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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保险装置在大涵道涡扇发动机风扇

叶片飞失中的应用

徐 雪，李宏新，冯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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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风扇叶片飞失情况下结构保险装置设计，总结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为了能够从正向设计的角度认

识结构保险的设计过程，回顾了结构保险的设计理论，分析了风扇叶片飞失典型适航条款要求和物理过程及该在过程中大涵道比

发动机的受力情况。讨论了 6 种可能布置结构保险装置的位置，并从中总结出 2 种比较合适的布置方案，包括主要结构保险和次要

结构保险的形式。研究结果表明：结构保险必须基于发动机结构和载荷的特点；单一的结构保险往往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需要多

个保险配合作用才能发挥效用；结构保险布置方案的选择不仅会影响其是否有效，还会产生其他连带的危险故障模式，必须在保险

结构方案设计中仔细研究。

关键词：结构保险装置；故障链; 结构布局；安全性；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BR710；GEnx；LeapX

中图分类号：V23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2.000

Applications of Structural Fuse Design on Fan Blade Off of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
XU Xue, LI Hong-xin, FENG Guo-qua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structural fuse design,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equipments were summarized at domestic and

overseas. And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design process, the structural fuse design theory was reviewed, the typical airworthiness clauses and
the physical process during the Fan Blade Off event were analyzed, and the load distribution of a typical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
was analyzed. Six potential structural fuse design positions were discussed, two suitable plans were introduced, which included primary and
the second structural fuse form. The result shows that structural fuse design must be based on the characters of the engine structure and the
fan blade off load, only one structural fuse is usually lose efficacy, thereby mutli-fuse design may have suitable result, and the positions of
the structural fuse can influence the effect of the structural fuse, can also introduce some associated failure modes with hazards, so the
positions must be researched carefully during the structural fuse design.

Key words: structural fuse; failure sequence; structure arrangement; safety;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 BR710; GEnx曰
LeapX.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其安全性关系到整个

飞机的安全。目前，无论军机还是民机都十分重视安

全性，都对发动机的安全性提出了很严酷的要求[1]。对

于大涵道比发动机而言，在风扇叶片飞失（Fan Blade

Out，FBO）条件下的安全性设计是 1 项十分关键的

设计和试验项目。对此，在中国、美国和欧洲的适航性

体系中均给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要求[2-4]。为了确保这种

极端情况下的结构安全性，各大航空发动机生产商均

采用了结构保险设计。

结构保险与电器系统中的保险丝原理一样，其基

本思想：当载荷达到或超过精心设计的临界值时，实

现有目的的破坏，从而保护系统不出现更大危害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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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这种设计也是其他工业领域中针对极端载荷情况

所经常采用的设计手段，例如：汽车的被动安全性（碰

撞）设计和建筑结构抗震性设计[5]。

在国外先进民用涡扇发动机的设计中，除了 FBO

条件之外，还在研究许多关系到整机安全性的方面实

际应用结构保险装置，一方面保证了发动机的安全

性，另一方面保证了研制项目顺利、高效地完成并且

研制成本可控。

本文通过对结构保险原理、FBO 下的物理过程和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风扇部位具体的结构设计特点

3 个维度的研究，理清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后续

的相关研究提供 1 种比较清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并

且给出初步的基本结构方案。

1 国内外研究情况综述

1.1 试验研究的情况

在民用航空发动机进入大涵道比时代后，由于单

级大风扇的叶片质量远高于其他转子叶片，而且其直

接暴露在进口气流之中，经常受到外物打伤的影响，

因此风扇叶片损伤 / 飞失事件成为了整机安全性方

面的设计重点之一。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各大公司

对于 FBO 事件研究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缩比 / 全尺寸

风扇试验件（如图 1 所示）和整机 FBO（包容性）试验

（如图 2 所示）来验证包容机匣和结构保险等设计，至

今整机 FBO 试验仍然是每款全新设计的民用航空发

动机适航取证必须通过的 1 个试验。但是由于该试验

破坏威力巨大需要特殊的试验设施，试验过程为高速

瞬态过程需要高速测试分析技术，而且还需要牺牲一

整台发动机，因此试验的成本、难度和风险都很高。也

正因如此，这种试验能力只有极少数发动机公司或研

究机构才具备，其试验结果自然成为了商业机密不会

轻易透露，这也是以往的研究大多数都集中在几大发

动机巨头的原因。

1.2 仿真分析的进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进步和

适航的条款的进一步严格要求，对于航空发动机

FBO 事件的仿真研究工作方兴未艾，并且已经取得

了实际应用，例如：对于 FBO 事件之后的持续旋转适

航要求，通常就可以通过计算分析来证明[6]，这样既节

约了研制成本又降低了研制风险。

在国外的发动机公司和大学中，对于结构保险在

FBO 事件中的作用，以及对于结构保险作用前后转

子的动力学行为已经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GE

公司的 S.K.Sinha 于 2002 年和 2012 年分别发表了 2

篇文章，不仅从理论的角度给出了 FBO 事件后，风扇

转子在叶尖严重碰摩情况下的瞬态动力学行为和风

车状态下的不平衡转子动力学特性的仿真分析方法，

还给出了典型算例的仿真分析结果以及与整机试验

数据的对比[6]；RR 公司的 Robin J Williams 于 2011 年

也开展了 FBO 事件后风扇转子在叶尖严重碰摩情况

下的瞬态动力学行为的计算方法研究，并且提出了能

够提升计算速度的 1 维梁单元和 3 维实体的混合建

模分析方法 [7]；斯奈克玛公司的 Nicolas Cosme 和

David Chevrolet 等于 2002 年开展了利用实体简化模

型（如图 3 所示）进行 FBO 过程与结构保险失效效果

的仿真分析，并与试验测试结果进行了对比[8]。

在国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晚，但是正

在快速进步。例如：西北工业大学的廖明夫教授领导

的团队，针对 FBO 事件下的结构保险设计开展了原

理试验研究。

1.3 仿真分析的难点

在上述的仿真分析工作涉及到许多高度非线性图 1 GEnx 发动机的风扇部件 FBO缩比试验件

图 2 Trent 900 发动机的适航取证 FBO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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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过程，例如：大变形瞬态结构动力学过程、接触

（易磨耗涂层剥落）、碰撞冲击（叶尖与机匣碰摩）和断

裂（结构保险失效）等，而且涉及到的零部件很多、形

状复杂，因此仿真分析的困难主要有以下 3 个方面：

（1）模型的简化方法：如何做到既尽可能的降低

计算需求，又能够模拟真实的物理过程是 1 个困难，

这方面需要有许多试验数据的支持，而这些试验数据

的获得本身就是 1 件难度很大而且需要长时间积累

的事情；

（2）分析工具软件：如前所述由于涉及到许多分

析过程很难通过单一的软件平台来实现，常常需要结

合不同软件工具的优势领域，甚至需要采用自行开发

的专用软件工具；

（3）计算资源：尽管现在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在快

速发展，尤其是并行计算能力在有限元分析领域取得

了显著的进步，但是对于 FBO 事件的高度非线性、结

构复杂的物理过程的瞬态动力学分析，计算资源仍然

是 1 个制约因素。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采用经过试验验证的分析方

法，对某型全新发动机的 FBO 事件进行高保真度的

仿真分析，是 1 件技术门槛很高的研究工作，也是高

安全性航空发动机领域的重要技术壁垒之一。

2 结构保险设计

2.1 结构保险设计理论简介

设计是 1 项创造性过程，在新结构设计完成时就

形成了 1 条条由每个零部件可能发生的故障模式构

成的复杂的因果网络，即许多的“破损链”，每条破损

链最终都连接到 1 种整机故障模式。经过研发过程中

的仿真分析和试验验证工作，上述“破损链”会逐渐暴

露出来并通过修改设计加以排除。但是不可否认的

是，由于某些原因，结构设计人员在产品投入使用之

后仍然不能 100%地确定该设计在规定的寿命和载

荷下一定不出问题，即还存在着尚未被暴露出来的

“隐性破损链”。这其中的原因至少包括以下因素：

（1）试验环境与真实环境存在偏差。试验环境是

对真实环境在工程上的近似模拟，但还会存在偏差，

例如：在研制阶段，发动机服役后的真实工作载荷谱

难以准确获得并模拟；

（2）试验状态和真实工作状态存在偏差，真正的

极限工况难以预见；

（3）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可能会带来预见不到的偏

差，而且零件数越多可能性越大；

（4）受人的因素影响，生产者、使用者、维护者和

乘坐者等都有可能出现设计意料不到的行为；

（5）项目的经济性和时效性考虑，试验的时间和

成本有限。

如果隐性故障链在设计过程中暴露的不充分，而

在使用过程中频繁暴露出来，势必会带来研制工作的

反复，甚至还可能引起大规模的产品召回，这都是研

发单位所不愿看到也很难承受的颠覆性的影响。因

此，如何能够保证在有限时间、有限经费的约束下尽

可能地减少隐性破损链，成为产品设计可靠和使用成

熟的关键，尤其是对于航空发动机这样设计复杂、条

件苛刻、投资巨大和研发周期长的产品。

为了尽可能地降低隐性破损链的影响，一种方法

是在设计过程中留有一定裕度，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结

构设计中有意地设计出若干保险结构。

第 1 种方法是航空发动机结构设计中的常规做

法，也能够行之有效地降低隐性破损链的影响，保证

设计安全，而且在长期的实践中也总结出了相关的设

计标准和规范，来具体指导裕度设计。但是随着航空

发动机产品性能的不断提升、离心负荷和温度负荷的

不断增大、各种功能的不断丰富以及质量限制约束的

不断加强，给结构设计提出的要求越来越苛刻，结构

设计的可用裕度越来越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拓

扑优化和强度分析的方法越来越多的应用到结构设

计中，提升了结构应对某一特定载荷的结构效率，降

低了质量，但是却使结构在不可预见的非设计载荷情

况下的裕度更小。

图 3 Nicolas Cosme和 David Chevrolet

所使用的实体简化模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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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种方法是由被动地发现隐性破损链变为主

动地屏蔽掉隐性破损链。在结构设计中，根据传力结

构和可能的故障模式，有意识地选择特定的部位或者

特定的部件，预先设计为整条传力路线上的最薄弱的

一环，并且设计相应的辅助结构，让结构的破损过程

按照设计好的方式发展，最后实现 1 种可以接受的失

效模式。从而保证在有限时间和有限成本的情况下，

研发出满足适航要求的成熟可靠的高性能产品。结构

保险设计特别适用于解决大涵道比发动机 FBO 和安

装节失效等事关产品安全性的、适航条款中严格要求

的、在实际验证过程中需要巨大成本的设计难题。

2.2 结构保险的关键设计因素

结构保险的关键设计因素包括：（1）结构保险布

置位置的设计；（2）触发门槛值的设计。

保险结构布置位置需要根据不同发动机的不同

结构和载荷特点因地制宜地选择。既要能够实现触发

后切断载荷传递路线的要求，又要使由此引发的预先

设计好的故障模式单一、影响范围小、造成的损失小。

同时，所选的实现熔断功能的部件（牺牲单元）则需要

具有良好的生产一致性，以保证生产出的每台发动机

触发门槛值的一致性。

触发门槛值的设计是 1 项微妙的平衡，需要精细

的计算分析和试验验证。

一方面，既不能把门限值设计得太高，导致在发

动机出现较严重故障的时候不能够触发熔断功能，失

去保护作用[9]，在实际的故障案例中，确实出现过没有

结构保险或者设计了结构保险但是未能完全触发失

效，所产生的巨大载荷向后传递引起发动机热端部件

在大振动下油管断裂，最终导致发动机起火（危险性

事件）的真实案例[9]。

另一方面，也不能够把门槛值设计的太低，导致

发动机在较为轻微故障模式下频繁地“误触发”熔断，

造成发动机的损伤和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在实际结构中，保险结构的布置位置和门槛值设

计是 1 个复杂的问题，需要系统地考虑在多个结构上

采用保险结构设计或者采用多个层次的结构保险才

能最终实现 1 个保护功能的需要。

3 FBO事件中的结构保险的应用

3.1 适航要求

适航性对于 FBO 的要求包括：包容和转子不平

衡试验及持续风车运转 2 项要求。

中国、美国和欧洲的叶片包容性和转子不平衡

试验的适航要求规定：“FBO 事件后 15 s 内发动机

不能出现高能碎片不包容、着火、安装节脱开等危

险性事件[2]”。

美国和欧洲的适航条款中还提出了持续风车运

转的要求（适航通报）：“FBO 事件之后 3 h 内低压转

子能够继续处于风车状态做低速旋转，在维持持续风

车旋转期间，基本的持续的转动故障情况或事件不会

引起危险的事件[3,10]”。

3.2 物理过程分析

典型的双转子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总体结构

和载荷传递路线[11]如图 4 所示。

FBO 事件的物理过程大致可以分成以下阶段：

（1）T0 时刻风扇叶片的飞失（适航条款规定失效

必须出现在最大转速和盘上最外部的固定榫槽处），

脱落的叶片造成随后的叶片部分脱落（共飞失约 1.5

片风扇叶片的质量）[12]，在风扇盘处产生了巨大的离

心载荷；

（2）离心载荷导致低压转子前端产生大变形，该

变形产生的不平衡量方向与叶片飞失产生的不平衡

量方向一致，进一步增加了转子的总不平衡量，因此

随着转子的不断自转，由于不平衡量产生的不平衡载

荷会持续增大（载荷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4 所示）[8]。与

此同时转子多个叶片先后与静子机匣易磨涂层（或蜂

窝结构）和机匣本体产生碰摩使转子减速[12-13]；

（3）巨大的载荷通过“风扇盘后轴颈”、“风扇后短

轴”、“1 支点滚棒轴承”、“1 支点承力锥壁”和“2 支点

滚珠轴承”传递给“中介机匣”，再通过“中介机匣”上

的安装节传递给机翼吊架（飞机的承力结构）；

（4）FBO 事件中结构处的载荷计算并和试验结果

图 4 大涵道比发动机的主要结构和 FBO事件中的

载荷传递路线（粗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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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FBO事件中结构保险处的载荷计算结果和

试验结果的对比[8]

对比如图 5 所示。当结构保险承受的载荷达到设计值

时，结构保险被触发,发生保险破坏失效（Fuse Fail-

ure）[8]，吸收部份振动能量，切断载荷传递路径，并放

开所在结构对于低压转子的支点约束；

（5）低压转子由 3 支点支撑变为 2 支点支撑，造成

临界转速大幅下降[14]，支点的外传振动载荷明显下降；

（6）低压转子在 2 个支点的支撑下持续旋转并逐

渐减速，最终稳定在风车转速。此时飞机仍继续飞行，

失效发动机的转子保持风车运转能力可以获得比完

全停转更小的阻力，从而更加有利于飞行安全[15]。同

时，由于放开了 1 个支点，所以风车转速仍然远高于

此时低压转子的临界转速，低压转子处于超临界工作

状态，由于转子的自定心作用，由风扇巨大不平衡量

带来的振动载荷仍然比较小，更加有利于满足适航条

件中外传振动的要求，从而保证飞行安全；

（7）当飞机接近机场开始减速或者着陆后，由于

飞行速度下降导致发动机风车转速降低，通过临界转

速时，即便风扇存在巨大不平衡量，但是由于放开了

1 个支点后临界转速很低，引起的振动能量有限，也

不会对发动机和飞机的结构产生更恶劣的影响。

3.3 载荷分析及结构保险的布置

根据上述的适航要求和物理过程可以得出，FBO

事件的保险结构设计主要有 2 个设计目标：（1）切断

大不平衡载荷外传的路径，防止过大的载荷外传，以

避免更为严酷的故障模式甚至是危险性事件；（2）减

少转子支点，大幅降低临界转速，以保证带有大不平

衡量的转子在风车状态的工作安全。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风扇转子在主传力路线

上各承力部件的受力情况如图 6 所示。通过对于上述

各承力部件在 FBO 状态下的受力情况以及其破坏后

的失效模式，可以分析出结构保险的合适布置位置。

低压转子模型和前支点局部的等效应力分布分

别如图 7、8 所示，计算模型的主要参数见表 1。通过

对于典型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低压转子简化模型

在 FBO 事件下的动力学行为的仿真分析，可以得到：

由于 1 支点轴承距离 FBO 后离心载荷的产生位置最

近，所以 A-B-C-D-E-J 自然是 FBO 事件中的主要

传力路线；相应的 A-F-G-H-J 为次要传力路线；由

于距离低压转子后支点比较远，所以经过低压涡轮轴

I 传递的载荷很小，对于 FBO 事件的影响可以忽略。

根据上述仿真分析结果，各主要承力结构的受力

情况以及失效模式分析如下：

（1）风扇后轴颈承受风扇叶片飞失带来的离心载

荷、弯矩及低涡传递来的驱动扭矩载荷和风扇转子轴

向载荷，如果用这个部件充当结构保险的牺牲单元，

图 6 主传力路线上各承力部件的受力情况

图 7 在低压转子模型上的等效应力分布

图 8 前支点局部的等效应力分布

von-Mises 应力 /MPa

von-Mises 应力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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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导致触发之后风扇转子飞出，形成危险性事件；

同时，由于低压涡轮转子失去扭矩负载和向前的轴向

力平衡，可能会出现转子飞转破裂，也是危险事件[16]。

风扇后短轴以及其与风扇后轴颈相连的安装边不能

够布置结构保险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2）1 支点轴承承受风扇 FBO 带来的径向载荷并

允许风扇转动，如果用这个部件充当结构保险的牺牲

单元，将会导致轴承失效卡滞，既有可能导致无法满

足后续持续风车运转的要求，还有可能造成低压涡轮

轴承受过大的扭矩冲击出现扭断，进而带来低涡转子

飞转破裂的危险事件。

（3）承力锥壁与 1 支点轴承座的安装边承受风扇

FBO 带来的径向载荷（定位销钉和螺栓的剪切力）和轴

向载荷（仅对应 1 支点轴承为球轴承的发动机）。对于

1 支点轴承为棒轴承的情况，该处载荷情况比较单一，

失效后风扇转子剩余支点可以比较完整的实现支撑和

轴向传力的功能；对于 1 支点轴承为球轴承的情况比

较复杂，布置结构保险时需要考虑在径向载荷传力路

线切断之后，如何继续实现轴向载荷的传递的功能。

（4）承力锥壁承受风扇 FBO 带来的旋转的弯矩

载荷（锥壁一侧受拉、另一侧受压，而且拉 / 压的位置

随风扇的离心载荷一起旋转）和轴向载荷（仅对于 1

支点轴承为球轴承的发动机），如果布置结构保险所

形成的后续故障模式与前安装边处相近，主要区别在

于此处的载荷是拉 / 压载荷，而前安装边处为剪切载

荷，在具体的牺牲单元的结构形式上不同。

（5）承力锥壁后安装边载荷情况和后续故障模式

与承力锥壁处基本一致。

（6）中介机匣为整机最主要的承力结构，高低压

的各种载荷都汇集于此，十分复杂，因此在此处布置

保险结构会使故障模式多样化，不仅不能达到提升故

障可预测性的目的，而且一旦破坏将是危害十分重大

的危险性事件。

综合上述分析，在主传力路线上的承力锥壁前安

装边（C 处）、承力锥壁（D 处）和承力锥壁后安装边（E

处）比较适合布置结构保险牺牲单元。而且，从上述仿

真分析结果可知（图 8），承力锥壁前后安装边的螺栓

由于是传力路线上的最薄弱点，其大面积局部应力已

经超过 2000 MPa（实际上已经断裂）显著高于轴颈和

承力锥壁等大构件的 600 MPa 左右。这样的区别也

使得采用螺栓作为结构牺牲单元，可以更容易精确地

控制触发门限值并能够尽可能保证大构件的完整从

而控制失效模式。因此如果需要在承力锥壁上布置结

构保险，也需要考虑在承力锥壁上增加螺栓安装边来

实现。

尽管在 FBO 事件中的次要传力路线上的载荷传

递和应力都比较小（图 8），在实际设计中也需要根据

主传力路线上的结构保险的设计需要，设计次级结构

保险以放开局部自由度，以更好地实现 FBO 保险结

构的 2 个设计目标。

3.4 典型的牺牲单元结构

从前面的的分析可知，不同保险结构布置的结构

形式和载荷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需要针对具体的情

况确定最合适的牺牲单元结构形式。同时由于结构保

险设计对于各大发动机生产商来说都是关键的设计

内容，所以很难见到详细的介绍，只能通过一定的典

型结构进行工程上的分析。

（1）承力锥壁前安装边的牺牲单元

典型的在承力锥壁前安装边（位置 C）布置牺牲

单元的方案如图 9 所示，如 RR 公司的 BR700 系列

发动机，其具体实现形式是在轴承座弹性支撑环与前

锥壁安装边之间布置径向剪切销（牺牲单元）。在遇到

FBO 情况下载荷超出预设计值时，安装边处的剪切

载荷使剪切销的颈缩处剪断破坏，从而切断 1 支点的

径向传力路线。其触发门槛值的设计可以通过颈缩处

尺寸和剪切销钉数量来实现。

项目

风扇直径

风扇叶片数

风扇转速

风扇叶片

风扇叶片质量

风扇叶片重心距轴心高度

FBO 后风扇转子的离心载荷（1.5 片叶片飞失）

参数

2.8 m

20

3000 r/min

实心钛合金

20 kg/ 片

0.88 m

2.6 MN

表 1 计算模型的主要参数

图 9 BR710 发动机的结构保险牺牲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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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承力锥壁后安装边的牺牲单元

典型的在承力锥壁后安装边布置牺牲单元的方

案如图 10 所示，如 GE 公司的 Leap X 系列发动机，

其具体实现形式是在前锥壁后安装边与 2 支点轴承

座（通过螺栓固定于中介机匣上）之间布置颈缩螺栓

（牺牲单元）。在遇到 FBO 情况下的巨大载荷时，承力

锥壁受拉一侧的颈缩螺栓在颈缩处拉断，由于受拉的

位置随风扇的离心载荷一起旋转，实际上在风扇旋转

近 1 周之后所有的螺栓都将被拉断，从而切断 1 支点

的径向传力路线。其触发门槛值的设计可以通过颈缩

处尺寸和螺栓数量来实现。

（3）次级结构保险设计

典型的 FBO 事件的次级结构保险布置方案如图

11 所示，如 GE 公司的 GE90-110B/115B、GEnx 系列

和 Leap 系列发动机。

其具体实现形式是在承力锥壁后安装边布置主

传力路线结构保险之外，在 2 支点转子承力锥壁与风

扇后短轴之间设计球铰连接结构，并在球铰中心布置

剪切销。在遇到 FBO 情况下主结构保险触发失效后，

1 支点传力路线被切断，风扇转子变成由 2 支点和 5

支点支撑，风扇悬臂增大，低压转子出现较大的挠曲

变形，在 2 支点截面出现较大的弯曲力矩和弯曲变

形。此时球铰内部的剪切销被剪断，从而使球铰结构

既能够放开对于低压转子俯仰变形的约束，一方面防

止转子挠曲变形给 2 支点轴承带来较大的弯矩影响，

保证 2 支点轴承不失效；另一方面还能够使轴承继续

传递径向载荷和轴向载荷。

4 结束语

民用发动机适航条款中的 FBO 事件后的“叶片

包容性和转子不平衡试验”和“持续风车运转”2 项条

款对于某新型发动机的研制来说是十分苛刻的要求。

结构保险就是在面临此类比较极端的设计要求时必

须采用的设计手段。本文从上述要求为切入点，结构

保险的理论入手，分析了相应的结构保险的功能需

求、可能的布局位置和典型的结构形式。该理论和方

法也可以应用于其他军 / 民用发动机关键结构的保

险装置设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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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理解节流盘对主次流轴向进气超紧凑燃烧室性能的影响，基于 Cottle 超紧凑燃烧室原型结构，采用计算流体

力学的方法探究了燃烧环内旋流涡流燃烧的组织原理以及节流盘对旋流涡流燃烧特性及出口温度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节流盘

可提高燃烧环内混气的离心加速度，加快火焰传播速度；节流效应导致的低压区可增大高温燃气径向迁移速度，增强高温燃气与核

心流的掺混，改善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特性；燃烧环内存在涡流燃烧，节流盘可扩展燃烧涡的尺寸，提高火焰稳定性。

关键词：超紧凑燃烧室；主次流轴向进气；节流盘；旋流涡流；复合导向叶片

中图分类号：V23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2.002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n Influence of Throttle Plate on Performance of Ultra Compact Combustor
SUN Ming-shan1袁 ZHANG Xin2袁 TANG Hao1, LIU Yu1

渊1. 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2.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hrottle plate's influe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ultra compact combustor with
axial inle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flows, based on the prototype structure of Cottle ultra compact combustor, the mechanism of vortex and
swirl combustion organization in the combustion ring and the plate's in fluend on the performance of vortex and swirl combustion as well as
on the outlet temperature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rottle plate can increase the
centrifugal acceleration of fuel-air mixture in the combustion ring, and accelerate the flame transmission. Then, the low pressure area
caused by throttle effect increases the radial velocity of the high temperature gas and enhances its mixing with the core flow, improves the
combustor outlet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Moreover, there is swirl combustion in the combustion ring , the throttle plate can enlarge the size
of vortex and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flame.

Key words: ultra compact combustor; axial inle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flows; throttle plate; vortex and swirl; composite guide
blades

0 引言

超紧凑燃烧室（UCC）采用二次气流倾斜射流注

入燃烧环，燃油周向旋流燃烧，可极大缩短燃烧室长

度，减轻燃烧室质量，提高发动机推重比。1973 年

Lewis[1]首次提出离心运动加速火焰传播速度的旋流

燃烧理论；Zelina[2]试验证实了超紧凑燃烧室的火焰长

度较传统燃烧室的可缩短 50%；Siriginano[3]对超紧凑

燃烧室应用于涡轮级间燃烧室以提高发动机热力性

能进行了研究。近年来美国空军实验室持续推进超紧

凑燃烧实际应用的研究：Bohan[4]提出复合导向叶片，

以期将超紧凑燃烧室应用于主燃烧室，缩短主燃烧室

长度；Wilson[5-6]提出了低 Rayleigh 损失中心体概念；

2013 年 Cornad[7-8]首次提出了扩压分流器概念，实现

了主次流轴向进气，有效减小了燃烧室径向尺寸，极

大推进了超紧凑燃烧室的实际应用；Miranda[9]基于

Cornad 实验装置研究了扩压分流器内外环面积比与

内外环流量的关系，表明主次流流量受面积比影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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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2015 年 Cottle[10]提出在扩压分流器主流通道加置

节流盘控制流量分配，试验和数值分析表明节流盘可

以有效控制内外环流量，进口流量对内外环分配比影

响较小；同年，Cottle[11]研究了节流盘开口大小及方向

对燃烧室内燃烧流动特性的影响，表明节流盘对燃烧

室总压损失的影响较小，可有效增加燃烧环内燃烧产

物向主流通道径向迁移的速度。节流盘作为有效的二

次流旋流控制结构，对主次流轴向进气超紧凑燃烧室

性能的提高有重要意义。超紧凑燃烧室燃烧环内旋流

涡流燃烧特性作为关键的性能特性受节流盘的影响

未见文献报道。

本文基于文献[11]中 Cottle 提出的超紧凑燃烧室

原型结构，采用计算流体力学方法分析了燃烧环内旋

流涡流燃烧组织机制，并进一步探究文献[11]未涉及

的节流盘对旋流涡流燃烧特性的影响，为基于旋流涡

流燃烧特性主次流轴向进气超紧凑燃烧室的进一步

结构改型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1 模型结构

主次流轴向进气超紧凑燃烧室结构如图 1 所示，

主要由扩压分流器、燃烧环、节流盘及中心体组成。空

气沿进口进入燃烧室，经分流器分为核心流和二次流，

二次流倾斜进入燃烧环，与燃烧环上方注入的丙烷混

合后旋流燃烧，核心流经节流盘进入导向叶片通道与

燃烧环燃烧产物掺混，混合气随后沿导向器通道排出。

模型总长为 249 mm，燃烧环直径为 159 mm，中

心体长 102 mm，扩压器长 127 mm。参考截面如图 2

所示，D1 位于扩压器进口下游 30 mm 处，C1、C2 分别

位于距离燃烧环前后壁面 5 mm 处。

节流盘尺寸如图 3 所示，节流盘的节流比例系数

姿 的定义及节流盘的开口面积为

A JPK

A ZT
=姿 A eJK

A eT
（1）

A JPK=
6准仔
360

（r1
2
-r2

2
） （2）

式中：A JPK 为节流盘开口面积；A ZT 为主流通道面积；

A eJK 为二次流进气孔面积；A eT 为二次流通道面积。

节流比例系数为 5 和 4 的节流盘对比如图 4 所

示。不同节流盘开口中线半径一致，节流比例系数等于8

时为无节流状态，节流比例系数越小，节流效应越强。

2 数值方法

2.1 计算域及网格

采用的非结构四面体计算网格如图 5 所示。局部

图 1 主次流轴向进气超紧凑燃烧室结构

图 2 轴向参考截面位置

扩压器导向叶片 进油 尾锥

燃烧环

进气

复合叶片

节流盘 二次流进气孔扩压器内中外环

进气 D1 C1 C2 出口

图 3 节流盘尺寸标注

图 4 姿=5（左）和 姿=4（右）的节流盘

节流盘开口中线 节流盘开口面积

a

0
r1

r2

节流盘开口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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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进行网格加密，控制壁面 y+ 在 100 以内，经网格

独立性验证确定网格数量为 650 万。

2.2 计算模型及方法

采用Fluent 16.1 进行计算[12]。湍流模型采用 real-

izable k-着 模型[13-14]，近壁区采用标准壁面函数。燃烧

反应速率模型采用涡耗散（EDM）模型，采用丙烷单步

反应，其反应方程式为

C3H8+5O2→3CO2+4H2O （3）

2.3 边界条件及计算工况

进口边界条件为质量进口，出口边界条件为压力

出口，部分进口边界条件见表 1。

分别选取富油和贫油 2 个工况，计算工况见表 2。

2.4 网格独立性验证

以出口截面（x/L=0.77）沿 y 轴的温度分布作为比

较参数，姿=5、准=1.37 条件下的计算结果如图 6 所示。

对比发现，309 万网格模型在截面上方温度明显较

高，部分区域温度值较 902 万网格模型高达 300 K，

而 502 万、650 万及 902 万网格模型温度分布基本一

致，选取 650 万网格进行计算分析。

2.5 计算结果的有效性验证及分析

核心流流量的本文计算结果与文献[11]试验及仿真

结果对比如图 7 所示。文献的数值计算结果与本文的

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相比均偏高，本文计算结果与试

验结果的最大误差在 15%左右，与文献[11]的计算结

果基本一致。燃烧环参考截面 C1 处温度场分布本文

计算结果与文献[11]计算结果的对比如图 8 所示。从

图中可见，高温区分布基本一致，验证了本文数值仿

真的有效性与准确性。

3 计算结果与分析

对 3 种不同节流比例系数模型采用以上方法进

行仿真计算，得到超紧凑燃烧室速度、温度、压力及燃

烧流动特性。

3.1 扩压分流器流场分析

节流比例系数分别为 8、5 时扩压分流器及燃烧

环内压力场的分布分别如图 9、10 所示。从图中可见，

加置节流盘引起燃烧环下部主流形成低压区，增加了

扩压器外环通道与燃烧环的压差，实现了内外环空气

流量的有效控制。此外，节流盘同时还增加了燃烧环

与主流通道的压力梯度。

图 5 计算域

参数

进口质量流量 /(kg/s)

进口温度 /K

操作压力 /Pa

进口氧气质量分数 /%

数值

0.12

293

101325

23

表 1 进、出口边界条件

节流比例系数 姿

8，5，4

当量比 准

1.37，0.75

表 2 计算工况

图 6 网格独立性验证结果

图 7 核心流流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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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截面 D1 处燃烧环当量比 准=1.37 条件下轴向

速度分布曲线如图 11 所示。扩压器中环分流面（图2）

下方为核心流通道速度分布，分流面上方为二次流通

道速度分布。从图中可见，随着节流比例系数 姿 的减

小，节流效应增强，核心流流速减小，二次流流速增

加，相应地核心流流量减小，二次流流量增加。

由于节流盘后方会形成低压区，节流效应会引起

整个燃烧室压力损失性能的变化。燃烧室总压恢复系

数随节流比例系数的变化曲线如图 12 所示，分别对

贫油燃烧及富油燃烧 2 种燃烧状态进行分析和计算。

从图中可见，随着节流比例系数的减小，节流效应增

强，燃烧室进出口总压恢复系数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幅

度较小，姿=4 较 姿=8 总压恢复系数降低仅 1.2%，整个

燃烧室总压恢复系数仍保持在 0.97 以上，满足燃烧室

总压恢复系数在 0.90~0.96 的一般设计要求[15]。

3.2 燃烧环燃烧流动分析

燃油与二次流混合后在燃烧环内完成富油旋流

燃烧，燃烧产物在压力梯度的作用下由燃烧环向内环

迁移并与主流掺混。节流盘的设计由于在主流通道形

成低压区，因此可以有效地促进燃烧环内的高温燃气

向核心流迁移。不同节流比例系数条件下参考截面

C2 导向叶片通道内叶中位置燃烧环内气流径向迁移

速度分布如图 13 所示，径向速度指向燃烧室轴线，速

度值为负值。随着节流比例系数 姿 的减小，节流效应

增强，高温燃气径向迁移速度较无节流情况（姿=8）明
显增加，极大促进了高温燃气与主流的掺混。

由第 3.1 节扩压器内流场分析可知，节流盘可以

增加扩压器外环通道空气流量，相应的进入燃烧环的

二次流流速会增加，由此可增加二次流切向速度 V tan

和离心力。Zelina[3]定义无量纲数 g-loading 描述离心

加速度的大小

g= V tan

2

gcrcav
（4）

式中：gc 为重力加速度。

不同节流比例系数下燃烧环 C2 处 g-loading 沿

图 9 姿=8 时扩压器及燃烧环的压力分布

图 10 姿=5 时扩压器及燃烧环的压力分布

图 12 总压恢复系数随节流比例系数的变化

图 13 不同节流比例系数下气流径向迁移速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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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8

0.6

0.4

0.2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扩压器中环

姿=8、准=1.37
姿=5、准=1.37
姿=4、准=1.37

轴向速度 /（m/s）

0.990

0.986

0.982

0.978

0.974

0.970

准=1.37
准=0.75

3 4 5 6 7 8 9

姿

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周向跨度比

姿=8、准=1.37
姿=5、准=1.37
姿=4、准=1.37

12



孙明山等：节流盘对超紧凑燃烧室性能影响的数值研究第 2 期

径向的分布曲线如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节流

比例系数的减小，节流效应增强，燃烧环内旋流强度

增加。此外，依据 Lewis[2]提出的离心加速度可增加火

焰传播速度的理论，节流盘的设置可进一步增加燃烧

火焰的传播速率，缩短燃料完全燃烧所需的滞留时

间，有利于较小空间内的高效燃烧。

3.3 出口温度分布

第 3.2 节的分析表明，节流设计可以有效增加燃

烧环内高温燃气的径向迁移速度，径向速度的增加会

极大地促进高温燃气与主流空气在导向叶片通道内

实现深度掺混，使混气温度场趋于均匀，从而实现合

理的出口径向温度分布。

贫油燃烧与富油燃烧状态下不同节流比例系数

燃烧室的出口径向温度分布曲线如图 15 所示。从图

中可见，燃烧室出口分布呈上部径向平均温度高，下

部径向平均温度低的分布特性，随着节流比例系数 姿
的降低，节流效应增强，燃烧室出口上部径向平均温

度降低，下部径向平均温度分布升高，姿=4 和 姿=8 时

出口径向温度分布系数 RTDF 分别为 0.32 和 0.61，前

者较后者的 RTDF 降低 49%，出口温度分布明显改善。

3.4 节流盘对燃烧环内涡流的影响

主次流轴向进气超紧凑燃烧室燃烧环内燃烧组

织的原理如图 16 所示。燃烧环内主要有 2 种燃烧组

织的方式，一种是离心力作用下的旋流燃烧，另一种

是高湍流度的涡流燃烧。2 种燃烧机制共同作用，保

证了燃烧环极小空间内的快速稳定燃烧。

燃烧环 D1 处 姿=8 和 姿=5 的压力分布如图 17 所

示；不同节流比例系数下 C1、C2 速度矢量对比如图 18

所示。对比图 17（a）、图 18（a）-C1 和图 17（b）、图 18

（b）-C1 可以发现，燃烧环内该圆形低压区与涡流燃

烧位置一致，可认为该圆形低压区引起燃烧环内涡团

的形成，进而形成涡流燃烧区。对比图 17（a）、（b）可

以发现，节流盘的设置引起圆形低压区向燃烧环外部

及导向叶片上方迁移，从图 18（a）、（b）可以看出相应

的涡流燃烧涡团位置也向着相同方向迁移。进一步对

比图 18（a）、（b）、（c）可以发现，燃烧涡的尺寸由于节

流盘的设置而明显扩展，有利于火焰稳定和高效燃

烧。此外，对比 C1 和 C2 截面矢量图可以发现，燃烧涡

主要在燃烧环前部作用较强，在燃烧环后部燃烧涡逐

步减弱甚至消失。

图 14 不同节流比例系数 g-loading 对比

图 15 出口径向平均温度分布曲线

图 16 燃烧环内的燃烧组织

（a）姿=8 （b）姿=5

图 17 燃烧环 D1 处 姿=8 和 姿=5 的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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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基于 Cottle 超紧凑燃烧室原型模型，探究了主次

流轴向超紧凑燃烧室燃烧环内旋流涡流燃烧组织机

制以及节流盘对超紧凑燃烧室旋流涡流燃烧特性的

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1）节流盘设计可以增加进入燃烧环的二次流流

速，提高混气的切向速度分量，进而增大燃烧环内离

心加速度，提高旋流燃烧强度，从而加快燃烧环内火

焰传播速度。

（2）节流盘形成的主流低压区增加了燃烧环内高

温燃气径向迁移速度，增强了高温燃气与导向叶片通

道主流的掺混能力，可以有效地改善燃烧室出口温度

分布。

（3）燃烧环内存在旋流燃烧与涡流燃烧 2 种燃

烧机制，节流盘可扩展燃烧涡的尺寸，提高燃烧的

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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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某型涡轴发动机在低温环境下由于供油流量偏低多次起动失败，为此提出了 1 种优化的转速速率闭环起动控制规律，

并根据发动机实际使用情况设计了供油限制线。经高空台验证，结果表明：采用优化的起动控制规律提高了发动机对低温环境下流

量偏差的容忍能力，可解决该型发动机低温环境下起动失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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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and Validation of Startup Control Law for a Turbo-Shaft Engine
YANG Yi-song1袁 YAO Hua2袁 SHA Lei2

渊1. Aviation Equipment Quality Control Office of PLA Army袁 Beijing 100012曰
2. AECC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袁 Wuxi Jiangsu 214063冤

Abstract: Because of low fuel supply袁 a turbo-shaft engine fail to start repeatedly under low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Thus an
optimal speed rate closed loop startup control law was proposed. The fuel supply limit line was also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engine actual
service condition. Through Altitude Test Facility 渊ATF冤袁 it reveals that the engine tolerance capability to fuel bias can be improved by
optimized startup control law袁 which can solve the issue of startup failure in low temperature condition.

Key words: startup control law曰turbo-shaft engine曰 startup control law曰 ATF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的起动过程非常复杂，涉及到控制

系统、起动机、点火装置与发动机各部件之间协同

工作。因此，起动控制规律设计是航空发动机控制

系统设计的难点之一[1-7]。与涡喷、涡扇发动机相比，

涡轴发动机在起动过程中燃油流量需求较少，但精

度要求更高[8-13]。例如某型涡轴发动机要求在全温度

包线内起动过程燃油流量偏差在±1 kg/h 内，而涡

喷、涡扇发动机的要求通常在±10 kg/h 以上。在低温

环境下，燃油密度变化、传感器温漂、机械部件形变等

因素使满足流量控制要求变得更加困难[14]。

国内某型涡轴发动机采用开环供油和转速速率

闭环供油的组合起动控制规律，在常温下具有很好的

起动性能，但在低温时由于流量偏差出现多次起动悬

挂问题而影响发动机使用。针对该问题，本文提出 1

种起动控制规律优化设计，增强发动机对起动流量偏

差的容忍能力。经过高空台验证，起动性能稳定，起动

成功率达到 100%，可有效解决该型发动机低温环境

下起动悬挂的问题。

2 某型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及特点

燃气发生器转速 Ng 由静止状态提高到地面慢

车状态的过程称为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15]。起动期间

要完成控制起动机带转、控制器点火装置点火、燃油

系统供油的任务[16]。

某型涡轴发动机采用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系统，

系统主要由数字电子控制器、液压机械装置、传感器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4 卷

等组成。在起动过程中通过

数字电子控制器控制起动

机带转、点火装置点火、液

压机械装置供油。该发动机

起动过程如图1 所示。

某型涡轴发动机起

动过程主要经历以下几

个阶段：

（1）起动电单独带转

阶段。数字电子控制器接收

到起动指令后控制起动机

带转，此过程中不供油，直

到燃气涡轮转速达到 Ng1。

（2）开环供油和点火

阶段。燃气涡轮转速达到

Ng1 后，数字电子控制器根

据给定的转速 - 燃油流量

曲线计算发动机需求流

量，并控制液压机械装置

按需求流量给发动机供

油，直到燃气涡轮转速达

到 Ng2；在此过程中，电子

控制器控制点火装置点火。

（3）转速速率闭环供油阶段。燃气涡轮转速达到

Ng2 后，数字电子控制器根据给定转速速率与反馈转速

速率偏差进行供油调节，直到燃气涡轮转速达到 Ng3。

（4）转速闭环控制阶段。燃气涡轮转速达到 Ng3

后，数字电子控制器根据给定动力涡轮转速和反馈动

力涡轮转速的偏差进行供油调节，使动力涡轮转速达

到并稳定在慢车转速。

3 低温环境发动机起动悬挂

某型涡轴发动机在低温环境下出现多次悬挂问

题，典型起动悬挂过程如图 2 所示。

其现象表现为：

（1）起动机带转使燃气发生器转速达到 Ng1。

（2）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系统按给定的燃油需求

供油，并控制点火装置点火。

（3）点火成功后燃气涡轮出口燃气温度 T45 上升

较慢，燃气发生器转速上升缓慢，始终未达到 Ng2。

（4）起动时间超过要求，起动失败。

影响发动机起动的主要因素有：

（1）起动机带转能力。

（2）点火装置状态。

（3）发动机转子阻力、燃烧室燃烧效率。

（4）供油流量。

经过检查和试验验证，起动机带转能力、点火装

置、发动机转子阻力、燃烧室燃烧效率均正常。在开环

供油和点火阶段，燃油流量由于低温补偿偏低，导致

发动机起动悬挂。

4 起动规律优化设计

起动悬挂均发生在开环供油和点火阶段。进入转

速速率闭环阶段后，若转速上升缓慢，闭环控制规律

会自动调节燃油流量，使发动机转速按要求上升，从

而避免燃油流量不足导致发动机悬挂，转速速率闭环

控制可有效增强发动机对燃油流量偏差的容忍能力。

因此，起动控制规律优化设计思路为：缩短开环供油

和点火阶段，使发动机快速进入转速速率闭环阶段。

发动机对点火时燃油流量偏差的要求相对较低。

经试验验证，在流量拉偏 5 kg/h 的情况下，发动机能

成功点火。因此，选择点火成功作为由开环供油和

点火阶段进入转速速率闭环阶段的转换点，选择以

燃气涡轮出口燃气温度 T45 的变化作为点火成功的

判断条件。

优化后的起动控制规律如图 3 所示。

图 1 某型涡轴发动机

起动过程

图 2 典型起动悬挂过程 图 3 优化后的起动控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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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设计如下：

（1）起动机独立带转。接收到起动指令后，电子控

制器立即发出指令，控制起动机带转。

（2）开环供油和点火。燃气发生器转速 Ng≥Ng1，进

入开环供油和点火阶段。电子控制器控制点火装置点

火。开环供油即按照需求的流量供油，需考虑环境参数

的修正、发动机温升效应和管路填充，需求流量为

NgDdem=f（Ng）·f（T1，P1）

W f=f（NgDdem-NgD）
（3）转速速率闭环阶段。燃气发生器转速 Ng≥Ng2

或 T45 温升值≥△T45，进入转速速率闭环阶段。该条

件在原起动规律基础上增加燃气涡轮出口温度条件，

使进入转速速率闭环阶段的时间提前，缩短了开环供

油的作用时间。分析多台发动机正常起动时的转速速

率，将原有转速速率给定向低转速延伸，同时考虑环

境影响，修正给定速率。转速速率闭环阶段燃油控制

式为

NgDdem=f（Ng）·f（T1,P1）

Wf=f（NgDdem-NgD）
快速进入转速速率闭环阶段，能提高起动控制规

律的适应性，但也存在异常时闭环控制导致燃油急剧

变化的风险。因此，需对燃油流量进行限制。

在起动初始阶段，发动机可能因点火不完全、燃烧

效率不足等原因导致 Ng 上升缓慢，速率不能满足需

求。在这种情况下，转速速率闭环控制会控制燃油急剧

增加，存在发动机超温的风险。因此燃油高限限制应较

为严格，这里设置为根据起动供油需求流量上浮

W fmax=f（Ng）·f（T1，P1，T45）+驻W fhigh
燃油低限限制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发动机熄火。燃

油低限限制不应影响正常起动，低限既不能过高而抬

高供油量，也不能过低而不能起到防止熄火的作用。

这里设置为根据填充流量下调，并按环境因素修正

W fmin=（f（Ng1）-驻W fhigh）·f（T1，P1）

转速速率闭环阶段最终燃油流量为

W fout=max（W fmin，min（W f，W fmax））
（4）转速闭环阶段。燃气发生器转速 Ng≥Ng3，进

入转速闭环阶段，控制动力涡轮转速到给定的慢车转

速，该阶段燃油控制式为

W f=f（Npdem-Np）

5 起动规律验证

将优化后的起动控制规律用于某型涡轴发动机

数控系统，并完成了高空台验证。

进行高空台验证时，根据发动机的起动包线进行

了海平面（地面起动）、海拔 3000 m（地面起动、空中

再起动）、海拔 4500 m（地面起动、空中再起动）、海拔

5500 m（空中再起动）试验验证。在海平面环境下进行

了低温（-20 ℃）、常温（15 ℃）、高温（50 ℃）试验验

证，并在低温条件下进行了优化前后起动控制规律的

对比试验。

海平面低温（-20 ℃）起动对比试验得到的试验

曲线如图 4 所示。采用优化前的起动控制规律，起动

悬挂，试验曲线如图 4 中的“Ng_1”所示；采用优化前

的起动控制规律，在原开环供油流量基础上增加 3

kg/h 供油，起动成功，试验曲线如图 4 中的“Ng_2”所

示；采用优化后的起动控制规律，不增加供油，起动成

功，试验曲线如图 4 中“Ng_3”所示。

从图中可见，优化后的起动控制规律与优化前的

起动控制规律增加供油量后的起动性能相当。优化后

的起动控制规律使发动机能够容忍起动流量偏差，可

解决低温环境下供油偏低导致的起动悬挂问题。

在海平面不同温度条件下优化后的起动控制规律

试验曲线如图5 所示。在低温（-20℃）、常温（15℃）、高

温（50℃）条件下均起动成功，未出现起动悬挂。

图 4 海平面低温起动试验曲线

图 5 不同温度条件下的试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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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后的起动控制规律在不同高度条件下的地

面起动试验曲线如图 6 所示。在海平面、海拔 3000、

4500 m 条件下均起动成功，未出现起动悬挂。

优化后的起动控制规律在不同高度条件下的空

中再起动试验曲线如图 7 所示。在海拔 3000、4500、

5500 m 条件下均起动成功，未出现起动悬挂。

综合各种环境条件下的试验情况发现，采用优化

的起动控制规律后，发动机均能成功起动，进入转速

速率闭环阶段的时间比原规律提前约 10 s。

6 结束语

国内某型涡轴发动机采用优化后的起动控制规

律，缩短开环供油工作阶段，使发动机快速进入转速

速率闭环阶段，并且根据发动机情况合理设置起动燃

油限制，已经在各种环境下成功起动上百次，起动成

功率为 100%，未出现起动超温或起动悬挂，有效解

决了该型涡轴发动机在低温环境下起动悬挂问题。同

时由于开环供油段缩短，降低了对数控系统起动燃油

控制精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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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掌握固定几何气动矢量喷管气动性能，通过 CFD 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主流落压比、扩张段二次流落压比、扩张段

二次流角度和引射对固定几何气动矢量喷管轴向推力系数的影响；主流落压比、扩张段二次流落压比和扩张段二次流角度对矢量

角的影响；主流落压比、喉道二次流落压比和喉道二次流角度对喉道控制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主流落压比增大轴向推力系数增

大，矢量角减小，喉道控制率减小；随扩张段二次流落压比增大推力系数减小，矢量角增大；随喉道二次流落压比增大，喉道控制率

增大；随扩张段二次流角增大轴向推力系数减小，矢量角略有减小；随喉道二次流角增大喉道控制率增大；随引射方式增加喷管推

力系数增大。

关键词：气动性能；固定几何；流体控制；矢量喷管；数值仿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28.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2.004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Performances of Fluidic Control Fixed Geometry Aerodynamic Nozzle
ZHANG Shao-li, ZHOU Ji-li, JIA Dong-bing, XU Su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s of the fluidic control fixed geometry nozzle, the effects of Nozzle Pressure

Ratio 渊NPR冤, Second Flow Pressure Ratio 渊SPR冤, angle of second flow on divergent section and injection on the axial thrust coefficient for
the fluidic control fixed geometry nozzle, the effects of nozzle pressure ratio, SPR and angle of second flow on divergent section on the
vectoring angle, the effects of NPR, SPR and angle of second flow on throat section on the control ratio of throat area were investigated by
CFD numerical calcul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xial thrust coefficient increased, the vectoring angle and the control ratio of throat
area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NPR. The axial thrust coefficient decreased, the vectoring angl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PR on
divergent section. The control ratio of throat area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SPR on throat section. The axial thrust coefficient decreased
and the vectoring angle decreased a little with the increase of angle of second flow on divergent. The control ratio of throat area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angle of second flow on throat. The thrust coefficient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injection mode.

Key words: aerodynamic performances; fixed geometry; fluidic control; vectoring nozzle; numerical simulation; aeroengine

0 引言

为提高飞机的作战能力，对航空发动机的推重比

要求越来越高，矢量喷管作为航空发动机的主要组成

部分也面临着高效、轻质的要求[1-2]。传统机械调节矢

量喷管结构复杂、质量轻，无法满足高推重比的要求，

固定几何气动矢量喷管采用二次流对主流的干扰形

成矢量偏转，结构简单、质量轻，可以满足未来发动机

的需求[3-4]。

国外的研究机构开展了各种流体推力矢量控制

方式的研究，综合起来主要集中在 3 种控制方法上，

即激波矢量控制技术、喷管喉部偏移技术、反流控制

技术。Giuliano 等在 NASA 兰利喷流排气试验装置上

专门做了基于激波矢量控制的 2 元球面收敛 / 扩散

调节片俯仰推力矢量喷管试验[5]；Deere 等在流体偏航

矢量喷管的基础上，开展了喉部位置偏移法实现推力

矢量的数值计算[6-7]；Leavit 等对多轴推力矢量喷管的

吼道倾斜方法进行了稳态研究[8]；Kenrick 等对流体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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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矢量喷管的多喷射点方法进行了试验和数值计算[9]；

NASA 兰利研究中心进行了大尺寸的反流法实现推

力矢量的试验研究，Hunter 等采用 PAB3D 计算软件

进行了反流法计算[10]。国内在流体推力矢量技术方面

也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工作。乔渭阳等采用试验和数值

计算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二次流喷射对流体推力矢

量的影响[11]；罗静等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计算分析

了流体喷射对喷管气动矢量角的影响[12]；王占学等完

成了基于二次流喷射的流体推力矢量数值计算和实

验方案[13-15]。

目前固定几何气动矢量喷管二次流效率低，在现

有的二次流流量下，矢量偏转角较小；在非设计点状

态下的低状态（如主流落压比 3）时喷管推力性能较

低；对二次流控制喉道面积的研究很少。为此，本文主

要研究了阀门结构的二次流注射方式（包括喉道和扩

张段二次流）、二次流气动参数、主流气动参数和引射

外界气体对流场结构与喷管性能（推力系数、矢量角

和喉道面积控制率）的影响。

1 物理模型

固定几何气动矢量喷管的物理模型如图 1 所示。

主要包括收敛段、扩张段、二次流通道和引射通道。喉

道二次流和扩张段二次流为阀门结构的注射方式如

图 1（a）所示，二次流出口位于喷管内，根据不同状态

的需求，通过转动阀门调节二次流的关闭或开启角

度。喉道二次流的角度 茁 为 60毅和 74.5毅2 种情况，扩

张段二次流的角度 琢 为 30毅和 60毅2 种情况,二次流角

度指二次流和扩张段的夹角；茁＝0毅时喉道二次流阀

门关闭，琢＝0毅时扩张段二次流阀门关闭。二次流为常

规的注射方式如图 1（b）所示，非阀门结构，出口位于

扩张段壁面位置，并垂直于扩张段。

2 计算方法

2.1 流场计算

运用商业软件进行全 3 维流场计算，热燃气假设

为理想可压缩流体，使用基于密度耦合算法，湍流模

型采用 SST k-棕 模型，主流边界条件设置为压力入

口，总温为 1100 K，总压为 0.3、0.4 MPa；二次流设置

为压力入口，总温为 288 K，总压为 0.3～0.6 MPa；压

力出口温度为 288 K，总压为 0.1 MPa。

采用结构化网格，总数控制在 190 万左右。整个

计算域中心对称面网格分布如图 2 所示，喷管区域对

称面网格如图 3 所示。在内流道对网格进行加密，外

场网格逐渐变稀。

2.2 轴向推力系数和矢量角计算

喷管的推力为出口气流动量与压差在出口面上

积分的和，X 方向的实际推力 Fx 为

Fx=m觶 Ux+（Pe-Pa）A e （1）
（a）阀门结构的注射方式

（b）非阀门结构的注射方式

图 1 固定几何气动矢量喷管物理模型

图 2 对称面网格分布

图 3 喷管区域网格分布

收敛段 扩张段

引射通道

喉道二次流
扩张段二次流

茁 琢

收敛段
扩张段

引射通道扩张段二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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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觶为实际质量流量；Ux 为出口截面的 X 方向的

速度；Pe 为出口截面的静压；A e 为出口截面的面积。

定义轴向推力系数 Cfx 为 X 方向实际推力 Fx 与

总的理想推力 Fi（主流与二次流理想推力之和）的

比值

Cfx=Fx/Fi （2）

Fi=m觶 Ui （3）

式中：Ui 为等熵完全膨胀时喷管出口速度

Ui= 2
kRT0

*

k-1 1-
Pa

P0

*蓸 蔀 k-1
k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姨 （4）

矢量角 啄 的大小反映了纵向推力 Fy 与轴向推力

Fx 比值的大小，定义为

啄=arctan（Fy
Fx

） （5）

喉道控制率 RTAC 为喉道面积最大值与最小值之

差与最小面积的比值

RTAC=
Amax,eff-Amin,eff

Amin,eff
（6）

3 计算方法验证

根据数值计算模型，进行了冷态吹风试验，其中

NPR=4 时，中间非偏转状态的静压数值计算结果与试

验结果的对比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计算结果与试

验结果基本吻合，验证了数值计算方法的可行性。

4 计算结果与分析

4.1 推力系数的影响因素

针对 茁＝0毅、琢=60毅的几何模型，研究了主流落

压比（NPR=3、4）和扩张段二次流落压比（SPR＝3、4、

5、6）对推力系数的影响；针对 茁＝0毅的几何模型，在

NPR＝4 的情况下，研究了 琢 对轴向推力系数的影响；

针对 琢=30毅、茁＝74.5°的几何模型，在 NPR＝3、SPR=6

的情况下，研究了引射方式对喷管性能的影响；计算

结果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NPR 不变，随着 SPR 增

大喷管轴向推力系数减小，SPR 从 3 增加到 6 时，轴向

推力系数减小约 3％～4％；SPR 不变，随着 NPR 增大轴

向推力系数增大，NPR 从 3 增加到 4，轴向推力系数减

小约 5％；二次流压力不变，二次流角度 琢 增加，轴向

推力系数最大减小 1.5％；引射开启后的轴向推力系

数比引射关闭时最大提高 5％。

NPR 和 SPR 对流场马赫数的影响如图 6 所示。从

图中可见，在 NPR 一定的情况下，随着 SPR 增大，二次

流对主流造成的斜激波位置会向前移动，说明 SPR 增

大对主流具有更强的扰动作用，使得喷管轴向推力系

数减小；在 SPR 一定的情况下，随着 NPR 增大，二次流

对主流造成的斜激波位置会向后移动，并且扩张段后

图 4 壁面中心线静压分布

图 5 NPR、SPR、琢和 injection 对推力系数的影响

（a）NPR=3，SPR=3

（b）NPR=3，SP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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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低速流动区域减小，说明 NPR 增大会减弱二次流对

主流的扰动作用，并且更接近设计状态，减少过膨胀

区域，使得喷管轴向推力系数增大。

引射对流场马赫数及流场静压的影响分别如图

7、8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NPR=3 时喷管处于过膨胀

状态，扩张段出现较大面积的负压区和低速区，在引

射关闭时喷管末端出现外界大气被引到喷管内部的

现象，出现反流，降低喷管推力性能；在引射开启后，

引射流与主流混合提高喷管流量，增加喷管动量，减

少主流区域的负压区，同时减少末端气体引入导致的

反流现象。

扩张段二次流角度对流场马赫数的影响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二次流角度 琢 增大，二次流

对主流造成的斜激波位置会向前移动，说明 琢 增大

会加强二次流对主流的扰动作用，使得喷管轴向推力

系数减小。

4.2 矢量角的影响因素

针对图 1（b）所示的几何模型，研究了主流落压

比（NPR=3、4）和二次流落压比（SPR＝3、4、5、6）对矢量

角的影响，计算结果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扩张

段二次流注射方式非阀门结构时产生的最大矢量角

约为 9毅；当主流压力不变时，随着二次流压力增加喷

（c）NPR=4，SPR=3

（d）NPR=4，SPR=5

图 6 NPR和 SPR 对流场马赫数的影响

（a）injection

（b）no injection

图 7 引射对流场马赫数的影响

（a）injection

（b）no injection

图 8 引射对流场静压的影响

（a）琢=30°

（b）琢=60°
图 9 扩张段二次流角度对流场马赫数的影响

图 10 NPR、SPR 和 琢对矢量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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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矢量角增大，最大增加约为 3毅；当二次流压力不变

时，随着主流压力增加矢量角约减小 3毅～4毅。
针对 茁＝0毅的几何模型，在主流落压比 NPR＝3 的

情况下，研究了扩张段二次流角度（琢=30毅、60毅）对矢

量角的影响，计算结果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扩

张段二次流注射方式为阀门结构时产生的最大矢量

角为 17毅，明显高于扩张段二次流注射方式为非阀门

结构产生的最大矢量角；随着扩张段二次流角度增

加，矢量角略有减小约为 0.5毅。
NPR 和 SPR 对流场马赫数的影响如图 11 所示。从

图中可见，当主流压力不变时，随着二次流压力增加，

激波位置向下移动，矢量角增大，说明二次流压力增

加对主流影响增大；二次流压力不变，随着主流压力增

加，激波位置向上移动，矢量角减小，说明主流压力增

加需要相应增加二次流压力才能满足矢量角的需求。

扩张段二次流角度对流场马赫数的影响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扩张段二次流角度增大，激波

位置变化不太明显，尾喷流偏转角度略有减小，说明

扩张段二次流角度对矢量角影响不大。另外，根据图

11、12 对比可知，注射方式为阀门结构的扩张段二次

流产生的矢量偏转效应明显优于注射方式为非阀门

结构的扩张段二次流。

4.3 喉道控制率的影响因素

针对 琢＝0、茁=74.5毅的几何模型，研究了主流落压

比（NPR=3、4）和喉道二次流落压比（SPR＝3、4、5、6）对喉

道控制率的影响，计算结果如图13 所示。从图中可见，

当主流压力不变时，随着喉道二次流压力增加，喉道控

制率增大，最大增加约 18％；当二次流压力不变时，随

着主流压力增加，喉道控制率减小约 2％～11％。

主流压力和二次流压力对流场马赫数的影响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见，当 NPR 不变时，随着 SPR 增大，

二次流出口马赫数增大，二次流后面的低速区增加，

主流高速区向中心线方向偏移，喷管有效流通面积减

（c）NPR=4，SPR=3

（d）NPR=4，SPR=5

图 11 NPR和 SPR对流场马赫数的影响

（b）NPR=3，SPR=5

（a）NPR=3，SPR=3

（a）琢=30°

（b）琢=60°
图 12 扩张段二次流角度对流场马赫数的影响

图 13 NPR、SPR和 茁对喉道控制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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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喷管喉道控制率提高；当 SPR 不变时，随着 NPR 增

大，二次流出口马赫数减小，二次流后面的低速区减

小，主流高速区向壁面方向偏移，喷管有效流通面积

增大，喷管喉道控制率降低。

针对 琢=60毅的几何模型，在 NPR＝3、扩张段 SPR=3

的情况下，研究了喉道两侧二次流角度（茁=60毅、74.5毅）
对喉道控制率的影响，计算结果如图 14 所示。从图中

可见，随着喉道二次流角度增大，喉道控制率增加约

为 5％～20％，最大为 0.59。

喉道二次流角度对流场马赫数的影响如图 15 所

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喉道二次流角度增大，二次流出

口马赫数增大，二次流后面的低速区增加，主流高速区

减小，喷管有效流通面积减小，喷管喉道控制率提高。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主流、喉道二次流、扩张段二次流、引

射等各因素对固定几何气动矢量喷管推力系数、推力（c）NPR=4，SPR=4

（d）NPR=4，SPR=6

图 14 NPR 和 SPR对流场马赫数的影响

（b）NPR=3，SPR=6

（a）NPR=3，SPR=4

（a）茁=60°

（b）茁=74.5°
图 15 扩张段二次流角度对流场马赫数的影响

Mach-number: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Mach-number: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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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角和喉道控制率等气动性能的影响分析，得到以

下结论。

（1）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主流落压比由 3 增加

到 4 时轴向推力系数增加约为 5％；扩张段二次流落

压比由 3 增加到 6 时轴向推力系数约减小 3％～

4％；主流落压比为 3 时，引射开启后的轴向推力系数

比引射关闭时最大提高 5％；扩张段二次流角度由

30毅增加到 60毅时轴向推力系数最大减小 1.5％；

（2）主流落压比由 3 增加到 4 时矢量角减小约

3毅～4毅；扩张段二次流落压比由 3 增加到 6 时喷管矢

量角增大，最大增加约 3毅；随着扩张段二次流角度增

大，矢量角略有减小；注射方式为阀门结构的扩张段

二次流产生的最大矢量角比注射方式为非阀门结构

的扩张段二次流约大 8毅；
（3）喉道二次流落压比由 3 增加到 6 时喉道控制

率最大增大约 18％；主流落压比由 3 增加到 4 时喉

道控制率减小约 2％～11％；喉道二次流角度由 60毅
增大到 74.5毅时，喉道控制率提高约 5％～20％。

引射是 1 种有效提高低状态（如 NPR=3）下固定几

何气动矢量喷管推力系数的方式；扩张段二次流注射

方式为阀门结构时能有效提高喷管矢量偏转角；喉道

二次流注射方式为阀门结构时能有效控制喷管喉道

面积；引射和阀门结构的二次流注射方式的提出为固

定几何气动矢量喷管的工程化应用提供了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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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揭示 2 元圆转矩喷管尾喷流强化掺混的内在机制，应用大涡模拟（LES）方程对 2 种相同进、出口直径的喷管模型（轴对

称、2 元圆转矩）在 Ma=0.8、高雷诺数（2×105）条件下进行了数值模拟计算。结果表明：与轴对称喷管相比，圆转矩喷管射流掺混效

应增强,速度衰减快，核心区长度和高温区域面积减小。同时尾喷流拟序结构变化说明：2 种喷管主要拟序结构均包含涡环、涡辫、发

卡涡、螺旋涡等相似结构；但圆转矩喷管在射流近场诱导出的涡旋更丰富，边角剪切涡发展更快，形成明显的 CVP 结构,导致其射流

柱失稳时刻提前、距离缩短；同时，喷管形式的改变使得射流剪切层内雷诺应力增大，速度脉动增强。拟序结构发展及雷诺剪切应力

变化说明在射流流场中涡旋发展耗散速度增大、速度边界层脉动增强、射流柱易失稳是导致射流掺混增强的本质因素，为异形喷管

的强化掺混机理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大涡模拟；2 元喷管；拟序结构；雷诺应力；强化掺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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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Mixing Enhancement Mechanism of Tail Jet Flow of
Circle-Rectangular Transition Nozzle Based on Large Eddy Simulation

LI Jing-jing1, ZHANG Bo1, ZHANG Na-ru1, JI Hong-hu1, YE Liu-zeng2, XU Ling2

渊1.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曰
2.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mixing enhancement of 2-D circle-rectangular transition nozzle,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by the Large Eddy Simulation (LES) equation of mixing characteristics of jet and environment were studied at two nozzle model
with the same inlet and outlet diameters, which were symmetrical and circle-rectangular transition nozzle with low Mach number 渊Ma=0.8冤
and high Reynolds number渊2伊105冤.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ircle-rectangular transition nozzle jet has the strengthening mixing effect, the
faster velocity decay rate, the reduction potential core -length and the shrinking area of high temperature, comparing with the axial
symmetric nozzle. The variations of coherent structure of the tail jet flow show that the main structures of two kinds of nozzle are vortex ring,
vortex braid, Hairpin Vortex, spiral vortex and so on, but the circle-rectangular transition nozzle model produces a wide variety of vortexes
in the near field of jet, the shear vortex develops faster and forms an obvious CVP , which causes the instability point of the jet column
earlier and closer to the exit. In addition, the change of nozzle form makes the Reynolds stress in the jet shear layer increase, the velocity
fluctuation is more intense and the mixing is enhanced. In the jet flow field, the rapider development of vortex, the increase of vortex
dissipation rate and the increase of velocity boundary layer fluctuation are the essential factors leading to mixing enhancement, which also
provide the basis for strengthening mixing mechanism of profiled nozzle.

Key words: LES曰two-dimensional nozzle曰coherent structure曰Reynolds shear stress曰mixing enhancement

第 44 卷 第 2 期

2018 年 4 月

Vol. 44 No. 2

Apr. 2018

0 引言

湍流是流体力学研究中的 1 个世界性难题，而圆

湍射流作为组成旋转射流、冲击射流及燃烧室流动等

复杂流动的基本流动形式，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灌溉、

燃油雾化、发动机气膜冷却等多种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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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航空发动机而言，其尾喷流是飞机尾向 3～5 um

波段上的主要红外辐射源之一，强化尾喷流掺混，减

小其核心区温度是降低相应波段红外辐射特性的有

效手段[1]。而圆转矩 2 元喷管因其红外抑制等方面的

优良效果，在多款先进战机如 F-117、F-22 上得到应

用，数值模拟与试验结果也发现，采用 2 元喷管后其

掺混效果[2]和红外抑制特性相比轴对称喷管显著增

强[3]。因而从机理上弄清圆转矩喷管与轴对称喷管尾

喷流的发展过程，及掺混过程的影响因素就极为必

要。不仅可以为异形喷管的强化掺混机理提供依据，

也能为喷管修型提供设计思路。国内外针对异形喷管

尾喷流强化掺混的机理研究已有一定进展，但对于其

作用机制仍不够明朗[4-5]。在试验方面，利用 PIV 等测

量手段可以得到射流中湍流运动的流动特性和卷吸

过程大尺度涡结构的变化情况[6-7]。但由于湍流运动中

涡旋数量巨大且发展迅猛，受到测量设备的限制，试

验往往不能获得研究者所关心的全部细节；通过数值

模拟可以对卷吸过程中拟序结构的产生、发展进行细

致研究，如尾迹涡、剪切涡、发卡涡、肾形涡对等[8-9]，能

够更好地从机理上了解卷吸过程，揭示喷管形式对涡

结构演变的影响机理。而数值模拟与试验对比研究结

果表明：与其他计算模型相比，在近场区应用大涡模

拟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结果[10-11]，且计算成本适中。

本文主要采用数值计算的方法，对轴对称喷管以

及圆转矩形喷管的流动特性进行模拟。研究采用可压

缩流大涡模拟（LES）控制方程动态亚格子模型进行，

对喷管尾喷流核心区长度与卷吸掺混面积变化，涡量

和雷诺剪切应力分布，以及射流场拟序结构发展变化

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1 物理模型与算法

1.1 物理模型

研究模型为：轴对称收敛喷管（Model-A）和圆转

矩形收敛喷管（Model-B），尺寸分别如图 1、2 所示。

喷管进口直径 Dn 均为 10 mm，长度均为 15 mm。

Model-A：出口直径 D=8 mm，平直段长度为 8

mm，收敛段长度为 0.7 mm；

Model-B：当量直径定义为：D=4 A /C，同样为 8

mm，宽高比 W /H=2。

1.2 模拟算法

数值模拟采用 LES 方程的动态 Smagorinsky 模

型，非稳态条件。

首先通过滤波将瞬时变量 准（x,t）划分为大尺度

量 准（x,t）和小尺度量 准'（x,t），准（x,t）通过以下加权积

分得到

准（x,t）=
赘
乙 G（x-x'，驻）准（x'，t）dx' （1）

式中：G（x-x',驻）为滤波函数；赘 为计算区域；驻 为滤波

的宽度，与网格分辨率有关。

而将式（1）表示的滤波函数处理瞬时状态下不可

压缩流 N-S 方程时，有

连续性方程

坠籽軃坠t + 坠（籽軃u軌i）坠xi =0 （2）

动量方程

坠（籽軃u軌i）坠t + 坠（籽軃u軌iu軌j）坠xj = 坠籽軃坠xi +（子ji-子ji
SGS

+Dij
SGS

） （3）

能量方程

坠（E軍）坠t + 坠（E軍+籽軃）u軌i坠xi = 坠坠xi（-q軌i+u軌j子軌ji+JiSGS +滓i
SGS

-Qi
SGS

-Hi
SGS

）（4）

式中：上标“－”表示空间过滤，“～”表示 Favre 过滤，

上标“SGS”代表亚格子（未封闭项）；籽、ui 和 p 分别为

密度、速度和压力；子ij 为黏性通量项；Dij
SGS 为亚格子黏

性应力项；E 为总能；qi 为热通量项；JiSGS 为亚格子湍

流扩散项；Qi
SGS 为亚格子黏性扩散项；Qi

SGS 亚格子热

通量项；Hi
SGS 为亚格子能量通量项；子ijSGS 为亚格子应

力项，模型的思想沿袭了 RANS 中的涡黏性模型，其

表达式为

子ji
SGS

- 1
3
子kk
SGS 啄ij =2滋

SGSSij （5）

式中：滋SGS 为涡黏系数，可以从亚格子模型中求出。

在该模型中：滋SGS
=（Cs驻）2|S|

因此

子ji
SGS

- 1
3
子kk
SGS 啄ij =2籽（Cs驻）2|S|Sij （6）

图 1 轴对称喷管

Model-A 物理模型

图 2 圆转矩喷管

Model-B 物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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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2 SijSij姨 ；Cs 为 Smagorinsky 常数，取决于流

体中的运动状态和性质。

式（6）即为考虑小涡影响后得到的应力项（亚格

子应力）。

1.3 计算域与边界条件

以 Model-B 为例对其计算域（如图 3 所示）进行

说明。其直径为 160 mm，长度为 300 mm；喷管出口在

y-z 平面，流动方向为 x 轴正向，宽边侧为 y 向，窄边

侧为 z 向。

具体边界条件为：喷管进、出口为压力进、出口条件，

压比NPR=1.52，进口总温 T*=600 K；出口温度为310 K；喷

管壁面为绝热条件，同时不考虑辐射传热；最终喷管模

型出口流速为Ma=0.8，高雷诺数（Re=2×105）。

时间步长

驻t≈驻xmin/Ujmax （7）

式中：Δxmin 为流向网格最小分辨率；Ujmax 为喷管出口

最大流速；本文取 Δt=2.5e-6s，计算总时间 t=0.02 s，

流场分析取最终时刻 t=0.02 s 的流场进行。

1.4 网格划分

为更好捕捉射流与尾喷流相互作用区域的流动

细节，在喷管壁面附近和射流中心区进行网格加密

（间距沿 x,z 正方向逐渐变大），圆转矩模型网格分布

如图 4 所示。

经网格无关性检验和考虑模拟精确程度，最终

Model-A、B 所取节点数均在 530 万左右。

2 计算结果分析

2.1 模型温度分布

模型轴向截面温度分布如图 5 所示。图中黑色实

线表示核心区长度 L（Model-A，L=69.2 mm；Model-B，

L=48.5 mm, 和文献 [12-13] 试验结果符合较好）；以

Model-A 为基准 L0，核心区长度变化率 C=|（L0-L）/L0|，

从图中可见，Model-B 射流核心区 长 度缩 短 了

29.9%；Model-A 射流的温度分布形状与 Model-B 窄

边侧相似, 呈尖锥形, 温度峰值出现在中心线上；而

（a）Model-A（z=0 截面）

（b）Model-B 窄边侧（y=0 截面）

（c）Model-B 宽边侧（z=0 截面）

图 5 轴向平均温度分布

图 3 喷管计算域

计算域

喷管进口
（压力出口）

压力出口

Z

XY

（c）轴向对称面网格

图 4 计算模型 B网格

（a）进口网格 （b）出口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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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B 宽边侧的温度分布则呈现多峰状态, 在中心

线的两侧出现多个波动的峰值,这是由于环境流体卷

入后核心区流体扰动增强导致的，使得与环境冷气流

掺混区域增大。

2.2 模型速度分布

模型射流中心线上无量纲速度（U/Uj）分布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喷管内部，2 个模型速度逐渐增

加；在喷管出口初始段存在 1 段速度不变的区域（核

心区）；但随着射流与环境之间能量、动量交换增强，

射流动能降低，速度逐渐减小。圆转矩模型 Model-B

核心区长度缩短，速度衰减加快；在完全发展段

（X/Dn>10），轴对称模型 Model-A 与圆转矩模型 Mod-

el-B 射流速度分布已基本一致。

模型在不同截面上速度沿径向变化如图 7 所示。

在图 7（a）中将 Model-A 与 Model-B 对应截面上的窄

边数据进行比较，在 X/Dn=2 截面上,核心区的速度基

本不变，受环境气流影响较小，而射流扩散受到出口

截面的影响，Model-B 窄边侧核心区宽度相比模型 A

较小；在 X/Dn=5 截面上，射流脱离了核心区，速度峰

值出现在中心轴线处，沿径向逐渐减小，Model-B 速

度略低于 Model-A 的，这是由于其掺混较强导致的；

在下游较远处的 X/Dn=10 截面上，喷管出口形状的影

响逐渐减弱，Model-A 与 Model-B 的速度分布基本相

同，二者达到自模状态。

在图 7（b）中比较了 Model-B 宽边侧与 Model-A

的速度。从图中可见，Model-B 心区宽度（X/Dn=2 截

面）大于 Model-A 的，且在 X/Dn=5 上，其速度出现双

峰现象，这与图 5（c）的温度脉动特征吻合。进一步表

明 CVP 结构的内旋,导致速度脉动加强，但随着射流

不断向前卷吸发展，速度脉动减弱，Model-B 双峰现

象逐渐消失，在下游远场 （X/Dn=10），Model-A 与

Model-B 的 2 种模型的径向速度分布也逐渐一致。

2.3 模型掺混特性

采用大涡模型对射流掺混进行模拟，能够描绘出

其射流拟序结构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有利于深入理

解射流掺混过程。

在涡核分析过程中采用目前应用较广 Q 准则来

识别旋涡结构[14]

QDim=
1
2
（uij

2
-uijuji）=

1
2
（||赘||2-||S||2） （8）

式中：赘 为涡量幅值，表示旋转；S 为应变率幅值，表

示变形；Q 为转动速率超过应变率的程度。

根据 Q 准则显示出的尾喷流瞬时拟序结构如图

8 所示，颜色由速度场着色得到。从图中可见，在流场

中涡旋结构主要由涡环、涡辫、发卡涡、螺旋涡组成。

Model-A、B 射流场涡核发展过程大致相同。等比放大

模型（其保证 Re 相同）的尾喷流瞬时红外热成像如

图 9 所示。将图 8 在不同时刻射流与环境卷吸过程中

拟序结构的变化，与图 9 中尾喷流的红外热像图进行

对比，保证了模拟的可靠性。

图 6 射流中心线上无量纲平均速度分布

（a）窄边侧 （b）宽边侧

图 7 径向截面中心线无量纲平均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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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Model-A 为例，从图中可见，当射流从喷管出

口流出，与环境气流掺混作用较弱，由于射流剪切层

比较稳定，诱导出的涡结构较小，存在 1 段光滑区。在

射流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气流向内螺旋汇聚，破坏速

度剪切层，形成涡环结构；其在剪切作用下会逐渐拉

伸，而后脱落（脱落频率受剪切层脉动影响），随后向

内卷吸的气流在射流剪切作用下，又形成新的涡环。

同时可见，受到涡环外侧反向速度的拉伸，使连

接 2 个涡环之间的涡管结构生长，这部分结构称为涡

辫。该结构是在流动向下游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涡环

之间的非线性不稳定作用增强，射流脉动较强的条件

下逐渐形成的。

随着流动进一步发展，射流柱在剪切作用下脉动

特征加强，涡环之间的距离缩小，涡环与涡辫之间相互

作用增强，最终形成尺度较大的发卡涡，使射流柱表面

呈鱼鳞状；随着射流继续向下游发展，射流脉动减弱，大

尺度发卡涡被耗散成更多小尺度的螺旋涡结构。

图 8 中 Model-A、B 均具有典型的涡环、涡辫、发

卡涡、螺旋涡结构，以及射流柱初始的光滑段和过渡

段的鱼鳞状表面[15-16]。

而比较图 8 在 t=0.02 s 时刻的拟序结构与图 9

的试验结果可知：当 Re 相同时，在类比试验中也可

见射流近场掺混较弱，射流柱较光滑，以及边界层在

卷吸过程中形成的剪切涡；同时在向下游发展的过程

中较大尺度的涡旋逐渐耗散，射流柱逐渐失稳，涡旋

结构增多，呈现出鱼鳞段表面；而圆转矩模型核心区

长度较轴对称模型短，近场涡旋耗散得更多，射流柱

脉动得更剧烈。

进一步比较各时刻的拟序结构可知 2 种喷管射

流与环境气流卷吸掺混特征之间的区别。

比较图 8 中的 t=0.0006 s 时刻，轴对称模型

Model-A 和圆转矩模型 Model-B 拟序结构可见：在初

t=0.0006 s

Uj/（m/s） 20 43 66 89 112 135 158 182 205 228 251 274 297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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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时刻涡结构 Q等值面（采用速度场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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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时刻，轴对称射流向外卷吸范围比较小，涡结构较

少，但圆转矩模型在出口边角存在涡管，诱导出的涡

环也离喷管出口的距离更近（图中 I 线），同时发卡涡

形成得也更早（图中 II 线）；这是由于圆转矩模型射

流受喷管出口截面的影响，边界层减薄，出口拐角处

诱导出较强的二次涡流。

在图 8 中 Model-A 在 t=0.0022 s 时刻的涡核结

构可见在涡环形成—脱落—形成的过程中，涡辫会断

裂，且随着射流发展涡环之间的距离逐渐减小；同时

Model-B 在同样时刻可以观察到：在圆转矩模型核心

区宽边侧诱导出的涡尺度更大，涡辫区螺旋涡交搭形

成发卡涡更早。

比较图 8 在 t=0.005 s 时刻的拟序结构，可见在

射流的初始段和过渡段分别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光滑

段表面和鱼鳞状表面；圆转矩模型在射流核心区内发

卡涡的尺度更大，说明 Model-B 射流柱表面波尺度更

大，速度剪切层脉动得更剧烈；Model-B 发卡涡密集

区也离出口更近，相互之间汇聚、交搭的频率更高，诱

导出的发卡涡更多；以上几个时刻的比较说明 Mod-

el-B 近场涡结构更丰富。

而同样比较图 8 在

t=0.02 s 的拟序结构，可见

在完全发展段 2 种模型的

涡核发展情况基本一致，

均以螺旋涡结构为主。

雷诺应力能表征湍流脉动强弱，因此通过比较 2

个模型雷诺剪切应力特征，可以反映其射流剪切层内

流体脉动状况，进一步反映二者在掺混特性的区别。

宽边侧无量纲雷诺剪切应力

uv=U0

2
（9）

窄边侧无量纲雷诺剪切应力

uw=U0

2
（10）

式中：u 为 x 向脉动速度；v，w 分别为 y、z 向脉动速

度；U0 为喷管出口截面平均速度。

模型 Model-A 和 Model-B 在不同截面沿径向中

心线雷诺剪应力分布分别如图 10～12 所示。

（a）轴对称喷管模型

（b）圆转矩模型窄边侧 （c）圆转矩模型宽边侧

图 9 喷管尾喷流瞬时红外热成像

图 10 Model-A 径向截面中心线雷诺剪切应力分布

图 11 Model-B 宽边侧径向中心线雷诺剪应力分布

图 12 Model-B 窄边侧径向中心线雷诺剪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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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2 中 Model-A、B 的径向雷诺应力分布

表明：在不同截面雷诺剪应力从中心轴线沿径向均先

增大后减小。以图 10 中 X/Dn＝7 处的曲线为例，其中

心线（y/Dn=0）上的雷诺剪应力最小，随着径向距离增

大而逐渐增大，在剪切层边界附近达到最大，在这个

区域附近射流与外界气流发生剧烈掺混，能量耗散加

剧，而后沿径向剪切应力逐渐减小[17-18]。其中轴对称模

型应力分布与圆转矩模型的窄边侧相似，但受出口截

面影响，圆转矩射流在宽边侧边界层更薄，脉动更剧

烈，从图 11 中可见，在核心区边缘附近（X/Dn=5、7）应

力分布出现多峰脉动现象。

同样在不同径向截面应力沿轴向分布的结果可

见：在射流扩张过程中，应力峰值沿轴向先增大，然后

再逐渐减小，最大值出现在核心区边缘（Model-A 大

致在 X/Dn=7、Model-B 在 X/Dn=5）。在离喷管出口较

近的初始段，刚开始雷诺剪应力较小，符合前文提到

在初始段拟序结构较少，射流柱表面呈光滑段的特

征；在过渡段雷诺剪切应力较大，射流柱脉动较强，也

佐证了射流柱在过渡段表面波尺度加大，呈鱼鳞状的

特征；而在完全发展段 X/Dn=10，雷诺剪切应力均较

小，说明随着大尺度涡被耗散，射流脉动较小，也验证

了此区域以较小尺度的螺旋涡结构为主的特征。

而比较图 10～12 的结果可见，在初始段同样轴

向位置圆转矩模型 Model-B 的雷诺剪切应力峰值较

大，例如 Model-B 在 X/Dn=3 的数值已较大，在

X/Dn=5 已达至最大，且峰值更高、脉动次数更多，说

明圆转矩模型射流脉动更剧烈，也佐证了上述圆转矩

模型诱导出的涡环、发卡涡结构离喷管出口更近、出

现时刻更早，即射流柱失稳更近更早的观点。

比较图 11、12 的结果可见，在圆转矩喷管射流

中，宽边侧剪切应力较大，下降幅度较快，说明其宽边

侧速度脉动较强，这是由于宽边侧诱导出的发卡涡更

多，拟序结构更复杂导致的。

3 结论

采用 LES 动态亚格子模型，对轴对称和圆转矩 2

种喷管在亚声速（Ma=0.8）、高雷诺数（Re=2×105）条

件下射流与外流的强化掺混特性进行了数值模拟，分

析比较了不同喷管流场流动特性，拟序结构变化、涡

量和雷诺剪应力分布等规律，对矩形喷管强化掺混机

理进行初步探讨，主要结论如下：

（1）与轴对称模型相比，圆转矩模型射流核心区

长度减小 29.9%，中心线上速度衰减更快，核心区与

外界冷流掺混范围更大，核心区高温面积更小。

（2）轴对称喷管射流与圆转矩形喷管射流拟序结

构发展过程相似：均包括射流初始段的光滑段表面，

以剪切涡环和涡辫结构为主；过渡段的鱼鳞段表面，

以发卡涡结构为主；以及完全发展段，以螺旋涡为主；

但圆转矩射流在近场诱导出的剪切涡环、发卡涡结构

发展更快，边角剪切涡环也形成了典型的 CVP 结构，

导致其涡旋耗散率增加，大尺度的发卡涡更易耗散成

螺旋涡，近场涡旋更丰富。

（3）轴对称喷管与矩形喷管射流雷诺剪切应力沿

径向均先增大后减小,在射流与外流交界面上达到最

大；沿轴向，应力峰值同样先增大再减小，在核心区边

缘达到最大；且二者在射流远场应力分布趋于相似。

但与轴对称模型相比，圆转矩模型应力峰值在轴向位

置离喷管出口更近；在窄边侧二者应力分布相似，但

圆转矩模型在轴向相同位置的应力峰值增大；且同样

相比窄边侧，其宽边侧应力峰值进一步增大，衰减速

度也更快，在核心区边缘附近还出现应力多峰脉动现

象；以上均说明圆转矩喷管在射流近场速度剪切层内

的脉动更强，与外界气流进行动量交换的效率更高。

（4）拟序结构发展及剪切层内雷诺剪切应力变化

均说明在射流流场中涡旋发展耗散速度快、速度边界

层脉动强、射流柱易失稳是导致射流核心区长度减

小，掺混增强的本质因素，这也是强化掺混异形喷管

设计过程中的研究方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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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某型压气机在部件试验过程中发生的振动异常故障，基于 Isograph 的故障树分析法，对 33 项底事件主要从流

体激振、机械激振和测试系统复查等 3 方面进行定性分析。结合试验中的气动数据和监测数据，利用排除法（设计排查和实物排查）

逐级确定各底事件的不可用度大小，选取其中不可用度最高的底事件再进行详细分析，确定了故障原因：有 3 片压气机第 1 级转

子叶片的叶尖与对应的机匣发生偏摩，其转子不平衡量发生了较大变化。通过采取对磨损的叶尖部位进行抛修，重新对压气机转子

进行动平衡的方法排除了该故障，使试验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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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ault Tree Analysis Method on a Compressor Vibration Fault
YANG Fan袁 ZHANG Qian袁 ZHAO Xi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abnormal vibration fault of a compressor in the process of component test, using fault tree analysis based

on Isograph, the 33 bottom events carried out by qualitative analysis, mainly from the analysis of flow induced vibration, mechanical
vibration and the test system re-examine. Then through the design investigation and physical investigation, combined with test aerodynamic
data and monitoring data, the size of the unavailability of the bottom events was determined step by step using the exclusive method, the
highest end event of the unavailability was analyzed in detail, and the cause of the vibration fault was found successfully. The 3 blades tip of
the first stage rotor blades of compressor with case occured eccentric wear and the rotor imbalance appeared great changes. And the
damaged blades tip was repaired, the fault was eliminated by the dynamic balance method of the compressor rotor, and the test was carried
out smoothly.

Key words: compressor vibration; Isograph; fault tree analysis; aeroengine

0 引言

压气机作为航空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件，其工

作环境恶劣，经常发生振动异常故障，严重者影响

整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1]。因此国内各大院校和厂

所均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压气机的振动研究，如

文献[2-5]中所述，由于振动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

并不能做到完全避免压气机振动超限的发生。在某

型压气机部件试验过程中，发生了试验件后支点径

向方向振动异常的故障，导致试验中断，影响了该

型压气机的研制。

本文基于 Isograph 的 Reliability Workbench 软

件，依据故障树分析法（Fault Tree Analysis），绘制出

振动故障树，对该振动故障从现象到原因、特征以

及排振方法逐步分析[6]，总结出 1 套压气机试验件

振动故障特性诊断及排除方法。

1 故障树分析法

故障树分析方法发展于 20 世纪 60 年代，是 1

种安全可靠的分析技术，也是目前故障诊断中应用

较多的方法之一。故障树分析法广泛应用于工程机

械行业内，适用于大型、复杂的系统，采用图形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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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达故障成因，易于理解。故障树的组成元素包

括事件和逻辑门[7]，常用符号见表 1。

2 压气机振动故障

2.1 结构简介

某型压气机试验件是轴流式多级压气机，其叶

片和轮盘为榫头 / 榫槽配合，压气机前、后两端各布

置 1 个支点，整体为简支结构，前支点选取滚珠轴

承，后支点选取滚棒轴承，前支点轴承腔采用石墨

封严结构，后支点轴承腔采用螺旋气封结构，均为

成熟结构，如图 1、2 所示。各级轮盘及鼓筒均设计

有甩油孔。

整个压气机部件后端通过排气机匣与试验台架

排气涡壳连接，前端与进气稳压舱软连接，压气机

转子后轴颈与台架传动轴通过套齿连接，并配备轴

向力调节拉杆。在试验过程中振动监测传感器分别

布置在压气机进气机匣后安装边（压气机Ⅰ截面水

平和垂直方向）和排气机匣前安装边（压气机Ⅱ截

面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用来监控压气机前、后支点

振动情况。

2.2 故障现象

在试验过程中，当该型压气机转速达到气动

0.95 换算转速附近时，压气机后支点出现了径向

（压气机Ⅱ截面垂直方向）振动异常升高现象，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6 min 内压气机转速升高了

460 r/min，但该截面振动值从总量 3.045g 升高到

6.930g，且随转速升高还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在试

验现场立即采取在这一状态点反复磨合的措施，但

振动情况并未显著改善，导致试验无法继续进行，

将压气机撤下台排故。

符号类型 名称 符号 意义

事件

基本底事件
已知故障和维修数

据的底事件

未展开事件 未展开的系统事件

条件事件
与抑制门相连表示

条件概率的事件

房形事件
表示工作状态或非

工作状态的事件

隐藏事件 表示隐蔽故障事件

逻辑门

或门

当输入事件至少有

1 个发生则输出事件

才发生

与门
当输入事件同时发

生时输出事件发生

多数表决门
当输入事件 M 个发

生时输出事件发生

异或门

当输入事件中 1 个

发生输出事件发生，

但 2 个输入事件同时

输出不发生

抑制门

当输入事件同时发

生时输出事件发生，

其中 1 个输入是条件

事件

优先与门

当所有输入事件按

从左到右的顺序发生

时输出事件发生

非门 当输入事件不发生

时输出事件发生

表 1 故障树常用符号

图 1 某型压气机前支点结构

图 2 某型压气机后支点结构

图 3 某型压气机高转速振动异常现象

石墨封严

前支点轴承

后支点轴承

螺旋气封

5
4
3
2
1

2000160012008004000
Hz

试验件Ⅱ Max Y:6.519g
X at Max Y:573.000 Hz
总量：6.930g
X:681.000 Hz
Y:27.958 mg
Start:47.500 Hz
Stop:599.50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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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试验过程中，压气机前支点水平和径向

的振动均未见异常，后支点水平方向振动也没有剧

烈变化，均处于振动限定值以内[3-4]，各截面振动值

随转速变化曲线如图 4 所示。

2.3 故障树分析

利用基于 Isograph 的 Reliability Workbench 软

件[8-10]对压气机振动异常顶事件进行了分析，结合该

型压气机结构特点和其他型号压气机振动故障诊

断的经验 [3-6]，共得到 23 项中间事件和 33 项底事

件，某型压气机振动异常故障树如图 5 所示。由于

压气机各零组件的故障频率数据库现阶段并不完

善，因此需要对这 33 项底事件逐件进行定性分析，

主要从流体激振、机械激振和测试系统复查等 3 方

面进行分析，然后通过设计排查和实物排查 2 种手

段，同时结合试验已有气动数据和监测数据，逐级

利用排除法确定各底事件的不可用度大小，选取其

中不可用度最高的底事件再进行详细分析，以便尽

快确定振动异常的真正原因。

2.3.1 流体激振

流体激振可分为 4 项底事件，分别为喘振、失

速、轴承腔封严失效、转子盘腔积油。

喘振、失速底事件可以通过试验台架数据和转

子叶片叶尖光纤监测予以排除；轴承腔封严失效底

事件通过监测前、后支点轴承温度予以排除；并通

过实物检查排除了转子盘腔积油底事件，另外该压

气机转子叶片和前、后支点都并未采用阻尼器，因

此，此次振动异常并不是由流体激振所引起的，该

项整体排除。

图 4 某型压气机各截面振动值随转速变化曲线

图 5 某型压气机振动异常故障树

2.3.2 机械激振

机械激振下一级分为 6 项中间事件，分别是系

统振动特性、附件和传动系统激振、转静子碰摩、支

点不同心、转子不平衡、动刚度变化。

系统振动特性实际是对压气机转子动力学进行

复查[11-13]。依据计算结果和试验台架数据，振动异常

发生时的转速并不是该型压气机的临界转速，且不

存在局部共振的情况，该项排除。

附件和传动系统激振主要是由增速器和扭轴所

引起的条件事件，试验过程中通过台架传感器实时

监控增速器和扭轴振幅，监控数据表明：在故障发

生时增速器和扭轴的振幅增加幅度很小，且总量在

安全范围内，因此该项排除。

转子和静子碰摩、转子不平衡、动刚度变化等 3

项中间事件均与压气机转子相关，可以一起分析，

共包含 19 项底事件。该型压气机试验件首次整体

上台试验，依据以往压气机试验的经验，大部分首

次上台试验的压气机振动超限均是由磨合过程中

转、静子局部碰摩和转子不平衡量变化所引起的，

因此此次排故工作将转、静子碰摩和转子不平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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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前

试验后

K1 面

740

2529

K2 面

850

881

K1 面

700

1359

K3 面

410

2095

表 2 某型压气机试验前后转子不平衡量对比 g·mm

注：K1、K2 和 K3 面分别是压气机转子的 3 个平衡修正面，K1 面与 K2 面分别设置在整个

压气机转子重心的前后两端，K3 面设置在转子后轴颈安装边上，动平衡时依次进行

K1 面和 K2 面的平衡，以及 K1 面和 K3 面的平衡。

为重点排查项。首先进行设计排查，压气机平衡精

度在设计时按照 ISO 1940 标准取 G1 级精度 [12]，装

配过程也符合图纸和文件要求，各级转子叶尖间隙

和封严篦齿间隙的实测值均符合图纸要求，转、静

子轴向间隙也在设计范围内，未见超差。然后进行

实物排查，在目测检查时，发现 3 片第 1 级转子叶

片叶尖部位存在异常磨损情况，同时发现该级转子

叶片所对应的机匣涂层存在偏摩现象。另外对比了

试验前后的转子不平衡量，见表 2。发现 K1 和 K3 修

正截面的不平衡量变化显著，试验后的转子不平衡

量已不满足设计要求。

在支点不同心条目中，由于压气机整个转子前

后轴颈的同轴度在试验前后无变化，因此排查重点

放在静子承力部件上，主要复查了压气机排气机匣

后安装边的径向和端面跳动量，以及压气机后支点

轴承座周边各主要承力零组件的径向跳动量。经跳

动检查，各零件跳动量均在合理范围内，支点同心

不存在问题。

2.3.3 测试系统复查

该项比较简单，主要对台架上各测振传感器进

行排查，不存在问题。

2.4 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故障树排查分析，可以确定此次振动

故障的主要成因是压气机第 1 级转子叶片中有 3

片叶尖与对应机匣出现偏摩现象，压气机转子不平

衡量发生较大变化[12-15]，这 2 项综合作用引起了远

离压气机转子重心的 K3 截面上（压气机后支点部

位）的高转速振动异常。

叶尖异常磨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 4 点：

（1）冷态间隙测量手段不完善，目前在装配现

场主要采用提拉转子叶片排除榫头 / 榫槽工作面空

隙的同时利用塞尺进行冷态叶尖间隙测量，该方法

受人为因素干扰较大，工艺重复性不好，冷态间隙

存在误差。

（2）对应机匣为对开式结构，机匣刚度在周向

不如整环式结构的均匀，存在一定的椭圆变形，在

工作过程中特别是第 1 次磨合试车时极易出现偏

磨情况。

（3）在装配式的叶片 / 轮盘结构中，叶片叶身长

度的一致性较整体叶盘的差，虽然这种结构中叶尖

尺寸为组合加工的，但后续在转子动平衡过程中会

重新排布转子叶片的顺序，打乱了原组合加工状态

下叶片和轮盘榫槽的对应次序，造成叶身长度一致

性变差。

（4）冷态叶尖间隙的设计方法不完善，目前主

要依据强度计算结果和以往经验综合选取，有一定

误差，因此需要 1 套更加完备和更加客观的叶尖间

隙计算公式，包含影响叶尖间隙的大部分因素，例

如轴承游隙和机匣跳动量等细小因素。

3 排故措施

完成故障原因分析后，采用适当的排故措施对

磨损的叶尖部位进行抛修，重新对压气机转子进行

动平衡，保证平衡精度，利用转子堆叠系统装配，累

积调整各配合面径向跳动和端面跳动，并错相位调

整配合面的高低点，保证转子前后支点的同轴度，

并在装配过程中重点测量并调整了叶尖间隙，排除

了该振动故障，在后续试验过程中再未出现振动异

常问题。

4 结束语

基于Isograph 的 Reliability Workbench 软件对某

型压气机振动异常进行故障树绘制，排除了振动故

障，对压气机振动故障的形成机理进行梳理，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可以为后续压气机排振工作提供参考。

Reliability Workbench 这类可靠性设计软件需要

相关数据库配套[14]使用，国内在航空发动机结构可

靠性方面的数据库建设刚刚起步，尚达不到软件中

机电元器件类那样完备的程度[14]，还做不到定量计

算航空发动机的不可用度和故障概率等可靠性指

标，仅能进行初步的定性分析，随着航空发动机可

靠性数据库逐渐完善，将会实现更加科学、更加客

观的故障率定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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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改善轮盘的性能，基于 Workbench 与集成的优化软件 optiSLang 建立热与结构耦合的多物理场优化平台，对多级轮

盘组件进行了减质优化设计。结果表明：优化后各级轮盘应力及变形满足设计要求，子午面应力储备分布均匀，提高了材料的利用

率，低压涡轮盘质量共减轻 4.45 kg，达到了预期目标。本优化设计平台为基于轮盘子午面的 2 维优化平台，可用于轮盘方案阶段的

设计工作，为建立更为详细的轮盘 3 维优化平台提供技术储备。

关键词：轮盘；优化设计；减质；参数化建模；优化平台；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2.007

Optimum Design of Multi-stage Disk Based on Workbench
SHAO Shuai袁GUO Zhi-wei袁CHU Jian-heng

渊AECC Shenyang Aero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performance of the wheel disk袁 a multi physical field optimization platform for thermal and structural

coupling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Workbench and integrated optimization software optiSLang.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weight reduction
for multistage disks assembly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ess and deformation of the disks at all levels meet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after optimization. The reserve of disk's meridian plane was uniform distribution and the material utilization was improved. The
low -pressure turbine disks totally lost 4.45kg weight袁 which achieve the desired goal. The optimization platform is two dimensional
optimization platform based on disk's meridian plane袁 which can be used in the concept design stage袁 and provide the technical reserve for
establishing a more detailed three-dimensional optimization platform.

Key words: wheel disk曰 optimal design曰 weight loss曰 parametric modeling曰 optimization platform曰 aeroengine

0 引言

轮盘作为航空发动机的重要关键件，其结构强度

关系着发动机甚至飞机的安全性。随着现代航空发动

机对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轮盘结构向着质量轻、工

作温度和工作转速高的方向发展，对轮盘结构强度设

计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

工程上，设计人员在进行轮盘设计的过程中多采

用 CAD（Computer Aided Design）技术进行建模，由强

度专业人员利用 CAE（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

技术进行该结构的强度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向结构设

计人员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后，再由结构设计人员进

行结构改进，同时还伴随着气动、空气系统、热分析等

多个专业的配合与迭代。设计 1 个轮盘通常要进行多

轮次迭代，需要多个专业的设计人员投入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一直以来是制约航空发动机研制周期的因素

之一。

随着近年来仿真技术的不断提高，基于参数化建

模的结构优化设计技术成为现代发动机设计的重要

手段[1-5]。采用结构优化设计技术有效提高发动机零部

件的设计效率和设计质量，能够缩短航空发动机的研

制周期。采用 MDO （Multidisciplinary Design Opti-

mization）多学科优化设计技术[6-7]进行复杂零部件结

构设计的工程适用性较强，能够考虑发动机实际工作

环境下的多物理场耦合的结构优化。

本文通过 UG 进行参数化建模 [8-10]，基于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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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ch 与集成的优化软件 optiSLang 建立热与结构耦

合的多物理场优化平台，根据工程实际对多级轮盘进

行减质优化设计。

1 轮盘参数化建模技术

在优化前需要对轮盘进行参数化建模，通过改变

模型中的参数值就能建立和分析新的结构模型，通过

不断迭代求出最佳解。

轮盘具有结构复杂和

级数多的特点，在进行方

案阶段的结构设计时，静

强度评估多采用轮盘子

午面的 2 维模型进行分

析，即便如此，单级 2 维

轮盘模型的尺寸参数多

达几十个（如图 1 所示），

而整个转子的尺寸参数

多达几百个。

设计变量太多不易获得最优解，因迭代次数较

多，为提高优化效率，在结构优化前必须结合工程实

际提取对轮盘承载能力和体积影响较大的结构参数。

本文采用成熟的 UG 软件进行轮盘的参数化建

模，并结合工程实际提取轮盘主要设计参数，利用

UG 的草图约束命令和尺

寸约束将其他尺寸参数进

行合理约束，以实现轮盘

尺寸优化过程中的迭代，

单级轮盘主要尺寸参数如

图 2 所示。其他各级轮盘

的参数化建模方法与此

相同，通过在同一个 UG

模型中建立多个草图的

方法建立包括各级轮盘、

封严环等零件的多级轮

盘组件。

2 轮盘优化策略

2.1 优化设计流程

通过 UG 进行参数化建模，采用商用有限元软件

Workbench 进行 CAE 仿真，利用集成的 optiSLang 软

件进行优化，建立了多物理场、多级轮盘优化设计平

台，将轮盘结构优化设计

与仿真流程紧密结合，在

优化设计的迭代过程中实

现各物理场数据的自动传

输。轮盘优化过程如图 3

所示。

在进行多级轮盘组件

优化设计时，Workbench 调

用 UG 参数化模型，自动

在组件连接部位定义接触

边界条件，根据实际情况

将各级轮盘与封严环等对

应的螺栓连接部位定义为绑定约束，对组件进行网格

划分，从而进行组件的仿真分析。通过建立多级轮盘

组件优化设计模型，在进行热分析、静力分析时可以

考虑各零组件之间的相互影响，使模型边界条件更为

准确，从而一次性获得准确的优化结果。

仿真分析模块包括热分析和静力分析 2 部分，首

先通过导入的外部温度数据作为输入的载荷进行组

件的热分析，再将热分析的计算结果作为温度载荷施

加到静强度分析模型的各节点上，模拟轮盘实际工作

状态下的热固耦合问题。

OptiSLang 提供了多种优化算法，包括梯度算法、

自然启发算法及响应面算法，本文采用响应面算法。

在进行寻优计算时，首先利用敏感性分析模块基于有

限次数的 CAE 求解建立高质量的响应面，即 MOP

（最优预测元模型）。该方法通过对多种回归算法进行

对比，能够确定拟合精度最佳的回归模型（MOP 最优

预测元模型），并给出可靠的 MOP 预测质量评价指标

（COP）。在敏感性分析模块中定义设计变量、约束条

件以及优化目标建立 MOP，再利用 MOP 替代求解器

进行后续的寻优计算。

本文以第 2 级低压涡轮盘为例给出详细的优化

设计参数及优化结果。

轮盘优化数学模型为[11-12]

X=（x1，x2，x3，x4） （1）

s.t. Xi
1
≤Xi≤Xi

u
，（i=1，2，…，p）

Nj=
滓
滓j

≥Nj
cr
，（j=1，2，…，q） （2）

minV=f（x1，…，xn） （3）

图 1 单级轮盘参数化

图 2 单级轮盘主要尺寸参数

图 3 轮盘优化设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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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设计变量

在实际工程设计中[13-16]，轮盘优化还需要考虑以

下几方面的问题。

（1）轮盘连接部位尺寸。

盘榫连接部位：通常若叶片结构已确定，盘缘宽

度、轮缘凸块高度、盘缘高度 3 个参数不作为优化

变量。

鼓筒连接部位：轮盘鼓筒与封严环和其他级轮盘

相连接，该部位尺寸不作为优化变量。

（2）受空间限制的尺寸。

考虑到盘心下方空间限制，减质优化时盘心高度

保持不变。

（3）振动问题。

若轮盘过薄，可能存在振动问题，因此辐板宽度

保持合理尺寸，不作为优化变量。

综上所述，确定轮盘减质优化的设计变量，并确

定设计变量的约束区间，见表 1。

2.3 约束条件

轮盘减质优化是在轮盘强度和刚度满足要求的

基础上获得质量（体积）最低的寻优计算，轮盘强度和

刚度主要体现在各项应力指标和盘缘最大径向变形

满足设计要求，见表 2。

2.4 优化目标

在寻优计算时需指定目标函数，轮盘的减质优化

设计设置优化目标为质量（体积）最小。

3 结果分析

基于搭建的多物理场轮盘优化平台，对典型的 4

级低压涡轮盘进行优化设计。低压涡轮盘工作时除离

心载荷外还承受较大的热负荷，盘缘到盘心的温度梯

度使轮盘沿径向产生较大的热应力，在进行强度分析

时必须考虑热应力的影响。优化平台中的热分析模块

就能完成结构迭代过程中温度场的计算，考虑热应力

的影响，进而完成轮盘组件的热固耦合分析。

轮盘材料选为高温合金 GH4169，分析时考虑了

温度对材料性能的影响。采用 PLANE183 单元建立有

限元模型，定义轮盘槽底以下部位为周期对称单元，

定义槽底以上的轮缘凸块部位为具有一定厚度的平

面应力单元进行弹性应力分析，考虑温度场对材料力

学性能的影响。按照第 2 章定义设计变量、约束条件

和目标函数进行各级轮盘优化，给出的第 2 级低压涡

轮盘各参数初始值及优化结果见表 3。

轮盘优化前、后结构对比如图 4 所示。减质优化

后该级轮盘轮毂宽度和轮毂厚度降低，辐板倒圆半径

降低，优化后该级轮盘质量共减轻 1.49 kg。轮盘减质

优化后周向应力和径向应力分布如图 5 所示。

从表2 中可见，轮盘圆柱面径向应力储备较高，但

为了保证轮盘具有足够的抗振能力，未对轮盘辐板宽

度进行减质优化，轮盘周向应力是主要限制条件。低压

涡轮转子第 1～4 级轮盘优化前各级轮盘子午面周向

应力储备系数对比如图 6 所示，优化后各级轮盘子午

面周向应力储备系数对比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优

化前第2 级轮盘应力储备偏高，整个涡轮转子各级轮

盘的应力储备系数分布非常不均衡，而优化后各级轮

盘子午面周向应力储备基本一致，提高了材料的利用

设计变量

轮毂宽度 x1/mm

轮毂厚度 x2/mm

辐板径向长度 x3/mm

辐板倒圆半径 x4/mm

初始值

20

14

19.1

90

约束区间

16～26

8～20

5～30

60～110

表 1 轮盘优化设计变量

约束条件

子午面周向应力储备 n兹

圆柱面径向应力储备 nr

盘心周向应力储备 n兹1

局部当量应力储备 nv

最大径向变形 z1/mm

初始值

2.06

5.47

1.66

1.54

3.26

设计要求极限值

≥a

≥b

/

≥c

≤d

表 2 轮盘优化约束条件

参数 初始值 优化结果

设计

变量

轮毂宽度 x1/mm 20 16.4

轮毂厚度 x2/mm 14 12

辐板径向长度 x3/mm 18.9 28.5

辐板倒圆半径 x4/mm 90 70

约束

条件

子午面周向应力储备 n兹 2.06 1.65

圆柱面径向应力储备 nr 5.47 5.81

盘心周向应力储备 n兹1 1.66 1.38

局部当量应力储备 nv 1.54 1.21

最大径向变形 z1/mm 3.26 3.46

目标

函数

体积 v1/mm3 2.36×106 2.18×106

质量 m1/kg 19.45 17.96

表 3 优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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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优化后的轮盘结构

应力分布

649.73
577.54
505.35
433.16
360.96
288.77
216.58
144.39
72.193
0 Min

278.38
219.36
160.34
101.32
42.303
-16.716
-75.734
-134.75
-193.77
-252.79

周向应力 /MPa 径向应力 /MPa

图 6 优化前各级轮盘的

应力储备

图 7 优化后各级轮盘的

应力储备

2.0

1.8

1.6

1.4

1.2

1.0
4321

级别

图 4 优化前、后轮盘结构对比

优化前 优化后

率。整个低压涡轮第 1～4 级轮盘质量共减轻 4.45

kg。

4 结论

针对工程上轮盘组件优化设计的需求，建立热

与结构耦合的多物理场优化平台，对多级低压涡轮

盘进行优化设计。优化后各级轮盘应力及变形满足

设计要求，子午面应力储备分布均匀，提高了材料

的利用率，整个低压涡轮第 1～4 级轮盘质量共减

轻 4.45 kg，达到了预期目标。本优化设计平台为基

于轮盘子午面的 2 维优化平台，可用于轮盘方案阶

段的设计工作，为建立更为详细的轮盘 3 维优化平

台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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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某型航空发动机锯齿冠涡轮叶片实际外场叶冠间隙监控数据为统计样本，开展了叶片叶冠间隙扩展规律的统计分析

与研究，包括叶冠间隙扩展典型规律和扩展速率的统计分析，松动叶片数量与叶冠间隙的对应关系以及叶冠出现间隙的发动机使

用情况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叶冠间隙存在稳态扩展和异常扩展阶段，且松动叶片数量与叶冠总间隙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

可为叶冠间隙外场监控提供参考和依据。

关键词：锯齿冠；叶冠间隙；扩展规律；监控措施；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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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atistically Study on the Shroud Clearance Expansion Rules of Serrrated-Shroud Turbine Blade for
an Aeroengine

LI Ni-na
渊Guizhou Aero-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Guizhou Guiyang, 550081冤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cords of the clearance between shrouds of the serrated-shroud turbine blade for an aeroengine, which is
practically measured in outfield, this paper carried out statistically analysis and study on the regulations of the shroud clearance expansion,
including outlining the typical expansion curve for the shroud clearance, the correlation study between the shaking blade number and
shroud clearance, plus the statistically analysis on the overall service present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cumulate clearance between
shrouds has both stable and unstable expansion periods, and also the loose blades number is roughly parallel to the accumulated clearance,
which can be used in laying out a more reasonable, effective and easy-operated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methods on the turbine blade
shroud clearance for outfield.

Key words: serrated shroud; clearance between shrouds; expansion rules;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methods; 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转子叶片装配数量多，工作条件恶

劣，因此在使用的过程中失效概率相对较大。据统计，

在发动机零部件的失效事件中，转子叶片故障占发动

机结构故障的 45%左右[1]。转子叶片的失效模式随工

作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主要有外物损伤、变形伸

长和断裂等 3 种[2]。外物损伤大都出现在压气机叶片

上，尤其是压气机的前几级叶片上[3]，由外物损伤而导

致的叶片断裂失效屡有发生，并且曾因此引发过机毁

人亡的飞行事故。如何防止转子叶片的外物损伤至今

仍是航空界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转子叶片的变

形伸长失效的直接后果是叶身与机匣相磨，危及发动

机的使用可靠性，判断叶片是否发生变形伸长的主要

依据是检查机匣有无磨损的痕迹或检查叶片是否由

于使用温度偏高而发生蠕变。转子叶片的断裂失效出

现的概率最高，其危害性一般较大，尤其是叶片榫头

或根部断裂的模式，很可能由于 1 个叶片的断裂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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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其他叶片，甚至使整台发动机无法工作而危及飞行

安全，某型发动机配装的涡轮叶片就曾因榫头断裂故

障造成等级事故若干起[4]。转子叶片的断裂失效绝大

多数是疲劳断裂失效，而叶片疲劳断裂失效又以由于

振动引起的高周疲劳失效的模式较为常见，约占叶片

断裂故障的 80%[1]，导致叶片高周疲劳失效的主要原

因为叶片振动阻尼失效。叶片振动阻尼包括结构阻

尼、气动阻尼和界面摩擦阻尼，直接影响结构振动响

应的大小，其中界面摩擦阻尼，尤其是干摩擦阻尼（涡

轮叶冠、缘板阻尼盒等）是减小和抑制叶片响应，最大

限度降低高周疲劳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5-6]。

配装某型航空发动机的锯齿冠涡轮叶片在实际

外场使用过程中发生了若干起同一模式的叶片于近

叶冠的叶身处折断的故障，这里简称“掉冠”故障。故

障研究结果表明，故障性质为高周疲劳，是叶片叶冠

啮合面在使用过程中逐步磨损产生间隙使叶冠阻尼

失效；出现间隙后，叶冠间隙在使用过程中进一步扩

展到一定水平，使叶片在较大的振动应力下发生断裂

破坏[7]，该“掉冠”故障模式不会危及飞行安全，但其断

裂会导致涡轮叶片、机匣等相关零部件的二次损伤，

极大程度上影响了装备的完好率[7]。历次“掉冠”故障

分析认为，故障均在叶片叶冠出现一定水平间隙的情

况下发生[8]。为保证外场发动机使用安全，减少故障发

生率，外场使用中采取了定期监控叶冠间隙情况的措

施，对发动机进行控制使用。目前，随着该锯齿冠涡轮

叶片外场总使用时数的不断累积，外场叶冠出现间隙

发动机的子样及其监控记录的不断增加，使得对发动

机锯齿冠涡轮叶片叶冠间隙扩展规律的进一步研究

成为可能。此外，当前外场主要通过定期监控叶冠总

间隙情况对叶冠出现间隙的发动机进行控制使用，而

总间隙的测量需要扩开发动机加力扩散器进行，外场

监控措施操作性不强。

考虑上述情况，本文主要基于锯齿冠涡轮叶片叶

冠间隙的外场监控检查记录开展叶冠间隙扩展规律

的统计分析，包括叶冠间隙扩展典型规律和扩展速率

的分析，叶片松动数量和间隙对应关系的统计分析，

以及叶冠出现间隙发动机外场使用情况的统计分析，

为后续提出更加合理、有效、可操作性强的外场监控

措施提供参考和指导。

1 间隙扩展规律

1.1 统计样本数据说明

考虑叶片掉冠故障为叶片各寿命阶段均可能出

现的故障模式，与叶片的使用寿命无明显关联，故从

前期积累的 196 台次[8]叶冠出现间隙的发动机中选取

了间隙记录比较完整的 112 台次发动机外场间隙检

查记录的统计数据为样本，开展了叶片叶冠间隙扩展

特点和规律的详细分析与研究。

1.2 叶冠间隙扩展典型规律和扩展速率的分析

从统计的 112 台发动机的间隙记录[9]来看，叶冠

出现间隙的阶段工作时间一般在 100 h 以上。

从 112 个纪录中整理出能够体现总间隙由小到

大扩展情况的 28 台次发动机作为样本，分析叶冠间

隙扩展的持续时间。分析结果表明间隙由小到大扩展

的平均持续时间为 58 h。

上述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叶冠从最初配合状态到

产生间隙的工作时间明显比间隙由小到大扩展的工

作时间长，小间隙出现后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扩展为较

大间隙。总结叶冠间隙因磨损而扩展的整个过程，主

要包含以下 2 个典型的阶段：

（1）间隙稳态扩展阶段。从出厂的“紧”配合状态

到叶片阶段工作时间 t0 时，叶冠间的过盈配合由于磨

损而逐步消失成为 0 间隙或小间隙配合状态的过程，

该过程在间隙扩展的整个过程来看持续时间较长，认

为该段扩展过程为稳态扩展阶段。统计结果表明该段

过程持续时间一般在 100 h 以上，间隙稳态扩展的平

均速率估算值约为 0.12 mm/h。

（2）间隙异常扩展阶段。叶片在经历稳态扩展阶

段达到一定的小间隙后，间隙扩展速率呈现逐步上升

的趋势，即随着间隙的逐步扩展，间隙扩展速率也逐

步上升。在此阶段，叶冠间隙以异常快速的扩展速率

由小间隙继续扩展到较大水平。统计分析表明异常扩

展阶段持续时间平均水平为 58 h，对叶片掉冠或出

现裂纹的发动机异常扩展阶段的平均扩展速率进行

了估算，最高达 0.42 mm/h，平均为 0.26 mm/h。

基于上述特点，绘制发动机 II 级涡轮转子叶冠

间隙随叶片阶段工作时间的变化过程曲线，其变化趋

势如图 1 所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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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叶片掉冠发动机松动叶片数量随阶段

工作时间的变化关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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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松动叶片数量和间隙的对应关系统计

由于在外场发动机不扩开加力扩散器情况下无

法开展总间隙测量工作，但比较方便对松动叶片数量

进行检查，因此开展了松动叶片数量同叶冠间隙对应

关系的统计，以期通过确定松动叶片数量控制标准来

控制发动机的使用。

考虑到全台叶片松动对应的间隙数据无法准确

确定，且不唯一，而松动叶片数量少时，松动叶片数量

与叶冠间隙的对应关系会因松动叶片数量的微小偏差

而产生较大变化，全台叶片松动和松动叶片数量≤5

片对应的间隙样本不适合作为该统计的样本。从统计

的 112 台次发动机中选择了叶冠间隙和松动叶片数量

存在对应关系的 46 个样本数据，并对其进行了统计分

析，结果表明，叶片叶冠间隙增加时，松动叶片数量相

应地也增加。二者比例关系的计算结果为：近 90%的

样本叶冠间隙和松动叶片数量的比例关系低于 0.15

mm/ 片；10%的样本数据超过 0.15 mm/ 片，最大为

0.25 mm/ 片。综上所述可初步确定，叶冠间隙和松动

叶片数量近似存在 0.15 mm/ 片的比例关系，即松动

叶片数量每增加 1 片，叶冠间隙近似增加 0.15 mm，

该结论使外场发动机在叶片叶冠出现间隙后在剩余

寿命期内采用叶片松动数量作为发动机控制使用的

标准成为可能。

此外，依据掉冠发动机间隙记录情况绘制的松

动叶片数量随阶段工作时间变化关系，如图2 所示。

从图中可见，掉冠发动机松动叶片数量随阶段工作时

间的扩展过程也同叶冠间隙一样存在短时异常扩展

的现象，异常扩展时间在 50 h 左右，从某种程度上验

证了松动叶片数量同叶冠间隙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

关系的结论，同时，异常扩展时间与统计得到的异常

扩展的平均时间 58 h 基本相当。

1.4 叶冠出现间隙的发动机使用情况统计

针对 14 台叶片掉冠或出现裂纹的发动机，以及

从统计的 112 个发动机样本中选取叶冠间隙超标返

厂和监控已到达翻修寿命期限的发动机，以其首次发

现叶冠间隙的工作时间为数据样本（样本总计 94 个）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1）14 个叶片掉冠和出现裂纹发动机样本首次发

现叶冠间隙的阶段工作时间均在 200 h 以内。

（2）叶冠间隙超标返厂发动机共计 29 台，其首次

发现叶冠间隙的阶段工作时间基本在 210 h 以内。

（3）监控已到达翻修寿命期限的发动机共计 41

台，其首次发现叶冠间隙的阶段工作时间基本在 215

h 以上。

上述统计结果表明，阶段工作时间 200 h 以内发

现叶冠间隙或叶片松动的发动机很难正常使用至翻

修寿命。

2 结论

通过对某型发动机锯齿冠涡轮叶片叶冠间隙扩

展规律的研究发现，叶冠总间隙扩展存在以下典型特

征：

（1）叶冠间隙存在稳态扩展和异常扩展阶段，稳

态扩展时间一般在 100 h 以上，异常扩展时间在 50 h

左右。

（2）松动叶片数量同叶冠总间隙存在一定的比例

关系。

（3）叶冠首次发现间隙的阶段工作时间较短（一

般在 200 h 以内）的发动机很难正常工作至翻修寿

命。

图 1 叶冠总间隙扩展趋势

间隙

稳态扩展阶段

异常扩展阶段

t0 阶段工作时间

初始配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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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议

考虑上述研究成果，建议后续在外场叶冠间隙监

控过程中引入叶片松动情况检查的监控措施，以改善

外场监控措施的可操作性，同时，通过制定合理的间

隙控制标准，尽量使发动机的工作处在叶片叶冠间隙

的稳态扩展阶段，以便对发动机进行合理的控制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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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实现飞机与发动机之间良好的协调与匹配，基于飞 / 发一体化设计软件 AEDsys，通过约束分析、任务分析、参数循环

分析、性能循环分析和安装性能分析等环节，对涡扇发动机总体设计进行了系统分析。针对性能循环分析中的备选发动机决策问

题，提出了基于多输入多输出约简迭代最小二次支持向量回归机（MRR-LSSVR）的备选发动机代理模型构建方法，用于映射发动机设

计参数与性能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可行序列二次规划（FSQP）算法自动优化出最佳的发动机设计循环参数组合，克服了 AEDsys 软件

中发动机参数选择环节较为依赖设计经验、效率低的缺陷。

关键词：飞 / 发一体化；AEDsys 软件；支持向量回归机；设计参数

中图分类号：V23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2.009

Optimal Design Method of Aeroengine Cycle Parameters Based on MRR-LSSVR
XU Zhi-gui, ZHANG Hai-bo

渊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ing and matching between aircraft and aeroengine袁based on the integrated aircraft/engine
AEDsys software, the overall design of turbofan engine wa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rough constraint analysis, mission analysis, parametric
cycle analysis, performance cycle analysis and installed performance analysis etc. Aiming at the issue of candidate engine decision making
in performance cycle analysis, a method of constructing the candidate engine surrogate model based on Muti-input Muti-output Recursive
Reduced Least Squares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was proposed which created a mapping between the engine design parameters and
performance. Then, was optimized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engine design cycle parameters automatically by using Feasible Sequential
Quadratic Programming (FSQP) algorithm. It overcomes the defects of engine parameter selection in AEDsys software, which depends too
much on the design experience and has relatively low efficiency.

Key words: integrated aircraft/engine曰AEDsys software曰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曰design parameters

0 引言

随着现代空战作战环境的日趋激烈，对战斗机作

战性能、飞行范围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飞机和发

动机在结构、气动性能等方面具有紧密的耦合联系[1-2]。

为了更好地实现飞机与发动机之间的协调匹配，开展

飞 / 发一体化设计具有重要意义。自 20 世纪 60 年代

涡扇发动机出现以后，GE 和 PW 公司先后开展了飞 /

发一体化设计的研究和实践，对于提升飞机性能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3-4]。国外的发动机设计体系已经较为完

善，目前较为流行的发动机设计方法中包括基于

AEDsys 软件的飞 / 发一体化设计[5]。《Aircraft Engine

Design》[6] 一书中详细介绍了该设计方法，其配套的

AEDsys 是由华盛顿大学和美国空军学院联合开发的

开放性飞 / 发一体化设计软件，与 NASA 先进的航空

发动机设计理念紧密结合，具有相对完善的设计流程

以及可信的仿真精度，在国外航空院校和科研机构已

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7]。而国内从 20 世纪 90 年代

开始才逐渐关注飞 / 发一体化设计的概念。目前成熟

的设计体系仍延续传统的设计方法，即飞机和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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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根据协调约定的指标参数独立设计。为了保证飞

机和发动机的相容性，发动机不得不留有一定的调整

空间，使得飞机和发动机的匹配难以达到最优[3]。近年

来，各大航空院校和航空发动机研制单位在飞 / 发一

体化设计的基础理论和仿真等方面也开展了一系列

探索，并获得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进展。张辉介绍了

飞 / 发一体化设计的概念和研究内容，以 YF-22 飞机

和 YF-119 发动机为实例进行了探索，但只涉及了设

计流程的一部分，缺乏完整的应用和讨论[8]；陈玉春简

要介绍了飞 / 发一体化模型，侧重于研究多用途战斗

机 / 涡扇发动机一体化优化问题的约束边界问题，但

选取的航段较少，并未讨论任务分析计算得到的总燃

油消耗对循环参数选取的影响，使得研究结果不够全

面[9]。因此，国内航空业界急需借鉴并深入研究国外先

进的设计方法。另外，AEDsys 设计中也有不足之处，

即在航空发动机设计流程[10-11]的发动机选择环节，需

要设计者人工地从大量的备选发动机中选出满足约

束条件的最佳发动机设计循环参数组合，这需要大量

的时间和丰富的设计经验，极大降低了设计效率。

因此，本文提出并设计了 1 种基于备选发动机代

理模型的优化选择方法，即首先构建备选发动机集合

的代理模型，然后运用最优化算法自动搜索最佳发动

机设计参数组合。备选发动机代理模型输入为任意备

选发动机设计参数组合，输出为对应关键飞行条件下

的性能。由于飞行任务段的离散性，备选发动机集合

具有稀疏样本、多参数维度、强非线性等特点。支持向

量回归机具有非线性拟合能力强，实时性高，泛化能

力强等优点[12]，尤其是结合了约简技术[13]、迭代策略[14]

以及标准最小二乘支持向量回归机[15]的多输入多输

出约简迭代最小二乘支持向量回归机（MRR-LSSVR）

算法[16-17]，不仅能利用较少的训练样本实现高精度的

预测，还实现了稀疏性，进而提高实时性。相比常规的

神经网络算法，MRR-LSSVR 更适合于备选发动机集

合稀疏性的特点，因此，本文基于 MRR-LSSVR 构建

了备选发动机模型。同时，由于在备选发动机中搜索

最佳的发动机设计组合是典型的非线性约束优化问

题，并借助基于可行序列二次规划（FSQP）算法[18]进行

求解。

本文以某型战斗机为例，根据飞机的招标书

（RFP），基于 AEDsys 设计软件通过约束分析、任务分

析[19]、参数循环分析[20]、性能循环分析[21-22]和安装性能分

析，得到其涡扇发动机的相关设计参数，完整地给出了

基于 AEDsys 的先进航空发动机设计流程，并针对性

能循环分析中的发动机设计参数选择环节，提出并建

立了基于 MRR-LSSVR的备选发动机代理模型，建立

了备选发动机设计参数与性能之间的函数关系，并基

于 FSQP算法优化筛选出了最佳发动机设计组合。

1 飞机设计点的初步选择

飞 / 发一体化设计是将飞机和发动机作为一个

系统来考虑飞机和发动机的设计，因此需要先根据飞

机的任务剖面[22]、性能要求以及武器装备等相关技术

指标，通过约束分析和任务分析，初步确定飞机的起

飞重量 W TO，海平面推力 TSL 和机翼面积 S，其中任务

剖面如图 1 所示。

1.1 约束分析

约束分析就是将飞机在各飞行阶段的技术指标

通过约束分析的基本方程转换为推力载荷和机翼载

荷的约束关系，对应的约束关系就构成了 1 个满足飞

行技术要求的“解空间”，设计者可以从中选取 1 个满

足要求的海平面推力载荷 TSL /W TO 与机翼载荷 W TO/S
的组合。经推导得到的约束分析基本方程

TSL

WTO
= 茁
琢 { qS

茁W TO
[K1

n茁
q

W TO

S蓸 蔀 2 +
K2

n茁
q

W TO

S蓸 蔀+CD0+CDR]+ 1
V

ddt [h+ V 2

2g ]} （1）

式中：茁 为飞机的瞬时重力比；琢 为安装推力变化率；

q 为动压；n 为载荷因子；CD0 为零升力时的阻力系数；

CDR 为附加阻力系数；K1、K2 为飞机升阻力系数关系

式的常系数。

在该战斗机的飞行剖面中，选取以下 7 个飞行阶

段的性能指标作为约束关系：（1）无障碍起飞；（2）超

声速突防和脱离冲刺；（3）战斗盘旋 1；（4）战斗盘旋

2；（5）水平加速；（6）无反推力着陆；（7）最大马赫数飞

图 1 战斗机的任务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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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得到的约束如图 2 所示。

在飞机设计点的初步选择过程中，要遵循推力载

荷尽可能小和机翼载荷尽可能大的原则。因为推力载

荷越小发动机尺寸就越小，机翼载荷越大所需的机翼

面积就越大。同时，由设计经验可知，选择接近最小推

力载荷的机翼载荷，可以降低飞机超声速飞行时的燃

油消耗；并且选择无需过于精细，以防止设计点在设

计过程中被修正后不在解空间内。综上选取设计点

为：TSL /WTO=1.25，W TO /S=3.06 kN/m2。

1.2 任务分析

在得到飞机的推力载荷 TSL/W TO 和机翼载荷后

W TO/S，本节将通过任务分析计算飞机在各飞行阶段

的燃油消耗，由此估算出飞机的总起飞重力 W TO，从

而进一步确定飞机的海平面推力 TSL 和机翼面积 S。
飞机的起飞重力 W TO 由装载重力 W p、空机重力

W E 和 所 需 的 燃 油 重 力 W F 3 部 分 构 成 ，即

W TO=W P+W E+WF。其中，装载重力 W P 由招标书（RFP）

规定，并被分为 2 部分，一部分是可消耗的装载重力

W PE，另一部分是永久的装载重力 W PP，而空机重力 W E
是由飞机的基本结构和附加的永久性装备组成的。且

W E/W TO 主要由飞机的种类和大小决定，随 W TO 变化

缓慢，因此可以通过经验公式来估算

祝= W E
W TO

=f（WTO） （2）

所需的燃油重力 W F 会在飞机的整个飞行过程

中被逐渐消耗。考虑到在飞行过程中除了需要投放可

消耗的装载重力 W PE 外，飞机重力的减少都是由燃油

的消耗所引起的，即

dWdt =- dWFdt =-TSFC·T （3）

改写后

dW
W =-TSFC T

W dt （4）

式中：T 为安装推力；TSFC 为安装推力单位耗油率。

而 TSFC 可以根据 TSFC=（C1+C2M） 兹姨 （C1 和 C2

是可以由任务种类和有无开加力确定的常数）进行

估算。因此任务分析的重心就要放在计算每个飞行

阶段前后飞机的“重力比”上，即

W final
W initial

=W f
W i

=
i j
仪≤1 （5）

其中：W f 和 Wi 分别为飞机在任务段结束和任务段开

始时的重力。从数学角度对该式分 2 类进行讨论，积

分后计算得到飞机燃油消耗的计算模型：A 类（推力

作功的一部分转换为机械能）

W f
W i

=exp - TSFC
V（1-u）驻（h+ V 2

2g0
）嗓 瑟 （6）

其中：u=（D+R）/T。以下情况都属于 A 类：（1）以恒定

的速度爬升；（2）水平加速；（3）爬升和加速；（4）起飞

加速。B 类（推力作功全部耗散）

W f
W i

=exp -TSFC
D+R
W蓸 蔀 驻t嗓 瑟 （7）

以下情况都属于B 类：（5）恒定的速度巡航；（6）恒

定的速度盘旋；（7）最佳巡航马赫数和海拔高度；（8）待

机；（9）暖机；（10）起飞抬前轮；（11）恒定的能量高度下

机动。

根据飞机的招标书（RFP），借助 AEDsys 设计软

件，可以直接计算出飞机在各阶段的燃油消耗以及 茁
（飞机重力与总起飞重力之比）的变化，如图 3 所示并

见表 1。

假设飞机要执行的飞行任务有 n 个阶段，且在 j
阶段需要投放有效载荷 W PE，整个过程的燃油消耗是

图 2 约束

WTO

S /（kN/m2）

图 3 各任务阶段下的燃油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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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F，则 W TO 可以表达为

W TO=
W PP+W PE

j n
仪

1 n
仪-祝

（8）

将飞机在各阶段的燃油消耗代入该式，再结合上

文约束分析得到的海平面推力载荷和机翼载荷，通过

迭代确定的飞机设计点见表 2。

2 涡扇发动机的相关设计参数

通过约束分析和任务分析得到符合招标书

（RFP）要求的飞机设计点后，将通过参数循环分析、

性能循环分析（包括非设计点计算的迭代求解方案、

发动机设计参数的选择）和安装性能分析来进一步得

到涡扇发动机的相关设计参数。

2.1 参数循环分析

为了得到涡扇发动机的相关设计参数，必须以参

数循环分析为开端，原因如下：（1）发动机性能分析在

远离参考点的“非设计”处，只有在参考点和发动机的

尺寸被确定后才能进行；（2）参数循环分析相对于性

能循环分析更简单和省时，通常能得到可以直接使用

的数学最优解；（3）最重要的是参数循环分析可以确

定发动机设计参数的取值范围，使发动机在每个飞行

条件下都具有较好的性能。

在进行发动机设计组合的选择之前，必须要明

确，最终的发动机通常会工作在非设计点并且在不同

工作点的性能不同，因此在进行参数循环分析时，必

须考虑到非设计点的情况，即保证在所有飞行条件下

发动机的设计参数都在其自身最好的范围内。

同时，对于 1 个给定的发动机设计任务，寻找合

适的性能组合是极其困难的，设计分析过程非常复

杂，必须借助计算机才能快速而准确地进行求解，而

AEDsys 设计软件的 ONX 程序采用传统的输入参数

并提供所有必要的发动机性能输出，可以大大提高设

计效率。

尽管在参数循环中需要考虑到非设计点的情况，

但并没有必要考虑所有的飞行条件，为了缩小设计点

组合的范围，通常关注于对推力和燃油消耗要求较高

的关键飞行条件。本文在仔细分析招标书（RFP）后，选

取了以下 4 个飞行条件：（1）起飞，飞行高度为 609.6

m，进口气流温度为 310.9 K；（2）亚声速巡航爬升，马

赫数为 0.9，飞行高度为 12.8 km；（3）超声速突防和脱

离冲刺，马赫数为 1.5，飞行高度为 9144 m；（4）超声

速加速，马赫数为 1.2，飞行高度为 9144 m。借助

AEDsys 设计软件的 ONX 程序，选择最大压比限制后

计算得到的关于压气机压比和涵道比的综合结果分

别如图 4、5 所示。

在招标书（RFP）中，要求战斗机需要在 0.9<Ma0<

1.8 和 9.1~13.7 km 的飞行包线内具有较好的性能，因

飞行阶段
Wf /Wi

26 卸去永久装载 0.91577

燃油使用 /

N

0

W /W TO

0.61072

序号 名称

1 暖机 0.9895 0.9895 1120.9

2 起飞加速 0.99577 0.98532 444.8

3 起飞抬前轮 0.99837 0.98371 173.5

4 加速 0.99346 0.97727 689.4

5 爬升 / 加速—部分 1 0.99269 0.97013 760.6

6 爬升 / 加速—部分 2 0.99368 0.96401 653.9

7 爬升 / 加速—部分 3 0.99415 0.95836 600.5

8 亚声速巡航 0.9736 0.93306 2699.9

9 下降 1.00000 0.93306 0

10 作战空中巡逻 0.96747 0.90270 3242.6

11 加速—部分 1 0.99557 0.89871 427.0

12 加速—部分 2 0.99429 0.89358 547.1

13 加速—部分 3 0.99371 0.88796 600.5

14 超声速突防 0.93821 0.83310 5858.0

15 发射 AMRAAMs 0.96739 0.80593 0

16 Ma=1.6/5 g盘旋 0.97527 0.78600 2126.1

17 Ma=0.9/5 g盘旋 0.97737 0.76822 1899.3

18 加速—部分 1 0.99547 0.76474 369.2

19 加速—部分 2 0.99417 0.76028 475.9

20 加速—部分 3 0.99305 0.75500 564.9

24 亚声速巡航 0.96990 0.68918 2281.8

25 备用燃油 0.96765 0.66689 2379.7

21
发射 AIM-9Ls 和

一半的 ammo
0.96374 0.72762 0

22 脱离冲刺 0.97950 0.71271 1592.4

23 急速上升 0.99700 0.71057 226.8

表 1 各飞行阶段重力比的变化和燃油消耗

参数

W p/N
W E/N
W F/N

数值

11832

65166

29759

表 2 战斗机的设计参数

参数

W TO/N
TSL/N
S/m2

数值

106757

133447

3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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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将涡扇发动机的设计点选在Ma=1.5 /10.7 km。

从图 4 中可见，随着马赫数 Ma0 的增加，可用的

仔c 在减小，而在 Ma=1.5/10.7 km 处，选取压气机压比

的范围为 15<仔c<25，可以保证在其他飞行条件下提

供所需的 仔c。

从图 5 中可见，在设计点处，涵道比 琢 的范围相

对较小，为 0.3<琢<0.4。由经验可知，燃烧室的出口温

度 Tt4 和加力燃烧室的出口温度 Tt7 受限于飞机的材

料和冷却能力。

考虑飞机在各飞行条件下的性能要求，并在非安

装推力单位耗油率 S 和非安装单位推力 F/m0 之间权

衡后，初步确定的发动机关键设计参数的范围见表 3。

2.2 非设计点计算的迭代求解方案

性能循环分析包括非设计点计算的迭代求解方

案和发动机设计参数的选择。其中非设计点计算的迭

代求解方案为求解备选发动机在关键飞行阶段下的

性能提供了途径，并有利于得到发动机性能随设计条

件变化的趋势。

由于性能循环与参数循环不同是间接问题，为了

确定非设计点发动机性能，必须确定以下 24 个因变

量的值：进口流量 m0、涵道比 琢、风扇的压比 仔f、风扇

的焓比 子f、低压压气机的压比 仔cL、低压压气机的焓比

子cL、高压压气机的压比 仔cH、高压压气机的焓比 子cH、燃

烧室的油气比 f、混合器 1 的焓比 子m1、高压涡轮的压

比 仔tH、高压涡轮的焓比 子tH、混合器 2 的焓比 子m2、低压

涡轮的压比 仔tL、低压涡轮的焓比 子tL、掺混室的压比

仔M、掺混室的焓比 子M、掺混室的涵道比 琢'、核心流在

掺混室入口的马赫数 Ma6、风扇外涵流在掺混室入口

的马赫数 Ma16、掺混室出口的马赫数 Ma6A、加力燃烧

室油气比 fAB、尾喷管喉道的马赫数 Ma8、尾喷管出口

的马赫数 Ma9。

选取燃烧室油气比 f、掺混室的涵道比 琢'、核心流

在掺混室入口的马赫数 Ma6、尾喷管喉部马赫数 Ma8、

进口流量 m0 等 5 个初猜值，使其通过含有 24 个因变

量方程的迭代流程，就可以求解出非设计点处 24 个

因变量的值，从而进一步计算出发动机在非设计点的

性能，具体的迭代求解方案如图 6、7 所示。

AEDsys 设计软件中的“Engine Test”部分使用该

迭代方案进行非设计点计算，并与用于参数循环分析

图 4 压气机综合结果

图 5 涵道比综合结果

下限

1.2

9144

3

15

0.3

0.35

上限

1.6

13716

5

25

0.4

1777.8

2000

0.45

设计参数

Ma0

h/m
仔f

仔c

琢
Tt4/K

Tt7/K

Ma6

表 3 设计参数的范围

图 6 迭代方案流程（第 1 部分）

Calculate new

value of 琢' using
Newtonian

iteration

Initial values of f,琢',Ma6,Ma8,m觶 0

Calculate
HPT 仔tH, 子th, 子m1, 子m2, Tt4.5
LPT 仔tL, 子tL, Tt5

子f

仔f

子cL

仔cL

子cH

仔cH

f
Ma16

琢new

'

琢error

'
=

琢new

'
-琢'

琢'

琢

Yes

No

A

Is 琢new

'
>.00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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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 ONX 部分紧密配合，是极其强大的设计工具，

具有收敛速度快、计算精度高等优点，可以有效地提

高设计效率。

2.3 发动机设计参数的选择

在确定非设计点的迭代求解方案后，下面进行发

动机设计参数的选择。在传统的发动机设计过程中，

设计者需要逐台计算备选发动机在关键飞行条件下

的性能，并根据设计经验人工选择出最佳的设计组

合，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结果也不一

定能满足要求。因此本文设计了基于 MRR-LSSVR 的

备选发动机代理模型，基于 MRR-LSSVR 算法构建发

动机设计参数与性能之间的函数关系，可在优化设计

过程中用于对目标函数进行求解。

2.3.1 MRR-LSSVR 算法

备选发动机代理模型必须具备较高的精度和较

强的泛化能力，尽管神经网络等机器学习方法具有很

强的非线性拟合能力，但容易陷入局部极值和过拟合

现象，并且泛化能力低，而支持向量回归机克服了这

些缺点，能够很好地反应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

在支持向量回归机中，RR-LSSVR 算法表现尤为

出众。而 MRR-LSSVR 在继承 RR-LSSVR 优点的基

础上，考虑了输出变量对支持向量选择的综合影响，

可以有效地提高支持向量机的稀疏性，从而减小算法

的复杂度。以 m 个输入参数、n 个输出参数、N 个训练

样本为例，RR-LSSVR 的算法复杂度为 O (2mnN)，而
MRR-LSSVR 的算法复杂度为 O(2mN)，因此这里采

用 MRR-LSSVR 算法建立代理模型，下面将简要介绍

该算法。

对于 1 个多输入 / 多输出系统，假设给定的训练

集为（xi,yi）嗓 瑟 i=1N
，其中 xi 为输入向量，N 为训练样本规

模，yi=[yi,1,yi,2,…,yi,M]为输出向量，M 为输出变量的数

量，得到模型

min
wm,ei,m

J（wm,ei,m）= 1
2

M

m=1
移wm

T wm+
酌
2

M

m=1
移 N

i=1
移ei,m

2

s.t.yi,m=wm
T 渍m（xi）+bm+ei,m （9）

（i=1，2，…，N；m=1，2，…，M）
式中：wm 为模型复杂度；bm 为补偿；ei,m 为实际输出与

预测值的偏差；酌∈R+ 为正则化参数；渍（·）为非线性

映射。

使用约简技术[11]，令 wm=
i∈S
移琢i,mk（xi,·），代入式

（9），其中 S 为选择子集索引的集合，得到

minL（bm,琢m）=
1
2

M

m=1
移琢m

T K琢m+

酌
2

M

m=1
移 M

i=1,i沂S
移 yi,m-

j沂S
移琢i,m渍m

T
（xj）渍m（xj）-bm蓸 蔀 2（10）

式中：Ki,j=k（xi,xj）,i,j∈S。
根据 KKT（Karush-Kuhn-Tucker）条件对式（10）

进行计算，得到模型

fm（x）=
j沂S
移琢i,mk（xi，x）+bm，（m=1，2，…，M） （11）

迭代策略[12]用于选取子集{（xi，yi）}i∈S，以上就是

MRR-LSSVR 算法。

2.3.2 基于 MRR-LSSVR

的备选发动机代理模型

备选发动机代理模

型主要包含 2 个方面的

内容，一方面是备选发动

机样本的选取；另一方面

是设计参数与性能函数

关系的拟合，代理模型构

建流程图如图 8 所示。

为了得到大量的备

选发动机样本，必须先选

定 1 台基准发动机，选取

的基准发动机的设计参

数组合见表 4。

备选发动机设计组

图 7 迭代方案流程（第 2 部分）

图 8 构建代理模型的流程

B A B

IfMa6>Ma6new then
Ma6=Ma6-0.0001
Else
Ma6=Ma6+0.002

子M

Ma6A

仔M

Ma8

Ma6new

Ma6error=|Ma6new-Ma6|

Yes Is 琢new

'
>0.001?

No

m觶 0new

m觶 0error=
m觶 0new-m觶 0

m觶 0R

Is 琢0error

'
>0.001?

Remainder of Calculations

Is an engine control limit
（仔c,Tt3,Pt3,ect）exceeded?

Done
No

Yes
Reduce Tt4

m觶 0=m觶 0new

Yes

53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4 卷

合可直接选取，只需每次变换基准发动机的设计选择

仔c，仔f 和 Tt4。每台备选发动机都需要借助 AEDsys 设

计软件确定整个任务中的燃油消耗 W F 和单位推力

F/m0。

在得到所有备选发动机的燃油消耗和单位推力

后 ， 对 获 得 的 数 据 进 行 归 一 化 处 理 ， 作 为

MRR-LSSVR 模型的训练数据，经过调试，选取 Gaus-

sian 核 k（xi,xj）=exp（-||xi-xj||2/2自2），核参数 自=1.3，正则

化参数 酌=230，筛选出优秀的支持向量。40 组测试数

据与预测值的对比如图 9、10 所示，表明建立的模型

完全符合精度要求。

由于在参数循环分析中只选取了关键的飞行条

件，以此确定的设计参数范围是粗略的，而性能循环

分析是更完整、更精细的全任务计算，因此需要适当

扩大设计参数的范围。

最佳发动机设计组合的选取属于典型的有约束

非线性规划问题，可以描述为

min
（仔c,仔f,Tt4）

J=W F

s.t
仔cmin≤仔c≤仔cmax

仔fmin≤仔f≤仔cf
Tt4min≤Tt4≤Tt4max

F/m0≥（F/m0）min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运用序列二次规划算法（FSQP）求解得到的发动

机设计组合见表 5。

在初步确定发动机循环参数组合后，需要验证发

动机的工作包线能否覆盖战斗机所有的飞行条件，因

此借助 AEDsys 软件使发动机在军用推力条件下飞

行（如图 11 所示），结果表明该发动机能够满足战斗

机的飞行要求。

2.4 安装性能分析

在得到发动机的设计组合后，需要通过安装性能

分析估算发动机的安装损失，判断发动机能否满足招

标书（RFP）的任务要求，以此来修正发动机的相关设

计参数。

由于发动机的非安装推力只代表其理想性能，当

其安装到飞机上时，必然会在飞机外表面产生阻力，

这些阻力必须由发动机自身的推力来克服。而由进气

道和喷管产生的外部阻力在很多情况下不可忽视，因

此将其作为非安装推力 F的一部分表达为

图 9 单位推力的对比

图 10 总燃油消耗的对比

图 11 发动机的工作包线

数值

1.451

10972.8

3.9

参数

Ma0

h/m
仔f

表4 基准发动机的设计参数

数值

20

1777.8

2000

参数

仔c

Tt4/K

Tt7/K

数值

0.4487

0.4

90.72

参数

琢

Ma6

m0/（kg/s）

数值

1.451

10972.8

3.5

参数

Ma0

h/m

仔f

表5 设计参数组合

数值

28

1777.8

2000

参数

仔c

Tt4/K

Tt7/K

数值

0.7536

0.4

90.72

参数

琢

Ma6

m0/（k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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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准inletF-准nozzleF （12）

其中

准inlet=Dinler/F
准nozzle=Dnozzle/F

在进行安装性能分析前，要选择对推力载荷要求

较高，进气道和喷管阻力较大的飞行阶段。本文选取

的关键飞行阶段为：（1）起飞；（2）超声速巡航；（3）

Ma=1.6/9144 m，5g 盘旋；（4）Ma=0.9/9144 m，2 个 5g
的盘旋；（5）水平加速；（6）最大马赫数下飞行。

所需的推力载荷见表 6。在借助 AEDsys 设计软

件计算出各个飞行阶段下发动机进气道、尾喷管的损

失系数和所需推力载荷后，发现亚声速 5g盘旋对推

力载荷的要求最高，该阶段所需的最大推力载荷为

1.31，因此保守地将发动机的最大可用推力载荷修正

为 1.32。

当最大可用推力载荷等于 1.32 时，对应的单发

设计质量流量为 93.67 kg/s，对应的双发设计流量为

46.86 kg/s。将单发和双发的海平面静态性能分别与

已 知 的 F100-PW-299 发 动 机 （ 单 发 ）和

F404-GE-400 发动机（双发）进行对比，见表 7。对比

后可知单发或双发都是可取的。在综合考虑后，为该

战斗机选取了双发，其对应的最大可用推力载荷为

1.32，对应的海平面静态推力为 70 460 N，设计质量

流量为46.86 kg/s。

由于最大可用推力载荷从 1.25 增加到 1.32，需

要对先前的数据进行修正，修正后得到的最终发动机

的设计参数及性能见表 8。

3 结论

以某涡扇发动机设计为实例，针对性能循环分析

的备选发动机决策问题，得到了以下结论：

（1）借助 AEDsys 设计软件，开展了飞 / 发一体化

设计，将飞机和发动机作为一个系统，依次通过约束

分析、任务分析、参数循环分析、任务循环分析和安装

性能分析得到了符合招标书要求的涡扇发动机相关

设计参数，以此引入了先进的航空发动机设计理念和

思路。

（2）针对设计流程的发动机选择阶段，提出了基

于 MRR-LSSVR 备选发动机代理模型的优化选择方

法，筛选出了满足约束条件的最佳发动机设计组合，

与传统的发动机设计参数选择阶段相比，节省了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提高了设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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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降低航空发动机轮盘孔结构孔边应力和装配的双重考虑，提出了 1 种超椭圆曲线轮盘螺栓孔均衡优化设计方法。

在降低孔边应力的基础上，引入了异型度概念以表示孔轮廓形状变化幅度，针对孔边应力降低和异型度减小 2 个互相制约的优化

目标，构建了 1 个均衡优化模型；结合 Pareto 最优解理论，采用多目标进化算法对轮盘超椭圆异型孔进行寻优，得到了超椭圆异型

螺栓孔轮廓的最优解。结果表明：设计得到的超椭圆螺栓孔结构可以在保证可靠传力的同时，使孔边应力降低 19%。与其他异型孔

方案相比，该模型设计参数少，模型简洁，均衡优化所获得的超椭圆异型孔的设计稳健性较好。

关键词：结构优化；异型孔；超椭圆曲线；多目标优化；灵敏度分析；螺栓孔；轮盘；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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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librium Optimize Design of Hyper-elliptic Non-circular Bolt Hole of Disk
HAN Jia-xin袁 GUO Hai-ding

渊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袁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 Nanjing 210016袁 China冤
Abstract: An equilibrium optimization design method of the hyper-elliptic curves bolt hole of disk was proposed based on double

consideration of reducing the hole edge stress of pore structure for aeroengine disks and assembly requirements. The concept of shape-
variation-degree was defined to depict the degree of changes for hole profile on the basis of reducing the hole edge stress. The equilibrium
optimization model consist of two competitive objectives was built袁 in which hole edge stress reduction and low shape-variation-degree were
considered. Combined with Pareto optimal solution theory袁 multi-objective evolutionary algorithm was used to optimize hyper-elliptic non-
circular hole of disk袁 and the optimal solution of hyper-elliptic non-circular bolt hole profile was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signed hyper-elliptic bolt holes structure can reduce the stress on the hole edge by 19% while ensuring reliable force transmission.
Compared with other non-circular hole program袁 the model is concise and with less design parameters .In addition袁 the robustness of the
design for equilibrium optimization hyper-elliptic non-circular hole is better.

Key words: structure optimization曰 non-circular hole曰 hyper-elliptic curves曰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曰 sensitivity analysis曰 bolt
hole曰 disk曰 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实际服役情况和试验表明，高转速下

的发动机轮盘的孔结构极易出现应力集中，导致整体

结构强度储备降低[1-2]。对于发动机盘类部件的螺栓连

接而言，螺栓通孔在交变应力作用下容易产生疲劳裂

纹并扩展到附近的承力结构，最终导致整个结构失

效[3]。因此，降低孔边应力集中并提高轮盘乃至整个发

动机的寿命，是提高发动机安全性和可靠性亟需解决

的关键问题[4-5]。解决孔边应力集中问题的传统措施有

孔边倒角、抛光以及改变结构尺寸等，但这些常规方

法降低应力的效果并不明显，甚至会增加结构质量[6]。

针对此类问题，美国 GE 公司和法国 SNECMA 公司

联合研制的 CFM56-Ⅲ型航空涡轮发动机将位于高

压涡轮盘前安装边的螺栓孔改进为 1 种 8 圆弧连接

异型螺栓孔，并于 1984 年通过适航认证。这一反传统

结构引起了中国航空发动机学者的关注。对其孔边受

力特性的研究表明，这种异型孔可以有效降低螺栓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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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应力的大小，改善应力的分布情况，从而提高发

动机的寿命 [7-8]。然而，8 圆弧异型孔轮廓设计参量较

多，优化模型也略显复杂，而且由于采用异型孔会导致

孔轮廓尺寸增大，给连接结构的传力带来负面影响。

为克服上述缺点，本文基于超椭圆曲线引入 1 种

数学模型更为简洁的异型孔结构方案对轮盘螺栓孔

进行优化，通过引入超椭圆孔轮廓异型度，对优化过

程中的孔轮廓尺寸变化幅度进行控制。此外，对最优

解附近设计变量灵敏度进行了分析。

1 超椭圆孔轮廓特征及分析

1.1 超椭圆孔及轮廓异型度的定义

自 1812 年 Adolph G觟pel 首次提出以来，超椭圆

方程已经演变出多种形式，并且在不同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如密码学、数学、宇宙学和工程领域等[9-11]。其最

常见的 1 种形式为

x
a

m

+ y
b

n

=1 （1）

式中：a、b 为超椭圆半轴长，主要限制超椭圆孔大小；

m、n 为形状指数，决定超椭圆形状。

为保证超椭圆轮廓光滑连接，超椭圆指数取值均

大于 2。m、n 取值不同时得到的超椭圆螺栓孔轮廓形

状如图 1 所示。

研究表明，随着指数 m、n 的增大，孔边最大应力

有明显下降，但得到的超椭圆孔轮廓可能接近方孔，

孔轮廓面积也相应增大，这会明显减少连接面接触面

积。对于类似的螺栓连接结构，螺栓孔轮廓面积的增

大会加剧预紧力损失，减小连接结构抗滑移系数，进

而降低结构抗剪承载能力，最终影响连接单元间的传

力传扭[12-14]。

为比较超椭圆孔与原螺栓孔（基圆）的面积变化，

本文引入超椭圆异型度 Rs

Rs=
Sh

Sc
-1蓸 蔀×100% （2）

式中：Sc 为基圆面积；Sh 为超椭圆孔轮廓面积。当 0≤

x≤a，0≤y≤b 时，式（1）可变形为

y=f（x）=b· 1- x
a蓸 蔀 m蓸 蔀 1

n

（3）

基圆面积 Sc 可按圆形面积公式求得

Sc=πr2 （4）

式中：r 为优化前圆形螺栓孔半径。

而 Sh 的求解为

Sh=4
a

0乙 f（x）dx （5）

对该式做数值积分可得

Sh≈4h f（0）+f（a）
2

+
p-1

i=1
移f（0+i·h）蓸 蔀 （6）

式中：h=a/p；a、b 为超椭圆半轴长，为方便装配，设定

异型孔轮廓与基圆在 x，y 轴相切，即 a=b=r；Sc 始终小

于 Sh；p 为积分区间内采样点数；h 为计算精度，一般

设为 0.001。

a、b 确定时，超椭圆孔异型度只与指数 m、n 有

关。超椭圆异型度随 m、n 的变化关系如图 2 所示。

从图中可见，随着指数 m、n 的增大，超椭圆孔异

型度逐渐增大，当指数大于 6 时，异型度甚至超过

25%（图 1（b）），这无疑会阻碍结构间的可靠传力和

传扭。

1.2 涡轮盘超椭圆孔异型度设计分析

某航空发动机轮盘连接单元由 1 根长螺栓将前

鼓筒轴、封严盘和涡轮盘装配在一起，如图 3 所示。其

中涡轮盘前安装边通过托板自锁螺母与螺栓配合，连

接结构的剖面如图 4 所示[15]。

采用异型螺栓通孔结构时，降低孔边应力当然是

主要目标，但还需要注意由于孔轮廓的改变（即异型

（a）m=n=4 （b）m=6，n=10
图 1 超椭圆曲线几何形状（m，n >2）

（a）m=n （b）m屹n

图 2 超椭圆孔异型度随指数m、n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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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化）对螺栓连接结构传力可靠性的影响。对于图

3 中的轮盘螺栓连接结构，涡轮盘螺栓孔面积增大会

导致涡轮盘前安装边与托板螺母的接触面积（即图 4

中的接触面 B）减小，轮盘端面上螺栓孔周围产生高

压应力，使得孔边被压平磨光，因此会降低螺栓结构

的抗滑移承载能力，影响结构传力和传扭[13]。此外，异

型度较大的螺栓孔更加接近方孔，给加工和装配带来

困难。

因此，采用超椭圆异型螺栓孔时，在追求应力降

低的同时，应尽量保持孔轮廓异型度较小。这也使得

设计更稳健，有利于提高结构的可靠性和降低加工装

配的难度。

2 涡轮盘超椭圆螺栓孔均衡优化设计方法

2.1 多目标超椭圆异型螺栓孔均衡优化模型

在设计变量变化范围内，异型孔孔边应力随孔轮

廓异型度的增大而降低[5]。优化时，单一寻求更低的孔

边应力，可能会导致螺栓孔异型度过大，从而导致装

配精度降低、加工难度增大，进而使传力的可靠性降

低。为此，本文提出 1 个多目标均衡优化模型，该优化

模型包括 2 个互斥的单目标函数，借以均衡考虑超椭

圆螺栓孔异型度减小与孔边应力降低 2 个互相制约

的优化目标。在有效降低孔边应力至设定值的同时，

保证超椭圆孔具有恰当的异型度，从而保证结构的可

靠传力。其具体形式为

优化目标：
max f1（滓max）=R滓
min f2（m,n）=Rs
嗓 （7）

约束：Mlow.≤m≤Mup.

Nlow.≤n≤Nup. （8）

式中：Mup.、Mlow.和 Nup.、Nlow.分别为 m、n 的上下取值边

界；滓max 为孔边最大第 1 主应力。

优化目标由 2 个互斥的目标函数 f1（滓max）和 f2
（m，n）组成，Rs 见式（2），Rσ 为孔边应力降低率

Rσ= 1- 滓max

滓r蓸 蔀×100% （9）

式中：滓r 为原螺栓孔孔边最大应力。

2.2 某涡轮盘超椭圆螺栓孔均衡优化

考虑到超椭圆异型螺栓孔多目标均衡优化模型

的目标函数与设计变量成复杂的非线性关系，采用经

典的多目标优化方法 NSGA-Ⅱ对其进行寻优。该方

法基于 Pareto 非劣占优原理，得到的 Pareto 前沿（即

非劣最优解组成的集合）分布均匀，适用于求解适应

度函数复杂的多目标优化问题[16-18]。

对于某型涡轮连接结构（图 3、4），其正常工作时

涡轮盘前安装边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离心力、扭矩、

预紧力、轴向载荷、径向温度梯度和过盈配合产生的

载荷等。为兼顾优化模型高效且易行，须对载荷进行

简化。涡轮盘螺栓孔孔边应力水平主要受离心载荷影

响，优化时仅考虑轮盘及叶片离心载荷所得到的孔

型，即使在复杂载荷模型下也保持其优势，依然为应

力最小的孔型[5-7]。

采用文献[5]、[6]所提供的简化力学模型，基于超

椭圆孔均衡优化设计方法，对图 3 中的涡轮盘前安装

边上螺栓孔进行优化，步骤如下：

（1）设定优化参数。涡轮盘材料为 GH4169；轮

盘工作转速 棕max=14731 r/min，工作温度为 450 ℃；

超椭圆曲线半轴长 a=b=r（基圆半径）；2 mm≤m（n）
≤6 mm。

（2）基于轮盘简化力学模型，运用 Ansys 有限元

分析得到孔边第 1 最大主应力；运用式（2）~（6）计算

得到孔轮廓异型度。建立超椭圆螺栓孔多目标均衡优

图 3 轮盘连接结构

图 4 轮盘螺栓连接单元

封严盘

前鼓筒轴

涡轮盘

封严盘

前鼓筒轴
前安装边

接触面 A

接触面 B

59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4 卷

化模型。

（3）运用非劣占优多目标遗传算法（NSGA-Ⅱ）对

模型进行 Pareto 非劣占优评估，得到满足收敛代数和

终止准则的 Pareto 前沿。

（4）分别设定模型中 2 个优化目标理想优化值

R滓
*
=19.0%，R s

*
=0。

（5）对 Pareto 前沿的非占优解进行二次挑选，最

终获得最接近设计者理想值的最优设计解。优化流程

如图 5 所示。

3 优化结果与讨论

3.1 超椭圆螺栓孔优化结果

基于均衡优化方法可得单参量（m=n）和双参量

（m≠n） 时超椭圆螺栓孔多目标均衡优化问题的

Pareto 前沿，如图 6、7 所示。

图 6、7 中 Pareto 前沿曲线上方的区域为设计可

行域，超椭圆孔最优解位置如箭头所示，优化所得设

计参数见表 1。

由此可见，本文提出的均衡优化方法可有效地在

2 个互斥的优化目标间寻得折衷解，在孔边应力下降

率达到预期值的同时，使得孔轮廓异型度最小，保证

了连接结构的可靠传力。

3.2 异型孔优化模型及优化效率比较

将超椭圆螺栓孔均衡优化模型与文献[19]中提出

的 8 圆弧光滑连接的异型螺栓孔优化模型比较，并通

过式（10）求解 2 种模型的全局搜索能力（GSC）对二

者的稳定性进行对比。

祝GSC=（k/N）×100% （10）

式中：N=30，表示重复独立运行 2 种模型的次数；k 为

得到全局最优解的次数。

2 种优化模型主要区别见表 2。

经对比可知，8 圆弧异型孔降低孔边应力的效果

更加明显，而超椭圆螺栓孔均衡优化模型则更加简

洁，设计变量数目更少，寻优空间更好把握，优化耗时

也明显降低，且优化效果较均衡，具备较好的传力传

扭性能。此外，多个优化目标加强了对寻优空间的搜索

图 5 超椭圆螺栓孔均衡优化方法

图 6 单参量超椭圆孔 Pareto 前沿（m=n）

图 7 双参量超椭圆孔 Pareto 前沿（m≠n）

超椭圆孔类型

单参量（m=n）

双参量（m≠n）

最优设计

m=n=3.35

m=3.1

n=4.4

Rσ/%

19.1

19.3

Rs/%

15.4

16.0

表 1 超椭圆孔优化结果

项目

目标函数

设计变量数目

可行域

计算量

异型度 Rs /%

应力下降率 R滓/%
全局搜索能力 祝GSC/%

8 圆弧异型孔

R滓max
5 参量

2~100

630

21.3

23.14

83.3

双参量

2~6

180

16.0

19.3

96.7

单参量

2~6

180

15.4

19.1

96.7

R滓max & Rsmin

超椭圆孔

表 2 2种异型螺栓孔优化模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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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便于准确定位得到最

优解，提高了优化方法的稳

定性。2 种孔型的轮廓差异

的直观对比如图 8 所示。

4 设计稳健性分析

4.1 超椭圆螺栓孔孔边

应力响应面

为分析设计变量对孔

边应力下降率的影响，分别做单参量和双参量超椭圆

孔应力响应面。

（1）单参量超椭圆孔应力响应面如图 9 所示。

单参量超椭圆孔指数 m 增大时，应力下降率先

增大后减小；m=4.0~4.5 时，孔边应力下降最为明显。

运用多项式拟合应力下降率的响应面函数为

R滓=g1（x）=p1x6+p2x5+p3x4+p4x3+p5x2+p6x+p7 （11）

式中：x 代表指数 m=n；p1~p7 为拟合多项式系数，其取

值见表 3，该情况下拟合的均方根误差RMSE=0.6389。

（2）双参量超椭圆孔应力响应面如图 10 所示。

从图中可见，孔边应力下降率随指数 n 的增大而

单调增大，随 m 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当 m=3.0~3.8

时，达到峰值。同样采用多项式对该响应面进行拟合，

得到孔边应力降低率与指数间关系为

R滓=g2（x,y）=p00+p10x+p01y+p20x2+p11xy+p02y2+p30x3+

p21x2y+p12xy2+p03y3+p40x4+p31x3y+p22x2y2+p13xy3 （12）

式中：x、y 分别为指数 m、n；系数 p00~p13 的取值见表

4，此时均方根误差 RMSE=1.734×10-12。

从图 9、10 中箭头所指位置可见，设计的均衡优

化模型所得到的最优解在满足应力降低目标的同时，

选择了指数相对较小，即异型度较小的均衡解（因超

椭圆指数与异型度成单调递增关系，图 2）。此时，最

优解附近响应面变化较为平缓，设计具有较好的稳健

性[20-21]。

4.2 设计灵敏度分析

在结构的优化中，灵敏度分析作为反映稳健性的

重要指标日益得到重视[22-23]。对于结构复杂的优化问

题，其功能函数不能明确表达时，灵敏度分析常采用

响应面法获得[24]。考虑到超椭圆孔孔边应力降低率随

指数变化基本连续，且数学模型简洁，变量较少，采用

对响应面的拟合多项式求导数和偏导数的方式来计

算其最优解附近的灵敏度。对式（11）和（12）分别求导，

绘制其灵敏度随指数变化的曲线，如图 11、12 所示。

图中箭头所指为最优解，在 2 种情况下，其所在

区域的指数灵敏度都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优化得到的

超椭圆螺栓孔不会因为轮廓的微小变化而产生过于

明显的孔边应力变化，并表明均衡优化所获得的超椭

圆螺栓孔设计点具备较好的稳健性。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对未来加工误差的控制和加工方法的选择提供了

方便。

图 8 不同螺栓孔优化

轮廓对比

图 9 单参量超椭圆孔应力下降率响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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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单参量响应面拟合多项式系数

图 10 双参量超椭圆孔应力下降率响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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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文针对轮盘螺栓孔孔边应力集中问题提出了 1

种超椭圆螺栓孔均衡优化方法，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提出的超椭圆螺栓孔设计方法均衡考虑了 2

个相互制约的目标函数，得到的超椭圆螺栓孔能按设

计需求有效降低孔边应力，且孔轮廓异型度较小，保

证了可靠的传力。

（2）超椭圆孔数学模型简洁，设计变量更少，寻优

空间更易把握，优化效率和稳定性较高。

（3）均衡优化获得的超椭圆异型孔应力响应灵敏

度较小，设计稳健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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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燃油温度升高会导致燃油结焦，而燃油结焦对飞行器会带来极大危害，因而抑制燃油结焦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实际应

用中，针对不同的结焦机理，可采取不同的抑制方法。介绍了燃油结焦的机理，综述了国内外关于航空煤油特性的影响因素的相关

试验情况。结果表明：温度对燃油结焦影响最大，由于温度的不同，结焦机理也会发生变化；而压力、流动方式对结焦的影响很小。故

通常采用溶解氧含量、材料表面处理及使用添加剂来抑制结焦。

关键词：燃油结焦；结焦机理；影响因素；抑制；溶解氧含量

中图分类号：V31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2.011

Summarization on Influence Factors and Suppression Methods of Fuel Coking
WANG Chen-chen, PENG Xiao-tian, WANG Su-ming, LIU Wei-hua, FENG Shi-yu

渊College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00, China冤
Abstract: The rise of fuel temperature will lead to fuel coking, resulting in great harm to aircrafts. Thus, the problem of fuel coking

suppression should be solved urgently. Various suppression methods can be adopted for different coking mechanism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mechanism of fuel coking was introduced, and the situation of relevant experiment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aviation
kerosene characteristics at home and abroad was summar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mperature has the greatest effect on fuel coking,
and the coking mechanism changes due to different temperatures. The pressure and flow pattern have little effect on fuel coking. Therefore,
the fuel coking is usually depressed by the dissolved oxygen content, the surface treatment of materials and the use of additives.

Key words: fuel coking; coking mechanism; influence factors; suppression; dissolved oxygen content

0 引言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进行高马赫数飞行器的研

制，随着马赫数的提高，飞行器表面由于强烈的气动

加热会使滞止温度越来越高，导致热负荷大幅增加，

同时对航空发动机的性能要求也越来越高，提高发动

机的性能需要更高的增压比和涡轮前温度，从而使发

动机的热负荷进一步增加。于是飞行器上的热管理问

题成为高马赫数飞行器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采用传统的机械制冷系统或制冷剂进行冷却，会不可

避免地增加飞行器的负重，使用飞机所携带的燃料做

冷源进行冷却，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使用飞机所携带的燃料作为冷却剂时，由于吸热

使燃料温度不断升高，此时会不可避免地结焦。结焦

会给飞行器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如换热管路管壁结

焦会使换热管路壁面热阻增加，导致壁面传热品质恶

化同时也影响了燃油的冷却性能。结焦产物脱落后会

随着流体流到发动机喷嘴部位堵塞喷嘴[1]，改变喷嘴

喷雾形状，进而影响雾化品质，使燃烧室燃烧不充分，

燃烧效率降低，使局部受热过高等，严重时可导致发

动机停车熄火。结焦还会导致金属管道中渗碳，使发

动机的机械性能降低，大大缩短发动机使用寿命。

因此，进行结焦机理及结焦影响因素和抑制方法

的研究对于飞机所携带的燃料做冷却剂及飞机上的

热管理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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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燃油结焦概述

1.1 燃油结焦分类和机理

随着温度的升高，结焦机理也会发生变化，可分

为热氧化结焦和裂解结焦。

热氧化结焦的主要机理是随着燃料温度的升高，

燃料产生自由基（R·），自由基再与燃料中溶解氧反

应生成氢过氧化物，从而生成结焦前体，结焦前体与

热氧化的其他小分子产物聚合生成大分子，从而结

焦[2]，自由基（R·）参与的链式反应过程如图 1 所示，

具体结焦过程如图 2 所示。

随着温度继续升高，燃料中溶解氧被消耗，热氧

化结焦速率下降，此时由于高温导致的裂解结焦渐渐

占据主体地位，由于裂解结焦机理非常复杂，目前还

没有完全统一的理论，这里仅作简单介绍。裂解结焦

一般分为 3 种[3]：第 1 种为金属催化生焦，高温燃油在

金属催化下生成金属碳化物，而金属碳化物作为结焦

前体，继续与裂解产物反应产生结焦；第 2 种为非催

化生焦，主要由于燃料本身裂解产生的小分子产物间

聚合、环化而形成大分子，再结合管壁上脱落的焦体

和金属粒子产生结焦；第 3 种为生成自由基导致的结

焦，由于前 2 种原因生成的小分子产物，金属碳须等

物质与热裂解后生成的自由基反应，进一步脱氢缩合

后产生积碳颗粒，从而产生结焦沉积物。在实际过程

中，会有多种结焦机理同时发生作用，所以结焦是一

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1.2 燃油结焦的影响因素

燃油结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温度、压力、流动方

式、管路表面处理、添加剂或微量化合物、溶解氧含量

等。其中对燃油结焦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燃油本身温

度，其温度不同不仅结焦的机理不同，而且结焦的速

率和结焦量也有很大差异。压力、流动方式以及管路

表面处理一般只会导致结焦量或结焦分布位置发生

变化。

2 燃油结焦特性研究现状

2.1 温度对燃油结焦的影响

大量的试验数据表明，随着温度的升高，燃油首

先发生热氧化结焦，结焦速率逐渐增长到一峰值，然

后下降；当温度升高到一定区域时，出现裂解结焦，其

速率随温度升高而不断增长。在过渡区域内，热氧化

结焦和裂解结焦反应共存，随着温度继续升高，仅存

在裂解结焦，且结焦速率随温度的升高而迅速增长。

大多数燃油结焦速率随温度变化情况如图 3 所示。

Taylor W F[4]在 1974 年通过对包括 JP-5 在内的

6 种燃油进行试验得出：饱和空气燃料的沉积物形成

速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长，在 350~425℃温度范围

的过渡区域急剧下降，然后随着温度升高再次增长；

图 2 热氧化结焦过程

图 3 燃油结焦随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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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ovanetti A J 等[5]在 1985 年对 Jet-A 燃油热稳定性

进行了试验，发现温度对燃油沉淀形成具有显著影

响；Chin J S 等[6]在 1992 年的试验中认为影响沉积速

率最重要的因素是燃料温度及其管壁温度特别是壁

表面和相邻燃料之间的温度差；Spadaccini L J 等[7]在

1999 年对 Jet-A 和 JP-8 燃油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发

现压力和持续时间对沉淀速率的影响很小，温度的影

响最大。热氧化结焦在 316 ℃左右时达到峰值，然后

由于溶解氧和结焦前体的消耗而降低，裂解结焦开始

于约 427 ℃，单调增加。

范启明[8]等在 2002 年对吸热型烃类燃料挂式四

氢双环戊二烯 exo-THDCPD、甲基环己烷 MCH 以及

航空煤油 RP-3 进行了热稳定性研究，结果表明：3 种

燃料的热氧化结焦在某温度下存在波峰，热裂解结焦

随温度升高迅速增加，基本呈指数关系；王英杰[9]等在

2009 年研究了进口温度对航空煤油 RP-3 的管内结

焦的影响，结果表明：结焦速率随温度的升高先增加

后下降，在 80~160 ℃管内壁结焦总量随着油温的升

高先不断增加，但当进口油温超过 127 ℃时，结焦总

量基本保持不变，但随着温度的升高，结焦峰值向前

推移，且结焦峰值增大。

2.2 压力对燃油结焦的影响

压力对燃油结焦的影响较小，一些试验研究数据

表明，随着压力的升高，结焦量小幅度减少，结焦分布

稍有变化。Taylor W F[4]在 1974 年对 2 种燃油在不同

压力下进行试验表明压力对燃油结焦有一定影响；琚

印超[10]等在 2010 年进行了压力对航空煤油 RP-3 结

焦影响的试验，结果表明：压力增大，管壁结焦峰值有

略微向下游移动的趋势，且结焦总量有所减少，即提

高压力对管壁有一定的结焦抑制。

2.3 流动方式对燃油结焦的影响

流动方式对结焦的影响较小，在水平、垂直的不

同流动方式下，结焦量基本相等，结焦分布稍有不同；

流速增大，结焦量增加。

Chin J S 等[6]在 1992 年进行的试验表明流速和

管径通过影响雷诺数来影响沉积速率。在试验覆盖的

流速范围内，沉淀速率随雷诺数的增大而上升；

Szetela E J 等[11]在 1985 年进行了 RP-1、丙烷和天然

气分别流经铜镀和镍镀管壁时壁面温度、燃料流速对

燃油结焦影响的试验发现，在铜镀管路流动中，当壁

面温度小于 640 K 时，结焦速率随流速加快有所下

降，当壁面温度高于 640 K 时，结焦速率随流速加快

而不断提高。

范启明[8]等在 2002 年进行了 3 种航空燃料热稳

定性方面的试验研究，表明随着燃料流速的加快，在

低流速时热氧化沉积增加较快，在高流速时增加缓

慢，基本趋于一定值；热裂解沉积量随流速的加快而

增加；吴瀚[12]等在 2011 年进行了流动方式对航空煤

油 RP-3 结焦影响的试验，流动方式分为竖直向上、

水平、竖直向下，试验表明，结焦速率随着温度升高先

增大后减小，存在峰值区域，在不同的流动方式下，结

焦速率分布曲线相似，结焦总量相当；Zhi T 等 [13]在

2014 年进行了物理因素对超临界状态下航空煤油

RP-3 热氧化结焦的影响的试验发现，随着管道质量流

速的加快，雷诺数不断增大，此时管路表面结焦速率升

高，但单位质量 RP-3 的结焦量先减少，然后增加。

2.4 管路表面处理对燃油结焦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金属材料对于热氧化结焦和裂解

结焦都具有强烈的催化作用。金属表面上催化形成的

沉积物促进二次沉积，其通过反应性物质在初始沉积

物上的反应进行。因而改善金属表面材料微观晶体结

构及材料表面钝化对燃油结焦具有显著的抑制效果。

And O A 等[14]在 2000 年进行了 JP-8 燃料在壁

温为 500 ℃和压力为 3445 kPa 下流经不同壁面时的

裂解结焦试验，结果显示管路表面碳沉积量大小排序

为：镍 > 不锈钢 316> 不锈钢 304> 惰化硅制钢管 >

玻璃衬里不锈钢。管路表面惰化处理可有效减少沉积

量；Ervin J S 等[15]在 2003 年使用 Jet-A 燃料进行了

加热管路表面处理和添加剂对结焦影响的试验，表明

在不同压力下管路表面惰化处理可大大减少沉积量，

管路表面处理和燃料添加剂对于减少沉淀量具有协同

效应；Dewitt M J 等[16]在 2011 年使用不同航空燃料在

超临界条件下热裂解结焦的试验中发现，管路表面钝

化可有效抑制丝状碳的形成，从而抑制裂解结焦。

金迪[17]等在 2010 年对航空煤油的试验研究中发

现，不锈钢表面高温氧化后生成的氧化物钝化层可有

效抑制 RP-3 在材料表面的热氧化结焦，且氧化温度

越高，抑制效果越强；朱琨[18]等在 2012 年研究了不锈

钢表面进行磷化、酸洗钝化以及电解钝化对超临界压

力下航空煤油 RP-3 热氧化结焦的抑制效果，发现不

锈钢表面的钝化膜层可有效降低不锈钢表面的催化

活性，按抑制效果排序为：电解钝化 > 酸洗钝化 >

磷化钝化；李范[19]等在 2014 年采用化学强氧化 - 阴

极还原法，在材料表面得到稳定的富铬氧化层，使得

66



王晨臣等：燃油结焦影响因素及抑制方法综述第 2 期

材料表面平整致密，可有效减少结焦物质的附着。

2.5 添加剂或微量化合物对燃油结焦的影响

添加剂抑制结焦效果因燃油的种类及添加剂或

微量化合物的类型和添加量而异。对于热氧化结焦，

可使用抗氧化剂来抑制，抗氧化剂可消耗燃油中溶解

氧或与热氧化过程中的自由基作用，以抑制结焦前体

的生成来达到抑制热氧化结焦的目的；对于裂解结

焦，不同的结焦抑制剂具有不同的抑制机理，包括使

管路表面材料钝化来抑制管壁的催化效应，或消耗自

由基，使其不能与裂解产物结合生焦从而抑制结焦，

还可通过改变结焦的物理形态使之松散、易于清除来

达到抑制效果，上述机理可同时进行。

Taylor W F[20]在 1976 年研究了微量硫化合物对

脱氧烃类航空燃料结焦速率的影响，通过向高度稳定

的 JP-5 燃料中加入质量分数为 3‰的各种硫化物，

发现沉淀量随硫化物浓度的升高而增加，但并非线性

变化，燃油脱氧对结焦形成过程的抑制作用取决于燃

油中存在的微量硫化合物的类型和含量；Taylor W F

等[21]又在 1978 年使用脱氧 JP-5 燃料，研究了微量

氮、氧含量的存在对结焦速率的影响，发现氮化合物

在高温下基本无影响，但其中一些氮化合物在一定环

境条件下将导致燃油储存期间沉淀的形成，在研究的

氧化合物中，发现过氧化物对燃料的稳定性的危害非

常大，一些酸、酯和酮危害次之，而其它物质对沉积物

的形成基本无影响；Pickard J M 等[22]在 1997 年进行

了微量 Fe2O3 对 Jet-A 燃油热氧化结焦影响试验，通

过在空气饱和的 Jet-A（POSF-2827）燃油（0.065‰的

O2）中添加质量分数为 0.004‰的氧化铁，发现由于氧

化铁的催化自氧化，使得表面沉积的最大值和速率均

有所降低；Wickham D T 等[23]在 2000 年进行的试验

表明，二苯基硒化物可在高压状态下在金属表面形成

非常稳定的铁、镍硒化物，在低浓度下可显著减少

90％的丝状碳的形成，从而有效抑制燃油结焦；

Strohm J J 等[24]在 2004 年在 JP-8 航空燃料中添加体

积分数为 2％的四氢化萘，发现管路表面的碳沉积量

减少 81%以上，几乎不存在丝状碳和硫化合物，表明

加入四氢化萘不仅能有效抑制结焦，还可降低 JP-8

燃料中存在的有机硫化合物；Coleman M M 等 [25]在

1992 年通过对 Jet-A 航空燃油的相关试验发现，苯甲

醇、1,4- 苯二甲醇和类似分子的物质可抑制高温下燃

料的裂解结焦。

潘富敏[26]等在 2001 年分别进行了含磷化合物、

含硫化合物、碱金属盐及复合剂对航空煤油 RP-3 结

焦抑制试验，结果表明：含硫化合物的抑制效果优于

含磷化合物及碱金属化合物，复合剂的抑制结焦性能

比单剂大大提高,最佳配比时能抑制 99%以上的结焦

量；郭永胜[27]等在 2004 年进行了 P-2 含磷结焦抑制

剂的添加对吸热型碳氢燃料 NNJ-150 裂解结焦速率

影响的试验，发现 P-2 含磷结焦抑制剂可明显降低

燃料裂解结焦速率，且不改变燃料裂解气态产物分

布，同时有效改善结焦物质的形态结构以及碳氢元素

的组成，对清焦工作有较大帮助；郭永胜等[28]又在

2005 年进行了含硫结焦抑制剂对吸热型碳氢燃料

S-1 裂解结焦速率影响的试验，结果表明：含硫抑制

剂可明显降低燃料裂解结焦速率，且抑制效果好于含

磷结焦抑制剂，但含硫抑制剂对燃料裂解产物的分布

情况有一定影响；Guo W 等[29]在 2009 年进行了氢供

体和有机硒对正十二烷和航空煤油 RP-3 结焦影响

的试验，分别使用了四氢化萘（THN）、R- 四氢萘酮

（THNone）和苄醇（BzOH）、二苯基硒化物（Ph2Se）和

二苯基二硒（Ph2Se2）及其混合物，试验发现这些添加

剂可有效抑制正十二烷和航空煤油 RP-3 的结焦，并

改变了沉积物的形态，氢供体主要通过降低裂解速率

来抑制结焦，含硒化合物可同时降低由表面催化引起

的热氧化结焦和裂解结焦，二者还具有协同效应；张

强强等 [30] 在 2013 年进行了添加抑制剂对航空煤油

RP-3 裂解和结焦影响的试验，发现添加抑制剂后，燃

料热稳定性有所提高，燃料裂解率降低，但降低幅度

不明显，添加剂同时抑制了表面催化结焦与自由基生

长结焦的形成，由于添加剂的作用，积炭覆盖表面效

果更好，结焦速率下降，稳定后结焦速率更低。

2.6 溶解氧含量对燃油结焦的影响

大量试验研究证明，燃油中溶解氧含量对热氧化

二次反应结焦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降低燃油中

溶解氧含量可显著降低热氧化结焦量。

Jones E G 等[31]在 1993 年对 Jet-A 燃油的试验中

发现沉淀总量与溶解氧含量成比例，并将溶解氧与沉

积物之间的紧密关系归因于有害硫化合物的存在，试

验表明：分别在 205、195、185、175、165、155 ℃的等温

条件下测量空气饱和燃料中溶解氧的耗尽，发现溶解

氧消耗速率与温度有着密切关系，在 185 ℃的壁面

和燃料温度下，当 Jet-A 燃料中溶解氧完全耗尽时，

表面沉积量达到最大值，说明表面沉积速率和溶解氧

消耗相关；Taylor W F[5]在 1974 年进行了 6 种燃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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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溶解氧浓度下的试验，大量试验数据表明，降低

溶解氧浓度可有效减少燃油结焦；And J S E 等 [32]在

1996 年在对 2 种 Jet-A 燃油的试验中发现，降低燃油

中溶解氧含量，加热段沉淀量反而增加，并将该现象

与溶解氧部分消耗联系在一起，当溶解氧只有部分消

耗时，存在 1 个并非最高的溶解氧浓度，其产生最多

的沉积量；Ervin J S 等[33]在 1997 年对航空燃油 JP-8

的试验中发现沉积物的形成可能受到上游溶解氧含

量的影响，在某些条件下，较少的溶解氧可以产生更

多的沉淀物。

孙海云[34]等在 2006 年分别进行了 2,6- 二叔丁基

对甲基酚（BHT）和茶多酚（TPP）2 种酚型抗氧剂作用

下对吸热型碳氢燃料 NNJ-150 的热氧化稳定性影响

的试验，发现加入 BHT 和 TPP 后，结焦量减少，颜色

深度降低，抗氧剂可延长燃料的氧化诱导期，提高燃

料热氧化稳定温度；Pei X Y 等[35]在 2016 年进行了航

空煤油 RP-3 热氧化结焦特性试验，试验数据表明：

在压力为 3 MPa 和质量流量为 1 g/s 的条件下，降低

入口燃油的溶解氧浓度可显著降低燃油热氧化结焦

量，在相同加热条件下，与空气饱和燃料相比，脱氧燃

料的结焦量可降低 31％，而更高的溶解氧含量将会

导致更高的结焦量。

3 结束语

（1）根据对国内外大量试验数据的归纳分析可

知，温度是燃油结焦最大的影响因素，温度不同，结焦

机理不同。而压力、流动方式对其影响很小，故常通过

溶解氧含量、表面材料改性及添加剂来达到抑制结焦

的目的。

（2）抑制燃油结焦，除进行燃料精制外，还可针对

不同的结焦机理采取不同方法。对于热氧化结焦，可

通过去除燃油中溶解氧（如氮气洗涤、使用分子筛吸

附剂、化学还原剂、膜过滤器等）或通过添加抗氧化剂

来抑制；对于裂解结焦，可通过添加结焦抑制剂（如供

氢剂、金属钝化剂、分散剂、复合添加剂等）或通过反

应管路表面处理（如降低粗糙度和表面化学改性等）

来抑制。

（3）燃油除氧系统具有可自循环、环保的优点，该

系统在理想效果下可将燃油中的溶解氧含量降到非

常低的水平，从而杜绝热氧化结焦。将其与添加抑制

剂配合使用，将会比使用多种添加剂的方式更加可

靠、实用，该方面研究必定被重视。

（4）对于裂解结焦，除添加结焦抑制剂外，通过化

学方式对材料表面改性也为抑制结焦提供了新方向。

该方法被认为是今后解决燃油结焦最有希望的手段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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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航空发动机涡轮缘板阻尼块的摩擦接触特性，减小涡轮叶片的振动，采用带圆角的平板接触理论模型进行数

值模拟，推导接触面正压力及切向力的分布，研究接触模型的几何参数对迟滞曲线、切向刚度和能量耗散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接

触面率为 0 时，存在最大能耗曲线和最大能耗点，并且随着接触面率的增大，迟滞曲线所围面积逐渐变小，每周期能量耗散逐渐减

小；其他参数不变时，接触刚度随法向力的增大呈非线性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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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rictional Contact Characteristics of Turbine Edge Plate Damping Block
WANG Kun, WU Jin-wu, ZHAO Guo-yang, LI Zhi-kuan

渊School of Aircraft Engineering,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63,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frictional contact characteristics of aeroengine turbine edge plate damping blocks and reduce the

vibration of turbine blades,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plate contact with flat. The
distribution law of the positive pressure and the tangential force on the contact surface was deduced. The influence of the geometrical
parameters of the contact model on the hysteresis curve, the tangential stiffness and the energy dissipation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 a maximum energy consumption curve and a maximum energy consumption point when the contact rate is zero, and the
area of the hysteresis curve and the energy dissipation decrease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ontact rate. When the other parameters
are constant, the contact stiffness increases nonlinear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ormal force.

Key words: edge plate damping; turbine blades; contact model; energy dissipation; contact stiffness; aeroengine

0 引言

振动是影响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寿命的重要因

素，采取有效措施减小其振动，是航空发动机设计的

关键环节。由于干摩擦阻尼器（缘板、凸肩、叶冠等）具

有减振效果好、对叶片气动性能影响小等特点，广泛

应用于发动机叶片结构设计[1]。Griffin[2]在 1980 年提

出用接触刚度和开始滑动时的摩擦力参数来描述摩

擦阻尼器，并研究每个参数对带阻尼器涡轮叶片共振

响应的影响；Menq 和 Petrov[3-4]使用法向接触刚度、切

向接触刚度和摩擦系数 3 个参数来描述接触模型的

特性；单颖春等[5]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细致考虑接

触点的运动，提出了几种典型的接触运动模型；漆文

凯等[6]以带缘板阻尼块涡轮叶片为对象，分别采用 2

维整体—局部统一滑动模型，对其减振特性进行研

究,得出阻尼块对叶片能起到调频作用；陈香等[7]通过

试验得出接触紧度、阻尼块的接触面积、材料以及外

部激振力共同影响涡轮叶片的减振效果；李迪等[8]对

带冠涡轮叶片进行了系统试验，得出存在 1 个最优的

接触紧度使得该带冠涡轮叶片的减振效果最佳。

接触模型依据阻尼结构来确定，不同的阻尼结构

对应不同形式的接触模型。在涡轮叶片中一般存在着

阻尼销、凸肩和叶冠等阻尼结构，其中阻尼销为圆柱

体，与叶盘接触面积很小，近似为 1 条线，可假设接触

面为“圆柱 - 平板”接触[9]；而凸肩和叶冠，接触面积较

大，可以假设接触面为“平板 - 平板”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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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空发动机工作过程中，涡轮缘板阻尼结构从

接触到完全挤压，接触面往往受到很大的接触压力，

产生很小的相对位移，叶片与阻尼块摩擦接触时，切

向力和切向相对位移的迟滞曲线对准确描述叶片振

动特性至关重要。将带有圆角的平冲头压在平板上，

得到带圆角的平板接触模型，从几何模型出发，结合

数学计算推导对涡轮缘板阻尼块摩擦接触的特性进

行研究，利用该接触模型推导接触面间的法向正压力

和切向力的分布规律，并进一步研究模型几何参数的

影响，得出模型参数对迟滞曲线、切向刚度和能量耗

散的影响规律，为涡轮叶片阻尼器的设计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及模型建立

1.1 研究对象

以常见带缘板阻尼块

的涡轮叶片为研究对象，

如图 1 所示。

1.2 模型假设

各接触体为各向同性

弹性材料；接触形成的矩

形 面 具 有 较 大 的 纵 横

比———d/b；忽略有限长平

板的边缘效应，接触面上

的正压力和剪切力沿 Y 方向（轴向）均匀分布。

1.3 模型参数

将带有圆角的平冲头

压在平板上来描述涡轮叶

片的接触状态，建立涡轮

缘板阻尼接触模型，如图

2 所示。其中 d 为叶片的

纵向宽度；R 为圆角半径；

b 为施加法向压力后沿 X
向的接触长度；Fn 为压头

所受的法向力；T子 为压头

所受的切向力。

2 模型计算

2.1 2 维模型中法向力和

切向力的分布

根据图 2 接触模型，

沿 Y 向取 1 个单位长度平

板进行力学分析，2 维接触

模型如图 3 所示。

图中：T 和 F对应着单位长度的切向载荷和法向

载荷；e 为模型施加切向载荷后接触面沿 X 向的黏滞

长度。接触面的法向力 F（x）沿 X 向的分布可写为[10]

aF（x）
F = 2/x仔-2茁0-sin 2茁0

{（仔-2茁0）cos x+

ln sin（x+茁0）
sin（x-茁0）

sin x

tan x+茁0

2
tan x-茁0

2

sin 茁0蓘 蓡 } （1）

b/a=sin 茁0，根据公式应用 Matlab 进行数值计算，

将纵坐标以（F/a）进行归一化，横坐标以接触长度 a
进行归一化，得到不同几何参数 b/a下法向力沿 X 向

的分布，如图 4 所示。

从图中可见，当 b/a=0 时，未施加法向载荷时的

初始接触长度 a=0，此时带有圆角的平板接触为圆柱

面线接触。随着 b/a的增大，接触面两侧的法向力峰

值 max[F（x）]增大，接触长度中心的法向力 min[F（x）]
减小。当增大到 b/a=1 时，平板在 X 向的接触长度不

随法向载荷 F的改变而改变，此时平板的圆角半径

R=0，接触转化为理想平板接触。对于给定法向载荷

F，在不同切向载荷 T 作用下,将纵坐标以 滋F/a进行

归一化，其中 滋 为常数，横坐标以 a进行归一化，得

到切向力 T（x）沿 X 向的分布，如图 5 所示。

从图中可见，切向力分布与法向力分布类似，接

触边缘切向力较大，接触中心切向力最小。并且随着

图 1 带缘板阻尼块的

涡轮叶片

图 2 涡轮缘板阻尼块

3维接触模型

图 3 2维接触模型

图 4 法向力 F（x）沿 X向的分布

图 5 切向力 T（x）沿 X向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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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向载荷 T 的增大，接触边缘和接触中心的切向力 T
（x）同时增大，直至发生宏滑。这是因为当 T/滋F<1 时，

滑动最先在接触边缘发生，e 为接触区域在 X 向的黏

滞长度。此时对于 e≤|x|≤a的点，接触状态为滑动状

态，对于 |x|≤e 的点，接触状态为黏滞状态；而当接触

物体作用有切向载荷时，在接触边缘处 T（x）/F（x）将
趋向于无穷大，因此滑动总是首先发生在接触边缘。

2.2 接触面切向力与切向相对位移

在上述分析 2 维接触

模型法向力和切向力分布

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切

向力与切向相对位移的关

系，半空间局部受到切向

力分布力 tx 作用，如图 6

所示。

利用 D.A. Hills[11]方法可获得切向力和切向相对

位移的关系，计算得出迟滞曲线，则位移为

sx=（1+f）
2仔E 蓦 tx（n，m） 1

r + 1-2f
r+z +（n-x）2

r3 -（1-2f）（n-x）2

r（r+z）2蓘 蓡dndm
sy=（1+f）

2仔E 蓦 tx（n，m）（n-x）（m-y）
r3 -（1-2f）（n-x）（m-y）

r（r+z）2蓘 蓡dndm （2）

sz=（1+f）
2仔E 蓦 tx（n，m）（n-x）z

r3 -（1-2f）（n-x）2

r（r+z）2蓘 蓡dndm
式中：r2=（x-n）2+（y-m2）+z2；（n, m, f）为受力点的坐

标；r 为受力点到接触中心的距离。

沿 x 方向令 x=y=z，得到接触中心的位移 sx

sx=（1+f）仔E
a

-a乙 tx（n）
d/2

-d/2乙 1-f
（n2+m2）1/2 + fn2

（n2+m2）3/2蓘 蓡 dndm（3）

由于接触面法向力和切向力的分布是关于接触

中心线对称可得

2
d/2

0乙 1-f
（n2+m2）1/2 + fn2

（n2+m2）3/2蓘 蓡 dm=

2（1-f）ln[s+（n2+m2）]+f n
（n2+m2）1/2蓘 蓡

0

b/2

（4）

考虑到 d垌a和 -a≤n≤a，有 d垌n，将式（4）进一

步简化为

2
d/2

0乙 1-f
（n2+m2）1/2 + fn2

（n2+m2）3/2蓘 蓡dm艿2（1-f）ln d
n +f蓘 蓡 （5）

将式（5）代入式（3）得

sx=- 2（1-f2）仔E
a

-a乙 tx（n）ln n
d dn+ 2（1-f2）仔E （ln d

a + f
1-f ） （6）

由式（6）可知，局部半空间受到切向分布力作用

后，接触中心的切向相对位移可表示为

啄x=sx1-sx2= 2仔E* -
a

-a乙 tx（n）ln n
a dn+ ln d

a + f
1-f蓸 蔀蓸 蔀 （7）

式中：E*=2（1-f2）/E，E 为每循环能量耗散量。

由式（7）得到切向接触刚度 kd。法向接触刚度 kn

可由 Mindlin[12]球接触中切向和法向接触刚度关系得

到，即

kn=
2-f

2（1-f）kd （8）

3 数值分析

3.1 迟滞曲线

阻尼系统的能量耗散取决于迟滞曲线围成的面

积，切向载荷 T 代入式（7）得到和相对切向位移 啄 的

单调曲线，根据 Masing 理论[13-14]获得微滑动时的完整

迟滞环，数学表达式为

啄s（T）=啄*-2d T*-滋F
2蓸 蔀

啄n（T）=-啄s（-T） （9）

式中：啄s 为卸载时的切向位移；啄n 为加载时的切向位移。

Masing 理论的初始加载曲线包含迟滞环的所有

特性，在宏滑动区域的迟滞曲线通过水平延长宏滑动

初始时的点获得，得到归一化后切向力和相对位移曲

线如图 7 所示。

在带圆角的平板 3 维接触模型条件下，进一步研

究不同几何参数对迟滞曲线的影响规律。从式（7）获

得的迟滞曲线主要依赖于以下 2 个参数：b/a和 d/a。
给定 d/a时，计算绘制得到不同 b/a条件下的迟滞曲

线，如图 8 所示。曲线 a/b=0.1，趋于圆柱面线接触；曲

线 a/b=0.9，趋于理想平板接触。在微滑动的条件下，

图 6 半空间局部受载

图 7 不同相对位移时的迟滞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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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接触刚度 -法向力关系曲线

图 9 给定 b/a，不同 d/a时的迟滞曲线

迟滞曲线所围的面积随着 a/b 的减小而增加。因此，

对于 1 个给定位移幅值、法向加载和材料属性的接触

模型，最大的耗散能量通过圆柱面线接触获得，即

a/b=0。

研究不同 d/a对迟滞曲线的影响，给定 b/a，得到

不同 d/a条件下的迟滞曲线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

见，d/a仅仅影响迟滞环的的斜率，并不影响迟滞环所

围的面积和单位长度的能量耗散。

3.2 接触刚度

迟滞曲线描述了该接触模型的动态特性，而摩擦

阻尼的接触刚度能直接影响到叶片的振型模态，进一

步研究几何参数 b/R 对接触刚度的影响，通过计算得

到接触刚度与正压力的关系曲线（如图 10 所示）能用

来提取切向接触刚度的准确值，接触刚度与正压力的

关系曲线由式（8）得出，当法向加载不变时，随着 b/R

的增大，切向接触刚度增大。当 b/R 不变时，随着法向

力的增大，切向接触刚度逐渐变大。这是因为法向力

增大，接触面积变大，所以切向接触刚度增大。

3.3 能量耗散

摩擦阻尼装置是通过接触面上的摩擦力在振动

过程中不断耗散能量，来达到减振的目的，可用单个

振动循环中耗散的能量来评价阻尼器的减振效果[15]。

Mindlin[16]分析在 1 个循环加载过程中切向力与耗散

能的比例，试验结果也验证了这个关系[17-18]。能量耗散

与切向力的关系曲线能得到摩擦阻尼能量耗散的情

况，阻尼器耗散的能量等于迟滞曲线围成的面积，每

个循环的耗散能量等于 4 倍的从零加载到最大所耗

散的能量，即

E=4d
LSLIP

乙 sx（x）T（x）dx （10）

因为 Tt=滋F（x），所以式（10）可以写为

E=4d
LSLIP

乙 sx（x）滋F（x）dx （11）

式中：F（x）为法向分力。

两接触物体材料属性相同，在接触时的相对滑动

位移为

s（x）=-2 2（1-f 2）仔E
b

-b乙 tx（n）ln x-n dn+C1 （12）

当 |x|≤e 时，s（x）=0，可求得常数项 C1。

对于初始加载曲线，已知切向力分布 T（x）和接

触面的相对滑动幅值 s（x），根据 2 维接触模型得到

给定 d/a条件下，涡轮缘板阻尼结构的能耗曲线，如

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当 d/a一定时，b/a=0 为面线

接触最大能耗曲线，且存在最大能耗点。在文献[18]给

出的不同加载力下，阻尼结构每周期的能耗曲线，将

坐标归一化后，如图 12 所示。

文献 [18] 的能耗曲线基于试验参数测定计算得

出，试验接触为弧面顶辊滑块与平面滑块的接触，平

板滑块夹持于上下弧面顶辊滑块，法向力与切向力分

图 8 给定 d/a，不同 b/a时的迟滞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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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能量耗散曲线 图12 每周期能量耗散曲线[18]

别加载于弧面顶辊滑块和平面滑块，符合验证本文接

触模型能量耗散规律的试验条件。试验中法向力加载

的存在导致接触几何参数的改变，等效为模型参数

b/a的变化，对比 2 个图可见，二者能耗曲线变化规律

一致。因此该接触模型能较准确描述涡轮阻尼块的摩

擦接触能耗规律，考虑到具体接触参数的差异，仅能

从定性角度对比二者能耗曲线的变化规律相符，定量

研究需进一步完善。

4 结论

（1）涡轮缘板阻尼块接触面法向力和切向力沿滑

移方向面分布规律相同，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出现在

接触中心和滑移边缘，且接触滑移总是首先出现在接

触边缘。

（2）当法向加载不变时，随着 b/R 的增大，切向接

触刚度增大。当 b/R 不变时，随着法向力的增大，切向

接触刚度逐渐变大。

（3）利用本文接触模型推导出几何参数对迟滞曲

线的影响。当 b/a=0 时存在最大能耗曲线和对应的最

大能耗点，并且随着 b/a的增大，接触模型逐渐从圆

柱面线接触转化为理想平板接触，迟滞曲线所围面积

逐渐变小，耗散能量逐渐减小。能耗曲线与相关文献

能耗曲线变化规律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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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使机动转弯条件下转子动力学模型更加精确，考虑梁单元的转动惯量和剪切变形，对有限元 Timoshenko 梁模型的

相关理论进行推导；考虑到机动转弯载荷对转子响应的影响，对机动转弯条件下梁单元、刚性圆盘单元的机动载荷向量和重力载荷

向量进行推导。利用以上推导结果建立了 1 套机动转弯条件下转子有限元的建模方法，利用该方法建立的模型进行机动转弯过程

中含弹性支承双盘转子的振动响应计算，结果表明：机动转弯产生的附加载荷会使转子模型产生一定的静位移。

关键词：机动转弯；有限元；附加离心力；附加陀螺力矩；梁单元

中图分类号：V231.9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2.013

Study on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of Rotor under Maneuvering Turning Condition
ZHANG Peng, LUO Gui-huo, WANG Fei

渊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make dynamic model of rotor more accurate under maneuvering turning condition, the related theory of beam
element was deduced with the considering of moment of inertia and shear deformation.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f load on the rotor response
under maneuvering turning condition, the maneuvering load vector and gravity vector of rigid disk element and beam element were deduced.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a set of rotor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method was established. The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the method, which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vibration response of the double disk rotor including elastic support during maneuvering turn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dditional load of maneuvering turning could produce a static displacement to the rotor model.

Key words: maneuvering turning; finite element method; additional centrifugal force; additional gyroscopic moment; beam element

0 引言

机动性是飞机重要的战术性能指标，良好的机动

性能为飞机带来优异的空中格斗和突防能力。机动飞

行会使飞机转子系统承受附加离心力及附加陀螺力

矩的影响，飞机转子动力特性也将发生改变。文献[1]

考虑了圆盘自由度，利用柔度影响系数法建立了双盘

悬臂转子的运动微分方程，研究了水平盘旋和俯冲拉

起条件下转子的振动特性；文献[2]以 Jeff cot 转子为

研究对象，利用 Lagrange 方程建立圆盘的运动微分

方程，并对机动飞行下转子的非线性特性进行求解；

目前诸多研究[3-8]将圆盘和转子轴视为 2 个单元，利用

柔度影响系数法或 Lagrange 方程进行建模，在保证

计算正确性的同时有效地减少了计算量，但由于转子

简化后的自由度较少，计算得到的振型误差相对较

大，难以获得转子轴上各位置的响应情况，有一定的

局限性。

本文针对机动转弯飞行动作，利用能量法对各有

限单元的矩阵进行推导，并对各单元的载荷向量进行

推导，建立能够考虑转弯过载的转子有限元建模方法，

为机动转弯条件下转子动力学研究提供 1 种新方法。

1 单元矩阵的推导

1.1 刚性圆盘单元

由文献[9]结论可得圆盘惯性矩阵 Me 和陀螺矩

阵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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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e=

md 0 0 0

0 md 0 0

0 0 Id 0

0 0 0 Id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Gde=

0 0 0 0

0 0 0 0

0 0 0 Ip
0 0 -Ip 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1）

式中：md 为圆盘质量；Id 为圆盘直径转动惯量；IP 为圆

盘极转动惯量。

1.2 线性弹簧单元

由文献[9]结论可得线性弹簧单元的刚度矩阵 K se

和阻尼矩阵 Cse

Kse=

ks1 0 0 0

0 ks2 0 0

0 0 0 0

0 0 0 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Cse=

Cs1 0 0 0

0 Cs1 0 0

0 0 0 Ip
0 0 -Ip 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2）

式中：Ks1、Ks2 分别为线性弹簧在 x、y 正交方向的刚度

系数；Cs1、Cs2 分别为线性弹簧在 x、y 正交方向的阻尼

系数。

1.3 Timoshenko 梁单元

本文采用考虑剪切变形和转动惯量的 Timo原
shenko 梁单元建立转子模型。梁单元局部坐标如图 1

所示，考虑剪切变形的梁单元如图 2 所示。

梁单元内任一点位移用形函数和节点位移表

示为

Qe=

N1 0 0 N2 N3 0 0 N4

0 N1 -N2 0 0 N3 -N4 0

0 -N 1 N 2 0 0 -N 3 N 4 0

N 1 0 0 N 2 N 3 0 0 N 4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qe （3）

其中
Qe=[ue（孜，t） ve（孜，t） 兹e（孜，t） 渍e（孜，t）]T

qe=[ue1 ve1 兹e1 渍e1 ue2 ve2 兹e2 渍e2]T
嗓
根据文献[11]，Timoshenko 梁单元的形函数为

N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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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g'

12g'
le

孜+3孜2- 2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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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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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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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定义剪切修正系数为

资= 6（1+滋）（1+姿2）2

（7+12滋+4滋2）（1+姿2）2+4（5+6滋+2滋2）姿2 （5）

式中：滋 为轴段材料的泊松比；姿=ri/ro，为内径与外径

之比。

轴段的截面惯性矩表达为

Ie=仔
4
（R2

4
-R1

4
） （6）

式中：R1 为轴段内圈半径；R2 为轴段外圈半径。

定义常数

g'=EeIe/资GeA e （7）

式中：Ge、A e 分别为剪切模量和截面面积；Ee、Ie 分别

为材料弹性模量和轴段截面惯性矩。

根据文献[11]，长度为 le 的 Timoshenko 梁单元刚

度矩阵 Ke 可表达为

图 1 梁单元局部坐标

ue（0，t）

X

O

渍e（0，t）
渍e（孜，t）

ue（孜，t）
渍e（le，t） ue（le，t）

Z
孜

le

图 2 考虑剪切变形的梁单元

酌

坠ue（孜，t）

X

坠孜
坠ue（孜，t）

坠孜

ue（孜，t）

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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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飞机姿态坐标系

图 4 机动转弯轨迹 图 5 机动转弯机身姿态

Ke=K' （8）

其中 k1=12，k2=le，k3=4（le
2
+3g'），k4=2（le

2
-6g'），

K'= EeIe
le（le

2
+12g'）

单元的惯性矩阵 Me 可表达为

Me=M1' +

M2' （9）

其中

m1=312le
4
+7056g'le

2
+40320g'2

m2=（44le
4
+924g'le

2
+5040g'2）le

m3=108le
4
+3024g'le

2
+20160g'2

m4=-（26le
4
+756g'le

2
+5040g'2）le

m5=（8le
4
+168g'le

2
+1008g'2）le

2

m6=-（6le
4
+168g'le

2
+1008g'2）le

2

m7=36le
3

m8=（3le
2
-180g'）le

2

m9=（4le
4
+60g'le

2
+1440g'2）le

m10=（-le
4
-60g'le

2
+720g'2）le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10a）

M1'=
籽eA ele

840（le
2
+12g'）2

M2'=
籽eIe

30（le
2
+12g'）2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10b）

单元的陀螺矩阵 Ge 可表达为

Ge= G （11）

其中 g1=36le
3
，g2=（3le

2
-180g'）le

2
，g3=（4le

4
+60g'le

2
+1440g'2）le，

G =籽eIe/15（le
2
+12g'）2

2 载荷向量的推导

2.1 机动转弯轨迹建模

为便于描述机动飞行

过程中飞机的姿态，建立

机身坐标系如图 3 所示。

其中 o0x0y0z0 为静止的地面

坐标系，obxbybzb 为固定在

机身上的机身坐标系。

飞机的整个机动转弯过程如图 4 所示，机身姿态

如图 5 所示。飞机在直线段Ⅰ以平飞姿态进行直线飞

行；在转弯段Ⅰ内，飞机沿机身中轴线 zb 滚转角度

兹B，并且以正弦变机动角速度 棕B 通过转弯段Ⅰ；随

后，无人机以转弯段Ⅰ末的姿态完成转弯段Ⅱ的飞

行；在转弯段Ⅲ内，飞机沿机身中轴线 zB 滚转角度

-兹B，并且以余弦变机动角速度 棕B 通过转弯段Ⅲ；最

后，飞机完成转弯，沿直线段Ⅱ进行直线平飞。

根据以上叙述，假设机动转弯过程中飞机的机动

角速度表达为[3]

棕B=

0 0≤t≤t1
棕0 sin（t-t1） t1<t≤t1+仔/2

棕0 t1+仔/2<t≤t2
棕0 cos（t-t2） t2<t≤t2+仔/2

0 t2+仔/2<t≤t3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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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棕0 为稳定的机动转弯角速度；t1、t2、t3 分别为直

线段Ⅰ、转弯段Ⅱ、直线段Ⅱ结束的时刻。

假设机动转弯过程中飞机的滚转角度表达为

兹B=

0 0≤t≤t1
兹0 sin（t-t1） t1≤t≤t1+仔/2

兹0 t1+仔/2≤t≤t2
兹0-兹0 sin（t-t2） t2≤t≤t2+仔/2

0 t2+仔/2≤t≤t3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13）

式中：兹0 为稳定的机身滚转角度。

2.2 梁单元的附加离心力载荷向量

机动转弯条件下单位长度梁单元所受的附加离

心力作功为

dV ec=棕B

2 RB 籽e A e（ue cos 兹B+ve sin 兹B）d孜 （14）

式中：棕B 为机动角速度；RB 为转弯轨迹半径；籽e 为轴

的密度；A e 为轴的截面积；d孜 为微元段长度。

对式（14）沿梁单元长度方向积分得

V ec=棕B

2 RB1籽eA e

le

0乙 （uecos 兹B+vesin 兹B）d孜 （15）

定义

A 1=
le

0乙 N1d孜=le- 1

le
2
+12g'

6g'le+
le
3

2
蓸 蔀

A 2=
le

0乙 N2d孜= 1

le
2
+12g'

1
12

le
4
+g'le

2蓸 蔀
A 3=

le

0乙 N3d孜= 1

le
2
+12g'

6g'le+
le
3

2
蓸 蔀

A 4=
le

0乙 N4d孜= 1

le
2
+12g'

g'le
2
+ 1
12

le
4蓸 蔀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16）

将式（3）、（16）代入式（15）得

V ec=棕B

2 RB1籽eA e（S1cos 兹B+S2sin 兹B）qe （17）

其中

S1=[A 1 0 0 A 2 A 3 0 0 A 4] （18a）

S2=[0 A 1 -A 2 0 0 A 3 -A 4 0] （18b）

由 Lagrange 方程得梁单元附加离心力向量为

Fet=D'{D1 D2 -D4 D3 D5 D6 -D8 D7}T （19）

其 中 D2n-1=Ancos 兹B，D2n=Ansin 兹B，（n=1，2，3，4），D'=

棕B

2 RB1籽eA e

2.3 梁单元的附加陀螺力矩载荷向量

机动转弯时梁单元微元段由于转动所承受的动

能增量为

dTs=2籽eIe赘棕B（渍esin 兹B+兹ecos 兹B）d孜 （20）

对式（20）沿梁单元长度方向积分得

Ts=2籽eIe赘棕B

le

0乙 （渍esin 兹B+兹ecos 兹B）d孜 （21）

定义

B1=
le

0乙 N 1d孜=
le
2

le
2
+12g'

B2=
le

0乙 N 2d孜=le- 1

le
2
+12g'

le
3
+6g'le蓸 蔀

B3=
le

0乙 N 3d孜=
le
2

le
2
+12g'

B4=
le

0乙 N 4d孜=
6g'le

le
2
+12g'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22）

将式（3）、（22）代入式（21）得

Ts=2籽eIe赘棕B（S4sin 兹注+S3cos 兹注）qe （23）

其中

S3=[0 -B1 B2 0 0 -B3 B4 0] （24a）

S4=[B1 0 0 B2 B3 0 0 B4] （24b）

由 Lagrange 方程得梁单元附加陀螺力矩向量为

MJ=B'[B1sin 兹B -B1cos 兹B B2cos 兹B B2sin 兹B

B3sin 兹B -B3cos 兹B B4cos 兹B B4sin 兹B]T（25）

其中 B'=2籽eIe赘z棕B。

2.4 梁单元的重力载荷向量

类比轴所受附加离心力的推导过程，可得机动转

弯时轴所受重力载荷向量为

G=Z {Z1 Z2 -Z4 Z3 Z5 Z6 -Z8 Z7}T （26）

式中：Z2n-1=-An sin 兹B；Z2n=Ancos 兹B，（n =1，2，3，4）；An

的定义见式（16），Z =g籽eA e，g为重力加速度。

2.5 圆盘的载荷向量

机动转弯时盘承受附加离心力为

Fdc=棕B

2 RB1mdisk （27）

盘所受附加离心力在机身坐标轴的分量为

Fdx=Fdccos 兹B

Fdy=Fdcsin 兹B
嗓 （28）

机动转弯时盘承受附加陀螺力矩大小为

MJd=Ip棕B赘 （29）

盘所受附加陀螺力矩在机身坐标轴的分量为

MJx=Fjdcos 兹B

MJy=Fjdsin 兹B
嗓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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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盘在机动转弯过程中所受的附加载荷写成向

量形式

Fdisk={Fdccos 兹B Fdcsin 兹B MJdcos 兹B MJdsin 兹B}T （31）

由图 5 可得，机动转弯时，盘所受重力在机身坐

标系 x、y 方向的分解为

Gdx=-mdiskgsin 兹B

Gdy=mdiskgcos 兹B
嗓 （32）

因此，盘的重力载荷向量为

Gd={Gdx Gdy 0 0}T （33）

由于制造误差等因素，盘的质心会偏离盘心一定

的距离，使得盘在转动过程中会承受不平衡力载荷，

可表达为

Funbalance={赘2mecos（赘t） 赘2mesin（赘t） 0 0}T （34）

式中：me 为不平衡量；赘 为自转转速；t 为时间。

3 单元矩阵及载荷向量的组装

根据文献[12]，对上述推导的单元矩阵和载荷向量

进行组装，形成系统惯性矩阵、刚度矩阵、陀螺矩阵和

阻尼矩阵分别为M、K、G、C，系统总外载荷向量 Psum 为

Psum=Fc+MJ+G+Fdisk+Gd+Funbalance （35）

形成转子运动微分方程

M俟+（赘G+C）u觶+Ku=Psum （36）

4 机动转弯转子振动响应算例

双盘转子有限元模型如图 6 所示。以图 6 中的转

子为研究对象，计算转子在机动转弯过程中的响应。

转子参数见表 1，转弯轨迹参数见表 2。

将表 1 和表 2 中的数据代入式（36），为提高计算

效率，利用固定界面模态综合法对系统进行自由度缩

减[13-15]，对缩减后的模型进行 Newmark 数值求解[10,16]，得

圆盘处的瞬态轴心轨迹如图 7 所示，平飞段稳态轴心

轨迹如图 8 所示，转弯段稳态轴心轨迹如图 9 所示。

从图 7 中可见，盘心首先在直线段Ⅰ的位置进行

圆周运动；当飞机进入转弯段Ⅰ时，盘心沿转弯段Ⅰ

的箭头方向进行螺旋运动，最终到达转弯段Ⅱ的位

置，在该位置，飞机作稳定的转弯机动，盘心作稳定的

图 6 双盘转子有限元模型

节点 1
节点 2

L1 L2 L3 L4 L5

盘 1 盘 2 节点 n-1
节点 n

（a）盘 1 （b）盘 2
图 7 圆盘处的瞬态轴心轨迹（转速为 5000 r/min）

（a）盘 1 （b）盘 2
图 8 平飞段稳态轴心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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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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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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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2
X/×10-5 m X/×10-5 m

-1 0 1 2

6.0

5.5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2 -1 0 1 2

参数

L1 / m

L2/ m

L3/ m

L4 / m

L5/ m

轴截面直径 / m

泊松比

密度 /（kg/m3）

弹性模量 / Pa

数值

0.1

0.2

0.3

0.3

0.1

0.03

0.3

7810

2.11×1011

参数

盘 1 直径 / m

盘 1 厚度 / m

盘 2 直径 / m

盘 2 厚度 / m

左支承刚度 /（N/m）

右支承刚度 /（N/m）

左支承阻尼 /（N·s/m）

右支承阻尼 /（N·s/m）

数值

0.20

0.02

0.15

0.02

3×107

3×107

200

200

表 1 转子参数

参数

机动转弯角速度 棕B/（rad/s）

机动转弯半径 RB / m

机身滚转角度 兹B / rad

转子转速 赘 /（r/min）

盘 1 不平衡量 /g·cm

数值

0.6

600

0.524

5000

5

表 2 转弯轨迹参数

参数

盘 2 不平衡量 /g·cm

直线段Ⅰ结束时间 t1 /s

转弯段Ⅱ结束时间 t2 /s

直线段Ⅱ结束时间 t3 /s

数值

5

1.6

6.8

16.8

图 9 转弯段稳态轴心轨迹
（a）盘 1 （b）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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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周运动，但圆周运动的圆心与直线段Ⅰ的不同；当

飞机退出转弯机动时，即飞机进入转弯段Ⅲ，此时盘

心沿转弯段Ⅲ箭头方向进行螺旋运动退出转弯机动，

最终到达直线段Ⅱ的位置，即回到进入转弯段Ⅰ之前

的位置继续做圆周运动。

从图 8、9 中可见，平飞和转弯时盘心轴心轨迹都

是 1 个圆，半径大小受不平衡量的影响。对比 2 图可

知机动转弯产生的附加载荷会使转子产生不可忽略

的静位移，在实际航空发动机中，这会使得转子系统

与周围静子件有发生碰摩的危险。

5 结束语

（1）推导了 1 套机动转弯条件下转子有限元建模

方法，能够方便地考虑轴所承受的附加载荷以及转子

支承的非线性力，使机动条件下转子系统建模能够方

便地考虑更多的自由度。

（2）求解了线性转子系统在机动转弯条件下的响

应，结果表明机动转弯产生的附加载荷会使转子产生

静位移。

（3）本文算例的研究对象为某线性转子系统，为

了更加贴近实际，未来可将转子支承表示为非线性，

作为非线性力加在系统运动微分方程的右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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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满足基于某型传统涡轮发动机射流预冷技术验证的需求，以射流预冷装置的温降和流阻特性研究为基础，设计了 1

种高效蒸发、低流阻的射流预冷装置，搭建了国内首套基于全尺寸的地面模拟试验系统，通过试验验证的方法研究了喷入介质的流

量变化和进气温度变化对温降和流阻特性的影响，验证了射流预冷技术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发动机入口来流温度不变时，射流预

冷装置的温降特性主要取决于喷入介质的流量变化；随着来流温度的升高，射流预冷装置的介质蒸发率提高，来流降温量也会随之

增大；通过调节喷射介质的流量，可将发动机风扇前气流温度维持在 80～120 ℃；流阻特性主要取决于射流预冷装置自身，而介质

喷射对流阻特性几乎不产生影响；射流预冷装置的总压损失小于 4%，且随着来流温度的升高，总压损失有所减小。

关键词：射流预冷装置；流量；温降；流阻；流线型；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2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2.014

Investigation on Temperature Drop and Flow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of Mass Injection
Pre-Compressor Cooling Device

LIU Xu-feng, CHANG Hong-wen, XUE Hong-ke, HU Peng-fei, SHANG Shou-tang, LI Yun-hui, HU Ming-xi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 for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Mass Injection Pre-Compressor Cooling 渊MIPCC冤 based on a
traditional turbine engine, a kind of MIPCC device with high efficiency evaporation and low flow resistance was designed, and a set of test
system was built based on the study of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ture drop and flow resistance. The effects of medium flow rate variation and
inlet temperature vari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ture drop and flow resistance were studied respectively,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IPCC was verif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mperature drop of MIPCC device lie on the medium flow rate
variation, while the inlet temperature steadiness, the evapor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temperature drop of MIPCC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nlet temperature. The inlet temperature in front of the fan could be maintained within the range of 80耀120 益 by adjusting the flow rate
of medium injection. The flow resistance was mainly caused by the MIPCC device rather than the injection, however, the medium jet
influences hardly on flow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The total pressure loss of MIPCC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nlet temperature,
and total pressure loss of MIPCC was less than 4%.

Key words: MIPCC device曰flow rate曰temperature drop曰flow resistance曰streamline曰aeroengine

0 引言

目前，中国航空动力系统能够实现的最高马赫数

不到 2.3，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根据高速飞行

器的发展趋势，中国亟需开展高速涡轮发动机的相关

研究。从国外典型高速涡轮发动机产品及研制路径可

归纳出其基本特征：以现有涡轮发动机为基础，采用

组合循环和进气预冷等扩包线技术[1]。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进气预冷却发动机包括射流预冷却（Mass Injec-

tion Pre-compressor Cooling ，MIPCC）发动机和吸气式

涡轮冲压膨胀循环发动机（Air Turbo Ramjet Engine

With Expander Cycle，ATREX）[2]。MIPCC 最早由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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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E 技术公司提出[3-4]，是在常规发动机风扇前端进

气道内加装喷射预冷装置[5]，通过将冷却介质喷入进

气道，由于介质蒸发吸热，降低发动机入口的气流温

度，同时改善发动机的推力性能[6]。采用射流预冷技术

使得发动机不再受飞行马赫数和飞行高度的限制，扩

展发动机工作包线 [7-9]。日本于 1986 年提出 ATREX

概念 [10]，也是 1 种进气预冷却概念的涡轮冲压发动

机，利用低温燃料液态氢作为冷却剂通过换热器对来

流进行冷却。相比换热器冷却技术，射流预冷技术对

现有常规涡轮发动机的改动不大，并具有短期内可实

现等优点，其应用于航空发动机已成为高速涡轮发动

机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11]。国外大量研究表明射

流预冷技术已具备工程应用条件[8,12]。

本文设计了基于某型传统涡轮发动机的全尺寸、

高效蒸发、低流阻的射流预冷装置和相关辅助系统，

搭建了国内首台基于全尺寸的地面模拟试验系统。通

过开展射流预冷试验，以获得射流预冷装置降温量和

流阻系数随来流温度、射流预冷装置喷射流量等参数

变化的规律。

1 试验系统和方法

1.1 射流预冷装置模型

设计了基于某型发动机全尺寸的射流预冷装置，

如图 1 所示。射流预冷装置总长 600 mm，主要包括喷

杆、喷嘴、连接法兰、射流筒体及接头等。喷杆等间距

布置在射流筒体内部，喷嘴均匀布置在喷杆上，射流

预冷装置采用法兰形式安装在进气道内。该装置通过

接头与介质增压系统相连，介质由增压系统经喷杆内

腔、喷嘴喷入进气道。

喷射流量通常是以风扇前介质完全蒸发并达到

饱和状态作为理论计算的条件。当喷入的介质流量不

足时，则不能满足降温量要求，当喷入的介质流量过

多时，未完全蒸发的介质则会沿着进气道壁面进入发

动机，给发动机带来安全隐患。喷射指定流量的介质，

使介质较高效率的蒸发是射流预冷装置的基本功能。

在保证喷射流量的前提下，增加喷嘴数量，尽量减小

喷射介质的雾化粒径，均有利于提高喷射介质与高温

气流的换热效率，加快介质雾滴的汽化速度，提高射

流预冷装置的喷射介质的蒸发率[13]。本次设计选用离

心雾化喷嘴来满足喷射流量和雾化粒径的要求，在介

质增压系统的工作压力范围内喷射介质的索特平均

直径（Sauter Mean Diameter，SMD）应不大于 150 滋m。

振动可能会引起喷嘴松动，对发动机造成安全隐患，

因此在喷嘴与喷杆的接口处采用金属变形法满足喷

嘴防松的要求。

装置安装在进气道内，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严重的

总压损失，所谓总压损失 啄 是指气流经过射流预冷装

置后的总压损失量与射流预冷装置前未受扰动气流

的总压之比，是气流损失程度的度量。总压损失越小，

射流预冷装置的流阻特性越好，通过发动机的空气质

量流量越大，射流预冷装置中的喷杆对流阻特性的影

响最大也最直接。

为保证装置具有较好的流阻特性，对喷杆开展创

新性设计，将喷杆截面设计成流线型，将喷杆等间距

交错布置于 2 个截面上，单截面喷杆堵塞比控制在

20%以内，该措施减小了喷杆对气流压力损失的影响，

对射流预冷装置的流阻特性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14-15]。

1.2 试验系统

地面模拟试验系统主要由进气系统、进气道、介

质增压系统、测试系统组成。试验系统整体呈直线型

布置，相比于美国 F100 地面验证试验系统的 L 型布

置[8]，本试验系统设计可以更好地保证气流流场的均

匀性和气流参数测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地面模拟试

验系统流程如图 2 所示。

进气系统用于模拟发动机在高马赫数飞行条件

下的气流的环境温度条件。进气系统主要包括加热

源、引射组件、稳压组件和试验用发动机。某型小发动

图 1 射流预冷装置结构 图 2 射流预冷装置地面模拟试验系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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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作为进气加热源处于系统的最前端，试验用发动机

处于系统的最末端，试验用发动机和热源小发动机先

后工作，小发动机排放的高温尾气与常温气流在引射

组件内初步混合，再经稳压组件掺混、整流后进入进

气道。通过调整小发动机的工作状态来改变尾气的排

放温度，从而实现试验用发动机在不同马赫数、不同

来流的环境温度下的模拟。该系统最高可用于模拟发

动机在马赫数 3 状态飞行时的温度条件。

进气道连接了进气系统，其主要功能是为气流参

数测量提供测试接口，为喷射介质的蒸发提供足够的

空间和时间。进气道主要包括前测量段、射流预冷装

置、转阶段和后测量段。射流预冷装置安装在进气道

中间，喷射截面距发动机入口的距离应该按喷射介质

完全蒸发所需的最小距离值确定。该次设计受进气道

空间条件的限制，该距离确定为进气道内径的 3.5

倍。前、后测量段上设计了气流的温度和压力测量提

供接口，射流预冷装置与转接段采用软连接形式相

连，保证发动机推力测量的准确性。

介质增压系统与射流预冷装置接口连接，其主要

功能是向射流预冷装置提供充足的喷射介质和喷射

压力，对喷射压力、喷射流量和介质温度（对应传感器

图 5 中 P、Q、T）进行测量和控制。系统主要包括储水

箱、管路、增压泵、调节阀、电磁阀、过滤器、流量传感

器等。介质增压系统原理如图 3 所示。

1.3 试验测量

测试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测量进气道内气流的总

压、总温参数。气流总温、总压传感器接口在前测量段

和后测量段中都有规划。其中温度测量传感器采用 K

型热电偶，总压测量使用总压耙。

前测量段测点位置如图 4 所示。采用 4 支 7 点共

28 个总温的稳态测点和 3 支 1 点共 3 个总压的稳态

测点；后测量段测点位置如图 5 所示。采用 6 支 8 点

共 48 个总温的稳态测点和 2 支 8 点共 16 个总压的

稳态测点。

在试验过程中，对温度传感器进行特殊设计，同

时采用多轮验证试验，获得气流温度测量值的修正方

法，最终获得准确的气流的温度值[16]。总温、总压测量

值为射流预冷装置温降特性和流阻特性的分析提供

依据。

1.4 试验方案和试验工况

试验方案如下：

（1）系统最末端试验用发动机点火，根据试车程

序调整至规定状态；

（2）系统最前端小发动机工作，调整小发动机工

作状态，使进气道来流温度至指定工况状态；

（3）介质增压系统启动，使介质在介质增压系统

内循环，预调整至喷射流量，流量稳定后，开启射流支

路，同时关闭回水支路，射流预冷装置开始工作；

（4）对喷射流量进行微调，使喷射流量值稳定至

图 3 介质增压系统原理

图 4 前测量段总温、总压测点位置

图 5 后测量段总温、总压测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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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工况要求，待系统稳定后，测试系统录取数据，同

时记录喷射数据；

（5）为保证发动机入口气流不超温，在模拟高马

赫数状态点时，前端小发动机工作状态和射流预冷装

置喷射流量需协同操作。

规划并开展 10 个工况试验，见表 1。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2.1 不同喷射流量对温降特性的影响

在工况 2～6 下，经射流预冷装置后的气流降温

量随喷射流量的变化曲线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

（1）在发动机入口来流温度不变条件下，发动机

气流质量流量不变，随着介质喷射流量的增加，气流

降温量增大，温降曲线整体呈线性增长，斜率基本保

持一致。分析认为，在来流温度恒定时，喷射介质的蒸

发稳定，当喷射流量增大时，降温量增大，表明射流预

冷装置设计的合理性；

（2）在发动机入口来流温度不变条件下，即当发

动机工作在特定马赫数状态时，射流预冷装置的温降

特性主要取决于喷射介质的流量。

2.2 不同来流温度对温降特性的影响

在工况 7～10 下，经射流预冷装置后的气流降

温量随不同来流温度的变化曲线如图 7 所示。从图

中可见：

（1）在喷射流量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来流温度的

升高，气流降温量增大，温降曲线整体呈线性增长，斜

率基本保持一致。分析认为，当发动机在低马赫数状

态下工作时，进气道来流的滞止温度低，风扇前的喷

射介质的蒸发率较低；当发动机在高马赫数状态工作

时，进气道来流的滞止温度较高，风扇前的喷射介质

的蒸发率较高；随着发动机进气来流温度的升高，发动

机进气质量流量减小，即使喷射介质的蒸发率保持不

变时，气流降温量也会略微增大。因此可知，当进气来

流温度越高，喷射介质的蒸发率会增大，降温量越大；

（2）工况 9 曲线末端斜率变小，说明此时气流降

温曲线随来流温度的升高而变得缓慢。分析认为：当

喷射流量不变时，来流温度到达一定程度后，射流预

冷装置喷射介质的蒸发率达到最大，喷入的介质几乎

完全蒸发，此时气流降温量增速变缓或基本恒定，气

流降温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进入发动机的气流质量

流量降低所致。

2.3 发动机入口温度的控制

以发动机风扇前入口温度为研究对象（分别如图

8、9 所示），分析喷射介质流量和来流温度对其的综

合影响。

工况
发动机来流温度

t/℃
喷射流量

q/（kg/s）

1 140 0

2 140 0.7~1.2

3 160 0.7~1.5

4 180 0.7~1.8

5 200 1.0~1.8

6 220 1.0~2.0

7 200~260 2.0

8 200~280 2.2

9 220~317 2.5

10 280~317 2.7

表 1 试验工况说明

图 6 不同喷射流量对气流降温量的影响（工况 2～6）

图 7 不同来流温度对气流降温量的影响（工况 7~10）

图 8 发动机入口处气流温度（工况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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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通过合理调节介质的喷射流量，发

动机入口气流温度可以控制在 80～120 ℃。即使发

动机依然工作在极限马赫数状态下，射流预冷降低了

发动机风扇入口气流温度，使发动机工作在合适的温

度范围内，从而使得发动机不再受飞行马赫数和飞行

高度的限制，同时，降低发动机来流温度一定程度还

减小了发动机上的应力，提高了发动机的耐久性。

2.4 流阻特性

定义射流预冷装置的总压损失用来衡量射流预

冷装置的流阻特性。通过射流预冷装置总压的减少量

与射流预冷装置前，即前测量段的总压参数之比来定

义射流预冷装置的总压损失啄。以 啄 为研究对象，分析

射流预冷装置的流阻特性。其中工况 1 是射流预冷装

置不喷射介质情况下，随发动机入口温度变化射流预

冷装置引起的总压损失曲线如图 10 所示；在分析介

质的喷射与否对流阻特性的影响时，以发动机风扇前

入口温度为参考进行对比分析。

从图中可见：

（1）在射流预冷装置不工作状态下，即不喷射介

质时，因装置引起的总压损失随着来流温度的升高逐

渐减小，且射流预冷装置引起的总压损失＜4%。分析

认为，来流温度的升高导致进入发动机的气体质量流

量降低，在进气道体积不变的情况下气流流速减小，

导致总压损失减小；

（2）在射流预冷装置工作状态下，从工况 2～6 下

的曲线可见，射流预冷装置的总压损失维持在 1.8%

～3.1%，且随着发动机风扇入口处温度的升高，总压

损失呈递减趋势；

（3）以发动机风扇前入口温度为参考进行对比分

析，当发动机风扇前入口温度相近时，射流预冷装置

工作前后的总压损失变化量不大于 1%。表明发动机

入口气流总压损失主要由射流预冷装置引起，而与介

质是否喷入关系不大。

3 结论

设计了射流预冷装置和地面模拟试验系统，开展

了射流预冷装置的温降特性和流阻特性试验研究，得

到如下结论。

（1）在国内首次开展了基于整机模型的射流预冷

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当发动机的飞行状态处于

不同马赫数时，可通过调节射流预冷装置的喷射流

量，将发动机风扇入口处温度控制在 80～120 ℃，从

而使得发动机不再受飞行马赫数和飞行高度的限制，

射流预冷技术的有效性得以验证；

（2）射流预冷装置的温降特性主要取决于喷射流

量，由试验结果可知射流预冷装置具有稳定的蒸发

率，随介质喷射流量的增加，气流降温量增加，当喷射

介质流量不变时，随着来流温度的增加，射流预冷装

置喷射介质的蒸发率提高，直至喷射的介质完全蒸

发，气流降温量保持恒定；

（3）当喷杆截面呈流线型，采用 2 个截面等间距

交错布置，各截面喷杆堵塞比控制在 20%以内时，射

流预冷装置具有较好的流阻特性，总压损失＜4%，该

特性主要取决于射流预冷装置自身，而与介质是否喷

射关系不大。由此可知：优化喷杆截面型状，减小各截

面喷杆堵塞比是进一步改善射流预冷装置流阻特性

的研究方向。

后续工作将主要研究射流预冷装置的轻质化和

防结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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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压气机内部流场的展向分布特性并提高计算精度，基于流线曲率法发展了 1 种考虑压气机内部展

向掺混作用的计算方法。应用 Gallimore-Cumpsty（G-C）掺混模型模拟紊流扩散的作用，在 2 维 Carter 公式基础上引入改善的

Roberts修正模型对落后角进行预估，通过落后角反映二次流的作用，并对 3级轴流压气机 3S1 进行了计算分析和比较。结果表明：不

考虑掺混因素时所得计算数据的展向分布情况与实际流场相差较大；只有同时考虑紊流掺混和二次流 2 种因素，才能得到最优结果。该

方法能够较好地模拟轴流压气机的展向掺混作用，得到更加贴近实际的气动参数分布，可为压气机设计和优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气动设计；轴流压气机；流线曲率法；展向掺混；落后角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2.015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Axial Compressor Considering Spanwise Mixing
LI Tao1袁 WU Ya-dong1袁2袁 OUYANG Hua1袁3

渊1.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袁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袁 Shanghai 200240袁 China曰 2.Institute of Gas Turbine袁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袁 Shanghai 200240袁 China曰 3.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Advanced Aero-Engine袁 Beijing 100083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spanwis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ner flow field of compressor more accurately and to improve
calculation accuracy袁 a calculation method considering spanwise mixing in the axial compressor was developed 袁based on streamline
curvature method. The turbulent diffusion was simulated by applying Gallimore-Cumpsty 渊G-C冤 mixing model. The deviation angle袁 which
was used to reflect the effect of secondary flow袁 was predicted by the modified Roberts model based on the Carter's 2D formula. and the
computation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a three -stage axial compressor 3S1 were perform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anwise
distribution of the calculation taking no account of mixing is much different from the actual flow field袁 and the optimal results can be
achieved only if turbulent diffusion and secondary flow are considered simultaneously. The method can simulate the spanwise mixing
performance of axial compressors better and obtain reliable aerodynamic parameter distribution袁 which is helpful to the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compressor.

Key words: aerodynamic design曰 axial compressor曰 streamline curvature method曰 spanwise mixing曰 deviation angle

0 引言

轴流压气机是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 3 大核心

部件之一，准确、快速、完整地获得其整体性能指标和

各排叶片的展向参数分布，是其气动设计的基础。叶

轮机械内部 3 元流动分析方法始于吴仲华教授 20 世

纪 50 年代提出的 2 类相对流面理论，并在 50~70 年

代经历了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有关气动损失、落后

角、堵塞因子的模型和经验关联式，逐渐成为叶轮机

械性能分析的主要工具。1990 年以来 CFD 技术快速

发展，但其计算模型、计算成本和计算精度都仍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且较多应用于压气机气动设计的正问

题，以及局部流场的优化。在压气机气动设计领域，流

线曲率法依然是初始反问题计算和优化的主要工具。

轴流压气机的气动设计一直向着更高的级负荷和更

低的展弦比发展，这意味着级间通流的展向掺混作用

更明显，紊流强度增大，二次流动增强。因此，在流线

曲率法的计算中引入展向掺混模型有助于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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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反映压气机的内部流场的展向分布特性，提高计算

精度。在计及展向掺混的分析研究领域，Adkins 和

Smith[1]认为展向掺混由二次流决定；而 Gallimore 和

Cumpsty[2-3]根据试验认为小尺度的紊流扩散起主导作

用；Wisler[4]得到了更为全面而严谨的结论，认为大尺

度的二次流和小尺度的紊流在展向掺混过程中都起到

重要作用，只是因压气机展向位置和运行工况的变化

而有不同的表现；通过对 N-S 方程进行理论分析[5-7]，

也可得到类似结论：对 N-S 方程进行质量加权的概

率平均和周向平均，可得到 S2 流面基本方程组[5]。由

运动方程可看出，影响 S2 流面动量输运的有分子黏

性应力、紊流脉动应力和周向非均匀应力，而周向非

均匀应力包括二次流在内的 3 维大尺度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采用 Wisler 的观点，在基本

的 S2 通流计算中同时引入了紊流扩散和二次流的模

型，以评估展向掺混对流场的作用。将计算结果与公

开发表的数据进行对比和分析，表明考虑展向掺混后

流线曲率法能较好地预测出压气机的流场特性。

1 数值方法

1.1 控制方程

在实际叶轮机械中，气体的流动是非定常、黏性、

全 3 维的流动。计算过程中作定常、绝热和轴对称的

假设，在叶片排前后缘及叶片通道内部均设置计算

站，基于 N-S 方程推导出流线曲率法在 S2 流面上的

控制方程，分别是沿流线方向和沿计算站方向的速度

梯度方程、流量连续方程及焓方程[8]。

对于给定各叶片排出气角分布的反问题，注意到

环量与出气角的关系

V ur=棕r2+rVmtan茁 （1）

在跨声流动中，为得到子午 Ma<1 而相对 Ma>1
的超声速解，可通过式（1）将正问题转化为反问题迭

代求解。所以上述方法可用于相对跨声流动问题。

1.2 紊流扩散模型

紊流扩散采用 G-C 模型，该模型表达的物理过

程是因紊流扩散导致的动量和热量的展向掺混，并用

涡黏系数 滋t 和紊流热传导系数 kt 来度量。滋t 通过掺

混系数 着 确定，kt 和 滋t 通过紊流 Prandtl 数相关联

滋t=籽着Sct （2）

kt=
滋Cp

Prt
（3）

掺混系数 着 可由轴向速度 V z、轴向级长度 Lz 和雷诺

数确定

着= V zLz
Re （4）

实际计算中 Lz 可取进口叶片轴向平均长度，

和 Re 的值可通过经验给出，进而确定涡黏系数及紊

流热传导系数[9-10]。

计及掺混作用时，作用于切向面和轴向面上的应

力忽略不计，计算方程组的黏性应力项也需有所变

动，径向、切向、轴向分量分别为

Er=
4
3

滋t
籽

坠2Vr
坠r2 + 坠Vr

r坠r V r
r2蓸 蔀

Eu=
滋t
籽r

坠2（Vur）
坠r2 - 坠（Vur）

r坠r蓘 蓡 （5）

Ez=
1
籽

坠坠r 滋t
坠Vz坠r蓸 蔀+ 滋t

r
坠Vz坠r蓘 蓡

黏性耗散项为

椎=滋t
坠Vz坠r蓸 蔀 2 + 坠（Vur）

r坠r -2 Vur
r2蓸 蔀蓘 蓡+

2
3
滋t 2 Vr

r蓸 蔀 2 +2 坠Vr坠r蓸 蔀 2 -2 V r
r

坠Vr坠r蓘 蓡 （6）

1.3 落后角计算及修正

二次流的作用通过落后角来体现。在正问题中需

要采用合适的模型预估落后角的分布。目前已经有多

种落后角预估模型，有些方法要求已知流场的若干气

动参数，需要进行迭代计算。2 维 Carter 公式是计算

落后角的经典公式，仅根据叶型的几何参数就可初步

得到落后角的分布。这里根据文献[11]采用 Carter 公

式的另一种形式

啄2D=
0.23（2a軃）2+0.002茁2

*

滓姨
兹 -0.002

（7）

式中：a为叶型最大厚度沿弦长的相对位置，计算中

取 0.5 即可得到较为满意的结果。

修正落后角可应用 Roberts[12-13]的方法。该模型基

于 NASA 压气机中间级的试验数据，以 2 维 Carter 公

式为基础表达了 3 维流动对落后角的影响。叶栅通道

内的流体受到旋转的影响，在离心作用下产生向顶部

流动的趋势。低能流体在顶部的聚集，会因间隙的存

在进一步影响流动。因此，Roberts 认为转子的落后角

在叶根处表现为过转折，而在叶尖处表现为欠转折。

静子的流动现象更加明显，由于叶栅通道垂直气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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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方向压力梯度的存在，流体会在端部附近的区域形

成 2 个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二次流旋涡。这在落后

角上就表现为欠转折。对已有的数据进行插值拟合

后，要求在端壁处表现为过转折。Roberts 研究发现，

静子落后角与壁面边界层厚度、叶型折转角和稠度关

系较大，转子落后角与壁面边界层厚度、叶顶间隙和

展弦比关系较大。

Roberts 的落后角修正模型在叶根处总是表现为

过转折，但事实上在叶根附近是存在欠转折的，而且

Roberts 建立模型使用的数据也能明显反映这一现

象，但是其最终模型并没有体现这一点[14]。动叶内的

流体受离心力的影响有向顶部流动的趋势，但其叶根

处仍然会有二次流涡团的存在。本文在研究中对转子

叶根处取 2毅~4毅的欠转折，然后计算分析其他参数，对

各修正点重新进行插值拟合，得到改善后的落后角展

向分布结果。

2 计算结果与分析

压气机 3S1 是 PW 公司的试验压气机，是 1 台 3

级低速压气机，展弦比为 0.81，轮毂比为 0.915，设计

转速为 5455 r/min，设计压比为 1.357，设计流量为

4.3 kg/s。轮毂和机匣均为圆柱形状，流道没有收敛。

文中采用的试验数据来自文献[15]和[16]，与流线曲

率法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本算例从轮毂到机匣选定

11 条流线，各排叶片前后缘分别设置计算站，每排叶

片通道内设置 3 个计算站，上下游各设置 5 个计算

站，共 43 个计算站。具体的计算网格如图 1 所示。图

中每个格点代表 1 个计算站，水平方向格点相连代表

流线。

针对该算例，给出 5 种方案的数据，分别为：

（1）无黏无掺混，落后角由 Carter 公式给出。

（2）无黏无掺混，落后角由 Carter 公式经 Roberts

修正给出。

（3）G-C 模型，落后角由 Carter 公式给出。

（4）G-C 模型，落后角由 Carter 公式经 Roberts 修

正给出。

（5）文献数据。

本文进行了 5 种方案的计算。第 3 级转子和静子

的出口气流角计算结果与文献给出的数据的对比如

图 2、3 所示。由于出口气流角与落后角有直接关系，

观察到 Carter 公式和改善后的 Roberts 修正各自计算

结果的准确性。从图 2 中可见，Roberts 修正在转子的

叶尖附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与文献数值基本重合，

同时叶根处欠转折的趋势也明显与文献数据相符，但

是幅度上偏小。从图 3 中可见，Roberts 修正使静子两

端部的流动计算均取得明显改善，展向分布形态更接

近文献数据。

第 3 级转子和静子的出口子午速度分别如图 4、

5 所示。从图 4 中可见，前 4 种方案在 20%~80%叶身

部分的数据差距很小，其中方案（1）和（3）的数值与文

献数据更接近，数值上比方案（1）和（3）小 0.5 左右，

但端壁区相差过多。方案（2）和（4）显著改善了端壁区

的情况，这正反映了改善后的 Roberts 模型使端部流

动计算得到明显优化。方案（4）的展向数值均比方案

（2）的稍小，总体上优于方案（2）的。图 5 的情况与图

4 类似，主流区 4 种方案相差不大，端壁区是方案（2）

和（4）优于方案（1）和（3），而总体上方案（4）又优于方

图 1 方案（4）的计算网格

图 2 转子 3出口气流角

图 3 静子 3出口气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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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2）。

3S1 第 3 级出口总压和总温沿展向的分布如图

6、7 所示。对于出口总压，方案（1）在数值上已经较文

献数据偏高，且在展向分布上近似成 1 条直线；方案

（2）的展向分布形态较方案（1）有了明显改善，但数值

上比文献数据小，且绝对误差变大；方案（3）的展向分

布较方案（1）在端壁区有所改善，但数值上反而更大。

可以这样理解：方案（1）假定流动等熵和无黏，且滞止

转焓沿流线为定值。G-C 模型改变了这一假定，焓值

沿流线的梯度为正值，从而温升变大。在损失系数不

变的情况下，压比变大。方案（4）结合了方案（2）和（3）

的优点，在数值和展向分布形态上都更加接近文献数

据。主流区二者几乎重合，在端壁区方案（4）的变化幅

度偏大，但总体上已经达到了较高的计算精度。对于

出口总温，各方案结果与出口总压的情况类似，方案

（4）同样取得最佳的结果，主流区与文献数据几乎重

合，叶根和叶尖处均出现 2 K 左右的误差。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 Roberts 模型在转子叶根

处的结果进行改进，但对于具体的取值尚需要进行更

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总结，得到明确的计算公式，最终

能应用于工程实际。

3 结论

采用流线曲率法的数学模型，通过 G-C 模型模

拟紊流扩散的作用，通过落后角反映二次流的作用。

在 2 维 Carter 公式基础上引入改善的 Roberts 修正模

型对落后角进行预估，发展了 1 种考虑压气机内展向

掺混作用的计算方法。经过数值计算，将计算值与文

献给出的数据进行对比，得到如下结论：

（1）展向掺混对轴流压气机气动参数的展向分布

有重要影响。单纯的无掺混计算所得结果与实际的展

向分布情况偏离较大，所以在压气机气动设计和优化

过程中应当考虑掺混这一重要因素。

（2）小尺度的紊流扩散和大尺度的二次流都是展

向掺混的重要因素。分析本文运用流线曲率法得到的

计算结果，可以看到单独考虑 Gallimore-Cumpsty 模

型或单独采用 Roberts 对 2 维 Carter 公式的修正都不

能得到很好的结果，只有同时考虑这 2 种因素才能获

得最优方案，无论展向分布还是数值都与文献数据最

为贴近。

（3）本文改善了 Roberts 模型在转子叶根处的计算

方法，但只作了初步探究，后面仍需进一步分析讨论。

图 4 转子 3出口子午速度

图 5 第 3级出口子午速度

图 6 第 3级出口总压

图 7 第 3级出口总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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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文采用的方法能够较好地预测轴流压气机

的气动特性，可以进一步运用到后续的分析和优化工

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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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防火能力是影响航空发动机安全性水平的重要特性之一。旨在为防火安全性设计和评估验证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针

对航空发动机的高安全性需求，借鉴国外航空发动机研制技术经验以及相关标准和适航规范，分析了航空发动机防火安全性的能

力要求。从选材控制可燃物、细节消除火源、防火墙阻止火势蔓延 3 方面提出了防火设计策略。对防火试验中的分类、火焰条件、试

验状态、程序以及判据进行了研究，明确了考核试验内容及方法。研究可为航空发动机承研单位提供指导，为使用部门鉴定或适航

审查提供依据，为相关标准的制定和修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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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afety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of Fire Prevention for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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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e protec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that affect the safety of aeroengin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ire safety design and evaluation and verification, for the high safety requirement of aeroengine, the capability requirements of aeroengine
fire prevention safety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technical experiences of foreign aeroengine, the relevant military standards and
airworthiness standards. Fire prevention design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through three aspects which were the selection of combustible
material, the detail design to eliminate the fire, and the firewall to prevent the fire spreading. The classification, flame condition, test
condition, procedure and criterion were investigated, the content and method of the fire test were clarified.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instruction for the aero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airworthiness appraisal and examination of the use department,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revision of related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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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作为典型的热动力机械，长时间工作

于高温高压环境下，电缆线路接头多，燃油、滑油和液

压油的管路错综盘绕，容易引发火灾。一旦在飞行过

程中引发着火，后果将十分严重，历史上的半数飞行

中火情造成了人员伤亡。而导致火灾的起因不尽相

同，据统计，航空燃油泄漏到高温表面被引燃起火占

火灾总数的 34%，高速碎片击穿油箱或打断油管起

火占 24%，燃油泄漏被吸入发动机引起喘振“回火”

而起火占 16%，发动机燃气装置损坏或密封失效导

致燃气外泄起火占 5%，电器线路绝缘损坏或短路起

火和燃油、滑油和液压系统导管被破坏起火占 5%，

遭遇雷击或静电起火占 8%，发动机超温或燃油箱超

压爆破占 3%，其余不明原因的火灾占 3%[1]。

鉴于发动机着火的危害性，国外航空管理部门对

于发动机火灾事故十分重视，在研制规范和适航标准

中都有明确的防火要求，在设计上保证、在考核中验

证发动机的抵御火灾或控制火灾的能力。美国

JSSG-2007《航空涡喷涡扇涡轴涡桨发动机联合使用

规范指南》[2] 中第 3.1.8.2 条规定了防火要求，第

4.1.8.2 条规定了防火验证；联邦航空局适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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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 25 部[3]第4 卷动力装置中从飞机角度对动力装

置着火、隔离以及灭火进行了要求，自 25.1181 至

25.1207 共 15 个条款规定了火区、可燃液体排放、火

的隔离检测和灭火措施；FAR 33[4]部第 33.17 防火条

款要求发动机能够包容、隔离并且经受住火焰，并要

求保证一定的发动机功能，不会导致危害性后果；第

33.75 安全性分析条款，明确不可控着火为 7 个危害

性后果之一，可控的着火为重大发动机后果，对其发

生概率进行严格限制。由于发动机工况日趋苛刻，以

及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都增加了着火风险，在截至

目前的 FAR 33 部共 34 次修正案中，关于防火的修

正就有 6 次，逐步提出了更严格、更细致的要求。欧洲

适航标准 EASE 和英军标 00-970 中也有相近的防火

要求。在试验方面，美国已具备大型和小型气 / 液体

燃烧器等航空防火试验器[5-7]；英国 RR 公司具备 1∶

1 整机防火试验能力，对防火结构、灭火系统的考核

更加真实。

国内对于防火系统设计[8-10]、试验[11-13]以及适航审

定[14-15]等方面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

成果，对于防火的认识水平逐步提高。但是由于条件

限制和实践经验的缺乏，在型号研制过程中难以覆盖

适航安全性所要求的防火能力验证，如防火试验设备

中大多无法全面满足考核部件尺寸、振动环境等条件

的模拟，火焰发生器的精度和稳定性有待发展，考核

判据存在争议等。

本文从航空发动机防火能力要求出发，研究防火

设计策略，分析防火能力验证的方法及判据。

1 航空发动机防火安全性要求

1.1 适航防火条款

适航标准 CCAR 25.1181 条款中规定了指定火区，

包括发动机动力部分和附件部分；2 部分之间没有隔

开的整个动力装置舱；辅助动力装置舱、燃油燃烧加

温器和其他燃烧设备及其安装部分；涡轮发动机的压

气机和附件部分；包含输送可燃液体或气体管路或组

件的涡轮发动机安装的燃烧室、涡轮和尾喷管部分。

适航标准 CCAR 33.17 条款要求：“发动机的设

计和构造及所用材料必须使着火和火焰蔓延的可能

性减至最小。此外，涡轮发动机的设计和构造必须使

出现导致结构失效、过热或其他危险状态的内部着火

的可能性减至最小”。

1.2 防火能力要求

根据适航标准对防火的安全性需求，航空发动机

防火能力的总体要求如下：

（1）发动机零发生不可控失火的预期概率不超过

极小可能概率（概率范围：对于轰炸 / 运输类飞行器

发动机是 10-7 到 10-9 次／发动机飞行小时，对于战斗

类飞行器发动机是 10-5～10-7 次／发动机飞行小时）。

（2）发动机发生受控失火的预期发生概率不超过

微小可能概率（概率范围：对于轰炸 / 运输类飞行器

发动机是 10-5～10-7 次／发动机飞行小时，对于战斗

类飞行器发动机是 10-4～10-5 次／发动机飞行小时）。

（3）发动机结构采用的材料必须使失火和火焰蔓

延的可能性减至最小。

（4）涡轮发动机的设计和构造必须使出现导致结

构失效、过热或其他危险状态的内部失火的可能性减

至最小。

（5）对于可能受失火影响的每个构件，必须确定

其防火 / 耐火能力。

（6）在预期的飞行任务和发动机工作条件下，发动

机所用材料和构件在失火时，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以

保证飞行员 /机组人员能够对着火进行正确处置。

（7）有明确装机对象时或预定的典型安装条件下，

应保证因材料着火燃烧释放出的气体不进入飞行器

座舱空气调节系统。

根据上述需求，对典型零部件结构的具体防火能

力要求如下：

（1）在发动机正常工作期间存留或输送易燃液体

的每个外部管路、接头和其他部件，必须是耐火的或

防火的（通常滑油系统要求防火、燃油、液压系统要求

耐火）。属于发动机部分并与其相连的易燃液体油箱

及其上的易燃液体关停装置和支架必须是防火或用

防火罩防护，任意非防火的零部件被火烧坏后不会引

起危险量的易燃液体泄漏或溅出则除外。

（2）位于火区内的发动机控制系统构件必须是耐

火的或者防火的；任何容易或者具有潜在产生静电放

电或电气故障电流的构件、单元或设备，必须设计和

构造成与发动机基准点等电位接地，以使可能出现易

燃液体或蒸汽的发动机外部区域被点燃的风险减至

最小。

（3）当发动机表面温度（一般为 206 ℃）足以点

燃可能溅到发动机上的易燃液体时，应在发动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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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上特别指明这些区域；如果温度足够点燃易燃液

体的热表面，能够引起失火，则应用防火罩防护。

（4）用作防火墙 / 防火罩的设计、构造和安装必

须是防火的和防腐蚀的。

2 航空发动机防火设计策略

航空发动机要求其设计、构造、材料和所采用的

工艺必须将导致结构失效、过热或其他有害情况的内

部着火的可能性、后果及火灾蔓延的趋势减至最小。

在设计策略上，应尽量避免产生火焰，应能包容、隔离

和承受已经发生的火灾并防止向火焰提供可燃材料

和空气。

2.1 合理选材控制可燃物

设计选材应选用适合工作环境的材料，使着火和

火焰蔓延的可能性减至最小。当使用易燃材料（如钛合

金、镁合金）时，应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不可接受的火灾。

钛合金由于其密度小、比强度高和抗腐蚀性强的

优点而曾经广泛使用，但由于摩擦或冲击可能导致钛

或钛合金零件起火燃烧，由此引发过多次损伤或烧毁

的事件。在选用钛材时，可以考虑以下措施：

（1）在静态钛合金存在区域，当压力超过 200 kPa、

相对气流速度超过 50 m/s、静止钛合金构件结构相对

薄且可能直接或脱落后与转子件发生碰摩时，则应评

估发生钛火的可能性。

（2）应分析钛火燃烧产物可能流经的通道，保证

钛火能包容在发动机内；如果钛火中熔化的颗粒可能

导致非包容失效或其他危害性发动机后果，则必须更

改发动机设计。

（3）对于钛合金转子叶片，应避免钛 - 钛摩擦，改

进不合理结构，例如加强转子的薄弱环节、改进篦齿

封严环、转子叶片加强和调频等。

（4）对于钛合金压气机静子叶片，应确保其位于

轴流压气机的前面级且叶片尺寸足够大、并采取了能

防止被吸入外物打伤的措施。

（5）对于钛合金压气机机匣，应确保采取了合适的

防护措施，能防止发生非包容失火及其导致的损伤。

（6）应对所有钛合金转子或静子封严件进行评估，

确保其采取了合适的措施防止钛合金被点燃并且将

燃烧扩展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对于镁合金零部件，在产生碎片或粉末状态时是

非常易燃的。当镁应用在一些薄壁件或有碰摩或高速

摩擦的情况时，应仔细和慎重评估其着火的可能性及

产生的后果。

此外，在风扇、压气机和涡轮单元体的旋转叶片

和静子机匣间常采用可磨衬垫，设计时需确定在这些

部位所采用的材料。通过设计和分析评估来防止摩擦

掉落的可磨衬垫材料与火源接触被点燃，并防止细小

衬垫材料粉末与热燃气接触或在轴承腔中混合发生

自燃。其他吸附性材料、纤维和树脂材料应分析评估

其支持火灾持续燃烧的可能性。

2.2 细节设计消除着火源

摩擦是产生火源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发动机设计

时已尽可能降低整机振动水平，在保证效率前提下增

大转静件的间隙，以减少碰摩发生。

意外电荷积累电流也可能导致点火，电气接地是

阻止意外电荷积累电流的有效方法，特别是可以减小

易燃材料由于静电累积产生点火的风险。可能引起或

对这些影响敏感的部件、单元体或设备必须有地线

（接地）连到主发动机相关基准部位。

2.3 防火墙阻止火势蔓延

每台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及其燃烧室、涡轮和

尾喷管部分，均必须用防火墙、防火罩或其他等效设

施与飞机的其他部分隔离。

此外，还有一些防火措施需要在设计中加以考

虑，例如，外部附件、管路不应漏油；在发动机容易泄

漏燃油滑油的位置要有排油的通道和措施；在每个火

区布置火警探测器等。

3 航空发动机防火能力验证

上文提出了航空发动机设计时应考虑的防火策

略，但是当火灾不可避免时，应尽可能降低着火所导

致后果的严重程度。对于关键零部件，需要进行考核

试验以证明其在火灾条件下保证安全的能力。

3.1 耐火与防火试验

在试验考核时，分为耐火试验和防火试验。其划

分依据为：在火灾条件下，为了给传感器探测失火、飞

行员 / 机组人员确认并进行正确处置留出时间，要求

某些构件在遭受着火的初始 5 min 内保持一定功能，

这类构件通常应是耐火的；采取切断供油阀、关停发

动机等处置措施后，仍然可能提供支持火焰持续燃烧

的物质构件、自身失效或故障可能造成火焰蔓延的构

件应是防火的。需要进行防火试验验证的部件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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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油液系统、承力结构、电子电气部件等。

油液系统包括燃滑油附件、液压机构、管路、接头

及支架等。通常，当飞机具有燃油切断阀时，要求燃油

系统构件具备耐火能力；滑油系统附件（包括滑油

箱）、液压系统附件以及飞机不提供切断阀的燃油系

统构件，应要求具备防火能力。穿过火区的易燃液体

管线，如果其切断阀位于火区外且处于下游，则要求

其是防火的。

承力结构防火主要应考虑发动机安装节和承力

机匣。安装节应与飞机研制部门共同分析确定防火要

求。承力机匣一般采用铝合金、不锈钢或高温合金，可

以通过分析材料在火焰条件下性能衰减的试验数据

进行评估验证。

对于火区内的电子电气部件，其防火能力验证的

目标是要求能够保证 5 min 内切断燃油功能（且不出

现意外切断）、不引起意外反推打开等其他危害性后

果。对于切断燃油功能，涉及电子控制器、燃油泵 - 调

节器的停车电磁阀以及相关的电缆，需进行 5 min 耐

火试验。还应通过具体分析，对可能由于着火导致反

推意外打开、毒气进入引气系统等后果的部件进行相

应的试验考核。

3.2 试验火焰条件

火焰条件包括火焰温度、热流密度、火焰面积和

冲击位置。火焰温度反映火焰的能量水平，决定了试

验件的表面温度，标准火焰温度为 1093 ℃±66 ℃。

热流密度为火焰传热过程中热量的转移量，反映火焰

燃烧破坏的威力，决定了试验件的初始热响应，防火

试验的热流密度为 116±10 kW/m2。

火焰面积应当包围试验件表面，当无法实现一次

包围时，可以分步试验，但是要求最薄弱位置和每个

潜在的漏油点都能经过试验考核。作用时间区分防火

与耐火，防火试验为 15 min，耐火试验为 5 min。

试验火焰应施加到失火后对构件功能完好影响

最关键的试验件特征上。火焰冲击位置选取应综合考

虑材料、几何特点、零件关键特征、局部火焰影响、振

动、内部液体充满度 / 压力 / 流速、表面涂层、湿度等。

采用安装分析方法确定火焰冲击位置时，必须基于实

际真实安装，且应考虑整流罩结构、发动机短舱结构、

相邻结构的防火罩、整流罩下的空气流、发动机在飞

行器安装的硬件、易燃液体源、空气源等潜在安装影

响，以及构件本身的防火罩、防火涂层等火焰防护特

征影响。

3.3 试验状态选取

试验运行特性和参数应该与产品的实际着火条

件一致，并尽量偏于保守，即应施加对于发生失火最

不利的实际工作载荷和环境条件（比如气流和 / 或液

体流速、压力、结构载荷等）。

在影响散热的因素中，流量越小、温度越高越不

利于散热，条件越苛刻。在防火 / 耐火试验前 5 min，

应当选择慢车状态最低流量；在防火试验后 10 min，

应选择最危险工作状态（如空中停车状态）对应的流

量。液体压力和温度选取原则类似于流量，当液体基

本处于不流动状态时，应选取型号规范规定的最高压

力和最高温度。液体容量（主要是滑油箱）应选择正常

工作状态下的最低容量，不超过最小加油量减去最长

任务的最大消耗量和正常吞入容积。

对于管线、接头、电缆等，应考虑实际工作中结构

载荷。对于停车电缆，应当在油液中充分浸泡后并加

载振动载荷进行试验并实时检测阻抗特性，以验证受

到油液污染后、在振动环境中涂层可能脱落的风险下

仍然具备正常工作的能力。

3.4 试验程序要求

防火 / 耐火试验的试验程序应满足以下要求：

（1）在燃烧器校准后和实际试验完成前，不允许

关闭燃烧器，且测量试验过程中火焰温度的热电偶应

位于试验件前 6.35 mm 处。

（2）试验件距燃烧器的距离，应与燃烧器校准时

测量火焰温度的热电偶以及测量热流量密度的测试

装置距燃烧器的距离相等。

（3）应能保证火焰温度和热流密度达到规定值后

的持续时间满足试验要求。

（4）试验中释放的气体，如滑油蒸汽等，应评估其

爆炸性、毒性、挥发性及其可能引起的损伤。

3.5 试验考核判据

在试验结束后，应依据下述判据判别试验结果。

（1）能够保持必要的功能。在着火条件下的功能

应基于实际情况进行评估，而并非保持全部功能，需

要发动机研制方与使用方和航空管理部门协调确定。

例如，发动机停车功能应当保持，燃油控制部件在持

续运行状态下不会引起危害性后果，燃油控制阀应当

具有防火能力，在火灾发生 5 min 内可以操作将其关

闭，或者默认关闭，并且能够在 15 min 内保持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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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而不会引发危险量的液体泄漏；结构支承件在发

生火情 15 min 内能够具备承载结构的能力，不产生

有害的变形。

（2）无危险量的易燃液体、蒸汽或其他材料的泄

漏。危险量是指易燃液体、蒸汽或其他材料的泄漏量

可以维持或者加剧火焰燃烧。要求在试验过程中或试

验结束后的任何时间，不能有危害性量的易燃液体、

蒸汽或其他材料泄漏的情况发生。试验火焰移除后或

者试验件依然在承压状态下，需要对试验件进行观察

来判别是否发生泄漏以及泄漏程度。

（3）无助燃现象。在试验过程中，试验件本身材

料没有助燃现象，材料不会析出易燃液体或其他易

燃材料。

（4）无残余火。试验火焰移除后能够快速自动熄

火并且不会重新点火。但是，必须考虑试验火焰移除

后火焰继续燃烧的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是试验件材料

的燃烧，也可能是易燃液体泄漏的燃烧（不考虑防火

墙的情况）。一般来说，这些是由于试验失效引起的，

除非能表明残余的火不会很大程度增加着火危害性。

试验结果的可接受程度需要通过具体情况来确定，要

考虑试验中部件的类型和功能。

（5）无防火墙失效。在综合考虑压力和机械载荷

作用时，防火墙不会被烧穿，在火焰移除后不会继续

燃烧。

（6）无其他危害性后果发生。应通过分析评估表

明不会引发适航标准 33.75 条中规定的其他危害性

后果。

4 总结

（1）根据防火安全性需求，航空发动机应能包容、

孤立并且经受火灾，将可燃材料引起着火的可能降至

最低，将可能发生的着火带来的危害性降至最低。通

过合理选材控制可燃物、细节设计消除着火源、防火

墙阻止火势蔓延 3 方面开展防火设计工作，可以有效

提高航空发动机的防火能力。

（2）为了证明航空发动机在火灾条件下保证安全

的能力，需要开展试验验证。本文对部件防火与耐火

能力要求，试验火焰温度、热流密度、火焰面积和冲击

位置，试验件环境条件和载荷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明

确了试验状态和程序。

（3）对于防火试验考核通过的判据，应从完成功

能能力、危险量易燃液体、蒸汽等泄漏，助燃和残余火

现象以及是否导致防火墙失效和其他危害性后果的

发生综合判断。

（4）从设计策略和能力验证角度开展的研究工作

可为航空发动机承研单位提供指导，为使用部门鉴定

或适航审查提供依据，为相关标准的修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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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风车状态进口流量和内阻力是试飞安全评估中必须获取的重要信息。为评估燃烧室空中复燃能力和风车状态下飞机阻

力，在 1 维管流理论基础上，结合流量连续原理，介绍了 1 种通过直接测量尾喷管出口马赫数、间接获取空气流量和内阻力的测量

方案，并根据相似原理，将其推广应用至不同几何的发动机，发展了 1 种不依赖发动机部件特性，且适用于不同几何结构的涡喷 /

涡扇发动机通用的风车状态空气流量和内阻力估算方法。最后以 GE 公司的 CF34-10A 发动机为例，对其风车状态下的进口空气流

量和内阻力进行了估算，估算结果与 GE 公司提供的风车状态数据吻合，满足工程需求。该方法对多发飞机起飞、爬升、着陆以及巡

航阶段单发失效时的飞机阻力性能估算和风车起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风车流量函数；空气流量；内阻力；最大单位推力；点火系数；涡喷 / 涡扇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7.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2.000

Estimation Method of Windmilling Inlet Air Flow and Internal Drag Based on Similarity Principle
GAO Yang袁 LI Mi袁 GAO Lei

渊Chinese Flight Test Establishment, Xi'an 710089, China冤
Abstract: The inlet air flow and internal drag under windmilling conditions are key information that should be achieved in safety

evaluation of flight test. To estimate combustion chamber relight capability and engine drag under windmilling conditions, an measurement
scheme was introduced that the windmilling air flow and internal drag can be obtained indirectly through the measurement of mach number
at nozzle exit based on one-dimensional ducted flow and continuity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similarity principle, the method was applied on
different geometry engines. An estimation method was developed, which was independence on engine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and was
applied on estimating the windmilling drag and air flow of turbojet and turbofan engines in different geometries. At last, taking the GE
CF34-10A as an example, the windmilling inlet air flow and internal drag were estimated.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GE test data, which meet the engineering requirement. It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estimating the assessment of aircraft drag
performance and windmilling start with one or more engines inoperative during take-off, climb, landing, and cruise conditions.

Key words: windwilling flow function; air flow; internal drag; maximum specific thrust; lighting parameter; turbojet/turbofan engine

0 引言

在飞行试验中，武器发射、大机动飞行时容易引

起发动机进气流场畸变，从而引起发动机熄火，造成

空中停车；多发飞机在起飞、爬升、着陆、巡航过程中，

一发或多发失效，此时发动机转速迅速下降进入风车

状态。在航空发动机设计和试验过程中，风车特性如

下[1]：（1）风车起动是在风车状态下进行的，燃烧室进

口压力、温度以及空气流量等参数表征了发动机的空

中再点火能力，获取风车状态下进口空气流量以及关

键截面的热力学参数对空中起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在风车状态下，高、低转子的转速范围以及可提取

的最大功率值是表征发动机轴承润滑系统、液压泵、

发电机等能否正常工作的关键参数；（3）风车阻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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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飞机性能密切相关，是飞机设计部门必须获取的

重要信息，对于单发飞机，风车进口空气流量和风车

阻力特性的获取是估算风车状态下飞机阻力增量的

基础，可以更准确得到单发飞机的升阻比，对建立安

全裕度较高的空中起动航线及空滑迫降航线提供数

据支持。

国外对在风车特性的试验和计算进行了大量研

究，建立了较为成熟的风车特性的仿真计算模型。而

在国内，基本是依靠高空台获取风车特性，人力和物

力耗费较大，而在风车特性计算模型方面还处于初级

阶段。目前，公开发表的计算方法基本分为 3 类：第 1

类基于神经网络方法[2]，结合试验数据获取一定精度

的风车特性计算模型，其通用性和可移植性较差，且

多用于涡喷发动机；第 2 类是基于部件特性的风车特

性计算方法[3]，该方法首先需要发动机各部件的特性，

其次需要对风扇、压气机、涡轮等部件特性进行低转

速拓展，获得慢车转速以下的部件特性，但拓展方法

未经试验验证，而且精度难以保证；第 3 类方法借鉴

不依赖部件特性的风车特性计算方法[4]，但该方法仅

适用于涡喷发动机，对于涡扇发动机误差较大，无法

满足工程要求。

在风车状态下，航空发动机高、低转子转速可在

飞行试验中直接测量，但风车状态进口空气流量及内

阻力无法在试验中获取。本文介绍了 1 种基于相似原

理、不依赖部件特性，适用于带固定收敛尾喷管的涡

喷 / 涡扇发动机通用式的风车状态空气流量和内阻

力估算方法。该方法还适用于转子自由转动和转子受

制约时空气流量和内阻力的估算。

1 风车状态特点

在风车状态下，可加装转速传感器在飞行试验中

直接测量发动机转子转速，但由于受速度冲压的作

用，使进气道截面的马赫数 Ma2 远小于飞行马赫数

Ma，即总静压差非常小，利用传统的进气道出口加装

测量耙的方法无法同时兼顾发动机大功率状态和风

车状态，即需在试飞中准备 2 套不同量程的传感器，

成本太高，在原型机上也没有足够空间。所以在进气

道出口安装测量耙获取空气流量以及内阻力的方法

在风车状态下基本不可用。

大多数航空发动机在其飞行包线内的大部分区

域工作时，雷诺数 Re 一般都在自动模化区（除过高

空低速度区域），而且受燃烧室点火特性的限制，风车

起动包线一般处于飞行包线的中间区域，即需要研究

的风车状态的工作条件满足雷诺数自动模化条件。所

以针对尾喷管几何不可调发动机，可建立基于相似原

理的风车特性估算模型，间接获取不同飞行马赫数下

进口空气流量和风车内阻力。

2 风车特性估算模型

以混合排气涡扇发动机为例，介绍本方法的基本

原理，由于风车状态下发动机尾喷管处于完全膨胀状

态，而在飞行马赫数 Ma一定的情况下，Ma9 就可以作

为表征风车状态时从发动机入口（2 截面）至尾喷管

出口（9 截面）总的压力损失，如图 1 所示。

假设在理想状态下、无压力损失时，即整个发动

机的总压恢复系数为 1.0 时，Ma9=Ma，假设 1 种极限

情况，当整个发动机的总压恢复系数为 0 时，那么

Ma9=0。定义风车流量函数为

专= A 9

A 2

Ma9

Ma
1+ 酌-1

2
Ma9

2

1+ 酌-1
2

Ma2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0.5

（1）

根据文献[7]以及多台发动机数据统计可得，不同

发动机的 A 9/A 2 对应着不同的发动机海平面标准条

件下的最大单位推力（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下的最大

单位推力 Fsmax 作为表征发动机类型和结构的参数），

如图 2 所示。所以对于特定发动机（最大单位推力

Fsmax=const），已知飞行马赫数 Ma时，Ma9 就可由风车

流量函数 专 表征

专=f（Fsmax，Ma） （2）

风车流量函数为通用参数，即对于不同的发动机

（分开排气发动机的推导过程与之相同，区别在所使

用的尾喷管出口面积为 A '9=A 9+A 19），在相同 Ma下，

风车流量函数是 Fsmax 的单值函数。由于缺乏试验数

据，为了验证本文介绍的估算方法，以文献[7]中 39 台

图 1 发动机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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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发动机进出口截面比值与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下

最大单位推力的变化关系[7]

不同类型发动机试验数据为基础，获得风车流量函数

随飞行马赫数和 Fsmax 的通用变化曲线，如图 3 所示，

在其基础上建立风车进口空气流量估算模型。

3.2 风车内阻力估算基本原理

在风车状态下，为了与飞机推力 - 阻力分析体系

保持一致，风车内阻力为

FN=FG9-FG （3）

所以无量纲风车内阻力为

FN

酌A 2Pamb
= 1
酌A 2Pamb

（FG9-FG） （4）

将式（4）整理成马赫数表示的形式

FN

酌A 2Pamb
= 1
酌A 2Pamb

（酌PambA 9Ma9

2
-酌PambAMa2

） （5）

将式（1）代入式（5）可得

FN

酌A 2Pamb
= W RTt2姨

A 2Pt2
蓸 蔀 Ma2

F（Ma）- A 9

A 2
Ma9

2
（6）

可见无量纲风车内阻力是无量纲风车空气流量、

飞行马赫数、面积比 A 9/A 2、尾喷管出口马赫数 Ma9 的

函数。所以在第 3.1 节中建立的风车空气流量估算模

型的基础上，就可以通过式（6）获取风车内阻力。

3.3 估算步骤

风车状态进口空气流量和内阻力估算步骤如下：

（1）已知研究对象的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下的单

位推力 FsISA_Take-off 和飞行马赫数，根据风车状态空气

流量和内阻力估算流程（如图 4 所示），获取了在此飞

行马赫数下的风车流量函数；

（2）根据已知的飞行马赫数，计算 F（Ma）；
（3）根据已知的飞行马赫数和大气条件，计算出

进气道进口总压 Pt 和进口总温 Tt；

（4）根据 F（Ma）、Pt 和 Tt，计算出风车状态流量。

3 算例及结果分析

以 GE公司的 CF34-10A 发动机为研究对象，选

择飞行高度 HP=0～10668 m，飞行马赫数 Ma=0.3～
0.85 作为估算点，估算结果如图 5、6 所示。此算例仅

计算转子自由转动的情况，转子受制约的情况的风车

流量估算步骤与其相同。

为了验证本估算模型的有效性，且便于与 GE 公

司提供的数据进行比较，对不同高度的风车内阻力进

行换算后进行对比，结果如图 7 所示。

在所有飞行高度层，估算的风车内阻力与 GE 公

司数据相差最大不超过 10%（其中在飞行马赫数大

于 0.5 的区域相差不超过 5%），证明了本文提出方法

（a）转子不受限制

（b）转子受限制

图 3 风车流量函数随飞行马赫数和 Fsmax 的变化曲线

图 4 风车状态空气流量和内阻力估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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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性。

4 结论

（1）本文介绍的风车状态进口空气流量和内阻力

估算方法，应用于不同几何尺寸的带固定收敛尾喷管

的涡喷 / 涡扇发动机，不依赖于部件特性，仅需已知

发动机的海平面标准条件下最大功率状态的单位最

大推力，计算过程简单，可以方便地应用到实际工作

中。同时可在本模型的基础上，结合风洞试验数据，考

虑溢流、外罩等安装阻力的影响，给出更加准确的风

车阻力，对研究多发飞机起飞、爬升、着陆以及巡航阶

段单发失效时飞机阻力估算具有重要意义；

（2）在获得了某特定发动机的风车状态下进口空

气流量、燃烧室进口空气流量的基础上，结合飞行试

验中测量的风车状态下燃烧室进口的总温和总压，就

可以获得该发动机的无量纲点火系数，为合理安排空

中起动的试验点提供参考，为考核发动机空中起动性

能提供定量数据；

（3）由于带加力的涡喷 / 涡扇发动机均采用几何

可调尾喷管，设计状态与风车状态的尾喷管喉道和出

口截面面积不同，无法满足基本相似准则，同时无法

建立通用的风车流量函数，所以本文介绍的方法仅适

用于带几何不可调尾喷管的航空发动机，不能直接推

广至估算带加力的涡喷 / 涡扇发动机的风车状态进

口空气流量和内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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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权改投他刊。在此之前，请勿一稿多投，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2.4 高创新性、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论文、优秀的国际合作论文、重要基金资助论文在本刊通过三审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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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