonic）2+ 2
k-1
2k （Ma' sin着 ）2-1
sonic
e
k-1
'

煽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闪

着 由函数 G（（i-imin）4）求得。

2

（6）

若 Ma2e＞1，则计算正激波损失；若 Ma2e＜1，则不
考虑正激波损失。
随着来流攻角 i 减小，通道激波向后移动，当攻
角等于近堵塞攻角 ichoke 时，正激波后移至通道出口，

当攻角 i＞inorm 时，叶栅通道激波变为入口脱体正
激波，
激波损失计算方法与正激波模型一致。inorm 由经
验公式求得
inorm=istall-1°

（9）

4 计算结果及分析
本文研究对象为某 2 级跨声速风扇 / 压气机[13-14]，

将斜激波和正激波之间的流动假设为拉瓦尔喷管内的

在设计状态下的总体性能参数为：总压比 2.8，绝热效

流动，
由 K觟nig 提出的方法求出正激波前马赫数 。在

率 83.9%，质量流量 83.5 kg/s。设计转速为 1072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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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in；进口条件为标准大气条件，轴向进气；静子出

果均大于试验值。正激波模型总压比的计算结果较试

口轴向出气；第 1 级转子有减振凸台，叶型为多圆弧

验值约低 1.96%，总效率的计算结果较试验值约低

叶型。

2.54%。而双激波模型总压比的计算结果较试验值约

4.1 设计点程序验证计算

高 3.42%，总效率的计算结果较试验值约高 0.53%。

采用文献[13]给出的风扇设计点各级损失和落后
角，利用本文程序对设计点进行数值模拟，将计算得
到的总体性能参数与设计值进行对比，以验证程序的
有效性。设计点各级累积增压比和绝热效率的设计值
和数值模拟结果对比见表 1、2。

各级转、静子损失试验值和计算值沿展向分布如
图3、4 所示。
1.0

0.8

表 1 设计点累积增压比设计 表 2 设计点累积绝热效率设
值与计算值

计值与计算值

%

Design

Calculation

Rotor1

89.40

90.12

1.744

Stator1

85.37

85.84

2.872

2.876

Rotor2

86.23

87.90

2.800

2.800

Stator2

83.83

85.27

Design

Calculation

Rotor1

1.787

1.789

Stator1

1.744

Rotor2
Stator2

0.6

0.2

0

0.05

0.10

Loss

0.15

0.20

0.25

图 3 第 1 级损失试验值与计算值

从表中可见，设计点总体气动性能计算值跟设计
值很接近。总增压比计算值跟设计值吻合很好，
总绝热

Experiment Rotor
Normal Rotor
Dual Rotor
Experiment Stator
Normal Stator
Dual Stator

0.4

1.0

效率计算值比设计值略高，
本文程序计算精度较高。
4.2 近设计点特性计算

0.8

分别结合 2 种激波模型和落后角模型，利用程序
对风扇近设计点进行数值模拟计算，近设计点转速为

Experiment Rotor
Normal Rotor
Dual Rotor
Experiment Stator
Normal Stator
Dual Stator

0.6

100%设计转速，流量为 83.574 kg/s。近设计点各级累
积增压比和绝热效率的设计值和数值模拟结果对比
见表 3、
4。

0.4

0.2

表 3 近设计点累积增压比试验值与计算值
0

0.05

0.10

0.15

0.20

0.25

Experiment

Normal

Dual

Rotor1

1.805

1.725

1.790

Stator1

1.764

1.704

1.766

Rotor2

2.908

2.849

3.009

从图 3 中可见，
第 1 级转子损失试验值沿展向总

Stator2

2.862

2.806

2.960

体呈增长趋势，受凸台的影响，转子叶中位置损失出

表 4 近设计点绝热效率试验值与计算值

%

Experiment

Normal

Dual

Rotor1

90.51

87.13

90.00

Stator1

86.69

85.00

87.82

Rotor2

87.89

85.63

88.35

Stator2

86.38

84.19

86.84

Loss

图 4 第 2 级损失试验值与设计值

现突增。第 1 级静子叶中部分损失试验值较小，叶尖
和叶根部分较大。转子损失计算值大致反映出试验值
变化趋势，
静子损失计算值与试验值也比较接近。从
图 4 中可见，第 2 级转子和静子损失试验值均表现为
叶展中部相对较小，
叶尖和叶根部分相对较大。转子叶
根部分损失计算值较试验值偏低，而叶中到叶尖部分
计算值与试验值较接近。静子损失计算值和试验值吻

从表中数据可见，采用正激波模型计算得到的增
压比和绝热效率均小于试验值，
而双激波模型计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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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很好。在 2 级转子全展向范围内，
正激波模型损失计
算结果基本高于双激波模型的，
且沿展向差值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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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绝热效率试验值和计算值沿展向分布如图

1.0

5、6 所示。

Experiment R1
Normal R1
Dual R1
Experiment R2
Normal R2
Dual R2

0.8
1.0
0.6
0.8
0.4
0.6
0.2

Experiment
Normal
Dual

0.4

0
-15

0

0.2

15
30
Relative Flow Angle/（毅）

45

60

图 7 转子出口相对气流角试验值与计算值
0
70

75

80
85
Adiabatic Efficiency/%

90

1.0

95

图 5 第 1 级绝热效率试验值与计算值

0.8

1.0

0.8

0.4

0.6

0.2

Experiment
Normal
Dual

0.4

0
-8

0.2

0
70

Experiment R1
Normal R1
Dual R1
Experiment R2
Normal R2
Dual R2

0.6

-6

-4
-2
Flow Angle/（毅）

0

2

图 8 静子出口气流角试验值与设计值

75

80
85
Adiabatic Efficiency/%

90

95

图 6 第 2 级绝热效率试验值与计算值

沿展向逐渐增大，2 级转子出口相对气流角计算值和
试验值比较接近，转子根部计算值比试验值偏大。从
图 8 中可见，
第 1 级静子出口气流角试验值沿展向变

从图 5 中可见，第 1 级绝热效率试验值总体上沿

化较曲折，第 2 级静子试验结果则基本呈轴向出气。

展向呈下降趋势，由于转子凸台使转子中部损失突

第 1 级静子叶展中部出口气流角计算值和试验值比

增，叶展中部效率因此降低。绝热效率计算值较好反

较接近，叶根和叶尖部分差异较大。第 2 级静子出气

映了试验值变化趋势。从图 6 中可见，第 2 级绝热效

角计算值比试验值小。2 级转子根部双激波模型出口

率试验值叶展中部相对较高，叶尖和叶根部相对较

相对气流角计算结果比正激波的大。2 级静子各展向

低。效率计算值与试验值也较符合。对比损失图和绝

位置，双激波模型出口气流角计算值比正激波模型的

热效率图可见，各级损失试验值沿展向变化趋势与效

高 0.5毅左右。

率试验值基本相反，说明级损失大小直接影响了级效

综合来看，在近设计点损失预估和特性计算上，2

率高低。由于正激波模型损失计算值更大，所以在 2

种模型没有明显的优劣区别，正激波模型计算结果能

级全展向范围内，
其效率计算结果基本低于双激波模

够满足工程需求，采用该模型更简单有效。

型的，且沿展向差值增大。

4.3 近堵塞点特性计算

各级转子出口相对气流角和静子出口气流角试

速为 99.76%设计转速，流量为 83.866 kg/s。近堵塞点

验值和计算值沿展向分布如图 7、8 所示。
从图 7 中可见，2 级转子出口相对气流角试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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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程序对近堵塞点进行数值模拟，近堵塞点转
级累积增压比和绝热效率试验值和数值模拟计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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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对比见表 5、
6。

1.0

表 5 近堵塞点累积增压比试验值与计算值

0.8

Experiment

Normal

Dual

Rotor1

1.780

1.707

1.694

Stator1

1.740

1.687

1.673

Rotor2

2.450

2.338

2.303

Stator2

2.276

2.313

2.276

%

表 6 近堵塞点累积绝热效率试验值与计算值
Experiment

Normal

Dual

Rotor1

91.04

87.04

84.47

Stator1

87.17

84.94

82.30

Rotor2

80.17

84.33

79.37

Stator2

72.81

83.14

78.11

0.6

Experiment Rotor
Normal Rotor
Dual Rotor
Experiment Stator
Normal Stator
Dual Stator

0.4

0.2

0

0.1

0.2

0.3
Loss

0.6

0.5

0.4

图 10 第 2 级损失试验值与计算值

算值跟试验值更接近。第 1 级静子损失计算值跟试验
从表 5、
6 中可见，相对于近设计点，近堵塞点总

值比较接近。从图 10 中可见，
第 2 级转子损失试验值

压比和总效率试验结果有很大跌落，而单级性能的下

在叶尖、叶中和叶根局部有跌落，静子叶根损失试验

降体现在第 2 级。第 1 级压比和效率计算值较试验值

值有提高很大，叶尖损失试验值稍有增大。第 2 级转

均偏小。双激波模型第 1 级压比和效率计算结果较正

子损失计算值沿展向变化不大，各展向位置双激波模

激波模型的略低。正激波模型总压比计算值比试验值

型计算值比正激波大约 0.05，更接近试验值。第 2 级

约高 1.63%，总效率计算值比试验值约高 14.18%。而

静子损失计算值相比试验值有很大差异。

双激波模型总压比计算值跟试验值很吻合，总效率计
算值比试验值约高 7.28%。双激波模型总压比和总效

各级绝热效率试验值和计算值沿展向分布如图
11、
12 所示。

率计算结果更接近试验值。

1.0

近堵塞点各级转、静子损失试验值和计算值沿展
向分布如图 9、
10 所示。

0.8

0.6
1.0

Experiment Rotor
Normal Rotor
Dual Rotor
Experiment Stator
Normal Stator
Dual Stator

0.6

0.4

0.2

0
65

70

75
80
85
Adiabatic Efficiency/%

90

95

图 11 第 1 级绝热效率试验值与计算值

0.2
0

Experiment
Normal
Dual

0.4

0.8

0.05

0.10

0.15

0.20

0.25

Loss

从图 11 中可见，第 1 级绝热效率试验值与近设
计点试验值比较接近。第 1 级叶尖处两种模型效率计

图 9 第 1 级损失试验值与计算值

算结果基本一致，正激波模型在叶根部分效率计算值

从图 9 中可见，第 1 级转、静子损失试验值沿展

与试验值很接近，双激波模型由于叶根部分有较大的

向变化趋势与近设计点趋势比较接近。第 1 级转子尖

损失计算值，
叶根效率计算值相对较低。从图 12 中可

部 2 种模型损失计算值很接近，
而根部双激波模型转

见，第 2 级效率试验值沿展向变化较曲折，且在叶根

子损失计算值较试验值偏大，正激波模型转子损失计

处很低。第 2 级效率计算值比试验值高很多，沿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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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3 中可见，第 2 级转子出口相对气流角试

1.0

验值与近设计点试验值很接近。计算值比较接近试验
0.8

值，
在叶根部分比试验值偏大。从图 14 中可见，
第 1级
静子出口气流角试验值沿展向变化趋势与近设计点

0.6

趋势仍比较接近，第 2 级静子出口气流角试验值在叶
尖处接近 0毅，
而在叶中到叶根部分基本为 -10毅。第 1级

Experiment
Normal
Dual

0.4

静子叶展中部出口气流角计算值跟试验值很贴近，在
叶尖和叶根处差别较大。第 2 级静子出口气流角计算

0.2

结果基本比试验结果大。
0
30

60
70
50
Adiabatic Efficiency/%

40

80

90

综合来看，利用双激波模型计算近堵塞工况，损
失计算结果比正激波模型的大，总压比和总效率结果

图 12 第 2 级绝热效率试验值与计算值

更接近试验值。
变化较平滑。双激波模型计算值比正激波模型低 5%
左右，更接近试验结果。

4.4 全工况特性计算
分别对 95%、100%、
110%设计转速下工况进行

各级转子出口相对气流角和静子出口气流角试
验值和计算值沿展向分布如图 13、
14 所示。

了计算，得到了特性曲线，并与试验曲线进行了比较，
如图15、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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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增压比全工况特性试验值与计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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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绝热效率全工况特性试验值与计算值
0.2

从图 15 中可见，在等转速下较低流量下，双激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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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静子出口气流角试验值与计算值

5

模型压比计算值比正激波模型高。在 95%、100%设计

转速线近堵塞点处 2 种模型计算值很接近，但 110%
设计转速线近堵塞点处双激波模型计算值与试验值吻
合更好。双激波模型 100%设计转速线更接近试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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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从图 16 中可见，
双激波模型等转速效率计算值随

流量变换更陡峭，
而正激波模型计算值变化比较平缓。

各转速线近堵塞点处，
双激波模型计算值有较大跌落，
比较符合试验结果，
而正激波模型计算值下降不大。双
激波模型 100%设计转速线也更接近试验曲线。

综合来看，
双激波模型的各转速特性线更接近试

验结果，尤其在绝热效率特性图上，正激波模型效率
计算值随流量变化不够明显，而双激波模型效率变化
趋势跟试验值符合较好。

5 结论
本文利用流线曲率法结合正激波和改进的双激
波模型对某型 2 级风扇进行了数值模拟，得到了近设
计点、近堵塞点和全工况的特性，结论如下：
（1）本文发展的性能预估方法能有效计算跨声速
轴流风扇 / 压气机性能和气动参数沿展向分布的规
律，对设计点特性计算精度较高。
（2）不同激波模型对激波损失预估有较大差异，
损失计算值会影响到增压比和绝热效率的预估，尤其
是绝热效率受损失计算结果影响很大。
（3）对于跨声速风扇 / 压气机，在近设计点激波
损失预估和特性计算上，
正激波模型基本满足工程需
求。而改进的双激波模型在非设计点损失预估和特性
计算上结果更准确。
要更准确地计算非设计点的损失和特性参数，还
需要研究更有效的二次流损失和叶型损失模型，需要
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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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飞机反推装置气动特性分析与验证
陈

功，
胡仞与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上海 201210）

摘要：为验证国内某型民用飞机所用的格栅式反推装置设计方案是否满足适航标准，采用风洞试验对反推装置启动后指定速
度区间范围内的反推效率、重吸入现象及其对静压测量的干扰进行了评估。试验结果表明：该套装置的反推效率在速度使用区间内
能够维持在 40%的水平以上，高于当前平均水平；通过监控温度场基本可以排除发生重吸入现象的可能性；反推气流会改变局部的
流场及压力分布，但不会对静压测量造成明显干扰。此外，CFD 仿真的结果与风洞试验的结论相互印证，再次验证了该反推装置设
计方案的合理性。
关键词：反推装置；风洞试验；气动特性；CFD 仿真；静压测量；民用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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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Validation of Thrust-Reversers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for Civil Aircraft
CHEN Gong, HU Ren-yu
渊COMAC Shanghai Aircraft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201210,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validate whether the cascade thrust-reversers design scheme of a civil aircraft is satisfied with airworthiness

standard or not, the wind tunnel test was carried on to estimate aerodynamic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rust -reversers efficiency ,

" re - ingestion" phenomenon and disturbance to static pressure measurement within the range of required velocity. The test result shows that
efficiency of the thrust-reversers is more than 40%, which is beyond current average standard, and occurrence of "re-ingestion" is almost
eliminated by monitoring temperature -field. In addition, although the flow -field and pressure distribution are somewhat affected by

thrust -reverse flow, static pressure measuring will not be disturbed. Besides, the result of CFD simulation is accorded with that of wind
tunnel test, which is re-validat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thrust-reversers design scheme.

Key words: thrust reversers; wind tunnel test;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CFD simulation; static pressure measuring; civil aircraft

性，还关系到飞机对着陆场长度的需求 [2-3]，而后者也

0 引言
反推装置是民用涡喷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应用于现代客机的必要设备。该装置一般在飞机着陆
过程中使用，通过特殊机构引导发动机外涵道气流反
向喷射产生反作用力，使飞机在短时间内迅速减速并
制动。在民用飞机发展过程中，
曾先后出现过抓斗式、

是民用飞机适航标准中衡量飞机适用性和竞争力的重
要指标[4-5]。因此，
在最终冻结反推装置设计方案前，
需
通过可靠的手段对其重要气动特性进行评估和验证，
确保其能满足飞机相关性能指标和对应的适航条款。
本文针对国内某大型民用飞机研发过程中评估

花瓣式、
格栅式等不同形式的反推装置。近年来，
格栅

发动机供应商提供的飞机反推装置设计方案时，采用

式反推装置因其能够精准地控制反推气流方向，并显

风洞试验对其几个重要的气动特性进行了分析，将试

著降低能耗，被各国民用飞机设计研发机构所重视，

验结果与设计指标进行比较，并采用 CFD 仿真的手

逐渐成为民用飞机反推装置的主流选择[1]。反推装置

段从侧面进行了检验。部分数据由相应符号代替，但

的性能不但直接关系到飞机着陆时的安全性和稳定

不会对问题的分析及其结果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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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推装置气动原理

若干块格栅周向环列在发动机短舱后部形成格

反推功能的实现依据牛顿第三定律，即通过临时
改变发动机外涵道结构，使其原本向后喷射的气流发

栅段。所有格栅上产生的航向反作用力之和∑Fx 即为
反推力 Ftr。设格栅数为 m，
则有
m

Ftr=移Fx

生折射，产生反作用力，从而实现飞机的减速和制动。
国内某型民用飞机采用了当前主流的格栅式反推装置
设计方案，
其主要作动机构及运转原理如图 1、
2 所示。

i=1

（2）

合理地设计各出流叶片的数量、角度以及反推格
栅在发动机短舱上分布的形式和位置即可获得足够的
反推力，
确保飞机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减速和制动。

2 研究内容与试验方法
2.1 研究内容
反推装置涉及众多性能指标，
而在气动方面以反

图 1 正推构型（反推装置开启前）

推效率、重吸入现象及其对飞机静压测量的干扰尤为
重要。
反推效率指在发动机额定功率下，反推装置开启
前后，发动机产生正推力 Ff 与反推力 Ftr 的比值，是衡
量反推装置将正推力转化为反推力能力的重要指标。
重吸入现象指反推气流喷出后被发动机从进气

图 2 反推构型（反推装置开启后）

口重新吸入的情况。由于反推气流的温度较高，若被

反推装置未开启时，
发动机外涵道中气流自前向

重新吸入发动机，则可能对发动机中的空气压缩机叶

后正向流动，并从尾喷口正常喷出形成相应的正推

片造成损伤。
“重吸入特性”
是衡量反推装置安全性的

力；反推装置开启后，
反推门后移，露出格栅段。同时

重要指标。

外涵道被阻断，气流只能经由格栅段向前喷出，形成

静压是飞机操稳、航电、飞控等系统的重要计算
输入参数，而反推气流会导致机身周围流场的变化，

相应的反推力。
格栅作为反推装置中最重要的气动部件，起到引
导气流流动、控制气流喷射方向的作用，其外形、构造

可能干扰静压探测装置对静压的测量，导致系统作出
错误响应，影响飞机正常着陆进程。
以上 3 个指标是衡量反推装置气动特性的重要

及力学原理如图 3 所示[6-9]。

指标，
将通过风洞试验进行重点研究。
2.2 风洞试验设备
风洞试验是当前各大飞机设计研发单位用于研
究发动机气动性能及喷流流场的主要方法。如图 4 所
示，
通过在风洞滚动地板上安装飞机模型模拟飞机着
图 3 反推装置的结构及原理

单块格栅由许多导流叶片按一定规律阵列构成，
每个导流叶片的出流角 兹 均不相同。反推气流以速度
矢量 v 经导流叶片流出后可分为航向 v x、法向 v y、侧
向 v z 3 个矢量分量，同时产生相应的反推作用力 fx、
fy、fz。单块格栅上产生的反推力为所有反推气流在航
向上产生的反作用力之和
n

Fx=移fx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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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滑跑的状态，并使用天平、测压阀等测试设备获取

效率可表示为
tr
浊= F（V）
F（V）
f

飞机在不同反推状态下的受力情况和表面压力分布
变化 。
[10]

为了确保风洞试验结果真实可靠，试验中所使用
的模型、
反推格栅均按照飞机真实外形进行一定的缩
比。综合考虑该型飞机真实大小及所在风洞试验段口
径，模型缩比比例约为 1颐7.5。

（4）

根据涡扇发动机工作原理可知，发动机以额定功
率 P 正常运转时，正推力 Ff 与反推力 Ftr 均是飞机滑
行速度的函数。在风洞试验中，飞机滑行速度近似由
来流速度 V 替代，通过应变天平所测得的不同来流
速度[V 忆]=[V 1,V 2,V 3,V 4,V 5]下正、反推力对比关系及反

2.3 试验条件确定
民用飞机性能设计要求明确规定，反推装置在飞

推效率曲线如图 6、7 所示。

机 3 轮接地着陆后以额定功率 P 打开，此时飞机滑行
速度 V L 通常为 62~72 m/s；当飞机持续 减速至 V D
(26~36 m/s)后，关闭反推装置。定义[V D,V L]为反推装置
的速度区间[V ]。为了验证反推装置在该速度区间[V ]
内不同阶段的“反推效率”
“重吸入现象”及其对飞机
、
静压测量的干扰这 3 项性能是否达标，拟在风洞试验
图 6 正推力与反推力对比

中模拟[V ]=[V 1,V 2,V 3,V 4,V 5] 5 个等差来流速度，其中令
V 1≈V L，
V 5≈V D，则有 V 1>V 2>V 3>V 4>V 5。
2.4 相似准则与动力校准
为了在风洞试验中对发动机喷流进行准确模拟，
选用合适的 TPS(turbofan powered system)动力单元，
并将其安装在缩比后的飞机模型的短舱内部。TPS 单
元是模拟发动机进 / 喷气的重要试验设备，由外壳、

图 7 反推效率曲线

风扇和内部供油系统组成。如图 5 所示。
从图中可见，随着来流速度的下降，发动机额定
功率状态下的正推力 Ff 与反推力 Ftr 均有所降低，但
相同速度下 Ff 与 Ftr 绝对值的比例相对稳定。说明在
该速度区间内，
反推效率较稳定。
进一步分析反推效率曲线可知，虽然反推效率在
给定速度区间内有所波动，但总体水平维持在 40%

图 5 TPS 动力单元与模型短舱

由于试验中所使用的飞机模型经过缩比，为了满
足发动机流量相似准则，通过控制 TPS 单元中的风
扇转速，使试验中模型发动机的流量 L m 与真实飞机
发动机流量 L a 满足以下关系
L m= L a
K

以上 [11]，高于当前民用飞机反推效率平均水平，满足
飞机性能需求。
3.2 重吸入特性结果分析讨论
如图 8 所示，当反推装置开启后，飞机滑行的速
度不断降低，
前方来流对反推气流的抑制作用将逐渐

（3）

式中：K 为试验中飞机模型相对于真实飞机的缩比

减弱，反推气流向前流动的行程显著增加。当反推气
流流抵发动机进气口附近，
则可能发生重吸入现象[12]。

比例。

3 试验结果讨论与分析
3.1 反推效率结果分析讨论
根据反推效率定义，
在发动机额定功率下的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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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反推气流的温度通常高于来流，因此在风洞

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但根据飞机本身性能指标，
V 6≈

试验中使用温度传感器监测不同来流速度情况下短

15.4 m/s 已不在规定的速度区间[V ]内 [15]，即此时反推

舱进 / 出口处的温度，通过观察短舱进气口温度场分

装置已关闭，反推气流消失，无需考虑重吸入现象对

布定性地判定重吸入现象存在可能性。同时，为了定

飞机的影响。

量地分析重吸入现象的严重程度，引入温度畸变系数

3.3 反推气流对静压测量的影响

孜

静压探测装置作为精密仪器，
对流场变化十分敏

[13-14]

孜= Tmax-Taver
驻Tfan

（5）

式中：Tmax、Taver 分别为进气口温度场中最高温度与平
均温度；ΔTfan 为发动机风扇前后的温度差，对于给定
的发动机，ΔTfan 为定值。
由此可知，孜 越大，即发动机进气口的温度场越
不均匀，重吸入现象发生的可能性越大。
试验测得不同来流速度条件下温度谱如图 9 所
示，
对应的温度畸变系数 孜 见表 1。

感，
其受反推气流干扰的可能性需彻底排除。静压探
测器安装位置应尽量位于飞机机头等截面段的最大
等宽度线附近，因为该处的飞机表面外形的曲率较为
平缓，
可最大程度地避免流场畸变对静压测量造成的
影响，同时确保安装与飞机内部结构件（框、梁、肋）及
线路不发生干涉[16]。
试验中通过压力传感器 测得飞机表 面 A 、B、C
3 点的静压系数在反推气流影响下的变化情况如图
10 所示，并计算其相对干扰 ε=ΔCp /Cp 来分析静压
测量是否受反推气流影响及其程度。其中 B 点是该
型号飞机静压探测器实际安装位置；同时测量位于 B
点上、下游等间距处的 A 、C 2 点的静压变化情况作
为对照，以此研究反推气流在航向上对静压的影响范
围及程度。

图 9 短舱进口温度变化
表 1 反推气流对静压系数相对干扰
V

V1

孜

0.02

V2

V3

0.02

0.03

V4
0.03

V5
0.03

图 10 静压孔布置位置
V6
0.19

在速度区间[V ]内通过静压传感器与扫描阀等仪
器测得的结果见表 2。

从图中可见，
当飞机以较高的速度滑行时，
来流速

表 2 反推气流对静压系数相对干扰

度也相对较高，
发动机短舱进气口截面温度低且均匀；

V

着A

着B

着C

当滑行速度逐渐减低后，进气口截面温度以很小的幅

V1

≈0

≈0

≈0

度均匀升高；当滑行速度持续降低至 V 6 时，进气口截

V2

≈0

≈0

≈0

V3

≈0

< 0.1%

< 0.1%

V4

< 0.1%

< 0.1%

≈ 0.1%

V5

< 0.2%

< 0.2%

≈ 0.2%

面温度分布开始出现不均匀现象，
最大温差约 5 K。
从表中可见，在规定的速度范围[V ]内，温度畸变
系数 孜 的值及变化幅度均较小，约为 0.02~0.03；当速
度持续减小至 V 6 时，孜 倍增至 0.19。

从表中可见，当来流速度较大时，其动能较大，阻

综合图 9 与表 1 中的结果可见，在规定速度区间

挡了反推气流持续向前发展，
因此该区域内的流场几

[V ]内，发动机短舱进气口截面温度及其变化率较低，

乎不受反推气流影响，静压系数的测量未受干扰；当

温度畸变系数 孜 很小，
说明在该区间内几乎可以排除

来流速度逐渐减小，其动能也相应减少，反推气流所

重吸入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当速度继续减小至约 15.4

受阻挡效果减弱而持续向前发展，受影响的流场区域

m/s 时，截面温度变化梯度显著增大，在对应状态下

前移直至探测器安装区域，导致部分静压测量受到干

的温度畸变系数 孜 亦明显增大，说明重吸入现象发生

扰。但进一步分析表中的数据可知，
即使在速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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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V 5，反推气流造成最严重的干扰量 级 也 仅约为

评估，并采用了 CFD 仿真计算的方案对部分试验结

0.2%，远小于该型号飞机设计指标中关于静压测量

果进行了验证。试验方法的应用及试验条件的设定充

误差的要求，因此在工程中可忽略不计。由此可认为，

分考虑了该型号反推装置实际使用情况，并结合相似

在规定的速度区间[V ]内，反推气流不会对静压的测

理论建立试验修正体系。试验及计算结果表明，当前

量造成影响。

反推装置设计方案的主要气动特性满足设计要求及

4 CFD 仿真计算对试验结果的验证

相关适航标准。

除了风洞试验，CFD 仿真计算也是研究民用飞机
发动机反推装置气动特性的重要手段。由于当前硬件
条件和计算资源的限制，CFD 仿真计算虽无法获得
推力、温度等参数的精确值，但可以宏观地获得反推
装置开启前后流场的变化，有助于定性地分析问题，
从而对部分试验结果进行检查与验证。
从第 3.2、3.3 节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反推气流
来流速度较低时，
发生重吸入现象及静压测量受影响
的可能性较大。因此 CFD 仿真计算时来流速度边界
条件取 V =V 5≈50 m/s。
CFD 仿真计算所获得的反推气流流场分布及趋
势如图 11 所示。反推气流从短舱后部格栅段中喷出
后，
在来流的阻碍下，
动能减弱并向四周扩散，部分反
推气流扫掠地面，
其余则与机翼、中机身发生干涉。流
场结果显示，反推气流基本未扩散至发动机短舱进气

尽管通过风洞试验可以较准确获得反推装置的
各项气动特性，但由于受试验设备和条件的限制，来
流速度 V 无法实现在规定区间内[V ]连续变化，只能
以离散状态的形式出现，使试验的相似性和关联性受
到了影响。随着风洞试验技术和设备的不断更新和发
展，该问题将得到改善，从而使风洞试验结果的质量
获得提升。
国内大型民用飞机设计与研发正处于起步阶段，
对于反推装置气动特性的研究与欧美先进国家有不
小差距。本研究为民用飞机格栅式反推装置气动性能
验证和分析提供了 1 套可行的方法，并为后续民用飞
机反推装置的工程设计、特性分析、性能验证方面提
供了方法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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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出口温度场可视化设计
王日先，孙永飞，
张

毫，熊进星，张鹏淼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满足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试验出口温度场可视化需求，基于主燃烧室出口温度场测试原理，通过温度数据网格化、
温度数据－颜色映射、以云图形式显示出口温度场数据的方法进行温度场可视化设计，并在 Visual Basic 6.0 下基于 Tee chart 控
件开发了出口温度场可视化软件。应用结果表明：在试验中，通过与现有测控软件出口温度场数据交互，可视化软件能够实时、真
实、直观地显示主燃烧室出口温度场变化情况，有助于试验人员快速判断出口温度场品质，进而缩短试验时间，降低试验费用，有效
提高试验效率。
关键词：主燃烧室出口；温度场测试；可视化：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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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Design of Combustor Outlet Temperature Field for Aeroengine
WANG Ri-xian, SUN Yong-fei , ZHANG Hao, XIONG Jin-xing, ZHANG Peng-miao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visual requirement of outlet temperature field in aeroengine combustor test, a visualization design of

outlet temperature field was achieved through data grid, temperature-color map and cloud images which had been described in detail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principle of combustor outlet temperature field. Besides, a visualization software program had been written based on the

Tee chart under Visual Basic 6.0. The appl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a real-time, reliable and intuitional display of outlet temperature field
can be realized by interaction with data of existing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in test. The design, therefore, is helpful for engineers to
find out the quality of outlet temperature field quickly, which could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time, reduce the cost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Key words: combustor outlet; temperature field test; visualization; aeroengine

应用。如：文献[4]通过绘制云图并导入 3DS 模型，实

0 引言

现了火箭发动机模型与喷流辐射场云图结合显示，有

当前燃烧室部件设计不断向高温、升高热容方向

效开展了导弹目标探测、
识别和突防技术研究；
文献[5]

发展，主燃烧室出口温度不断提高。出口温度场的不

提出了 BP 神经网络模型的锅炉炉膛火焰可视化检

稳定、在周径向分布不均匀等形式，对燃烧室下游部

测方法，实现了炉膛火焰可视化监控。但温度场可视

件热力状态都有不良影响，从而导致发动机可靠性及

化在发动机主燃烧室温度场试验中应用主要集中在

性能指标降低。因此在主燃烧室试验中，对燃烧室出

试验后数据处理或温度场计算模拟等方面，而且主要

口温度场品质的要求越来越严格[1-3]。

采用专业软件设计开发[6]。对于不同类型燃烧室温度

温度场可视化技术通过把温度数据转变成人们
视觉可以直接感受的计算机图形图像，使人们对温度

场通用性差、
费时费力、
效率低，并且也无法满足试验
过程中实时性要求。

场有更直观、更形象和更全面的理解。对比于传统 1

主燃烧室温度场试验通常采用热电偶测量燃烧

维表格、
2 维曲线方式显示温度数据具有无法比拟的

室出口温度，利用获取的出口截面有限点温度值，实

优势，该技术也因此在许多工程领域内得到了广泛的

时判别温度场品质。本文针对上述试验采用可视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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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离散测点值

术开发了温度场可视化软件。为试验过程中的快速判
温度测点

别温度场品质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

坐标

1 温度场测试原理

温度值

在主燃烧室出口温度场试验中，当测点过多时，
多支电偶耙会造成气流通道堵塞、流场歪曲和工况的
改变，从而引起测量结果误差。当堵塞严重时，会使测
量结果失真，无法反映温度场真实分布情况。为减小
上述影响，并尽可能布置多的周向测点，温度场试验
采用专用的旋转测温装置[7-8]。在旋转测量装置上布置
1 支温度受感部，沿径向有若干个电偶测点，通常为
Ｂ 型热电偶，测点按等环面布置；上位机可以通过控
制箱来控制测温装置的转动方式。控制箱通过电动机
构来实施动力传动，动力传动采用由多个齿轮组成的
齿轮机构进行；旋转装置按给定角度以转－停－转方
式旋转，角度位置信号由转角编码器测量，到达测量
位置时采集软件记录温度场数据信息。
因此，假定出口温度场试验采用 1 支 灶 点梳状总
温热电偶周向旋转的方式，
按给定角度摆动测量，
共计
摆动 皂 个位置，
则对于整个主燃烧室出口截面出口温
度场来说，
能够获取 皂×灶 个离散的温度点数据。

2 温度场可视化设计

T1

T2

…

Tm,n

（琢1，
R 1）

（琢2，
R 2）

…

（琢m，R n）

Z1,1=f（琢1,R 1）

Z2,2=f（琢2,R 2）

…

Zm,n=f（琢m,R n）

考虑到温度场云图是连续变化的特点，由试验实
测温度数据绘制连续的温度分布图是远远不够的，需
要利用插值方法求取出口截面非测点位置的温度值。
常用的插值算法有拉格朗日插值、牛顿插值、埃尔米
插值、
分段线性插值等。考虑到可视化显示的实时性
要求，采用的构建温度场算法不能复杂。综合上述考
虑，采用 2 维线性插值法进行处理，以简化计算工作
量。将整个出口截面按照实测节点坐标分为若干个小
区间，在每个小区间上采用线性插值来获得非实测点
温度值。先径向插值，再轴向插值[10]。
假设在径向上实测节点之间插入 灶 个节点,分别
记为 Zi,1=f（琢i，R 1）、Zi,2=f（琢i，R 2）、…、Zi,n=f（琢i，R n），其中
i=（0,1,…,m）。若在每个区间（R k,R k+1）k=（0,1,…,n）上
插值的点数为 姿 个，即对区间（R k,R k+1）进行 姿+1 等
分，则 Zi,k+琢=Zi,k+琢*（Zi,k+1-Zi,k）（
/ 姿+1），其中 琢=（0,1，…，
姿+1），可以得到新的温度场测点函数 Zi,j=f（琢i，R j），
i=
（0,1,…,姿*n）。
然后周向插值，
其过程同径向插值类似。可得最

温度场可视化常用设计思路是利用已有温度场

终的温度场测点函数 Zi,j=f（琢i，R j）。其中 i=（0,1,…,

数据，通过可视化技术将温度数据转换成对应的温度

姿*n），j=（0,1,…,浊*m），姿 是径向插值点数，浊 是周向

场云图。其中温度场数据网格化、
温度到颜色模型的

插值点数）。

映射方式以及颜色值的填充方法是绘制温度场云图

在具体选择 姿、
浊 时，主要考虑使温度场节点数

的关键 。

据数大于或等于计算机显示器上所显示的温度场区

2.1 温度数据网格化

域面积上的像素数，确保云图绘制时，填充颜色能覆

[9]

由于试验采集获取的温度场数据是离散、散乱

盖整个截面。姿、
浊 选择得很小，会有一些像素点没有

的，
必须先对温度场试验所产生的原始数据做规范化

对应的温度值，导致绘制出温度场分布图有漏点且不

处理等操作，将散乱数据网格化，形成可用的应用数

连续；姿、浊 选择得很大，则会造成插值计算和绘制速

据。可以按照实际出口截面尺寸以及电偶径向位置信

度过慢，影响实时性显示效果。因此，
姿、浊 选择按照实

息按比例进行数据网格化，如图 1 所示。将温度当成

际情况折中考量。

温度场坐标节点的函数，
则试验中获取的温度场数据

R）
因此还需将获取的极坐标下的温度场数据 Zi=f（琢i，
j

可以规范地表示成
Zi=f（琢·
i R i）

转换成直角坐标系下的温度场数据 Zi=f（xi，
y）
j 。

（1）

式中：
Zi 为温度值；琢i，R i 分

2.2 温度场绘制

别为摆盘转动角度和电偶

温度场绘制是将温度数据变换成相应的颜色。要

径向位置坐标。

实现填充云图，首先制作 1 张基于线性变化的颜色查

由此可得到表离散节
点温度函数见表 1。

PDF pdfFactory Pro

绘制云图时，
通常采用直角坐标系进行数据操作，

找表，建立颜色与温度量之间线性的一一对应关系，
图１

温度场数据网格

颜色的选定直接影响渲染效果。为了有层次的显示温

www.fineprint.cn

64

第 43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度数据的变化，颜色表定义要有明显的可区分性。目

Type dataTemp

' 温度场数据

，即通过

a

As Single

' 摆盘旋转角度

对红（R）、绿（G）、蓝（B）3 个颜色通道的变化以及相

r

As Single

' 电偶耙上电偶径向坐标

互之间的叠加来反映所能感知的颜色。通过为图像中

z

As Single

' 对应坐标点温度值

前工业界最常用的颜色标准为 RGB 色彩

[11-13]

每个像素的 RGB 分量分配 1 个 0～255 范围内的强
度值，从而表征各类颜色

End

Type
结构体 dataTemp 中包含了网格点的坐标值（a,

r）和对应的温度值（z）。

值。
然后根据温度场的温度
范围按路径进行插值对

（2） 设置温度场参数。温度场参数设置包括

应，
如图 2 所示。可以求出

TeeChart 控件设置和出口截面尺寸参数设置，并保存

每种颜色所对应的温度的

设置参数，
方便同类型试验温度场云图绘制。出口截面

范围，从而形成 1 个连续

结构参数包括角度范围、角度间隔、电偶坐标等。

的颜色映射列表。该方法

TeeChart 控件主要设置项有 Series 显示颜色、坐标轴

能够很好地反映温度场的
变化情况。

图 2 颜色映射原理

将温度场数据 Zi=f（xi，yj）转换成对应的颜色数据

隐藏、
Legend 连续、
3D 格式取消等。另外也可以通过程
序代码进行属性设置。如 Series 显示颜色设置代码为：
TChart1.Series（0）.asColorGrid.StartColor = vbRed

后，即可以按照划分的网格区域单元进行相应颜色填

TChart1.Series（0）.asColorGrid.MidColor = vbBlue

充，
直至温度场整个区域填满颜色为止 。

TChart1.Series（0）.asColorGrid.EndColor = vbGreen

[14]

通过颜色设置，
完成将温度场数据到颜色的线性

3 温度场可视化实现
由于 TeeChart 控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并且使用
方便，只需要很少的代码

之一。

好的图表绘制功能，而且

（3）温度场数据预处理。对温度场数据进行网格

有利于产品集成等特点

化处理，并通过 2 维插值函数在径向和周向进行温度

。温度场可视化软件在

[15]

场数据进行扩充。然后将极坐标系下的坐标值转换到

VB6.0 环 境 下 ， 结 合

直角坐标下，来满足 TeeChart 控件绘制云图函数格式

Teechart 图形控件进行开

需要。同时为了保证温度场云图不超调，
并且显示在控

发设计，并加入数据回放、

件图形画面中央位置，还需对温度场网格数据进行坐

检索等数据后处理功能。

标平移处理，
平移量选取为出口截面径向尺寸为宜。

能够实现不同发动机主燃

（4）温度场云图绘制。按照出口截面区域，将网格

烧室出口截面 （如全环、

化的温度场数据转换成对应颜色后，
对相应矩形单元

60毅和 90毅扇形截面） 的温
流程如图 3 所示。

绿，
方便快捷，省去了从数据到颜色的映射过程，这也
是选择 TeeChart 控件作为云图绘制工具的重要依据

就可以实现各种复杂而友

度场云图绘制。软件设计

映射关系，
将温度数据高－中－低对应颜色红－蓝－

格进行颜色填充，这里调用云图绘制指令即可。然后
图 3 软件设计流程

遍历所有的单元格就可以得到整个温度场云图。其中
云图绘制代码为：

温度场可视化软件开发的具体过程如下:
（1）读取温度场数据。在试验中，当测试采集软件
完成温度场数据采集后，通过设定的网络通信方式，
将测试采集软件上的温度场数据发送给温度场可视

TChart1.Series （0）.asColorGrid.AddXYZ X, valueT, Y,
"", clTeeColor。’
云图绘制指令。

4 温度场可视化实例及效果分析

化软件处理。读取的温度场数据可以按结构体形式存

以某型发动机主燃烧室全环试验件出口温度场

储到结构体变量中，方便进一步数据网格化处理。结

测试为例，出口温度场采用 1 支 ５ 点梳状总温热电

构体变量定义为：

偶周向旋转的方式进行摆动测量，摆动装置每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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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毅停留 3 s，采集 1 次温度场数据，共计摆动 12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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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温度场云图绘制方式直接影响云图效果。如

位置，整个温度场数据采集约 ５ min。温度场数据采

前文所述，采用 2 维插值对数据进行网格化处理，姿、

集完毕后，试验软件将温度场数据发送给可视化软件

浊 选取合理的数值能提高温度重建的效果和实时性。

进行温度场云图显示，整个云图绘制时间约 5 s，基本

5 结束语

能够满足试验实时性需求。在某试验状态下，温度场
可视化软件绘制的温度场如图 4 所示。
温度 /℃

本文针对某型发动机主燃烧室出口温度场实时
可视化需求，
采用可视化技术设计了温度场可视化软
件。该软件已成功应用于发动机主燃烧室出口温度场
试验任务中。试验应用效果表明：在试验中，
通过与现
有测控软件出口温度场数据交互，
能够实时、真实、直
观地查看主燃烧室出口温度场变化情况，有助于试验
人员快速判断出口温度场品质，进而缩短试验时间，
降低试验费用，提高试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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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总管及喷嘴特性试验研究
邸

东，刘云鹏，
颜应文，李井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发动机热环境与热结构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16）

摘要：为了研究航空发动机燃油总管流量特性以及喷嘴在不同进口压力条件下的喷雾周向分布特性等，对某型发动机的燃油
总管及大、小燃油喷嘴特性进行试验。采用称重法，研究不同供油压力下燃油总管和喷嘴的流量特性以及单个喷嘴的燃油周向不均
匀度；采用高速摄影仪对单个喷嘴喷雾锥角随供油压力变化及喷嘴主油路顶开压力进行试验测量。试验结果表明：随着供油压力增
大，
各喷嘴燃油流量逐渐增加，燃油总管流量也随之增加；大、小喷嘴燃油周向不均匀度较差，并且随着供油压力提高而增大；大、小
喷雾锥角随供油压力的提高而增大，在主油路打开之后随着供油压力继续提高变化较小；获得了大、小喷嘴的主油路顶开压力分别
为 1 .001 、0.883 MPa；大流量喷嘴常规特性要优于小流量喷嘴的。
关键词：燃油总管；喷嘴；流量特性；喷雾锥角；周向不均匀度；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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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of Fuel Manifold and Injector
DI Dong, LIU Yunpeng, YAN Yingwen, LI Jinghua
渊Key Laboratory of Aero-engine Thermal Environment and Structur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冤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uel manifold and the circumferential unevenness of the injector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uel manifold and injector were investigated by experiments. Th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fuel manifold and

injectors, the fuel circumferential unevenness of single injector with different fuel supply pressure were studied by mass weighing method.
The spray angles with different fuel supply pressure and the exact fuel pressure of primary fuel passage opening were investigated with high
speed digital video recording device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mass flow rate of the fuel manifold and every single injector increase

along with the rise of fuel supply pressure; The fuel circumferential unevenness of single injector varies greatly, and it increases with the rise
of supply pressure; Spray angle increases when supply pressure rises, but the increasing ratio declines after primary fuel passage opens; The

fuel passage opening pressure of small flow injector and big flow injector is 0.883 MPa and 1.001 MPa, respectively; Th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big flow injector are better than that of small injector.

Key words: fuel manifold; fuel injector; flow characteristics; spray angle; circumferential unevenness; aeroengine

量特性。

0 引言

目前国内外对燃油总管和燃油喷嘴的性能及设

随着航空业的迅速发展，航空发动机污染排放物

计进行了广泛研究。钟山、刘永丽等[1]对环形燃烧室的

备受关注。因此，
在不断提高航空发动机性能的同时

带喷嘴的燃油总管流量特性以及喷嘴的流量分布和

也必须减少发动机污染排放物。燃烧室内燃油雾化过

雾化进行测量，排除喷嘴间的不均匀性，为燃烧室部

程和雾化质量对其燃烧效率、出口温度场、排气冒烟

件的试验研究提供可靠和有力的保障；陈俊、张宝诚

和污染物排放等燃烧性能有着重要影响，而影响燃油

等[2]测定喷嘴在不同压力下的喷雾锥角，
得出主、副油

雾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燃油喷嘴及燃油总管的流

路的喷嘴流量有明显差异，
压力变化对喷雾锥角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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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影响的结论；刘凯等 [3]研究了加工工艺对航空发

门逐渐打开，使燃油通

动机燃油喷嘴性能的影响，得到了喷嘴的流量特性，

过分配活门、外管，从外

通过拟合试验数据，得到了喷嘴喷雾角的影响因素以

圈环孔喷出，即中心孔

及其影响规律；徐华胜等 [4]研究了喷嘴供油特性对双

和外圈环孔同时喷油[7]。

涡流器头部气动雾化效果；王成军等 [5]研究了 PDPA

试验系统分别包括

在燃油雾化特性中的应用，从而为喷嘴的研究和设计

燃油总管试验系统和喷

提供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Tie Li 等 通过

嘴单独工作时燃油雾化

以激光衍射为基础的方法测量油珠尺寸分布，采用激

试验系统。

[6]

光荧光诱导－粒子图像测速仪测量油珠速度分布等，
应用双波长激光吸收－散射技术测量液体和蒸发项

图 1 某型发动机燃烧室燃
油总管（带喷嘴）

燃油总管流量特性试
验系统如图 4 所示。

的浓度分布，对旋流雾化喷嘴喷入特定容积容器中的
喷雾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史春雨 [7]从数控系统半物
理试验燃油流量计的测量要求入手，对燃油流量计量
技术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熊溢威 [8]等分析了加力燃烧
室中直射式喷嘴喷油杆流通能力的影响因素；
张永良[9]

图 2 大喷嘴实物

图 3 小喷嘴实物

对离心喷嘴雾化特性进行了试验和数值模拟研究；龚
景松 [10]等对旋转型气 - 液雾化喷嘴雾化特性进行系
统研究；赵亚辉[11]对压力雾化喷嘴流场进行了试验研
究，采用喷淋强度试验装置，对旋流式压力雾化喷嘴
在不同条件下的喷淋强度进行了系统研究，建立了液
雾流场分布函数的表达式；胡立舜 [12]对压力雾化喷嘴
的雾化过程中气液传质性能进行了理论研究，对单液

图 4 燃油总管流量特性试验系统

滴进行受力分析，
推导出了液滴运动速度与时间的关
系式；此外，田春霞[13]等总结了喷嘴雾化技术的发展。

试验时，航空煤油通过齿轮泵从油箱里抽出，经

本文针对某型发动机燃油总管及 20 个燃油喷

过溢流阀调节试验所需的供油流量，
部分燃油经回油

嘴，进行了在不同供油压力下燃油总管和喷嘴的流量

管回到油箱，
剩余燃油通过节流阀后在蓄能器稳定压

特性等试验。

力作用下进入高压供油管，再进入燃油总管；在燃油

1 试验系统和试验原理

总管进口处安装有精度为 0.1%、量程为 0~4 MPa 的
电子压力传感器，实时监测燃油总管进口油压，通过

1.1 试验对象及试验系统
试验对象为某型发动机燃油总管及 20 个燃油
喷嘴（如图 1～3 所示）。图 1 为燃油总管实物，可见
燃油总管带有 20 个燃油喷嘴接头，连接的 20 个燃
油喷嘴中有 4 个大流量喷嘴（图 2）和 16 个小流量
喷嘴（图3），均为双油路离心喷嘴，有中心孔和外圈
环孔。在低工况下，副油路中心孔单独工作，较大外圈

调节溢流阀与节流阀来改变燃油总管的进口油压；把
每个喷嘴喷出的航空煤油收集起来，同时用秒表对喷
油时间计时，测量一段时间后，通过电子称用称重法
得出各喷嘴在该进口油压下的航空煤油质量，即可得
到每个喷嘴的燃油流量，从而得到燃油总管流量特
性，
燃油流量不均匀性计算为[8]

环孔随着燃油压力的增加而开始工作，因此在大工况

啄z= q max-q min ×100%
q max

下，主、副油路同时工作。燃油分配活门可根据燃油压

式中：啄z 为燃油流量不均匀性；
q max、q min 分别为各喷嘴

力将燃油分配到不同的油滤，当燃油流量降低时，燃

中燃油流量最大、
最小值。

油分配活门关闭，进口燃油通过油滤、单向活门、内
管，从中心孔喷出；随着燃油流量的增加，燃油分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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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喷嘴喷出后，形成 1 个空心油锥；从燃油雾化台侧
面布置 1 个连续平面激光光源，把油雾锥中心截面照
亮，燃油雾化后的油珠对激光进行散射，在与激光片
光源相垂直的另一侧面布置高速摄影仪，对油珠的散
射光捕捉拍照，得到整个测量截面上的油锥照片，再

图 5 喷嘴雾化特性试验系统

通过图像处理，得到需要测量的各参数；雾化后的燃

1.2 测量设备及测量原理
燃油总管流量特性试验采用称重法，即 20 个喷
油嘴各对应 1 个编号的油桶，在不同供油压力下分别
测量各油桶燃油质量以及喷油时间，从而获得各喷嘴
的流量特性及燃油总管流量特性（图 4）。
大、小喷嘴周向不均

阀门缓慢改变供油压力，拍摄喷嘴喷雾随供油压力的
分析得到喷嘴的主油路顶开压力喷嘴分级点，试验通
提高喷嘴前的供油压力，通过高速摄影仪记录下整个

油周向分布器在圆周方向

油收集器，其桶底各设有

在测量大、小喷嘴主油路顶开压力时，使用精密

过高速摄影仪与电子压力传感器共同完成。首先缓慢

布器测量，
如图 6 所示。燃

圆周方向 12 份 单独的燃

有抽风系统。

连续变化，通过对比压力信号和高速摄影仪时序照片
锥体

匀度试验采用燃油周向分

均匀分为 12 份，从而形成

油通过燃油收集系统收集，
燃油雾化试验台底部布置

过程，拍摄的开始时刻与压力传感器记录压力的开始
多层纱网

时刻一致，
从高速摄影仪记录下的图片中找出喷嘴主

图 6 燃油周向分布器实物

油路刚好打开的那张图片所对应的时刻，从压力传感

一出油接口，每份燃油收集器空间铺设多层纱网，以
免燃油喷雾撞到壁面反弹逸出而影响试验结果。在保
证分布器锥顶与喷嘴中心同一铅垂线时，通过称取分
布器中每份燃油收集器收集的燃油质量，并统计喷油

器所记录下的压力信号中找出此时刻下的压力值，该
压力即为喷嘴分级点压力。而且由于喷嘴主油路打开
时的压力会产生脉动，找出压力信号脉动时的时刻与
该图片的时刻相比较，可以校对分级点压力。

时间，就可以得到单个喷嘴在不同供油压力条件下圆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周方向的燃油流量，并计算出燃油周向分布不均匀度

2.1 燃油总管及喷嘴流量特性试验结果分析

啄= hmax-hmin ×100%
hmax

燃油总管试验在 10 种不同供油压力下，测量得

式中：
hmax、hmin 分别为圆周方向收集到的燃油流量最
大、最小值。
大、
小喷嘴喷雾锥角试验和顶开压力试验测试系
统如图 7 所示。燃油从燃油雾化试验台顶部垂直安装

到了燃油总管流量和在燃油总管各喷嘴的燃油流量，
从而得到燃油总管特性曲线、在燃油总管条件下的各
喷嘴燃油流量以及大、小喷嘴的流量不均匀度，如图
8、9 所示。

图 8 燃油总管压力 - 流量特性曲线

图 7 喷嘴特性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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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同样压降条件下，其燃油流量比小流量喷嘴的
大；而在 1 MPa 之后，
20 个喷嘴的流量差别很小，在
2.5 MPa 之后各喷嘴流量开始产生差异，在最大压力
点 3.584 MPa 处流量差别最大，但比 1 MPa 之前的差
异还是相对较小，这是由于主油路打开后，主油路的
燃油流量远远大于副油路燃油流量，
因此副油路的影
响对主油路很小，因此大、小喷嘴的燃油流量差异很
小。因此总体来说，在小压力的情况下，即副油路单独
工作时，大喷嘴和小喷嘴的流量差别较大，但是随着
供油压力的增加，主油路打开后，各喷嘴的流量差异
变小。

（a）总体

在 0.280～1.009 MPa 和 1.209～3.584 MPa2 个
压力段（即燃油总管特性曲线上斜率转折点两端的压
力段）上 20 个喷嘴的流量比较如图 10、11 所示。图中
径向方向代表喷嘴流量，g/s；周向 1～20 分别表示已
经编号的 20 个喷嘴；不同颜色线代表不同的供油压
力。从图中明显可见，随着供油压力的增加，
20 个喷
嘴的流量趋于一致，在 0.280～1.009 MPa 段时各喷
嘴的流量很不均匀，4 个大喷嘴的流量明显大于 16
个小喷嘴的流量，由于这 4 个大喷嘴对应的位置刚好

（b）局部放大

为 2 个高能电嘴的安装位置，
因此这种设计有利于慢

图 9 各喷嘴压力 - 流量特性曲线比较

车工况条件下可靠点火；但是随着供油压力的增加，

从图 8 中可见，随着供油压力的增加，燃油总管

主油路打开后，在 1.209～3.584 MPa 段时，各喷嘴的

流量也在增加，整条特性曲线在供油压力 1 MPa 位

流量逐渐趋于均匀，在图上慢慢成为 1 个近圆形状，

置分成 2 段，这是因为在 1 MPa 之后的所有喷嘴的

分界点刚好在 1.009 MPa 点上，1.009 MPa 以下各喷

主油路全部打开，所以供油流量增加，导致 1 MPa 之

嘴流量 不均匀，
1.009 MPa 以上各 喷嘴 流 量趋 于均

后的半段曲线的压力 - 流量特性曲线的斜率明显大

匀，说明各喷嘴在主油路打开前在不同油压下流量差

于前半段的，无论是前、后半段曲线，随着供油压力的

别较大，但在主油路打开后，随着供油压力的增加，各

增加，曲线斜率均逐渐减小，
说明随着供油压力增加，

喷嘴的流量相差不大。

燃油流量增加的幅度逐渐减小。从图 9 中可见，在燃
油总管条件下 20 个喷嘴的燃油流量随着供油压力的
增加而增加，各喷嘴的流量增加趋势大致一样，而且
20 个喷嘴也都在 1 MPa 左右时曲线的斜率发生变
化，1 MPa 后流量随压力的增长率比 1 MPa 之前的斜
率要大，变化情况与图 8 的大体一致，即 20 个喷嘴的
主油路在 1 MPa 之后已经打开导致流量增加而造成
的。从图 9 中还可见，
喷嘴 7、8、
14、
15 在 1 MPa 之前
的流量明显大于其他 16 个喷嘴的流量（图 9（b）），这
是由于在小压力时（压力小于 1 MPa），大喷嘴与小喷
嘴的流量相差很大，其中喷嘴 7、8、14、15 是大流量喷
嘴，由于喷嘴副油路出口面积比小流量喷嘴面积大，

PDF pdfFactory Pro

图 10

www.fineprint.cn

喷嘴压力 - 流量比较（0.280～1.009 MPa）

邸

第2期

71

东等：燃油总管及喷嘴特性试验研究

喷嘴主油路顶开压力分别为 1.001、0.883MPa。
2.2.2

大、
小喷嘴油雾锥角试验
燃油喷嘴的油雾锥角试验分别对大流量喷嘴（14

号喷嘴）和小流量喷嘴（17 号喷嘴）进行了 5 个压力
点的测量，且测量锥角高度距喷嘴出口为 50 mm，测
量不同供油压力条件下所得的照片和经过图像处理
后的喷雾锥角分别如图 12、13 所示，并见表 3、4。

图 11 喷嘴压力 - 流量比较（1.209～3.584 MPa）

为了比较 20 个喷嘴在燃油总管条件下燃油流量

（a）0.610 MPa

（a）0.610 MPa

（b）0.779 MPa

（b）0.785 MPa

（c）1.397 MPa

（c）1.391 MPa

（d）2.409 MPa

（d）2.405 MPa

（e）3.207 MPa

（e）3.217 MPa

图 12 在各供油压力下的
小喷嘴油雾锥角照片

图 13 在各供油压力下的
大喷嘴油雾锥角照片

的不均匀性，分别计算出 4 个大喷嘴和 16 个小喷嘴
的 流 量 不 均 匀 性 ， 分 别 选 取 0.529、
1.830 和 3.584
MPa3 种压力计算出大、小喷嘴流量不均匀性，分别见
表1、
2。
表 1 大喷嘴流量不均匀性
压力 /MPa

0.529

1.83

3.584

啄z /%

10.04

1.87

2.18

表 2 小喷嘴流量不均匀性
压力 /MPa

0.529

1.83

3.584

啄z /%

34

4.2

4.95

从表 1、2 中明显可见，在不同供油压力点下，大
喷嘴在燃油总管条件下的不均匀性要比小喷嘴的小
很多；并且在压力较低时，
即使仅副油路工作，在燃油
总管条件下大、小喷嘴的不均匀性也非常大；当压力
增大，主油路打开后，
在燃油总管条件下大、小喷嘴的
不均匀性马上减小。证明上面雷达图所反映的结果，
在高压条件下，各喷嘴的流量比较均匀，在低压条件
下时，各喷嘴流量非常不均匀。
2.2 喷嘴常规特性试验结果分析
单个大、小喷嘴的常规特性试验主要包括：大、小
喷嘴燃油分级点测试（即主油路顶开压力）、喷雾锥角
试验以及燃油周向不均匀度试验。
2.2.1

大、小喷嘴燃油分级点试验

大、
小流量喷嘴的主油路顶开压力是通过高速摄
影仪所拍照片与压力信号的时序相对应而得到的，详

表 3 小流量喷嘴油雾锥角试验结果

细判断过程前文已说明，
喷嘴燃油分级点试验分别选

压力 /MPa

0.61

0.779

1.397

1.397

3.207

用 17 号小喷嘴和 14 号大喷嘴。试验结果大、小流量

喷雾锥角 （
/ 毅）

36

42

103

103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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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流量喷嘴油雾锥角试验结果

直接喷射在文氏管上，在内、外空气剪切作用下进行

压力 /MPa

0.61

0.785

1.391

2.405

3.217

雾化，所以主油路主要是依靠气动雾化，因此对主油

锥角 （毅）
/

93

93

91

106

113

路周向分布不均匀性要求较宽松，
从而可以降低喷嘴

从表 3 和图 12 中可见，小流量喷嘴油雾锥角在

加工与维护费用。

主油路顶开压力（0.883 MPa）之前比较小，但随着供
油压力的增加逐渐增大；当主油路打开时，油雾锥角
明显增大，但是随着供油压力的继续增加，油雾锥角
变化较小，在 2.409 MPa 和 3.207 MPa 时已经不再增
大，保持在 111毅。
从表 4 和图 13 中可见，大流量喷嘴油雾锥角在
主油路顶开压力（1.001 MPa）之前基本保持不变，均
为 93毅；当供油压力为 1.391 MPa 时锥角为 91毅，说明
在顶开压力之后一直到 1.391 MPa 之间的压力范围

（a）0.806 MPa

（b）1.412 MPa

（c）2.403 MPa

（d）3.231 MPa

内，喷雾锥角稍有减小，这可能是由于在主油路刚开
始顶开的一段供油压力范围内，
主油路并没有完全张
开，从顶开到主油路完全张开这段供油压力范围喷雾
锥角是不稳定的，
副油路在带动主油路逐渐张开的过
程中，副油路锥角稍有减小，
但变化不大；当主油路完
全顶开后，随着压力的逐渐增加，油雾锥角呈现出增
大的趋势。
2.2.3

大、小喷嘴燃油周向分布不均匀度试验
本文还针对单个的小流量喷嘴（17 号喷嘴）和大

流量喷嘴（14 号喷嘴），分别进行了 4 种不同供油压
力下的燃油周向分布不均匀度测量。
对小流量喷嘴进行燃油周向分布不均匀性试验
的 4 种不同的供油压力分别为：0.806、1.412、
2.403 和
3.231 MPa，得到各压力点下燃油周向分布如图 14 所
示，并分别计算出其燃油周向分布不均匀度分别为
22.45%、76.52%、
61.21%和 67.06%。从图 14（a）中可
见，在主油路未打开之前，小流量喷嘴燃油周向分布
不均匀性比主油路打开后的（图 14（b）、
（c）、
（d）
）要
小很多，当主油路打开后，明显在圆周方向 4 个位置

图 14 在不同供油压力下小喷嘴燃油周向不均匀分布

大流量喷嘴燃油周向分布不均匀性试验的 4 种
供油压力分别为 0.816、1.393、2.378 和 3.196 MPa，得
到的周向分布如图 15 所示，并分别计算出其燃油周
向分布不均匀度分别为 33.33%、
47.99%、
51.82%和
51.35%。从图中可见，
与小流量喷嘴相似，
当主油路未
打开时，周向不均匀性较小，而当主油路打开后，大流
量喷嘴的周向不均匀性变得非常大，
且当压力为 2.378
和 3.196 MPa 时燃油周向不均匀度几乎相同 （分别为
51.82%和 51.35%），
不均匀性分布也较相似。

的流量相对较大，分别是燃油收集器 3 号、6 号、8 号
和 12 号，从而造成在供油压力较高时小流量喷嘴燃
油周向分布不均匀度较大。
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有 2 点：
（1） 该型喷嘴内部结
构上主油路存在 4 条旋流槽，所以在旋流槽出口位置
相对应的容器中燃油流量较大；
（2） 该型喷嘴与 2 级
旋流器相结合构成空气雾化喷嘴，因此从该型燃烧室
设计上看，副油路要依靠喷嘴自身来雾化，因此要求

（a）0.816 MPa

副油路周向不均匀度要小，而主油路喷雾锥角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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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尖粗糙度与倾角对光纤传感器输出特性影响
吴

冰 1，
张小栋 1,2，谢思莹 1

（西安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1；现代设计及转子轴承系统教育部重点试验室 2：西安 710049）

摘要：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叶尖间隙变化影响发动机效率也蕴含丰富的发动机健康状态信息。实际叶尖间隙变化表现为 3 维
变化，且叶尖表面受高温气流剥蚀等影响表面粗糙度发生变化。为探究其对光纤传感器测量叶尖间隙精度的影响，利用 ZEMAX 光学
仿真软件分析了双圈同轴式光纤传感器在叶尖表面粗糙度变化和倾角变化影响下的输出特性，并搭建 3 维叶尖间隙静态标定平台
对上述影响进行试验。结果表明：粗糙度和倾角增大均导致传感器灵敏度降低、零点位置后移。该结果为实现叶尖间隙变化的 3 维
精确测量提供理论和试验依据。
关键词：叶尖间隙测量；ZEMAX 仿真；表面倾角；漫反射；光纤传感器；涡轮；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TN25/TH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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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Roughness and Inclination of Blade Tip on Output Behavior of Reflective Fiber Bundle Sensor
WU Bing1, ZHANG Xiao-dong1,2, XIE Si-ying1
渊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1曰 Key Laboratory of Education Ministry for Modern Design and Rotor-Bearing System2院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China冤
Abstract: The clearance change between blade tip and turbine shroud both influences the efficiency and reflects the health

information of the aeroengine. In reality, the clearance change was a three-dimensional variation and the roughness of the blade tip surface

was influenced by the denudation of the high-temperature gas flow. The influence of roughness and inclination of turbine blade tip surface
to the output behavior of two-circle reflective coaxial fiber bundle sensor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optical simulation software ZEMAX. A
static calibration platform of three-dimensional tip clearance change was built to verify the simulation results.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increase of the roughness and the inclination of turbine blade tip surface cause the sensor sensitivity to decrease and the zero position to
move backward, which provides the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basis for the accurate measurement of three-dimensional tip clearance
change.

Key words: blade tip clearance measurement; ZEMAX simulation; surface inclination; diffuse reflection; fiber bundle sensor;

turbine; aeroengine

传感器具有结构简单、尺寸小、
质量轻、抗电磁高温干

0 引言

扰等优点，
非常适用于航空发动机叶尖间隙的测量[1-3]。

涡轮是航空发动机的核心部件，发动机高压涡轮

Garc侏a 等人将双圈同轴式光纤传感器应用于发动机

叶尖间隙的变化对提高发动机工作效率、延长发动机

涡轮叶尖间隙检测并进行了地面风洞测试试验[4-5]；
张

寿命有重要作用。叶尖间隙是指发动机转子叶片叶尖

小栋、贾丙辉、张承等对该类传感器在叶尖间隙变化

端面与机匣间的距离，叶尖间隙过大会引起叶尖泄漏

和叶片振动的检测应用展开了研究 [6-8]。但以往使用

增大，导致发动机效率降低；叶尖间隙过小会引起叶

光纤传感器测量叶尖间隙时忽略了叶尖表面的 3 维

片与机匣的碰撞摩擦，严重危害发动机的运行安全，

变化和漫反射效应。

因此对叶尖间隙的动态精密测量有着重要意义。光纤

本文在试验分析的基础上，探究叶尖表面 3 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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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位移变化和反射面漫反射效应对传感器输出特性

式中：籽 为镜面的反射率；K 为接收光纤本征损耗；exp
（-撞k浊krk）为接收光纤弯曲附加损耗。

的影响规律。

假设其反射率、
光纤本征损耗和弯曲损耗近似相

1 光纤位移传感器测量原理
光强式光纤传感器的测量原理是依据入射光纤
出射光经过被测表面反射后，耦合入接收光纤的光强

等，
将 2 组接收光纤的接收光强比相除后可得双圈同

嗓
嗓

轴光纤传感器的输出特性调制函数
M（z）=exp

大小来计算光纤端面与被测表面的距离[9]。双圈同轴
式光纤传感器由入射光纤、内圈接收光纤和外圈接收
光纤组成，
其结构及检测原理如图 1、2 所示。

exp

-3d2

3
2

[a0+灼tg兹（2z）
]2
0
-2d2

3
2

[a0+灼tg兹（2z）
]2
0

瑟
瑟

+
（4）

通过内、
外圈比相除,从原理上消除了被测表面反

入射光纤

射率、
光纤本征损耗和弯曲损耗对输出结果的影响。
但以上模型建立在光纤端面和被测表面严格平

内圈接收光纤

行，且忽略被测表面漫反射效应，将其理想化为镜面
外圈接收光纤

反射的基础之上。而实际中被测对象涡轮叶片的叶尖
间隙变化为空间变化，表现为叶尖表面到机匣垂直距

图 1 双圈同轴式光纤传感器结构

离变化 z 及其与转子轴向夹角 琢、转子转动方向夹角

R

茁 的变化，因此实际叶尖表面与光纤端面不再相互平

被测物体表面

接收光纤束

行，
如图 3 所示。

接收光纤束
入射光纤

D

Z

Z

传感器

机匣

径向

虚拟入射光纤
转子轴向

叶尖间隙
转子转动
周向

图 2 双圈同轴式光纤传感器检测原理

传感器端面
Z0

假设反射面具有镜面特性，
则耦合入接收光纤的
光强等效为由入射光纤的镜面虚像照射入接收光纤

涡轮叶片

茁

a

的光强。入射光纤纤端光强分布为高斯光束和均匀光
束的混合[10]，其场强分布为
2
准（r,z）= K 02I0 ·exp[- 2r ]
仔R（z）
R（z）

图 3 涡轮叶尖间隙 3 维变化

（1）

式中：K 0 为光波在入射光纤中的损耗；I0 为光源耦合
到光纤的光强，cd；z 为光纤端面与反射面垂直距离，
滋m；R（z）为光场分布等效半径，滋m。

在接收光纤端面区域对光强分布函数进行积分

可得内、
外圈接收光纤接收光强[11]
2
Iin=籽1·K 0I02S1I0 ·exp（-撞i浊iri）
·exp[- 2r ] （2）
仔R（z）
R（z）

2
Iout=籽2·K 0I22S2I0 ·exp（-撞i浊iri）
·exp[-（姨2 3 d） ]+
仔R（z）
R（2z）

2
籽3·K 0I32S3I0 ·exp（-撞k浊krk）
·exp[-（姨2 3 d） ] （3）
仔R（z）
R（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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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实际的叶尖表面为粗糙表面，入射光到达
叶尖表面后发生漫反射现象，且由于不同叶片表面受
到高温气流剥蚀磨损程度不同，其漫反射程度也不尽
相同，不能简单地用镜面反射来描述接收光强分布。
因此，上述模型无法精确描述实际航空发动机叶尖间
隙变化引起的光纤传感器输出特性变化规律。通过
ZEMAX 光学设计软件建立了双圈同轴式光纤传感器
的光学模型，
对叶尖表面不同粗糙程度和叶尖表面出
现倾角变化情况下的传感器输出特性进行了仿真，并
搭建了 3 维叶尖间隙变化静态标定试验平台，对其输
出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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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反射面模型

2 光纤传感器 ZEMAX 光学模型建立
ZEMAX 是美国 Radiant Zemax 公司开发的光学
设计软件，广泛应用于照明、
成像系统、激光系统以及
漫射光的设计中。国内曾有研究人员利用 ZEMAX 软
件进行了激光与多模光纤耦合系统设计[12-13]。
采用 ZEMAX 非序列模式对光源、光纤以及反射

使用朗伯反射模型 [14]对不同粗糙程度的叶尖表
面进行仿真，反射模型建立方法如图 6 所示[15]。入射
I 、散射光向量S軋和
光向量 軆
軑均为单位向
反射光向量R
后，一部分光线发生镜面

2.1 光源模型

反射，其反射角 兹R 大小等

光源选择 Source Diode 点光源，波长 820 nm，其
光强分布遵循高斯分布。光源与入射光纤采用直接耦
合的方式。纤端光强分布仿真结果如图 4 所示。从图
4（b）中可见，其光强分布为高斯光束和均匀光束的混
合，与纤端光强分布模型相吻合。

N

散射光S軋

入射光I軆

兹I

量。入射光经由反射表面

表面进行建模。

2
辐照度 （W/cm
/
）
42.6451
38.3806
34.1161
29.8516
25.5871
21.3226
17.0580
12.7935
8.5290
4.26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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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表面

軑
反射光R

兹S
兹R
x軆

图 6 朗伯散射模型

于入射角 兹I；剩余部分发

生漫反射，散射光向量S軋
的方向由其在反射表面的投

影向量x軆
决定，其中x軆
为单位圆内的随机向量。散射光

强的大小与散射角 兹S 成正比。散射光强与反射光强
的比例由漫反射系数决定，反射表面越粗糙，漫反射

41.7520

系数越大，散射光强所占比例越大。
反射形式为镜面反射、
部分漫反射和完全漫反射

20.8763

时，
入射光经由反射面照射到接收光纤端面的场强分
布仿真结果，
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漫反射的
0.0006
-0.8

0
径向坐标 /mm

0.8

（b）光强变化曲线

（a）纤端光强分布

加重，除了光功率衰减外，其分布规律也发生了明显
变化。因此，
对于发生漫反
射的粗糙表面来说，第 1

图 4 入射光纤纤端光强分布仿真结果

章中基于镜面反射假设的

2.2 光纤模型
在 ZEMAX 中使用 2 个嵌套圆柱体对象建立光

模型已不能准确描述双圈

纤模型，其半径分别取纤芯半径和包层半径，圆柱体

同轴式光纤传感器的输出

材料分别设置为纤芯和包层的材料。光纤模型的参数

特性。

5.4

2.7

0

-0.825

0
径向坐标 /mm

0.825

（a）镜面反射

见表 1。其中数值孔径（NA）为无量纲参数，描述了光
进入光纤时的锥角大小。数值孔径的大小由纤芯折射
表 1 光纤模型参数

5.4

5.4

2.7

2.7

项目

材料

折射率

半径 /滋m

数值孔径

入射光纤纤芯

BAF2

1.474478

100

0.2167

-0.825

入射光纤包层

F_SILICA

1.458464

150

0.2167

（b）部分漫反射

接收光纤纤芯

BAF2

1.474478

100

0.3437

接收光纤包层

CAF2

1.433849

150

0.3437

NA = 姨n1 -n2 （5）

光纤

模型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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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825

0
径向坐标 /mm

0.825

（c）完全漫反射

图 7 不同反射形式下接收光纤光强分布

为模拟叶尖表面径向位移、轴向倾角和轴向倾角
光线

由 ZEMAX 建立 的双

圈同轴式光纤传感器光学

0.825

3.1 静态标定平台设计

定，即
2

0
径向坐标 /mm

3 静态标定试验平台搭建

率 n1 和包层折 射率 n2 决
2

0

的变化，设计了 3 自由度静态标定平台，如图 8（a）所
示。其中①为光纤位移传感器探头，②为反射表面，

反射表面

图 5 双圈同轴式光纤传感器
光学模型

③、
④为角位移台，⑤为升降位移平台，标定台实物如
图 8（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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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标定结果
仿真结果

0.8
0.6
0.4
0.2

0

0.5

1.0

1.5
位移 /mm

2.0

2.5

3.0

图 13 传感器输出特性仿真与标定结果对比
（b）标定台实物

（a）标定台

从图中可见，ZEMAX 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相吻

图 8 3 自由度标定台设计

合，用 ZEMAX 模型可以很好地模拟双圈同轴式光纤

3.2 测试系统设计

传感器的输出特性。

按照第 2 章仿真参数

4.1 反射面材质影响

加工制作了双圈同轴式光

试验使用 4 种不同材质的反射表面进行标定试

纤传感器（如图 9 所示）并

验，材质表面粗糙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塑料面、磨光金

搭建了基于该光纤传感器
的叶尖间隙测试系统。
该测试系统主要硬件

属面、抛光金属面、镜面，如图 14 所示。其中塑料面可
图 9 双圈同轴式光纤传感器

模块有电源、光源、光电转换、放大滤波、比除模块、数
据采集和显示记录等。考虑到其未来将搭载于航空发
动机进行叶尖间隙测量，从减小测试系统体积质量、
提高可靠性、减轻上位机运算压力等目标出发，设计

视为朗伯面，
其光反射行为为完全漫反射。不同反射
面材质下传感器输出特性标定结果如图 15 所示。以
磨光面和抛光面为例，当传感器输出比值为 0.6 时，
不同反射面的测量结果相差 38 滋m，而输出比值为
0.8 时则达到了 210 滋m。

了基于 STM32 微处理器的叶尖间隙测量系统，通过
处理器软件运算代替部分硬件功能，大大简化系统硬
件结构。该系统结构与实物如图 10、11 所示。
根据上述设计实现的 3 维叶尖间隙变化传感器
输出特性静态标定试验平台如图 12 所示。

镜面

磨光面

抛光面

塑料面

图 10 双圈同轴式光纤传感器测试系统结构
通讯与电源接口

光源

光纤探头
入射光纤
微处理器

上位机
静态标定程序

接收光纤
外圈接收光纤

图 14 4 种不同粗糙度的反射表面

3 维标定台

光电转换芯片

光源

内圈接收光纤
系统电路板

图 11 测试系统硬件电路

图 12 静态标定试验平台

4 ZEMAX 仿真与标定试验结果分析
与静态标定试验数据的归一化结果 对比情况如图

PDF pdfFactory Pro

向间隙为 750～1750 滋m 段，分析其灵敏度和零点位

置的变化。仿真曲线与静态标定曲线在线性范围段其

灵敏度和零点位置随反射面粗糙程度变化规律分别

反射面为镜面、倾角为 0毅时 ZEMAX 仿真结果
13 所示。

截取了传感器输出特性曲线的线性范围段即径

如图 16、17 所示。
4.2 反射面倾角影响
对叶尖间隙发生其它 2 维变化，即叶尖表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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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角时，
双圈同轴式光纤传感器的输出特性进行了仿

从图中可见，随着反射面倾角增大，耦合入内、外

真与静态标定试验。径向间隙为 1500 滋m、反射面为

圈各根接收光纤的光强出现了差异，
进而引起传感器

18 所示。

出特性随角度变化关系仿真与标定结果归一化曲线

镜面时，
不同倾角下接收光纤光强分布仿真结果如图

输出特性的变化。径向间隙为 1500 滋m 时，
传感器输

如图 19 所示。从图中可见，当径向间隙一定时，传感

1.0

磨光面
抛光面
塑料面
镜面

0.9
0.8

器的输出曲线与角度变化呈非线性关系。不同反射面
倾角下传感器输出特性标定结果如图 20 所示。从图

0.7

中可见，相比于反射面无倾角的情况，当倾角为 4毅时

0.6

在相同输出比值下，传感器的测量差异最大为 213

0.5

滋m，
而倾角为 8毅时达到了 864 滋m。

0.4
0.3
0.2

0.8

0.1

0.7

0
0.5

1.0

1.5

位移 /mm

2.0

2.5

0°
2°
4°
6°
8°

0.6

3.0

0.5

图 15 不同反射面材质下传感器输出特性标定结果

0.4
1.0

1.0
0.9

灵敏度
零点

0.3
0.2

0.5

0.1

0.8
0

0
0.2

0.7

0.4

0.6

0.8

-0.5

0.6

1.0
1.2
位移 /mm

1.4

1.6

1.8

2.0

图 19 传感器输出特性随角度变化

0.5
0.5

1.0

0.25

0

-1.0

仿真与标定结果归一化曲线

粗糙程度

图 16 仿真曲线线性范围段其灵敏度和零点
随反射面粗糙程度变化规律
1.4

仿真曲线
测量曲线

0.8
0.6
0.4

0.2
灵敏度
零点

1.0

0.2

0

0
-10

1.0

-0.2

图 20 不同倾角下传感器输出特性标定结果

0.8

-0.4

0.6

-0.6

1.2

0.4
暗塑料面

磨光金属面

抛光金属面

6毅

8毅

4毅

-2
0
2
反射面倾角 （毅）
/

4

6

8

10

的灵敏度和零点位置变化，
其结果如图 21、22 所示。

-0.8
镜面

0

1.06
灵敏度
零点

1.04
辐照度 （
/ W·cm2）
12.0
10.8
9.6
8.4
7.2
6.0
4.8
3.6
2.4
1.2
0

10毅

图 18 不同反射面倾角下接收光纤光强分布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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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变化时传感器输出曲线线性范围（750～1750 滋m）段

随反射面粗糙程度变化规律

2毅

-6

同样，分析了在不同反射面倾角下，当径向间隙

图 17 标定曲线线性段灵敏度和零点

0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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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02
-0.2

1.00
0.98

-0.3

0.96
-0.4

0.94
0.92

0

2

4

6
角度 （毅）
/

8

-0.5
10

图 21 仿真曲线线性范围段灵敏度和零点
随反射面倾角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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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高温包覆热电偶研制
张志学，张

兴，
赵迎松，王

维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实现高温条件下发动机内部部件的温度测试，研制了 1 种耐温 1 500 ℃的高温包覆热电偶。通过对其进行结构设计、
材料选取、包覆工艺的研究，确定了 1 500 ℃高温包覆热电偶的材料及制作方法。通过耐高温试验、绝缘电阻试验、相容性试验及检
定校准与验证，证明了 1 500 ℃高温包覆热电偶的发动机测温工程实用性。将包覆热电偶使用温度提高到 1 500℃，可以部分代替
铠装热电偶，解决发动机内部一些高温部件和复杂结构细径铠装热电偶无法测量的难题。
关键词：热电偶；温度测试；包覆工艺；绝缘电阻；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41 .7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7.02.01 3

Investigation on High Temperature Coated Thermocouple for Aeroengine
ZHANG Zhi-xue, ZHANG Xing, ZHAO Ying-song, WANG Wei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g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of the internal parts inside engine under high temperature, a high temperature

thermocouple with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ce of 1500益 was designed. The material and making method of the thermocouple were

determined through structural design, material selection and cladding technology. After a series of temperature test, insulation resistance

test, compatibility test and calibration and verification test, the practicality of engin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engineering was proved. This

kind of thermocouple will raise the operating temperature of coated thermocouple to 1500 益. It can partially replace armored thermocouple,
and solve the problem that can't be measured by some internal high temperature comperature components of engine and small-diameter
armored thermocouple with complex structure.

Key words: thermocouple; temperature test; coating technology; insulation resistance; aeroengine

电偶具有耐高温、柔软易弯曲、结构坚实、耐腐蚀、

0 引言

无需连接补偿导线的特点，是解决上述问题的较好

航 空 发 动 机 工 作 压 力 变 化 范 围 约 为 10~4000

手段。

kPa、温度变化范围约为 200~2200 K、转速为 20000

包覆热电偶属于特种热电偶，
在国外使用非常广

r/min 或更高，具有温度高、压力高、转速高、内流复

泛，在中国也可以小批量生产。国外有氟塑、玻璃纤

杂、结构复杂、空间狭小等特点，因此，其温度测试工

维、
石英纤维、陶瓷纤维等包覆热电偶，使用温度最高

况环境是非常恶劣的[1]。主要测温手段为热电偶，
以前

可达 1250 ℃；国内有氟塑、玻璃纤维、石英纤维包覆

高温部件的温度测试常选用铠装热电偶，细径铠装热

热电偶，最高使用温度 800 ℃[3]。

电偶最高使用温度为 1000 ℃ [2]，但铠装热电偶在发

本文为解决航空发动机测试用国产高温包覆热

动机装配过程中易受挤压而损坏，对于 1000 ℃以上

电偶使用温度低的问题，通过结构设计、材料选取、包

测温以前主要用偶丝串套陶瓷管解决，该管不能弯

覆工艺的研究，研制了 1 种耐温 1500 ℃的高温包覆

折，在装配过程中易破碎导致热电偶失效。而包覆热

热电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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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温包覆热电偶研制

蚀等特点，耐温 1700 ℃，试验表明硅基纤维在航空
发动机高温燃气环境和振动条件下的工作温度可达

1.1 高温包覆热电偶结构设计
热电偶是 1 种热电效应原理的温度传感器。高温
包覆热电偶分为屏蔽型和无屏蔽型 2 大类，外形与石
英包覆热电偶相近，其结构如图 1 所示。主要由偶丝、
包覆层和屏蔽层组成。所设计的 1500 ℃高温包覆热电
偶的包覆层由内到外依次为绕包层、
绝缘层和护套层。
包覆层

1500 ℃以上。
1.2.2

热电偶丝
标准偶丝材料主要分为贵金属和廉金属，在航空

发动机测温中常选用的廉金属偶丝材料有 T、
K和N
型，测温上限为 1300 ℃，常用的贵金属偶丝材料为 S
和 B 型，测温上限为 1700 ℃。偶丝材料的具体性能
见表 2[6-7]。选用 S 型和 B 型偶丝作为 1500 ℃高温包

屏蔽层

覆热电偶的热电偶丝材料。
表 2 航空发动机测温常用标准偶丝材料
偶丝

图 1 包覆热电偶结构

分度号

偶丝材料

测温范围 /℃

分类

T

铜 - 铜镍

-200～350

廉金属偶丝

1.2 热电偶材料

K

镍铬 - 镍硅

-40～1300

廉金属偶丝

1.2.1

N

镍铬硅 - 镍硅镁

-40～1300

廉金属偶丝

S

铂铑 10- 铂

0～1500

贵金属偶丝

B

铂铑 30- 铂铑 6

600～1700

贵金属偶丝

包覆纤维
高温包覆热电偶的包覆层处于航空发动机的高

温燃气环境中，并要满足热电偶的绝缘电阻的要求。
常用的氟塑、玻璃纤维等材料制成的包覆热电偶在高
温燃气环境中效果不理想。航空发动机测温环境选用
的耐高温纤维的性能见表 1[4-5]。

包覆热电偶的包覆加工是将偶丝、包覆纤维和屏
蔽层组合在一起，采用编织包覆为成品的一系列工艺

表 1 耐高温包覆纤维的性能比较

过程[8-9]，其流程如图 2 所示。

耐温 /

拉伸强度 /

拉伸模量 /

断裂伸长率 /

℃

GPa

GPa

%

E- 玻璃纤维

300

2.4

77

4.7

石英纤维

800

1.5

78

4.6

硅酸铝纤维

1400

1.9

220

1.1

硅基纤维

1700

2.7

270

1.4

纤维类型

1.3 包覆工艺

石英纤维主要由高纯 SiO2 和天然石英晶 体制

热电偶丝
性能检测

编织包覆

包覆纤维

热处理
考核检定
成品

屏蔽合金丝

图 2 包覆加工工艺流程

1.3.1

编织工艺

成，具有耐高温、强度高、抗热振动、电绝缘电阻好的

包覆热电偶的包覆层一般包括单极绝缘层和护

特点，已经用于生产航空发动机测温用 800 ℃高温

套层，在常规包覆层编织工艺的基础上增加了绕包

包覆热电偶，在航空发动机高温燃气环境和振动条件

层。具体工艺流程为：将一定根数硅基纤维合成 1 锭

下的长期工作温度可达 600 ℃。

（股），使用一定股数绕包热电偶丝形成绕包层，然后

陶瓷纤维主要由 SiO2 和 Al2O3 组成，是含有少量

在此层上按照一定编织节距编织形成绝缘层。将编织

Na2O、
K2O、
Fe2O3 等物质的无机纤维，具有质量轻、耐

有绝缘层的正负 2 极合并，
再按照一定编织节距编织

高温、绝缘电阻好、抗腐蚀、耐机械振动等特点，已经

形成护套层，编织中要控制工艺参数，保证包覆热电

用于生产航空发动机测温用 1300 ℃高温包覆热电

偶尺寸、机械强度和绝缘电阻[10]。试验表明：通常高温

偶，在航空发动机高温燃气环境和振动条件下的长期

包覆热电偶的包覆层数和编织股数越多，绝缘电阻越

工作温度可达 1200 ℃。

大，直径越大；编织节距越小，绝缘电阻越小，柔软性

硅基纤维的主要成分为硅、碳、氮，含有少量氧、
钛等元素，
具有质量轻、强度高、
耐高温、抗氧化、耐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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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绝缘电阻检验

热处理工艺

为消除包覆热电偶包覆层纤维的散花和飞絮，在

绝缘电阻是包覆偶的关键指标。依据 JB/T 9238

包覆工艺完成后采用耐高温涂料浸泡包覆偶的浸胶

标准检验高温包覆热电偶的绝缘电阻[11]，其中常温绝

方法，之后进行烘干热处理保证包覆层绝缘电阻。

缘电阻值应不小于 100 MΩ·m。
上限温度绝缘电阻试验流程为：将 1.5 m 高温包

2 考核与检验

覆热电偶缠绕在安装有 S 型热电偶的陶瓷管上，缠绕

2.1 尺寸检验
航空发动机测温对热电偶的尺寸有非常严格的
要求，研制的包覆热电偶成品的尺寸检验见表 3。从
表中可见，其外径尺寸误差小于±0.1 mm，符合航空
发动机测温的要求。

长度 0.3 m 放入检验炉加热，
在试验温度下保持 5 min，
使用直流 10 V 绝缘电阻表检测绝缘电阻值，试验数
据见表 4。分析试验数据可知，高温包覆热电偶的绝
缘电阻符合 JB/T 9238 标准。
表 4 上限温度绝缘电阻试验数据

表 3 高温包覆热电偶尺寸

mm

试验温度 /℃ 绝缘电阻测量值 /MΩ

绝缘电阻换算值 /MΩ·m

规格

偶丝

绝缘厚度

护套

外径

20

150

45

03-B

0.3

0.5

0.8

2.0×3.0

200

100

30

03-S

0.3

0.5

0.8

2.0×3.0

400

50

15

05-B

0.5

0.5

0.8

3.0×4.0

600

20

6

800

5

1.5

900

1

0.3

1100

0.5

0.15

1300

0.2

0.06

1500

0.2

0.06

05-S

0.5

0.5

0.8

3.0×4.0

2.2 耐高温试验
耐高温是高温包覆热电偶的主要性能之一。耐高
温试验采用 LINDBERG/BLUE 高温检定炉,最高加温
到 1700 ℃。将高温包覆热电偶样品插入检定炉内，
在 1500 ℃下进行温度考核循环试验，试验进行 3 个

2.4 相容性试验
为增加包覆热电偶的机械强度和延长使用寿命，

循环，每个循环烧蚀时间为 5 min。耐高温考核试验

采用浸胶、加高温屏蔽层、掺高温绝缘纤维的工艺手

后检查包覆热电偶样品，
外观较好，
弯曲 3 次，无散花

段进行改性，
以适应发动机内部部件的测温需求。
但是

现象，表层有少量飞絮，如图 3 所示。试验验证了高温

所使用的胶、高温屏蔽层和高温绝缘纤维与硅基纤维

包覆热电偶的耐温上限可达 1500 ℃。

包覆层、
偶丝材料在高温下有可能发生反应，
所以要进
行相容性试验，
研究这些材料上限温度绝缘电阻，
保证
使用可靠性。4 种工艺手段相容性的绝缘电阻检测数
据如图 4 所示。图中，
1 号为未浸胶、
未加屏蔽层样品，
2 号为未浸胶、
加屏蔽层样品，
3 号为浸胶、
加屏蔽层样
品，
4 号为掺高温绝缘纤维、
浸胶、
加屏蔽层样品。

图 3 耐高温考核试验后的高温包覆热电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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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表明：
浸胶会使高温包覆热电偶低温段的绝
缘电阻略微降低，
加屏蔽层会使高温包覆热电偶的绝
缘电阻略微降低，2 种技术手段都使高温包覆热电偶

2014,40（6）:47-51.(in Chinese)
[2] 张宝诚. 航空发动机试验和测试技术[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出版社, 2005：
16-56.
ZHANG Baocheng. Aeroengine experiments and measurement tech-

的绕韧性略微减弱，但机械强度有效提高和使用寿命

niques[M]. Beijing: Beihang University Press, 2005：16-56. (in Chi-

有效延长，
掺高温绝缘纤维会有效提高高温包覆热电

nese)

偶 1300 ℃以下的绝缘电阻。这些技术手段已经推广
应用到 1300 ℃高温包覆热电偶上，使其使用寿命延
长十几倍，达到 30 h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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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定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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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发动机涡轮转子温度和应力测试研究
杨春华 1，李成刚 2，
倪慧妍 1，刘昌华 1
（1.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湖南株洲 412000；2.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确保某型发动机的安全使用，通过对该发动机涡轮转子的温度和动应力进行实测，据此对涡轮转子叶片和盘进行强
度和寿命计算。对涡轮转子的叶片和盘进行强度初步计算，确定应力最大点，在发动机实际工作状态下，得到测试部位的实际温度
和动应力；利用测试结果，计算确定涡轮转子叶片和盘的疲劳寿命。该研究首次得到了涡轮转子叶片和盘的温度和动应力数据。计
算结果表明：涡轮转子叶片的寿命不低于 2000 h，涡轮盘的寿命不低于 5000 h。
关键词：涡轮转子；动应力；温度；
疲劳寿命；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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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emperature and Stress Testing of an Engine Turbine Rotor
YANG Chun-hua1袁LI Cheng-gang2袁NI Hui-yan1袁LIU Chang-hua1
渊1.AECC South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 Zhuzhou Hunan 412000, China曰
2.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an engine, the temperature test and the stress test of the turbine rotors had been performed,

the strength and the life of the turbine rotors we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test results. The strength of the turbine rotor blades and disks
were initially calculated, and the biggest stress points were determined. The actual temperature and dynamic stress of the testing positions

were obtained under the real engine operation conditions. The fatigue life of the turbine rotor blades and disks were determined by using the

test results. The temperature and stress data of the turbine rotors blades and disks were firstly analyzed from the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ife of the turbine rotor blades are not less than 2000 hours and the life of the turbine rotor disks are not less than 5000 hours.
Key words: turbine rotor; active stress; temperature ; fatigue life; aeroengine

燃油油量从 1030 kg/h 提高到 1200 kg/h。改进了涡轮

0 引言
某型涡桨发动机在国内广泛应用。随着发动机各
领域日益增长的应用需求，发动机改型的系列化发展
迅速增长。涡轮转子的寿命对发动机使用起到关键作
用。因此，
需开展涡轮转子寿命研究工作。在某型发动
机上首次进行了转子温度和应力测试研究，测试技术
居国内领先水平，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得到了涡轮
部件满足发动机使用的确切结果。

转子叶片和导向叶片材料，提高了材料的性能，导向
叶片的安装角也进行了改进，加大了燃气的流通面
积。但涡轮改进后，发动机未进行动应力、温度场测
量，缺少真实有效的基础数据来计算评估涡轮部件寿
命。通过测试研究，首次得到了所需的实际数据，准确
计算了涡轮转子的寿命。

1 发动机改装方案及选择

某型发动机是在原型发动机基础上的改型，其飞

根据测试发动机排气段相对于转子不定心的结

行状态下的当量功率由 3126 kW 提高到 3750 kW，涡

构特点，并参考国内其他型号发动机测试经验，设计

轮前温度从 1065 K 提高到 1160 K，
温度提高了 95 ℃；

了以转子为基准的信号传输方案。以转子为基准，不

收稿日期：2016-10-29
作者简介：杨春华（1970），女，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涡轮技术研究工作；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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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起到转、静子转换中的定位作用，而且承担了引电
器、冷却系统的质量；冷却系统通过柔性承扭架与排
气段相连，
柔性承扭架可吸收转、静子径向变形差；排
气段仅辅助承扭。总体方案如图 1 所示。

图 4 隔热屏前（第 3 级涡轮
盘对应面）的轴承润滑脂

图 5 航空插头焊点全部脱开

经分析，轴承油脂是被冷却气所吹走。该结构的
冷却气流路如图 6 所示。
更换定位轴和转换基座，
且在定位轴轴向后轴承
处加封严齿，
如图 7 所示。

图 1 以转子为基准的转、静子信号传输系统

这种改装相当于在涡轮后增加了 1 个柔性支承，
使转子支承布局变为准 1-2-1，柔性支承具有一定的
减振效果，
且由于排气段的相对轴心不定位及冷却系
统的自重所产生的横向力为 1 个恒定方向的力，不产
生激振效果，其力学模型如图 2 所示。

图 6 气流方向

图 7 轴承后侧封严齿

第 2 次台架试车运行时间约 20 min，电偶测试信
号断开。停车后，
转动螺旋
桨，
发现转子再次抱死。分
解后，封严齿与引电器安
装座偏摩严重，定位轴的
后轴承烧毁，引电器航空
插头超温损坏，转换基座

图 2 改装方案力学模型

与定位轴无法分解。实物

2 测试中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照片如图 8 所示。

2.1 转、静子轴向变形不协调

图 8 轴承烧毁、航空插头
超温损坏

检查 2 次测试的定位轴与转换基座。第 1 次测试

测试发动机首次运行约 30 min，电偶测试信号为

用轴向轴承前部还有部分润滑油脂，
定位轴部分超温

断开状态。停车后，转动螺旋桨，发现转子卡死，说明

变色；
第 2 次测试用定位轴上 2 个轴承都损坏，
有润滑

测试中发生转子卡滞故障。将发动机分解后，定位轴

油脂超温焦化的痕迹，
轴承抱轴，
定位轴有较深磨痕。

的后轴承润滑油脂丢失，轴承烧毁，该处连接引电器

经分析，首次测试故障是由轴承润滑脂丢失引起

的航空插头处锡焊点断

的轴承超温导致引电器航空插头处焊点失效。经实

开，表明轴承超温，且转换

测，发动机第 3 级盘后压力盘心处略高于大气压，冷

基座无法从定位轴上拆

却气表压为 0.28 MPa，虽然冷却套内有直径为 10 mm

下。在排气段隔热屏前（与

的排气孔，但在轴承前、
后仍形成压力差，从分解后定

第 3 级涡轮盘对应面）周

位轴前端轴承仍有少量油脂也能证明气体流动方向

向均布部分轴承润滑脂。
分解照片如图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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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顺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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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高温，引起润滑油脂结焦，轴承与定位轴抱死，超

（5）根据排气段安装端面同轴度测试结果，增大

高温导致引电器损坏。从分解后轴承端面有结焦，
定位

承扭架与排气段止口径向配合间隙到 1 mm，减小承

轴有磨痕可以得出此结论。且摩擦产生偏心的温度场，

扭架径向刚度约为现值一半；

进一步加剧了转、
静子不同轴度，使碰摩进一步恶化。

（6）原前端轴承工

原开放式轴承自加润滑油脂有缺陷，加油脂过多引起

作方式、
定位方式不变，

自身温度升高，
且油脂无处排放，
焦化后破坏更严重。

仍不承受轴向力，后端

在发动机实际工作状态下，
第 3 级涡轮盘后最大

轴承在定位轴和转换基

轴向变形不协调量可达 4 mm，而原方案设计的转、静

座上均有 2 mm 的轴向

子轴向变形容差能力仅为 0.5 mm，为此，对原改装方

允许串动量，轴向允许

案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总变形量为 4 mm。如

（1）第 1 次试车信号正常传输时间近 30 min，进
入起飞阶段后信号紊乱；
第 2 次试车信号正常传输时
间近 20 min，之后信号传输紊乱。根据测试用发动机
的转速特性为恒定 12300 r/min 的转速，可知采用以
转子为定位基准的转、静子不定位结构改装方案是成

图 9 转、静子轴向变形
容差结构

图 9 所示。

在后续试车过程中，
定位轴、轴承完好。
2.2 有效数据记录时间
在测试过程中发现，随着试车时间的延长，引电
器有超温现象，
有效数据记录时间仅为 10 min。

功的，国内在该类测试中采用过以静子为基准、柔轴

由于第 3 级盘后温度较高，经定位轴热传导，在

连接的方案，最高工作转速约 8000 r/min，在发动机

10 min 内，转换基座温度可达 150 ℃，产生长时间测

起动瞬间柔轴扭断。该结构和所达到的转速信号传输

试失效的问题。解决方案如下：

在国内还是首次取得成功，经 2 次试车冷却系统工作

（1）隔热。调整转子定位轴，原与盘心相通的孔加
1 个隔热套，防止热气流通过引线孔直达引电器插头

完好，也证明方向是正确的。
（2）第 1 次试车后将定位轴和转换基座分解后发

焊接点；在盘心与第 3 级盘连接处增加 1 个石棉垫，

现，定位轴轴向前端轴承还有部分油脂，轴承还可转

降低热传导速度。在转换基座与引电器座间，以及定

动，后端轴承滚珠发黑，油脂全无，在轴承的内、外刚

位轴与引导器插头间各加 1 隔热石棉垫。

套未发现轴向磨痕，原方案为轴承在定位轴上可有

（2）冷却。原排气段 5 个支板内均设置了 1 个引

0.5 mm 的轴向串动量，外刚套相对转换基座轴向定

气或引水、引气复合软管，其中 7 点钟和 5 点钟方向

位，即该方案允许静子比转子向后多变形 0.5 mm，超

为复合冷却管，即冷水管内含冷气管，保证引入的气

过该值则轴向变形不协调量产生的轴向力为后端轴

流不受经过流道时热气流的影响。2 个冷气进入冷却

承所承担，
前端轴承处于自由状态，不受轴向力作用。

水套内后均一分二，其中经减压阀减压后的冷气，接

从第 1 次试车分解结果看，支持轴向变形量超限的结

入引电器；未经减压的冷气则接入冷却水套前端面的

论，但 4 mm 为涡轮转、静子间隙，是实际工作中转、

环腔。经 4 个放气口吹至定位轴前轴承的封严齿前

静子轴向变形差的极限值。

端，
给定位轴冷却。测试车台改造后，
测试数据有效记

为此，按转、静子轴向变形容差 4 mm 的能力进

录时间可达 20 min。管路结构与实体如图 10、
11 所示。

行修改：
（1）重新设计定位轴，在轴端面加封严齿，且使该
齿与引电器座径向间隙为 0.5 mm；
（2）改制引电器安装座，与封严齿配合面以轴承
轴线为基准，同轴度为 0.02 mm；
（3）选灌好油脂的带防尘盖轴承，油量合适且不
易丢失；
（4）轴承轴向压紧量可调节，用于改善发动机在
不同状态下转、静子轴向变形量的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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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叶片动应力测试测点数目分配

3 测试结果
3.1 转子温度测试
3.1.1

测点布局

测点布置情况如图

零件

测点数

备注

第 1 级涡轮转子叶片

5

A：
4 节径 1 阶最大振动应力点

第 1 级涡轮转子叶片

5

B：
10 节径 2 阶最大振动应力点

第 1 级涡轮转子叶片

4

C：最大稳态应力点（4 个测点）。

第 2 级涡轮转子叶片

3

第 3 级涡轮转子叶片

3

12 所示并见表 1。
3.1.2

图 11 冷却水、气台架

测试结果

由于发动机在额定
状态下使用时间最长，
而在起飞状态下温度最

D：
4 节径 1 阶最大振动应力点

3.2.2

高，这 2 个状态下各位

测试结果

恒定速率在 1～2 min 内由推至起飞状态而后匀速下

相关位置的腔温和导叶

拉回慢车。2 次动测结果见表 3。涡轮叶片在发动机工

壁温值以作对比分析。
图 12 转子温度测试点位置

作状态下部分振动响应如图 14 所示。
表 3 基本动测结果

表 1 零件测点数
序号

零 件

测点数

1

第 1 级涡轮转子叶片

3

2

第 1 级涡轮盘

1

3

第 2 级涡轮转子叶片

1

第 2 级涡轮盘

次序 叶片级数

3

第

第 3 级涡轮转子叶片

1

1

6

第 3 级涡轮盘

1

次

第
2

（a）起飞状态

（b）额定状态

次

图 13 各状态下的温度值

3.2 动应力测试
应变计至起飞状态有完整数据的 10 点，成活率
50％。
测点布局
共设置 20 个测点测量转子叶片，详见表 2，具体
位置与温度测试位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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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计编 修正前应 修正后应

频率 频率阶次

号及位置

力 /MPa

力 /MPa

/Hz

/K

1（C）

13

84

206

1

1

1（C）

8

51

206

1

1

2（C）

5

36

618

3

1

2（C）

7

44

2264

11

2

6（D）

12

51

188

1

2

6（D）

7

31

208

1

2

6（D）

11

46

1012

5

2

6（D）

14

58

1030

5

3

10（E）

5

21

414

2

1

1（A）

0.8

4

194

1

1

2（A）

12

54

414

2

1

3（A）

4.1

18

412

2

1

3（A）

3.7

16

2266

11

1

4（B）

2.4

11

198

1

1

5（B）

5.3

23

414

2

2

8（D）

13

55

412

2

2

8（D）

5.8

24

1030

5

2

8（D）

6.9

29

1236

6

2

8（D）

9.8

41

1854

9

3

9（E）

12

49

194

1

3

9（E）

8.7

36

396

2

3

9（E）

9.9

41

414

2

3

10（E）

8.8

36

194

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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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测点）。

测时试车程序为慢扫描，即从发动机慢车状态开始以

示，同时给出之前测试

3.2.1

E：5 节径 2 阶最大振动应力点

动测信号经引电器引出至后端采集分析系统，动

置的温度值如图 13 所

4

（3 个测点）。

杨春华等：某型发动机涡轮转子温度和应力测试研究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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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意义上的转子采用推力轴承与棒轴承相组合
的结构相左，主要考虑推力轴承径向间隙大，双推力
轴承可使冷却系统相对定位轴有微小的角度摆动，对

16
12
8
4
0
3.0 k 3.2 k

发动机转子施加的横向力更柔和，且试车为短时间，
不会对轴承造成轻载损坏。经实践证明，方案可行。

（a）1 号应变计

（4）首创复合式冷气结构，在冷却水管中设置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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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转子温度测试较为成功，获得了各测试位置
的温度数据，能反映发动机各状态的变化规律，为某
型发动机涡轮部件的寿命评估提供基础数据。

3.0 k 3.2 k

（2）对比导叶壁温和盘腔温度测试结果，第 1 级

（b）8 号应变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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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 /Hz

转子叶片 1、
2、3 测点和第 3 级转子叶片 9 测点的温
度数据是可信的，
而第 2 级转子叶片 5 测点的温度偏
低，在起飞状态时该测点已损坏，在对比图中起飞状
态以额定状态测试结果代替，使用该点温度时建议同
时参考腔温测试结果。
（3）轮盘壁面温度测试结果与腔温测试结果在规
律上吻合，其中第 2 级盘心处没有腔温测试结果做比
对，
但在测试定位轴附近（第 3 级盘心后）的测试结果
（124 ℃）表明，该温度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但受引电
器工作时间限制，整个测试程序各状态的停留时间较
短，使得轮盘难以达到热平衡，此次所测轮盘温度低
于轮盘热平衡下的温度值，
应用该数据时建议参考腔

（c）9 号应变计
图 14 涡轮叶片在发动机工作状态下部分振动响应

温及示温漆测试结果。
（4）在发动机工作状态下（慢车至起飞），
涡轮转子

4 创新性

叶片没有出现明显的共振现象。第 1 级转子叶片最大

本次测试，
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创新性：

振动应力为 84 MPa，振动频率为 206 Hz；第 2 级转子

（1）是国内首次提出并实施以转子为基准、静子
为辅助随动的转、静子信号传输方式，即主体质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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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首次采用冷却与封严转子结构，冷却气经周

的热传导，延长引电器工作时间。

频率 /Hz

200

的冷却效果。

腔，
有冷却定位轴，并在盘轴间加石棉垫，减缓盘对轴

16
12
8
4
0
600

却气管，保证经过排气段支板后引入引电器的冷却气

向多孔吹于封严环处，即阻断涡轮后热气进入引电器

36
32
28
24
20

400

（2）首次实现轴向、
径向双向大容差能力转、
静子信

（3）转、静子转换采用双推力轴承支承布局，虽然

频率 /Hz

200

子径向变形不协调的容差。

气段安装边在试验后检查中，径向变形达 2 mm。

44
40
36
32
28
24
20

400

转子承担，
采用柔性承扭结构与静子相连，实现转、静

号传输设计，
轴向转、
静子变形差容差能力达 4 mm；排

72
68
64
60
50
52
48

200

89

叶片最大振动应力为 58 MPa，振动频率为 1030 Hz；
第 3 级转子叶片最大振动应力为 49 MPa，
振动频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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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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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涡轮后腔流阻特性与瞬态换热试验研究
王

蕾 1,2，韩光禄 1,3，罗

翔 1，
于

宵 4，李

毅4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2. 西安航空学院 飞行器学院，西安 710077；
3. 北京华清燃气轮机与煤气化联合循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 100084；4.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在航空发动机二次流系统中,涡轮盘腔的流动和换热问题伴随着复杂的几何、流动及热边界条件,为探究其流场和换热特
性对发动机设计的重要作用，对一具有预旋进气孔和高、低半径出口的高压涡轮后腔内的流阻特性和转盘盘面的换热特性进行了
试验研究，主要应用瞬态液晶测试技术对转盘表面的对流换热特性进行了测量。在试验中，旋转雷诺数 Re 准 变化范围为 8×1 05~1 .
0×1 06，无量纲二次流量（流量系数）CW 变化范围为 5.29×1 03~1 .1 9×1 04。试验结果表明：腔内压力及流阻特性受进气流量 CW 和
转盘转速 Re 准 的影响；转盘表面的换热随着半径的递增以及预旋比 茁p 的增大而增强；出口湍流参数 姿T 对换热特性影响很小。
关键词：高压涡轮；盘腔；压力损失；换热；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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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f Flow Resistance and Heat Transfer in Rotor-Stator
Cavity for High Pressure Turbine
WANG Lei1,2, HAN Guang-lu1,3, LUO Xiang1, YU Xiao4 , LI Yi4
渊1.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2. School of Aireraft袁 Xi'an Aeronaut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7, China, 3. Beijing Huaqing Gas Turbine and Gasification Co. Ltd. 4.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secondary air system of aeroengine, flow and heat transfer problems of turbine disc system usually appear with complex

geometry, flow and thermal boundary condition. The flow distribution and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ngine

design. The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of flow resistance and heat transfer in a rotor -stator cavity with pre -swirl inlet nozzles and two

outlets at both low radius and high radius were performed. Transient thermochromic Liquid Crystal 渊TLC冤 technique was employed to
measure the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n the test surface of the rotating disk.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with rotational

Reynolds number 渊Re 准冤 varying from 8伊105 to 1.0伊106 and dimensionless flow rate 渊CW冤 ranging from 5.29伊103 to 1.19伊104.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 between inlet and outlet depends strongly on CW and Re 准. The heat

transfer in all the conditions on the rotating disk is strengthen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radius of disk as well as the high pre-swirl ratio
渊茁p冤. The turbulence flow parameter渊姿T冤 of outlet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heat transfer.

Key words: high pressure turbine; rotor-stator cavity; pressure loss; heat transfer; aeroengine

凑和质量轻的要求，
在实际发动机设计中必须了解盘

0 引言

腔内流场的流动和换热特性。

现代高性能航空发动机追求高推重比、高可靠性

在航空发动机涡轮热端部件冷却和换热领域，经

和低耗油率，提高涡轮前燃气温度和提高增压比是 2

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内外学者采用了理论分析、数值

个重要手段。随着涡轮前燃气温度的提高，涡轮部件

计算和试验的方法进行了广泛的探索，获得了大量的

的可靠性问题日益成为设计人员关注的焦点。在涡轮

计算结果和试验数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Meier-

盘腔冷却系统中，为追求高冷却效率，并满足结构紧

hofer 和 Franklin（1981）[1]最早测量研究了直接供气结

收稿日期：2016-10-11
作者简介：王蕾（1988），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航空发动机传热；E-mail:49507402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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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中预旋对接收孔内冷气温度的影响，
结果证明采用
预旋后可显著降低涡轮盘上接收孔内冷气的相对总
温；Owen 和 Rogers[2]对直接换热的转静系盘腔进行了
总体研究，在直接换热形式下的预旋系统中，预旋孔
的偏转方向与转盘旋转方向一致，从而降低了进入接
收孔气体的相对温度；Youyou Yan 和 Gord 等 [3] 采用

1 试验设备及过程
试验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发动机气动热力
国家级重点试验室的旋转换热多功能试验台上进行。
试验台总体如图 1 所示，主要包括基础设备、盘腔试
验件和测试系统 3 部分。
流量计

计算和试验的方法研究了 1 个典型转静系盘腔中的
气体流动情况；Metzger [4]研究了射流位置、喷嘴与转

阀门

入流

储气罐

空气
干燥器 过滤器 压缩机

出流

盘间距、
射流孔数对自由旋转盘换热的影响。
加热器

将具有在一定温度范围内显色性质的热色液晶

转速仪
出流

用于瞬态试验，能够方便地获得转子部件的温度场，
为涡轮盘腔的换热研究带来便利。Newton（2002）[5]详

风机

流量计

测试仪器

主轴

带传动

直流电机

细介绍了 1 种新型的用窄幅热色液晶测量旋转盘面
换热系数的瞬态试验方法，并对直接供气的预旋结构

计算机

进行了尝试性试验；Lock 等（2003）采用 Newton 提出
图 1 试验台总体

的热色液晶瞬态法对直接供气的预旋结构进行换热
试验，利用频闪灯及数码摄像机首次以试验给出了旋

主轴和转盘驱动装置是 1 台 Z4-132-3 的直流

转盘接收孔周围的 2 维努塞尔数分布，
盘面换热系数

电动机，其额定功率为 30

在接收孔附近呈周期性分布，其余区域呈轴对称分

r/min，其转速由可控柜进行调节和控制。试验时，主

布，在流量较小时，盘面换热表现为边界层流动的黏

轴和转盘转速可在 0～3000 r/min 内连续变化。转速

性控制（viscous regime）特点，流量较大时则受预旋主

由红外光电式转速传感器测定，
其信号延迟时间小于

流的影响较大，为惯性控制 （inertial regime） 特点；

1 ms，有利于在瞬态试验中捕捉波动的信号。空气经压

Farzaneh-Gord 等（2003）[7] 对“Bath 结构”进行了 3 维

缩机压缩后，
储存在储气罐中，
经过滤器提高了气源的

稳态数值模拟，并将计算结果与 Lock 的瞬态换热试

清洁度和干燥度，
处理后进入稳压罐稳压。空气流量的

验进行了对比；Bunker、Metzger 和 Wittig[8]使用热色液

大小由阀门调节，
其值由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型号为

晶测温技术测量了进气位置不同时带罩旋转盘面的

DY-EP-VF，
量程为 1500 kg/h,精度为±1%）测量。

局部对流换热特性；
Youyou Yan 和 Owen （2002）[9]分

kW，最高转速为 3600

试验中对气流采用电加热，为满足瞬态试验方法

析了在来流温度阶跃情况下，
采用瞬态法测量对流换

温升响应快、气流温度均匀的试验要求，在设计过程

热系数时的试验误差；Owen 等[10-13]使用液晶并采用瞬

中对加热网材料和网孔尺寸进行了加热性能试验，结

态法对各种涡轮盘腔结构进行了局部换热系数的测
量和数值计算，
经分析发现根据气体初始温度和阶跃

果显示直径为 40 滋m 编织结构的不锈钢网作为加热

材料可以满足本试验对加热器的要求，其典型加热曲

后温度，选择适当的液晶显色温度范围，可以减小试

线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该加热器能够在 3 s 内达

验误差；R.P.Roy 等 [14]利用计算和试验的方法研究了

到 42 ℃的温升。

转、静系盘腔转盘表面的温度场和对流换热系数；
G.
D.Lock、Y.Yan、J.M.Owen 等 [15]使用热色液晶对带预旋
的转静系盘腔内换热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认为局部
努塞尔数分布由预旋比、
旋转雷诺数和湍流度决定。
本文将实际发动机的高压涡轮盘后腔简化成带
有高半径预旋进气的转、静系盘腔结构，用试验方法
研究了转、静系盘腔内的流阻特性，并使用液晶测温
技术瞬态测量转盘盘面的对流换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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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加热网典型加热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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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件的结构是在实际发动机涡轮盘后腔结构

璃之间为夹布胶木定距环，
螺栓连接固定。在标定过

的基础上，根据相似原理，
进行等比例放大（放大比例

程中，保证液晶膜层的厚度必须足够薄以保证液晶的

1.3），并简化得到。盘腔的总体结构为转、静系盘腔，

温度与转盘壁面温度相同，并且经历相同的传热过

如图 3 所示。静盘上设计了周向均布的 40 个预旋进

程，
夹布胶木定距环的尺寸与试验件转盘与静盘之间

气孔，预旋角度为 20毅，预旋孔截面直径为 7.68 mm。

的距离相一致。液晶标定在静止件上进行，有研究显

气流通过静盘上的预旋孔进入盘腔，分别由盘腔高半

示，旋转对于液晶标定影响不大[11]；此外，标定试验中

径处周向的缝间隙出口和低半径处径向的缝间隙出

的光源条件、光学路径、加热过程等条件均与瞬态换

口流出。同时，
为了满足拍摄转盘盘面的需要，在静盘

热试验时的相同，从而保证液晶标定曲线能够适用于

主盘上开有扇形拍摄窗，
扇形夹角为 90毅。

瞬态换热试验中的数据处理。

图 4 热色液晶标定装置

本次试验中的直接变量有 3 个：转盘转速、进气
流量和盘腔低半径出口流量。对应的无量纲参数为旋

图 3 转、静系盘腔结构

2

试验包括流动试验和瞬态换热试验 2 大部分，在
整个测试系统中，气体压力测量设备使用的是电磁
阀、压力变送器、数字仪表等配件组成的压力测试设
备（测量精度为±2%）。测量静温采用 Omega 公司生
产的 T 型（铜 - 康铜）热电偶，配合亚当测温系统；T
型（铜 - 康铜）热电偶的精度可达到±0.3℃。对于转

转雷诺数 Re 准=籽0棕r0 /滋0，进气预旋比 茁p=V 准,p /赘rp 和出
-0.8

口湍流参数 姿T=CW·Re 准 。本试验工况设计为：旋转雷
诺数的变化范围 4×105≤Re 准 ≤1×106，进气预旋比

变化范围 0.5～0.9，低半径出口湍流参数变化范围
0.06～0.09。

盘壁面温度的测量采用液晶测温技术（TCL），具有非

2 试验方法

接触、响应快、信息量大、形象直观的优点，对于研究

2.1 流阻特性试验

2 维的瞬态温度场有明显优势。

盘腔内的流阻特性会对涡轮盘冷却的效果产生

本试验所喷涂的液晶为 25 ℃的窄幅热色液晶

重要影响，为了综合评价转、静盘腔从进口到出口的

（R25C1W），显色温度区间为 24.2~25.2 ℃。试验前要

流阻特性，将引入无量纲压差 孜 进行研究，其表征了

对液晶进行标定，得到色度 Hue 值与温度值的对应

由于系统进出口总压变化而引起的压力损失，反映了

函数关系。热色液晶标定装置如图 4 所示。液晶标定

流阻大小。

是在直径为 100 mm 厚度为 2 mm 导热系数约 100

对于转、静系统来说，孜 可表示为

W/（m·K）的铜圆盘上进行，圆盘的下表面用炭浆加热

*
*
孜= p in-p out+驻p2棕
觶
1 籽 m
2
籽A

膜加热，将热电偶布置在圆盘下表面的中心处，连接
亚当模块将显示温度的电信号输入计算机，并用 VB
程序计算得到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值；铜圆盘与有机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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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驻p 棕 为离心增压项

备的精度所决定，整个试验过程的误差分析如下。
2

r0
）-1]
（2）
2RT
式中：p *in 为进口总压；p *out 为出口总压；棕 为旋转角速
驻p 棕=p in[exp（茁2棕2

影响无量纲压差 孜 相对误差的因素包括总压、转
速以及流量的测量误差，可表述为

姨蓸

蔀 蓸

坠孜 驻p
坠p 孜

2

蔀

坠孜 驻棕
+
坠棕 孜

2

蓸

蔀

坠孜 驻m
+ 觶 孜
坠m

2

到，也可作为经验值查表得到[16]。

驻孜
孜

2.2 瞬态换热试验

根据式（1）、
（2）、
（7）,无量纲压差的相对误差范

度；r0 为转盘半径；茁 为旋流系数，可由数值计算得

瞬态换热试验原理可以概括为：根据半无限大平
板假设，求解第 3 类边界条件下的导热微分方程，利
用拉普拉斯变换和分离变量法，
求解得到壁温与时间

围为±0.3%~±1.5%。
努塞尔数 Nu 的相对误差由温度测量误差决定。
根据 Yan 等[9]的研究，茁 的误差可以表示为

对应的时间，再应用 1 维半无限大平板的傅立叶方

（驻茁）2=

1 个多阶阶跃的过程
扇设
=T0，子<子0
设T（子）
g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墒设

n

T（子）
=T0+移 蓘 T（子
=T0，子≥子0
-T（子
g
g
0）
g
i）
g
i-1）蓡 T（子

（3）

i=1

专=

n

=T0+移（T（子
-T（子
）
·
T（子）
w
g
i）
g
i-1）

2
）
·erfc（茁 姨子-子i ）]
[1-exp（茁（子-子
i）

（4）

蓸

温度；Tg 为升高后的气流温度；茁= h 姨 a = h
；
姿
姨籽c姿
籽，c，
姿 分别为试验模型的密度、比热容和导热系数；

乙

茁

蓸蓸 蔀

Nui=h·
i r/姿

2

根据 茁=
误差，可知

r=r1

2

2

r0 -r1

蔀 蓸
2

蔀 蓸
2

蔀

蔀

坠专 驻T
+
g （10）
坠Tg

2

１
=
·
茁f （茁）
'

蓸 驻T兹 蔀 +f （茁）蓸 驻T兹 蔀
2

+（1-f（茁））2

0

2

g

2

g

g

2

蔀

（11）

（12）

h
，忽略时间 子 和物性参数 a、姿 的
姨籽c姿

蓸

驻h
h

蔀 蓸
2

驻茁
=2
茁

蔀

2

（13）

蓸 驻hh 蔀 =椎 蓸 T驻T-T 蔀
h

g

2

0

2
0.5
椎h=（2[1-f（茁）+f （茁）]）
茁f （茁）
'

（14）
（15）

误差范围为±2.8%~±8.1%。
（6）

3 流阻特性试验
0.018

Re 准=1.0×106、Cwin =9.4×103，盘腔进口与高半

3 试验误差分析
在试验过程中的测量误差由试验条件和测试设

PDF pdfFactory Pro

驻茁
茁

坠专 驻T
+
0
坠T0

根据式（12）、
（14）、
（15）,对流换热系数 h 的相对

r0

軍u=
N

蔀 蓸
2

2

其中

移Nu·2rdr

（9）

0

所以对流换热系数 h 的相对误差为

式中：r 为特征尺度，即该点当地所在半径；hi 为该点
盘面平均努塞尔数 Nu 定义为

蓸

2

f'（茁）d专 =2（茁（f（茁）-1）+仔-0.5）
d茁

（5）

的局部换热系数。

g

其中

2

erfc（）为误差函数，定义为 erfc（茁）= 2
e dy。
姨仔 0
盘面任意 1 点的局部努塞尔数 Nui 定义为
-y

茁

0

茁 进一步推导为

式中：T（x,子）为 子 时刻、模型内部深度为 x 处的温度；
T0 为模型和气流的初始温度；Tw 为研究表面的壁面

2

w

坠专 驻T
（驻专）=
w
坠Tw
2

驻Tw
兹g

i=1

-T
蓸 T（子）
蔀 =f（茁）=1-e erfc（茁）
T -T

专 的误差可表示为

基于主流温度为阶跃级数形式变化的情况下，解

可表述为

（8）

2

式中：专 为无量纲过余温度

程，求出其对流换热系数。
在试验条件下气流温度 T（子）
的表达式可以写为
g

坠茁
蓸 坠专
蔀 （驻专）
2

及换热系数的关系式。具体来说，在本次瞬态换热试
验中，可以通过测量试验件表面的温度及达到该温度

（7）

径出口的无量纲压差 孜1 随高半径出口流量 Cw1 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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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关系如图 5 所示。其中 孜1 表示盘腔进口与高半径
出口无量纲压差。从图中可见，孜1 随 CW1 的增加而减
小。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CW1 增大，即高半径
出口流量增大，则高半径出口总压增大，而进口流量
保持不变，进口总压不变，所以 孜1 减小。

增大而增大。可以据此分析，
在 Re 准 一定的前提下，
CW2
增加，腔内气体向低半径流动，并且流出盘腔的流阻
减小，总压损失降低。盘腔 2 路出口存在共性：即 CWin

增大使阻力系数 孜 增大。

0.40
0.35
0.30
0.25
0.20
0.15
0.10
0.05

2000

3000

4000

5000

CW1

6000

7000

图 7 Re 准=1.0×106，孜2 随 CW2 的变化关系

8000

图 5 Re 准=1.0×106，孜1 随 CW1 的变化关系

CW2 =4.6×103，在不同进口流量条件下，孜2 随旋转

CW1 =3.4×103，在不同进口流量条件下，孜1 随旋转

雷诺数 Re 准 的变化关系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孜2

随 CWin 增大而增大，即当 CWin 增大，进口总压升高，在

抗转盘旋转带来的离心作用，转盘转速升高，离心作

雷诺数 Re 准 的变化关系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孜1
高半径出口总压不变的情况下，孜1 增大；孜1 随着 Re 准

随 CWin 增大而增大。由于高位入流向低位流动需要抵

用增强，所以流阻增大，孜2 增加，
总压损失增加。

的增大而增大，由于预旋孔所在半径位置十分接近上
出口，因此转盘旋转对 孜1 的影响不明显，孜1 主要的影
响因素是进口流量 CWin 和高半径出口流量 CW1 。

图 8 CW2 =4.6×103，孜2 随 Re 准 的变化关系

根据试验数据，
总结出无量纲压差 孜（阻力系数）
2

图 6 CW1 =3.4×10 ，孜1 随 Re 准 的变化关系
3

的经验关系式
-0.58

孜1=a·
（Cw2

根据试验数据，总结出无量纲压差 孜（阻力系数）
1

1.04

（a=2.74×10-9）

的经验关系式
0.018

1.44

0.015

（a=1.06×10-7，b=1.11×10-7）

（17）

将试验数据带入验证，
计算得到的低半径出口流

1.44

孜1=a·Cwin ·Re 准 -b·Cw1 ·Re 准

（16）

将试验数据带入验证，计算得到的高半径出口流
量理论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在 17%以内。
Re 准=1.0×106，
在不同进口流量条件下，盘腔进口

与低半径出口的无量纲压差 孜2 随低半径出口流量 CW2

的变化关系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
孜2 随着 CW2 的增

加而减小；在固定 CW2 的情况下，孜2 随着进口流量 CWin

PDF pdfFactory Pro

0.39

+Cwin ）
·Re 准

量理论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在 17%以内。

4 瞬态换热试验
4.1 对流换热系数分布
在转速分别为 400、600 r/min 时，不同进气流量
条件下，转盘盘面的局部对流换热系数 h 沿半径的分
布曲线如图 9、10 所示。从图中可见，
h沿半径递增，图
中箭头代表预旋孔所处的半径位置，在此位置附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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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流换热系数 h 值较大；h 随进口流量增大而增

流阻特性试验结论可知，转速升高时，气体向低半径

大。可以认为：在预旋孔半径附近盘面对流换热效果

流动的流阻增大，使盘面大部分区域的强迫对流效果

最明显，
进气流量的增大加强了转盘盘面附近的强迫

减弱，
换热系数减小。这方面的影响超过了因转速升

对流，使换热系数 h 增大。

高加快盘面扰动使 h 增大的影响，因此在本试验的范

120
100

围内，
转速升高的综合效果是使 h 减小。
觶（
流量m
/ kg/h）
250
350
450

4.2 努塞尔数分布
盘 面 局 部 努 塞 尔 数 Nui=hir/姿。 在 旋 转 雷 诺 数
Re 准=0.6×106，不同流量系数 CW 下，局部努塞尔数

80
60

Nui 沿无量纲半径 r/R 的分布曲线如图 12 所示。局部

40

努塞尔数 Nui 随流量系数 CW 增大而增大。CW=1.0×

104，在不同 Re准 条件下，
Nui 沿无量纲半径 r/R 的分布

20
0

曲线如图 13 所示。从图中可见，
局部努塞尔数 Nui 随
220

240

260

280
300
r/mm

320

340

360

图 9 转速为 400 r/min, h 沿半径分布
120

1600
1400

觶（
流量m
/ kg/h）

100

1200

350
450
600

80

旋转雷诺数 Re 准 增大而减小。

Cw=1.00×104
Cw=1.41×104
Cw=1.81×104

1000
800
600

60

400

40

200
20
0

0
0.60
220

240

260

280
300
r/mm

320

340

360

图 10 转速为 600 r/min, h 沿半径分布

进气流量为 350 kg/h，h 在不同转速条件下沿半
径的分布曲线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
转速升高使

600

角度进行分析。在自由盘条件下，转盘转速的提高使

450

盘面对流换热系数增大。对于本试验的盘腔结构而

400

位向低位流动时，
对盘面温度边界层的扰动情况。由

0.80 0.85
r/R

0.90

0.95

1.00

Re 准=0.6×106

350
300
0.50

80

60

0.75

550
500

而盘面大部分区域的对流换热系数取决于气体由高

0.70

图 12 Re 准=0.6×106，Nui 沿无量纲半径分布

h 减小。对于这种现象，可以从本试验中盘腔结构的

言，
进气预旋孔处在高位，其位置离高半径出口很近，

0.65

0.75

1.00

1.25

1.50
茁p

1.75

2.00

2.25

2.50

图 13 Cw=1.0×104，Nui 沿无量纲半径分布

转速 （r/min）
/
400
500
600

根据试验数据，
总结出 Nui 的经验关系式
Nui = 0.136（r/R）5.96·Cw1.17·Re 准-0.16

（18）

将试验数据带入验证，计算得到的 Nui 理论值与

40

实际值相对误差在 18%以内。

20

在 Nui 数据的基础上，由式（6）可以计算出 Nuav。

0
220

240

260

280
300
r/mm

320

340

图 11 流量为 350 kg/h，h 沿半径分布

PDF pdfFactory Pro

360

Nuav 随 茁p 变化规律如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见，Nuav 随

茁p 增大而增大。可以认为，在本试验范围内，
进口流量
增大或转速降低使转盘平均努塞尔数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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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影响因素包括进口流量 CWin 、高半径出口流量 CW1 和

800

旋转雷诺数 Re 准。孜1 随 CW1 的增加而减小，孜1 随 CWin 增

Re 准=0.4×106
Re 准=0.5×106
Re 准=0.6×106

600

大而增大，
Re 准 对 孜1 的影响不明显。

b.进口与低半径出口无量纲压差 孜（阻力系数）
2

400

影响因素包括进口流量 CWin 、低半径出口流量 CW2 和

200

旋转雷诺数 Re 准。孜2 随着 CW2 的增加而减小，在固定

0
0.60

0.65

0.70

0.75

0.80 0.85
r/R

0.90

0.95

CW2 的情况下，孜2 随着进口流量 CWin 增大而增大，孜2 随

1.00

图 14 Re 准=0.6×106，Nuav 随 茁p 变化规律

增大而增大。

平均努塞尔数 Nuav 随进口流量 CW in 的变化规律

如图 15 所示。从图中可见，Nuav 随 CW in 增大而增大，
与 h 和 Nui 的变化规律一致。盘腔低半径出口 姿T 对

Nuav 的影响如图 16 所示。从图中可见，
低半径出口 姿T

对 Nuav 的影响不明显。

沿半径递增，
在预旋孔半径附近出现峰值。
b.随进口流量增大而增大，随转速升高而减小。
局部努塞尔数 Nui 随 CWin 增大而增大，随 Re 准 增大而

旋比增大而增大，
换热系数 h 和 Nuav 随进口流量增大
而增大，
盘腔下出口 姿T 对 Nuav 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Re 准=0.4×10
Re 准=0.5×106
Re 准=0.6×106
6

c.转盘盘面平均努塞尔数 Nuav 随 茁p 增大而增大，

随 CWin 增大而增大，低半径出口 姿T 对 Nuav 的影响不

500

明显。

400

300
0.8

a.转盘盘面对流换热系数 h 和局部努塞尔数 Nui

减小。在 Re 准 一定的前提下，平均努塞尔数 Nuav 随预

700

600

（2）换热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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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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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Nuav 随 Cwin 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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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尺寸吸附式压气机部件试验技术刍议
张健新，
张国旺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深入探讨吸附式压气机试验方法，简要介绍国内外吸附式压气机叶栅试验和全尺寸部件级试验研究现状和成果。
通过解析大流量气体抽吸和大流量气体测量 2 项吸附式风扇 / 压气机试验关键技术，并结合已有吸附式叶栅试验成果，实现在现
有压气机试验器上开展全尺寸吸附式压气机试验研究，并完成阶段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增加真空泵组进行大流量气体抽吸，能够
在现有压气机试验器上完成全尺寸吸附式风扇 / 压气机部件试验。为了提高试验效率、节省试验资源，针对全尺寸部件级吸附式压
气机试验研究，给出进一步结合吸附式叶栅试验结果完成对比试验的建议。
关键词：吸附式压气机;全尺寸;附面层抽吸;试验;真空泵
中图分类号：V21 1 .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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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ble Opinion on Fully-Scaled Aspirated Compressor Test
ZHANG Jian-xin, ZHANG Guo-wa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method of aspirated compressor test, both full -scaled aspirated compressor test and

aspirated compressor cascades test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briefly presented. By analyzing two key technologies of aspirated compressor
test, mass flow air's aspiration and measurement, combined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aspirated compressor cascades test, full-scaled aspirated

compressor test was studied on an existence compressor test rig, and a phase test was completed.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feasible of carrying

on full-scaled aspirated compressor test on an existence compressor test rig by adding vacuum pumps carrying on mass flow boundary layer

suc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st efficiency and save resource, aiming at full-scaled aspirated compressor test, a proposal is provide on
furlher contrast test combining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aspirated compressor cascades test.

Key words: aspirated compressor; fully-scaled; boundary layer suction; test; vacuum pump

的 1 项叶轮机先进流动控制技术研究项目。在系列研

0 引言
吸附式风扇 / 压气机的原理是通过在风扇 / 压气

究后，1993 年 NASA 格林研究中心与麻省理工学院
合作提出了航空发动机蜂巢式吸附式风扇级的概念，

机中发生分离的叶片表面或者叶片通道上、下端壁处

进行了机理、
设计技术、
应用研究，
并采用吸附式压气

设置抽吸孔，将流动紊乱区域的部分流体抽出，从而

机试验件进行了试验验证。

使附面层分离延迟甚至消除。其好处是通过减小激波

国外在附面层抽吸的整级设计以及试验方面积

附面层的相互干扰，
提高叶片负荷，
增加级压比；
采用

累了很多经验。而中国在吸附式风扇 / 压气机方面的

较少的叶片数即可达到级效率和压比的期望值，从而

研究起步较晚，关于抽吸设计与机理性研究的公开资

大幅度减轻风扇 / 压气机的质量；
因为级数减少，
能极

料主要集中在数值计算方面，
扩压叶栅试验方面的资

大缩短压气机轴向长度，
进而大大减轻发动机质量。

料较少，关于吸气设备的资料少之又少。因此，需要进

国外对吸附式风扇 / 压气机的研究工作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空军科研局在麻省理工学院实施

行更多的探索和研究，补足这方面的短板可为设计更
高性能风扇 / 压气机提供有益帮助。

收稿日期：2016-10-29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张健新（1982），男，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叶片机试验技术研究工作；E-mail:mmzjxcom@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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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RR 德国航空发动机公司 RRD 的重视，设计思想

MIT 是第 1 个完成吸附式压气机的设计和试验
调试工作的研究机构。2002 年 12 月 NASAGlenn 研究
中心成功地进行了 1 次吸附式风扇级的试验，在动静
叶吸力面、
动叶机匣、
静叶轮毂等 7 处位置设置了抽吸
孔。在相同转速下，风扇级的压比比传统风扇的高出
50%，
叶尖速度为 457 m/s 时压比达到 3.4[1]。但其试验
设备和试验过程鲜有资料报道，
能查到的文献很少。

和部分试验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提升更高负荷的压气
机提供了技术指导，指引了发展方向。
中国在吸附式风扇 / 压气机研究方面起步较晚，
公开发表资料主要集中在数值计算方面，试验研究还
仅限于叶栅试验。哈尔滨工业大学陈绍文、郭爽[7-12]
等，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推进理论与技术研究所大尺度
低速矩形叶栅风洞上，在附面层抽吸对高负荷扩压叶

经过对文献的仔细研究发现：
MIT 吸附式压气机

栅流动及负荷的影响方面做了大量的数值仿真和试

试验不是采用连续式气源，而是采用暂 冲式风洞

验研究。结果表明，在高负荷压气机叶栅中采用附面

（Blow down Tunnel）。其试验是在非稳态条件下进行

层抽吸可以有效改善叶栅的气动性能，角区分离明显

的，且时间非常短。试验器不用建设大功率气源，
节省

减小，
且随吸气量的增加改善程度也越大。还得到最佳

了建设投资和运行费用。因为试验时间短，试验过程

的吸气位置和吸气量组合的有效数据。

中气流来不及和叶片、机匣发生充分热交换，可以认

试验叶栅叶片内腔在下端通过管路与水环式真

为后者仍能保持室温，为模拟真实发动机主燃气和金

空泵连接，
在试验过程中通过调节真空泵进气阀开度

属的温度比，以及进行表面热流率的测量创造了有利

得到要求的吸气量，
从而实现附面层的定量抽吸。附

条件[2-3]。这种试验方式主要应用于机理性的研究，尚

面层抽吸系统采用 2BVA 型水环式真空泵，单台最大

不能用于级性能试验。此外，因效率的不确定度是由

抽气量为 400 m3/h，极限压力为 3300 Pa。

温升决定的，如何保证和提高如此短时间内测量仪表

西北工业大学刘波等也开展了大量关于压气机

和测试的精度成为该试验广泛应用前必须解决的关

附面层抽吸的相关数值研究，认为表面附面层抽吸可

键问题，该试验器的效率不确定度目标为 0.5％。

以明显提高压气机性能，改善局部流动情况[13-16]。该试

暂冲式风洞主要由储气罐、快开阀、试验段和真

验研究在西北工业大学的高亚声连续式平面叶栅风

空罐组成 ，试验装置如图 1 所示。试验前，首先向储

洞上进行，抽吸系统采用 H150 型滑阀油封机械泵

气罐内充入试验用的空气直至达到初始压力要求，储

（简称滑阀泵），也是 1 种变容式气体传输泵，功率为

气罐和快开阀由罐壳夹层内的加热器加热到预期温

15 kW。现有滑阀泵的最大抽速为 300 L/s，极限压力

度，其余的设备由真空泵抽成粗真空。试验时，
打开快

为 1 Pa。

[4]

开阀，由气罐排出的气体经过试验段，完成试验。

此外，
中国科学院热物理研究所对吸附式压气机
平面叶栅试验研究的试验风洞和完成附面层抽吸的
设备，与上述研究的类似，不再赘述。

快速反应阀

上游

2
下游

吸附式压气机试验关键技术

真空罐

作为国家大中型航空发动机的总设计师单位，沈
阳发动机研究所早在“十一五”期间就对吸附式压气

储气罐

机试验技术进行立项，是目前国内惟一进行过全尺寸

试验段

部件级吸附式压气机试验研究的单位。开展全尺寸部

图 1 暂冲式风洞

件级吸附式压气机试验，除了大量储备常规压气机试

NASA 在很早就对吸附式压气机技术开展了系

验技术外，
与近年来沈阳发动机研究所一直强调的预

统研究。2002 年，
NASA 对 1 台 4 级压比 12 的先进压

先技术研究密不可分。全部试验内容在沈阳发动机研

[5]

气机进行了气动设计研究 ；2005 年，GE 公司在 4 级

究所的单轴双涵压气机试验器上进行，该试验器由动

压气机上对静子进行采用吸附式压气机技术来提高

力、
进气、排气、燃滑油、
操作、电气、测试等系统组成。

静叶载荷的研究 ，该技术得到工程设计单位，如 GE

针对几项关键技术研究，例如大流量气体抽除技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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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量气体流量测量和风扇级间流场诊断技术，每项
都能作为独立课题进行深入细致研究。但受篇幅限制，

101

大于 2 倍直径。
质量流量计的出现，使流量测量技术有了飞跃性

下面仅就关键技术的难点和解决方案作简要介绍。

提升。其利用流体的质量是 1 个不随任何时间、空间

2.1 大流量气体抽吸装置

温度、压力的变化而变化的量，这种原理直接测量质

要完成吸附式压气机试验，
抽吸装置是技术研究

量流量。按测量方法的不同，质量流量计可分为间接

的关键。这方面的资料较少，需要进行更多的探索和

和直接 2 种。直接式质量流量计通过输出信号直接反

研究。试验件在设计状态下通常具有高压比、高效率

映出所测物质的质量流量，
温度、压力、密度的变化对

等特点，同时具有轴向力大、单位级负荷高及扭矩大

测量结果没有任何影响，主要有差压式质量流量计、

等特点，因此直接在现有压气机试验器上直接开展试

热式质量流量计和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 3 种形式。

验存在诸多困难。此外，
为满足上述试验环境，
必须不

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 （Coriolis Mass Flowmeter）

断进行配套试验设备的补充和完善，如厂房、道路、

简称科氏力流量计，利用流体在振动管中流动时，将

试验用 气源能 力及 水、电、油 、气 等 基 础 配 套 设 施

产生与质量流量成正比的科里奥利力的原理测量，实

。要保证试验器以及试验件轴承等部件运行安全，

[17-18]

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高精度的直接质量流量测量,

具

必须进行进口节流。在节流状态下，进行静子附面层

有抗磨损、抗腐蚀、可测量多种介质及多个参数等诸

抽吸试验，有时甚至是负压状态兼大流量的气体抽

多优点,

吸。

域广泛应用。其缺点是价格昂贵，
对外界振动干扰较

现已在石油化工、制药、食品及其他工业领

要完成如此大的气体抽吸（后文会提到），前期论

敏感，对安装固定有较高要求。这也是本试验最终选

证时有真空获得设备和风机 2 种方案备选，最终选择

用文丘里管流量计，
而不是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的重

了真空获得设备方案。该方案主要依靠水环式真空泵
组运转营造负压流动环境，实现气体抽除。经过调试
试验，表明该方案可以满足现有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
的吸附式压气机部件试验要求。

要原因。

3 结束语
发动机研制需要经历设计、制造、验证、修改设

2.2 大流量气体流量测量

计、
再制造、再验证直到设计定型的反复迭代过程。开

在压气机平面叶栅试验中，
附面层抽吸过程及流

展吸附式压气机试验技术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量测量相对较容易实现，这是因为引气量小，一般的

（1）在技术成熟度较低的层级，充分发挥压气机 /

涡街流量计就可以满足。全尺寸吸附式压气机部件试

涡轮平面叶栅、扇形叶栅试验器能力，开展充分研究

验标准状况下进口换算流量一般超过 100 kg/s，完成

和广泛论证，做好技术储备，能降低成熟度更高级别

进口 3％~5％的引气量，不考虑气流增压升温的影

时技术研制风险。

响，仅如此大的气流测量本身就很麻烦。3~5 kg/s 的

（2）利用水环式真空泵组进行大流量气体抽吸，

流量已经超过涡街流量计的最大测量范围。而传统发

能在现有压气机试验器上开展吸附式风扇试验技术

动机流量测量通过采用测量同一测量截面的总压和

研究。但考虑到该项目工程造价不菲，且涉及到基建

壁面静压计算质量流量的方法，必须要考虑附面层特

技改、
环评降噪等环节，
实现应用尚有困难。

性测量、计算以及对空气流量计算结果的修正，且流

（3）后续开展全尺寸部件级吸附式压气机试验研

量管壁面铸造和加工的质量往往不能得到很好地控

究，应进一步结合吸附式叶栅试验结果，以期在较短

制，
导致这一方法不可行。要完成如此大的流量准确测

的试验周期内，完成不同抽吸比、抽吸位置以及二者

量只有 2 种可选设备：压差流量计或质量流量计。

的组合优化等对压气机性能影响试验内容，提高压气

文丘里管流量计（Venturi nozzle Flowmeter）作为

机试验效率、
节省试验资源。

最常见的压差流量计，因其测量范围宽、安装方便，特
别适合于低压、大管径、低流速的各类气体流量测量。
但其缺点是压力损失比较大，且对安装管路有要求，
前直管段长度要求大于 5 倍直径，
后直管段长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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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征稿简则
NASA 与工业界联手开发绿色航空技术

1

2016 年初，美国政府提交的 2017 财年（从 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 日）联邦预算申
请提案中，一笔达数亿美元的庞大预研资金引起广泛关注，这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1 个为期
长达 10 年的航空研究计划申请的启动资金。该研究计划从 2017 年开始正式执行，旨在研究通过改
善飞机设计、空中和地面的运营降低飞机燃油费用、排放和噪声，包括与航线、机场和联邦航空局合
作的现场试验，持续提高机场空中和地面的交通流量，降低油耗与排放，降低起飞、滑跑和降落时的
噪声，继续开展无人机系统空域安全集成技术研究和测试等，还包括最重要的新航空地平线计划
（New Aviation Horizons）。
新航空地平线计划在 2017 财年启动，主要内容是设计、制造和试飞一些新型的飞行验证机，即
X 系列飞机（X-Planes）。采用这些验证机试验先进技术和创新设计，可以缩短工业界将这些先进技
术和革命性设计转为商业化产品的周期。该计划的核心是通过在未来 10 年大幅增加预算（预计超
过 100 亿美元），用于 4 型或 5 型民用亚声速和超声速 X 试验飞机的研制。目前，NASA 在新地平线
计划下已经启动了 2 个 X 验证机的研制：X-57 麦克斯韦分布式电推进验证机和安静超声速低声
爆验证机（QueSST）。X-57 验证机计划在 2018 年早些时候首飞，QueSST 计划在 2019 年底首飞，第
1 架超高效亚声速 X 验证机计划在 2020 年后首飞。在新朋航空地平线计划下验证的飞机中，有 4/5
采用 PW 公司的发动机。
2017 年 1 月，NASA 航空研究任务理事会选择 PW 公司为 NASA 超高涵道比先进发动机吊舱
技术飞行演示项目的合作伙伴，合作的目标是开发低污染、低油耗的商用航空发动机。这已不是
NASA 与 PW 公司首次合作，二者于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已合作过多次，在降低油耗技术
上取得了显著成绩。20 世纪 90 年代双方通过先进亚声速技术项目开发了降低油耗的风扇技术。
2005 年，PW 公司通过太空法案协议获得许可，采用 NASA 的专业技术和设备进行发动机测试。
NASA 与 PW 公司最重要的一次合作当属为静洁动力齿轮传动涡轮风扇(GTF)系列发动机研制相
关技术，是航空领域技术的一次巨大进步。
目前，NASA 与 PW 公司达成了为期 3 年的成本共享合作协议，参与该协议的单位还包括波音
公司和 UTC 航空系统公司等。这些公司将为设计、制造、试验、集成和飞行验证整套发动机技术投
入资金，从而提高发动机的气动性能，降低整机质量和噪声。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些技术集成
到新结构中，并应用至商用运输机大涵道比发动机的先进短舱系统中。NASA 在过去 3 年的投资约
为 2200 万美元。NASA 与工业界团队正在共同努力，进行地面试验并将一些技术集成至 1 台先进紧
凑型发动机进气道中，以减小阻力、降低质量、噪声和油耗。拟开发的技术和结构包括：用于减小阻
力的主动控制技术与层流技术；用于降低噪声的声衬；与紧凑进气道和声衬相兼容的先进低功率防
冰 / 除冰系统；耐磨并可减少昆虫吸附的先进涂层。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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