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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扇发动机动力齿轮系统试验进展
超扇发动机齿轮系统由航宇
传动科技公司 （RR 公司和 Liebherr 航宇公司成立的合资公司）作
为主承包商于 2015 年开始研制。
RR 公司负责动力齿轮系统的设
计定义、设计集成以及试验活动，
Liebherr 航宇公司为动力齿轮系统
传动部件提供生产技术。英国、德

图 1 动力齿轮系统

国的大学及研究机构也参与了研
制。其研制经费来自英国和德国的国家航空研究资金、欧洲“净洁天空 2”计划以及
Brandenburg 地区政府的资金。
RR 公司的动力齿轮系统（如图 1 所示）是超扇发动机设计方案的关键组成部
分，位于低压涡轮和风扇之间，是行星齿轮结构，其外圈是 1 个环形内齿轮，在其内
部是 5 个行星齿轮围绕着 1 个中心齿轮传动。该设计允许风扇在气动损失和噪声较
小的较低转速下工作，同时，压气机和涡轮在效率较高的高转速下工作，从而实现发
动涵道比增大，使发动机可靠性提高，耗油率、使用与维护成本、噪声都降低。
2016 年 10 月，RR 公司开始在德国达勒维茨工厂的姿态试车台上对超扇发动
机齿轮系统进行试验。工程师模拟了起飞、爬升、降落、带坡度飞行等飞行条件下齿
轮系统的在翼效果，确认了在低压和低速条件下，该齿轮系统在试验台上的动力特
性和滑油系统的功能指标。工程师还进一步模拟了在 9144 m 高度下、俯仰角为±
45°、滚转角为±35°的范围内及不同转速下滑油系统的性能。该试验转速至
85％，并达到了全俯仰角和滚转角，完成了供油和回油试验。
2017 年 5 月，RR 公司开始在德国达勒维茨工厂的功率试验台上进行齿轮系统
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动力齿轮系统的运行功率高达 74600 kW，相当于 100 多辆 F1
赛车的动力。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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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叶片多层结构热障涂层隔热效果分析
刘建华 1，刘永葆 1，贺

星 1，余又红 1，
刘

莉2

（1. 海军工程大学 动力工程学院，武汉 430033；2. 宜春学院 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江西宜春 336000）

摘要：为了获得叶栅流场作用下涡轮叶片热障涂层隔热性能，建立了带多层结构热障涂层的高压涡轮导叶模型，采用热流耦
合方法计算热障涂层系统温度场，对叶片不同部位的涂层隔热效果，以及厚度和主流进口温度对隔热效果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
明：涂层实际隔热效果在叶片吸力面最好，在尾部最差，在压力面沿顺流方向渐好。虽然涂层表面温度不同，但涂层内部的温降幅度
与涂层表面温度的相关性不大，
在吸力面涂层内部的温度降幅斜率最大，在尾部最小。隔热面层厚度每增加 0.1 mm 使合金平均温
度约降低 30 ℃。涂层隔热效果对主流进口温度较敏感，主流进口温度的变化与基底合金温降指标变化呈线性关系。
关键词：热障涂层；温度场；隔热效果；敏感性；高压涡轮；导流叶片
中图分类号： V254.2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7.04.001

Analyzing of Thermal Insulation of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of a Turbine Vane
LIU Jian-hua 1, LIU Yong-bao 1, HE Xing 1, YU You-hong1, LIU li2
渊1. Power Eng. College, Naval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Wuhan 430033, China;
2. College of Physic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Yichun University, Yichun, Jiangxi, 336000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the insulation properties of the turbine vane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at the vane flow field. A model of a

turbine vane with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TBCs) was built on. The thermal insulation of TBCs as well as the impacts of Top Coating (TC)

thickness and inlet gas temperature was studied by the conjugate heat transfer method. It was found that the TBCs insulation effects
achieved the maximum value at the suction side of the vane and the minimum value at the tail. And along the flow direction, the insulation

effects increased gradually. Although the surface temperature of TC was variable, the temperature decline along TBCs thickness was

independent on the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the temperature decline ratio got the maximum value at the suction side and the minimum

value at the tail. Every 0.1mm thickening of TC can get about 30益 drop of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substrate alloy. Additionally the

thermal insulation of TBCs was sensitive to the inlet temperature of gas, and it exhibited linear relationship versus the indexes of
temperature decline of the substrate alloy.

Key words: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temperature field; thermal insulation; sensitivity曰 high pressure turbine曰guide vane

成分、微观结构等对涂层隔热性能的影响 [3-4]；另一方

0 引言

面从工程应用角度出发，研究涂层应用于具体部件和

为了提高材料的耐高温和抗腐蚀能力，热障涂层

工作环境下的隔热性能。在涡轮叶片的热障涂层隔热

（TBC） 作为 1 种表面防护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

性能研究方面，王平阳等 [5]根据传热学理论建立理想

燃气轮机高温部件[1]。涡轮叶片承受高温燃气冲刷，在

1 维离散模型，研究了涂层内辐射与导热耦合作用下

涡轮进口温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仅依靠空气冷却已

的传热；杨晓光等[6]通过给定叶片内、外表面的传热系

经不能满足要求 [2]，利用热障涂层进行隔热防护成为

数，计算了 2 维叶片温度场；王利平等 [7-8]建立只含隔

重要手段。对于热障涂层的隔热性能研究主要包括 2

热面层的 3 维气膜冷却叶片热流耦合模型，研究了涂

方面：一方面从材料学角度出发，研究制备方法、材料

层厚度及气体辐射对涂层温度场影响；
LIU 等 [9]建立

收稿日期：2017-03-07
通信作者：刘永葆（1967），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燃气轮机性能分析、
监测、
控制与故障诊断；
E-mail：
yongbaoliu@aliyun.com。
引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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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层热障涂层涡轮叶片模型，研究了涂层厚度及内冷

H0

腔冷却系数等对涂层隔热性能的影响。但在叶栅流场

H2

中，虽然热障涂层的厚度相同，但在叶片不同部位局
部热流边界条件各不相同，且与外部主流进口温度也

S1

1

H1

3
S2

2

有一定的相关性，
造成在叶片不同部位的隔热效果差

4

S3

P1

异较大。此外，有的学者考虑了气体辐射影响[7,10-11]，但

P2

是也有学者认为在涡轮进口温度低于 1473K 时，辐

5
S4

P3

射对涂层传热影响不大，
且涂层表面附着的积碳可进

6
S5

P4

一步减弱辐射作用[12]，为减少计算量本文暂不计辐射

7
P5

影响。
本文从工程应用角度出发，
建立了包括隔热面层

P6

（TC）、氧化层（TGO）、黏结层（BC）及合金本体（SUB）

S7

9
P7

的完整热障涂层导叶模型，通过热流耦合模拟，重点

S6

8

S8

10

T2

P8
T1

研究了叶片不同部位涂层隔热效果和主流进口温度
对涂层温度场的影响，该工作对后续分析叶片涂层失

H0

图 2 叶片外表面考察点

效原因，改进叶片设计，改善涂层制备工艺有一定指
导意义。

软件对中径处截面进行单层网格的准 2 维模拟，外

1 计算模型和方法

流场和 TBCs 各层均采用六面体网格，基底合金采用

流固耦合传热的计算网格模型如图 1 所示。其中
导叶模型为 MarkII 导叶模型，该导叶带 10 个内冷
腔，如图 2 所示。

六面体和棱柱体混合网格，网格数 25 万，经检验达
到网格无关性要求。在流固交界面及各涂层材料交
界面处节点均一一对应，
流体近壁面边界层内 Y +
值均小于 1，局部放大网

几何参数

参数值

格如图 1 所示。为讨论方

安装角 （毅）
/

63.690

便，在叶片头部、尾部、压

叶高 /cm

7.620

力面、吸力面分别取若干

栅距 /cm

12.974

考察点（图 2）。

弦长 /cm

13.622

轴向弦长 /cm

6.855

主流边界条件除主
流进口温度改变外，其他

SUB
FLUID

TC

BC

边 界 条 件 与 文 献 [13] 中

TGO

图 1 模型的全局及局部网格

面敷设热障涂层，
其中 TC 层 0.3 mm，
TGO 层 0.01 mm，
BC 层 0.15 mm，采用热流耦合计算方法统一求解外

边界条件
进口温度 /℃

1300

进口总压 /kPa

337.08

见表 3[14-16]；内冷腔边界条

出口静压 /kPa

169.85

入口湍流度 /%

方程采用中心差分 2 阶精度求解。主流采用理想可压
气体，物性参数与温度相关，如图 3 所示。

2

热效果的影响，保持其他边界条件不变，对有无 TBC

2.1 敷设涂层对导叶合金材料温度场影响

PDF pdfFactory Pro

5

捩的 SST 湍流 模 型，N-S

流场和导叶温度场。为考察进口温度对 TBCs 实际隔
时分别进行数值模拟。考虑到直叶片特性，采用 CFX

参数值

TBCs 各层材料的导热率
件见表 4 。采用考虑转
几何参数见表 1。文中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在叶型外表

表 2 主流边界条件

5411 工况相同，见表 2；

[17]

在 NASA 报告[13]中公布了其详细模型参数，主要

表 1 叶栅几何参数

结果及分析
导叶表面敷设涂层和无涂层 2 种情况下叶片合

www.finepri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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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温度的对比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
敷设涂层对于

位合金表面温度的降低幅度也不同，其中在吸力面温

导叶合金温度的整体区域分布影响不大，但涂层的隔

度降低幅度最大，除 S1 点之外吸力面各考察点温降

热作用带来了导叶最高温度和整体平均温度的降低。

幅度均大于 60 ℃，尤其在 S3 和 S4 点处，温降幅度甚
至超过 90 ℃；在叶片头部，合金表面温度的降低幅

表 3 材料参数[14-16]
材料

温度 /℃

3
热导率 W/（m·K） 热容 J/（kg·K） 密度 （kg/m
/
）

度中等，约有 60 ℃；在叶片压力面，从上游往尾部方
向发展（P1~P8），敷设涂层带来的合金材料表面温度

TBC 25～1000

1.05

483

5650

TGO 25～1000

25.20

857

3978

25

4.30

501

7320

400

6.40

592

涂层在叶片不同部位具有不同的隔热效果。针对该特

800

10.20

781

点，在热障涂层的喷涂工艺方面，若能做到对叶片外

1000

16.10

764

表面不同部位的局部精细控制（如喷涂厚度、喷涂材

25

11.56

582.2

400

18.38

800

25.66

1000

29.30

BC

SUB

7900

降低幅度有逐渐增大趋势，但在叶片尾部（T1~T2）迅
速降低，并达最低(<35 ℃)。综上可知，敷设同样厚度

料、
工艺处理等），
或可改善叶片局部温度分布。

表 4 内冷腔边界条件[17]
冷却道序号

冷却气温度 /℃

热传输系数 W/（m·℃）

1

63.39

1943.67

2

53.27

1881.45

3

59.68

1893.49

4

65.86

1960.62

5

45.95

1850.77

6

42.58

1813.36

7

53.26

1871.88

8

86.83

2643.07

0

9

87.89

1809.89

-20

10

141.85

3056.69

-40

NT11/℃

NT11/℃
861
774
686
598
510
422
335
247

831
744
658
571
484
398
311
224

Without TBC

Without TBC

图 4 有无涂层时导叶合金温度

-60

P1
H0

H1

P2

T1
P3

P4

P5 P6 P7

-80
1120
1100

55
50
45

1080
1060
1040
1020
1000

0.09

Conductivity
Visicousity
Specific heat

T0

T2
S1 H 2

P8

S8 S7
S6
S5

-100

S4 S3

S2

0.08
-120
0.07

图 5 有无涂层时考察点处合金表面温度差

40

0.06

35

0.05

30

0.04

25

0.03

当 TC 层厚度为 0.3 mm，
主流进口温度为 1200 ℃

20

0.02

时，叶片不同部位热障涂层厚度方向温度分布如图

0.01

6～9 所示，其中横轴为无因次涂层厚度。由于 TC 层

15
200

400
600
800
Temperature/℃

1000

2.2 涂层内部温度分布

热阻高，TGO 层和 BC 层的热阻低，因此温度降幅主

图 3 主流气体物性参数

要发生在 TC 层内，各考察点沿涂层厚度方向的温度

敷设涂层后，
在导叶合金表面的各考察点处的温

分布以 TGO 层为界呈分段线性关系。

度与无涂层时的差值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敷设

从图 6 中可见，叶片头部 H 0～H 2 处的 TC 层表面

涂层使导叶合金材料表面温度降低，但在叶片不同部

温度相差很大，其中 H 1 与 H 2 处温差近 100 ℃。但从

PDF pdfFactory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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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内部的温度分布来看，各考察点处温降的斜率近

TGO

似相等，温降幅度均达 100 ℃左右。从图 7 中可见，

650

P8

600

P7

BC

叶片尾部为高温区域，各考察点处 TC 层表面温度均
达 840 ℃以上，
各点温差小于 50 ℃，但涂层内温降幅

P4

度相差较大，
其中 T0 处降幅最大，
达 70 ℃；而 T1 处温
降仅 30 ℃左右，
T0～T2 温降幅度均小于叶片头部。
TGO

550

P6

P3

500

P1

P5

P2

450

750
H1

BC

TC

400

700

0

0.2

H0

0.4

0.6

0.8

1.0

Normalized TBC thicknes

650

图 8 压力面考察点沿涂层厚度方向温度分布

H2

TGO

600
800

S8
S2
S3
S4
S5
S6
S7
S8

550
TC

700

500
0

0.2

0.4

0.6

0.8

1.0

Normalized TBC thicknes

600

图 6 头部考察点沿涂层厚度方向温度分布
TGO

500

920

TC

BC
900
T0

0

T2

0.4

0.6

0.8

1.0

图 9 吸力面考察点沿涂层厚度方向温度分布

860
T1

840

2.3 TC 层厚度对涂层表面及导叶温度的影响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TC 层厚度分别为 0.1、0.2、

820

0.3 mm 时，涂层表面的平均温度（Tave, sur）如图 10

TC
800

0.2

Normalized TBC thicknes

880

0

0.2

0.4

0.6

0.8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 TC 层厚度的增加，涂层表面
温度逐渐升高，这是由于涂层厚度方向上热阻增大，

Normalized TBC thicknes

图 7 尾部考察点沿涂层厚度方向温度分布

660

从图 8 中可见，在叶片压力面，P2～P5 点表面温
度非常接近，P1、P6～P8 表面温度均高于 P2～P5。虽然
如此，在整个压力面上各点沿涂层厚度方向温降的斜

640

率相近，
都具有近 75 ℃的温降幅度。可见，虽然压力
面上表面温度不同，但涂层内部温降相近。从图 9 中
可见，
吸力面上考察点 S2～S8 处 TC 层表面温差不大，

620

均在 50 ℃内，但涂层内部温降斜率逐渐增大。由于
S1 接近于层流与湍流的转捩点，表面温度明显较低，

660

但涂层内部温降与 S8 的相近。整体而言吸力面的涂
层内部温降幅度比叶片其他部位更大，
超过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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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300

图 10 涂层表面平均温度随涂层厚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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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累积的热量更难向导叶合金扩散。导叶合金温

TC 层厚度为 0.3 mm 时，不同主流进口温度，导

度参数变化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 TC 层厚

叶合金本体有无涂层时的温度场对比如图 13 所示。

度增加，导叶合金材料的最高温度 Tmax、平均温度

从图中可见，敷设涂层后导叶合金的最高温度、最低

Tave、最低温度 Tmin 均有明显降低，其中厚度每增加 0.1

温度的降幅均随主流进口温度升高而增大，且最高温

mm，
相对于无涂层时使合金平均温度降低约 30 ℃。

度降幅更大。

870

270

860

260

850

250

840

240

830

230

820

220

Tmax

570

Tave
Tmin

540

510

NT11/℃

480

0

100

hTC /滋m

200

300

NT11/℃

536
482
428
374
320
266
212
158
Without TBC

450

图 11 导叶合金温度参数变化

528
473
419
364
309
255
200
146
with TBC

（a）727℃

2.4 主流进口温度对导叶合金本体温度的影响
为考察涂层隔热效果对主流进口温度的敏感性，
对不同主流温度的情况分别进行了模拟，以导叶合金
NT11/℃

材料敷设涂层时相对于未敷设涂层时的平均温降、最

NT11/℃
685
613
541
469
398
326
254
182

705
632
560
488
416
344
272
200

高温降、最低温降作为敏感性分析指标，以主流进口
温度为 727 ℃时的各指标值作为基准，进行主流进
口温度的敏感性分析，如图 12 所示，横轴代表主流进
口温度相对于基准进口温度的变化量，纵轴表示导叶

with TBC

Without TBC

合金的温降指标与基准条件下温降指标的偏差。当主

（b）1000℃

流进口温度发生正偏差时（即主流进口温度升高），导
叶合金材料的平均温降、最高温降、最低温降等指标
偏差均近似线性增大，斜率分别为 0.823、1.124 和
2.185，可见当主流进口温度相对于基准进口温度发

NT11/℃

生一定幅度变化时，导叶合金材料最高温降变化幅度
最大，最低温降次之，
平均温降变化幅度最小。
2.0
平均温降
最高温降

1.5

NT11/℃

861
774
686
598
510
422
335
247

831
744
658
571
484
398
311
224
with TBC

Without TBC

最低温降

（c）1300℃
1.0

图 13 不同主流进口温度条件下
有无涂层时 SUB 温度场对比

0.5
1000 ℃
0

3 结论

1300 ℃

727 ℃
0

0.2

0.4
0.6
进口温度偏差

0.8

本文建立了多层结构热障涂层涡轮导叶模型，通

1.0

过对叶栅流场的热流耦合模拟，研究了热障涂层的隔

图 12 进口温度变化对温降指标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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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性能，主要结论如下：

www.fineprint.cn

6

第 43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1）对比无涂层导叶，敷设涂层对叶片吸力面的
实际隔热效果整体更强，在压力面(P1~P8)隔热效果呈
现顺主流流向渐好的趋势，头部隔热效果中等，而尾

[7] 王利平, 张靖周, 姚玉. 敷设热障涂层气冷叶片温度分布数值研究
[J]. 航空动力学报, 2012, 27（2）: 357-364.
WANG Liping, ZHANG Jingzhou, YAO Yu.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n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an air-cooled and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部隔热效果最差。涂层内部厚度方向温度分布呈线性

blade[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12, 27（2）: 357-364.（in Chi-

关系，但斜率在吸力面最大，
在尾部最低，与涂层表面

nese）
[8] 王利平, 张靖周, 姚玉. 热障涂层对涡轮叶片冷却效果影响的数值

温度相关性小。
（2）TC 层厚度每增加 0.1 mm 可使合金平均温度
降低约 30 ℃。

研究[J]. 化工学报, 2012, 63（增刊 1）: 130-137.
WANG Liping, ZHANG Jingzhou, YAO Yu.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n
influence of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on turbine blade [J]. CIESC Jour-

（3）涂层隔热效果对主流进口温度变化较敏感，

nal, 2012, 63（S1）: 130-137.（in Chinese）

主流进口温度的变化与导叶合金温降指标变化呈线

[9] Liu J H, Liu Y B, He X, et al. Study on TBCs insulation characteristics

性关系，其中导叶合金最高温降变化幅度最大，斜率

of a turbine blade under serving conditions[J]. Case Studies in Thermal

达 2.185。

Engineering, 2016（8）: 250-259.
[10] Zhou G D, Chen S H, Huang J H.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thermal
insulation of double-ceramiclayer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J].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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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距离对涡轮外环表面温度影响的初步研究
汤

旭，
李国杰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分析涡轮外环具体结构对温度的影响，在确定的流动与边界条件下，以某型发动机高压涡轮外环为研究对象并进行
一定简化，应用 3 维数值模拟手段计算和分析了不同冲击距离对外环温度最大值及分布的影响，在综合考虑外环温度水平和分布
均匀程度的约束下给出了冲击距离的最优值为冲击孔距离的 6.5 倍。具有较为实用的工程指导意义。
关键词：高压涡轮机匣；热负荷；涡轮外环；冲击冷却距离；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 V231 .1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7.04.002

Research on Influence of Impingement Distance on Turbine Shrouds Surface Temperature
TANG Xu, LI Guo-jie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shrouds structure on temperature袁a HPT shrouds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simplified under certain flow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This paper used 3D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to calculate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impingement distance on shrouds surface maximum temperature and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the steady state, and
recommended the optimized impingement distance as 6.5 times as the aperture by considering the temperature level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shrouds. These works could direct and benefit the HPT casing design and improvement.

Key words: HPT casing曰thermal load曰turbine shrouds曰impingement distance曰numerical simulation

确定了冲击冷却距离的最优值。这一工作可以为高压

0 引言

涡轮机匣的结构设计提供基础性的参考和指导。

涡轮性能损失的 1/3 是由叶尖间隙的泄漏引起
[1]

的 ；叶尖间隙与叶片高度之比每增加 1%,涡轮效率

1 结构研究对象和边界条件

降低约 1.5%，耗油率增加约 3%[2]。高压涡轮机匣的热

涡轮外环是高压涡轮的重要结构件，在工作中承

变形是影响叶尖间隙的主要因素[3]。因此研究高压涡

受着主通道高温燃气的热冲击。选用耐温性能更好的

轮机匣的热变形特征对于保持发动机的性能、提高可

材料是涡轮外环主要的结构特征之一。本文以 IC9 为

靠性和经济性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国内众多科研院

涡轮外环的结构选材，在一定的结构和流动条件下，

所和高校对高压涡轮机匣热变形的理论计算、分析和

计算和分析涡轮外环的温度及其分布。

试验验证做了大量研究[4-15]，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国内

IC9 为 Ni3Al 基金属间化合物高温合金，其使用

的理论计算和分析也有基于高压涡轮机匣结构特点

温度为 1570 K、密度为 7940 kg/m3，在高温下的持久

分析的关键结构要素的提取和解析偏弱，与具体结构

强度均优于常用的镍基、钴基和铁基高温合金的。

或工程实际需要的结合性不强等诸多不足。

本文研究对象的结构和边界条件如图 1 所示。来自燃

本文基于具体工程需要、
以某型发动机高压涡轮

烧室的冷却气（二股气流）进入集气腔后经过孔板上

外环为研究对象，
借助 3 维数值模拟方法计算和分析

的冷却孔形成冲击冷却结构来冷却涡轮外环，并通过

了稳态条件下不同冲击冷却距离对外环温度的影响，

外环上的冷却孔汇入主通道。

收稿日期：2017-01-23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汤旭（1988），男，硕士，工程师，从事涡轮结构设计工作；E-mail:tangxu881013@126.com。
引用格式：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8

第 43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涡轮外环

冷却孔孔径 d

冲击冷却距离 L

S

ITERATION=3000
P*
2522 KPa

2546 KPa
1011 K

二股气流总温 / 总压

983 K

974 K

T*

6.08 d

出口压力

主通道总温 / 总压

主通道流体域

P１

2445KPa/6000

4.42 d

2441KPa/7112

918K/6000

909K/7112

目约为 2.1×105。经多次试算：
这样的网格规模与硬件
能力、
网格的划分方法以及计算精度等是比较适应的；
采用 3 维数值模拟方法计算，具体设置如下：

P*
T*

1006K/3000

1006K/3000

固体域的网格数
流体域的网格数目约为 9.7×105；

（2）流体模型：
理想气体模型；

1.353e+003

1.353e+003

（3）湍流模型：K-Epsilon；

1.336e+003

1.336e+003

1.319e+003

1.319e+003

（4）流体域计算模型：
总能模型；

1.302e+003

1.302e+003

1.285e+003

1.285e+003

（5）固体域计算模型：
热能模型；

1.268e+003

1.268e+003

（6）收敛判定标准：质量与速度分量、热传导及湍

1.251e+003

1.251e+003

1.234e+003
1.217e+003

4.42d 和 3.58d 时涡轮外环表面 S 的温度等参数的分
布情况。为确保计算收敛和结果准确，对 L 不同值时
的计算过程进行了监测。质量与速度分量及取值点总
温、总压的收敛监测分别如图 2、3 所示。
7.75 d

ITERATIN=2400

RMS:E-04

Start on: 2015-08-21
Total Iteration: 3286
Time Used: 41h23m

5.234%%

3.194%%

Start on: 2015-08-23
Total Iteration: 3340
Time Used: 42h38m
6.08 d

5.25 d

RMS:E-04

Start on: 2015-08-25
Total Iteration: 3569
Time Used: 42h03m

T/K
1.370e+003

T/K
1.370e+003

1.353e+003

1.353e+003

1.336e+003

1.336e+003

1.319e+003

1.319e+003

1.302e+003

1.302e+003

1.285e+003

1.285e+003

1.268e+003

1.268e+003

1.251e+003

1.251e+003

RMS:E-04

4.42 d
RMS:E-04

RMS:E-05

RMS:E-05

ITERATIN=3000
Convergence Spectrum

Start on: 2015-09-02
Total Iteration: 7112
Time Used: 112h06m

图 2 不同冲击距离下质量与速度分量的收敛监测

PDF pdfFactory Pro

3.58 d

1.200e+003
T/K
1.370e+003

1.353e+003

1.353e+003

1.336e+003

1.336e+003

1.319e+003

1.319e+003

1.302e+003

1.302e+003

1.285e+003

1.285e+003

1.268e+003

1.268e+003

1.251e+003

1.251e+003

1.200e+003

5.25 d

1.217e+003

T/K
1.370e+003

4.42 d

6.92 d

1.234e+003
1.217e+003

3.58 d

1.200e+003

图 4 不同冲击距离下表面 S 的温度分布

随着冲击冷却距离 L 减小，涡轮外环表面 S 的最
高温度降低，
这是因为距离越小气流冲击冷却效果越
明显，气流冲击可以有效降低涡轮外环最高温度：L

3.58 d

Start on: 2015-08-31
Total Iteration: 2240
Time Used: 32h42m

1.234e+003
6.08 d

1.200e+003

1.217e+003

Start on: 2015-08-28
Total Iteration: 3677
Time Used: 45h52m

1.217e+003
1.200e+003

1.234e+003

RMS:E-04

926K/7112

1.234e+003

1.200e+003

1.217e+003

RMS:E-04

7.75 d

1.234e+003

6.92 d

931K/6000

2442KPa/7112

不同冲击距离下表面 S 的温度分布如图 4 所示。
T/K
1.370e+003

分别计算和 分 析 L ＝7.75d、
6.92d、
6.08d、5.25d、

2446KPa/6000

3 计算结果与分析
T/K
1.370e+003

流与耗散残差小于 10 。

946K/2186

图 3 不同冲击距离下取值点总温和总压的收敛监测

（1）计算程序：CFX v12.1；

-4

949K/2000

P4

T*

2 网格划分及求解设置

2454KPa/2187

5.25 d

P*

图 1 结构研究对象

2455KPa/2000

2511 KPa

最大时，S 面的最高温度为 1468 K，距离 IC9 的安全
使用温度 1570 K 尚有 102 K 的裕度，即结构选材在
使用温度上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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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等：冲击距离对涡轮外环表面温度影响的初步研究

为得到并比较不同冲击距离下涡轮外环壁面 S

构设计时应将 L 值置于小于 6.92d 的不敏感区域内；

处的温度分布，在周向选取 5 个截面即 L、LM、M、RM

（3）深绿色曲线 D（T）是不同冲击距离下 S 面温

和 R 截面；在每个截面与环面 S 交线上以 3 mm 为步

度分布的标准差，
即 滓=[移（T -T）2（45-1）
/
]1/2。L 减小

长（总长 24：X＝-15～9）各选取 9 个点、读取共 45 个
点的温度值。这 45 个点的径向高度比原结构尺寸约

45

i

i=1

时，D （T） 增大，即 S 的温度分布更为离散；且当

小 0.02～0.05 mm、以保证所取点完全位于固体域内。

6.92d>L> 6.08d 时，D（T）的变化最为平缓，说明此时

点的选取如图 5、6 所示。

的温度分布相对均匀。对标准差的分析有助于确定冲

Z
A 1~9
L/LM/M/RM/R
发动机轴线

Y

涡轮外环外壁面 S

Z
L 截面

LM 截面
1毅30'

3毅

O

X

X

击距离 L 的取值范围；
M 截面 RM 截面 R 截面
1毅30'

（4）高 绿 色 虚 线 ΔT 根 据“Tmax-Tmin+1200 K”绘

3毅

O

Y

图 5 涡轮外环外环面上的截面与点的选取

制 。 ΔT 的线 状说 明 S 的 壁温差 及近 S 处的 静 压
（p=籽RT）随 L 的变化不显著。如果外环的变形大小取
决于其温度水平、应力取决于温差，那么在现有的结
构和流动条件下外环的应力与 L 无关；
（5）深黄色的 P* 是贴近壁面 S 处流体域的平均
总压变化曲线，随着冲击距离的缩短而降低。冲击距

L 截面第 1 点 A1L

LM 截面第 1 点 A1LM

M 截面第 1 点 A1M

RM 截面第 1 点 A1RM

R 截面第 1 点 A1R

图 6 涡轮外环外环面上的截面和点选取与定义顺序

计算前文选取的各测点温度、压力，并将壁面温

Tmax

1450

Tave

Tmin

D（T）

P*

27 K/2.446 MPa

1300

25 K/2.441 MPa

1250

23 K/2.436 MPa
7.75 d

6.92 d

6.08 d 5.25 d

总压损失主要由流体的动压损失带来。P* 与 D（T）在

可以将温度、温度的均匀程度和总压的变化分为

D（T）/P*
29 K/2.451 MPa

1350

1200

7.75d 时降低 0.111 MPa 结合(4)中 ΔT 的变化趋势，

离散程度也大。
驻
T

1400

势必导致总压的损失增大：L＝3.58d 时的 P* 比 L＝

变化趋势上呈对称分布：总压损失大，表面 S 的温度

度和总压等绘制成曲线，
如图 7 所示。
T/K

离缩短，气流对固体表面的冲击增大、能量交换增强，

4.42 d 3.58 d

剧变区、平缓区和过渡区，据此可以初步确定冲击距
离 L 的设计值。如图 8 所示。
剧变区

L/mm

平缓区

过渡区

剧变区

图 7 不同冲击距离下壁温与总压变化曲线图

从图 7 中可见：

6.50d

（1）红色的 Tmax 是不同冲击距离 L 下涡轮外环外
环面 S 的最高温度变化曲线；粉色的 Tmin 是最低温度
变化曲线；蓝色的 Tave 是平均温度变化曲线。由这 3
条的变化趋势可知：壁面 S 的温度随冲击距离的缩短
而降低；
（2）Tmax、
Tmin、
Tave 3 条曲线的变化率（dT/dL）的规
律大致相同；L ＝6.92d 是变化率由大变小的临界点
时，dT/dL 较大，即 S 的壁面温度对 L 的变化较为敏

7.75d

6.92d

6.08d

5.74d

5.25d

4.42d

3.58d

图 8 冲击冷却距离的取值

根据平均温度、
平均总压和温度的离散程度在不
同 L 值下的变化趋势结合加工工艺：在现有的结构和
流动条件下，
L 的取值为 6.50d 较为合适，
最大不大于
6.92d，
最小不小于 5.74d，设计公差宜取下差。

4 结论

感；反之，当 L<6.92d 时，表面 S 的温度对 L 的变化不

本文利用 3 维数值模拟计算和分析了在稳态流

敏感。这是因为当距离足够短时气流能够起到明显的

动条件和不同冲击冷却距离下涡轮外环表面的温度

冲击冷却作用，在流量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缩短距

分布特征，基于计算和分析结果给出了温度分布优劣

离不会明显改变冲击效果，这也说明单纯地缩短冲击

的判定依据和冲击冷却距离的趋优值，对于工程设计

距离以期降低表面 S 的壁面温度是受限的；其次，结

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基于流－固耦的计算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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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不同湍流模型对计算结果趋向性影响和计算结
果的分析手段等方面还需要做更多、更细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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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叶片疲劳 - 蠕变寿命稳健性优化方法
陈志英，
王

朝，
周

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为了清晰地反映涡轮叶片的疲劳 - 蠕变交互作用，提高寿命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及可靠性，并改善涡轮叶片疲劳寿命对
随机变量的敏感程度，分别采用 Manson-Coffin 公式和 Larson-Miller 方程计算了涡轮叶片的低循环疲劳寿命和蠕变持久寿命，利
用修正的时间 - 寿命分数法计算了涡轮叶片疲劳 - 蠕变损伤，在此基础上，将响应面法（RSM）与果蝇优化算法（FFOA）相结合，考虑
载荷、材料参数、疲劳 - 蠕变交互程度的不确定性，对涡轮叶片疲劳寿命进行了稳健性优化设计。优化结果表明：涡轮叶片疲劳 蠕变小时寿命的概率区间减小了 8.48%，验证了该优化方法的工程可行性。
关键词：涡轮叶片；疲劳 - 蠕变；寿命预测；稳健性优化设计；时间 - 寿命分数法；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95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7.04.003

Robust Optimization Method for Turbine Blade under Fatigue-Creep Interaction
CHEN Zhi-ying, WANG Chao, ZHOU Ping
渊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reflect fatigue-creep interaction of turbine blade clearly, raise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life prediction

result and improve sensitivity of fatigue life to random variables at the same time. low cycle fatigue life and creep life of turbine blade were
calculated by Manson -Coffin formula and Larson -Miller equation, fatigue -creep damage was obtained by modified time -life fraction

method. Robust optimization design of turbine blade fatigue life was developed by combining RSM 渊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冤and
FFOA 渊Fruit Fly Optimization Algorithm冤, considering the uncertainty of loads, material parameters and the degree of fatigue -creep

inter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obability interval of fatigue-creep life for turbine is decreased by 8.48%, which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optimization method.

Key words: turbine blade; fatigue-creep; life prediction; robust optimization design; time-life fraction method; aeroengine

研究工作，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材料本构关系、

0 引言

多轴疲劳、连续损伤力学、断裂力学等方面的研究理

涡轮转子结构的疲劳 - 蠕变失效是导致发动机

论相继提出，
为疲劳寿命预测提供了广泛的基础和方

非计划换发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发动机的使用可靠性

向[3-5]；考虑到疲劳寿命的分散性，引入可靠度的概念，

和经济性的角度来讲，对涡轮部件进行寿命评估是十

将低循环疲劳寿命预测模型与人工智能算法相结合，

分必要的。随着航空发动机性能的提高、诸多新型材

对涡轮部件进行概率可靠性分析与优化设计[6-7]；随着

料的出现，带来的是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传统的疲劳

试验条件的进步以及数值计算软件的普及，将有限元

寿命确定性分析方法已经无法满足设计需要，因此，

法与试验结合的方式近些年获得了持续关注和认可，

以概率分析为基础的稳健性优化设计方法便应运而

从而更加方便地对疲劳寿命预测模型、材料本构关系

生

理论等进行评估分析[8-9]。

。

[1-2]

有关疲劳理论、寿命预测、结构不确定性分析的

在实际工况下，
涡轮叶片在不同位置处应力集中

收稿日期：2016-12-17
作者简介：陈志英（1960），男，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航空发动机结构优化设计、
可靠性及维修性工程。E-mail：chenzhiying@buaa.edu.cn
引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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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和温度场存在差异，其失效形式也具有多样性，
涡轮叶片的低循环疲劳损伤与蠕变损伤存在交互作
用，总损伤并不是二者简单的线性叠加[10]。在服役过

T/℃
882.2 Max
846.4
810.5
774.6
738.7
702.9
667
631.1
595.2
559.3 Min

程中，载荷、材料、工艺、几何尺寸等参数都具有一定
的随机性，并满足某种分布规律，而确定性计算中的
参数值通常只是这些参数的平均值，因此有必要对影
响发动机可靠性的因素进行合理的控制和优化。
本文以涡轮叶片为研究对象，基于有限元法，从
涡轮叶片疲劳 - 蠕变寿命的确定性分析出发，考虑随
机变量的分散性，
构建了涡轮叶片疲劳 - 蠕变寿命近
似函数模型，并进行概率分析和稳健性优化。

图 2 90%转速状态下的稳态温度场

1 涡轮叶片热 - 结构耦合分析
涡轮叶片几何模型如图 1 所示，在建模过程中不
考虑叶片内部及榫齿处的冷却通气孔，忽略叶片根部
存在的倒圆等，这样做会使计算出的应力结果偏大，

等效应力/MPa
967.7 Max
860.2
752.7
645.2
537.7
430.2
322.7
215.2
107.7
0.2079 Min

但最终获得的循环寿命值却是有安全裕度的。在进行
网格划分时，在尺寸变化处进行网格细化。约束榫槽
法向自由度、榫齿前后端面的轴向自由度，避免产生
刚体位移。涡轮叶片材料为定向凝固高温合金 DZ22，
具体的材料性能参数可以查询手册[11]。首先进行稳态
热分析，
所得温度场作为结构分析的边界条件。因涡
轮叶片受到的振动应力和气动力对低循环疲劳 - 蠕
变寿命的影响甚微，因此仅考虑离心力和热负荷。其

图 3 90%转速状态下的涡轮叶片等效应力

中，离心力按载荷谱中典型功率状态计算，热负荷为
相应功率状态的稳态温度场，以 90%转速状态为例，
温度场计算结果如图 2 所示，对应的应力、应变分布
如图 3、4 所示。

等效应变 /mm
8.336e-3 Max
7.410e-3
6.484e-3
5.558e-3
4.632e-3
3.706e-3
2.780e-3
1.854e-3
9.281e-4
2.046e-6 Min

图 4 90%转速状态下的涡轮叶片等效应变

计算结果表明：
榫齿、叶根、缘板与伸根交界处均
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应力集中，
最大应力位于叶背榫齿
排气边，综合考虑叶片的受力情况和温度分布，选取
图 1 涡轮叶片模型

榫齿处最大应力点作为寿命预测关键点。从数值上
看，最大等效应力为 967.7 MPa，对应最大应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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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6×10-3，出现在第 1 榫齿叶背排气边，该点对应

为反映疲劳 - 蠕变的交互作用程度，谢锡善 [12-13]

温度为 635 ℃，同理可以计算出各个典型转速状态

提出了另 1 种表达形式，该方法被证明有着较好的准

下，寿命预测关键点的应力和应变，结果见表 1。

确度，
特别是以蠕变为主导形式的疲劳损伤
n

(1-n)

D=Df+BDf Dc +Dc

表 1 各转速状态下的应力应变结果
转速 （r/min）
/

等效应力 /MPa

13500

967.7

8.336

13200

925.4

8.094

12450

822.3

6.865

11250

672.7

5.787

9750

503.6

4.342

8250

358.8

3.096

等效应变×10

-3

（6）

式中：B 值大小反映交互作用的强弱，主要与温度有
关，若 B>0，为正交互作用；若 B<0，为负交互作用；若
B=0，表明无交互作用，符合线性累计损伤理论；n 和
1-n 分别是疲劳损伤指数和蠕变损伤指数，体现了 2
种损伤所占比例。
经分析决定，保载时间 t 取 12 h，因飞机巡航状
态持续时间最长，蠕变持久寿命按 83%转速状态进

2 疲劳 - 蠕变寿命确定性分析

行计算，虽然这样的考虑较为极端，但得出的结果却

2.1 寿命计算模型

是安全保守的；B 取值为 -1.20，因蠕变的作用使榫齿

当材料处于弹性范围时，平均应力对疲劳寿命的

处的应力分布趋于均匀、应力水平下降，其寿命相对

影响较大，低循环疲劳寿命计算选取带 Morrow 平均

于纯低循环疲劳载荷作用下反而会有所延长。

应力修正的 Manson-Coffin 公式

2.3 载荷谱提取和疲劳 - 蠕变寿命预测
某真实航班的实测载荷数据经雨流计数 [14] 的统

'

'
着eq = 滓f -滓m （2N）b+着（2N
c
f
f）
f
2
E
'

（1）
'

式中：着eq 为等效应变幅；滓f 为疲劳强度系数；着f 为疲劳
塑性系数；b 为疲劳强度指数；
c 为疲劳塑性指数；
Nf
为低循环疲劳寿命循环数；E 为弹性模量，按作用力
的方向和工况温度选取。
蠕变持久寿命的预测广泛应用 Larson-Miller 方
程，
在工程上常运用热强综合参数方程来进行具体计
算。蠕变持久寿命通常是应力和温度的函数
log 滓=a0+a1P+a2P2+a3P3

（2）

P=T（log tb+20.177）/106

（3）

T=（9兹/5+32）+460

（4）

a1，a2，a3 均为常数，tb 为蠕变断裂时间。
式中：a0，
当考虑疲劳 - 蠕变的交互作用时，常使用时间 寿命分数法进行寿命预测，以 Miner 线性累积损伤理
论为基础

地面慢车 -max- 地面慢车，空中慢车 -max- 空中慢
车等典型次循环。事实上，
在巡航状态时，发动机转速
并不是恒定不变的，依然存在小范围波动，属于高周
循环，因单独考虑低循环疲劳时，其影响很小，可以忽
略不计。
叶片危险点处的疲劳 - 蠕变交互损伤以及小时
寿命计算结果见表 2。由此可见，榫齿处的工作条件
恶劣，最低小时寿命仅有 15095 h，该位置决定了涡
轮叶片的使用寿命，
另外，
从损伤比例来看，蠕变损伤
同样不可忽视，在低循环疲劳寿命的预测过程中，经
主循环相比，
次循环损伤虽然很小，但不可忽略；对于
小时寿命的计算，依次采用线性累计损伤法和考虑疲
表 2 典型转速循环下的涡轮叶片疲劳 - 蠕变寿命预测结果
转速循环 /

n

D=Df+Dc=移 ni +移 ti
i=1 Ni
i=1 tbi

典型转速循环有 6 种，除 0-max-0 主循坏外，还包含

计算可知，次循环的损伤占循环总损伤的 10.5%，与

2.2 损伤累积模型

m

计结果见表 2，其飞行总时间约为 12 h，共 6 个起落，

（5）

（r/min）

出现频次 循环寿命

0-13500-0

2

7277

…，m）是某应力循环出现的频次；第 i 个应力循环对

0-13200-0

4

14541

9250-13200-9250

12

413837

应的等幅疲劳寿命为 Ni；ti 为第 i 次起落循环的保载

9250-13500-9250

4

140273

时间；
tbi 为对应的蠕变断裂时间；Df 和 Dc 分别代表疲

9750-13200-9750

10

4676417

劳累积损伤和蠕变累积损伤。

9750-13500-9750

3

1181159

式中：m 是某块载荷谱内具有的应力循环数；
（
i i=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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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循环
疲劳损伤

蠕变损伤

6.120×10-4 2.750×10-4

疲劳 - 蠕变

小时寿命

交互损伤

/h

7.951×10-4

1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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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 蠕变交互作用的时间 - 寿命分数法，其计算结

疲劳 - 蠕变交互程度的不确定性；修正系数 V 反映

果分别为 13528、15095 h，由此可见，与损伤线性叠

了对疲劳寿命修正过程的不确定性。

加的方式相比，修正的时间 - 寿命分数法能够恰当地

根据所选取的随机变量，在有限元软件中进行

体现出疲劳 - 蠕变交互作用。

250 组抽样计算，其中 200 组数据用于拟合响应面方

3 疲劳 - 蠕变寿命概率分析及稳健性优化设计

程，剩余 50 组用来检验拟合效果，其结果表明：拟合

3.1 基于响应面法的涡轮叶片疲劳 - 蠕变寿命概率
分析
直接调用有限元程序进行抽样计算会耗费大量
时 间 ， 工 程 上 常 采 用 响 应 面 法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RSM）来代替繁琐的有限元计算，其基本
思想是利用有限的样本点拟合出 1 个简单响应函数
来等效真实的输出函数。含交叉项的二次多项式函数

相对误差仅为 1.90%，精度良好。理论计算结果与响
应面方程计算结果的对比如图 5 所示。
4.5

3.5
3.0
2.5

非线性程度较强的情况，
因此用其拟合涡轮叶片疲劳

2.0

- 蠕变寿命与随机变量的关系更加合理。

1.5

n

n

n

i=1

i=1

j≥1

（7）

式中：a0、ai、aij 均为响应面方程待定系数，X i 代表载

样本值
RSM

4.0

的拟合精度高，各随机变量能够被充分覆盖，适用于

N（X）=a0+移aiX i+移移aijX iX j

×104

1.0
0.5

0

10

20

30

40

50

观测序号

荷、材料参数等随机变量，N 代表涡轮叶片疲劳 - 蠕

图 5 理论计算与响应面方程计算结果对比

变寿命。
基于有限元法，通过数值模拟将主要随机变量引

利用拟合好的响应面方程代替有限元计算，进行

入到寿命预测中，
考虑载荷、
材料等参数的随机性，建

10000 组抽样，得到叶片危险点处疲劳 - 蠕变的小时

立响应面模型对涡轮叶片疲劳寿命进行概率分析，计

寿命分布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小时寿命近似服

算过程中仅考虑 0-Max-0 的主循环，为反映次循环

从正态分布，其中高小时寿命区间出现频数低，总体

对低循环疲劳总损伤的贡献，结合 3.2 的确定性分析

分散性较大。

结果，对低循环疲劳寿命予以适当的修正。

350

随机变量的选取及相应的分布规律见表 3，假定

300

各随机变量相互独立且均服从正态分布。其中转速

250

棕、温度 T 代表了工况载荷的不确定性，疲劳强度系

200

'

弹性模量 E、
疲劳强度指数 b、疲劳塑性指数 c，
数 滓f 、

150

表明了材料参数存在不确定性，交互系数 B 体现了

100

表 3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规律

50

随机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棕/（rad/s）

1413

10.60

'

滓f /MPa

0

4

4
小时寿命 /h

4

4
×104

1316

9.870

E/Gpa

104.5

1.568

图 6 小时寿命分布

b

-0.07

0.005

c

-0.43

0.035

3.2 基于果蝇优化算法的涡轮叶片疲劳 - 蠕变寿命

T/℃

635

4.763

B

-1.20

0.050

随机变量的波动导致涡轮叶片疲劳 - 蠕变寿命

V

1.11

0.040

分布具有较大的概率分布区间，因此，需要合理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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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优化前后结果对比

取优化可控变量，对涡轮叶片进行稳健性优化设计，
稳健性设计基于 2 点原则：
（1） 使目标值接近最优均
值，
（2）使目标值的波动范围越小越好。
果蝇优化算法 （Fruit Fly Optimization Algorithm,
FFOA） 是台湾学者潘文超提出的 1 种全局人工智能
优化算法，
基本思想是根据果蝇的位置计算其附近的
食物味道浓度，然后向食物味道浓度最大或最小的地

变量

优化前

优化后

变化百分比 /%

寿命均值 /h

15637

17078

+8.43

寿命标准差 /h

4717

4257

-9.75

寿命概率区间 /h

30388

27812

-8.48

w/（rad/s）

1413

1409

-0.28

T/℃

635

615

-3.15

×10-4
1.0

方飞去，
通过反复迭代食物味道浓度来求取目标函数
的最值[15]。

0.8

优化模型选取加权均方差法
Minimize:浊（滋-mu）2+（1-浊）
（滓-sigma）2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s.t.：
（N0.95-N0.05）after<（N0.95-N0.05）before

0.6

0.4

（8）

1393≤棕≤1433

0.2

620≤T≤650

其中：mu、sigma 分别为小时寿命和标准差设计目标

0

值；
浊 为综合考虑目标均值与标准差的权重系数；
利用
束条件。选择转子转速 棕 和温度 T，
作为稳健性优化设
计中的可控随机变量，
其余参数作为不可控随机变量。
目标函数的迭代过程如图 7 所示，优化后的小
时寿命分布如图 8 所示，表 4 和图 9 为优化前后结

0.5

1.0

1.5

2.0

2.5

小时寿命 /h

分位数限制寿命分布的概率区间长度，并作为优化约

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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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5
×104

图 9 优化前后概率密度分布

显然，优化后的平均小时寿命提高至 17078 h，
寿命标准差减小至 4257 h，寿命 概率区间 减小了
8.48%，改善了涡轮叶片的疲劳寿命对随机变量的敏
感度。

4 结论

×104
3.5

以涡轮叶片为研究对象，先后对其进行了疲劳 -

3.0

蠕变寿命预测和稳健性优化设计，
结论如下：

2.5
2.0

（1）涡轮叶片寿命预测结果表明：低循环疲劳次

1.5

循环的损伤约占总损伤的 10%，这部分损伤不可忽

1.0

略；
依次采用线性累计损伤法和考虑疲劳 - 蠕变交互

0.5

作用的时间 - 寿命分数法，
小时寿命计算结果分别为
0

10

20

30
迭代次数

40

50

13528、
15095 h，后者与前者相比，恰当地体现出疲劳
- 蠕变交互作用。

图 7 目标函数迭代过程
×104
300

（2）用响应面方程来代替有限元计算，可以满足
精度要求；考虑到疲劳寿命的分散性，特别是疲劳 -

250

蠕变交互程度的不确定性，采用稳健性优化设计方

200

法，疲劳寿命概率分布区间减小了 8.48%，在涡轮叶

150

片的平均服役寿命延长至 17078 h 的同时，寿命标准
差减小至 4257 h。

100

（3）该寿命评估方法可为发动机进厂维修时间的

50

确定提供依据，
稳健性优化设计方法对其他结构的概
0

1

2
小时寿命

图 8 优化后的小时寿命分布

PDF pdfFactory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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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寿命预测方法
胡殿印 1,2,3，张泽帮 4，张

龙 1，梅文斌 1，
王荣桥 1,2,3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2. 航空发动机结构强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3. 先进航空发动机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083；4. 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北京 100094）
摘要：为了建立 CMC 疲劳寿命预测方法，推广 CMC 在航空发动机中的应用，根据 BHE 剪滞模型理论，分析了随着疲劳峰值应力
的大小不同，CMC 可能出现的 4 种疲劳迟滞行为，推导了每种迟滞行为下的循环应力 - 应变公式，模拟了给定应力条件下的疲劳迟
滞回线，通过与试验数据对比，证明了迟滞回线模拟的准确性，进一步分析了界面剪应力随疲劳循环数的退化关系。结合界面剪应
力退化模型与纤维强度退化模型，设计了纤维应力计算和疲劳寿命计算流程。针对 2 维编织 CMC，根据单胞有限元计算结果提取了
纤维束应力，并对 CMC 进行了疲劳寿命计算，推导了 CMC 疲劳寿命 S-N 曲线，其结果与试验数据基本吻合。针对 2 维编织 CMC 的疲
劳寿命预测方法，可用于编织结构的 CMC 涡轮导叶疲劳寿命分析。
关键词：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寿命；迟滞回线；S-N 曲线
中图分类号：V257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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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igue Life Prediction Method for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HU Dian-yin1,2,3, ZHANG Ze-bang4, ZHANG Long1, MEI Wen-bin1, WANG Rong-qiao1,2,3
渊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ero-Engine
Structure and Strength, Beijing 100083, China; 3.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dvanced Aero-Engine, Beijing 100083, China; 4.
Systems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94,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stablish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method for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and expand its application in aeroengine,

this work investigates that the CMC may appear four different kinds of fatigue hysteresis behavior under different peak fatigue stresses on

the basis of the BHE shear lag model. The stress and strain formulas of cyclic curves under each kind of hysteretic behavior were deduced.

By comparing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the accuracy of the hysteresis loop simulation was proved, and the degradation of the interfacial

shear stress with the cyclic number was obtained. The failure criterion of the cyclic process was determined by combining the shear stress
degradation model and the fiber strength degradation model, and a numerical method for calculating the stress and fatigue life of the fiber
wa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a 2D woven CMC, the stress of the fiber was extracted and the fatigue life

of CMC was calculated. The S-N curve of fatigue life of CMC was deduced and the result was in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The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method for 2D woven CMC can be employed to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of the woven CMC turbine vanes.
Key words: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fatigue life; hysteresis loop; S-N curves

在军用航空发动机上采用 CMC 结构，可以提高涡轮

0 引言

前温度，减轻发动机质量，提高发动机推重比。陶瓷基

陶瓷基复合材料（CMC）具有耐高温、耐腐蚀、耐

复合材料已经在航空发动机静子部件中有了广泛的

磨损、热膨胀系数低、比强度及比模量高、成本低、消

应用，例如高压涡轮导向器叶片、燃烧室火焰筒、加力

[1]

振性能良好等优点 。在民用航空发动机中采用 CMC

燃烧室隔热屏和喷管调节片等[2]。近年来，研究者还在

结构，可以提高涡轮前温度，
减少所需冷却空气，提高

逐步将航空发动机中的陶瓷基复合材料由低承力部

涡轮效率，
进而降低发动机耗油率，
使得经济性提高；

件[3]（静子部件）推广应用到高承力部件[4]（转子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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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开展了相关的试验研究（例如美国 GE 公司）[5]。现

CMC 疲劳理论进行分析。
Budiansky-Hutchinson-Evans 的剪滞模型如图 1

阶段，陶瓷基复合材料已经从单向纤维增强发展至 2
[6]

维甚至多维结构 ，陶瓷基复合材料特别是 SiC/SiC 复

所示。

合材料编织结构已成为先进发动机涡轮叶片的首选

界面脱黏尖端
界面脱黏区

材料。

子i

建立 CMC 的疲劳损伤模型并预测其疲劳寿命是

滓/v f

滓

提高发动机结构强度与可靠性的基础。Vassilopoulos

滓m(z)

纤维

Ld

等[7]通过研究发现，适用于金属疲劳性能预测的经典

X

Goodman 法不再适用于复合材料。Read 等[8]在大量的
试验基础上，总结了船舶 FRP 层状结构材料在循环

图 1 BHE 剪滞模型

加载中的主要失效模式，发现用传统疲劳性能预测方
法预测该类结构材料会产生非常大的误差。CMC 的
基体相和增强相均为脆性材料，
其失效模式包含基体

根据单向增强 CMC 进行单调拉伸的分析，界面
脱黏长度可表示为[11]

目前 CMC 的疲劳寿命预测模型分为宏观唯象模
型 [9]和细观损伤机理模型 [10]。由于 CMC 细观组成复
杂，且呈现出高度的各向异性，宏观唯象模型需要通
过大量试验数据去修正寿命模型，试验成本较高，并
且当 CMC 的组分相或编织参数变化时，所得到的模
型无法拓展应用。对于含昂贵 SiC 纤维的 CMC 来说，

蓸

L d= rf
2

开裂，纤维脱黏、滑移、断裂等复杂过程，其疲劳寿命
预测方法是一大难题。

基体
L/2

姨

蔀 蓸 蔀 + r V EE 子E 灼

V mEm滓 - 1
V fEc子i 籽

rf
2籽

2

f

m

m

2

f

d

（1）

c i

式中：
Em、Ef 分 别 为 基 体 和 纤 维 的 弹 性 模 量 ；

子i 为纤维与基
Ec=EmV m+EfV f，为复合材料的弹性模量；

体的界面剪切应力；灼d 为纤维 / 基体的界面脱黏能；
籽=

蓸

2G mEc

軍/rf)
V mEmEfln(R

体的剪切模量。

蔀

1/2

，为 BHE 剪滞模型参数；G m 为基

宏观唯象模型试验研究尤其昂贵。细观损伤机理模型

CMC 在不同峰值应力下准静态卸 - 加载应力应

通过研究纤维和基体的损伤机理，构建 CMC 单胞模

变曲线[12]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材料在完全卸载

型对损伤状态进行分析表征，从而推演宏观的疲劳行

后存在残余应变，是由于当加载应力超过基体开裂应

为演变过程。细观损伤机理模型揭示组分相性能、界

力后，CMC 内部发生裂纹损伤，且残余应变与峰值应

面强度、编织参数等对宏观疲劳行为的影响规律 [10]，

力呈正相关关系。假设损伤后的 CMC 宏观应变等于

因而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细观损伤机理模型的难点

完好纤维应变，
根据金属材料随动强化模型特征，
假设

在于复杂编织结构中细观应力的获取、细观损伤的表

CMC 没有损伤时在循环峰值应力下的应变就是损伤
250

征和演化。
本文根据 BHE 剪滞模型假设，建立了界面剪应

F

200

力退化模型与纤维强度退化模型，并针对 2 维编织

Reloading
150

CMC，设计了纤维应力计算和疲劳寿命计算的数值方
法流程，研究了 CMC 疲劳寿命预测方法。

1 CMC 疲劳迟滞行为

E0

Unloading

50

1.1 疲劳载荷下应力应变关系

Er

将编织 CMC 中的纤维束等效为复合材料柱，本
文选用的单胞采用正弦曲线来描述纤维束的走向。在

R

个微元块中纤维都呈直线。这样，
这些微元块就可处
理成单向纤维增强的 CMC，进而可应用单向纤维

www.fineprint.cn

兹n

0
O

着i
0

0.1

滓r
En

分析时将复合材料柱离散成多个微元块，并假设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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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ir/%

O'

图 2 CMC 准静态卸 - 加载应力应变曲线

0.6

后 CMC 完全卸载后的残余应变，
则 CMC 的总应变为

乙

着c= 2
EfL

L/2

滓f(x)dx+ 滓max
Ec

（2）

将 CMC 在循环加载的迟滞回线根据峰值应力大
小分成 4 种情况进行分析，并根据式（2）得出 4 种情
况下的应力应变关系式。

160

（3）

（4）

（3）界面完全脱黏，纤维部分滑移
着cfr= 滓 -4 子i z +4 子i （y滓min-2z） V fEf
Ef rfL
Ef
rfL

（6）

Ef / GPa

Em /GPa

Vm

rf /滋m

子i /MPa

230

350

0.4

3.5

6

峰值应力分别 100、140、180、
220

d （J
/ ·m2）
1.2

MPa 时模拟

从图中可见，预测 2 维编织 CMC 的不同峰值应力加
卸载迟滞回线与试验数据基本吻合。迟滞回线所包含
面积代表着材料在 1 次循环下的疲劳损耗，通过模拟
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可得，虽然模拟曲线并不能完全
符合试验结果，但是二者回线所包含的面积基本相
等，可认为模拟曲线能较准确地反映材料在不同峰值
应力下单次循环产生的损伤。

0

（a）滓t=100 MPa

PDF pdfFactory Pro

（d）滓t=220 MPa

滞回线的形状、位置和面积，可以说决定了 CMC 的疲
劳损伤和疲劳失效。而界面剪应力是随着循环加载的

Evans 等[16]根据 SiC/CAS 在室温下的拉 - 拉疲劳
公式
子i(N)=子i0+[1-exp(-棕N姿)](子imin-子i0)

（7）

进行了拉 - 拉疲劳试验，试验时载荷频率固定为 1
Hz，
循环最小应力为 0，最大应力在 50~175 MPa 区间
内取多个值，当达到 106 循环后认为试验件达到疲劳
极限。

60

根据试验结果拟合得

40

到界面剪应力的退化曲线，
如图 4 所示。其 中 ，子i 0=56

MPa，子imin=5

MPa，棕=0.04，

姿=1.0。

2.2 破坏准则

20

0
101

循环数

102

103

图 4 界面剪应力随循环数
退化曲线

界面剪应力的退化使得纤维通过表面摩擦传递

坏，
进而导致剩下的完好纤维承载增加，并逐渐断裂。
此外在循环过程中，
没有断裂的那部分纤维的强度也
会随着界面的磨损而降低，
加剧了完好纤维轴向载荷

20
0

0.5

纤维轴向载荷足够大时，一部分较脆弱的纤维先被破

模拟结果
试验结果

40

0.24

0.4

的载荷减少，相应的纤维轴向需要承担更大载荷，当

60

0.08
0.16
应变 /%

0.2
0.3
应变 /%

Rouby 和 Reynau [17]对 2 维编织 SiC/SiC 复合材料

的迟滞回线与文献[12]中的试验数据对比如图 3 所示。

20

0.1

到稳定状态后的界面稳定剪应力；
棕 和 姿 为经验参数。

。

表 1 2 维编织 CMC 组分属性

40

0

式中：子i0 为界面的初始界面剪应力；
子imin 为界面磨损达

[13-15]

80

0.6

试验的结果提出了界面剪应力随循环数衰退的经验

1.2 疲劳迟滞行为模拟

100

0.5

进行估计。

2
2
着cfr= 滓 -4 子i z +2 子i (L/2-2z) + 滓max
V fEf
Ef rfL
Ef
rfL
Ec

60

0.3
0.4
应变 /%

2 疲劳寿命预测方法

（5）

（4）界面完全脱黏，纤维完全滑移

80

0.2

要对界面剪应力的初始值及其随循环数的衰退规律

2
2 子i (L/2-2y滓min+2z) + 滓max
Ef
rfL
Ec

120

0.1

进行动态变化的，会因界面磨损发生衰减，因此有必

2

模拟结果
试验结果

40

40

由于界面剪应力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CMC 疲劳迟

2 子i (L d-2y滓min+2z)(L d+2y滓min-2z-L) + 滓max
Ef
rfL
Ec

140

80

80

2.1 界面剪应力预估

2
2
着cpr= 滓 -4 子i z +4 子i （y滓min-2z） +
V fEf
Ef rfL
Ef
rfL

120

120

120

0

模拟结果
试验结果

160

图 3 不同峰值应力下迟滞回线模拟

（2）界面部分脱黏，纤维部分滑移

2 维编织 CMC 组分属性见表 1

模拟结果
试验结果

200

（c）滓t=180 MPa

2
着cpr= 滓 -4 子i z +2 子i (2z-L d)(2z+L d-L) + 滓max
V fEf
rfL
Ef rfL
Ef
Ec

2

200

240

（1）界面部分脱黏，纤维完全滑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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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0.16
应变 /%

0.24

（b）滓t=140 MPa

的增大，导致不断有纤维发生断裂失效。当材料内部
完好的纤维所占总纤维比低于临界值时，CMC 发生

www.fineprin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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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失效，因此在进行材料失效模拟时，引入纤维统
计破坏失效准则。
在循环加载到疲劳峰值载荷过程中，一部分纤维

准则
滓 =T[1-P(T)]+骉T 骍P(T)
b
Vf

（8）

式中：骉Tb骍为失效后的纤维承担的载荷；P(T)为失效纤
维占总纤维的体积分数

嗓蓸 蔀 蓘
mj+1

P(T)=1-exp - T
滓c

滓0
滓0(N)

蓡

mf

子i
子i(N)

瑟

（9）

式中：
滓c 为纤维在特征长度 啄c 下的特征强度，可通过
试验测得，
也可通过式（10）在已知材料拉伸强度的基
础上得到，本文 滓c=2.5 GPa。

蓸

2
滓b=V f滓c
mf+2

蔀 蓸 mm +1
+2 蔀
1
mf+1

（10）

f

蓸 蔀 蓘

滓 =T 滓c
T
Vf

mf+1

子i(N) 1-exp
T
子i
滓c

mf+1

嗓

嗓蓸 蔀 蓘

退化经验公式
p2

滓0(N)=滓0[1-p 1(logN) ]

（11）

式中：p 1、p 2 为经验参数；滓0 为初始纤维参考强度。
当纤维断裂后，断面处纤维不能承载。在远离断
面处，断裂纤维可以通过界面剪应力传递载荷到基
体，这样断裂纤维自断面起沿轴向远离，承担的载荷
会慢慢增大，可表示为

子i(N)
子i

瑟瑟

（16）

（16）可以求得完好纤维承担应力 T 随循环数变化，
结
合式 （9） 可以得到纤维失效体积分数随循环数的变
化，当失效纤维体积分数达到临界值时，完好纤维承
担应力达到极限，复合材料疲劳失效。
2.3 疲劳寿命预测模型
根据单胞计算与疲劳迟滞理论，结合纤维循环失

（1）对单胞施加边界约束，
施加疲劳峰值应力进行
（2）将最大经纱应力最远端名义应力代入微观计
算程序，计算纤维承担应力 T，纤维应力计算流程如
图 5 所示。
（3）计算纤维失效体积分数 P(T)，并与临界值 q*
比较，P(T)>q* 时，材料失效，输出此时循环数 cycle，
即为疲劳寿命；P(T)<q* 时，材料未失效，执行下一步
操作。
（4）根据式（7）、
（11）分别计算在该循环下新的界
面剪应力和纤维参考强度，并使循环数增加 1 次，进

（12）

以上步骤含有循环结构，进入计算后，会持续进
开始，输入名义应力
sgm，循环数 cycle

完好纤维承担的载荷，
定义这个距离为 lf
lf= rfT
2子i(N)

（13）

Cycle≤1

蓸 蔀 蓘
mf+1

嗓 蓸 蔀蓸 蔀 蓘
mf+1

x∈(0,lf)

滓0
滓0(N)

滓0
滓0(N)

蓡

蓡·
mf

mf

子i
子i(N)

T=T+10E6

T=sgm/V f

T*= sgm
Vf

瑟

N

Y

在距离纤维断面±lf 范围内，纤维发生断裂的概

（14）

蓸 滓T 蔀 蓘 滓滓(N) 蓡
mf+1

0

c

0

mf

嗓 嗓蓸

子i 1-exp
T
子i(N)
滓c

|T-T*|≤1E5

N

蔀 蓘 滓滓(N) 蓡
mf+1

0

0

T=T*

Y
输出 T

结合式（12）~（14），断裂后纤维应力

PDF pdfFactory Pro

蓡

mf

当疲劳峰值载荷保持常数时，由式 （7）、
（11）、

当离断面一定距离后，断裂纤维承担的载荷等于

T
滓c

滓0
滓0(N)

蓡·
mf

入步骤（2）。

Tb(x)= 2子i(N) x
rf

子i exp
x
子i(N)
lf

滓0(N)
滓0

（15）

强度计算，
提取拉伸方向纤维束（即经纱）的最大应力。

劳行为进行研究，提出了纤维强度 滓0(N)随循环数的

T
滓c

Tb(x)f(x)dx

劳寿命预测方法，基本思路如下：

f

Lee [18]等通过对室温下正交铺层 CMC 拉 - 拉疲

f(x)= 1
P(T)lf

0

效原则，提出了基于有限元分析的 2 维编织 CMC 疲

式中：滓b 为 CMC 的拉伸强度。

率密度函数为

lf

将式（15）代入式（8），得到

先发生断裂失效，
但还能通过界面剪应力承担一定载
荷，完好纤维和断裂纤维之间载荷分配服从总体承担

乙

骉Tb骍=

图 5 纤维应力计算流程

www.fineprint.cn

mf

子i
子i(N)

瑟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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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直到材料被判定为失
效，得出疲劳寿命。整个计
算流程如图 6 所示。
2.4 单胞有限元计算
为了准确得到纤维束
上的应力分布，需要建立
代表性体积模型，如图 7

MPa

所示。

图 8 径向纤维束径向应力分布

对单胞施加大小为疲
劳峰值应力的拉伸应力，

示。其中，
模拟结果曲线由不同峰值应力下计算的寿

计算单胞内部应力分布。

命点连线组成，可以看出预测的 S-N 曲线与试验结

选取径向纤维束，提取其

果基本吻合。
选取 3 参数幂函数拟合的寿命模型为

径向应力，如图 8 所示。根
据圣维南原理可知，中间

图 6 CMC 疲劳寿命

纤维束受边界约束条件的

计算流程

影响小，即时边界约束添加与真实情况有差别，中间
纤维束的计算结果也能很

（Smax-98.3089）11.9147 N=4.13193×1023 （19）
式中：Smax 为疲劳峰值应力。

3 结论
（1）根据 BHE 剪滞模型理论，推导了 CMC 在不

好地反映真实纤维束的应

同循环峰值应力下的应力 - 应变关系。

力分布。从图中可知，纤维

（2）预测了给定应力条件下的疲劳迟滞回线，与

束径向应力最大的部位位

文献试验结果基本吻合。

于经纱和 纬纱交界处，此

（3）结合界面剪应力退化模型与纤维强度退化模

（a）纤维

180

模拟结果
试验数据
拟合公式

160

（b）基体

（c）完整单胞

140

图 7 有限元分析使用的单胞模型

处纤维束弯曲较大，这与文献[19]试验观察到的疲劳

120

破坏部位也相符合。
102

式（11）给出了纤维强度退化的经验公式，在本节
寿命分析中，取 p 1=0.055，
p 2=1.0，
则式（11）变为
滓0(N)=滓0(1-0.055log N)

103

104

105
循环数

106

107

108

图 9 2 维编织 CMC 预测寿命与试验结果对比

（17）

根据表 1 中 CMC 的组分参数，纤维失效临界体
积分数为

型，
建立了纤维应力和疲劳寿命分析流程。
（4）预测了 CMC 疲劳寿命的 S-N 曲线，与试验
数据吻合良好。

q= 2
mf+2

（18）

*

将 mf=2 代入上式，
即可求得 q =0.5。结合图 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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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型的矢量喷管控制系统设计
王建锋，臧

军，
姜殿文，蒋

毅

（中国航发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为实现矢量喷管控制系统正向研发“V”字模型，使用基于模型的设计方法开展矢量喷管控制系统的设计和验证。建立了
包含矢量喷管液压机械单元、矢量喷管控制器及矢量偏转运动的矢量喷管控制系统模型，与发动机模型、飞机模型集成用于矢量喷
管控制系统的系统综合设计。使用模型自动测试技术开展数字仿真试验，利用自动代码生成技术和实时仿真技术实现控制软件快
速开发和系统半物理试验，试验结果表明了矢量喷管控制系统设计的正确性、高效性。
关键词：矢量喷管控制系统；飞行 / 推进综合控制；基于模型的设计；模型自动测试;自动代码生成；实时仿真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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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for Vector Nozzl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Model
WANG Jian-feng, ZANG Jun, JIANG Dian-wen, JIANG Yi
渊AECC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 Wuxi Jiangsu 214063,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野V冶 model process of forward development for vector nozzle control system, the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of vector nozzl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model-based design was proposed. The model of vector nozzle control system was built,

consisted of hydraulic mechanism unit, controller, and vectoring motion model. The synthesis design of the vector nozzle model, the engine
model and the aircraft model was used in system level design. The technology of automatic test for model was used in digital simulation, and

auto code generation and real-time simulation was used to implement rapid development of software and semi-physical tests for the control
system.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e correctness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design of vector nozzle control system.

Key words: vector nozzle control system; integrated flight propulsion control; model based design; automatic test for model; auto

code generation; real-time simulation

为手段，用仿真的方式在控制系统开发流程中的各阶

0 引言

段持续不断地进行测试和验证，高效地进行迭代和优

对于航空、航天领域的复杂控制系统，传统开发
方法是由各专业人员使用不同工具分阶段实施。设计
和验证在不同阶段、不同专业人员间传递和转换容易
[1]

化设计[2-3]。MBD 技术已在汽车电子领域取得了广泛
应用，
具有较强的工程实用性[4-5]。
现代航空技术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对战斗机性能

偏离，而且存在重复编码、系统迭代周期长等问题 。

和航空发动机性能的要求在不断提升。采用推力矢量

控制系统基于模型设计技术近年来逐渐兴起。基于模

技术提高战斗机机动性能已成为主流趋势[6-7]。飞机、
航

型的设计（Model Based Design, MBD）属于控制系统

空发动机的高复杂性和高安全性需求决定矢量喷管控

开发体系的范畴，涵盖了控制系统的系统设计、实时

制系统是安全关键的复杂系统，其验证过程是需要反

仿真、嵌入式控制软件开发等整个流程。相比于传统

复迭代、
并经历多层级试验验证的复杂
“V”
字模型。

开发方法，MBD 是在统一的设计和验证平台上，以控

目前矢量喷管控制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算法

制系统的数学模型为对象，以计算机上代码自动生成

理论方面[8-9]，而且飞机、发动机的工作是分隔独立的

收稿日期：201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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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10-13]。自上而下的正向设计相关、工程实用的开发

管液压机械单元 (Vector Nozzle Hydraulic Mechanism

方法的文献资料很少。

Unit，VNHMU)当前的反馈状态，输出矢量喷管控制指

本文基于 MBD 技术按照“V”字模型开展矢量喷

令。FCC、EEC、VNC 三者通过飞机通讯总线交联。

管控制系统的设计和验证。在 MATLAB/SIMULINK 环

从飞机层级来说，FCC 主要功能是指令信号成

境中建立了矢量喷管控制系统模型作为统一的系统

型、增益调参、补偿滤波等飞 / 推综合控制规律的实

综合设计平台，通过数字仿真试验和半物理试验对系

现。FCC 的输出包括操纵面控制指令、发动机操作指

统开展多层级验证，以提高矢量喷管控制系统设计的

令、推力矢量偏转角指令 啄Dem、推力矢量方位角指令

正确性和验证的充分性，同时探索形成工程实用、高

兹Dem 等信号。指令作用在发动机、
飞机操纵面产生响应

效的开发方法。

使得飞机状态发生变化，
从而形成了飞行控制回路。
从发动机层级来说，EEC 主要功能是实现发动

1 飞行 / 推进综合控制系统模型

机控制逻辑、发动机（推力）稳态和过渡态控制规律，

矢量喷管控制系统是系统中的系统，与飞机系

EEC 的输出包括供油流量指令、可调几何机构位置

统、发动机系统紧密交联，是飞行 / 推进综合控制系

指令等信号。指令作用在泵调节器执行机构产生响应

统(Integrated Flight Propulsion Control, IFPC)的重要组

使得发动机状态发生变化，从而形成发动机控制回

成，其功能和性能在 IFPC 系统中体现，为此构建了

路。对于矢量控制，EEC 还根据发动机工作状态计算

IFPC 系统模型。

得到矢量喷管面积比（膨胀比）A r、修正和安全限制后

从飞机的角度，IFPC 系统可简化地为串级控制
结构。飞行控制计算机(Flight Control Com-puter，FCC)

的推力矢量偏转角指令 啄Dem、推力矢量方位角指令
兹Dem，实现矢量喷管与发动机状态的匹配[14]。

接收飞行员操纵信号，结合飞机当前的状态，输出飞

在 MATLAB/SIMULINK 环境下构建了 IFPC 系统

行控制指令信号；发动机电子控制器(Electronic En-

模型，
模型的顶层架构如图 1 所示。模型中各子系统之

gine Controller，EEC)接收飞行控制指令信号中与发动

间的连接线均为结构体形式数据流。其中，
FCC 和飞机

机操纵相关的控制指令信号，结合发动机当前的状

模型由飞机设计人员开发维护；
EEC 和发动机模型由

态，输出发动机控制指令信号；矢量喷管控制器(Vec-

发动机设计人员开发维护；
VNC 和 VNHMU 模型则由

tor Nozzle Control-ler，VNC)接收发动机控制指令信号

矢量喷管设计人员开发维护；
IFPC 系统模型是飞机、

中与矢量喷管操纵相关的控制指令信号，结合矢量喷

发动机、
矢量喷管三方共用的桌面设计和验证平台。

1
Pilot input
飞行员操作
输入

S_Pilot

飞机控制指令信号

S_FlightControl
S_Plane
Flight Control Computer
飞行控制计算机

S_FlightControl
S_EngineControl
S_Engine
Electronic Engine Computer
发动机电子控制器

发动机控制指令信号
S_EngineControl
矢量喷管
矢量喷管
S_Engine
S_EngineControl
控制信号
信号
S_NozzleControl
S_NozzleControl S_Nozzle
S_Nozzle
S_NozzleSensor
Engine
Vector Nozzle
发动机
Vector Nozzle Controller
Hydraulic Mechanism Unit
（含传感器、执行机构）
矢量喷管控制器
矢量喷管液压机械装置
（含传感器）

发动机
信号

S_FlightControl 飞机
信号
S_Plane
S_Engine

Plane
飞机
（含传感器、
执行机构）

图 1 IFPC 系统 SIMULINK 模型

2 矢量喷管控制子系统建模

映 A9 环作动筒位移与矢量偏转角和方位角之间的

矢量喷管控制系统模型包括 VNHMU 模型、矢量

关系，在 VNC 模型内部。
2.1 VNHMU 建模

喷管偏转运动模型和 VNC 模型。
VNHMU 模型反映来自 VNC 的控制指令与 A9

VNHMU 包括发动机燃油增压泵、喷管油源泵、

环作动筒位移之间的关系；矢量喷管偏转运动模型反

A9 环作动筒（含电液伺服阀）、油滤、供油回油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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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hPL=mt d L2 +Bp dL +KL+FL
dt
dt

LVDT 传感器等。燃油增压泵为离心泵，对飞机油箱
来油进行初步增压，同时接收低压回油，保证燃油系
统低压油压力稳定。喷管油源泵为柱塞泵，对增压泵
后燃油再次增压，形成驱动 A9 环作动筒运动的高压
燃油。喷管油源泵出口压力与发动机转速有关。A9 环
作动筒上电液伺服阀根据来自 VNC 的控制电流调节
并分配高、低压指令油到作动筒的有杆腔和无杆腔形
成位移，从而驱动矢量喷管面积和偏转调节。

摩擦系数；K 为负载的弹簧刚度；FL 为作用在活塞上
的外部负载力。
联立式（1）～（4），可得 L 与 Pyyb、
I 之间的关系，
即 VNHMU 模型。
2.2 矢量喷管偏转运动建模
匣、作动筒、喷管喉道面积调节环（A8 环）、矢量喷管

Pdy

面积调节环（A9 环）、连杆、收敛调节片、扩张调节片、

xv

收敛段密封片、扩张段密封调节片、整流罩等机械构

q2

q1

式中：mt 为活塞与负载的等效总质量；Bp 为活塞黏性

本文矢量喷管为机械式轴对称矢量喷管，由机

A9 环作动筒伺服运动简化如图 2 所示。
Pyyb

（4）

件组成，属于由 2 个 Stewart 平台驱动的复杂空间机
构。矢量喷管机构如图 3 所示[15]。
k

p1

V2

V1

p2

A9 环作动筒

A9 转向控制环
拉杆

mt
Bp

Cip L

L

机匣
FL

收敛调节环

A8 环作动筒
收敛调节片凸轮
收敛调节片

图 2 A9 环作动筒伺服运动

喉道 A8

R

忽略管路压阻损失，假设节流阀口为矩形，伺服
阀压力流量为
q L=Cdwxv

姨

2 (P - xv P )
yyb
L
籽
|xv|

扩张调节片转接头
矢量转角 琢
喷口 A9

R
Di
Ci I
R
R-R
芋

R
At

Bt
郁

域

G

S

图 3 矢量喷管机构

（1）

式中：q L 为负载流量；Cd 为阀口流量系数；w 为 面 积
梯度；xv 为阀芯位移；籽 为油液密度；Pyyb 为油源泵出
口压力；PL 为负载压力。
xv= K I
Ts+1

O4

扩张调节片

矢量喷管前部是 A8 环控制部分，以发动机后机
匣为基础平台，A8 环为动平台，二者之间通过 6 个
SPS 作动筒连接构成 Stewart 并联机构；中部是矢量
喷管驱动机构，基础平台和 A9 环由 3 个 SPS 作动筒

（2）

相连，
A9 环是 6 自由度运动；后部是扩张调节片部

式中：
I 为伺服阀控制电流；K 为伺服阀增益；
T 为伺

分 ， 由 并 联 于 A8 环 、A9 环 与 后 机 匣 之 间 的 若 干

服阀时间常数。

RSRR-RRR 空间运动铰组成时变几何体。

阀芯向右移动时 xv 为正值，阀芯向左移动时为 xv

发动机喷管喉道面积调节通过 A8 环调节实现。
A8 环作动筒同步输出位移，驱动 A8 环沿发动机轴

为负值。
忽略温度变化对油液体积的影响和外泄漏，液压

动，带动收敛调节片转动实现喷管喉道面积收放。

缸流量连续公式为

q L=A h dL +CiPL+ V o dp 1
dt
茁e dt

（3）

式中：
A h 为控制腔等效活塞面积；L 为作动筒位移；
Ci

为液压缸冷却和泄漏系数；V o 为液压缸控制腔容积；
茁e 为油液等效体积弹性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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啄=f（L
5
91,L 92,L 93,A 8）

根据并联机构运动规律对偏转运动进行简化获
得矢量偏转运动模型，包括正解模型和逆解模型 。
[16]

正解模型是已知喷管喉道面积 A 8、
A r、啄Dem、兹Dem，

求解 3 个 A9 环作动筒位移指令 L 91Dem、L 92Dem、L 93Dem。

（10）

2.3 VNC 建模
VNC 是数字式电子控制器(含控制软件)，实现信
号采集、滤波、控制逻辑和控制规律计算、控制信号输

L 91Dem=k·f（啄
·f（兹
+L H+L C （5）
1
Dem',A 8,A r）
2
Dem'-120）

出、通讯等功能。此外为满足安全性要求，还需要实时

（6）

地进行系统的故障检测、隔离与自适应(Fault Detec-

L 92Dem=k·f（啄
·f（兹
+L H+L C
1
Dem',A 8,A r）
2
Dem'）

L 93Dem=k·f（啄
·f（兹
+L H+L C （7）
1
Dem',A 8,A r）
2
Dem'+120）
式中：k、
L C 为常数。

L H=f（啄
3
Dem',A 8,A r）

（8）

tion，
Isolation and Adaption，FDIA)。
VNC 采用双通道结构，2 个控制通道分别连接
到 A9 环作动筒上电液伺服阀的 2 个线圈、差动式

逆解模型是已知喷管喉道面积 A 8、
3 个 A9 环作

线性位移传感器 LVDT 的 2 个线圈、回中转换电磁

动筒位移反馈 L 91、
L 92、
L 93，
求解实际推力矢量偏转角 啄

阀的 2 个线圈。VNC 的 1 个通道处于主控，另 1 个

和推力矢量方位角 兹。

通道处于热备份状态。矢量喷管控制系统余度配置

兹=f（L
4
91,L 92,L 93）

（9）

如图 4 所示。

图 4 矢量喷管控制系统余度配置

VNC 接收 EEC 发送的 A 8、
A r、啄Dem'、兹Dem' 指令，根

型中发动机模型、飞机模型的输入参数。VNC 的工作

据偏转运动正解模型计算获得 3 个 A9 环作动筒位

和故障信息也会传递给 FCC，用于 FCC 的控制决策。

移指令 L 91Dem、L 92Dem、
L 93Dem，同时采集获得位移反馈，通

在 MATLAB/SIMULINK 环境中建立了 VNC 模型，单

过控制规律计算输出给 A9 环作动筒上电液伺服阀的

通道的 VNC 模型架构如图 5 所示。模型中各子功能

控制电流。电液伺服阀调节出相应的高、
低压指令油驱

模块之间的连接线均为结构体形式数据流。

动作动筒运动，
构成位置闭环控制。回中转换电磁阀起

模型中输入、输出模块为输入输出硬件电路模

到控制模式转换的作用：当回中转换电磁阀处于断电

型，主要反映电路的带宽特性。控制软件是 VNC 的功

状态时，位置闭环控制工作模式转换为机械回中工作

能核心。控制软件的计算流程为标定转换、信号故障

模式，
A9 环作动筒依靠液压机械机构实现机械回中。

检测、
表决、
矢量偏转运动模型计算、
伺服控制律计算、

L 92、
L 93，以及偏
此外，VNC 根据 A 8、位移反馈 L 91、

执行机构故障检测、故障隔离自适应处理、输出管理

转运动逆解模型实时求解实际推力矢量偏转角 啄、推

（包括选择和使能）。其中表决和故障隔离自适应功能

力矢量方位角 兹。啄、
兹 是飞行 / 推进综合控制系统模

模块，
需要另一控制通道数据作为控制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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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总线信号
控制软件
输入 1
3
表决后
S_InnerBusIn1
S_ExternalBusln
1
S_FD1Out
S_InnerBushIn1
实际信号
信号
初始信号
检测 1 后
S_ExBusln
S_Mout
S_VoteOut
S_VNIn
S_FD1In
S_Calln S_CalOut
S_VNOut
信号
S_InnerBusOut1
1
S_VoteIn
S_Sensor
2
传感器信号
S_Sensor 物理输入
Fault Detection1 S_Inner_usOut1
Vote
Calibration
VN
Input Module
信号故障检测 内部总线信号
表决
标定转换
矢量偏转运动模型
输出 1
输入模块
A9 环作动筒指令信号
发动机控制
指令信号

4

S_CLIn

S_CLOut

Control Law
控制律

控制计算
信号

S_InnerBusIn2
S_FD2Out
S_FD2In
S_InnerBusOut2

2
S_InnerBusOut2
Fault Detection2 内部总线信号
执行机构故障检测
输出 2

内部总线信号
输入 2

检测 2 后
信号

S_InnerBusIn2
S_FIAOut
S_FIAIn

故障
对策

Fault Isolation Adaption
故障隔离自适应

S_OSMin S_OSMOut

控制
输出

S_OMOut
S_OSIn
S_ExternalBusout

Output Management
输出管理

Output Module
输出模块

控制信号
物理输出

3
矢量喷管 S_OMOut
信号
4
S_ExBusOut

图 5 单通道 VNC SIMULINK 模型

3 试验

矢量喷管控制系统的高安全性决定需对模型的

为验证矢量喷管控制系统设计的正确性，开展了
数字仿真及半物理试验。

率，
可使用模型自动化仿真测试的方法。明确被测模
型的输入输出接口后，针对需求编制文本形式的输入

3.1 数字仿真
数字仿真是在 MATLAB 桌面环境中以模型为对
象，针对系统的功能和时域响应、频域响应等性能指
标需求，对控制逻辑和控制规律等开展调整试验。按
照系统开发的“V”字模型，全数字仿真分为飞机级、
发动机级、矢量喷管控制系统级等不同级别，分别由
相应人员实施。
以矢量喷管控制子系统级中，A9 环作动筒伺服
回路控制规律设计为例。
在 VNC 模型中，断开矢量偏转运动模型模块和
控制律模块的信号连接线，使用仿真测试用例产生
A9 环作动筒位移指令替代矢量偏转运动模型产生的
位移指令，通过时域、频域分析方法开展仿真试验至
满足设计指标要求，试验结果如图 6 所示。

算法和逻辑开展遍历式测试。为提高模型仿真测试效

数据序列、期望输出数据（或特性）作为测试用例集，
通过调用.m 脚本文件可实现用例集中所有用例的自
动运行。自动化测试能够显著提高桌面环境中设计迭
代的效率，
具有较高的工程实用性。
3.2 半物理试验
半物理试验是以真实的 VNC、
VNHMU （含传感
器）为试验对象，通过模拟 FCC、飞机、EEC、发动机的
运行来进行高逼真度的仿真试验。相比于全数字仿
真，
半物理试验能够反映矢量喷管控制子系统的建模
误差和未建模动态的影响。
数字仿真到半物理试验的阶段转换通过自动代
码生成和实时仿真技术来实现。RTW （Real

time

workshop，实时工作间）基于 SIMULINK 的代码自动
生成工具，能从 SIMULINK 模型中产生优化、可移植
和个性化的代码。关于 RTW 实现代码自动生成的方
法和集成应用的文献较多[17]，本文不做介绍。
对于图 1 中 IFPC 系统模型，FCC、飞机、EEC、发
动机模型分别生成代码，部署的目标机环境均是基于
通用计算机的实时操作系统 RTX（Real-Time eXten-

（a）阶跃响应仿真试验

sion）[3，18]。
对于图 5 中 VNC 模型，控制软件部分生成代码，
目标环境是基于 PowerPC 处理器的 VNC 控制器硬
件。VNHMU 模型则使用真实的液压机械装置（含传
感器）代替。
代码部署后的 FCC 仿真计算机、飞机模型计算

（b）线性域扫频仿真试验

机、EEC 仿真计算机、发动机模型计算机，和真实的

图 6 A9 作动筒控制律数字仿真结果

VNC、VNHMU 之间，按照模型中的信号接口定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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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真实物理信号、通讯总线交联，构成半物理模拟试

工作。控制软件的开发工作转变为需求固定、变更很

验环境。

少的底层软件的编码；在半物理试验阶段，通过对分

在半物理试验环境下，在发动机系统层级，对矢

系统代码自动生成和实时仿真的方式逐步代入真实

量喷管控制系统的功能和性能开展验证。在飞行包线

对象，能够方便地开展“V”字模型右侧的自下而上的

点高度为 11 km、马赫数为 0.8 和发动机中间状态下，

逐级验证。实践表明该方法具有工程实用性和高效

分别开展偏转角和方位角从（0毅，
0毅）到（10毅，180毅）、

性，可为飞行 / 推进综合控制等复杂控制系统的开发

（10毅，0毅）、
（10毅，90毅）、
（10毅，270毅） 的全向矢量偏转试
验，试验结果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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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架式压气机机匣仿真计算分析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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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实现通过改变压气机机匣材料、结构形式和加工手段，达到减轻压气机机匣质量的目标，依照骨架式结构设计思
想，对某型压气机的机匣进行了骨架式结构的改进设计，即“桁架”式结构机匣，并针对这 3 种典型的结构机匣分别从静强度、模态
和包容特性等角度进行了仿真计算和对比分析，得到了现阶段最优方案为圆形开孔机匣。结果表明：该类骨架结构可以实现在不影
响机匣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将压气机机匣质量减轻 1 0%~20%，有效提高发动机推重比。
关键词：推重比；骨架式结构；压气机机匣；仿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9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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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Analysis of a Compressor Casing of Skeletal Supporting Frame Structure
YANG Fan1袁ZHANG Da-hai2 , FAN Shun-chang3
渊1.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 2. 93115 PLA Troops袁China; 3. Air Force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Shenyang Liming Aero-engine (Group) Co. Ltd,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ompressor casing weight by changing the casing material, structure form and manufacturing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skeletal supporting frame structure, the improved design of skeletal supporting frame structure for a

compressor casing was conducted, which was truss structure. The simula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kinds of typical structure
casing were performed respectively from the static stress, mode and containment capability, and the best scheme was obtained at present

that was circular opening casing.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keletal supporting frame should reduce the compressor weight as 10%~20% to
improve the engine thrust-weight ratio, which has no influence on casing application requirement.

Key words: thrust-weight ratio; skeletal supporting frame structure; compressor casing; simulation曰aeroengine

功运用在 F119 发动机的外涵机匣上[6]。

0 引言

本文针对某型压气机机匣，依据骨架式设计思

航空发动机的推重比是评价一型发动机优劣的

想，进行了结构改进设计，
主要方法是在机匣上开孔，

重要指标[1-2]，
而随着航空发动机气动和结构设计技术

并在机匣内壁面创建 1 层类似“蒙皮”的结构 [6]，而根

的不断发展，对部件质量逐步进行挤压，目前在材料

据不同的开孔样式，主要形成了 3 种典型的骨架式结

和制造工艺等方面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各部件已

构方案，通过多种仿真设计手段寻求不同形状开孔中

没有太多的减重空间了[3]。因此迫切需要应用先进的

的最佳开孔形状、开孔数量以及开孔尺寸，以期得到

结构设计手段对发动机结构进行创新性研发，来减轻

最优的骨架结构，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指明方向。

部件质量，
以便进一步提高发动机推重比[4]。为了进一
步提高航空发动机推重比，骨架式结构设计思想被引

1 开孔结构设计

入到发动机结构设计中，可以有效减轻部件质量，提

根据该型压气机机匣的结构细节，并考虑到机匣

高承力框架系统的材料利用效率[5]。目前该技术已成

内壁面“蒙皮”的设计、加工和装配等因素，机匣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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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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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孔位 置需 要 避 开 静 子

金，
这样得到原型机匣和 3 种开孔机匣质量对比的结

叶片上轴颈的安装位置、

果见表 1，
总体来看，3 种开孔方案均可以在原压气机

压气机 级间 引 气 位 置 及

机匣的基础上减质约 1/5，而独立来说，
三角形孔减质

引气机 构 、静子 叶片“T

图 1 某型压气机

型”安装槽等这些不易于

机匣开孔位置

封严设计的部位，这样可
以有效避免高压气体泄漏，并可使机匣内壁面“蒙皮”

效果最好，圆形孔次之，
矩形孔最差。
表 1 某型压气机机匣 3 种开孔后机匣质量对比
重量

减重效果

原型机匣

1

0

矩形孔

78.2％

-21.8％

三角形孔

74.6％

-25.4％

圆形孔

75.6％

-24.4％

和机匣本体的设计、加工得到简化，因此机匣上的开
孔位置如图1 所示。
另外考虑到开孔对整个机匣强度和刚度的削弱
影响，每段开孔位置的圆周方向上和发动机轴线方向
上均需形成至少 1 条不间断、连续的“筋”。3 种开孔
机匣结构的平面展开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矩形
孔开孔后会形成“格栅”形横纵“筋”
，且矩形孔沿纵向
长度不少于其周向宽度的 4 倍，这样可以便于控制机
匣上孔的总数量，
另外需要保证孔间间隔厚度不小于
3 ms。三角形孔开孔后会形成“米”字形“筋”，将三角
孔设计为等腰三角形，保证每条“边长”厚度不小于
3 ms。圆形孔开孔后会形成不规则形状的
“筋”，同样
需保证开孔后形成孔间间隔厚度不小于 3 ms。

2 仿真计算分析
2.1 静强度分析
虽然借鉴的是中介机匣骨架结构设计思路，但由
于压气机机匣与中介机匣的功能和工作环境区别很
大，
因此决定了骨架式压气机机匣不仅需要进行静强
度计算，还需要进行模态分析和包容性分析等仿真计
算，应尽可能利用多种仿真手段全方位描述和评估骨
架式结构设计方法对压气机机匣的影响。
根据压气机机匣的结构特点和所受载荷情况，在
对其静强度计算时首先利用 UG 软件进行 3 维建模，
然后将模型导入 ANSYS 软件进行加载和计算（原型机
匣和 3 种开孔机匣的 3 维分网模型如图 3 所示）[7-8]。

（a）矩形孔平面展开

（b）三角形孔平面展开

（a）原型机匣

（b）矩形孔机匣

（c）三角形孔机匣

（d）圆形孔机匣

（c）圆形孔平面展开
图 2 某型压气机机匣 3 种开孔平面展开

为了方便后续的仿真计算和对比分析，
3 种开孔
在机匣上的范围沿发动机轴线方向上完全一致，并且
在开孔结构设计过程中需保证矩形孔、三角形孔、圆
形孔的压气机机匣质量相近，偏差在 4％以内，具体
可以通过调节 3 种孔各自的总数量和细微结构尺寸
来调整机匣质量，
并且 3 种机匣的选材均为同种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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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机匣和 3 种开孔机匣的计算模型所划分的

机匣又进行了模态仿真计算，前 6 阶固有频率结果如

网格及节点数量见表 2，根据受力分析，在静强度计

图 5 所示，
从图中可见，
原型机匣、
三角形开孔机匣和

算中，压气机机匣需要考虑的稳态载荷包括机械载

圆形开孔机匣的固有频率计算结果相近，振动特性比

荷、气动载荷和温度载荷，主要又分为各级静子叶片

较一致，而矩形开孔机匣的振动特性则偏离较远。考

的扭矩，机匣内、外壁面的静压，
机匣所受的气体轴向

虑到压气机机匣的激振力主要是转、静子叶片带来的

力，所有构件产生的质量惯性载荷 。在这当中机匣

气流激励，
因此如果认为原型机匣的振动特性已避开

所受到的轴向力为其主要载荷之一，为了对比计算简

了压气机转、
静子叶片所引起的激振频率，不会被转、

便，在对强度计算模型进行加载时，主要在机匣后安

静子叶片引起共振，那么在气动状态和转、静子叶片

装边端面设置沿发动机轴向方向的作用力，环境温度

数量不变的情况下，
与原型机匣振动特性相近的三角

设为常温 22 ℃，另外约束机匣的前安装边端面沿发

形开孔机匣和圆形开孔机匣肯定也可以有效避开转、

动机轴向位移。这种加载方法即可以反映出机匣的主

静子叶片的激振频率，而与原型机匣振动特性相差较

要负荷情况，又能够使对比计算得到 简化。通过

远的矩形开孔机匣则存在很大的共振风险。

[12]

ANSYS Workbench 计算得到原型机匣和 3 种开孔机
匣的等效应力云图，如图 4 所示。
表 2 原型机匣和 3 种开孔模型单元和节点数量
节点数量

单元数量

原型机匣

197027

107001

矩形孔

357508

180939

三角形孔

253168

131837

圆形孔

261176

134132

图 5 原型机匣和 3 种开孔机匣模态计算结果

2.3 包容性分析
X

X
Z

Y

Z

Y

（b）矩形孔机匣

（a）原型机匣

压气机机匣的包容特性对整机安全性和可靠性
至关重要，
而在机匣转子叶片对应的位置上开孔将对
机匣包容特性有很大影响，因此也对原型机匣和开孔
机匣的包容性进行了仿真对比分析。

X
Y

X
Z

（c）三角形孔机匣

Y

Z

（d）圆形孔机匣

图 4 原型机匣和 3 种开孔机匣等效应力云图

由于原型机匣整体厚度近似均等，且第 1 级转子
叶片的质量最大，相应的叶片飞失能量也最大，对机
匣的包容也最不利，因此选取第 1 级转子叶片 1 片作
为叶片飞失的典型情况进行研究计算。首先利用能

从图 4 中可见，3 种开孔机匣等效应力的最大值

量法对原型机匣和开孔机匣进行初步包容性估算，按

比原型机匣的均有所增加，增幅在 3％～6％之间，等

照航空发动机设计手册中相关公式（1）和（2）进行估

效应力增大的幅度较小，
因为原型机匣有较大的强度

算 [12]，得到 1 片飞失转子叶片的动能为 9690 J，原型

储备系数，
所以 3 种开孔机匣也都能满足压气机强度

机匣的破坏总势能为 21035 J，约为叶片动能的 2.17

设计规范的要求。另外三角形开孔机匣应力增加的幅

倍，这表明该转子叶片不会飞出原型机匣，满足设计

度最小，矩形开孔机匣应力增加的幅度最大，圆形开

手册中机匣包容设计要求[10]。而由于开孔机匣的厚度

孔机匣则处于二者之间。

是变化且不均等的，因此需要对公式（2）中的机匣厚

2.2 模态分析

度 h 进行假设，依据开孔机匣质量与原型机匣质量的

由于开孔会导致机匣质量和刚度发生变化，因此
机匣的振动特性也随之变化，对原型机匣和 3 种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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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机匣壁厚 h 的 0.78 倍、
0.75 倍和 0.76 倍，这样得到

身中部撞击机匣[11-12]，出现第 2 个碰撞应力“波峰”，因

了 3 种 机 匣 的 破 坏 总 势 能 依 次 为 12798、11832 和

此在整个碰撞过程中会出现至少 2 个碰撞应力“波

12150 J，是叶片动能的 1.32 倍、1.22 倍和 1.25 倍，也

峰”的情况，从图 6 中的 4 条应力变化曲线也证明了

都能符合机匣包容的设计要求[10]，不过这是在机匣壁

这个特点。另外，4 条曲线的平均应力值比较相近，
并

厚假设关系前提下的估算结果。

不能看出显著差别，如果根据文献[13]的描述，平均壁

叶片动能计算公式

厚薄的机匣相应吸收碰撞能量也小，按照前面对 4 种

E＝0.5m（πn/30）R c

[10]

机匣平均壁厚的假设关系，开孔机匣碰撞应力理应比

式中：E 为叶片断掉部分的动能，N·m；
m 为叶片断掉

原型机匣小，但仿真结果并不是如此，所以前面对 4

部分的质量，kg；
n 为转速，r/min；R c 为叶片断掉部分

种机匣平均壁厚的假设关系并不能成立，依据能量法

的质心半径，m。

估算开孔机匣的包容特性也并不准确。骨架式结构虽

2

（1）

2

然提高了承力机构的材料利用效率，但并不能显著降

机匣破坏总势能计算公式

A ＝Lh 子（0.5K+n）
D

（2）

2

[10]

低叶片与机匣间的碰撞应力。

式中：L 为与机匣碰撞的叶片外缘截面面积的周长，

三角形开孔机匣在 0.947 ms 时出现了不包容情

m；
h 为与转子叶片对应的机匣平均壁厚，mm；
子D 为机

况，
应力云图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机匣外壁面虽

匣材料动态剪切强度极限，MPa；K 为弯曲变形经验

然没有撕裂性破损，
但转子叶片榫头与机匣的碰撞部

系数；n 为剪切变形经验系数。

位恰好处在了三角形孔的“真空”位置，因此虽然此时

如要更准确表达碰撞瞬间的具体情形以及要描

的碰撞应力绝对值并不高，但也发生了不包容情况，

述原型机匣和 3 种开孔机匣包容特性的细微差异，则

这也证明了按照平均壁厚假设关系的估算存在很大

应借助 LS-DYNA 或 ANSYS AUTODYN-3D 等非线

的误差。因此三角形开孔机匣尚需要对其薄弱部位进

性 显 式 分 析 计 算 软 件 。 此 处 采 用 ANSYS AUTO-

行强化设计：
（1）可以缩小三角形孔的面积；
（2）加厚

DYN-3D 程序分别对原型机匣和 3 种开孔机匣进行

其“米”
字形加强筋，
这 2 种强化手段不可避免的会增

了叶片碰撞的 3 维仿真计算，选取 1 片第 1 级转子叶

加机匣的质量。这样来看，
三角形开孔机匣在之前的

片飞失后与机匣发生碰撞，并根据机匣和叶片的网格

质量分析和静强度、模态仿真计算中所积累下来的优

大小选取了碰撞的持续时间为 3 ms ，得到原型机匣

势也将被减弱。

和 3 种开孔机匣各自的碰撞应力随时间变化曲线，如
图 6 所示（横坐标为碰撞时间，纵坐标碰撞应力进行
了无量纲化处理）。

图 7 三角形开孔机匣在 0.947 ms 时包容计算结果

在上述 3 维计算过程中，为了计算简便并未考虑
机匣和转子叶片所受的气动载荷等预应力，仅能反映
出机匣在碰撞过程中的变化趋势。后续将着手进行更
图 6 原型机匣和 3 种开孔机匣碰撞应力结果

结果表明：
叶片与机匣碰撞瞬间的共性特征是开
始时叶片叶尖接触机匣的内壁面后开始弯曲，同时在
机匣上形成轻微鼓凸，形成第 1 个碰撞应力“波峰”
。

为精确的 3 维模拟计算，
以及研究多片转子叶片同时
飞失的状况下，开孔机匣的表现。

3

结论
三角形开孔机匣虽然在质量、
静强度和模态分析

接着已弯曲的叶身贴着机匣内壁向前滑行，叶尖至榫

中表现良好，但其在包容特性仿真分析时出现了不包

头之间不断有新的弯曲产生，随后弯曲后的断叶以叶

容的情况，在 3 种机匣质量近似的情况下，还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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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设计上进一步强化。矩形开孔机匣则表现最差，

MA Tingting, LUO Guihuo, WANG Fei. Research on the design tech-

因其应力增幅较大，模态结果也偏离原型机匣较远。

nology of skeletal supporting frame structure [J]. Modern Machinery,

综合来看，
圆形开孔机匣表现优异，
虽然其在质量、静

2015（4）：
37-39. (in Chinese)
[7] 浦广益. ANSYS Workbench 基础教程与实例详解 （第二版）[M]. 北

强度和模态分析中的表现处于中游，但其可以满足机

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
48-242.

匣的包容要求，同样具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后续可

PU Guangyi. ANSYS workbench basic tutorial (2nd ed) [M].Beijing:
China Water Power Press 2013：
48-242. (in Chinese)

以尝试以拓扑优化的方法进行正向设计。
通过上述的对比计算分析，可以看出，骨架式结

[8] 周柏卓，
杨士杰. 航空涡喷、涡扇发动机强度设计系统[J]. 航空发动
机，
2003，
29（4）：
32-34.

构在压气机机匣上是可行的，至少可以将原型机匣的

ZHOU Baizhuo, YANG Shijie. The strength design system of the tur-

质量减轻 10%~20%，收益比较可观，值得更进一步的

bojet and turbofan engine [J]. Aeroengine, 2003，
29 （4）：32-34. (in
Chinese)

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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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轴发动机端齿连接结构接触状态分析
沈

祥 1，
曹

鹏2

（1.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上海 201210；2.中国航发湖南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株洲 412002）

摘要：为了研究涡轴发动机端齿连接结构接触状态变化的发生机理及规律，根据涡轴发动机端齿连接的结构特征、受力分析
和考虑滑移的切向接触受力原理，确定了端齿连接结构齿面接触状态的影响因素；并通过有限元分析方法，研究了齿面接触状态的
变化规律。计算结果表明：转速和轴向压紧力对接触状态有重要影响；转速越高，则齿面接触区域变小，接触应力和滑移距离变大；
轴向压紧力越大，则齿面接触区域越大，接触应力和滑移距离也越大；而摩擦系数对接触状态的影响不明显。研究结果对端齿连接
高速转子的结构设计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指导。
关键词：端齿；接触形式；接触应力；滑移距离；涡轴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91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7.04.007

Contact State Analysis of Turboshaft Engine Rotor with Curvic-Coupling Joint Structure
SHEN Xiang1, CAO Peng2
渊1. COMAC Shanghai Aircraft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201210, China;
2. AECC China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 Zhuzhou Hunan 412002,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mechanism and law of contact state change of curvic-coupling of turboshaft engine rotor,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tact state for curvic -coupling joint structure we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mechanics
characteristics, and force principle of tangential contact considering sliding, and the changing rule of contact state for curvic-coupling was
studied by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ethod. The calculating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volving speed and axial preload have important effects on

curvic -coupling contact state; the greater the revolving speed is, the smaller the contact area is, and the greater the contact stress and

sliding distance are; the greater the axis preload is, the greater the contact area is, and the greater the contact stress and sliding distance are;

and the influence of friction coefficient on contact state is not obvious. The study results provide technical guidance of structure design for
rotor with curvic-coupling.

Key words: curvic-coupling; contact form; contact stress; sliding distance; turboshaft engine

匮乏，还停留在接触现象的试验描述阶段。因此，转

0 引言

子连接接触状态变化的发生机理和变化规律研究

由于受转子工作温度的差异和制造装配技术水
平的限制，在航空发动机中广泛采用连接结构将多段

非常必要，对发动机强度振动研究 [4-7]和故障排除也
具有重要意义。

不同的转子连接成一体。在传统强度振动分析中，常

本文以涡轴发动机转子端齿连接结构 [8]为例，基

忽略连接结构的配合特征，将其直接简化建模，一方

于带滑移的切向接触力学原理 [9]，结合端齿连接的结

[1]

面无法知道接触面的接触应力 是否安全，另一方

构特征及受力特点，
并通过有限元分析方法确定了端

面忽略了连接结构对转子几何特征连续 性的影响

齿连接结构接触状态的影响因素，
同时揭示了齿面接

[2]

触状态的变化规律；
为端齿连接结构微动损伤和刚度

，无法知道连接面接触状态是否可靠。目前，国内
[3]

外关于航空发动机连接结构接触状态的研究 非常

削弱[10]的机理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收稿日期：2017-02-01
作者简介：沈祥（1990），男，硕士，工程师，从事民用飞机环控系统性能和强度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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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触力学原理

接近零，切向应力趋近无穷大，所以在接触边界永远
不能满足式（2），
接触边界总有滑移。因此在中心区域

1.1 接触状态定义
接触状态是反映接触面力学性能的综合参量[11]，
包括接触形式和接触参数。
接触形式是反映连接结构接触面物理状态的表
征；在工作过程中，连接结构接触面一般有 4 种接触
形式，各接触形式的力学性质如下：
（1）张开：接触面之间为未接触，没有热传导也没

存在一圆形的黏滞区，其周边则为环型滑移区，在滑
移区与张开区之间存在准接触区域，
则得到如图 1 所
示的法向和切向应力分布。随着切向力 F子 不断增大，

黏着区的接触圆周向接触中心靠近，即切应力 子(r)大

于摩擦应力 滋滓(r)的区域逐渐扩大，滑移的区域也逐
渐扩大，当 F子=滋FN 时，发生完全滑移。

2 端齿连接结构

有力的相互作用；
（2）准接触：又称近似接触，接触面紧贴在一起，
之间有热传递但无力的相互作用；
（3）黏滞：接触面之间有力的相互作用，当接触面
之间的切向力小于最大静摩擦力时，接触面之间保持
黏滞状态，
接触点之间为弹性变形；
（4）滑移：接触面之间有力的相互作用，当接触面
之间的切向力大于最大静摩擦力时，接触面之间发生
相对滑移。
接触参数则体现接触面上的受力特征，包括滑移
距离 S、
接触法向应力 滓 和接触切应力 子。

2.1 结构特征
端齿连接结构广泛运用涡轴发动机转子的轴轴
连接、轴盘连接和盘盘连接中[13]。其主要结构特征是
盘轴、盘盘之间采用圆弧端齿定心传扭，中心长螺栓
轴向拉紧，长螺栓的轴向压紧力保证轴盘、盘盘间端
齿的充分接触、压紧，端齿间由齿面间正压力在周向
上的分量传扭。在发动机工作时，
压气机和涡轮产生
的巨大轴向力被长螺栓上的轴向压紧力抵消。某型采
用端齿连接的组合压气机[14]如图 2 所示，端齿连接结
构几何形状剖面[15]如图 3 所示。

1.2 考虑滑移的切向接触
典型的接触形式分布以球 - 平面接触 [12]为例（如
图 1 所示），球体受正压力和切向力作用。假设 2 个物
体之间存在干摩擦，根据库伦摩擦定律：动摩擦应力
子k 等于法向应力 滓 乘以摩擦系数 滋，最大静摩擦应力
子max 近似等于动摩擦应力 子k
子max=滋滓，
子k=滋滓

图 2 采用端齿连接结构的组合压气机

（1）

黏着发生的条件为
子≤滋滓

（2）

滑移

图 3 端齿剖面

黏滞

2.2 端齿齿面受力分析
端齿连接结构在装配时受到轴向压紧力作用以
切应力 子(r)

保证稳定可靠的连接，端齿齿牙斜角为 60毅，静态下
齿面受力状态如图 4 所示。

摩擦应力 滋滓(r)

球体
平面
FN

F子

图 1 球 - 平面接触模型的滑移圆环

由于接触界面之间的弹性变形，接触法向应力在
接触中心较大，向四周逐渐减小。由于边界法向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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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压紧力 F 垂直于齿面的正压力分量和沿齿
面方向的分量分别为
FN=Fcos60°

（3）

F子=Fcos60°

（4）

接触面上能达到的最大静摩擦力约为
f=滋FN=滋Fcos60°

NearContact

Sliding

NearContact

（5）

Sliding

（b）赘=35680 r/min

（a）赘=0 r/min

2.3 接触状态的影响因素
一般金属界面摩擦系数 滋≈0.3，当金属面处于磨
损初期时，滋≈1。很明显，
最大静摩擦力 f<Fτ，必然造
成端齿接触面发生（局部）滑移。
由以上分析可初步得到，轴向压紧力 F 和摩擦系

NearContact

Sliding

NearContact

（c）赘=40140 r/min

数 滋 是影响接触面接触形式和接触应力的重要参数。

Sliding

（d）赘=44600 r/min

图 6 各转速状态下的接触形式

另外，发动机转子转速 赘（离心力）[16]同样可以引起端
齿在径向上的弹性变形，
对齿面各接触形式和接触应
力分布也具有重要影响。

3 有限元分析

s/mm
0

根据端齿连接结构特征参数，建立其周向周期对

s/mm

0.003471 0.006943 0.010414 0.013886

0

（a）赘=0 r/min

0.009671 0.019342

0.029012 0.038683

（b）赘=35680 r/min

称有限元模型（如图 5 所示），并在接触面定义非线性
接触单元进行接触状态分析。
s/mm
0

0.011239

0.022479 0.033718 0.044957

s/mm
0

0

（c）赘=40140 r/min

0.013113

0.026226

0.039339

0.052452

（d）赘=44600 r/min

图 7 各转速状态下的滑移距离

赘

图 5 有限元模型
滓/MPa

有限元模型左端固支，在右端施加轴向压紧力

0

55.8064

111.613

167.419

223.225

滓/MPa
0

182.584

273.877

365.169

（b）赘=35680 r/min

（a）赘=0 r/min

F，在轴向施加预定的转速赘，并在轮盘上施加和转速

91.2922

相应的径向力模拟叶片离心力。
3.1 转速的影响
在 滋=0.2、F=80 kN 状态下施加不同转速，并在轮
盘径向上施加相应大小的外力模拟叶片离心力，计算
分析端齿连接结构接触状态的变化规律。各转速 赘

滓/MPa
0

90.5654

各转速下接触形式仅有张开和滑移 2 种形式，在
滑移状态下接触切应力等于摩擦系数与接触法向应
力的乘积。各转速下端齿接触面滑移面积、滑移距离
和接触应力计算结果见表 1。

PDF pdfFactory Pro

295.696

394.262

（c）赘=40140 r/min

滓/MPa
0

109.129

218.258

327.387

436.516

（d）赘=44600 r/min

图 8 各转速状态下的压应力分布

下的齿面接触形式如图 6 所示，滑移距离如图 7 所
示，接触法向应力如图 8 所示。

197.131

表 1 各转速下的接触状态计算结果
赘/(r/min)

滑移面积比/%

0

100

35680

94.8

44600

77.9

40140

www.fineprint.cn

88.6

Smax /mm

滓max /MPa

0.0435

410.82

0.0155
0.0506
0.0590

251.13
443.54
4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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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对接触状态的影响很大，在低转速时整个端
齿接触面均没有张开，为滑移状态；当转速超过某一
值，靠近外径的齿面出现张开现象，传力面积向靠近
内径处集中。最大滑移距离和最大接触应力几乎出现
在靠近内径的接触面，这是端齿齿牙发生径向变形

滓/MPa
0

96.7519

290.256

（c）F=60 kN

后，因靠近内径的接触面相互挤压严重造成的，该接

387.008

滓/MPa
0

109.129

218.258

327.387

（d）F=80 kN

436.516

图 11 各轴向压紧力作用下压应力

触面位置的微动磨损相较其它位置严重，易诱发疲劳
裂纹。

193.504

各轴向压紧力作用下端齿接触面滑移面积、滑移

3.2 轴向压紧力的影响

距离和接触应力的计算结果见表 2。

在 滋=0.2、
赘=44600 r/min 工作状态下，各 F 作用
下的齿面接触形式如图 9 所示，滑移距离如图 10 所
示，
接触法向应力如图 11 所示。

表 2 各轴向压紧力作用下的接触状态计算结果
F/kN

滑移面积比/%

20

35.9

60

66.7

53.7

40

78.5

80

Smax /mm

滓max /MPa

0.052

368.37

0.047

280.52

0.056

435.38

0.059

491.08

在工作转速 赘=44600 r/min 状态下，相当部分接
NearContact

Sliding

NearContact

（a）F=20 kN

Sliding

触面积转变为准接触形式，
仅有靠近内径部分接触面

（b）F=40 kN

仍保持为滑移形式。随着轴向压紧力的增大，滑移区
域逐渐扩大，向外径处延伸，增大轴向压紧力可以有
效扩大传力区域面积。最大滑移距离随轴向压紧力的
变化不大，但滑移面积和接触应力均明显增大，且最

NearContact

Sliding

NearContact

（c）F=60 kN

大滑移距离和最大接触应力分布不均，仍集中在靠近

Sliding

（d）F=80 kN

内径区域。
3.3 摩擦系数的影响

图 9 各轴向压紧力作用下接触形式

在 F=80 kN、
赘=44600 r/min

作用下，改变齿面

摩擦系数 滋，齿面接触形式如图 12 所示，滑移距离如
图 13 所示，接触法向应力如图 14 所示。
s/mm
0

0.010477 0.020954

0.031431 0.041908

（a）F=20 kN

s/mm
0

0.011573

0.023145

0.034718

（b）F=40 kN

0.046291

NearContact
s/mm
0

0.012407

0.024813 0.03722

（c）F=60 kN

0.049627

0.013113 0.026226

0

Sliding

（a）滋=0.2

s/mm

NearContact

Sliding

（b）滋=0.3

0.039339 0.052452

（d）F=80 kN

图 10 各轴向压紧力作用下滑移距离

NearContact
滓/MPa
0

62.337

124.674

187.011

（a）F=20 kN

PDF pdfFactory Pro

249.348

滓/MPa
0

81.8597

163.719

245.579

（b）F=40 kN

Sliding

（c）滋=0.4

NearContact

327.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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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ding

（d）滋=0.5

图 12 接触形式随摩擦系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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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速是引起端齿连接结构接触状态变化的主
要原因。在转子高速运动过程中，
端齿径向变形不协
调造成部分接触面张开，接触面积减小；而另一部分
s/mm
0

0.13113

0.26226

0.39339

0.52452

s/mm
0

（a）滋=0.2

0.12387

0.024774

0.037161

（b）滋=0.3

0.049548

接触面相互挤压，同时大滑移区域和大应力区域也处
于这一位置。
（2）随着轴向压紧力的增大，端齿齿面接触面积
明显扩大，但是接触应力和滑移距离也随之增大；增
大轴向压紧力会加剧齿面的接触损伤。

s/mm
0

0.011801

0.023601

0.035402

s/mm
0

0.047203

（c）滋=0.4

0.11308

0.022617

0.033925

0.045233

（d）滋=0.5

图 13 滑移距离随摩擦系数变化

（3）摩擦系数对接触形式和接触法向应力几乎无
影响，但直接影响切向接触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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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收 - 扩喷管与球形收敛调节片喷管的性能对比研究
游

磊 1,2，
王

强 1,2，刘笑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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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比二元收 - 扩喷管（2DCD）与球形收敛调节片喷管（SCFN）的性能，基于 CFD 数值计算软件对 2 种喷管在相同工作
点下进行了内外流场计算与分析。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相同高度及飞行马赫数条件下，SCFN 的流量系数相较于 2DCD 呈现出较大
不同，推力系数则略差于 2DCD；在低落压比条件下，2 种喷管内流对后体阻力特性影响不大；在高落压比条件下，2 种喷管内流对后
体阻力特性影响较大。
关键词：非轴对称喷管；数值模拟；推力系数；后体阻力系数；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 1 .3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7.04.008

Comparative Study on Performance of Two Dimensional Convergent-Divergent Nozzle and
Spherical Convergent Flap Nozzle
YOU Lei1,2, WANG Qiang1,2, LIU Xiaoyu1,2
渊1.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曰 2.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Advanced Aero-Engine,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of two Dimensional Convergent-Divergent Nozzle (2DCD) and Spherical Convergent

Flap Nozzle (SCFN), the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low field at the same operating point based on CFD
computational simulation software were performe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same altitude and

flight Mach number, the mass flow coefficient of SCFN compared to the 2DCD's exhibits quite different and the thrust coefficient of SCFN is
slightly worse than the 2DCD'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ow nozzle pressure drop ratio, internal flow of two kinds of nozzles has little effect on
after-body drag coefficien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igh nozzle pressure drop ratio, internal flow of two kinds of nozzle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after-body drag coefficient.

Key words: non-axsymmetrically nozzle; numerical simulation; thrust coefficient; after-body drag coefficient; aeroengine

John G T 等通过试验的方法对 SCFN 进行了大量研

0 引言

究，
得到了大量不同矢量状态下的内特性数据[6]。国内

针对现代飞机对机动性及起飞着陆性能要求的

的王菲、额日其太等通过对 2DCD 不同部位辅助注气

不断提高，推力矢量能力逐渐发展成为评价未来战斗

对其内流特性展开了研究，
发现了扩张段辅助注气可

机性能必不可少的重要要求与技术指标 。为保证喷

以显著提高喷管矢量性能[7]。王宏亮、
张靖周等对喉道

管红外隐身性能,减小喷管与飞机机体的干扰阻力,同

宽高比为 2.083 的 SCFN 在不同俯仰和偏航矢量状态

时兼顾飞机机动性能，2DCD 与 SCFN 等非轴对称喷

下进行喷管静态内特性研究，得出了俯仰相较于偏航

管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2-4]。

动作对性能有更大的影响[8]。虽然国内外对 2DCD 及

[1]

国外的 David M S, Richard R C 等通过改变喷管

SCFN 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试验与数值模拟方面的研

落压比、
喉道面积等方式对二元收 - 扩喷管在不同使

究 [5-11]，但相关领域对于 2DCD 及 SCFN 流量特性、推

用高度下的推力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

力特性及后体阻力特性的对比研究相对较少。

。Bobby L B,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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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在设计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排气系统方案，

其中，收敛段长度为 L；收敛角为 琢；扩张段长度

本文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得出了 2DCD 及 SCFN 在

为 x；扩张角为 啄；尾部收敛角为 兹；圆转方过渡段长

不同工况下的流量特性、推力特性、后体阻力特性及

度为 s；喉道面积为 A 8 及喷管出口面积为 A 9。

其性能对比。

2DCD 的整体外形及剖面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
见，外壁面逐渐收敛至喷管出口，控制收敛角不要过

1 数值模拟方法

大，
减小安装推力损失。喷管计算网格如图 3 所示，从

1.1 计算方法
为了得到喷管的气动特性，使用 FLUENT 软件
对 2 种喷管进行了内外流场的数值模拟。采用的算法
为时间推进的有限体积法，选用强守恒形式的 N-S
方程作为控制方程，为了保证收敛速度并提高数值模
拟的精度，
模拟过程选用了 2 阶迎风格式作为离散格

图中可见，
喷管采用结构化网格划分，在收敛段、喷管
出口、近壁区进行了网格加密。考虑到 2DCD 的对称
性，在数值计算中使用 1/4 喷管模型，计算域径向半
径为 10 倍的喷管出口当量直径，喷流方向为 50 倍的
喷管出口当量直径。

式。湍流模型选用重整化群（RNG）的两方程模型[12]，
相关研究表明，在高 Re 数下，重整化群的 k-着 模型
相对于标准 k-着 模型具有更适合处理流动过程包含
大弯曲状态流动、
分离流动及快速应变现象的优势[13]。
（a）喷管整体外形

1.2 喷管几何结构及边界条件
1.2.1

（b）喷管剖面
图 2 2DCD

二元收 - 扩喷管
2DCD 内壁面由圆柱形直筒段、圆转方过渡段和

Y

喷管收敛 - 扩张段 3 部分组成，喷管几何结构如图 1

Z

Z

X

X

Y

所示。圆转方过渡段型面满足超椭圆方程，按等宽度、
等面积规律过渡。过渡段长度为 300 mm；
喷管进口面
积为 0.801 m2。2DCD 设计见表 1。
L:600

X:900

（a）全流场网格

S:900

（b）XY 平面网格加密
X

ZY

（c）外壁面网格

1100
2200

（d）内壁面网格
图 3 2DCD 网格

1100

喷管进口设定为压力进口，进口压力根据不同的
落压比设定，喷管壁面设定为无滑移绝热边界，远场

700

条件根据飞行高度和模拟需求设定[14-15]。
40.3

本研究针对 2DCD 及 SCFN 分别模拟得出了在
工况 1（11 Km，0.8 Ma）、工况 2（11 Km ，1.6 Ma）下
改变落压比时的流量系数曲线、推力系数曲线及工况

图 1 二元喷管几何结构

工况 4（11 Km，
NPR=23）下变 Ma 数
3（11 Km，NPR=6.4）、

表 1 2DCD 设计参数
琢/（毅） x/mm

啄/（毅） 兹/（毅） s/mm A 8/m

A 9/m

时的后体阻力系数曲线。工况 1 的进口总温为 854.9 K，

工况 1（3） 600

40.30

900

4.10

18.1

300

0.277

0.425

静温为 217 K，静压为 22.7 kPa；工况 2 的进口总温

工况 2（4） 600

46.34

900

9.93

15.6

300

0.209

0.520

1256.5 K，
静温静压与工况 1 相同。工况 3 的进口总温

L/mm

PDF pdfFactory Pro

2

2

www.fineprint.cn

游

第4期

43

磊等：二元收 - 扩喷管与球形收敛调节片喷管的性能对比研究

854.9 K，落压比（NPR）为 6.4，静 温 为 217 K，静 压 为

量直径，喷流方向网格长度为 50 倍的喷管出口当量

22.7 kPa，飞行马赫数不断增加；
工况 4 的入口总温为

直径。

1256.5 K，
NPR 为 23，静温静压及飞行马赫数变化情况

为保证对比结果的可信度，SCFN 的边界条件与

与工况 3 相同。

2DCD 相同，即设定压力入口，入口总压由落压比决

1.2.2

定，流场壁面给定无滑移条件，在工况 1、2 下计算内

SCFN

SCFN 由圆柱形直筒段、球形收敛段、喷管扩张段
3 部分组成。所设计的 SCFN 与 2DCD 入口面积为
A 7、
L、A 8、
A 9 等几何结构参数保持一致。SCFN 设计参
数见表 2，其中 R 为球形收敛段球体直径，喷管整体
外形及剖面如图 4 所示。

流推力系数，
在工况 3、4 下计算外流阻力系数。

2 计算结果与分析
2.1 算例验证
为保证模拟过程准确性并验证湍流模型选择是
否合理，选择了文献[16]中的湍流模型，边界条件与其

表 2 球形收敛调节片喷管设计参数
L/mm

x/mm

兹/（毅）

A 8/m2

A 9/m2

工况 1（3）

啄/（毅）

1100

900

4.68

13.50

0.277

0.425

工况 2（4）

1100

900

9.93

11.87

0.209

0.520

中算例相同，给定压力入口条件，飞行高度与飞行马
赫数，流场壁面条件为无滑移壁面。测压点位置如图
6 所示，选择图中内外壁面各 2 组位置进行验证，其
验证结果如图 7 所示。
Row 1

（a）喷管整体外形透视

Row 2

Row 6
Row 7

Row 3
Row 4

Row 8

Row 5

Row 9

（b）喷管剖面
（a）外壁面测压位置

图 4 SCFN

图 6 喷管压力测点位置

喷管计算网格如图 5 所示，为保证与 2DCD 数值
模拟条件一致，SCFN 采用结构画网格划分技术，对
收敛段、喉道处、喷管出口区域以及近壁面都做了相

（b）内壁面测压位置

其中：Cp, 茁 为压力系数；X=0 为喷管入口；L 为喷
管长度；P 为当地静压；
P0 为入口压力。

应的加密处理以满足计算要求。由于对称性，网格模

从图 7 中（a）、
（b）可见，该 2DCD 外壁面压力系

型 同样 只选择 了 1/4 用于 计算 。 网格计 算 区 域 与

数大小与试验结果吻合良好，但由于 2DCD 的外壁面

2DCD 相同，计算域径向半径取 10 倍的喷管出口当

为矩形，存在一定的 3 维流效应。在喷管出口台阶处，
内外流掺混作用使流动更加复杂，
导致数值模拟结果
存在一定偏差。从图 7 中（c）、
（d）可见，喷管内壁面压
力分布数值计算结果与试验值基本吻合，这个结果表
明所使用重整化群的两方程模型结合标准壁面函数
可以较准确模拟二元喷管内外流场特征。
0

（a）全流场网格

（b）XY 平面网格加密
X

-0.2

YZ

数值结果
试验数据

-0.4
-0.6

-0.8
0.86

（c）外壁面网格

（d）内壁面网格
图 5 SCFN 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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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2
-0.2
数值结果
试验数据

0.30.40.5

0.4 0.5
0.7
0.9
1.1 0.8 1.2
1.0
1.3

-0.4

1.5

0.3
-0.6
0.88

0.90

0.92

0.94

0.96

0.98

1.4

0.6 0.8
0.7

0.4

0.86

1.0
0.7 0.8
1.1
1.0 0.9
1.41.3 1.2 1.5
1.6

（b）SCFN 喉道处 XY 截面 Ma

1.00

X/L

（b）Row3

0.4

1.0

0.8

0.6 0.8
0.4
0.61.20.81.4 1.0

0.4

数值结果
试验数据

0.9

0.40.6

0.61.20.81.6

0.8
0.7
0.6
0.5
0.4
0.3
0.2
0.88

0.86

0.90

0.92

0.94

0.96

0.98

（c）2DCD 喉道处 XZ 截面 Ma

1.00

X/L

（c）Row6

0.8

0.9

数值结果
试验数据

0.8

0.8

0.8
0.6

1.0

0.7

0.8
0.4 0.6

0.6

0.6
1.2

0.2

1.4

1.4

1.8

1.2

0.5

1.6

0.2

0.4

1.6

1.8
1.0

0.3

（d）SCFN 喉道处 XZ 截面 Ma

0.2
0.86

0.88

0.90

0.92

0.94

0.96

0.98

图 8 2DCD 与 SCFN 在喉道对称面处 Ma

1.00

X/L

（d）Row8
图 7 壁面压力系数对比

可见，SCFN 的扩张段马赫数线值在该截面靠近壁面
处较小，反映了靠近壁面处存在低速区，表现出明显

2.2 喷管流场特性
以 X 轴为流动方向，Y 轴为喉道高度方向建立
喷管模型。
常规 2DCD 与 SCFN 在工况 1，当 NPR=8 时的 XY
截面及 XZ 截面喉道处的等马赫数（Ma）线如图 8 所示。

的 3 维流效应，由此表明 2 种喷管由于收敛段型面的
不同对内流扩张段造成的影响不同。
X=0 表示喷管平直段进口处。在 X=2200 时喷管
出口处截面局部压力分布云图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

在内流分别经过 2 种喷管不同的型面收敛段后，

24500

25000

25000
26000
26500

26000 25500
26500

主流在扩张段内马赫数不断增大。从图 8（a）中可见，
在 XY 截面 2DCD 的扩张段等马赫数大小反映了气

27000

28500
29000

25500
27000
28500 29000
29500
30000

29500

流流经扩张段时 2 维稳定加速状态，而从图 8（b）中

（a）2DCD
0.2

27000
0.4

0.3
0.4

0.9 1.1 1.0 0.7 1.51.4
0.7 1.20.50.6
1.51.31.5
1.4
1.3
0.91.2

0.5

1.4
0.5

0.6

0.7

1.0 1.2

27500

1.4

1.4 1.5

（a）2DCD 喉道处 XY 截面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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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027000
28000

（b）SCFN
图 9 工况 1 NPR=8 时喷管出口处压力分布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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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2 种喷管在出口处压力分布情况，2DCD 在整个出

1.00

口区域压力值均大于环境压力 22.7 kPa，而 SCFN 压

0.95

力值大于环境压力 22.7 kPa 的区域只占出口面积的

0.90

2D
SCFN
0

2/3 左右，表明了 SCFN 内气流整体膨胀程度要大于

10

20

30
NPR

40

50

（a）11 Km 0.8 Ma

2DCD。
2.3 喷管流量特性

1.00

喷管内流特性直接影响发动机的推力，内流特性

0.95

可以用流量系数（Cm）和推力系数（CF）表示。采用 2.1

0.90

中算例验证的方法模拟了 2DCD 和 SCFN 在工况 1、

0.85

工况 2 下，NPR 变化时的流量系数曲线如图 10 所示。

0.80

2D
SCFN

0.75
0.70

1.00
0.95

0.65

2D
SCFN

0.90

10

10

0
20

NPR

30

40

50

20

NPR

30

40

50

（a）11 Km 1.6 Ma

（a）工况 1（11 Km 0.8 Ma）

图 11 喷管推力特性曲线

1.00
0.95
10

20

NPR

（2）在工况 1 变落压比时，2DCD 内流推力系数

SCFN

2D
0

30

40

50

均大于 0.92，
SCFN 的内流推力系数也均大于 0.91。

（b）工况 2（11 Km 1.6 Ma）

当 NPR 小于 6.4 时内流推力系数随 NPR 增大而增加，

图 10

当 NPR 大于 6.4 时随 NPR 增大而减小，NPR=6.4 时达到

喷管流量系数曲线

从图 10 中可见，2DCD 的流量系数曲线在 NPR 改

最大值。因为工况 1 下理想膨胀 NPR 为 6.4，NPR 小于

变时变化很小，而 SCFN 的则先上升后下降，并且存

6.4 时喷管处于过膨胀状态，NPR 大于 6.4 时喷管处于

在 1 个对应 NPR 的极大值点。2DCD 流量特性曲线规

欠膨胀状态，
不同对应状态下 2 种喷管的轴向速度云

律符合喷管在一定收敛角下可用膨胀比关系图 ，而

图分别如图 12~14 所示。

[17]

SCFN 的流量系数呈现出了不同规律。
结合图 8 可知，
SCFN 与 2DCD 的截面处声速线分布有很大的不同，
SCFN 复杂的球形收敛段使得喷管声速面复杂且向
后移，造成了流量系数在随 NPR 变化时与 2DCD 规律
不同。

X V（m/s）
/

Y

850
800
750
700
650
600
550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Z

X V（m/s）
/ 850
X

X

800
750
700
650
600
550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Y
Z

2.4 喷管推力特性
内流推力系数是描述喷管内流特性的重要参数，
图 12 工况 1 NPR=6.4 时喷管轴向速度云图

工况 1、工况 2 下，当 NPR 改变时的内流推力特性曲
X V8 00（m/s）
/

线如图 11 所示。
从图 11（a、
b）中可见：
（1）SCFN 的内流推力系数略小于 2DCD。结合轴
向速度及压力云图（如图 12 所示）分析可知，
SCFN 的

（b）SCFN

（a）2DCD

采用 2.1 中算例验证的方法模拟了 2DCD 和 SCFN 在

Y

7 50
7 00
6 50
6 00
5 50
5 00
4 50
4 00
3 50
3 00
2 50
2 00
1 50
1 00
50
0

Z

X V（m/s）
/
X

X

800
750
700
650
600
550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Z

球形收敛结构可以更好地保证横向结构矢量效率与
隐身能力，但球形表面流动较为复杂，造成了少量的
推力损失。在实际使用中，相对于 2DCD，
SCFN 可以

（b）SCFN

图 13 工况 1 NPR=4 时喷管轴向速度云图

做得更短，便于减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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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X V（m/s）
/
1000
9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Z

X V（m/s）
/

Y

1000
9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X

喷管外壁面压力云图如图 16 所示。从图中可见，

X

Z

2 种喷管外壳表面压力分布基本相同，靠近出口处高
压区范围分布不大，
其后体阻力特性也基本一致。
（2）在高 NPR 时，内流对外流后体阻力特性影响
较大。工况 4 是在高 NPR 条件下，2 种喷管阻力系数同
样呈现随马赫数增加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但 SCFN
阻力特性比 2DCD 略差。喷管外壁面压力云图如图

（b）SCFN

（a）2DCD

17 所示，从图中可见，喷管外壁面靠近出口处高压区

图 14 工况 1 NPR=18 时喷管轴向速度云图

域相比于低进口落压比时扩大很多，出口位置存在较
2.5 后体阻力特性

大压力梯度，
从而对外流阻力系数产生较大影响。

外流摩擦阻力计入飞机阻力[18]，喷管外流阻力定
义为压差阻力，其大小是喷管外壳平直段到喷管出口
截面沿喷管外壁面压力积分。利用 2.1 节中算例验证

P/Pa

P/Pa
24300
23000
22000
21000
20000
19000
18000
17000
16000
15000

Y

X
Z

X
Z

24300
23000
22000
21000
20000
19000
18000
17000
16000
15000

Y

的方法模拟了 2DCD 和 SCFN 在工况 3、工况 4 飞行
马赫数变化时的外流阻力特性曲如图 15 所示。从图
中可见：
（1）在低 NPR 时，内流对外流阻力特性影响不大。
工况 3 是在低 NPR 条件下，2 种喷管外流后体阻力系

（a）2DCD

图 16 工况 3 Ma=0.6 时喷管外壁面压力云图

数大小随飞行马赫数增加先增大后减小，且二者大小
基本相同。

（b）SCFN

Z

P/Pa
24000
23000
22000
21000
20000
19000
18000
17000
16000

Y X

P/Pa

X

24000
23000
22000
21000
20000
19000
18000
17000
16000

Y

Z

0.07
2D
SCFN

0.06
0.05

（a）2DCD

0.04

（b）SCFN

图 17 工况 4 Ma=0.6 时喷管外壁面压力云图

0.03
0.02

需要说明的是，在高空低马赫数情况下，出现了

0.01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Ma

阻力系数为负的情况，因为在此飞行条件下，摩擦阻
力相比于压差阻力占据了主要部分，但其影响效果计

（a）11 Km, NPR=6.4

入飞机总阻力不计入喷管后体阻力，
而外壁面收缩段

0.06

存在减速扩压形成的相对高压区，
与此同时外壁面边

2D
SCFN

0.05

界层内未出现外流马赫数较大时常出现的大面积气

0.04

流分离现象，所以出现压差阻力系数为负值，但实际

0.03

总阻力（压差阻力与摩擦阻力之和）效果为正的情况。

0.02

3 结论

0.01

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对相同气动几何参数的

0
0.6

0.8

1.0

1.2

1.4

1.6

1.8

Ma

（b）11 Km, NPR=23
图 15 喷管后体阻力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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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CD 及 SCFN 内外流场进行了 3 维数值计算。得到
的主要结论：
（1） 在相同工况下，由于收敛段型面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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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FN 相较于 2DCD 的 3 维流效应明显，且出口处内

WANG Hongliang, ZHANG Jingzhou, SHAN Yong. Numerical study on

流膨胀程度要高于 2DCD 的。

static internal performance of spherical convergent flap nozzles[J]. Jour-

（2）在相同高度及飞行马赫数条件下，在一定 NPR
范围内，随 NPR 增大，2DCD 的流量系数基本保持不

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2008, 29（4）：
443-447.（in Chinese）
[9] 李荣松，王强，额日其太. 尾缘修形的二元喷管内外流场数值研究
[J].航空动力学报，
2005,20（3）：
389-393.

变，
而 SCFN 的先增大后减小；
SCFN 的内流推力特性

LI Songrong, WANG Qiang, ERI qitai.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则略差于 2DCD。

two-dimensional nozzle with trailing edge modification [J]. Journal of

（3）在低 NPR 条件下，喷管内流对外流阻力系数
影响不大，2 种喷管后体阻力特性基本一致；在高 NPR

Aerospace Power，
2005,20（3）：389-393.（in Chinese）
[10] 李小彪，徐凌志，李俊萍，等. 涡扇发动机二元喷管模型吹风对比
试验[J]. 推进技术，2007,28（3）：
261-263.

条件下，喷管内流通过影响出口处外壁面压力分布，

LI Xiaobiao, XU Lingzhi, LI Junping et al. Model comparative test for

SCFN 的后体阻力系数相较于 2DCD 略大。

infra-red stealth nozzle of gas turbine engine[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2007,28（3）：261-263.（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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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气机稳定边界的数值预测研究
靳

楠，
胡

骏，
李

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为研究不同压气机稳定性预测方法的准确性，采用最大静压升系数法与商用 CFD 软件，对某 ４ 级低速压气机的稳定边
界进行了数值模拟，并与试验结果对比。计算结果表明：最大静压升系数法在预测压气机稳定边界上有一定的准确性。使用商用
CFD 软件 NUMECA 对某 ４ 级压气机进行模拟计算，考虑了不同的网格划分方案、使用不同的湍流模型和差分格式等因素，以出现数
值发散作为压气机失稳的标准，结果表明：主流区的网格对计算结果影响较大。不同差分格式的结果显示，中心差分格式的结果最
好。
关键词：轴流压气机；稳定边界；数值模拟；最大静压升；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3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7.04.009

Numerical Predicting Study on Compressor Surge Margin
JIN Nan, HU Jun, LI Jun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of different method in predicting surge margin of axial compressor, a fourth-stage low-

speed model compressor was numerically simulated by maximum pressure rise method and commercial CFD software MUNECA, and the
result was compared to experiment data. The calculation result shows that the maximum pressure rise method has certain accuracy according

to experiment data. The simulation calculation of a fourth stage compressor was performed using NUMECA software,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meshing means, different turbulence models and different scheme on surge margin, and taking numerical divergence as the

instability standard of compress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ctors in consideration all influence the accuracy of the simulation results,
especially grid percentage of mid-flow cells, and the result of central difference scheme is the best in three schemes.

Key words: axial compressor; surge margin; numerical simulation; maximum pressure rise method; aeroengine

然使风扇 / 压气机端壁和叶片吸力面的附面层承受

0 引言

更大的逆压力梯度，
在这种情况下风扇 / 压气机内部

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的风扇 / 压气机的长度、质

流动更容易分离，其稳定性就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对

量在整台发动机中占比很大，生产、维护费用高昂，其

气动稳定性研究越发重要。航空发动机推重比的不断

性能不仅影响推重比、耗油率等性能参数，而且对整

提高，需要高性能、高效率和高稳定性的风扇 / 压气

机稳定性也影响巨大，其性能优劣直接影响整机的研

机，也需要不断发展完善风扇 / 压气机气动设计体系

制。发动机的设计总是要求风扇 / 压气机在保持高效

中与之相适应的设计和计算方法。

率和足够稳定裕度的条件下，实现以更少的级数达到

自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出现以来，压气机稳定性

更高的增压比，同时还要满足强度、可靠性、噪声、隐

一直是压气机设计和研究人员关注的问题。随着研究

降低耗油
身等方面的要求 。为了增加发动机推重比、

人员对压气机内部流动认识的不断深入，主要有 3 类

率，风扇 / 压气机向高压比和高级负荷方向发展，必

针对压气机稳定性的分析方法。第 1 类是经验关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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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研究压气机稳定性的初期阶段，研究人员通过

t 为栅距，而其他几何参数的定义如图 2 所示。

对大量的试验数据进行分析和理论的研究，建立起判
断压气机失稳的准则参数，并将准则参数与压气机的
几何参数和气动参数等关联起来，把准则参数作为压
气机失稳的判断标准。在这阶段，
Emmons[2]、
Stenning[3]、

0.70
0.65
0.60
0.55

Marble [4]、Sears [5]、Krieble [6]、Dunham、Lieblein [7]、
Koch [8]

0.50

等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提出了多种经验准则来评

0.45

估压气机的稳定边界，其中代表性的有：Dunham 提

0.40

出了将特性线上压升系数对流量系数的导数为零点

0.35

作为判定压气机失速的准则；Lieblein [8]提出了将扩散

0.30

因子、扩散率作为叶栅失速发作的近似准则；Koch 提

0.25

出用压气机最大静压升系数来评估压气机的压升潜

0.20

2D diffuser correlation
low speed experiment data
high speed experiment data

0

0.5

力 。这类型的方法依据试验数据，
使用经验关系式来
[9]

1.0
1.5
2.0
2.5
3.0
Diffusion length: Exit passage width,L/g2

3.5

4.0

图 1 失速最大静压升系数

判断压气机状态点是否失稳，因此有一定的误差，但
是其优点是使用简单、便捷。第 2 类方法以小扰动的

定义风扇 / 压气机运行过程中的气动有效静压

线性稳定性理论为主，用于预测风扇 / 压气机或压缩

升系数（Ch）ef，用来描述压气机某一工作状态的压升。

系统的工作稳定性。该类方法已发展出考虑多叶片排

当有效静压升超过压气机的压升潜力，即表示压气机

的不可压缩和可压缩稳定性模型。自 20 世纪 50 年代

失稳。

以 来 ，Emmons、
Stenning

、
Marble

[3]

、Sears、Fabri 和

[9]

Moore 等人的工作都属于此类，用于稳定性分析的涡
方法也大多属于此类方法。国内外学者对这一类方法
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与发展，具体成果见参考文献
[10-11]；第 3 类方法基于压缩系统的动力学模型，不
仅关心风扇 / 压气机或压缩系统在平衡工作点受小

（U -U ）
CpT1 蓘（P /P ） -1 蓡 - 2
2 1
2
（Ch）ef=
2
2
（W 1，r +V 1，s）ef
2

代表

[12-14],

近年来此类方法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例如参

2

2

V 1，ef

2

2

V1

C.C.Koch 通过对大量的低速轴流式压气机试验

当（琢1+茁1）≤90毅时，V min=V 1sin（琢1+茁1）
当（琢1+茁1）＞90毅时，V min=V 1
（4）

各速度分量的定义如图 2 所示。

结果和有限的高速风扇 / 压气机试验数据的分析，将

g1
L

风扇 / 压气机叶栅通道类比于 2 维扩压器，提出了最
大静压升系数的概念来评估压气机的压升潜力 。将

g2

压气机的最大静压升能力与叶栅无因次长度比 L/g2、

间隙比 着/g 关联起来，分别如图 1、3、
4、5 所示。其中
L =
L
g2 t·cos 茁2

Blade speed U

Rotor

[9]

工作雷诺数、无因次轴向间隙比 驻z/s 和无因次径向

（3）

其中：

当 茁1＜0毅时，V min=U

1 方法介绍

PDF pdfFactory Pro

2

（V +2.5V min +0.5U1 ）
= 1
2
4.0V 1

当 琢1＜0毅时，
V min=U

考文献[15-16]。

（2）

定义为
度；
V 1，ef 为叶栅进口的有效动压头速度，

及其发展情况，以及风扇 / 压气机失速后类失速流
上的时间推进法，以 Moore 和 Greitzer 的研究工作为

2

式中：V 、
W 和 U 分别为绝对速度、相对速度和牵连速

扰动的稳定性，还非常重视有限扰动对稳定性的影响
态—旋转失速和喘振的性质，这类方法为建立在时域

2

酌-1
酌

90毅

琢V min

W
茁

琢

V

V min

Stator

（1）
图 2 速度矢量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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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的结果是在 Re=130000、无因次径向间隙

着/g=0.055、以及无因次轴向间隙 驻z/s=0.38 的情况下
获得的。以此为参考点，
当这些参数变化时，需要对图
1 的结果进行修正，引入工作雷诺数、无因此轴向间
隙、无因此轴向间隙的影响
（Ch）s=K Re×K 着/g×K 驻z/s×（Ch）s，ref

（5）

式中：雷诺数修正系数 K Re、叶尖间隙修正系数 K 着/g 和
叶排轴向间隙修正系数 K 驻z/s 的取值分别由图 3、4、5
中的曲线确定。

2 基元叶栅法与判稳方法结合计算压气机稳
定边界
压气机气动稳定性的基本技术问题就是在均匀
进气的条件下稳定边界的预测以及稳定边界与其设
计参数相关性的问题。稳定边界预测一般与非设计点
性能预测结合使用。基元叶栅法就是利用已获得的关
于基元叶栅的落后角和总压损失与其主要影响因素
（如马赫数 Ma，雷诺数 Re 和攻角 i 等）的关联式，结
合无叶区流场的计算预测压气机非设计点的气动性

1.05

能。有关基元叶栅法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文献[17]。通过
基元叶栅法得到压气机流场信息，
如速度、压力、温度

1.00

等参数，根据流场信息，
依靠最大静压升系数法[9]即可

0.95

判断压气机是否稳定。

experiment data

本文将基元叶栅法与最大静压升系数法相结合，
发展了 1 种预测压气机稳定边界的数值方法，并以某

0.90

4 级低速压气机为算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所用的压气机为 ４ 级低速模拟压气机，采用类

0.85

0

2

4
6
Reynolds number*10-5

8

10

重复级设计，第 ３ 级为模拟级，前 ２ 级和第 ４ 级分
别为模拟级提供恰当的进、出口条件，其设计转速为

图 3 雷诺数修正系数

900 r/min，外径为 1.5 m，轮毂比为 0.88，转子叶尖速

1.25

度为 70.7 m/s，转、静子展弦比分别为 0.957 与 1.5，
转

1.20

子与静子中径处叶栅稠度分别为 1.528、
1.625 。

experiment data
1.15

all data corrected to Re=130000

试验得到的压气机特性线与计算结果如图 6 所

1.10

示。分别对低速压气机在设计转速为 900、
700、
500

1.05

r/min 下的试验结果与计算结果做了对比如图 7 所示。
1.08

1.00
0.95

1.06
experiment
comp11a

0.90
1.04
0.85

0

0.05
0.10
tip clearance average pitchline gap:着/g

0.15
1.02

图 4 叶尖间隙修正系数
1.00

1.10

4

6

8

10
12
Reduced mass flow

14

16

18

图 6 压升特性对比

1.08
0.9

experiment data
1.06

all data adjusted to:
Re=130000
着/g=0.005

1.04

0.8
0.7
0.6

1.02

0.5
1.00

0.4

0.98
0

0.2

0.4
0.6
Normalized axial spacing,驻z/s

0.8

comp11a
experiment

0.3
4

图 5 轴向间隙修正系数

6

8

10
12
Mass flow

图 7 效率特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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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转速下边界点流量和压比的相对误差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基元叶栅法与最大静压升系数
法结合计算所得的稳定边界与试验结果比较接近，边
界点相对误差如图 8 所示。
使用最大压升系数法判断压气机稳定边界，得到
压气机在不同转速 (500、700、900 r/min)下，静压升系
数的 4 级分布，分别如图 9（a）、
（b）、
（c）所示。
0.4%
0.2%
0%
-0.2%

900
500

-0.4%
700

-0.6%

r/min
（a）流量相对误差
0.20%
0.15%

（b）转速为 700 r/min 下静压升系数分布

0.10%
0.05%
0%
500

700

900

r/min
（b）压比相对误差

图 8 不同转速下边界点流量和压比的相对误差

（c）转速为 900 r/min 下静压升系数分布
图 9 在不同转速下静压升系数分布

从图中可见，在不同转速下，静压升系数的 4 级
分布趋势非常一致。4 级的失速静压升系数几乎相
同，由此表明 4 级的压升潜力差别不大，这是因为所
用的 4 级压气机为类重复级压气机，各级叶片几何结
构近似相同导致的。在不同流量点下，有效静压升系
（a）转速为 500 r/min 下静压升系数分布

PDF pdfFactory Pro

数逐级增大，
在失速点均为第 4 级时有效静压升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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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最大静压升系数，计算结果表明压气机的第 4

结果最为接近。

级首先出现失稳的现象。在失速点处各级的静压升系

1.08

数差别不大，且比较接近最大静压升系数。

3 4 级低速压气机数值模拟研究

1.06

为了校验数值模拟结果的可靠性，同时找到最优
的数值模拟方法，使用商用软件 NUMECA 对 4 级压

1.04

grid 1
grid 2
grid 3
grid 4
grid 5
grid 6
exp

气机进行数值计算，以出现数值发散作为压气机失稳
的标准，
得到压气机稳定边界。分别改变网格划分方
式、湍流模型以及差分格式进行计算，将计算结果与

1.02

试验结果进行比较，比较不同的网格、湍流模型、差分

1.00
10

12
14
Reduced mass flow

格式对 CFD 计算的稳定边界的影响，并与实验结果

（a）压比特性

做出对比。

0.9

3.1 不同网格划分方式数值模拟的结果分析
合适的网格生成技术往往是正确模拟一些复杂

0.8

流动的关键所在，
通过改变网格的分布情况及控制总

0.7

网格量，主要从主流区均匀网格百分比、叶尖间隙内

0.6

网格节点数以及总网格量 （改变叶片区网格量）3 方

grid 1
grid 2
grid 3
grid 4
grid 5
grid 6
exp

0.5

面考虑，得到 6 种不同计算网格（见表 1），分别进行
计算后寻找理想的网格划分方式。6 种不同网格划分

0.4

方式中 Grid1~Grid4 的总网格量均接近 500 万，故近

0.3
10

12

似认为他们总网格量相同；
由于模型压气机的设计采
格量相同，
所有转子叶片网格量也相同。除网格不同
外其余计算条件均相同。

16

图 10 在设计转速下压气机特性

Grid1、
Grid2、
Grid3、
Grid4 以及试验数据在边界点
的压比特性比较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
4 个算例总

表 1 网格设计方案

网格量均相同，
与 Grid1 相比，
Grid2 主流区网格占比减

Number of

Percentage

Number of

Number of Grid

Points in

of Mid-flow

Grid Points

Points around

Shround gap

Cells

around Rotor

Stator

Grid1

17

58.33%

711,000

428,000

5,000,000

Grid2

17

30%

711,000

428,000

5,000,000

Grid3

9

58.33%

677,000

428,000

5,000,000

Grid4

25

58.33%

744,000

428,000

5,000,000

Number of
Grid Points

Grid5

17

58.33%

483,000

355,000

3,700,000

Grid6

17

58.33%

1,013,000

632,000

7,200,000

少，
Grid3 叶尖间隙网格数减少，
Grid4 叶尖间隙网格数
增加。主流区网格占比对计算的而稳定边界影响较大。

在设计转速下压气机特性如图 10 所示。从图
10（a）中可见，大流量点的效率均偏离试验数据较大，
Grid2 整体比试验数据偏低。从图 10（b）中可见，除
Grid2 外，其他算例的压比特性均比试验值高，Grid1
与 Grid6 的压比特性几乎重合。考虑 CFD 方法计算
的压气机稳定边界点，Grid5 和 Grid2 的边界与试验

PDF pdfFactory Pro

14
Reduced mass flow

（b）效率特性

用类重复级设计，
故所有静子叶片（包括进口导叶）网

Grid Number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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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
6%
4%
2%
0%
-2%

Grid1

Grid2

Grid3

Grid4

（a）折合流量相对误差
0.4%
0.2%
0%
-0.2%

Grid1

Grid2

Grid3

Grid4

-0.4%
-0.6%

（b）总压比相对误差
图 11 边界点流量和压比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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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d5、
Grid1、
Grid6 的网格量分别为 300 w、
500 w、

1.08

720 w，叶尖间隙网格量、主流区网格量占比均相同。

1.07

边界点流量和压比相对误差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

1.06

见，Grid5 计算的稳定边界流量与试验值最为接近，但
是边界点压比与试验值相差最大。而 Grid1 与 Grid6

1.05

稳定边界流量与试验值差别较大，但是压比与试验值

1.04

较为接近。500 w 网格与 720 w 网格的计算结果相差

1.03

S-A
K-着
SST
exp

不大。
1.02

10%

1.01

5%

10

Grid1

16

（a）压比特性

0%
Grid5

12
14
Reduced mass flow

Grid6

0.9

-5%

（a）折合流量相对误差

0.8

0.4%

0.7

0.3%
0.2%

0.6

0.1%
0.5

0%
Grid5

Grid1

S-A
K-着
SST
exp

Grid6
0.4

（b）总压比相对误差
图 12 边界点流量和压比相对误差

0.3

10

3.2 不同湍流模型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需用湍流模型对其进行封闭求解，故湍流模型的选

10%

择是影响压气机内部流动数值模拟 精度的重要因

8%
6%

素。在选定 Grid1 网格划分方式的基础上改变计算

4%

中所使用的湍流模型，与试验进行比较分析，得到

2%

较 为 理想的湍流模型。所采用的湍流模型有 S-A

0%

S-A

k-e

SST

（a）折合流量相对误差

（Spalart-Allmaras）模型（一方程模型，鲁棒性较好，能
较好地解决一些复杂流动）、Yang-Shih k-ε 模型（两

0.20%

方程模型，低雷诺数湍流模型，可以更加精确地求解

0.15%

壁面附近的流动）以及 SST k-ω 模型（两方程模型，

0.10%

改进后的 k-ω 模型，在广泛的流动领域中有更高的

0.05%

精度和可信度）。在计算中，除湍流模型不同外其余计

0%
S-A

k-e

SST

-0.05%

算条件均相同。

（b）总压比相对误差

不同湍流模型计算所得的压比特性和效率特性

图 14 边界点流量和压比相对误差

如图 13（a、b）所示。从图中可见，压比特性线均高于
试验值，效率特性线在小流量点上与试验值接近，在
大流量点上与试验值差别较大。就稳定边界而言，使
用 k-着 模型所得到的稳定边界最接近试验所得边界。
使用不同湍流模型所得的边界点流量均与试验

PDF pdfFactory Pro

16

（b）效率特性
图 13 不同湍流模型特性线

在利用原始变量求解雷诺平均 N-S 方程 组时

值有一定差别，相对误差如图 14。

12
14
Reduced mass flow

3.3 不同差分格式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在数值模拟中选择合理的计算格式进行计算可
以提高数值模拟的精度，进而解决一些较为复杂的流
动问题。本节是在前两节的基础上，选定 Grid1 的网
格划分方式，
S-A 湍流模型，对 N-S 方程中空间项的

www.fineprint.cn

54

第 43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离散方法进行改变，
将计算得到的结果与试验结果进

边界点流量和压比相对误差如图 16（a、b）所示，

行比较分析，得到较理想的计算格式。本文中差分格

从图中可见，
中心差分格式边界点流量和压比与试验

式分别采用中心差分格式及迎风格式 （TVD 格式和

最接近。TVD 格式边界点流量与压比偏离试验值最

通量差分格式，均为 2 阶精度）。在相同计算条件下，

远。中心差分的计算结果最好。

中心差分格式计算得到的结果误差比迎风格式更小，

30%
25%

但当流动中出现如激波这样的间断时，
中心差分格式

20%

的数值解会产生波动，得到的结果误差会较大；TVD

15%

格式是建立在非线性限制器的概念上的，力图阻止数

10%

值波动的产生，使得数值解的变化以非线性的方式得

5%

以控制；
通量差分格式是在每个网格步求解时对相邻

0%

TVD

flux

（a）折合流量相对误差

间断的控制方程进行描述。本节的计算，除空间差分

0.4%

格式不同之外其余计算条件均相同。

0.2%

改变差分格式计算所得的压比和效率特性如图 15

0%

（a、
b）所示，
从图中可见，
压比特性均高于试验值，
中心

central

差分格式与 TVD 格式在小流量点的效率特性与试验

-0.2%

值较为符合，
大流量点的效率特性与试验值差别较大，

-0.4%

通量差分格式效率特性与试验值符合度较差。就稳定

-0.6%

TVD

flux

（b）总压比相对误差

边界而言，
使用 TVD 格式计算出的边界点与试验值差

图 16 边界点流量和压比相对误差

别较大。总而言之，
TVD 格式对特性的模拟效果较差。

4 总结与展望

1.08

针对 4 级低速模拟压气机的稳定边界，以最大静

1.07

压升系数法为主要方法，商用 CFD 软件数值模拟为

1.06

参考，进行了一系列的数值计算，并与试验结果做出

1.05

对比。得到的主要结果如下：

1.04

（1）使用最大静压升系数法判断压气机的稳定边

1.03

界有一定的准确性。

central
TVD
Flux
exp

1.02
1.01

central

10

12

（2）分析通过改变网格划分方案的计算结果，主
流区网格占比对压气机稳定边界影响较大。分析不同

14
Reduced mass flow

16

（a）压比特性

差分格式的结果，中心差分格式的结果最好。使用
NUMECA 计算的压气机稳定边界与试验结果有一定

0.9

的误差。下一步的工作将会围绕使用最大静压升系数

0.8

法修正 CFD 计算结果来展开。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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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发动机振动配平功能设计
尚

洋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上海 201210）

摘要：振动故障是航空发动机常见并且危害较大的故障，可能导致发动机运营事故或提前更换，增加航空公司运营成本，进行
转子平衡是降低发动机振动的重要措施。根据民用涡扇发动机的设计特点和振动配平相关原理，设计了利用 EVMU 进行发动机振动
配平计算的功能，并通过试验进行了验证。试验结果表明：采用根据 EVMU 计算出的方案配平发动机，能够有效地降低发动机 N1 振
动值，满足航线使用需求。
关键词：N1 振动值；发动机配平；影响系数法；涡扇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96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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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 Balancing Function Design of Civil Aircraft
SHANG Yang
渊COMAC Shanghai Aircraft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Shanghai 201210冤
Abstract: Vibration failure is a common and serious failure for the aeroengine. Vibration failure may result in engine operation

accidents or early replacement of the engine. This would increase the operating cost of the airlines. Engine balancing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reduce the engine vibration.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vil aircraft turbofan engine and the principle of

vibration balancing, the engine balancing function that used the EVMU was designed. The design was verified by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ibration can be reduced after balancing according to the solution given by EVMU, and the design can meet the needs of airlines.
Key words: N1 vibration; engine balancing; influence coefficient method;turbofan engine

算发动机振动配平方案。国内也已研发出机载设备用

0 引言

于实时监控发动机振动 [2]，但尚不具备计算发动机振

航空发动机使用中会因 转 子不 平 衡 而 导 致 振

动配平方案功能。针对发动机振动配平技术（也称转

动，轻则造成发动机性能衰退过快，在役时间大大

子动平衡技术），国内部分高校及研究所进行机载设

缩短；重则造成轴承、叶片损坏，导致发动机运营事

备等大量的研究及试验[3-4]。

故或提前更换，增加航空公司运营成本 [1]。因此，如

如果民用飞机不具备利用机载设备进行发动机

何将在役发动机的振动维持在较低水平，保证发动

振动配平计算的功能，航线上发生发动机振动偏高的

机具有较高的可靠性、良好的经济性、较低的维修

情况，
通常只能采用传统的三元法[5-6]对发动机进行配

成本和较低的客舱噪声，是发动机维护人员所要面

平，
该方法需要进行至少 5~7 次高功率开车，耗时长、

对的重要课题。

不经济且需要人工计算配平方案。为提高民用飞机的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目前国外先进飞机上都
装载有专门的机载设备用于监控发动机振动以及计

竞争力，本文利用机载软件进行发动机振动配平计算
的功能设计。

收稿日期：2016-12-05
作者简介：尚洋（1987），男，硕士，工程师，从事民用飞机动力装置系统集成工作；
E-mail:shangyang@coma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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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动机振动配平原理

1 发动机振动配平相关原理

民用飞机涡扇发动机动平衡的方法主要有振型

1.1 转子不平衡
“不平衡力”是航空发动机振动主要原因。由于转
子材质的不均匀、
设计缺陷、
热变形、制造装配的误差
和转子在运行过程中介质黏附到转子上或有质量脱
落等，使实际转子的质心与形心不一致，从而使转子
出现质量不平衡[7]，这是导致航空发动机整机振动过
大和产生噪声的重要因素[8-9]，
不但会直接威胁到航空
发动机安全可靠地运行，
而且还容易诱发其他类型的
故障。转子不平衡引起的振动故障是航空发动机常见
并且危害较大的故障，识别并减弱发动机转子不平衡
是减小发动机振动的重要措施。转子质量不平衡所引
起的振动有以下特点[10]：
（1）由不平衡引起的转子振动是与转速同频的简

平衡法和影响系数法[14-15]。振型平衡法基于叠加理论，
主要应用于能准确计算或测出其振型的场合，由于其
不易自动化，
比较复杂，
且对操作者要求较高，所以在
目前众多测试系统中应用不多。影响系数法是 1 种完
全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平衡方法，
对转子的动态特性
了解较少，特别适合现场动平衡，而且易于自动化，操
作方便，因此被广泛应用[16-17]。影响系数法将转子及支
承系统近似地当作黑箱，平衡面上的试加质量（包括
大小和相位）作为这一封闭系统的输入；在相同的平
衡转速、测振位置和测振方向上，试加质量所引起的
振动变化作为系统的输出，
把输入与输出的传递关系
定义为影响系数。影响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C= B-A
U

谐振动，相位比较稳定，可以根据对振动响应中同频
振动分量的测量来确定转子的不平衡状况；
（2）不平衡响应的幅值与不平衡量呈线性关系，
且工作转速不同时，
线性系数也不同。

式中：A 、
B 分别为试加质量前、后的振动幅值和相位；
U 为试加质量；
C 为发动机影响系数。
得到发动机影响系数后，配平方案计算为

1.2 发动机振动测量系统

V n=V o+C·W =0

民用飞机发动机振动测量技术在国内已经比较
测量系统原理如图 1 所示。发动机上装有 1
成熟[11-13]，
个 N1 转速传感器、1 个 N2 转速传感器和 2 个振动加
速度传感器，2 个振动加速度传感器根据安装位置分
别称为前、后振动加速度传感器。在飞机电子 / 电气

W =(V n-V o)/C

（理想状态下为 0）；W 为配重质量和相位，即配平
方案。

2 发动机振动配平功能设计

的 N1、N2 转速信号和前、后振动传感器信号传递至

2.1 平衡面的选取及配重部件介绍

N2 振动值，并将计算结果发送到驾驶舱显示。

（2）

式中：V o、V n 分别为配平前、后的 振动幅值和 相位

设备舱内安装有发动机振动监控装置 EVMU。发动机
EVMU，EVMU 根据接收到的信号计算发动机的 N1、

（1）

民用涡扇发动机结构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
发动机风扇及低压涡轮的最后 1 级叶片易于接近，
因此发动机振动配平功能仅对低压转子 （即 N1 转

Vibration sensor location 1

子）进行配平。在航线上通过在风扇前整流锥或低

Vibration sensor location 2

压涡轮最后 1 级叶片增加配重对发动机低压转子
进行配平。

From engine A
Tachometers

N1
N2
（N3）

2

Flinght
deck
display

Outputs for
Engine A

2

Flinght
deck
display

Outputs for
Engine B

Equivalent inputs
From engine B
Signal
Conditioner

1

Diagnostic
Outputs

图 1 测量系统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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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振动配平可采用单平面法和双平面法。单

平夹，
将发动机的低压转子调整为不平衡状态，
记录发

平面法仅在风扇前整流锥增加配重，双平面法在风扇

动机在上述转速下前、后振动传感器测得的低压转子

前整流锥和低压涡轮最后 1 级叶片上增加配重。

振动幅值及相位；
（5）计算步骤（1）、
（2）中记录的振动

发动机的风扇前整流锥上包含 36 个孔，如图 3

差值与低压涡轮最后 1 级叶片上加装的配重之间的关

所示。每个孔上安装有 1 个配平螺钉，有 P1~P13 共

系，
即低压涡轮最后 1 级配平面所对应的影响系数。

13 种构型，不同构型螺钉的质量不同，其中 P1 构型

2.3 振动配平计算

的螺钉对应的配重质量为 0，
P1 和 P13 构型配平螺

得到发动机的影响系数后，可根据第 1.3 节发动
机振动配平原理中的公式计算振动配 平方案。由

钉的实物如图 4 所示。

EVMU 厂商将发动机影响系数及振动配平计算程序
集成至 EVMU 中。
在发动机运转时，EVMU 能够记录特定转速下低
压转子的振动幅值及相位。当低压转子振动值偏高
图 3 风扇前整流锥

图 4 P1 和 P13 构型配平
螺钉实物

针对低压涡轮最后 1 级叶片，可以通过在叶片的
叶冠处增加配平夹的方式来改变低压转子的质量分
布，民用涡扇发动机采用的配平夹实物如图 5 所示。

时，可以操作 EVMU 利用记录的振动数据及内部的
振动配平算法计算配平方案。

3 试验验证
为验证发动机振动配平功能，
首先将发动机低压
转子调整为不平衡状态，调整后发动机在整个 N1 转

配平夹有 1 种构型，质量一定，每个叶片能安装 1 个

速区间内前、后振动传感器测得的 N1 振动值分别如

配平夹，可通过在连续几个叶片安装配平夹来调整配

图 7、8 所示。

平质量，
配平夹的安装效果如图 6 所示。

87.5
75.0
62.5
50.0
37.5
25.0
12.5

图 5 配平夹实物

图 6 配平夹安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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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前振动传感器测得的 N1 振动值

2.2 发动机影响系数获取
根据第 1.3 节发动机振动配平原理，民用发动机
影响系数需通过大量试验获取数据并计算得出，获取

75.0
62.5

流程为：
（1）发动机低压转子为平衡状态，记录发动机
在不同转速下前、
后振动传感器测得的低压转子振动

50.0

幅值及相位；
（2） 通过在风扇前整流锥的已知位置增

37.5

加已知质量的配平螺钉，
将发动机的低压转子调整为

25.0

不平衡状态，记录发动机在上述转速下前、后振动传
感器测得的低压转子振动幅值及相位；
（3） 计算步骤
（1）、
（2） 中记录的振动差值与风扇前整流锥上加装的
配重之间的关系，即风扇配平面所对应的影响系数；
（4） 通过在低压涡轮最后 1 级叶片增加已知质量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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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后振动传感器测得的 N1 振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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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EVMU 执行单平面法计算，EVMU 计算出

对于双平面法，
验证过程类似，不再赘述，仅列出
配平前、后 2 个振动传感器测得的的 N1 振动值对

的配平方案如图 9 所示。

比，
如图 12、13 所示。
87.5
75.0
62.5
50.0
37.5
25.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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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EVMU 计算的配平方案

从图中可见，需要在风扇前整流锥的 H14 孔增

图 12 采用双平面法前振动传感器测得的 N1 振动值对比
75.0

加 7.86grams（对应 P11 构型）的螺钉，在 H16 孔增加
2.67grams （对应 P4 构型） 的螺钉，在 H19 孔增加

62.5

2.67grams （对应 P4 构型） 的螺钉，在 H21 孔增加

50.0

7.86grams（对应 P11 构型）的螺钉。按照配平方案实

37.5

施配平后，
开车检查发动机的 N1 振动值。配平前、后
2 个振动传感器测得的发动机 N1 振动对比分别如图

25.0

10、11 所示。

12.5

87.5
0

10

20

30

75.0
配平前
配平后

62.5

40

50 60 70
N1 转速 /%

80

90

100 110

图 13 采用双平面法后振动传感器测得的 N1 振动值对比

50.0

从上述试验结果可以看出，根据 EVMU 计算的

37.5

单平面方案和双平面方案配平发动机后，发动机的

25.0

N1 振动值相比配平前显著降低，表明设计的发动机

12.5

振动配平功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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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采用单平面法前振动传感器测得的 N1 振动值对比

4 总结
为了提高民用飞机的竞争力，利用机载设备
EVMU 进行发动机振动配平计算的功能设计。通过试

75.0

验，
对所设计的功能进行了验证，试验结果表明，采用

配平前
配平后

62.5

机载设备 EVMU 计算的单平面方案和双平面方案配

50.0

平发动机后，能够有效降低发动机 N1 振动值。该功

37.5

能相比传统的三元配平法，可以减少开车次数，为航

25.0

空公司节约大量资金和时间，降低飞机的维护成本。

12.5

对国产民用飞机和发动机的设计具备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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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采用单平面法后振动传感器测得的 N1 振动值对比

PDF pdfFactory Pro

参考文献：
[1] 罗立，唐庆如. 航空发动机振动与平衡研究[J].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www.fineprint.cn

60

第 43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学报，
2014，
24(1):57-60.

engine vibration transmission for new generation airplanes with turbo-

LUO Li, TANG Qingru. Reaearch on vibration and balance of aero-

fan engines of high bypass ratio[J].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

engine [J]. Journal of Civil Aviation Flight University of China，

cal University，
2012, 30（3）:384-389.
[10] 陶利民．转子高精度动平衡测试与自动平衡技术研究[D]．长沙：

2014，
24（1）:57-60.（in Chinese）
[2] 张群岩，赵述元，李飞行. 航空发动机试飞振动实时监控技术研究

国防科技大学，2006．

[J]. 噪声与振动控制，2011, 31（2）: 159-162.

TAO Limin. Research on technology of high-precision dynamic bal-

ZHANG Qunyan, ZHAO Shuyuan, LI Feixing. Study on vibration real-

ancing measurement and automatic balancing for rotors[D].Changsha:

time monitoring technique of aeroengine in flight test[J]. Noise and V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2006.（in Chinese）
[11] 肖敏. 幅值和相位的精确测量及转子动平衡方法研究[D]. 汕头：汕

bration Control，2011, 31（2）: 159-162.（in Chinese）
[3] 王四季，廖明夫. 航空发动机柔性转子动平衡方法[J]. 噪声与振动

头大学，2004.

控制，
2011, 31（6）: 91-94.

XIAO Min. Accurate measurement for the amplitude and phase and

WANG Siji, LIAO Mingfu. Phase analysis on high speed dynamic bal-

the research on rotor dynamic balancing[D]. Shantou: Shantou Universi-

ance of aeroengine [J]. Noise and Vibration Control，2011, 31（6）:

ty, 2004.（in Chinese）
[12] 郭俊华，伍星，柳小勤，等. 转子动平衡中振动信号幅值相位的提

91-94.（in Chinese）
[4] 陶利民．转子高精度动平衡测试与自动平衡技术研究[D]．长沙：

取方法研究[J].机械与电子，2011, 29（10）: 6-10.

国防科技大学，
2006．

GUO Junhua, WU Xing, LIU Xiaoqin, et al. Research on the methods

TAO Limin. Research on technology of high-precision dynamic bal-

of obtaining magnitude and phase of vibration signal for rotor balanc-

ancing measurement and automatic balancing for rotors [D].Changsha:

ing[J]. Machinery & Electronics，
2011, 29（10）: 6-10.（in Chines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2006.（in Chinese）
[5] 夏存江. 基于直角坐标的在翼航空发动机风扇三元配平方法研究

[13] 王四季，廖明夫，杨申记. 发动机高速动平衡的振动相位分析[J].
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2007, 20（4）: 49-52.

[J]. 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2015,28（3）:59-62.

WANG Siji, LIAO Mingfu, YANG Shenji. Phase analysis on high

XIA Cunjiang. Research of fan trim balance for on-wing aircraft en-

speed dynamic balance of aeroengine[J]. Gas Turbine Experiment and

gines based on a rectangular coordinate system[J]. Gas Turbine Experi-

Research，
2007, 20（4）: 49-52.（in Chinese）
[14] 闻帮椿，顾家柳，夏松波．高等转子动力学－理论、技术与应用

ment and Research，2015,28（3）:59-62.（in Chinese）
[6] 夏存江. 涡扇发动机风扇配平方法的优化[J].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学

[M]．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51-53.

报，
2016,27（4）:32-36.

WEN Bangchun, GU Jialiu, XIA Songbo. Advanced rotor dynamics-

XIA Cunjiang. Optimization of the fan balancing method for turbofan

theory,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M]. Beijing:China Machine Press,

engines[J]. Journal of Civil Aviation Flight University of China，2016,27

2000:51-53.（in Chinese）
[15] 钟一谔，何衔宗，王正．转子动力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4）:32-36.（in Chinese）
[7] 邓旺群. 航空发动机柔性转子动力特性及高速动平衡试验研究[D].

1987:105-106.
ZHONG Yi'e, HE Xianzong, WANG Zheng. Rotor dynamics [M]. Bei-

南京：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6.
DENG Wangqun. Experiment investigation of dynamics characteristics

jing: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1987:105-106.（in Chinese）

and high speed dynamic balance of a aeroengine flexible rotor[D]. Nan-

[16] 张玉光. 动平衡测试技术研究[D]. 长沙：
国防科技大学，2006.

j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2006.（in

ZHANG Yuguang. Research on technology of dynamic balancing
measurement[D]. Changsh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inese）
[8] 左孔成，陈鹏，王政，等. 飞机舱内噪声的研究现状[J]. 航空学报，

2006.（in Chinese）
[17] Zhou Shiyu，
Dyer S W，
Shin K K．Extended influence coefficient

2016, 37（8）: 2370-2384.
ZUO Kongcheng, CHEN Peng, WANG Zheng, et al. Research status of

method for rotor active balancing during acceleration [J]．Journal of

aircraft interior noise[J]. Acta Aeronautica et Astronautica Sinica，
2016,

Dynamic Systems, Measurement and Control，2004，
126（1）：219-223.

37（8）: 2370-2384.（in Chinese）

（编辑：李华文）

[9] CHEN Yi, HU Erming, HUANG Xizhi, et al. Exploring wing-mounted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航空发动机

第 43 卷 第 4 期
2017 年 8 月

Vol. 43 No. 4
Aug. 2017

Aeroengine

航空发动机 1 次表面换热器流动换热性能分析
刘荫泽 1，张声宝 1，
董

威 1,2，刘振宇 1，
于

霄2

（1. 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上海 200240；2.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研究航空发动机 1 次表面换热器流动换热性能，基于传热单元数法并结合其结构特性，建立了换热器热力学设计
方法并对经典热力学公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针对适用于航空发动机的 4 种不同结构形式 1 次表面换热器 （直通道逆流型和
1 5毅，30毅及 45毅叉流型），在真实工况下的流动换热特性开展了数值模拟研究。通过对比不同结构换热器在不同工况下的流动换热特
点，可以为一次表面换热器芯体核心部件的优化设计提供设计依据和方法。基于数值计算结果，对比分析了不同交错角度 兹 对换热
器的换热性能与流动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直通道逆流换热器，整个换热器内部温度有规律均匀分布；对于叉流换热器，
由于
波纹板片呈一定角度交替放置，内部流动复杂，局部存在明显的涡流强化换热，气体流动通道内的速度、温度分布极不均匀。随着交
错角度的不断增大，叉流换热器的换热性能不断增强，但其冷热两侧压降也大幅增大。
关键词：1 次表面换热器；流动换热；数值模拟；逆流；叉流；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1 +3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7.04.01 1

Analysis of Flow and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of Primary Surface Heat Exchanger for Aeroengine
LIU Yin-ze1, ZHANG Sheng-bao1, DONG Wei1,2, LIU Zhen-yu1, YU Xiao2
渊1.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2.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ce of Primary Surface Heat Exchanger渊PSHE冤for aeroengine, the thermal calculations

of PSHE based on the number of heat transfer unit method and th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at exchanger were carried out. This

paper focused on four different structural models of the PSHE 渊straight channel heat exchanger and cross flow heat exchanger of 15毅, 30毅

and 45毅冤. Numerical simulations were carried out in the real condition of an aeroengine to analysis the flow and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SHE. The design and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e PSHE core can be optimized by comparing the flow and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heat exchanger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s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interleaving angle 兹 on the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and fluid characteristics of heat exchanger were carried out based on numerical

calculation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the whole heat exchanger is uniform for the straight channel heat
exchanger. For the cross flow heat exchanger, due to the corrugated plates are placed with cross angle alternately, the internal flow patterns

are complex. There were obvious eddies in some areas, the internal velocity and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he PSHE is extremely uneven.
With the increasing of cross angle, the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of the heat exchanger is continuously enhanced, but the pressure drop on
both sides increases greatly.

Key words: primary surface heat exchanger; flow and heat transfer; numerical simulation; counter flow; cross flow; aeroengine

小，
因而为满足航空发动机空空换热器的换热性能要

0 引言

求，
就可能使得换热器的体积很大。航空发动机对换

在航空发动机热管理的空空换热器的设计中，由

热器的体积和质量都有较高的限制，
如果采用传统换

于换热器两侧流体都为气体，气体的表面换热系数较

热器，其体积及质量必将远远超过航空发动机对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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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空间及质量的要求，而 1 次表面换热器（Primary

特点，并通过试验获得了当量直径为 1 mm 的 1 次表

Surface Heat Exchanger, PSHE）由于其换热效率高，具

面换热单元的增强因子。

有非常高的紧凑度，因而十分适合在航空发动机空空

对于 1 次表面换热器芯体，其内部流体与壁面温

换热器的应用，高紧凑度的 1 次表面换热器在航空领

度沿程不断变化，尤其是叉流换热器结构复杂，使得

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1 次表面换热器在实际应用

换热器内部流动结构不易确定，文献中对 1 次表面换

过程中其制造技术不断提升 。国内外学者对 1 次表

热器研究通常针对换热器内部 1 个小单元在给定常

面换热器的流动换热特性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在设

壁温或常热流边界条件下的流动换热过程，对于换热

计方面，Min 等人 总结了有关燃气轮机用高温高压

器整体通道及航空发动机真实工况下的研究较少，因

换热器的研究，提出回热器、空冷器和间冷器的基本

此有必要开展 1 次表面换热器整个芯体通道研究，研

设计方案。Focke 等人[3]试验研究了波纹板交错角对

究流体在整个通道的流动换热变化特性，从而更好的

换热器换热性能的影响。刘振宇等 根据 1 次表面换

指导 1 次表面换热器内部通道的设计优化。

[1]

[2]

[4]

热器的结构特点和流动传热规律, 应用优化理论建

本文针对航空发动机几个工作状态冷热流体参

立 1 次表面换热器多目标优化设计模型进行优化设

数条件下的性能要求，开展了 1 次表面换热器的设计

计。程惠尔等 对抛物线、
椭圆和正弦波 3 种波纹通道

应用研究，并对同样尺寸条件下的 1 次表面换热器内

的 1 次表面换热器热性能进行了对比分析计算，在 3

部波纹板布置形式对流动换热的影响进行了数值模

种波形中正弦波通道相对具有较高的传热效率和可

拟分析，为航空发动机 1 次表面换热器的优化设计提

接受的压降损失，
但是影响换热器性能的主要因素不

供依据。

[5]

是几何形状而是几何尺寸。周帼彦等

[6]

对交错角为

90°的正弦形波纹换热器进行了研究，发现波纹的结
构尺寸对换热器的换热性能及压力损失影响极大。王

1 1 次表面空空换热器热力学计算
换热器热力学计算流程如图 1 所示。

斌等人[7]指出 1 次表面换热器板片的几何参数以及通
道形状对其温度响应特性的影响依次是：板片厚度最
强，
波纹宽度次之，波纹通道形状最弱。在数值模拟研
究中，董威等[8]利用 CFD 数值模拟技术分析包括间冷
器在内的整个流路的流场细节，
优化间冷器的进出口
流道的设计。Stasiek 和 Ciofalo 等人[9-10]通过数值模拟
和试验研究了雷诺数、波纹间距和高度等波纹板参数
对 CC 型 1 次表面换热器性能的影响。Ma Ting 等人[11]

开始
选择换热器的数量
和流动形式
读入或输入
初始参数

自动设定
初始效率

计算换热器
结构参数

形状波纹板的换热器的气动热性能。部分学者通过实
验对 1 次表面换热器进行了研究，Seo 等 [16]通过试验
研究了低雷诺数下 PSHE 的流动换热特性。杨静等[17]

是
以特定格式
输出或存盘

否

在上述工程计算过程中，阻力系数 f 分别由 Darcy 公式（高雷诺数）和 Reid 公式（低雷诺数）给出；努
赛尔数 Nu 分别由 Dittus-Boelter 方程 （高雷诺数）和
Reid 公式（低雷诺数）给出，具体方程如下
Dittus-Boelter 公式及 Darcy 公式

指出对于当量直径小于 1 mm 左右的 1 次表面换热
器，必须使用微小通道的准则式，才能准确地评估其

计算所得的换热器
最终参数是否满足
设计要求

计算气体
特性参数

图 1 换热器热力学计算流程

通道换热器进行了数值研究，并进行了结构优化分

且更易于加工制造。张磊等人[15]分析比较了多种不同

计算并在界面中显示换热效
率，
压降，
出口温度，重量等
参数

继续迭代求解
重新修改换热器结构尺寸

热传导对换热性能的影响较大。Du 等人[12]对 CW 型

结构，发现 CC 型表面换热器在换热性能更为优异，

否
是

计算流动换热过程的
基本参数 Re，
Nu 等

计算冷热两侧
平均温度

判断换热器的效率迭
代是否收敛

换热器换热，
流阻
特性计算

读入或输入
基本结构参数

发现换热器内部的温度分布非常不均匀，主流方向的

析。Utrianen 和 Sunden 等人[13-14]比较了多种 1 次表面

换热单元数及换热器
效率计算

Nu=0.023Re 0.8Prn

（1）

f=（1.82Re-1.64）

（2）

-2

换热性能。刘振宇等[18]人引入换热增强因子和流动增

式中：Re= 籽vd 为雷诺数；籽 为气体密度；V 为流速；滋
滋

强因子来描述 1 次表面换热器内部复杂的流动换热

为动力黏度；d 为特征长度；当流体被加热时，n=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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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流体被冷却时，n=0.3。Dittus 公式的试验验证范围

式中：R g 为空气气体常数。
2.2 物性参数及湍流模型

为 10 ≤Re≤1.25×10 。
4

5

Reid 公式

由于沿着流体主流方向，冷热流体的沿程温度变
2
3

Nu=6（ Re ）
1000

（3）

f=0.021（ Re ）
1000

-0.25

（4）

基于上述经典热力学计算公式，可以开展直通道
1 次表面换热器的流阻及换热性能分析计算。对于叉
流式换热器，由于目前没有成熟可靠的计算公式及方
法，因此须借助数值模拟方法对叉流式换热器内部流
动和换热特点进行分析计算。

生较大的变化，必须考虑动力黏度、定压比热容和导
热系数随温度的变化特点。在数值计算过程中，气体
系数 k 和定压比热容 Cp 随温度变化的关系如下
k=2.456×10-4+T0.823

2
Cp=1003+0.02×（T-273.15）+4×10-4×（T-273.15）
（12）

进行数值计算的湍流模型选择标准 k-epsilon 湍
流模型，壁面采用标准壁面函数。
数值模拟采用的 1 次表面换热器芯体为椭圆弧
形波纹，2 条相邻圆弧的长、短半轴分别为 a 和 b。为

2.1 控制方程
1 次表面换热器内部流动换热的稳态过程遵循 3
维黏性可压流动的 N-S 方程，其连续、动量和能量控
制方程如下
·
（籽V）=0

（5）

·
（籽uV）=- 坠p + 坠子xx + 坠子yx + 坠子zx
坠x 坠x
坠y
坠z

（6）

·
（籽vV）=- 坠p + 坠子xy + 坠子yy + 坠子zy
坠y 坠x
坠y
坠z

（7）

·
（籽wV）=- 坠p + 坠子xz + 坠子yz + 坠子zz
坠z
坠x
坠y
坠z

蔀 蓡

蓸

蔀

蓸

蔀

了达到热气和冷气两侧的表面传热和压降配合合理，
设计中根据设计点的冷热侧流体流动参数和换热器
安装空间结构，给出的 1 次表面芯体波纹具体参数见
表 1。板片波纹曲线 A BC 和 CDE 在交点 C 处的斜率
相同，
同时 a1=a2=R，如图 2 所示。
表 1 冷热芯体主要几何参数
主要几何参数

（8）

V2
坠T
坠T
· 籽 e+
V = 坠 k
+ 坠 k
+
2
坠x
坠y
坠x
坠y

蓸 k 坠T坠z 蔀 - 坠（坠xup）- 坠（坠yvp）- 坠（坠zwp）+ 坠（坠xu子 ）+
xx

坠（w子xz）+ 坠（w子yz）+ 坠（w子zz）
坠x
坠y
坠z

（9）

0.75

椭圆短半轴 b

0.4

波纹板厚度 啄

0.4

换热器芯体长度 L

50

换热器总宽度 W

55

E

B
2R

制表面的法向应力和剪切应力。
采用商业 CFD 软件 ANSYS Fluent 进行数值模

2b

图 2 换热器波纹板轮廓曲线

2.4 计算区域和边界条件
对于 1 次表面换热器，
上下波纹板交替放置形成

在数值模拟中使用了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冷热流道。由于换热器内部流动换热过程复杂（尤其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为
籽= p
R gT

C

A

u，v，
w 为直角坐标系；x，y，z 方向的速度分量；子 为控

态数值模拟。考虑到 1 次表面内部流动的可压缩性，

数值

D

式中：e 为内能；k 为导热系数；p 为压强；
T 为温度：

拟计算，采用 2 阶迎风格式的 SIMPLE 算法进行了稳

mm

椭圆长半轴 a（R）
1

坠（u子yx）+ 坠（u子zx）+ 坠（v子xy）+ 坠（v子yy）+ 坠（v子zy）+
坠y
坠z
坠x
坠y
坠z

PDF pdfFactory Pro

（11）

2.3 几何模型

2 1 次表面换热器数值模拟

蓘蓸

化较大，流场内空气的各物性参数将随温度改变而发

的动力粘性系数由 Sutherland 公式给出，气体的导热

式中：103≤Re≤104。

坠
坠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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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是叉流换热器，其流通通道上下方向不同，不存在对
称面），为更好的模拟流体在换热器整体中的换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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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有必要对换热器芯体整个通道进行数值模拟计
算。由于换热器是由相同的波纹形板片在高度方向交

换热器在 4 个不同工况下的冷热流体进口参数
见表 2。

错堆叠而成，有较好的周期性特点，同时为保证流体

表 2 换热器工作条件参数

区域的完整性、收敛性和精度，将波纹板设定为周期

状态点
参数

边界（取波纹板厚度的一半），可较好的模拟整个芯体

1

2

3

4

换热器内部流动换热过程，并大幅减少模拟计算量。

热侧入口温度 /℃

450

520

420

270

本文中的计算区域为相邻的两侧冷热通道（冷热通道

热侧入口压力 /MPa

1.4

2.2

0.186

0.34

各 1 层），直通道逆流换热器计算域如图 3 所示，从图

热侧流量 （
/ kg/s）

0.1

0.15

0.05

0.05

中可见，红色框包围区域所示（以叉流换热器中的部

来流冷气度 /℃

190

250

170

80
0.058
43

分通道为示例），
网格数量约为 1500 万。对于叉流换

冷气入口压力 /MPa

0.4

0.7

0.055

热器来说，上下 2 层波纹板成交错排列，叉流换热器

冷气流速（/m/s）

37

65

35

交错角即 1 次表面换热器上下 2 层波纹轴向投影所
形成的角度。如图 3、4 所示叉流换热器的网格及入

3 数值模拟结果

口条件，图 4 中角度 兹 即为叉流换热器的交错角。在

3.1 数值模拟验证算例

计算中，除了图 3 中的 1 组周期边界面以外，其余表

在文献[17]的试验状态及波形参数条件下，数值

面均为壁面边界。在数值计算中冷气和热气入口采用

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的对比分别如图 5、6 所示。从图

压力入口边界条件，冷热流体出口设为压力出口条件

中可见，对于采用同样波纹形状结构的文献 17 中的

边界，同时给定目标流量。

数据，数值计算得到的传热系数在各个速度条件下及
整体趋势上与试验结果符合的较好。说明上述数值模

hot air

Periodic boundary

拟方法较为可靠。基于上述研究，
开展了航空发动机
真实工况下的流动换热特性的数值研究。
40

30
冷侧流体流速为 4 m/s
CFD
Ref.17

20

10

2

3

4

5

6

7

8

热侧流体流速 （m/s）
/

图 5 冷侧速度为 4 m/s 时传热系数随热侧速度变化
cold air

corrugated plate
40

图 3 直通道逆流换热器计算域

冷侧流体流速为 5 m/s
CFD

30

Ref.17

20
2

3

4

5

6

7

8

热侧流体流速 （m/s）
/

图 6 冷侧速度为 5 m/s 时传热系数随热侧速度变化

3.2 0毅直通道模拟结果对比分析
在 4 个状态点条件下，
应用不同经典热力学公式
与 0毅直通道逆流换热器数值模拟得到的结果对比分
Y
Z

别 如 图 7~10 所 示 ， 其 中 状 态 1（Re 1=4500,
Re 2=10000）、状 态 2（Re 1=5400, Re 2=20000）、状 态 3

X

图 4 交错角度及计算网格

PDF pdfFactory Pro

（Re 1=1840, Re 2=1350）、状态 4（Re 1=2170, Re 2=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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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公式与 Gnielinsk 公式可详见文献[19]。

120

从图 7~10 中可见，数值模拟方法与所采用的热

CFD
Darcy

力学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吻合较好，说明所采用的热

90

力学分析计算及数值模拟方法可以用来对 1 次表面

60

London
Reid

换热器的芯体进行计算及分析。但对于叉流式的 1 次

30

表面换热器，由于目前没有成熟可靠的理论计算公

状态 1

状态 2

式，无法准确的进行换热器的热力学计算，考虑到逆

状态 4

图 10 4 个状态点下冷侧进出口温差的对比

流直通道换热器的数值模拟得到的结果较为准确可
靠，将利用数值方法对 15毅，30毅及 45毅角的叉流换热

状态 3
计算状态点

3.3 各角度换热器模拟结果对比分析
不同截面的速度云图和流线图如图 11 所示，从

器进行研究。

图中可见，由于换热器内各通道相互连通热流体通道
2000

内流体不再沿直通道流动，
而是与其他通道内流体不
断混合并成一定角度向 z 轴正向流动。换热器内部流

1500

动复杂，扰动极为明显。

1000

X

Z

CFD
Darcy
London

500

Y

Reid

状态 1

状态 2

状态 3

V（m/s）
/
75
65
55
45
35
25
15
5

状态 4

计算状态点

图 7 4 个状态点下热侧压力损失的对比

12000
CFD
Darcy

10000

London
Reid

8000
6000

图 11 不同截面的速度云图和流线图
4000

靠近右侧壁面区域内的流线及温度云图如图 12

2000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热流体通道波峰附近，
出现了明
显的涡流，并且涡流速度与主流速度方向相反，导致

状态 1

状态 2

状态 3

状态 4

计算状态点

图 8 4 个状态点下冷侧压力损失的对比

120
X
90
T/℃
720
680
640
600
560
520
480

CFD
60

Darcy
London

30
状态 1

Reid
状态 2

状态 3

状态 4

Z

Y

计算状态点

图 9 4 个状态点下热侧进出口温差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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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冷流体上波峰附近区域流线图及温度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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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区域扰动混合剧烈，换热性能明显增强。热流体在

通道换热器，热侧的换热系数提升 30~35%。对于冷

远离左侧壁面后，
涡流逐渐消失，扰动减小。

流体，由于流体流速较大，可以看到 1、
2 状态下冷侧

3 种不同结构的叉流换热器在换热器壁面

流体压力损失曲线斜率较大，叉流角度为 45毅时，冷

x=55 mm（靠近换热器右侧壁面）处冷热流体的流线

侧 压 力 损 失 为 0毅 时 的 3 倍 ， 而 冷 侧 换 热 系 数 有

图如图 13 所示。从图中可见，由于波纹板的扰动及不

35~43%的提升。同时，由于换热器体积非常小，冷热

同流向流体的相互交汇，
叉流换热器内部存在明显的

两侧压力损失率均在 1%左右。说明在低空状态下，

涡流，并且不同角度的换热器涡的大小、尺度和位置

虽然随着叉流角度的增大，
换热器的压力损失不断增

有明显的区别。15毅叉流换热器只在通道上波峰附近

大，
但整体压力损失率仍然很小。但随着叉流角度的

存在微弱的涡流。而 30毅和 45毅叉流换热在通道上下

增大，换热性能有明显的提升，因而在低空状态下，

波峰附近都存在明显的涡流。相对于 30毅叉流换热

45毅叉流换热器更为适用。而对于高空状态 3、4 下，
冷

器，
45毅叉流换热器的涡更加集中，涡流的尺度更小并

热流体雷诺数较小，
冷热两侧的流体压力损失特性曲

且出现频率（数量）也明显高于其他 2 种叉流换热器。

线相对平稳，但热侧流体流速较大，热侧的压力损失

由此可见随着叉流角度的不断增强，换热器内部扰动

率达到了 2%以上，同时叉流角度为 45毅时，换热器的

随之增强。

冷热两侧的系数只增强了 20%左右 （相较于 0毅直通
道换热器）；说明高空状态下，由于入口温度和压力的

Z Component Velocity/（m/s）
10

变化，换热器在高空条件下的流阻相对较大，叉流换

0

热的换热性能提升并不明显，因而在高空状态下，0毅

-10

直通道换热器优势更为明显。

-20
-30

700

（a）15毅换热器在 x=55 mm 处的流线图

热侧换热系数
冷侧换热系数
热侧压力损失
冷侧压力损失

650

6000
5000

600
4000
550
3000
500

（b）30毅换热器在 x=55 mm 处的流线图

2000

450
400

1000
0

15

35

45

换热器交错角 （毅）
/

图 14 状态点 1 下冷热流体的流阻换热特性曲线
（c） 45毅换热器在 x=55 mm 处的流线图
14000

图 13 换热器在 x=55 mm 截面处的流线图

热侧换热系数
冷侧换热系数
热侧压力损失
冷侧压力损失

1300
1200

4 个不同结构的换热器（0毅直通道逆流换热器，

1100

15毅，30毅及 45毅叉流换热器） 在 4 组真实工作状态下

12000
10000

1000

的换热及压力损失的数值计算结果如分别图 14~17

900

所示。

800

8000
6000

从图 14~17 中可见，随着换热器交错角度的增

700

大，换热器的换热性能不断提升，但压力损失也显著

600

增大。对于低空状态 1、2 下，两侧流体的雷诺数较高，

500

4000
2000

0

15

35

45

但由于热气流量相对较小，密度较高，因此热侧流体

换热器交错角 （毅）
/

流速相对较小，压力损失也较小；45毅叉流换热器比直

图 15 状态点 2 下冷热流体的流阻换热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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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6000

动情况较为复杂，不同方向的流体相互作用，形成涡

5000

流，
其内部扰动极为明显。并且随着交错角度的不断
增大，内部扰动不断增强，换热器的换热性能有明显

4000

250

67

的提升，但压力损失也随之不断增大。
3000

（4）对于航空发动机的低空运行状态，
由于叉流换

200

热器在较小的压力损失率下可以大幅提升换热性能，

2000
150

因此叉流换热器更适用于航空发动机的低空工作状

1000

态。对于高空状态，
直通道逆流换热器优势更为明显。
0

15

35

45

换热器交错角 （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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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维修性设计的管路自锁连接结构分析
李

健 1，周

含 2，
吕春光 1，田

静1

（1.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2.中国矿业大学 机电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为了研究管路连接结构对维修性设计的影响，针对军用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外部管路连接结构，从维修性角度出发，详
细研究了丝套自锁、爪式自锁、卡环自锁以及卡钩 / 卡槽 4 种管路自锁连接结构，分析了不同结构的特点和实现自锁的机理，得出
管路自锁是通过相对独立于螺纹结构的形变产生克服螺纹松脱的力矩，并间接作用于螺纹实现自锁的结论。通过对比研究，总结归
纳出不同管路自锁结构的优缺点，以及其取消保险丝显著提高管路连接的维修性和装配性的共性优点。
关键词：小涵道比；管路接头；连接结构；自锁；装配性；维修性；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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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ipe Self-Locking Structure Based on Maintenance Design
LI Jian1袁ZHOU Han2, LYU Chun-guang1袁TIAN Jing1
渊1.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 2. School of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ipe connection structure on the maintainability design, aiming at the structure of pipe for the

military low bypass ratio engine and from the maintenance point of view, four pipe self-locking connection structures were studied in detail,
respectively, wire thread insert, claw-type, snap ring and hook/card slot, th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mechanism of different self-locking were
analyzed.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the torque overcomes the thread loose produced by the deformation of the screw thread structure, and
achieves self-locking indirectly acting on the threa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ifferent self-locking are compared. The selflocking pipe has the advantages of improving the maintainability and assembly significantly with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fuse.
Key words: low bypass ratio; pipe fitting; connecting structure; self-locking; assembly; maintainability; aeroengine

合国外先进技术进行研究应用，紧跟技术发展脚步。

0 引言

本文将针对军用小涵道比发动机管路接头的自

管路作为航空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件，需要使用

锁连接结构进行研究分析，介绍国外 4 种典型的成

大量的管路接头完成连接，考虑到发动机需要在高

熟结构，同时研究不同结构的特点和自锁机理，总

温、高强度、高振动等苛刻的环境下工作 [1]，传统结构

结归纳出不同结构的优缺点，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

管路接头需使用保险丝防止螺纹连接松脱，造成介质

参考借鉴。

泄漏引起发动机故障。目前，国外第 4 代先进军用小
涵道比发动机，其管路接头已广泛采用了自锁结构，
实现了管路接头的无保险丝自锁连接。例如 EJ200、

1 传统管路连接结构
发动机管路系统主要有导管、管路接头、固定卡

F119、F135、
F136 等发动 机都采用了管路自锁结构

箍等结构组成[2]。受限于外部结构空间和布局特点，管

（Spey、
F110 局部使用自锁管接头），显著提高了管路

型往往结构复杂、灵活多样，而且管路接头结构形式

接头密封连接的可靠性，
同时也提高了管路的装配性

相对固定单一，常用的典型结构为法兰连接胶圈 / 金

和维护性，国内在此领域起步较晚，相关研究急需结

属密封圈密封和螺纹连接锥面密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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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李健（1984），男，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发动机结构设计工作；Email:ianleelj@qq.com。
引用格式：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70

第 43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法兰连接胶圈 / 金属密封圈密封接头可通过法
兰连接螺栓实现自锁连接，如采用螺栓配合自锁螺

（3）保险丝装配要求较高，
有装配方向要求，同时
保险丝不能过紧也不能过松；

母、自锁丝套等可实现管路接头的自锁连接，大管径

（4）保险丝的装配和分解非常费时费力，效率低；

管路多采用此类型接头，
如图 1 所示。

（5）保险丝锁紧保险装配性、维护性差。

2 自锁管路连接结构
航空发动机螺纹连接已广泛采用了自锁结构，常
见的有螺纹收口自锁结构、尼龙嵌环自锁结构等，都
是依靠结构件的形变产生克服螺纹松脱的自锁力
矩 [7-8]。
自锁丝套

2.1 丝套自锁管路接头
丝套自锁管路接头结构是利用锁紧型钢丝螺套
的成熟结构，
通过在外套螺母的内螺纹内镶嵌自锁丝
套，依靠丝套的自锁能力实现管路接头的自锁连接，

图 1 法兰连接胶圈 / 金属密封圈密封接头

螺纹连接锥面密封接头是发动机最主要、最广泛

具体结构形式如图 3 所示。

采用的管路连接结构，多应用于中、
小管径管路，其典

多边形锁紧段

型结构有平管嘴、外锥接头、外套螺母构成 ，结构如
[4]

锁紧型
钢丝螺套

装配丝套
自锁外套螺母

图 2 所示，由于外套螺母螺纹规格较大（M12~M33），
无法采用螺纹收口（M6~M10 自锁螺母）实现可靠的
螺纹自锁连接。目前为满足发动机苛刻的工作环境和

外锥接头

锁紧型钢丝螺套

外套螺母

高可靠性要求，采用了保险丝保险，其结构是在外锥
接头和外套螺母设置保险孔，在管路接头装配到位后
通过打保险丝防止螺纹连接出现松脱。

平管嘴

图 3 丝套自锁管路接头

外套螺母
外锥接头

平管嘴

此种自锁管路接头的自锁性和可靠性取决于自
锁丝套，早期发动机多应用此种结构解决无法打开保
险丝，如空间限制部位管路接头的可靠性问题，并未
取代保险丝锁紧在发动机上大规模应用，主要原因是

保险丝

受限于大规格螺纹自锁丝套的可靠性，以及丝套对管
路接口同轴度的要求较高。RR 公司在 Spey 和RB199
发动机外部管路采用了丝套自锁管路接头，主要用于
螺纹连接

解决穿出外涵机匣空间受限无法打开保险丝管路接

密封锥面

口的可靠锁紧问题，
如图 4 所示。

图 2 螺纹连接锥面密封接头

2.2 爪式自锁管路接头

管路接头使用保险丝进行锁紧，此种传统结构已

爪式自锁管路接头依靠装配在外套螺母上的带

经不能满足发动机日益提高的装 配性和维护 性要

弹性自锁爪和装配在外锥接头上的锁紧环，在管路接

求

头装配到位后，二者相互配合，通过锁紧环径向胀起

，其主要缺点：

[5-6]

（1）保险丝装配分解需要使用专用工具；

自锁爪，引起其弹性变形，产生防止螺纹松脱的自锁

（2）保险丝为消耗件，
只能使用 1 次，每次装配需

力矩实现管路接头的自锁连接，如图 5 所示。

重新制作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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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卡环自锁管路接头

丝套自锁管路接头

卡环自锁管路接头的卡环装配在外套螺母后端，
装配到位后，卡环的 2 个弹性卡爪与平管嘴上的波浪
环配合，并被径向胀起。外套螺母相对于平管嘴无法
沿螺纹松脱方向运动，卡环的变形约束力克服了可能
出现的螺纹松脱，间接的使得外套螺母和外锥接头螺
纹连接的松脱运动必须克服卡环的变形力，从而实现
管路接头的自锁连接[9]，如图 7 所示。
弹性卡爪

图 4 丝套自锁管路接头的应用（RB199 发动机）
外套螺母

锁紧环

自锁爪

卡环

外锥接头

平管嘴

外套螺母
波浪环

图 7 卡环自锁管路接头

卡环自锁管路接头最大限度的继承了传统锥面

图 5 爪式自锁管路接头

特点，在相配件上采用装配结构，灵活实现了管路自
锁，可显著提高管路连接的可靠性并改善装配性和维
护性，F110 发动机外涵道内的燃油总管接头采用此
结构提高连接的可靠性防止漏油隐患，
EJ200 发动机
对需要维护使用的孔探仪堵头采用了此结构提高装
配性和维护性，如图 6 所示。

管路结构，通过装配结构形式的卡环实现了自锁，巧
妙的将外套螺母与平管嘴锁紧间接实现了螺纹自锁，
同时其结构整体性好，卡环可以进行更换，是 1 种成
熟可靠的管路自锁结构。作为 4 代机的 F135 发动机，
其升力风扇管路接头大范围采用了卡环自锁，如图 8
所示。

卡环自锁管接头
F110 燃油总管

EJ200 孔探仪

图 8 卡环自锁管路接头的应用（F135 升力风扇）

2.4 卡钩 / 卡槽自锁管路接头
卡钩 / 卡槽自锁管路接头，其设计思想是通过外
套螺母前段的一体化自锁卡钩与外套螺母上的卡槽
配合，装配到位后，弹性卡钩被径向胀起同时卡钩前
段越过卡槽，通过卡槽胀起卡钩，产生限制螺纹转动
图 6 爪式自锁管路接头的应用

PDF pdfFactory Pro

的摩擦力实现了管路自锁[10-12]，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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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锁管接头结构对比分析

卡钩

自锁管

优点

路接头
卡槽

可更换、结构

丝套
自锁

爪式
自锁

图 9 卡钩 / 卡槽自锁管路接头

最简洁

自锁

多、自锁可 解决装配性
靠性差
局部提高

统 管 接 头 结 构 零散件最多 可靠性和维
更改最小

护性

可更换，继承
性好

零 散 件
多，小管径
应用困难

加工成形，外套螺母上的弹性卡钩对加工要求较高。

应用

提高可靠

Spey、RB
199 局部
F110 燃
油 总 管 、
EJ200 孔 探
仪
F135 升

性和装配性 力风扇

质量大、

F119 和 F135 发动机采用此种结构实现了管路接头

卡钩 /

的全自锁连接，
也是唯一 1 种被大范围成熟应用的自

卡槽

锁管接头，体现出很高的设计制造水平，代表了现今

解决问题

零 散 件

可更换、对传

卡环

此种管路接头无任何零散件，卡钩和卡槽一体化

缺点

自锁

自锁可靠、一
体化无零散件

结 构 尺 寸
大、不可更
换、对加工

提高可靠 F119、F135
性和装配性

要求高

最先进的管路自锁结构，
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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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进气道 / 发动机台架联合试验及匹配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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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确定发动机地面装机条件下的进气畸变大小，对 1 种全尺寸进气道与发动机地面台架开展进发联合试验研究。试
验速度条件为飞机静止状态，对应飞机迎角为 0毅，马赫数为 0。参试进气道为 2 元外压式超声速进气道，参试发动机为大推力双转
子带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采用地面台架联合试车的方法，获得了不同进气道条件下的进发匹配特性数据，包括在发动机不同工作
转速下进气道出口流场的稳态总压特性、动态畸变特性等参数，并与进气道缩比模型风洞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全
尺寸进气道的出口畸变随发动机空气流量增加而增大，与风洞试验结果一致，但防护网对于畸变的影响效果相反。
关键词：进发匹配；进气道试验；流动畸变；发动机台架
中图分类号：V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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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Test and Match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of an Aircraft Inlet / Engine Testbed
GAO Wei-min, REN Zhi-bo, WANG Qin, WANG Xiao-lia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g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distortion under the engine installed conditions, a combination test were studied on a full scale

inlet and an engine ground testbed. The speed condition of the test was simulated at the aircraft stationary state, the corresponding angle of
attack was 0毅 and mach was 0. The tested inlet was a two-dimensional external-compression supersonic inlet, the tested engine was a large
thrust double spod turbofan with afterburer. Using the ground testbed combined test method袁the test got the inlet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including steady-state pressure distortion, time-variant distortion at the Aerodynamic Interface Plane (AIP) in various engine rotating speed,
and test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wind-tunn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ortion of full scale inlet increases with the engine air flow

increase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of scale model test in the wind-tunnel, but the effect of the protective net on the distortion is
opposite against the wind-tunnel.

Key words: inlet engine matching; inlet test; flow distortion; engine testbed

是在飞机设计单位，采用缩比模型进行风洞试验给

0 引言
进气道和发动机是飞机推进系统的 2 大主要部

出进气道出口流场的特性 （包括进气道工作流量、
总压恢复、畸变指数等）；另一部分是在发动机设计

件。进气道的作用是捕获外部空气，为发动机提供

单位，采用发动机整机（包括压气机）地面台架性能

与工作状态匹配的空气流量, 并要保证具有足够好

试验、插板试验、高空台试验，给出发动机的工作特

的流动品质。衡量进气道性能和进发匹配特性的空

性（包括性能、稳定性裕度等）。通常通过对相关数

气动力学参数包括：进气道的流量、总压恢复系数、

据进行对比分析评价进发匹配特性（或者是发动机

总压畸变指数、紊流度等。

安装特性）。采用真实飞机进气道与发动机联合试

随着中国 《航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机进

验进行进发匹配特性检查的工作开展较少 [2-5]，其部

口总压畸变评定指南》[1]的颁布，进气道与发动机的

分原因是，中国的高空台试验设备能力尚无法支持

相容性研究基本分为相对独立的 2 个部分。一部分

大推力级发动机的相关研究。

收稿日期：2016-04-11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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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确模拟发动机在飞行条件下的性能和工
作稳定性，美、英、俄等国都建设有大型自由射流试
验舱并有完善的测试与评估准则

[6-9]

布置的动态压力测量点位于相对半径 0.9Rout 处，
如图 4 所示。

。如美国的航空

推进系统试验设备（ASTF）可以模拟飞行条件：最大
飞机高度 30 km、最大飞行马赫数 3.8、迎角和侧滑
角基本覆盖飞机的机动飞行范围。目前，中国的这
些试验设备和技术还不成熟，飞行条件下的大尺寸
进气道 / 大推力发动机匹配工作情况还不能采用地
面设备进行模拟和评判。通过分析进发匹配试飞和

图 1 进气道 / 发动机台架联合试验设备安装情况

风洞试验的数据发现，在地面起飞状态下进气道出
口流场的畸变指数很大，接近飞机亚声速大迎角机
动飞行时的畸变指数。从而提出了采用地面台架进
行进气道 / 发动机联合试验，用以分析亚声速条件
下的进发匹配特性

[10-15]

图 2 进气道 / 发动机台架联合试验测点布置

。

AIP 截面

本文描述 1 种全尺寸进气道与发动机地面台架

Ps5

联合试验情况。试验速度条件针对飞机静止状态，

Ps6

参试进气道为 2 元外压式超声速进气道，参试发动

Ps4

机为大推力双转子带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试验中
测量了发动机不同工作转速下的进 气道出口流场

P P45
P41 P42 P43 44

的稳态总压特性、动态畸变特性等参数；同时，录取
了在飞机进气道进气条件下的发动机工作特性。对

Ps1

进气道的出口流场参数与进气道缩 比模型风洞试
Ps3

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1

壁面静压
（均布）

试验设备与试验安排

Ps2

1.1 试验装置简介

皮托管总 / 静压测点

参试的飞机进气道为 1 种 2 元外压式可调节超

壁面静压测点

图 3 AIP 截面稳态总压、静压测点布置（逆航向）

声速进气道，进气道下部前缘后设置有百叶窗式辅

1-1 截面

助进气门，进气道内部安装有金属防护网。参试的
发动机为 1 种大推力带加力的双转子涡轮风扇发
动机。
Pd6

试验台架为具备 6 分量测力系统并可监控发动

Pd5

机多项参数的室内整机试车台。试验装置的安装情
况如图 1 所示。

Pd1

1.2 测试系统简介
1.2.1

Pd4

测试点布置

进气道流动参数的测量点布置在发动机进口前
的 AIP 截面和 1-1 截面处，如图 2 所示。在 AIP 截
面处布置有空间 6×5 支总压受感部，每支受感部

Pd2

Pd3

位于每个等环面的质量中心，壁面周向布置 6 支静
压测点，如图 3 所示。在 1-1 截面处，6 支周向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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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数；p ij 为第 i 测点脉动总压。

测试系统

稳态压力测试由 1 次仪表（总压受感部）、连接

1.3 试验计划安排

气路、2 次仪表（压力扫描单元）及计算机构成。总压

参试发动机在完成暖机程序后，进行进气道 /

受感部的测试精度达到 0.3%；2 次仪表选用压力扫

发动机匹配特性试验，录取发动机在不同转速下的

描单元，精度为 0.05%FS；压力扫描单元将采集到的

进气道出口流场参数。进气道调节板固定，防护网

压力信号转换为电信号，利用计算 机进行数据处

分为打开和关闭 2 种工作状态。

理，压力信号采样频率为 10~15 Hz。

2

动态压力测试分析系统由动态压力受感部、直
流信号调理器、高速数据采集及计算机实时处理分
析系统组成。动态流场测试采用动态压力受感部将
压力转变为电信号，经信号调理器放大后，进入实
时处理分析系统，进口流场数据滤波截止频率为 1k
Hz，采样频率为 ５k 点 /s，试验时实时计算 栽=5 s 内
的流场面平均紊流度、各测点的 紊流度及涡 旋尺
度。整个系统的动态测试精度为 10%。
1.2.3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进气道出口流场特征
在进气道出口截面，稳态总压显示出明显的不
均匀特征，如图 5 所示。高压区位于进气道的顶部，
低压区位于进气道的底部，这一流场特征在全尺寸
进 / 发联试与进气道缩比模型风洞试验中的结果一
致。随着发动机低压换算转速的增加（在风洞试验
中，表现为进气道流量系数增加），这种高压区在
上、低压区在下的流场特征基本不变，但高、低压差

测试参数计算

不断增大，表现为总压恢复系数会下降，畸变指数

总压恢复系数 滓
滓=P02 /P0∞

（1）

会增加。

式中：P0∞ 为进气道前未扰动气流总压；P02 为 AIP 截
面测得的 30 点总压，P02=1/30 移 P02。
i=1

综合压力畸变指数 W 为稳态周向压力畸变指

数 驻滓0 和平均紊流度 着av 相加

准=0.507

Pressure
0.980
0.975
0.970
0.965
0.960
0.955
0.950
0.945
0.940

（2）

稳态周向压力畸变指数
驻滓0=1- 滓0
滓av

（3）

n1R=60%

压区内平均总压恢复系数，计算方法为 滓0=
兹1

1
兹2-兹1

n1R=70%

Pressure
0.94
0.92
0.90
0.88
0.86
0.84
0.82
0.80
0.78
0.76

Pressure
0.94
0.92
0.90
0.88
0.86
0.84
0.82
0.80
0.78
0.76

Pressure
0.94
0.92
0.90
0.88
0.86
0.84
0.82
0.80

n1R=80%

n1R=98%

图 5 进气道出口流场稳态总压图谱比较

式中：滓av 为 AIP 截面的平均总压恢复系数；滓0 为低

乙

准=0.843

准=0.797

Pressure
0.94
0.92
0.90
0.88
0.86
0.84
0.82
0.80
0.78
0.76

进气道 / 发动机联合试验得到的出口稳态总压图谱

W =驻滓0+着av

兹2

Pressure
0.94
0.92
0.90
0.88
0.86
0.84
0.82
0.80

Pressure
0.980
0.975
0.970
0.965
0.960
0.955
0.950
0.945
0.940

30

进气道出口的这种流场特征与进气道的结构组
成密切相关，在进气道正下方的辅助进气门上方，
安装有孔径较小的防护网，气流通过防护网后总压

滓（兹）
d兹。
r

会明显降低。防护网放下时，只有通过辅助进气门

面平均紊流度 着av
着av= 1
6
各测点的紊流度 着i

进气才通过防护网，导致进气道下半部分气流压力

移着
6

i=1

（4）

i

量的增加而下降（如图 6 所示），在流量比较大的区

各测点的脉动总压的均方根值 驻PiRMS

姨

1
n

域几乎呈线性下降。进气道防护网打开也会明显降

n

移（p -p
j=1

ij

）2

icp

（5）

式中：p icp 为第 i 测 点脉动总压 平均值；n 为 采 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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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进气道出口总压恢复特性
进气道出口的总压恢复系数随着发动机进气流

着i=驻PiRMS /p icp

驻PiRMS=

降低，上半部分气流损失较小。

低进气道总压恢复系数。对比风洞试验结果，全尺
寸进气道 / 发动机联试测得的总压恢复系数更低，
在大流量条件下差值接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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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例在全尺寸进气道 / 发动机联试测量结果中

总压恢复系数

达到 75%以上，在进气道缩比模型风洞试验中也达
缩比进气道风洞试验（无防护网）

到 70%以上。这个比例值远高于发动机插板试验
（用于发动机稳定性研究）的结果。即插板试验得到

全尺寸进气道发动机地面试验（有防护网）

发动机进口流场中的动态畸变占的比例更大，可以

全尺寸进气道发动机地面试验（无防护网）

达到综合压力畸变指数的 50%左右。

缩比进气道风洞试验（有防护网）

换算流量 （kg/s）
/

周向压力畸变指数 /%

图 6 进气道出口总压恢复系数比较

2.3 进气道出口流场畸变特性
2.3.1

缩比进气道风洞试验（有防护网）

综合压力畸变特性

全尺寸进气道发动机地面试验（无防护网）

与第 2.1 节分析的进气道出口流场特征结论一

缩比进气道风洞试验（无防护网）

致，进气道出口的综合压力畸变指数随着发动机进

全尺寸进气道发动机地面试验（有防护网）

气流量的增加而增加（如图 7 所示），在流量比较大

换算流量 （kg/s）
/

图 8 进气道出口稳态周向畸变指数比较

的区域呈非线性增加趋势。在全尺寸进气道 / 发动
机联试的测量结果中，防护网明显降低了进气道出

周向压力畸变指数占综合
压力畸变指数的比例 /%

口流场的综合压力畸变指数，这一点与风洞试验的
结论不一致（原因分析另文论述）。从进气道防护网
的工作原理上看，其作用可以减小进气道流动中的

进发联合试验（无防护网）
进发联合试验（带防护网）
发动机地面插板试验
缩比风洞试验（无防护网）
缩比风洞试验（带防护网）

分离涡尺度，对降低进气道出口流场的综合畸变指
数有利。

W1R/（kg/s）

综合压力畸变指数 /%

图 9 进气道出口周向压力畸变指数占综合

缩比进气道风洞试验（有防护网）

压力畸变指数的比例
全尺寸进气道发动机地面试验（无防护网）

2.3.3
缩比进气道风洞试验（无防护网）

全尺寸进气道发动机地面试验（有防护网）

进气道出口的动态畸变指数随着发动机进气流

换算流量 （kg/s）
/

量增加呈线性规律增加，如图 10 所示。当动态畸变
指数大于某一值时，这个线性斜率会扩大。全尺寸

图 7 进气道出口综合畸变指数比较

2.3.2

动态畸变特性

进气道 / 发动机联试结果中的面平均紊流度要比风
洞试验结果小，且进气道防护网又明显降低流场紊

稳态周向畸变特性

进气道出口的稳态周向畸变指数与综合压力畸

流度的作用，这一点在风洞试验结果中并不明显。

变指数的变化规律一致，均随发动机进气流量的增

详细分析每个动态压力受感部测得的紊流度分

加而增加，如图 8 所示。在流量比较大的区域呈非

布可以发现，随发动机低压换算转速增加，相应的

线性增加趋势。同样，在全尺寸进气道 / 发动机联试

发动机流量增大，紊流度在不断上升，如图 11 所

的测量结果中，防护网明显降低了进气道出口流场

示；对应发动机低压换算转速比较小的状态，各测

的稳态周向畸变指数，这一点与风洞试验的结论不

点的紊流度差别并不大；当达到 80%以上，第 2 测

一致。

点 Pd2（如图 4 中的紊流度测点布置）和第 4 测点 Pd4

进气道出口的稳态周向畸变指数占综合压力畸

测得的紊流度明显大于其它测点的。这说明在进气

变指数的比例，随着发动机进气流量的增加几乎呈

道出口截面，这 2 个测点所在的区域气流分离程度

线性规律增加，如图 9 所示。在流量比较大的区域，

要大于其它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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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 Yong, TAO Zengyuan, ZHANG Faqi, et al. Matching test of

面平均紊流度 /%
缩比进气道风洞试验（有防护网）

an aircraft inlet and engine on the ground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03, 18(4): 554-557.(in Chinese)

缩比进气道风洞试验（无防护网）

[3] 王如根，江勇，桑增产，等.飞机进气道 / 发动机匹配工作流场测
试和分析[J].航空计测技术，1998，18（5）：11-13.
WANG Rugen, JIANG Yong, SANG Zengchan, et al. Test and anal全尺寸进气道发动机地面试验（无防护网）

ysis of the flow field on air inlet/engine matching operation[J]. Aviation Metrology and Measurement Technology, 1998, 18(5): 11-13.(in

全尺寸进气道发动机地面试验（有防护网）

换算流量 （kg/s）
/

图 10 进气道出口动态畸变指数（面平均紊流度）比较
着

mc
-60%
-65%
-70%
-75%
-80%
-85%
-90%
-93%
-95.5%
Pd2

Pd1

Pd3

Pd4

Pd5

Pd6

点的影响[J].推进技术，2001，22（2）：137-138.
ZHANG Fa:qi, JIANG Yong, SANG Zengchan, et al. Effect of inlet
on the engine performance and platform point for aircraft [J].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2001, 22(2): 137-138.(in Chinese)
[5] 汪涛，江健，史建邦.进气道 / 发动机相容性试飞中总压畸变数据
的采集与处理[J].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2012，25（2）：54-58.
WANG Tao, JIANG Jian, SHI Jianbang.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of total pressure distortion data in inlet/engine compatibility flight test
[J]. Gas Turbine Experiment and Research, 2012, 25(2): 54-58. (in

Pd1

Chinese)

图 11 进气道出口截面各测点紊流度分布

3

Chinese)
[4] 张发启，江勇，桑增产，等.某型飞机进气道对发动机性能和台架

[6] The Engineering Society for Advancing Mobility Land Sea Air and
Space. SAE ARP 1420B. Gas Turbine Engine Inlet Flow Distortion

结论

Guidelines[S]. US: SAE Technical Standards Board, 2002.

全尺寸进气道 / 发动机联合试验实现了在发动

[7] The Engineering Society for Advancing Mobility Land Sea Air and

机真实工况下对进气道出口流场特性的测量，得到

Space. SAE AIR 5687. Inlet / Engine Compatibility-From Model to

以下结论：

Full Scale Development [S]. US: SAE Technical Standards Board,
2011:1-94.

（1）全尺寸进气道 / 发动机联合试验得到的进

[8] The Engineering Society for Advancing Mobility Land Sea Air and

气道出口截面稳态总压图谱与风洞试验 了流场结

Space. SAE AIR 1419A. Inlet Total-Pressure-Distortion Considera-

构一致，均为高压区在上部，低压区在下部；

tions for Gas Turbine Engines [S]. US: SAE Technical Standards

（2）进气道总压恢复系数随发动机流量的增加
而下降，全尺寸进气道 / 发动机联合试验得到的总
压恢复系数下降量值大于风洞试验结果；

Board,2011:10-279.
[9] Norby W P. Small scale inlet testing for low cost screening applications[R]. AIAA-90-1926,1990.
[10] 惠增宏，张理，竹朝霞，等.进气道实验中动态数据采集及处理

（3）综合压力畸变指数随发动机流量的增加而
上升，全尺寸进气道 / 发动机联合试验得到的综合
压力畸变指数上升的量值大于风洞试验结果；
（4）表征动态压力畸变特性的进气道出口截面
平均紊流度随发动机流量增加呈线性规律上升，全
尺寸进气道 / 发动机联合试验得到的面平均紊流度
要小于风洞试验结果。

方法研究[J].实验力学，2002，17（1）：48-54.
HUI Zenghong, ZHANG Li, ZHU Zhaoxia, et al. A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data sampling and processing in air-inlet duct test[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chanics, 2002, 17(1): 48-54.(in Chinese)
[11] 叶巍，乔渭阳，侯敏杰.某型飞机发动机模拟板设计与校准[J].航
空动力学报，2010，25（3）：641-646.
YE Wei, QIAO Weiyang, HOU Minjie. Design and calibration of a
certain aircraft/engine’s simulation board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10, 25(3): 641-646.(in Chinese)
[12] Stevens C H,Spong E D,Hammock M S. F-15 in-let/engin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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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参考信号方法的叶轮机械宽频噪声
试验研究
许坤波，乔渭阳，
魏人可，王良峰
（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072）

摘要：航空发动机降噪研究迫切需要 1 种叶轮机械宽频噪声测量方法。通过在单级轴流风扇进口段布置的 4 圈环形麦克风阵
列对管道内宽频噪声进行了测量，每圈阵列由 8 个环壁面布置的传声器组成。在 40%~1 00%设计转速下，利用互相关方法对管道内
宽频噪声进行了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在相同转速不同工况下的噪声结果差别很小。该方法能准确地对管道内模态波进行分解，并
分辨出顺流和逆流传播的模态波，进一步证实了互相关方法在管道宽频噪声测量方面有很好的鲁棒性。
关键词：宽频噪声；模态；阵列；
叶轮机械；轴流风扇
中图分类号：V231 .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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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Turbomachinery Broadband Noise Based on Reference Signal Method
XU Kun-bo, QIAO Wei-yang, WEI Ren-ke , WANG Liang-feng
渊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冤
Abstract: Noise reduction research in aeroengine urgently needs an experimental method to measure turbomachinery broadband

noise. Four rings of microphones installed upstream of an axial fan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broadband ducted noise, each ring was
composed of 8 wall-flush mounted microphones.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at different conditions from 40% to 100% design speed, and
broadband noise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correlation method.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little difference in the decomposed broadband

sound fields when different conditions are operating at the same rotating speed. The method can accurately decompose the sound fields into

modal terms and distinguish the mode waves both along and against flow directions. Cross-correlation method is furtherly proved to be
robust in broadband noise determination.

Key words: broadband noise; mode; array; turbomachinery; axial fan

计），单音噪声已经接近降噪极限，因此降低宽频噪

0 引言

声研究越来越迫切 [2]。

商用飞机的噪声问题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降噪措施 （除去操作中的飞行航迹控制） 可以

航空发动机噪声在大多数飞行状态 下都是其主要

分成 2 种：1 种是在声源处通过合适的风扇叶型声

噪声源。航空发动机噪声包括单音噪声（例如转子

学和空气动力学再设计，去除掉噪声源的空气动力

自噪声、蜂鸣声和转、静干涉噪声）和宽频噪声 。风

学产生机理；另 1 种利用管道声学处理降低噪声源

扇噪声已被证实是大型亚声速飞机 上涡扇发动机

在管道中的声辐射效率。第 2 种措施既可以通过主

的主要噪声源。近年来随着各种措施的实行（例如：

动吸声结构对噪声能量的实际吸收降低声辐射效

在发动机进口段和外涵段上安装被动吸声装置，采

率（也就是将声能量转化为热能），也可以通过使声

用先进的风扇叶型设计和转、静子叶片数的截止设

源处和其附近的声阻抗不匹配的被动吸声结构降

[1]

收稿日期：2016-12-0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47613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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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声辐射效率 [3]。针对声源处降噪，英国南安普顿大

量包含进口段的静压孔和出口段处的 5 孔探针，声

学

将叶型前缘和尾缘设计成仿生学锯齿形状，并

场测量装置（图 2）由布置在风扇进口段的 4 圈麦克

进行了降噪试验研究，但均是针对翼型在自由场环

风阵列组成，其轴向间距为 10 cm，每圈阵列由 8 个

境内进行。当对象变成管道内声源时，声场测量将

周向等间距排布的麦克风组成。风扇由变频电机带

是一大难点。

动，在试验中测量了多个转速状态，每个转速测量

[4-9]

Tyler&Sofrin 提出管道内的声压信号可以写成

了 2 个工况（如图 3 所示），分别为高压比（condition

无限个模态波的线性叠加形式，管道内模态波传播

#1）和低压比（condition #2）状态。风扇试验台主要参

以及试验测量研究迅速成为热点 [11-16]，但其只停留

数见表 1，其中转子数为 19，静子数为 18，设计转速

在单音噪声测量方面。针对硬壁管道内噪声，Doak [17]

为 3000 r/min，额定流量为 6.3 kg/s。

[10]

推导出有限长管道内声场分布的精确方程，虽然该
推导中的对象是无气流管道且末端有挡板，但该方
程可以拓展到有气流的情况。该方程涉及了控制管
道声场的 3 个主要参数：管道横截面几何形状、声
源的时空分布和管道末端声场终止环境。基于 Doak
推导出的控制方程，Chung[18]将互相关方法用于管道
内噪声研究，利用信号互相关方法可以分辨出内部
核心噪声对远场辐射噪声的贡献大小。Abom[19]利用
1 对麦克风信号之间的传递函数分辨出模态波中顺
流和逆流传播部分；Michalke [20-21]通过对声压频谱的

图 1 风扇试验台和测量装置

周向平均来测得管道内声功率频谱。根 据上述方

2.07 m 0.10 m 0.10 m 0.10 m

1.75 m

表 1 压气机主要设计参数

[22]

法，德国宇航院（DLR）的 Enghardt 教授在 2001 年
flow

用 6 个旋转的径向阵列测量了高速 低压涡轮出口
声场，并在 2004 年提出 1 种测量管道内宽频带下噪

Stator rotor

声功率的方法 [23]，这种方法还可以分辨出管道内顺
流 和 逆 流 传 播 的 模 态 波 ；2005 年 在 欧 盟 SILENCE

行了声场测量，试验中用了 4500 个声场测点对涡轮
单音进行了研究 ，并验证了相关方法
[24]

[25-27]

在管道宽

频噪声测量上的可靠性。

0.10 m

图 2 试验台测点分布
1.025

100%
90%
80%
70%
condition #1
condition #2

(R)项目的研究中，Enghardt 教授和德国 MTU 航空发
动机公司合作在 DLR 柏林分部对 3 级低压涡轮进

0.10 m

1.020

1.015

1.010

本文利用环壁面布置的 2 圈环形麦克风阵列对
管道内宽频噪声进行测量，利用互相关方法不仅获

1.005

2

3

4
5
ma （kg/s）
/

6

7

图 3 特性线和测量工况

得了主要单音噪声结果，而且得到了管道内传播的

Design parameters

Design value

Number of blades

19

Number of vanes

18

Rotate speed/（rev/min）

3000

Rate of flow/（kg/s）

6.3

Total pressure ratio

1.02

Outside diameter/mm

500

Hub ratio

0.57

Span-chord ratio of rotor

1.2

Span-chord ratio of stator

1.2

Airfoil shape

NACA-65

宽频噪声结果，并研究了不同参考麦克风信号对模

2

态声功率和宽频噪声声功率的影响。

1

波动方程在圆柱坐标系（x,r,兹）中为 [1]

试验台
试验是在西北工业大学动力与能源学院的叶轮

机械气动力学和气动声学实验室(TAAL)进行。风扇
试验台和测量装置如图 1 所示，试验台测点分布如
图 2 所示，测量装置分流场和声场 2 部分。流场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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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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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1）

式中：c 为声速；t 为时间；p 为声压。

式（1）是无黏方程并假设流动中不可压、绝热、
温度梯度可忽略，并且流动的状态信息与轴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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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周向位置无关。对于声场在圆柱或环形的硬壁管
道内传播，式（1）可以得到 1 种数值解，对于某个频
p(x,r,渍)＝ 移移（A mn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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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应用式(2)，2 个麦克风测量的复数声压信号的互
相关可以用模态信息表示为
ik mn x mic

+移

<|A i |2><|A j |2>

- ik i x mic

+A j e

移（|A

移A

统计结果。考虑到 2 个附标为 mic 和 ref 的麦克风信

+

-

ik i xmic-ik i xref

|<A i A j |2

=

-

N

N

假设管道内不同模态波是互不相关的，且声压
的频域信号经过了足够多次平均，能反映出声场的

（A mn e

N

-

i=1

数，
保证特征函数沿着横截面积分的结果为面积。

蓸 移移
蓸 移移

N

i=1 j=1,j ≠ 1

Bessel 函数，即 Jm 和 Y m，并用到圆柱硬壁管道特征值
Cmn 为无量纲系
滓mn，对于非环形管道系数 Qmn 为 0；

∞

+

ik i xmic-ik j xref

-*

+ ik i x mic

管道声 模态振幅；上标“+”
、
“-”分别表示顺流和逆
2阶
无量纲半径；fmn（r）为管道特征函数，其要用到 1、

+*

因此公式（7）中的方括号项为 0。即：

2

流；棕 为角频率；渍 为周向角度；k=棕/c 为波数；r/R 为

-

i=1

|<A i A j |2
+

（4）

N

+移A i A i e

式中：i,j 为任意模态阶数；N 为截通的模态总数；上
标 * 为共轭。因为假设不同模态的相关性为 0，即

式中:m 为周向模态阶数；n 为径向模态阶数；A mn 为

∞

-

<|A i |2><|A j |2>

rdrd兹=A

p（xmic ,rmic ,渍mic）p（xref,rref,渍re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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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率可以由模态波的线性叠加得到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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茁= 姨1-Max

2

蔀

（12）

2

式中：Max 为轴向马赫数。

s

从式中可见，k ma 只依赖于马赫数 Max，而 k mn 依
赖于声波区域的边界条件。
式（9）表明:对于任意 1 个截通模态，会有 4 个未
知数，即需要测量 4 个互相关信号才能求解出其模态
振幅。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需要简化自变量的个数。
式（9）的后面 2 项可以简化为
N

移A i A 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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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 e {}表示复数的实部。

互相关写成矩阵 A x=b 形式如式（16）所示，上 标 T

（13）

瑟

表示转置，即模态分解过程可以写成 1 个“反问题”
形式。而对于大多数情况，一般已知的测点数要大
于未知数的个数，即要求解的问题超定。对于这类

将式（13）应用到式（9）中，则对于每个截通的

问题，通常使用奇异值分解方法（Singular Value De-

模态（m,n）都包含 3 个未知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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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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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求解。使用这种方法得到模态波沿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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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逆流方向传播的振幅，并通过式（15）计算出模态
声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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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和分析

e

M

ik (x1-xN) im(准1-准N)

e

煽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闪

T
山杉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删

+

|A 00 |2
-

|A 00 |2
±

B 00
-

2

|A 10 |
±

B mn

衫煽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闪

=

山杉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删

p（x1,r1,准1）p（x2,r2,准2）*
p（x1,r1,准1）p（x3,r3,准3）*
p（x1,r1,准1）p（xN,rN,准N）*

衫煽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闪

（16）

据管道内模态截止理论可知，在所研究的频率

试验中 32 个麦 克风的采样 频率为 32768 Hz，

段 ， 管 道 内 可 以 截 通 的 模 态 为 ：(0,0)、(±1,0)、(±

采样时间为 10 s。各频率下管道内截通的模态波个

2,0)、(±1,0)和 (0,1)。依据 Tyler&Sofrin 模态分解理

数以及最大的周向模态阶数和径向模态阶数如图 4

论，NPU-Fan 风扇试验台可辐射出的转、静干涉模

所示。试验中轴向布置了 4 圈阵列，因此可以分辨

态阶数见表 2。
表 2 NPU-Fan 管道内转、
静干涉模态

的最大径向模态阶数为 1，从图中可见，0~1100 Hz
内的模态结果是可信的。

harmonic order

Blade passing frequency

number (n)

(BPF)

15
total number of modes
max mode order m
max mode order n

1

1

10

2

2

5

3

3

Rotor-stator interaction
k

m=nB+kV

-2

-17

-1

1

0

19

-3

-16

-2

2

-1

20

-4

-5

-3

3

-2

21

基于参考信号方法计算出不同转速和工况下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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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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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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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频率下总模态个数和模态值（m, n）

bpf 处的模态声功率结果如图 5 所示，分别给出了
顺流和逆流传播的结果。横坐标为周向模态阶数，
纵坐标为声功率。从图中可见，不同工况下的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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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非常相近，转、静干涉模态是 bpf 处的主导模

速下，加大叶片载荷在显著影响平面波结果的同时

态，顺流传播的模态声功率要高于逆流传播的。尤

也会影响到其它高阶模态。某个工况下计算出的声

其是 (1,0) 模态，其差值可达 10 dB。

功率以及过滤后的频谱如图 7 所示。原始结果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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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过滤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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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0%转速工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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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少导致，因此无法通过后处理抑制掉。为了研究
宽频噪声，用过滤函数对结果进行了平滑处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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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而不是因为采样数据时间太短或者平均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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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0%转速工况 #2

图 5 不同转速和工况下的模态声功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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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原始信号和过滤后的模态声功率结果对比

不同转速和工况下顺流和逆流传播的模态结果

不同转速下计算出的声功率结果如图 8 所示。

对比如图 6 所示。在 90%转速下的非平面波的结果

从图中明显可见声功率的结果随着转 速增大而变

差别不大，而在 100%转速下 condition #1 工况的结

大，所有转速线的结果在 400 Hz 处均有很明显跃

果要比 condition #2 的大。这是因为在较低转速下，

升，这是因为在此频率处截通了第 1 个非平面模态

加大叶片载荷只改变了平面波模态结果，而在高转

波。每条转速下的结果在其 BPF 处都出现了峰值，
随着转速增大，该峰值频率逐渐后移。峰值附近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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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0%转速逆流传播

图 6 不同转速下顺流和逆流传播的模态声功率结果

PDF pdfFactory Pro

40%
50%
60%
70%
80%

75
70

n=0, condition #1
n=1, condition #1
n=0, condition #2
n=1, condition #2

95

100

75

-2

（b）90%转速逆流传播

n=0, condition #1
n=1, condition #1
n=0, condition #2
n=1, condition #2

105

80

65

1

www.fineprint.cn

40

0

100

200

300

400
500
frequency/Hz

600

700

图 8 不同转速下计算出的声功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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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拓宽可研究的频率范围，后续试验可以通

tion with mode cutoff ratio [J]. Journal of Aircraft, 1978, 16 (5):
78-193.

结论

[13] Rice E J, Heidmann M F, Sofrin T G. Modal propagation angles in

通过对试验结果的研究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

a cylindrical duct with flow and their relation to sound radiation[R].
NASA-TM—1979-79030.

论：
（1）在高背景噪声和较大硬 壁反射条件 下，在
管道内采用相关方法可以进行径向模态分解，并准
确捕捉管道内的主要模态波；

[14] Moore C J. Measurement of radial and circumferential modes in annular and circular fan ducts [J].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1979, 62(2): 235-256.
[15] Meyer H D, Envia E. Aeroacoustic analysis of turbofan noise generation[R]. NASA-CR-4715.

（2）在较低转速下，在不同工 况处的平面 波有
差别，而在高转速下，在平面波有较大差别时，别的
高阶模态也会发生变化；

[16] Sutliff D L. Rotating rake turbofan duct mode measurement system
[R].NASA-TM-2005-213828.
[17] Doak P E. Excitation, transmission and radiation of sound from
source distributions in hard-walled ducts of finite length (II): the

（3）相关方法在宽频噪声声功率的测量上有很
好的鲁棒性，不同参考信号求解出的结果误差不大。

effects of duct length[J].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1973, 31
(2): 137-174.
[18] CHUNG J Y. Rejection of flow noise using a coherence function
method [J].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73,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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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方法在加力燃烧室
试验中的应用研究
王日先，
王宏宇，孙永飞，张天一,张鹏淼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在航空发动机加力燃烧室试验中，为实现同一截面真实气流状态参数的多传感器精确测量，提出了 1 种多传感器数据
融合方法。该方法运用格拉布斯准则剔除多传感器测量数据中的无效数据，运用方差自适应加权融合方法对有效数据进行融合计
算并获取真实参数，并分别利用算术平均值方法和自适应加权融合方法对试验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结果表明：通过多传感器融合方
法获取的数据均方差明显优于算术平均值方法获取的方差，具有更高的测试精度和可靠性。
关键词：多传感器；数据融合；加力燃烧室；试验测试；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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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ulti-Sensor Data Fusion Method for Afterburner Test
WANG Rixian, WANG Hongyu, SUN Yongfei, ZHANG Tianyi, ZHANG Pengmiao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precision measurement of actual air flow condition of the same section when using multi-

sensor system in afterburner test. The method eliminates suspicious data first based on Grubbs, and then employs an adaptive weighted
fusion estimated algorithm of multi-sensor to fuse effective data.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ffect of new multi-sensor fusion method and
arithmetic mean value method was conducted. The comparison results reveal that new multi-sensor fusion method have obvious advantage
on mean square deviation over arithmetic mean value method. Therefore, new multi -sensor fusion method has higher test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Key words: afterburner; multi-sensor fusion; test measurement; aeroengine

基于小波分析的数据融合方法对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

0 引言

试验数据进行处理；
文献[2]将基于证据理论的多传感

在航空发动机加力燃烧室试验中，试验件进口截

器信息融合改进方法应用于发动机故障诊断；文献[3]

面参数作为试验状态调整的重要参数，其数据的准确

采用基于正交基神经网络算法的多传感器融合方法

性直接影响整体试验的测试结果。通常采用多传感器

对热处理恒温槽进行温度测量。以上方法都取得了不

对进口截面参数（如进口温度、进口压力）进行测量。

同程度的应用效果，但在应用过程中也都有其局限

其目的是通过多传感器测试数据融合获取比单一传

性。比如贝叶斯估计法对先验概率较为敏感[4]；D-S 证

感器测试更高的测试精度。针对上述这类多传感器测

据推理法因故障或干扰可能造成融合产生有悖常理

量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探索和研究，并提出

的结果 [5]；模糊逻辑推理法因没有规范的隶属度函数

一系列成熟的方法并应用到很多领域，包括贝叶斯估

确认方法，可能导致检测误差较大[6]。

计法、模糊逻辑推理法、卡尔曼滤波法、D-S 证据推理

本文针对航空发动机加力燃烧室试验件进口截

。如：文献[1]利用

面参数测量问题，提出了 1 种格拉布斯准则与动态自

法、小波分析法及神经网络法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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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若 T≤T0.05，则可疑值为正常值；若 T≥T0.05 为

适应方差加权相结合的多传感器融合方法。该方法利
用格拉布斯准则剔除可疑数据，尽量减少粗大误差，

异常值，应予剔除。

保证多传感器数据正确融合的数据有效性，然后利用

表 1 检验临界值 T

动态自适应方差加权融合方法进行数据处理，最终获

n

取反映试验件进口截面状态的真实参数。
T

1 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方法

a

15

16

17

18

19

20

0.05

2.41

2.44

2.48

2.50

2.53

2.56

0.25

2.55

2.59

2.62

2.65

2.68

2.71

数据融合的目的在于运用一定的准则和相关算
法，对来自多传感器的测量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和综合

1.2 动态自适应加权数据融合

处理，其中融合计算可以认为是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的

基于格拉布斯准则剔除异常数据后，得到有效数

关键[7-9]。但由于在传感器采集数据的过程中，传感器

据，
然后采用自适应方差加权融合方法对有效数据进

自身某些差异或是所处方位不同，以及在实际环境中

行融合计算，
如图 1 所示。对于不同的传感器赋予相

一些无法控制的随机因素导致传感器失效等情况，都

应的权值，在满足总均方差最小在这一最优条件下，

可能造成测量数据错误，
或者出现传感器的测量数据

使融合后的均值达到最优[14-15]。对应传感器权值可以

不能完全反映监控点的真实情况。因此，进行多传感

根据各传感器得到的测量估计值以 1 种自适应的方

器数据融合首先要对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进行一致

式获取，即为各传感器最优加权因子。

性检验，
剔除可疑数据，从而得到精度更高、可靠性更
好的采样数据，得出比单一传感器更为准确可靠的结
论[10]。
1.1 利用格拉布斯准则剔除可疑数据[11-12]
假定有 n 个传感器对同一对象进行测试采集，在
t 时刻，各传感器的测量值分别为 X 1，X 2，…，
X n ，彼此

图 1 多传感器自适应加权融合估计模型

相互对立，服从正态分布，并且是 X 的无偏估计。如
果个别传感器测量值与其他传感器测量值相差较大，

滓2，…，滓n，所
设 n 个传感器的均方差分别为 滓1，

这种与其他传感器测量值有明显差别的测量值就成

要估计的真值为 X，各传感器的测量值分别为 X 1，X 2，

为异常传感器测量值，在数据处理时应予以剔除。具

…，
X n，彼此相互对立，
并且是 X 的无偏估计。各传感

体方法如下。
（1）将各传感器数据按大小顺序排列：X 1，X 2，…，
X n，
将数据最大值记为 X max，
最小值记为 X min；

器的加权因子分别为 W 1，W 2，…，W n，则融合后的均
值和加权因子满足以下条件
n

X赞 =移W pX p

（2）求出 n 个传感器数据的算术平均值和均方差

滓=

姨

（3）计算检验值

X= 1
n
1
n-1

n

移X
i=1

移W =1

移（X -X軍）
2

i

数据总均方差根据数字特征公式可表示为

（2）

軍
Tmax= X -X min
滓

（3）

軍
Tmin= X -X max
滓

（4）

（4） 根据传感器数 n 和给定的显著性水平 a，通

姨

滓= 姨E 蓘（X-X赞 ）2 蓡 =

E

杉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删

n

n

煽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闪

移W （X-X ） +2 移 W W（X-X ）（X-X ）（7）
p=1

2
p

2

p

p=1，q=1
p屹q

p

q

p

q

因为 X 1，X 2，…，X n，彼此之间相互独立，并且为 X

的无偏估计，
所以

过查表得到临界值 T，
见表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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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1

n

i=1

n

（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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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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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p=1，
2，…，n；q=1，2，…，n）,故 滓 可写成

姨 蓘移

滓=

n

E

2

蓡 姨移
n

2

W p（X-X p） =

p=1

p=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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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传感器安装位置和角度不同、传感器质量状况差

2

W p 滓p

（8）

从式（8）中可知 滓 是关于各加权因子的多元二

异以及测试线路故障等不可预见因素也影响各传感
器的测试结果。因此，通过上述测试数据获取反映进
口截面温度的真实结果显得尤为必要。

次函数，
因此 滓 必然存在最小值。该最小值由加权因
子 W 1，
W 2，…，W n 满足式（6）约束条件的多元函数极
值求取。
根据多元函数求极值理论，
可求出总均方差最小

蓘

时所对应的加权因子
n

2
1
W p =1/ 滓p 移 2
i=1 滓
i
*

蓡

p=1，
2…，n

（9）

此时所对应的最小均方差为
滓min=

山杉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删

姨

n

移1
p=1

2

滓p

衫煽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闪

-1

（10）
图 2 进口截面热电偶布置（顺航向）

以上是根据各传感器在某一时刻的测量值进行
的估计。当估计真值 X 为常量时，
则可根据各传感器
历史数据的均值进行估计。从以上分析可知，最佳加
权因子决定于各传感器的均方差 滓p= （p=1，2…，n），
而 滓p 一般不是已知的，可以通过各传感器测量值计
算得到[16]。
对于第 P 个传感器进行 k 次测量，
其平均值
X（k）
=1
p
k

k

（p=1，2…，n）
移X（i），
i=1

p

（11）

可得如下自适应递推算法

X（k）
=X（k-1）
+ 1 （k（k）
-X（k-1）
）
p
p
p
p
k

（12）

姨

2
k-2 滓 （k-1）2 + 1 （X（k）-X
軍（k-1）
） （13）
p
p
p
k-1
k
假设初值 X（0）
= X（0）
，滓p（0）=0，
滓p（1）=0，利
p
p

滓p（k）=

用式(13)递推得到 滓p（k），代入式（9）中求取各传感器
的加权因子 W p，
最终获取当前融合估计值为
p=1

2.1 疏失误差剔除验证
在获取采集数据时，利用格拉布斯准则对同一次
多传感器数据进行实时判断，剔除异常数据。选取置
信水平 a=0.05，然后根据传感器数量和选定的显著水
平，从表 1 中查出相应的临界值，比较对应传感器计

n

X赞（k）=移W p X（k）
p

图 3 试验件进口截面试验数据

（14）

算出 T 值与临界值大小关系，确定是否为异常数据。
考虑实际工况复杂，
在状态调节时，数据波动大，为了

2 燃烧试验数据验证

保证结果数据反映整个截面综合信息，当判别异常数

以加力燃烧室试验件进口截面温度测量为例，在

据超过 6 点时，则认为整个测试数据为无效数据，需

试验中采用 4 只电偶耙对进口截面进行均布测量，每

排除异常重新试验。通过准则进行判断，结果表明传

只电偶耙上安装 5 点 K 型热电偶，进口截面热电偶

感器 12 在第 34 s 以后数据为异常传感器数据予以

布置如图 2 所示。在某试验状态设计点获取 50 s 试

剔除。从图 3 中可见，传感器 12 在第 34 s 以后测量

验数据，
如图 3 所示。由于进口流场不均匀性造成测

值逐渐减小，并偏离其他传感器测量值正常范围，属

量数据不均匀的分布在 790～820 ℃较大范围内。另

于异常传感器，其测量值为异常数据。在试验后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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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发现传感器 12 损坏。可见，通过格拉布斯准则能准

传感器故障对融合数据造成较大的影响。从图 5 中可

确判别传感器异常数据，
并予以剔除，
符合判别要求，

见，
采用融合方法的均方差最大值小于 0.2，而采用算

保证了进一步融合处理的数据一致性。

术平均值法的均方差为 0.5 左右，
并且随着传感器 12

2.2 多传感器数据融合验证

故障的发生，呈逐渐发散趋势，计算结果已经不能反

在获取有效数据后，依据式（12）、
（13）实时修正

映测试截面的真实状态。通过对比结果可知融合方法

各传感器温度均值估计和方差估计，并计算各传感器

的均方差明显小于算术平均值方法的均方差，表明融

加权因子，按式（14）计算出融合温度值，然后进行下

合具有更高的测试精度。

一时刻采集数据处理，重新确定有效传感器及其数
量，进而再进行数据融合处理。为了比较融合方法的

3 结束语

有效性，还采用算术平均值法对试验数据进行处理分

将多传感器自适应加权融合方法应用于加力燃

析，
并给出 2 种方法计算的温度值及均方差对比验证

烧室试验进口截面参数测试中。试验结果表明：采用

结果。温度融合值(fusion value)和算术平均值(mean

多传感器融合方法可有效处理多传感器测量同一截

value)对比结果如图 4 所示。二者均方差 σ 对比结果

面参数问题，
避免了单传感器或简单算术平均的局限

如图 5 所示。

性限制，减少传感器故障等不确定性误差影响，具有
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能够获取更可靠的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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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 3 维叶尖间隙对典型故障特征的响应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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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有效地克服传统叶尖间隙在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盘的健康监测中传递信息能力有限的不足，充分考虑了在航空发动
机运行过程中涡轮叶片叶尖的 3 维特征，提出包含径向间隙、叶片叶尖端面轴向偏转角和周向偏转角在内的涡轮 3 维叶尖间隙的
概念，并将 3 维叶尖间隙特征参量作为叶片故障信号载体，通过有限元方法分析了 3 维叶尖间隙特征参量对高压涡轮叶片典型裂
纹故障的响应特性。结果表明：３ 维叶尖间隙特征参量对高压涡轮叶片尾缘裂纹的故障特征信息有良好的反映效果。
关键词：高压涡轮；3 维叶尖间隙；故障信息；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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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Three-dimensional Blade Tip Clearance to Typical Fault Information
TENG Fei1, ZHANG Xiao-dong1,2, XIE Si-ying1
渊1.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Key Laboratory of Education Ministry for Modern Design and Rotor-Bearing Syste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ability of traditional turbine blade tip clearance to transmit information is limited

during the health monitoring of aeroengine, 3-D features of turbine blade tip were fully used during the operation of aeroengine, and three-

dimensional blade tip clearance of turbine was proposed, which includes one-dimensional blade tip radial clearance, axial deflection angle

and circumferential deflection angle of blade tip. Three-dimensional blade tip clearance was used as the fault information carrier of blades
and the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to a typical crack fault of high pressure turbine blade were analyzed by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three-dimensional blade tip clearance can better reflect
the fault feature information of a crack on the turbine blade trailing edge.

Key words: high pressure turbine; three-dimensional blade tip clearance; fault information; aeroengine

轮叶尖间隙对于航空发动机的运行状态和经济效益

0 引言

具有重要作用，从而引起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

航空发动机涡轮叶尖间隙是指涡轮叶片叶尖与
[1]

了研究。概括起来，该方向的研究主要包括 2 个方面：

发动机机匣之间的空间距离 。涡轮叶尖间隙对于航

（1）建立简化的数学模型估算叶尖间隙值和研究其变

空发动机具有重要的意义，较小的叶尖间隙可以减少

化规律；
（2） 设计传感器和控制系统检测和控制叶尖

高温高速燃气在经过涡轮时叶尖的泄露损失、提高涡

间隙值的大小。比如，
德克萨斯大学和 NASA 研究员

轮的工作效率、降低油耗、延长涡轮的使用寿命、降低

Javier A. Kypuros 和 Kevin J. Melcher 以及 A. Harish

噪声和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等。研究数据显示，涡轮

等建立了叶尖间隙的简化数学模型，对叶尖间隙值进

[2]

叶尖间隙减小 0.25 mm，涡轮的效率将会提升 1% 。

行了估算[4]；漆文凯、岂兴明、王志豪等对叶尖间隙进

但涡轮叶尖间隙又不能过小，因为过小的叶尖间隙在

行了数值分析[5-7]；贾丙辉、张小栋等对转子对高压涡

发动机运行状态改变时容易导致高速旋转的涡轮叶

轮叶尖间隙变化规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与此同时，

片与机匣发生碰撞和摩擦，
引起故障[3]。由此可见，涡

NASA 研究员 Mark R. Woike 和 Ali

收稿日期：2016-11-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575436）资助
作者简介：
滕飞（1990），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航空发动机 3 维叶尖间间隙变化机理；
Email：
544832746@qq.com。
引用格式：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Abdul-Aziz 以

滕

第4期

及日本国家航天实验室的研究员 Takeshi Tagashira、

机匣

Nanahisa Sugiyama 等人设计了传感器、控制方法检
测、控制叶尖间隙值

91

飞等：涡轮 3 维叶尖间隙对典型故障特征的响应特性分析

传感器

径向

[8-12]

；杨家礼、侯育军、曾军等对叶

转子轴向

叶尖间隙

尖间隙控制系统进行了研究[13-15]。

转子转动
周向

传统的叶尖间隙指的是涡轮叶片叶尖到机匣内

传感器端面

表面的径向距离，实际上是将叶片叶尖简化为 1 个

z0

点，关注的是这个点到机匣内表面的距离，忽略了叶
片叶尖端面作为 1 个空间平面所具有的 3 维特性。而

涡轮叶片

事实上，在航空发动机工作过程中，涡轮叶片在各种

片叶尖端面与机匣内表面的径向距离会发生改变，而
且本身在空间中相对于机匣或涡轮转轴等位置，以及

琢

三维叶尖间隙参量示意

载荷和故障的作用下，其在空间中的 3 维形态会发生
一定的改变，比如叶片的弯曲和扭转。而此时，不仅叶

茁

图 1 3 维叶尖间隙及其参量定义

叶尖端面与转子转轴轴向的夹角；
（3）周向偏转角（β）：
叶尖端面与转子转动周向的夹角。叶尖径向间隙、
轴向
偏转角和周向偏转角被称为 3 维叶尖间隙的特征参量。

相对固定部件的位置和姿态等也都会发生变化。在载

对于 3 维叶尖间隙特征参量中的叶尖径向间隙，
本文仅

荷和故障的作用下，叶片叶尖端面这种空间位置和姿

考虑由叶片应变在径向上所引起的改变量。

态的改变包含了涡轮本身的运行信息和故障信息，传
统的涡轮叶尖间隙忽略了这些十分有用的特征，而且

2 3 维叶尖间隙的主要影响因素

叶尖径向间隙值只是 1 个 1 维的数值量，传递信息的

航空发动机高压涡轮由高温燃气驱动而高速旋

能力十分有限，甚至无法反映涡轮的某些运行状态和

转，
在工作中主要承受高温高速燃气的冲刷所带来的

故障特征信息。因此，本文在传统的 1 维叶尖间隙的

热应力、气动载荷以及自身旋转所带来的离心力。若

基础上，提出 3 维叶尖间隙的概念，引入 3 维叶尖间

涡轮叶片发生故障，
故障特征也会影响叶片叶尖端面

隙特征参量来描述 3 维叶尖间隙，
并将其作为航空发

的空间形态。因此，3 维叶尖间隙的主要影响因素有

动机涡轮运行状态信息和故障特征信息的载体，以工

离心载荷、
气动载荷、温度载荷和故障特征。

作环境最为恶劣的高压涡轮及其叶片为对象，研究 3
维叶尖间隙特征参量对于典型涡轮叶片故障特征的

（1） 离心载荷
在燃烧室出来的高速燃气的冲刷驱动下，现代航
空发动机的高压涡轮工作转速基本都在 10000 r/min

响应特性。

以上，
而军用航空发动机则更高。这种高转速所带来

1 涡轮 3 维叶尖间隙的定义和描述

的离心力将对涡轮和叶片产生很大的拉应力，使其发

航空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是依靠燃烧室出来的高

生径向上的伸长，同时由于叶片几何结构的特殊性，

温燃气驱动涡轮旋转，涡轮带动压气机和风扇进一步

离心力还将导致叶片发生轻微的弯曲和偏转。因此，

的工作，而高温燃气经过涡轮膨胀加速后喷出产生的

离心力对于 3 维叶尖间隙的 3 个特征参量均有影响。

反作用力推动飞机飞行。其中高压涡轮要承受高温燃
气的冲刷以及自身的高速旋转，在载荷的作用下，高

（2） 温度载荷
涡轮叶片受到高温燃气的冲刷，叶片与燃气进行

压涡轮叶片会发生弯曲和扭转变形，叶片叶尖端面在

热交换，叶片表面温度取决于与叶片接触的燃气层，

空间的位置和姿态也会发生改变。根据叶片的形态特

故叶片表面温度分布由气热耦合的结果决定。现代航

征，
定义 3 维叶尖间隙如图 1 所示。

空发动机的涡轮前燃气温度基本在 1300~2000 k 的

传统的叶尖间隙仅有 1 个描述参量即叶尖与机匣

范围内。在高温高速气流的冲刷下，涡轮叶片表面

内表面的径向距离。此处除叶尖径向间隙外，
引入叶片

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温度分布，造成热应力不均匀，

叶尖端面轴向偏转角和周向偏转角组成 3 维特征参量

对于 3 维叶尖间隙特征参量均有影响。

来定义和描述 3 维叶尖间隙。其中（1）叶尖径向间隙（h）：
叶片叶尖表面到机匣的径向距离；
（2）轴向偏转角（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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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为几十个大气压的压力载荷。气流经过涡轮其

高压涡轮叶盘 3 维建模所参考的整体叶盘实物

物理状态发生改变，使得叶片表面不同区域有不同的

如图 2（a）所示，
所建立的涡轮叶盘 3 维模型如图 2（b）

压力分布，加之叶片 3 维形状的特殊性，使得气动载

所示。其中，
涡轮半径为 670 mm、
叶片弦长为 45 mm、

荷对 3 维叶尖间隙的特征参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安装角 50毅、叶片高度为 75 mm。由于涡轮叶盘本身
为循环对称结构，因此，
在进行结构分析时，取 1 个叶

（4） 故障特征
高压涡轮叶片工作环境十分恶劣，需要承受高温

片所在的扇区（如图 2（c）所示）进行循环对称分析。

高压和高转速，再加上材料瑕疵和制造工艺缺陷等因

高温燃气的 3 维模型如图 3（a）所示，燃气流体的 3

素，所以易发生故障。叶片尾缘是叶片最薄的部分，也

维有限元网格模型如图 3（b）所示，从图中可见，模拟

是机械结构强度相对较弱的部分，容易出现疲劳裂

高温燃气所采用的是理想气体模型，
并对其比热容和

纹，在尾缘上的裂纹是涡轮叶片的典型故障。尾缘裂

导热系数作了随温度变化的线性化处理，其黏度采用

纹主要包含 2 个特征信息，即裂纹的位置和深度，将
对涡轮叶片典型的尾缘上的裂纹故障对叶尖间隙 3

Sutherland 方程计算，
湍流模拟采用 k-着 两方程模型。
高温燃气流体分析的主要过程如图 4 所示。首先
进行高温燃气的流体分析，
得到涡轮叶片和高温燃气

维特征参量的影响进行探究。

接触面的压力分布和温度分布，然后将温度分布导入

3 3 维叶尖间隙特征参量的分析方法

温度场分析，得到叶片和涡轮的温度分布，再将涡轮

3.1 3 维叶尖间隙分析模型

和叶片的温度分布以及叶片与高温高速燃气接触面

高压涡轮工作燃气温度一般在 1000 ℃以上，其

的压力分布导入到结构分析中进行结构分析，得到叶

工作转速也非常快，对工作环境难以进行试验还原，

片在各载荷的应力应变结果。将典型的故障特征填加

加之航空发动机本身造价高昂，一般很难具有进行试

到有限元分析模型中，通过上述分析过程就可得到典

验研究的条件。高压涡轮和叶片的载荷由高温燃气的

型故障下，涡轮叶片的应力应变结果。

冲刷和自身的高速旋转所带来，
对于传统的叶尖径向
间隙值，可以通过建立简化的数学模型进行估算。而
3 维叶尖间隙中轴向偏转角和周向偏转角涉及到叶

流体参数
3 维高温
燃气有限
元模型

片具体的应力应变，叶片本身形状复杂，加之载荷的

接触面压
力分布

Workbench15.0 和 Fluent15.0 进行有限元分析的方法

3 维体温
度分布

温度场
分析

叶片 3
维分析
模型

叶片形
变特性

结构分析

故障特征参量
涡轮载
荷参数

进出口
压强

合，难以进行理论上的推导求解。因此，采用 ANSYS

分析模型分别如图 2、
图 3 所示

流体
分析

材料参数

接触面温
度分布

进出口
温度

求解涉及到气热耦合以及流 - 热 - 固的多物理场耦

来模拟和加载涡轮、叶片的载荷并进行求解，有限元

湍流模型

离心
载荷

图 4 高温燃气流体分析流程

3.2 3 维叶尖间隙特征参量的数值模型
有限元分析得到的只是涡轮叶片的应力应变结
果，
还需要建立叶片应力应变与 3 维叶尖间隙特征参
量之间的数值关系。Ansys 结构分析中，
在涡轮叶片叶
尖端面适当的位置建立 3 个坐标原点呈直角三角形排

（a）整体叶盘实物

（b）涡轮叶盘 3 维模型 （c）叶片扇区

图 2 涡轮叶盘结构分析模型

布的参考坐标系 A 、B、C，将 ANSYS Mechanical 中探
测变形量的探针设置在各坐标系原点，如图 5 所示。

C
Blade Tip Surface
A
X

B

（a）3 维模型

（b）燃气流体的 3 维有限元网格模型

Y

图 3 高温燃气流体分析模型
图 5 探针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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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考坐标系 A 中假设坐标系 A 、B、C 的原点坐
标分别为：
A （0，
0，0）；B（b
b y，
0）；
CA（c x，
c y，
0） （1）
A
A
x，
变形探针在 A、
B、
C 处所测得的变形向量分别为：
a軆
=（ax1，
ay1，az1）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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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征参量对典型故障特征的响应特性
4.1 典型故障的特征信息
高压涡轮叶片在高温高压高转速的作用下容易
出现故障，较为典型的就是叶片尾缘上的裂纹故障，
由于尾缘部分是叶片最薄的部分，
其机械结构强度相

b軋
=（b x1，b y1，b z1）

（2）

对较低，所以容易出现疲劳裂纹。
高压涡轮叶片尾缘裂纹故障主要包含 2 个特征

c軆
c y1，c z1）
=（c x1，

那么叶片叶尖端面变形后 A、
B、
C 的坐标分别为：
ay1，az1）
A A1=（ax1，

扇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BA1=（b x+b x1，b y+b y1，
b z+b z1）

信息：
（1）裂纹的位置信息，
（2）裂纹的深度信息。故障
特征信息的填加如图 6 所示。

（3）

CA1=（c x+c x1，
c y+c y1，c z+c z1）

嗓

则有：
b y+b y1-ay1，b z1-az1）=（a1，
b 1，
c 1）
A A1BA1 =（b x+b x1-ax1，
（4）
A A1CA1 =（c x+c x1-ax1，c y+c y1-ay1，
b z1-az1）=（a1，b 1，c 1）
假设变形后的叶尖端面 A A1BA1CA1 的法向量为
n軋
=（m，
n，p），

图 6 尾缘裂纹故障特征信息

嗓

A A1BA1·n軋 ma1+mb 1+pc 1=0
圯
ma2+mb 2+pc 2=0
軋
A A1CA1·n

扇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墒设

令 p=1，则 m 和 n

其中，裂纹位置信息：在叶片尾缘上距 离叶根

（5）

5 mm 处取第 1 个裂纹，然后在尾缘上每隔 5 mm 再
各取 1 个裂纹位置，
共 13 个位置，每个裂纹的深度均

m= c 2b 1-c 1b 2
a1b 2-a2b 1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为 5 mm；裂纹深度信息：在叶片尾缘上距离叶根

c 1b 2-c 2b 1 a -c
1
1
a
n= 1b 2-a2b 1
b1

（6）

軆
高压涡轮的轴向和周向方向向量分别为e軆
a 和e c
e軆
（1，0，
0）
a=

扇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墒设

20 mm 处取裂纹深度 1~13 mm，每隔 2 mm 各取 1 个
裂纹深度，
共 7 个深度值。本文主要探究 3 维特征参
量对裂纹的位置和深度的响应特性，在叶片叶尖端面
靠近前缘和尾缘处各取 1 组测点如图 7 所示。

（7）

e軆
（0，-1，0）
c=

则 3 维叶尖间隙的轴向偏转角和周向偏转角为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设

蓸
蓸

琢=arcsin sin 琢=

軋
e軆
·
a n
n軋
e軆
a

軋
e軆
·
c n
茁=arcsin sin 茁=
e軆
n軋
c

径向间隙值：

蔀
蔀

（or b軋
，or c軆
）+q
h= a軆
z1
z1
z1

（8）

图 7 测点位置

4.2

3 维叶尖间隙特征参量对典型故障特征信息的

响应特性
（9）

4.2.1

3 维叶尖间隙对叶片尾缘裂纹位置的响应特性

其中：
q 为叶尖径向间隙的预留值。通过以上的数值

在航空发动机的某个运行状态下，高压涡轮叶片

模型，在得到涡轮叶片应力应变结果后，就能得到 3

在主要载荷的影响下发生变形，3 维叶尖间隙特征参

维叶尖间隙特征参量值。

量发生变化。当叶片存在典型的尾缘裂纹故障时，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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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会影响叶片的变形，进而影响叶片叶尖端面在空间

明显；从图 8（b）中可见，而周向偏转角无论在叶片端

的位置和姿态导致 3 维叶尖间隙特征参量发生变化。

面前缘还是尾缘处都明显减小，前后缘处有相似的变

当叶片尾缘裂纹处于尾缘上不同的位置时，3 维叶尖

化特性，由此可见 3 维叶尖间隙较单一的径向间隙能

间隙特征参量对叶片尾缘裂纹位置变化信息的响应

传递更多信息。

特性如图 8 所示。

4.2.2

3 维叶尖间隙对叶片尾缘裂纹深度的响应特性
当叶片尾缘裂纹深度发生变化时，会影响叶片的

工作形态，3 维叶尖间隙特征参量也会发生变化，其
对裂纹深度的响应特性如图 9 所示。

（a）轴向偏转角对裂纹位置的响应特性

（a）轴向偏转角对裂纹深度的响应特性

（b）周向偏转角对裂纹位置的响应特性

（b）周向偏转角对裂纹深度的响应特性

（c）径向间隙变化值对裂纹位置的响应特性
图 8 3 维特征参量对叶片尾缘裂纹位置的响应特性

从图 8（a）中可见，当叶片尾缘裂纹与叶根的距
离线性增加时，3 维叶尖间隙特征参量轴向偏转角呈
震荡形式变化；从图 8（c）中可见，叶片径向间隙变化

（c）径向间隙变化值对裂纹深度的响应特性

值随着裂纹远离叶根近似线性减小，但减小幅度并不

图 9 3 维特征参量对叶片尾缘裂纹深度的响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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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9（a）中可见，随着裂纹深度的线性增加，
3 维叶尖间隙特征参量中轴向偏转角以类似线性的
特性逐渐增大，叶尖端面尾缘处的值明显大于前缘

2003-212226.
[5] 漆文凯，陈伟. 某型航空发动机高压涡轮叶尖间隙数值分析[J]. 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2003(1):63-67.
QI Wenkai, CHEN Wei. Tip clearance numerical analysis of an aero-

处；从图 9（b）中可见，周向偏转角和叶尖径向间隙变

engine HPT [J].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

化值均以近似二次曲线的特性增加；在叶片叶尖端面

nautics, 2003（1）:63-67. (in Chinese)

前缘和尾缘处，3 维叶尖间隙特征参量对裂纹深度的
响应特性相似。从图 9（c）中可见，在叶片尾缘处，叶
尖径向间隙变化值明显小于前缘处的值，但其具有更
明显的响应特性。

[6] 岂兴明，朴英，矫津毅. 高压涡轮叶顶间隙变化的数值分析[J]. 吉林
大学学报(工学版)，
2009（1）:33-37.
QI Xingming, PIAO Ying, JIAO Jinyi. Numerical analysis of high pressure turbine tip clearance variation[J]. Journal of Jilin University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Edition), 2009（1）:33-37. (in Chinese)
[7] 王志豪. 高压涡轮叶尖间隙数值计算与分析研究[D].南京：南京航

5 结论

空航天大学，
2006.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
在载荷和故障特征的共同作
用下，航空发动机 3 维叶尖间隙特征参量在叶片叶尖
端面前缘和尾缘处具有相似的变化特性。其中，尾缘
处的轴向偏转角大于前缘处，而前缘处的径向间隙变

WANG Zhihao. Numerical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high pressure
turbine blade tip clearance [D].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2006. (in Chinese)
[8] Woike M R, Abdul-Aziz A. A microwave blade tip clearance sensor for
propulsion health monitoring[R]. AIAA-2010-3308.

化值大于尾缘处，
而周向偏转角在叶片端面的前缘和

[9] Akira Okabe, Takeshi Kudo, Koki Shiohata. Reduced modeling for tur-

尾缘处的差距不大。航空发动机 3 维叶尖间隙对于典

bine rotor-blade coupled bending vibration analysis [J]. ASME 2011

型的高压涡轮叶片尾缘裂纹故障的位置和深度特征

Turbo Expo: Turbine Technical Conference and Exposition. 2011,134
(2):355-364.

信息具有较好的响应特性，能够承载和反映叶片尾缘

[10] Alexander M, Bakulin M, Snitko M. Microwave blade tip clearance

的裂纹故障信息，
可用于涡轮叶片运行状态监测和故

measurements: principles, current practices and future opportunities

障诊断的信息载体，总体上叶片叶尖端面尾缘处较之

[C]// ASME Turbo Expo 2012: Turbine Technical Conference and

前缘处对叶片尾缘裂纹故障信息具有更明显的响应

Exposition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Copenhagen
Denmark, 2012:849-853.

特性。相比于传统的 1 维径向叶尖间隙，
3 维叶尖间

[11] Garcia I, Zubia J, Berganza A, et al.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of a

隙对于裂纹位置信息的响应更加明显，并且对于尾缘

reflective intensity-modulated optical sensor to avoid modal noise in

裂纹故障来说，3 维叶尖间隙能够反映和传递更多的

tip-clearance measurements [J]. Journal of Lightwave Technology,
2015, 33（12）:2663-2669.

故障信息。

[12] Bushnell P R. Reduced tip clearance losses in axial flow fans: US,
US8568095[P]. 2013-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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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超声速涡轮基组合循环发动机的进展及分析
刘红霞，
梁春华，
孙明霞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110015）

摘要：旨在为未来空天动力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制提供参考与借鉴。综述了美国高超声速涡轮基组合循环（TBCC）发动机的进
展，重点对与涡轮发动机有关的预研计划进行详细描述，如国家空天飞机（NASP）计划、高速推进评估（HiSPA）计划、猎鹰组合循环发
动机试验（FaCET）计划等。总结与归纳了 TBCC 发动机的研究发展的特点：TBCC 发动机一直是高超声速飞行器研究的关键技术；目
前涡轮发动机的首选是现有涡轮发动机改进，未来可能选择正在预研的高速涡轮发动机或自适应发动机；冲压发动机和模态转换
技术已经取得明显进展，但还需长期深入验证。
关键词：高超声速推进系统；涡轮组合发动机；组合冲压发动机；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6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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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and Analysis of U.S. Supersonic Turbine Based Combined Cycle Engine
LIU Hong-xia, LIANG Chun-hua, SUN Ming-xia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China冤
Abstract: Aim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ture aerospace power technology investigation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the progress of

Trbine Based Combined Cycle engine 渊TBCC冤 and advanced programs on turbine engine for TBCC were overviewed and analyzed. These

programs include the National Aerospace Plane 渊NASP冤, High-Speed Propulsion Assessment 渊HiSPA冤, Falcon Combined Cycle Engine

Technology渊FaCET冤, etc.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BCC is always key technology for supersonic flight vehicle, the in-service turbine

engine is preferred for TBCC at present, high speed turbine engine and adaptive cycle engine will be selected for TBCC in future, ramjet for
TBCC and mode transition between turbine engine and ramjet need to be researched deeply.

Key words: supersonic propulsion system; TBCC; combined ramjet engine; aeroengine

进行验证，
为未来吸气式可重复使用高超声速飞行器

0 引言
高速侦察机、高速轰炸机、空天飞机等高速飞行
器，具有航程远、速度快、性能高等特点，对未来的作
战方式必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很可能给未来战争
带来重大变革。作为其动力的最重要选择之一，TBCC
发动机被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列为优先发展的战略
性产业，不惜投入巨资加以扶持，集中高科技人才进

提供动力，这标志着美国高超声速 TBCC 发动机又将
向前迈进一步。
本文回顾和总结了美国典型高超声速 TBCC 发
动机技术研究计划取得的进步和经历的弯路，以供相
关研究借鉴和参考。

1 美国高超声速 TBCC 发动机的发展历程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就开始进行 TBCC 发动

行大力研发，已经取得明显进展。
据《航空周刊》网站 2016 年 6 月 30 日报道 ，鉴

机技术的研究工作，
此期间研制了第 1 种高超声速发

于在建模和制造方面取得的进展，美国国防部先进研

动机即 J58 发动机，是首个走完设计、生产直至飞行

究计划管理局（DARPA）已经启动 AFRE 验证计划，

使用全过程的涡轮冲压组合发动机，其成功研制为美

将再次尝试对 TBCC 发动机在 Ma 0～5.0 内的工作

国后续高超声速推进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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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 以 来， 美国 国防 部 和 航 空 航 天 局

主要里程牌

（NASA）实施了与高超声速 TBCC 发动机有关的多项
研究计划如图 1 所示，从不同方面对高超声速 TBCC

2002

2005

RIA 计 划 能
实现 的技 术

符号表 示
部件 / 子系 统验证

RTA 循 环研究
系统 / 集成 验证
RTA 循 环向 下选 择

[2]

发动机技术进行了验证 。

2010
TBCC GTE

RTA 循环向 下
选择

PDR

DDR

产品
·RTA 地面验证机
·Ma 40
·T/W-10+
·高 Ma 压气机
·热轴承和密封
·先进的材料

RTA 地面 试验 项目

关 键件 制造

关键 件台 架试 验

最初制 造 第 X 次制 造

最后制 造

RTA 地面 试验项目
的装 配和 评估

好处
·Ma 提高 25%
·推重比提高 250%
·关键件寿命延长 2 倍

开始地 面试验
中 等尺 寸 RTA
地 面试 验

图 3 RTA 计划发展路线

RTA 计划的技术目标是在当时燃气涡轮发动机
图 1 美国 TBCC 发动机技术研究计划的发展路线

NASA 刘易斯研究中心高超声速 / 跨声速大气飞

（J58）的基础上，充分利用 ASTP、UEET、
VAATE 计划
开发和验证的技术成果，开发和验证 TBCC 发动机，
到 2010 年，使其飞行速度提高 25%、推重比提高

行器（TAV）推进系统技术研究计划包括 3 个子计划：

250%、部件寿命延长 2 倍；到 2015 年，使其飞行速度

NASP 计划、HiMaTE 部件技术计划和通用高超声速

提高 35%、推重比提高 375%、关键部件寿命延长 4

，这些计划的实施对推动美国高超声速推进系

倍；最终，使发动机的推重比将达到 15～20、飞行速

计划

[3-5]

统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因年代久远，且有不少关
于他们的论述文章，因此，对这 3 项计划不做阐述。
1.1 RTA 计划

[6-7]

度达到 Ma 4.0～5.0。
GEAE 公司基于前期在 HiSPA 和 HiMaTE 计划
中的研究成果，选择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作为整个推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总结由于低估了超
燃冲压发动机研制的难度，致使 X-15、X-17、X-20、

进系统的基本结构。RTA-1 发动机结构就是以 F120
变循环发动机核心机作为基础设计的。

X-23、
X-24、
X-30 国家空天飞机最终放弃或中途夭

通过对 RTA-1 发动机进行试验：
（1）验证了采用

折的教训，从 1996 年开始，对高超声速导弹、高超声

涡扇发动机工作至 Ma 3.0，
然后再转入冲压模式工作

速飞行器和空天飞行器技术的发展进行了调整，确立

至 Ma 4.5 的可行性；
（2）验证了高马赫飞行时，涡轮

了以巡航导弹为突破口、
而后转入其他飞行器与天地

和控制系统的可靠性、耐久性及使用 JP-8 燃料的可

往返运输系统的分阶段逐步发展的思路。作为先进航

行性。

天运输计划（ASTP）的一部分，NASA 于 2001 年由集

在 2005 年，由于经费和技术等多方面的原因，

成技术研制小组（ITD）提出 RTA 计划。RTA 将搭起超

RTA 计划被迫结束，但其设计理念仍对目前的变循

声速飞行器动力在 Ma3.0 到 Ma5.0 之间的桥梁，如图

环发动机技术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美国及欧洲国家

2 所示。在 RTA 计划下 TBCC 的技术发展路线如图 3

仍在对这个设计概念和方案进行研究。

所示。

1.2 FaCET 计划
在 2001 年，美国提出了国家航空航天倡议，重申
了以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为“敲门砖”的发展战略。在

高超声速
RTA 是 Ma3~5 之间速度裂缝的桥梁
先进的空天运输计划

2002 年，NASA 终止了 X- 飞行器研究计划，将太空
发 射 （SLI） 研 究 计 划 重 构 作 为 下 一 代 发 射 技 术

组合循环发动机（加速器）

组合循环发动机（巡航）

近太空
·像飞机一样操作
·轨道适应性
·提高有效载荷

革新的涡轮加速器
碳氢燃料超燃冲压发动机
涡轮发动机

·基线适应性
·避免喘振能力
·Ma 8~15
全球到达侦查 / 打击
·快速全球响应
·提高架次率
·Ma 5~10

飞机 & 导弹
·Ma 0~3
目前

总统布什宣布了新的太空探索倡议。在这样的背景
计划（FALCON）下开始实施 FaCET 计划。主承包商是

中期

远期

图 2 RTA 计划及其 TBCC 发动机发展路线

PDF pdfFactory Pro

与验证远景所需的系统和技术。在 2004 年 1 月，美国
下，
DARPA 于 2005 年在从美国本土运送和应用兵力

高超声速巡航导弹 /
第 1 代攻击机
·快速响应
·偏离航线飞行（100 s 英里数）
·Ma 0~5 涡轮加速器
·Ma 5~15 双模态超燃冲压发动机
近期

（NGLT）和轨道航天飞机（OSP）研究计划，重点开发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进气道和喷管），推进系统
承 包 商 是 PW 公 司 的 洛 克 达 因 公 司 （负 责 研 制

www.fineprint.cn

98

第 43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始试验（如图 5 所示），在 2009 年 1 月成功完成了初

PW9221 双模态冲压发动机燃烧室）。
FaCET 计划的目标是开发和验证可重复使用的、

步试验验证。试验结果表明：带火焰稳定器的发动机

碳氢燃料的、Ma 3.0～6.0 的亚燃 / 超燃冲压组合循

能使用 JP8+100 和 JP10 燃料起动和连续工作，在整

环发动机，以降低研制猎鹰高超声速巡 航飞行器

个包线内获得的性能数据超过了全包线的设计值[10]；

（HCV）发动机的技术风险[8]。

无火焰稳定器的发动机使用 JP8+100 和 JP10 燃料，

FaCET 计划的第 1 阶段：通过 30%缩比进气道试
验，验证了其质量和压力恢复能力，也在宽广的速度

能够在只有自动点火的情况下 成功地起动 和工作
。

[11-12]

范围下验证了维持可操作性的可调结构件的规律；通
过 40%缩比冲压 / 超燃冲压燃烧室的直连试验，验证
了在低马赫数状态时从涡喷工作状态转换时的燃烧稳
定性；
通过喷管冷流静态试验，
验证了总的推进效率。
FaCET 计划的第 2 阶段：在缩比 70%流路，
在 Ma
3.0、
4.0 和 6.0 的速度下，对由进气道、燃烧室和改进
喷管集成的涡轮基冲压组合发动机进行自由射流试
验。该试验验证了飞行 Ma 3.0～6.0 的亚燃 / 超燃冲
压发动机的工作特性[8]。自由射流试验模型和试验台
架安装如图 4 所示。初步试验结果表明，实测性能与
计算性能相吻合。这些试验为下一步的 MoTr 计划打
下了较好的基础[9]。

图 5 HiSTED 计划发动机的小型冲压燃烧室

在 FaCET 计划下验证的超燃冲压发动机（X43、
X51 计划验证）组合动力技术、
HiSTED 计划下验证的
高速涡喷发动机技术，最终都应用在 SR-72（如图 6
所示）动力系统上。
可调进气道和喷管斜面关闭，以匹配要求

图 4 FaCET 自由射流试验模型及试验台架
涡轮发动机
从起飞到 Ma 3 推力由涡轮发动机提供

1.3 HiSTED 计划
高速涡轮发动机验证（HiSTED）计划是 DARPA
和美国空军在 VAATE 计划下联合实施的 1 项研究

共用进气道

计划，其目的是设计、制造和验证 1 种高速（Ma 3.0～

共用尾喷管

图 6 SR-72 高超声速飞机及其动力

4.0）、短寿命涡轮发动机。该发动机是 1 种高温、
中等
压比的单转子不带加力涡喷发动机，将为多种平台提

双模态冲压发动机
双模态冲压发动机将飞行器加速到高超声速

1.4 FAP 计划

供低成本，Ma 4.0+ 飞行的推进能力，使其到达目标

在 2006 年 12 月，美国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发

时间缩短 80％，并可灵活地执行超声速巡航 / 亚声速

布了“国家航空研究和开发政策”文件，指出美国联邦

待机任务。

航空研究和研制工作的重点之一是开展稳定的和长

HiSTED 计 划 的 发 动 机 验 证 机 由 美 国 空 军

期的基础领域研究；在 2009 年，美国国家研究院发布

/DARPA 投资，由 RR 北美技术公司（负责 YJ102R 发

了“民用航空的十年调查－未来的基础研究”
，描绘了

动机）和 Williams 公司（负责 XTE88/SL1 发动机）合

技术性更强的航空蓝图。这些指导性文件指出了基线

作开发和验证。YJ102R 发动机是在 J58 发动机的基

航空发展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NASA 实施了 FAP

础上，采用层板技术发展而来的 1 种高温、中等压比、

计划，开始了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以使未来飞行器

单转子无加力涡喷发动机，其单位推力、质量、直径和

具有更宽广的速度范围[13]。

长度分别为 J58 发动机的 6 倍、6％、25％和 20％。其
小型冲压燃烧室于 2008 年在美国空军推进试验室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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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 年之后，NASA 在 FAP 计划下开展了高
可靠性、可重复使用发射系统（HRRLS）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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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RRLS 研究中，考虑了将吸气式推进系统概念应

台测量，以选择试车台和执行地面验证所需的试验技

用于进入太空的可重复使用的吸气式发射飞行器

术；也要完成 MoTr 试验件的方案设计，使之与所选

（RALV）中。RALV 概念飞行器的推进系统分 2 级：
第

择的试验技术和试车台相匹配 ；第 2 阶段是完成

1 级是采用涡轮基冲压 / 超燃冲压组合循环发动机；

MoTr 试验件的关键设计并加工，通过必要的改进使

第 2 级是采用火箭或火箭基组合循环发动机。RALV

试车台升级，
并完成试验验证。

系统的 TBCC 继承了 RTA 发动机的研究成果，其主

MoTr 计 划 中 的 TBCC 发 动 机 ， 整 合 了 通 过

要由前体压缩翼面、涡轮发动机、涡轮发动机进气道、

FaCET 计划验证的进气道、双模态冲压发动机和喷

双模态超燃冲压（DMSJ）燃烧室、
DMSJ 进气道、DMSJ

管，以及 HiSTED 计划研制的高速涡轮发动机，在地

分流器、后部喷管系统等构成[14]。

面条件下进行由涡轮 - 亚燃冲压 - 超燃冲压和超燃

FAP 计划的目标是：
在 2014 年开展小尺寸、带进
气 道 的 并 联 式 TBCC 发 动 机 模 态 转 换 试 验（CCE

- 亚燃 - 涡轮的模态转换过程试验。这是完成重复使
用、
吸气式高超声速飞行所需的关键试验。

IMX），以筛选进气系统设计，并验证设计性能；在

在 2010 年，洛克达因公司和洛马公司都完成了

2015 年开展大尺寸、带进气道的并联式 TBCC 发动

主动冷却双模态冲压燃烧室的初始方案设计。洛克达

机模态转换试验（CCE LIMX）。

因公司确定了模态转换验证时对试验设备的需求，并

NASA 格 林 研 究 中 心 在 其 1 ×1 超 声 速 风 洞

认为 NASA 格林研究中心推进系统试验室的连续流

（SWT）上进行了一系列小尺寸 IMX 试验。试验结果

超声速风洞适合于集成系统的试验。MoTr 计划试验

表明：低速通道的整流斜板不会给高速通道的操纵带

台和带高速涡轮发动机的 MoTr TBCC 流路如图 7 所

来困难，通过与计算结果的对比表明，CFD 方法对此

示。地面试验原计划于 2012 年第 1 季度完成，但目前

类双流道结构有较好的模拟能力。试验也获得了不同

并未看到公开发表的结果[16]。

流道设计方案的性能及工作裕度，为改进流道设计提

FaCET 计划验
证的进气道

供了支持[15]。
在小尺寸 IMX 试验成功的基础上，继续开展了
LIMX 试验，重点验证并联式 TBCC 发动机的模态转
换过程，并获得过程特性和相关限制条件，同时完成

HIV 3X 飞行器用主动冷却、
双 模 冲 压 燃 烧 室 （采 用
FaCET 计划验证技术）

FaCET 计划验证喷管
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

图 7 MoTr 试验台概念图和 TBCC 发动机流路

1.6 STELR 计划

控制系统可行性和硬件系统验证，以确定 TBCC 发动

STELR 计划是 HiSTED 计划的后续计划，旨在研

机的关键参数。LIMX 试验计划在 3 年内分 4 个阶段

制 Ma 3 以上的武器和飞行器的推进系统，其中包括

在格林中心的 10×10 超声速风洞中完成，目前，前 2

远程离岸导弹、空中发射巡航导弹、无人飞行器和能

个阶段的工作已经完成，
第 3 阶段已对控制模拟涡轮

以最大马赫数飞行 1 h 的先进巡航导弹等。在 2011

发动机和双模态冲压发动机流道自动模态转换时的

年 12 月签订合同，预计验证工作分为 2 个阶段，总计

算法进行了验证；
第 4 阶段的验证工作目前正在准备

34 个月完成。第 1 阶段是评估现有的或新设计的硬

之中，在新的高超声速计划的资助下，将采用 WJ38

件是否达到要求。第 2 阶段是验证发动机的耐久性、

发动机和具有集成喷管的 1 个双模态冲压发动机，评

操作性和性能。在该计划下，高速发动机的试验由

估推进系统模态转换算法的有效性[15]。

RR 公司的自由工厂和威廉姆斯国际分别进行。

1.5 模态转换（MoTr）验证计划

在 2015 年 9 月，自由工厂对外公布，
STELR 发

在 FaCET 和 FAP 计划的基础上，在 2009 年，
DARPA 投资实施了模态转换（MoTr）验证计划，目的

动机已经以 Ma 2～2.5 运行了 2 个多小时，在接下来
的 几个月 时 间 里 会 达 到 Ma 3.2。 尽 管 RR 公 司 从

是开展飞行 Ma 0～6.0、碳氢燃料的吸气式推进系统

HiSTED 计划为 RATTLRS（时敏目标远程打击）项目

地面验证。

研发的 YJ102R 发动机上吸取了不少经验，并应用到

MoTr 计划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共用进口和喷

STELR 计划研制的发动机上，但还是强调“这并不是

管）领军，推进系统分包商是 PW 的洛克达因公司（冲

相同的发动机”。STELR 计划研发的发动机马赫数要

压 / 超燃冲压燃烧室）和 ATK 公司（试车台评估）。

低于 YJ102R 发动机，但耐久性更好。STELR 发动机

MoTr 计划分为 2 个阶段。第 1 阶段是完成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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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该发动机能够以 Ma 3.2 速度飞行 1 h，或是航程

先进的全速域发动机（AFRE）计划

超过 3200 km。STELR 发动机的尺寸与 YJ102R 发动

现有的涡轮发动机
用于低速操作

机的相似，同样也没有加力燃烧室，但超声速的航程
更远。由于在 Ma 3.2 时，STELR 发动机的进口温度达

共用进气道

到 699 K，所以对材料的要求很高。虽然 STELR 计划

共用尾喷管

的初衷是设计用于一次性高超声速巡航导弹用的发
双模态冲压发动机
用于高速操作

动机，但在研究过程中挖掘出了将一次性技术转换为

图 8 AFRE 发动机的结构

多次可重复使用的技术，由此，STELR 计划开展了进

DARPA 的 AFRE 计划的现成发动机，可能包括：

一步验证，以使这种高速发动机耐久性更强，使其适

RR 公 司 在 STELR 下 的 YJ102R 发 动 机， 其 在 Ma

用于可重复使用飞行器。
作为 SR-72 高超声速飞机的备选发动机之一，

2.5 ～3.2 下 进 行 了 试 验 ； 威 廉 姆 斯 国 际 公 司 的

STELR 计划旨在探索近期可实现的、能够工程应用

WJ38-15 发动机，进行了 TBCC 进气道模态转换试

的 TBCC，重点在于论证“近期可实现的涡轮发动机”

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SR-72 高超声速侦察 / 攻击

和可以在较低马赫数下点火的双模态冲压发动机组

机的 TBCC 推进系统，其正在生产 1 个可控的、低阻

合而成的 TBCC 设计方案的可行性。美国空军希望通

力的、在气动结构上能从亚音速、跨音速、超音速到高

过 STELR 计划开发的技术，解决涡轮发动机和双模

超音速，在 Ma 6.0 时仍然稳定工作的发动机。

态超燃冲压发动机模态转换时存在的推力突变问题，

该计划分为 2 个阶段：第 1 阶段将包括系统设

搭起亚声速和超声速推进动力模块之间的桥梁。

计、缩比和大尺寸部件验证；第 2 阶段为进行全尺寸

STELR 研发的技术除了能够应用在超声速导弹的动

集成低速和高速流道的大尺寸直连或自由射流地面

力上外，还为高超声速发动机研制带来了希望。

试验。潜在竞标者于 2016 年 7 月 13～14 日在华盛顿

1.7 AFRE 计划

针对该项目作简要汇报,DARPA 将于 2017 年财年开

据《航空周刊》网站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报道，鉴

始投资 900 万美元资金，进行验证机的初步设计、制

于在建模和制造方面取得的进展，美国国防部

造和大尺寸双模态进气道和直连燃烧室试验件试验。

DARPA 已经投资实施 AFRE 计划。AFRE 计划是美

2 美国高超声速涡轮基组合循环发动机的发
展特点

国国防部实施的 FaCET 计划、HiSTED 计划、STELR
计划、MoTr 计划的继承和发展，并借鉴了 RTA 计划、
FAP 计划等的成果。
该计划将研发 1 款能够灵活提供从低速到高超
声速所需动力的全速域航空动力系统，将再次尝试对

美国 TBCC 发动机技术研究计划的发展路线如
图 9 所示。回顾美国 TBCC 发动机技术研究与发展历
程，
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TBCC 发动机在 Ma 0～5.0 下进行验证，拟为未来吸
气式可重复使用高超声速飞行器提供动力，AFRE 发
动机的结构如图 8 所示。DARPA 的 1 份声明写道：这
套在高超声速运行的发动机系统可以为远程军事行
动提供更短的反应时间和更高的运行效率，能够为美
国带来可观的回报。这标志着美国高超声速 TBCC 发
动机技术发展又将向前迈进一步。
AFRE 计划是模态转换（MoTr）计划的持续计划。
MoTr 计划是验证采用涡喷模式在转换到冲压 / 超声速
冲压之前，达到 Ma 3.0～4.0；而 AFRE 计划是直接采
用目前能够达到 Ma 2.5 的发动机。AFRE 计划的目标
是解决常规涡喷发动机在 Ma 2.5 时仍然能够正常工
作及冲压发动机在 Ma＜3.5 时不能有效工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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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美国 TBCC 涡轮发动机的发展路线

2.1

TBCC 发动机始终是高超声速飞行器研究的关

键技术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美国一直大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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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ATE 计划初级阶段就开始了对其的研究和验证，

在 1986～1995 年，在美国空军投资的 HiSPA 计

已证明自适应发动机具有包线内综合性能好、耗油率

划 和 NASA 投 资 的 HiMaTE 计 划 下 ，GEAE 公 司 对

低且使飞机航程长、飞 / 发组合性能好、隐身性能好

Ma 4.0～6.0 的发动机方案、燃料类型和热管理系统

及有利于热管理设计等优势，这些技术特点也是未来

等进行了大量且广泛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涡扇基

高超声速空天飞机动力所需要的。

冲压组合发动机的推重比发展潜力最大 。
[17]

因此，在涡轮发动机方面，现成发动机是目前首

在 21 世纪初，美国 NASA 实施 RTA 计划，发展
飞行速度至少可达到 Ma 4.0，并且维修性和操作性大

选，自适应发动机可能是未来方向。
2.3 冲压发动机的关键技术还需长期深入验证

大改善的涡轮加速器。之后，美国 DOD 和 NASA 又继

超燃冲压发动机概念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提

续实施 FaCET、
MoTr、FAP 和 AFRE 等计划，
不断地研

出。从 1960～1975 年，以美国空天飞机研究计划和高

究和验证涡轮基组合循环发动机的组合循环过渡、发

超声速试验发动机（HRE）研究计划为代表，开展原理

动机 / 飞行器系统热管理、高温 / 轻质材料、流动 / 燃

探索与验证研究。美国空军研究试验室推进理事会描

烧的数值仿真以及设计敏感性、
控制和燃料系统的小

述了高超声速超燃冲压发动机技术从小型导弹到大

型化等关键技术，
以突破吸气式高超声速推进系统发

型 RLV 的阶梯式开发途径：在 1980～2010 年，研发

展所面临着一些挑战。这些计划的实施充分说明了

配装冲压发动机的高超声速导弹；在 2010～2015 年，

TBCC 对于高超声速飞行器的重要作用。

研发配装小型超燃冲压发动机的高超声速导弹和小

2.2 现成发动机是目前首选，自适应发动机可能是

型发射系统；在 2015～2020 年，研发配装中型超燃冲

未来方向

压发动机的大型高超声速导弹和小型发射系统；在

对于涡轮发 动机的研究 与验证更多 的还是在
IHPTET 和 VAATE 等计划下进行。美国 TBCC 涡轮

2020～2030 年，研发配装大型超燃冲压发动机的可
操作的太空进入飞行器如图 10 所示。

发动机的发展路线如图 10 所示。对于 TBCC/RTA 计

超燃冲压发动机技术经过多年的研究，已经在点

划的涡轮发动机，最初选择的是 F120 发动机，原计划

火、
火焰稳定、高效低阻燃烧、防热结构等关键技术取

最终采用 VAATE 计划验证的发动机（但计划因故取

得了一些突破，但是进气道匹配、发动机启动与模态

消）；对于 SR-72 侦察 / 打击飞机 TBCC 的涡轮发动

转换等一些重要关键技术的验证还不够充分。以氢燃

机，可能初步选择 F100/F110 改发动机，最终可能选

料双模态超燃冲压发动机为动力的 X-43A 进行了 3

择 HiSTED 计划验证的发动机。对于 FaCET、MoTr 计

次飞行试验：第 1 次以失败告终；第 2 次成功达到 Ma

划 TBCC 的涡轮发动机，选择 HiSTED 计划验证的发

7.0，成为以空气喷气发动机为动力装置的世界上飞

动机；而 AFRE 计划的涡轮发动机，选择现成的发动

行速度最快的飞行器；第 3 次创造了 Ma 9.8 的飞行

机，包括 HiSTED 计划验证的 YJ102R 高速涡喷发动

速度世界纪录，标志着吸气式高超声速飞行器技术取

机和 XTE88 高速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以及基于现

得重要进展。以液体碳氢燃料双模超燃冲压发动机为

役成熟的 F100/F110 发动机的发展型发动机。

动力的 X-51A 计划进行 4 次飞行试验：第 1 次在 Ma

作为目前最有应用前景的前沿技术之一，自适应
发动机一直得到美国政府和工业界的高度重视，自

5.0 左右工作了 140 s 取得部分成功，第 2、第 3 次失
败，
第 4 次于 2013 年 5 月 1 日成功完成，实现了以吸
气式超燃冲压发动机为动力的 Ma 5.0 持续高超声速
飞行目标。HyFly 验证导弹也进行了 3 次飞行试验，
均以失败告终。也就是说，
美国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技

可 操 作 响 应太 空 进 入
坚 固 可 响应

大 型 高 超声速 导 弹
小 型 发 射系统

术尚未成熟，
还需深入的长期验证[18]。

大型 燃 冲 压 发 动 机

2.4 模态转换可能一直是研究重点
高超 声速 导 弹
小型 发射 系 统

中 型 超 燃 冲压 发 动机

模态转换自 NASP 计划以来一直是 TBCC 发动

小 型 超 燃 冲 压 发动 机
高超声速导弹
（时 敏 目标）

机需要攻克的关键技术。

X-51 计 划

冲压 发 动 机

美国在 RTA 计划下就将验证高速与低速推进系

图 10 美国 TBCC 发动机技术研究计划的发展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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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问题列为核心研究内容。在此后的 FaCET、

2-4.

MoTr 和 AFRE 等计划下，仍然将 TBCC 研究重心放

ZHANG Zhonglin. The review about development of spacecraft[R].Bei-

在模态转换研究方面。
在 FaCET 计划下，在对进气道、燃烧室和喷管分
别进行试验验证后，开展上述部件的集成，在没有真
实的涡轮发动机的情况下通过模拟涡轮流道完成了
自由射流试验，验证了涡轮发动机与冲压 / 超燃冲压

jing: China Aviation Industry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1991:2-4.
（in Chinese）
[4] Horton D. National aero-space plane project overview [R].AIAA1989-5002.
[5] John E R.Overview of hypersonic vehicle propulsion technology [R].
N91-20092.
[6] Shafer D G, McNelis N B. High speed turbines: development of a

发动机的一体化。
在 MoTr 计划下，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 FaCET
计划验证的进气道和喷管、HISTED 计划研制的高速
涡轮发动机、
PW 洛克达因公司的 PW9221 双模态冲
压发动机燃烧室集成为完整的 TBCC 发动机，
以演示
验证从涡喷到亚燃冲压再到超燃冲压工作模式，实现
Ma 0～6.0 范围的模态转换，但在按照计划于 2012 年
进行地面试验之前，此项目就被终止了。

ground based mach4+ Revolutionary Turbine Accelerator Technology
Demonstrator（RTATD）for access to space[R]. ISABE-2003-1125.
[7] McNelis N, Bartolotta P. Revolutionary Turbine Accelerator （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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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amplata C, Tang Ming. Technical approach to Turbine-Based Combined Cycle: FaCET[R].AIAA-2009-5537.
[9] Tang M，
Hamilton B A，
Mamplata C. Two steps instead of a giant leap
an approach for air breathing hypersonic flight[R]. AIAA-2011-2237.
[10] AIAA High Speed Air Breathing Propulsion Technical Committee.

在将要实施的 AFRE 计划下，试图基于现有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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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扇发动机动力齿轮系统试验进展

1

超扇发动机齿轮系统由航宇
传动科技公司 （RR 公司和 Liebherr 航宇公司成立的合资公司）作
为主承包商于 2015 年开始研制。
RR 公司负责动力齿轮系统的设
计定义、设计集成以及试验活动，
Liebherr 航宇公司为动力齿轮系统
传动部件提供生产技术。英国、德

图 1 动力齿轮系统

国的大学及研究机构也参与了研
制。其研制经费来自英国和德国的国家航空研究资金、欧洲“净洁天空 2”计划以及
Brandenburg 地区政府的资金。
RR 公司的动力齿轮系统（如图 1 所示）是超扇发动机设计方案的关键组成部
分，位于低压涡轮和风扇之间，是行星齿轮结构，其外圈是 1 个环形内齿轮，在其内
部是 5 个行星齿轮围绕着 1 个中心齿轮传动。该设计允许风扇在气动损失和噪声较
小的较低转速下工作，同时，压气机和涡轮在效率较高的高转速下工作，从而实现发
动涵道比增大，使发动机可靠性提高，耗油率、使用与维护成本、噪声都降低。
2016 年 10 月，RR 公司开始在德国达勒维茨工厂的姿态试车台上对超扇发动
机齿轮系统进行试验。工程师模拟了起飞、爬升、降落、带坡度飞行等飞行条件下齿
轮系统的在翼效果，确认了在低压和低速条件下，该齿轮系统在试验台上的动力特
性和滑油系统的功能指标。工程师还进一步模拟了在 9144 m 高度下、俯仰角为±
45°、滚转角为±35°的范围内及不同转速下滑油系统的性能。该试验转速至
85％，并达到了全俯仰角和滚转角，完成了供油和回油试验。
2017 年 5 月，RR 公司开始在德国达勒维茨工厂的功率试验台上进行齿轮系统
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动力齿轮系统的运行功率高达 74600 kW，相当于 100 多辆 F1
赛车的动力。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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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后，优先发表。
3 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3.1 来稿应具有科学创新性或技术先进性，务必论点明确，文字精练，数据可靠。每篇论文(含图、表）一
般不超过 8000 字，必须包括（按顺序）：题名、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及邮政编码、摘要、关键词（3～8
个）
（以上内容要求中英文对照）、正文、参考文献，并请注明该文属何种基金资助（并附基金号）。
3.2 题名须准确、简明，一般不超过 20 字。摘要具有独立引用的价值，第三人称行文，达到 200 字以上。
研究论文摘要须含“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四要素，其中“目的”简短具针对性，体现研究科学意
义和价值，避免常识及与题目重复；
“ 结果”适当详细，定量结果与定性阐述结合；
“ 结论”概述并避
免自我评价。综述摘要须含“背景—综述—结论、观点与展望”三要素，其中“背景”简略，
“综述”包
含全文概述、进展列述和核心研究适当详述，
“结论、观点与展望”要有实质性内容。英文摘要与中
文摘要意思相符，符合英文语法要求。关键词 3～8 个，具有规范词、主题性、代表性和检索性。
3.3 引言简要说明研究背景、存在问题和研究目的。材料与方法具有足够信息，并具重复操作性。重要
结果用“原始数据”，一般性结果用“总结数据”
（如平均值、标准偏差）或“转换数据”
（如百分数），正
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讨论与结论侧重点分别在于描述说明、比较阐释和论点前景。
3.4 图表具有“自明性”，一般在文中第一次提及段落后插入。尽量采用彩色插图，图注清楚，同时写出
图序、图题。坐标图要标清标线和标值，以及横纵坐标的量和单位；照片图要求分辨率达到 300 dpi。
表格采用三线表。
3.5 参考文献选用原则为充分必要、密切相关、公开出版、完整准确、亲自阅读，避免盲目多引、随意转
引、过度自引、故意漏引等。采用“顺序编码制”，即按文献在文中出现先后编号和排序。著录项目完
整，要给出文献类型，以及引用页码等。数量以不少于 15 篇为宜，中文参考文献应在该条文献下附
相应的英文。
3.6 来稿要符合编辑出版标准化要求，论文编写格式、量和单位符号等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外文
字符要分清大小写、正斜体，上下角字符的位置高低应区别明显，易混淆的外文字母、符号书写清
晰，英文缩略语可在行文中使用，但一般不用作量符号。
3.7 来稿如不符合上述要求，编辑部将先退给作者修改，合格后再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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