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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因能够有效地减少涡轮叶栅的二次流损失和提高气动性能而在高负荷涡轮设计中得到应用。简要回

顾了涡轮叶栅二次流模型和非轴对称端壁造型方法，重点综述了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高负荷涡轮气动性能研究进展和抑制端壁二

次流的作用机制，介绍了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高负荷涡轮端壁气热耦合作用的冷却特性研究进展，总结了高负荷涡轮非轴对称端

壁设计技术的应用成果，展望了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在高负荷涡轮的高效气动和冷却布局应用方面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高负荷涡轮；非轴对称端壁；气热性能；试验测量；数值模拟

中图分类号：V21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3.001

Aerothermal Performance Research Progress of High Load Turbines with
Non-Axisymmetric Endwal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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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axisymmetric endwall is applied in the high load turbine design because of efficient reducing the secondary flow loss
and improving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turbine cascade. In this article, the secondary flow model of turbine cascade and methods of
non-axisymmetric endwall contouring are briefly introduced,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research progress of high load turbine with non-
axisymmetric endwall design and the mechanism of suppressing endwall secondary flow were emphatically reviewed,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cooling characteristics under function of aerothermal coupling effect of the high load turbine endwall with non-axisymmetric endwall
design was presented, application achievements of the high load turbine non-axisymmetric endwall design technique was summarized, and
further research of the non-axisymmetric endwall design in the aspect of the high efficient aerodynamic and cooling layout of high load
turbine were prospected.

Key words: high load turbine; non -axisymmetric endwall; aerothermal performance;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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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端装备自主化的国家重大需求和对高性能燃

气轮机和航空发动机越来越高的技术经济性要求推

动了气动设计的不断发展，先进的燃气轮机和航空发

动机通流精细化设计可显著提高涡轮的热功转换效

率和运行安全性。向更高温度、更高压力方向发展的

燃气轮机和航空发动机要求热功转换的关键部件涡

轮叶片具有优良的气动效率[1]。

涡轮进口温度和压力的升高在提高了燃气轮机

和航空发动机能量转换效率、降低了热耗率的同时，

也推动了涡轮向高功率方向发展。为保持涡轮结构的

紧凑性，减轻其质量，同时降低涡轮的制造成本，对涡

轮采用高负荷叶型设计。叶型负荷的提高，意味着叶

栅通道中周向压力梯度的增强和端壁二次流强度的

增加，从而引起二次流损失的增加。对于具有小展弦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4 卷

比和高负荷特性的燃气涡轮第 1 级静叶，50%以上的

气动损失来源于二次流损失[2]。减少二次流损失是现

代高负荷涡轮设计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在高负荷涡轮叶栅减少二次流损失的端壁设计

方面，Dossena 等[3]通过轴对称端壁成型来减少高压导

叶的二次流损失，其几何造型的特点是采用收缩性通

道，叶片通道进、出口速度比增大，从而改变叶片根部

载荷分布，以此减少二次流损失，但是这种方法在减

少二次流损失的同时，有可能造成中叶展负荷的增

加，导致型面损失增大，局部气动性能恶化；王仲奇和

郑严[4]、Sonoda 等[5]采用弯叶片通过形成“C”型压力分

布，达到降低叶片端部的载荷，减小周向压力梯度和

二次流损失；Rose[6]率先提出采用非轴对称端壁造型

来减少二次流损失，其基本原理是在吸力面附近形成

凹面，而在压力面附近形成凸面，从而改变当地流场

的速度和压力分布，抑制二次流发展。

非轴对称端壁造型结合 3 维叶片设计由于在减

少二次流损失和提高叶栅出口气流角均匀度方面的

特点而受到重视[7-8]，在现代燃气轮机和航空发动机高

负荷涡轮设计中得到应用。本文简要介绍了涡轮叶栅

中的二次流模型，给出了非轴对称端壁设计方法。在

此基础上综述了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高负荷涡轮气

动性能和传热特性的研究和应用进展及需要继续深

入开展的工作，旨在为高性能涡轮精细化气动设计提

供借鉴。

1 高负荷涡轮非轴对称端壁设计

1.1 二次流模型

非轴对称端壁造型技术减少二次流损失的出发

点基于对二次流产生和发展机理的深入认识。在涡轮

中，二次流定义为方向与主流方向不同的流动，但不

包含间隙泄漏流。在涡轮叶栅中，二次流作为 1 种十

分复杂的流动，包含马蹄涡、通道涡、角涡和尾迹脱落

涡等涡系，其强度和叶片的转折角、负荷以及进口边

界层的状态等多种因素有关[9-10]。Vogt 和 ZiPPel[9]所提

出的二次流模型较为系统和全面，如图 1 所示。

在前缘附近，进口边界层接近滞止状态，边界层

中的总压梯度转化为径向压力梯度，在其作用下，进

口边界层在前缘附近即鞍点位置分离，形成马蹄涡压

力面分支和吸力面分支。马蹄涡形成的意义在于把进

口边界层中的周向涡量转化为流向涡量。

在叶栅通道中，马蹄涡的压力面分支在周向压力

梯度的作用下向吸力面运动，到达吸力面时形成通道

涡。进口边界层在吸力面马蹄涡附近分离，被卷入通

道涡中并成为通道涡的损失核心。同时，在压力面马

蹄涡对应的分离线后的端壁面上形成新的边界层，在

周向压力梯度的作用下，这部分低能流体不断进入通

道涡中并增强了通道涡，被称为周向次流。马蹄涡吸

力面分支靠近吸力面运动，旋转方向与通道涡相反，

其空间位置受通道涡强度的影响，在和其它流体的掺

混中不断减弱。在端壁和吸力面交界处，受通道涡的

影响，还会诱发出角涡，其空间尺寸较小，方向和通道

涡相反，强度与叶型转折角有关。

在尾缘附近的低雷诺数条件下，在扩压区逆压梯

度的作用下，会出现吸力面边界层流动分离现象，从

而在尾缘附近形成回流区。在环形叶栅中，在尾缘附

近的径向压力梯度的作用下，受通道涡的影响，会诱

发出与通道涡反向的尾迹脱落涡，二者相互作用形成

出口面上的高损失区。

Denton[2]指出：二次流所引起的气动损失主要源

于和主流的掺混以及端壁边界层内的摩擦损失。同

时，二次流涡系会在叶栅出口引起气流角的过偏转和

欠偏转现象，引发下游相邻叶排进口的正攻角和负攻

角现象，从而导致攻角损失的增加并引起涡轮气动性

能的降低。

通道涡是叶栅通道内部二次流主要流动形态，进

口边界层越厚，叶片载荷越高，叶型转折角越大，通道

涡的强度越大。因此，就二次流的控制技术来说，叶片

弯曲、倾斜和非轴对称端壁设计这些方法的着眼点都

1—进口边界层；

2—进口边界层分

离线；3—进口流

动，马蹄涡核心；

4—马蹄涡吸力面

分支；5—马蹄涡

压力面分支；6—

进口边界层卷积；

7—叶栅通道横向

流动；8—通道涡；

9—吸力面边界层

运动；10—回流分

离；11—尾迹涡；

12—尾缘涡

图 1 Vogt 和 Zippel 提出的二次流模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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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降低叶片的载荷上，即通过减弱叶栅通道中的周向

压力梯度，以达到减少进入通道涡内的周向次流，抑

制通道涡发展的目的。

基于涡轮叶栅二次流产生机理，减小叶栅端壁面

横向压力梯度，抑制从压力面向吸力面的横向流动，

可以减少二次流损失，特别是高负荷涡轮叶栅的横向

压力梯度增大的情况。

1.2 非轴对称端壁造型方法

端壁造型方法是非轴对称端壁技术能否在应用

中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其基本原理是：当端壁形成

凸面时，由于流线的弯曲，当地流场的速度提高，压力

降低；反之，当端壁形成凹面时，当地流场的速度降

低，压力提高。

国内外科研人员提出和发展了不同的非轴对称

端壁造型设计方法。Rose[6]提出了基于傅里叶级数法

的非轴对称端壁造型方法。在 6 个不同的轴向位置通

过 3 阶傅里叶级数生成端壁面的径向位移扰动，即在

周向根据傅里叶级数生成曲线，并沿流向通过 B 样

条曲线把不同轴向位置的曲线联结起来，从而生成 1

个非轴对称端壁面。

Nagel 等[11]提出了基于衰减函数法的非轴对称端

壁造型方法。空间曲面由沿流向的衰减函数和周向的

余弦函数叠加而成，每个非轴对称端壁面包括 15 个

设计变量。吸力面和压力面上的衰减曲线，均由 2 个

B 样条或者 NURBS 曲线生成，每个样条曲线生成 1

个“波峰”或者“波谷”，并由 1 个参数来控制“波峰”和

“波谷”的平坦度。在周向方向，吸力面和压力面上的

样条曲线通过 1 个正余弦半周期或全周期函数联结

在一起。

李国君等[12-13]提出了三角函数法和压差端壁造型

法，并根据这些方法针对涡轮叶栅进行了非轴对称端

壁设计，对流场进行了数值和试验研究。其中三角函

数法利用了正余弦函数自身具有的单调、连续的特

点，而压差端壁造型法则根据流场内压力面和吸力面

之间的压力差来决定端壁造型幅度。

非轴对称端壁造型方法可以分为 2 类：第 1 类是

利用优化方法来设计涡轮叶栅端壁，要求对应的非轴

对称端壁造型方法能够勾画出各种形状的端壁形式，

也即具有完整的优化空间，如上文提及的傅里叶级数

法、衰减函数法以及 NURBS 方法。这类方法的缺点

是在周向和轴向的定义形式过于繁琐，导致优化设计

变量过多，端壁造型的设计周期较长。

第 2 类方法则是在充分理解和掌握叶栅流场特

性以及非轴对称端壁造型机理的基础上，根据流场的

特点按照合理的端壁造型方法来设计非轴对称端壁。

具有代表性工作如李国君等所采用的三角函数法[12]，

郑金等提出的压差端壁造型法[13]。其优点是设计周期

短、调整灵活；缺点是这些方法对设计者自身的专业

水平要求较高，不利于非轴对称端壁技术在涡轮通流

设计中的广泛应用。

孙皓等[14-15]提出了基于控制型线曲率分布与压力

变化和二次流强度关联的涡轮非轴对称端壁造型方

法———双控制型线法。非轴对称端壁造型如图 2 所

示。在周向，控制型线直接采用正余弦半周期或者全

周期函数，从而在吸力面附近形成端壁凹区，以提高

这一区域的压力，而在压力面形成凸起区域，以减小

这一区域的压力。在轴向，根据控制点的坐标值生成

B 样条曲线，在某一轴向位置，轴向控制型线的径向

位置即为周向控制型线的幅值，从而决定了端壁凹区

和凸区的造型幅度。孙皓等提出的非轴对称端壁造型

方法在轴向 B 样条控制点采用 5 个即可，且控制点

轴向位置不变只沿叶高方向调整，因此，如果周向控

制型线采用半周期函数时，每个端壁面只有 5 个设计

变量。与傅里叶级数法采用 1 阶形式（12 个参数）相

比，设计变量减少了 58%，而与衰减函数法（15 个参

数）相比，设计变量减少了 66%。设计变量的减少必

然极大地提高优化设计的效率，缩短叶栅非轴对称端

壁的设计周期。

非轴对称端壁造型方法是减少高负荷涡轮叶栅

二次流损失，实现工程应用的基础。非轴对称端壁设

计方法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高负荷涡轮气动性能的

图 2 非轴对称端壁造型方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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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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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周向控制型线

sine

co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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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2 高负荷涡轮非轴对称端壁气热性能

高负荷涡轮叶栅气动性能的提高在减少二次流

损失的同时，对于端壁面提出了需要优良传热冷却性

能的要求。因此高负荷涡轮叶栅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在

气动性能和传热冷却特性方面需要综合考虑才能实

现工程应用。

2.1 非轴对称端壁涡轮叶栅的气动性能

非轴对称端壁设计需要掌握高负荷涡轮叶栅二

次流发展和损失生成机理，才能切实可靠地实现抑制

二次流发展，减少流动损失，提高气动性能。Coull[16]在

保持展弦比和进口边界层厚度一定时采用数值模拟

方法研究了气流角、叶型厚度、吸力面升力等对直列

叶栅端壁损失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端壁损失主要包

括端壁边界层耗散损失和二次流损失。

自 Rose[6]提出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减少叶栅二次

流损失的概念以来，科研人员在直列叶栅中进行了设

计和试验验证。Duden 等[17]对高负荷涡轮叶栅进行了

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并采用直列叶栅试验和 3 维数值

计算对非轴对称端壁造型叶栅的气动性能和流场特

性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可

以大幅度降低二次流损失，但是型面损失和进口损失

的增加平衡掉了减小的二次流损失。非轴对称端壁设

计由于改变了二次流流动进而明显地降低了叶栅出

口气流角的偏差。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在多级涡轮中具

有潜在的提高效率的优势。

Harvey 等[18]和 Hartland 等[19]Durham 直列叶栅完

成了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并进行了试验验证。试验测量

结果指出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叶栅总压损失系数相

比于轴对称端壁设计从 0.1377 减小到 0.1108。而数

值计算结果高估了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减少二次流损

失的能力。Hartland 等[19]试验研究了非轴对称端壁设

计的 Durham 直列叶栅的气动性能。试验测量结果表

明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叶栅降低了叶栅出口二次流

的强度和获得了更加均匀的叶栅出口气流角。Gre-

gory-Smith 等[20]发展了针对 Durham 叶栅的非轴对称

端壁造型方法，采用直列叶栅试验和 3 维 RANS 方法

验证了发展的非轴对称端壁设计方法可以有效地减

少二次流强度和损失。

Nagel 等[11]采用发展的非轴对称端壁设计优化方

法进行了直列叶栅端壁造型设计，并采用试验测量的

方法验证了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减少叶栅二次流损失

的有效性。Corral 等[21]提出了基于 Adjoint 方法的减少

二次动能为目标函数的叶栅非轴对称端壁优化设计

方法。优化设计得到的非轴对称端壁低压涡轮静叶的

结果表明：Adjoint 优化设计方法可以快速获得非轴

对称端壁设计，优化获得的非轴对称端壁叶栅减少了

二次流损失，提高了气动效率。

Ingram 等[22]针对 Durham 直列叶栅非轴对称端壁

设计开展了试验测量和数值模拟研究，发现了非轴对

称端壁设计在近吸力面通道中的流动分离现象。定常

RANS 求解方法很难获得非轴对称端壁设计近端壁

面的复杂紊流。Ingram 等[23]采用直列叶栅试验和 3 维

RANS 方法对比分析了轴对称和非轴对称端壁设计

的叶栅气动性能，旨在量化非轴对称端壁获得减小二

次流损失的收益。直列叶栅试验结果指出非轴对称端

壁设计相比于参考叶栅能够减少二次流损失 31%，

但是 3 维 RANS 结果却没有这么明显地提高。结果指

出叶栅通道中转捩流动不会影响端壁造型，3 维

RANS 在预测二次流损失精度方面需要提高。

刘波等[24]和高增珣等[25]采用发展的非轴对称端壁

造型方法开展涡轮叶栅端壁设计，数值验证了非轴对

称端壁能够减少二次流损失。Taremi 等[26]在跨声速直

列叶栅试验台上研究了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对其气动

性能的影响。测量了轴对称和非轴对称端壁跨声速叶

栅的负荷分布、总压损失系数和二次动能分布。研究

表明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弱化了二次流与叶片吸力面

边界层的相互作用。非轴对称端壁能够使得叶栅具有

更小和更弱的涡系结构，进而导致叶栅的二次动能和

出口气流角变化减弱。Sun 等[27-28]提出了基于曲率分

布与压力场和二次流强度关联的双控制型线涡轮叶

栅非轴对称端壁设计方法。建立了结合全局优化方法

自适应差分进化算法、非轴对称端壁造型和气动性能

评价方法于一体的涡轮叶栅和涡轮级非轴对称端壁

优化设计系统，完成了涡轮叶栅和涡轮级的非轴对称

端壁优化设计，并试验验证了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

赵刚剑等[29]采用端壁参数化、3 维气动性能评价

方法和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遗传算法优化设计了涡

轮导叶，优化结果表明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导叶总压

损失系数降低了 3.724%。Luo 等[30]采用伴随方法优化

设计了涡轮叶栅非轴对称端壁型线。在降低优化设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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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轴对称端壁和非轴对称端壁 / 叶片联合优化[35]

图 4 出口截面总压系数

沿叶高分布[36]

时间的同时，Luo 的优化方法获得的叶片在设计工况

和非设计工况均具有更高的气动性能。

2.2 非轴对称端壁与叶片联合设计的叶栅气动性能

结合 3 维弯曲叶片和非轴对称端壁联合设计进

一步提高涡轮叶栅气动性能不仅可以减少二次流损

失，还可以优化叶片负荷分配。在高负荷涡轮叶栅设

计中得到重视和发展。

Bagshaw 等[31]提出采用叶片反向弯曲、非轴对称

端壁造型和端壁面叶型联合设计方法来减少二次流

损失，提高高负荷叶片气动性能。数值模拟结果表明

相比 Durham，总压损失系数减小了 7%。Bagshaw 等[32]

在直列叶栅风洞试验台上测量了采用反向弯曲和非

轴对称端壁设计的叶栅气动性能，试验获得了静压分

布和叶片表面和端壁的流型。结果表明相比于参考

Durham，采用反向弯曲和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涡轮

叶栅总压损失系数从 0.156 减小到 0.131。

Praisner 等[33]基于 CFD 和梯度优化方法针对典型

负荷和 2 个高负荷的涡轮叶栅进行了非轴对称端壁

设计。数值模拟和试验测量结果表明：非轴对称端壁

设计能够有效地减少端部损失。前加载高负荷涡轮叶

栅采用非轴对称端壁设计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其气

动性能。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高负荷涡轮叶栅的损失

相比于初始设计减少 5%。论文同时指出需要更加精

确的 CFD 方法来获得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涡轮叶栅

流动细节，进而掌握减少端壁损失机理。

林智荣等[34]采用改进的余弦函数和 Bezier 样条

曲线的非轴对称端壁造型方法，基于 iSIGHT 软件实

现了叶型与端壁联合成型，优化后绝热效率提高了约

0.43%。

郭振东等[35-36]建立了非轴对称端壁和 3 维叶片

联合优化方法，实现了 3 维叶型和非轴对称端壁整

体设计，最优设计综合了反弯设计和非轴对称端壁

设计。试验测量的参考叶片和非轴对称端壁与叶片

联合优化得到的叶片如图 3 所示。试验和数值计算

的参考叶片与非轴对称端壁和叶片联合设计的叶

片总压损失系数沿叶高

分布的比较如图 4 所

示。数值优化结果相对

参 考 设 计 提 高 了

0.41%；试验最优设计相

对 参 考 设 计 提 高 了

0.5%。在扇形叶栅试验

台上验证了所完成的非

轴对称端壁与叶片联合

设计结果的有效性。

2.3 考虑动、静间隙射流的涡轮级气动性能

涡轮叶栅端壁二次流的发展不仅受到上游叶栅

尾迹的影响，还受到静叶 - 动叶或者动叶 - 静叶之

间轮缘密封间隙射流的影响。轮缘密封射流强烈影响

端壁二次流的发展。Brennan 等[37]针对 Trent500 发动

机高压涡轮的静叶和自带围带的动叶进行了非轴对

称端壁设计。直列叶栅试验结果表明非轴对称端壁设

计通过减少二次流损失而提高静叶效率 0.24%和动

叶效率 0.16%。采用非轴对称端壁后，级效率提高的

原因主要来自于 2 方面。一方面，静叶根、顶部和动叶

根部二次流受到抑制，气动损失减少；另一方面，二次

流所产生的静叶气流不均匀性，即过偏转和欠偏转现

象得到缓解，动叶攻角损失减少。Knezevici 等[38]在低

速直列叶栅试验台上研究了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涡

轮叶栅气动性能。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减小了近端壁面

的横向流动强度和叶片吸力面叶高方向的流动，减弱

了通道涡，从而延迟了二次流的卷积。试验测量结果

表明应用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叶栅可以减少二次流

损失和二次动能。

Germain 等[39]对 1.5 级涡轮进行了非轴对称端壁

设计。试验测量结果指出通过非轴对称端壁设计降低

二次动能和二次流损失，能够提高涡轮效率 0.96%至

1.04%。损失主要在第 1 列叶栅，但是非轴对称端壁

设计使得流场更加均匀，同样对整体效率提高发挥了

作用。Schupbach 等[40]采用非定常试验测量方法阐明

了非轴对称端壁设计提高总总级效率 1.0%±0.4%

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非轴对称端壁设计明显改

善了第 1 列静叶出口流场，使得第 1 列静叶的叶根

和叶顶区域的二次流减弱和损失减少以及降低了

尾迹涡的强度。动叶损失降低和二次流减弱主要集

中在叶根区域。在动叶出口由于二次流减弱导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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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更加均匀。

Schuepbach 等[41]在 1.5 级高负荷涡轮试验台上研

究了轮缘密封射流对非轴对称端壁设计涡轮级气动

性能的影响。非定常试验测量和数值计算结果指出考

虑轮缘密封射流降低了涡轮级采用非轴对称端壁设

计提高总总效率的幅度，降低了非轴对称端壁设计提

高涡轮级总总效率的收益。Jenny 等[42]试验和数值研

究了 1.5 级具有围带的涡轮级中轮缘密封射流在主

流流动中的迁移和输运机理。1.5 级的静叶和动叶端

壁采用非轴对称端壁设计，3 种轮缘密封射流比的研

究结果指出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 1.5 级涡轮效率在

1.0%的射流流量下降低 1.3%。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可

以降低轮缘密封射流敏感度 18%。非轴对称端壁设

计能够成功地减弱轮缘密封射流与叶栅端壁二次流

的相互作用。

Schobeiri 和 Lu[43]基于所提出的连续扩散方法的

非轴对称端壁设计方法对 1 个 3 级试验涡轮的第 2

级动叶端壁进行了设计。数值模拟结果表明非轴对称

端壁设计的第 2 级动叶气动效率从 88.82%提高至

89.33%。

Poehler 等[44]以涡轮级效率最大为目标函数对 1.5

级涡轮的第 1 级静叶和动叶进行了非轴对称端壁和

3 维叶片设计。对第 1 级静叶的叶根和叶顶端壁进行

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对第 1 级无围带动叶叶根进行非

轴对称端壁设计（如图 5 所示）。在 Poehler 等[44]非轴

对称端壁设计的基础上，Niewoehner 等[45]在 1.5 级试

验台（如图 6 所示）上进行了试验验证和数值分析。结

果表明非轴端壁结合 3 维叶片设计可以提高级效率

0.59%（如图 7 所示）。第 1 级静叶的非轴对称端壁设

计有效地改善了静叶出口气流角的均匀度，提高了下

游动叶的气动性能。

Shahpar 等[46]发展了基于 Adjoint 方法和可信度

响应面模型的叶栅非轴对称端壁设计方法。叶栅非轴

对称端壁设计考虑了静叶与动叶间轮缘密封射流的

影响。在一定轮缘密封射流流量和转速下，优化设计

得到的非轴对称端壁涡轮级弱化了轮缘密封射流对

涡轮级效率的影响，在叶片前缘上游的叶栅通道中采

用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可以提高涡轮级气动效率

0.244%。Zimmermann 等[47]在 2 级涡轮试验台（如图 8

所示）上对比了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 2 维叶片和 3 维

倾斜叶片的气动性能。不同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总压

系数沿叶高的分布如图 9 所示。结果指出 2 维叶片采

用非轴对称端壁提高了气动效率。同时验证了非轴对

称端壁设计在多级涡轮中仍然可以提高气动效率

0.96%。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影响了二次流并改变了通

图 6 1.5 级涡轮试验台图片和测量面位置[45]

图 7 非轴对称端壁与叶片联合设计的效率提升[45]

图 5 非轴对称端壁和叶片联合成型设计[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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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涡的形成和叶片负荷。

应用和发展非轴对称端壁技术是减少涡轮叶栅

二次流损失，提高高负荷涡轮气动性能的有效途径和

合理选择。关注叶片与端壁结合处的倒角影响，开展

联合成型设计综合提高气动性能是高负荷涡轮叶片

精细化设计的发展方向[48]。

2.4 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端壁传热特性

二次流所带来的气流不均匀性和高湍流度涡系

不仅降低了静叶的气动性能，也导致形成端壁的高换

热系数区域。而非轴对称端壁技术在降低二次流损失

的同时，也对叶栅端壁的换热特性有着显著影响。

Saha 等[49]采用数值方法对比了轴对称和非轴对

称端壁设计的涡轮叶栅气动和传热特性，指出相比于

轴对称端壁，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叶栅总压损失系数

减小，同时平均传热系数减小 8.0%。Lynch 等[50]采用

直列叶栅试验研究了非轴对称端壁的传热性能，表明

非轴对称端壁设计降低了涡轮叶栅通道涡的强度。相

比于轴对称端壁，在高传热区域，传热水平降低了

20%。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传热收益不受叶栅雷诺数

变化的影响。

Lawson 等[51]通过试验测量和数值模拟的方法研

究了颗粒沉积对端壁气膜冷却性能的影响。分析了轴

对称端壁和非轴对称端壁气膜冷却性能，结果表明非

轴对称端壁设计减弱了固体颗粒在气膜孔附近的沉

积。颗粒沉积降低了轴对称端壁 50%的气膜冷却效

率和非轴对称端壁 40%的气膜冷却效率。

Schobeiri 等[52]针对 3 级试验涡轮的第 2 级动叶

进行了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如图 10 所示）。为了研究

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对动叶端壁气动性能和气膜冷却

效率的影响，Schobeiri 等在不同吹风比和转速下的试

验结果表明，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可以提高气动性能和

端壁冷却效率，但是数值结果高估了气动性能（如图

11 所示）。研究表明吹风比和转速对端壁造型的气膜

冷却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Mensch 等[53]基于直列叶栅端壁气膜冷却和射流

冷却复合冷却结构，采用试验和数值方法研究了非轴

图 8 2级涡轮试验台子午流道[47]

图 9 总压损失系数沿叶高分布[47]

图 10 非轴对称端壁流动冷却试验台[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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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端壁设计的总体传热性能。结果表明：非轴对称

端壁设计通过延迟通道涡和二次流的发展而降低了

平均传热系数。因为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弱化了通道涡

对端壁流动的影响，减弱了冷却射流的掺混从而提高

了端壁的气膜冷却效率。

Lynch 和 Thole[54]在直列叶栅试验台上，采用 LDV

(Laser Doppler Velocimeter)和 OFI(Oil Film Interferom-

etry) 方法试验对比了轴对称和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

涡轮叶栅的 3 维边界层流动。试验结果表明非轴对称

端壁设计降低了大尺寸通道涡的强度，同时通过提高

紊流度而增强了传热性能，揭示了涡轮叶栅通道端壁

边界层受到轴向和横向流动方向的压力梯度以及大

尺寸通道涡作用而具有明显 3 维特征，强烈影响端壁

的传热和摩擦系数。

Puetz 等[55]和 Kneer 等[56]针对涡轮静叶设计了考

虑轮缘密封射流的非轴对称端壁叶型气动性能和气

膜冷却效率直列叶栅试验台。气动性能试验结果表明

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影响叶型和端壁的压力分布以及

端壁流场，对静叶端壁气膜冷却效率的影响由于改变

了端壁的流场进而影响端壁的传热性能。

Panchai 等[57]在跨声速直列叶栅试验台上研究了

出口马赫数分别为 0.71、0.88 和 0.95 时以气动最优、

传热最优的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叶栅和轴对称端壁

叶栅的传热性能（如图 12 所示）。试验结果表明无论

气动最优还是传热最优的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均可以

明显地降低平均传热系数约 10%。端壁表面的

Stanton 数分布也表明在端壁的大部分区域降低了热

斑的幅值，但是试验测量到在前缘附近具有提高的

Stanton 数值。试验和数值结果均表明非轴对称端设

计能够显著地提高涡轮叶栅通道的传热性能。

2.5 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变工况气动性能

对非轴对称端壁涡轮变工况特性的研究分为叶

栅和涡轮级 2 种，Vazquez 等[58]对具有高展弦比、高转

折角和高负荷特点的燃气轮机低压涡轮叶片进行了

不同雷诺数（1.20~3.15）×105 和马赫数（0.5~0.9）条

件下的变工况特性研究，研究表明：雷诺数通过改变

边界层的状态来影响叶栅气动损失，对非轴对称端壁

叶栅的效果影响有限。而马赫数的变化则会引起叶片

表面压力的明显变化，对于其在试验中所采用的动叶

叶型来说，在低马赫数时，压力分布趋向于前加载方

式，而在高马赫数时，叶片负荷变为后加载方式，静压

分布形式与设计工况时相差较大，这是非轴对称端壁

减少气动损失的作用“失效”的主要原因。

为评估非轴对称端壁涡轮级在不同工况下的气动

特性，RR 公司对 Trent 500 发动机高、中压涡轮级在

80%、100%和 120%设计转速下进行了试验测试[59-60]。

在设计转速下，相对于轴对称端壁涡轮级，非轴对称

端壁高压涡轮级效率约提高 0.5%，随着输出功率的

变化，效率提高的变化幅度不大。中压涡轮级在设计

转速下，级效率约提高 1.0%，但在输出功率大于设计

值时，随着涡轮级气动性能的恶化，非轴对称端壁减

少气动损失的效果明显减弱。Snedden 等[61]对非轴对

称端壁涡轮级在不同转速下的气动性能进行了试验

测量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当涡轮级负荷减小时，与

轴对称端壁涡轮级相比，效率提高的幅度有所增大。

目前，关于非轴对称端壁涡轮变工况特性的研

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结论还需要进行深

入研究。

3 结束语

科研人员采用直列叶栅、环形叶栅和旋转涡轮级

试验验证了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在减少涡轮叶栅二次流

损失和提高气动性能的有效性。非轴对称端壁联合叶

片优化设计是现代高负荷涡轮气动设计的关键技术。

非轴对称端壁设计技术可以减少叶栅出口气流

角的偏转，有利于减少下游叶栅的攻角损失。试验和

数值验证在多级涡轮叶栅中采用非轴对称端壁设计

技术能够提高涡轮整体气动性能，降低了动静间轮缘图 12 气动和传热性能最优的非轴对称端壁设计[57]

进口 出口

13毅
视角端壁

基准：轴对称端
X

Z
Y

V1 P1 R1

气动性能最优的非
轴对称端壁设计

P3
V2 P2 V3

传热性能最优的非
轴对称端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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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射流对涡轮气动性能影响的敏感度。

直列叶栅和级试验与数值模拟证明了非轴对称

端壁设计能够提高端壁面的冷却效率。非轴对称端壁

设计改善涡轮叶栅端壁面换热主要集中在 2 个区域：

在通道中部，由于非轴对称端壁降低了周向压力梯

度，减弱了端壁上的周向次流，压力面附近的换热系

数明显降低；在吸力面后部，强度减弱的马蹄涡和通

道涡引起角涡强度的降低，也使得吸力面后部区域的

换热特性得到改善。

4 展望

高负荷涡轮非轴对称端壁设计需要清楚掌握端

壁面凹凸形式、叶片与端壁连接的倒角结构、压力分

布以及涡系强度变化之间的联系，根据叶片表面的压

力分布对设计结果进行预测，优化设计非轴对称端壁

造型，这是掌握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在抑制通道涡发

展，减少二次流损失的流动机理基础上从实验室走向

工程应用必须开展的研究工作，包括可靠的数值模拟

方法和精准的试验测试技术。

在涡轮级非轴对称端壁设计时，不仅需要考虑级

效率的提高，还需关注级功率的变化。非轴对称端壁

在抑制通道涡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喉部尺寸，

改变了级反动度。非轴对称端壁设计需要在级环境下

考虑其对反动度、动叶攻角等级参数的影响，全面把

握设计工况和变工况下非轴对称端壁对级气动性能

的影响。阐明非轴对称端壁设计对涡轮级设计工况和

变工况性能影响作用机制。

涡轮进口参数的提高，需要对涡轮端壁的二次流

损失减少的同时提高冷却效率。开展考虑动静间隙和

端壁气膜冷却射流作用下动静非定常相干时非轴对

称端壁设计的涡轮级气热性能和流热耦合机理的研

究，掌握非轴对称端壁涡轮级气热性能耦合作用机

制，发展综合考虑气动损失和冷却效率的多学科非轴

对称端壁设计优化系统，实现高负荷涡轮级高效气动

和冷却布局设计。

参考文献：

[1] 季路成. 高性能叶轮机全 3 维叶片技术趋势展望 [J]. 航空发动机，

2013，39（4）：9-18，31.

JI Lucheng. Trend prospect of full three-dimensional blading tech-

niques for high performance turbomachinery [J]. Aeroengine，2013，39

（4）：9-18，31.（in Chinese）

[2] Denton J D.Loss mechanisms in turbomachines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1993，115：621-651.

[3] Dossena V，Perdichizzi A，Savini M. The influence of endwall contour-

ing on the performance of a turbine nozzle guide vane [J]. ASME Jour-

nal of Turbomachinery，1999，121（2）：200-208.

[4] 王仲奇，郑严. 叶轮机械弯扭叶片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J].中国工

程科学，2000，2（6）：40-48.

WANG Zhongqi，ZHENG Yan.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owed-twist blade for turbomachines [J]. Engineering Science，2000，2

（6）：40-48.（in Chinese）

[5] Sonoda T，Hasenjager M.Effect on end wall contouring on performance

of ultra-low aspect ratio transonic turbine inlet guide vanes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09，131：011020.

[6] Rose M G. Non-axisymmetric end wall profiling in the HP NGVs of an

axial flow gas turbine[R]. ASME 94-GT-249.

[7] 曾军，唐洪飞. 非轴对称端壁技术的应用及发展[J]. 航空科学技术，

2012（3）：5-8.

ZENG Jun，TANG Hongfei.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on-ax-

isymmetric endwall technology[J]. Aeronautic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2（3）：5-8.（in Chinese）

[8] 孙皓，李军，李国君，等. 非轴对称端壁造型技术在涡轮中的应用和

发展[J]. 热力涡轮，2012，41（1）：18-25.

SUN Hao，LI Jun，LI Guojun，et al.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n-axisymmetrical endwall contouring in the turbomachinery[J]. Ther-

mal Turbine，2012，41（1）：18-25.（in Chinese）

[9] Vogt H F，Zippel M. Sekundaerstroemungen in turbnengittern mit gar-

den und gekruemmten schauffeln; visualisierung im ebenen

wasserkanal [J]. forschung im ingenieurwesen - engineering research，

2001，62（9）：247-253.

[10] Langston L S. Secondary flows in axial turbines - A review [J]. Heat

Transfer in Gas Turbine Systems，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iences，2001，934（1）：11-26.

[11] Nagel M G，Baier R D.Experimentally verified numerical optimization

of a three-dimensional parametrized turbine vane with nonaxisymmet-

ric end walls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05，127（2）：

380-387.

[12] 李国君，马晓永，李军. 非轴对称端壁成型及其对叶栅损失影响的

数值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5，39（11）：1169-1172.

LI Guojun，MA Xiaoyong，LI Jun. Non-axisymmetric turbine end wall

profiling and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effect on turbine cascade loss

[J].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2005，39（11）：1169-1172.

（in Chinese）

[13] 郑金，李国君，李军，等. 一种新非轴对称端壁成型方法的数值研

究[J]. 航空动力学报，2007，22（9）：1487-1491.

ZHENG Jin，LI Guojun，LI Jun，et al.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n a

new non-axisymmeric endwall profiling method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2007，22（9）：1487-1491.（in Chinese）

[14] 孙皓，宋立明，李军，等. 小展弦比叶栅非轴对称端壁造型及气动

性能的数值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2，46（11）：6-11.

9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4 卷

SUN Hao，SONG Liming，LI Jun，et al.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n

nonaxisymmetrical end wall profiling and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low axpect ratio cascade [J].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2012，46（11）：6-11.（in Chinese）

[15] 孙皓，宋立明，李军. 涡轮叶栅非轴对称端壁优化设计[J]. 西安交

通大学学报，2013，47（9）：35-40.

SUN Hao，SONG Liming，LI Jun. Optimization design of nonaxisym-

metrical end wall profiling for turbine cascade [J].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2013，47（9）：35-40.（in Chinese）

[16] Coull J D. Endwall loss in turbine cascades[J]. ASME Journal of Tur-

bomachinery，2017，139（8）：081004-1-12.

[17] Duden A，Raab I，Fottner L. Controlling the secondary flow in a tur-

bine cascade by three-dimensional airfoil design and endwall con-

touring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1999，121（2）：

191-199.

[18] Harvey N W，Rose M G，Taylor M D，et al. Nonaxisymmetric turbine

end wall design：part I：three-dimensional linear design system[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00，122（2）：278-285.

[19] Hartland J C，Gregory-Smith D G，Harvey N W，et al. Nonaxisymmet-

ric turbine end wall design：part II-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00，122（2）：286-293.

[20] Gregory-Smith D G，Ingram G，Jayaraman P，et al. Non-axisymmet-

ric turbine end wall profiling [J]. Proc. IMechE Part A：J. Power and

Energy，2001，215：721-734.

[21] Corral R，Gisbert F. Profiled end wall design using an adjoint

Navier-Stokes solver[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08，130

（4）：021011-1-8.

[22] Ingram G，Gregoey-Smith D，Harvey N.Investigation of a novel sec-

ondary flow feature in a turbine cascade with end wall profiling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05，127（1）：209-214.

[23] Ingram G，Gregory-Smith D，Harvey N.The benefits of turbine endwall

profiling in a cascade [J]. Proc. IMechE Part A：Journal of Power and

Energy，2005，219：49-59.

[24] 刘波，管继伟，陈云永，等. 用端壁造型减少涡轮叶栅二次流损失

的数值研究[J]. 推进技术，2008，29（3）：355-359.

LIU Bo，GUAN Jiwei，CHEN Yunyong，et al.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for effect of non-axisymmetric endwall profiling on secondary flow in

turbine cascade [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08，29（3）：

355-359.（in Chinese）

[25] 高增珣，高学林，袁新. 涡轮叶栅非轴对称端壁的气动最优化设计[J].

工程热物理学报，2007，28（4）：589-591.

GAO Zengxun，GAO Xuelin，YUAN Xin. Aerodynamic optimal de-

sign of non-axisymmetri endwall for a turbine cascade [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2007，28（4）：589-591.（in Chinese）

[26] Taremi F，Sjolander S A，Praisner T J.Application of endwall contour-

ing to transonic turbine cascades：experimental measurements at de-

sign conditions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13，135（1）：

011031-1-12.

[27] Sun H，Li J，Song L，et al. Non-axisymmetric turbine endwall aerody-

namic optimization design part I：turbine cascade design and experi-

mental validations[R].ASME 2014-GT-25362.

[28] Sun H，Song L，Li J，et al. Non-axisymmetric turbine endwall aerody-

namic optimization design part II：Turbine stage design and unsteady

flow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R].ASME 2014-GT-25364.

[29] 赵刚剑，刘波，那振喆，等. 采用新型非轴对称端壁优化设计方法

提高涡轮性能的数值研究[J]. 推进技术，2014，35（5）：597-602.

ZHAO Gangjian，LIU Bo，NA Zhenzhe，et al. Improving the perfor-

mance of turbine based with new optimization design method[J]. Jour-

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14，35（5）：597-602.（in Chinese）

[30] Luo J，Liu F，McBean I.Turbine blade row optimization through end-

wall contouring by an adjoint method [J]. Journal of Propulsion and

Power，2015，31（2）：505-518.

[31] Bagshaw D A，Ingram G L，Gregory-Smith D G，et al. The design of

three-dimensional turbine blades combined with profiled endwall [J].

Proc. IMechE Part A：J ournal of Power and Energy，2008，222：

93-102.

[32] Bagshaw D A，Ingram G L，Gregory-Smith D G，et al. An experimen-

tal study of three-dimensional turbine blades combined with profiled

endwalls [J]. Proc. IMechE Part A：Journal of Power and Energy，

2008，222：103-110.

[33] Praisner T J，Allen-Bradley E，Grover E A，et al. Application of non-

axisymmetric endwall contouring to conventional and high-lift turbine

airfoils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13，135（11）：

061006-1-8.

[34] 林智荣，韩悦，袁新. 非轴对称端壁与弯叶片联合造型方法及应用

[J]. 工程热物理学报，2014，35（11）：2159-2163.

LIN Zhirong，HAN Yue，YUAN Xin. Investig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on-axisymmetric endwall and bowed blade joint profiling [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2014，35（11）：2159-2163.（in Chi-

nese）

[35] 郭振东，张伟麟，李琛玺，等. 非轴对称端壁与叶片联合成型气动

优化试验验证[J]. 工程热物理学报，2016，37（7）：1416-1421.

GUO Zhendong，ZHANG Weilin，LI Chenxi，et al. Experimental vali-

dation of an optimizated 3D parameterized turbine vane with non-ax-

isymmetric endwall [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

2016，37（7）：1416-1421.（in Chinese）

[36] 郭振东，宋立明，孙皓，等. 非轴对称端壁与三维叶片联合成型气

动设计优化[J]. 工程热物理学报，2016，37（2）：285-289.

GUO Zhendong，SONG Liming，SUN Hao，et al. . Aerodynamic opti-

mization of a 3D parametrized turbine vane with non-axisymmetric

endwall [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2016，37（2）：

285-289.（in Chinese）

[37] Brennan G，Harvey N W，Rose M G，et al. Improving the effciency of

the trent 500HP turbine using nonaxisymmetric end walls - part I：

turbine design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03，125（3）：

497-504.

[38] Knezevici D C，Sjolander S A，Praisner T J，et al. Measurements of

secondary losses in a turbine cascad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10



李 军等：非轴对称端壁设计的高负荷涡轮气热性能研究进展第 3 期

nonaxisymmetric endwall contouring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

chinery，2010，132（1）：011013-1-10.

[39] Germain T，Nagel M，Raab I，et al. Improving efficiency of a high

work turbine using nonaxisymmetric endwalls - part I：endwall de-

sign and performance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10，

132（4）：021007-1-9.

[40] Schupbach P，Abhari R S，Rose M G，et al. Improving efficiency of a

high work turbine using nonaxisymmetric endwalls - part II：

time-resolver flow physics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

2010，132（4）：021008-1-10.

[41] Schuepbach P，Abhari R S，Rose M G，et al. Influence of rim seal

purge elow on the performance of an endwall-profiled axial turbine[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11，133（4）：021011-1-10.

[42] Jenny P，Abhari R S，Rose M G，et al. A low pressure turbine with

profiled endwalls and purge flow operating with a pressure side bub-

ble[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12，134 （11）：

061038-1-9.

[43] Schobeiri M T，Lu K.Endwall contouring using continuous diffusion：a

new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to a three-stage high pressure turbine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14，136（1）：011006-1-10.

[44] Poehler T，Niewoehner J，Jeschke P，et al. Investigation of nonax-

isymmetric endwall contouring and three-dimensional airfoil design

in a 1.5 stage axial turbine - part I：design and novel numerical

analysis method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15，137

（8）：081009-1-11.

[45] Niewoehner J，Poehler T，Jeschke P，et al. Investigation of nonaxisym-

metric endwall contouring and three-dimensional airfoil design in a

1.5 stage axial turbine - part II：experimental validation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15，137（8）：081010-1-12.

[46] Shahpar S，Caloni S，Prieele L D.Automatic design optimization of

profiled endwalls including real geometrical effects to minimize tur-

bine secondary flows[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17，139

（7）：071010-1-11.

[47] Zimmermann T W，Curkovic O，Wirsum M，et al. Comparison of

two-dimensional and three-dimensional turbine airfoils in combina-

tion with nonaxisymmetric endwall contouring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17，139（6）：061007-1-13.

[48] 季路成，田勇，李伟伟，等. 叶身 / 端壁融合技术研究[J]. 航空发动

机，2012，38（6）：5-10，15.

JI Lucheng，TIAN Yong，LI Weiwei，et al.Investigation on blended

blade and endwall technique [J]. Aeroengine，2012，38（6）：5-10，15.

（in Chinese）

[49] Saha A K，Acharya S.Computations of turbulent flow and heat transfer

through a three-dimensional nonaxisymmetric blade passage[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08，130（7）：031008-1-10.

[50] Lynch S P，Sundaram N，Thole K A，et al.Heat transfer for a turbine

blade with nonaxisymmetric endwall contouring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11，133（1）：011019-1-9.

[51] Lawson S A，Lynch S P，Thole K A.Simulation of multiphase particle

deposition on a nonaxisymmetric contoured endwall with film-cooling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13，135（5）：031032-1-11.

[52] Schobeiri M T，Lu K，Rezasoltani M.Effect of non-axisymmetric con-

touring on performance and film cooling of a rotating turbine endwall

subjected to the secondary air purge：A combined numerical and ex-

perimental study[J]. Proc. IMechE Part A：Journal of Power and Ener-

gy，2015，229（8）：813-831.

[53] Mensch A，Thole K A.Overall effectiveness and flowfield measure-

ments for an endwall with nonaxisymmetric contouring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16，138（3）：031007-1-10.

[54] Lynch S P，Thole K A.Comparis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boundary

layer on flat versus contoured turbine endwalls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16，138（4）：041008-1-10.

[55] Puetz F，Kneer J，Schulz A，et al.A new test facility to investigation

film cooling on a non-axisymmetric contoured turbine endwall - part

I：introduction and aerodynamic measurements [R]. ASME 2015-

GT-42272.

[56] Kneer J，Puetz F，Schulz A，et al.A new test facility to investigate film

cooling on a nonaxisymmetric contoured turbine endwall - part II：

heat transfer and film cooling measurements[J]. ASME Journal of Tur-

bomachinery，2016，138（7）：071004-1-8.

[57] Panchai K V，Abraham S，Roy A，et al. Effect of endwall contouring

on a transonic turbine blade passage：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17，139（1）：011009-1-11.

[58] Vazquez R，Fidalgo V J. The effects of Reynolds and mach number on

end-wall profiling performance[R]. ASME-2010-GT-22765.

[59] Rose M G，Harvey N W，Seaman P，et al.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ent 500 HP turbine using non-axisymmetric end walls. part II：

Experimental validation[R].ASME 2001-GT-0505.

[60] Harvey N，Brennan G，Newman D A et al.Improving turbine efficiency

using non-axisymmetric endwalls：validation in the multi-row envi-

ronment and with low aspect ratio blading [R]. ASME

2002-GT-30337.

[61] Snedden G，Dunn D，Ingram G，et al.The Performance of a generic

non-axisymmetric endwall in single stage，rotating turbine at on and

off-design conditions[R]. ASME-2010-GT-22006 .

（编辑：李华文）

11



等离子体点火与助燃技术在航空发动机上的应用

于锦禄，黄丹青，王思博，于庆灏，程行远，蒋陆昀，何立明
（空军工程大学 航空航天工程学院，西安 710038）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收稿日期：2017-11-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1746112，51776223）、陕西省自然科学研究计划（2017JM5093）资助
作者简介：于锦禄（1981），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等离子体点火助燃及其在航空发动机中的应用；E-mail:yujinlu1@163.com。

引用格式：

摘要：等离子体点火与助燃技术是能源与动力领域的研究前沿。介绍了等离子体点火与助燃技术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分析了

其基本原理，给出了常见的等离子体点火与助燃的类型，阐述了等离子体通过热强化、动力学强化与输运强化 3 种强化燃烧机制，

利于点火助燃。针对国内外等离子体点火与助燃技术在航空发动机上的研究现状，提出了预燃式等离子体射流点火和旋转滑动弧

助燃 2 种新型等离子体点火助燃方案，对等离子体点火与助燃技术在航空发动机上的实际应用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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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等离子体”一词是由 Langmuir 于 19 世纪 30 年

代率先提出，是指部分或完全电离的离子化气态物

质。是由带电的正离子、负离子、自由基和各种活性基

团组成的集合体，属物质的第 4 态。等离子体中存在

的带电粒子与电场和磁场相互耦合，因此，等离子体

与固体、液体或气体有本质的区别[1-2]。

在航空领域中等离子体除了具有隐身、增强气流

流动稳定性的作用外，还可以在燃烧室中点火助燃。

等离子体点火能够拓宽点火包线，并实现高空快速重

新启动，具有点火区域大、能量高、延迟时间短、成功

率高等优点。等离子体助燃能提高燃烧效率和火焰吹

灭速度，扩大贫熄边界，减少污染物排放。点火系统的

可靠性和稳定燃烧边界范围对航空发动机的性能有

重要影响，等离子体点火助燃技术的应用已经引起了

世界各国研究人员的重视，利用各种不同的放电形式

和放电结构进行点火助燃研究。

本文总结了目前航空发动机点火所面临的问题，

对现有的等离子体点火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提出了

预燃式等离子体射流点火方案和滑动弧等离子体助

燃在燃烧室的工作方案，对等离子体点火与助燃技术

研究以及在航空发动机上的应用提供参考。

1 航空发动机点火面临的问题

目前，大部分航空发动机在地面都能正常点火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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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燃烧，但是在高空点火面临较大问题。文献[3]指

出，航空发动机点火电嘴的能量已经从 0.2 J 提高到

2 J，再到 12 J，点火成功与否，关键因素不再是点火

能量的问题，而是点火设计问题。传统电火花点火，形

成的点火火团离火焰筒壁面太近，无法进入油气比

高、小液滴多的中心回流区附近（如图 1 所示），影响

点火效果。

目前，战斗机、无人机和民用客机用发动机均面

临高空点火包线需要拓宽的重大需求。

（1）战斗机的需求。战斗机高空二次点火包线的

限制较低，采用补氧等措施可以使点火包线的高度限

制得到提升，这也远小于战斗机的升限 20 km，若发动

机在高于点火限制的高度熄火，则必须降低战斗机的

飞行高度，重新点火后再次升空，此时必将贻误战机。

（2）无人机的需求。无人机高空二次点火包线的

限制较低，而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的巡航高度可达

18～20 km（如美国的全球鹰无人机的巡航高度为

18.2 km），若发动机在此高度熄火，必须降低无人机

的飞行高度重新点火，这就丧失了无人机的高空优

势，使其极易被击落，极大地危及飞行安全。

（3）民用客机的需求。为了提高经济性，降低油

耗，减少污染物排放，民用客机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

机均采用贫油燃烧技术，目前民用客机的理想巡航高

度一般为 9～11 km，贫油燃烧技术的高空点火边界

低于此高度，若发动机在此高度熄火，必须降低飞机

的飞行高度重新点火，这必将危及飞行安全。

航空发动机高空点火困难的原因是由于高空空

气稀薄、气压低、温度低，燃油雾化质量差，使用常规

的火花塞点火，点火能量和面积小，使得燃烧室中的

混合气很难被点燃。当飞行速度过大时，由于在燃烧

室中点火形成的初始火核较小，容易被吹熄。此外，从

化学动力学的角度分析，低压不利于燃料与空气的化

学反应，当压力降低至标准大气压以下，两相流混合

气湍流燃烧的物理和化学过程发生很大变化，压力降

低造成稳定器回流区缩小、回流量减少，湍流强度和

雷诺应力降低，燃烧室的压力降低也会造成燃油的雾

化质量下降，燃油雾化的索太尔平均直径增大，即发

动机燃烧时的点火性能

和火焰稳定性变差，燃烧

效率下降[4]。这使得飞机

的空中起动包线远远小

于飞机的飞行包线[5]。典型

的飞机飞行包线和空中起

动包线如图 2 所示。从图

中明显可见，空中起动包

线远远小于飞行包线。

2 等离子体点火助燃的基本原理

等离子体点火助燃是利用气体放电形成局部高

温区域，并激发大量的活性粒子，实现快速的点燃可

燃混合气或强化燃烧的进程[6-7]。研究表明，等离子体

点火助燃的机理主要表现为 3 种效应[8-9]：热效应、化

学效应和气动效应[10-11]。热效应是指在等离子体放电

的过程中能够瞬间加热放电区域的介质，使其温度迅

速升高，因此也称其为温升效应；化学效应是指在等

离子体放电过程中，电子与空气 / 燃料分子发生碰

撞，大分子碳氢燃料被电离成活化能很小的带电活性

粒子，空气中的氧气和氮气分子被电离成氧化性更强

的活性粒子，从而加速化学链锁反应；气动效应是指

在等离子体放电的过程会对流场产生扰动，一方面增

强燃烧室内气流的湍流脉动度，另一方面有利于等离

子体在混合气中的定向迁移，而迁移扩散又有利于火

焰面的扩展，扩大了火焰的焰锋面积，增大火焰的传

播速度，增强燃烧的稳定性。

等离子体点火技术根据激发形式的不同分为不

同种类，包括射流电弧、直接击穿空气的电弧、滑动

弧、电晕、微波等离子体点火和介质阻挡放电（Dielec-

tric Barrier Discharge，DBD）技术等。而最常见的火花

塞点火属于直接击穿空气的电弧等离子体点火；纳秒

脉冲等离子体点火既能以电弧的形式放电点火也能

以电晕形式放电点火；微波等离子体点火是高功率的

微波将气体击穿后，产生的非平衡等离子体实现点火

图 1 典型发动机的燃烧室结构

图 2 典型飞机的飞行包线和

空中起动包线

回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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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助燃。

（1）射流电弧等离子体点火。射流等离子体点火

（如图 3 所示）是利用等离子体射流的高速、高温（高

达 5000 K）和增加活性粒子的特性来点燃可燃混合

气。射流的介质可以是氩气，也可以是空气、氮气、氧

气、氢气和碳氢化合物等。其缺点是阳极出口的温度

较高，容易被烧蚀，因此可靠性有待提高。

（2）直接击穿空气的电弧等离子体点火。直接击

穿空气的电弧等离子体点火（如图 4 所示）是利用高

电压直接击穿在阴阳极之间的空气的点火形式。

（3）滑动弧等离子体点火。滑动弧等离子体点火

（如图 5 所示）是利用在特殊的变截面结构中的最窄

处气体被击穿形成电弧，电弧被流动的气体吹向更宽

的截面，从而弧也被拉长。电弧可以产生在 1 对电极

之间，也可以产生在多个电极之间[12]。当电弧移动到

临界长度时，电弧会熄灭，此时又会从起始的最窄处

形成新的电弧，并不断重复上述滑动弧的放电过程。

（4）电晕等离子体点火。电晕等离子体点火（如图

6 所示）是利用高压的纳秒脉冲电源，直接击穿在阴

阳极之间的混合气的点火形式。电晕等离子体点火结

构与直接击穿混合气的等离子体点火形式相类似，只

是由于外部的电源形式不同，纳秒脉冲电源的放电时

间极短，击穿的流注没有来得及形成电弧而是电晕[13]。

（5）微波等离子体点火。微波等离子体点火是利

用微波辐射的能量来点燃混合气[14]。研究表明，在其点

火过程中，着火点会均匀分布在燃烧室内，与传统的火

花塞点火方式相比，混合气的燃烧更迅速更充分。

（6）介质阻挡放电（DBD）。介质阻挡放电是指在

放电空间中插入绝缘介

质的 1 种气体放电。相比

于其他产生等离子体的

方式，DBD 可以在大气压

或高于大气压的条件下

产生等离子体，不需要真

空设备就能在较低的温

度下获得化学反应所需

的活性粒子，产生特殊的

光、热、声、电等物理过程

及化学过程[14]。

介质在电极空间的

放置位置和方式也有多

种，典型的介质阻挡放电

原理结构如图 7 所示，放

电效果如图 8 所示。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

来看[16-17]，等离子体点火

助燃带来的优势有：拓宽

点火边界、缩短点火延迟

时间、提高点火可靠性、

稳定火焰、加速燃烧、提

高燃烧效率、降低燃油消耗等。因此等离子体点火助

燃是扩大点火边界，提高稳定燃烧范围的有效技术途

径之一。

3 等离子体点火助燃技术发展现状

3.1 国外发展现状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等离子体点火助燃技术的

应用方向逐渐由地面大型燃烧装置转向航空航天动

力装置，特别是随着等离子体动力学、燃烧动力学和

流体动力学等学科的发展，等离子体点火助燃技术受

到航空航天动力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1988 年，英国 RR 燃料加注公司燃烧研究室和

利兹大学机械工程系合作[18]，利用高空试验台在发动

机环管形燃烧室上使用等离子体点火器点火成功，验

证了该技术在航空发动机上应用的可行性和优越的

高空二次点火能力。

1989 年，前苏联中央航空发动机制造研究院在

前苏联航空技术展览会上推出了 1 种能够应用于航

空发动机上的等离子体点火系统[18]，并在米格战斗机

图3 射流电弧等离子体点火 图4 直接击穿混合气电弧

等离子体点火

图 5 滑动弧等离子体点火 图 6 电晕等离子体点火

（a）单平行板介质层

（b）双平行板介质层

（c）悬空平行板介质层

图 7 DBD的典型电极结构

图 8 DBD放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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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行了高海拔点火试验。

1992 年，美国 GE 公司、西门子发动机精密系统

公司、航空等离子技术公司以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和

加力燃烧室为应用对象申请了等离子流点火系统的

专利。美国 GE 公司公开的可用于航空发动机上的连

续式等离子流点火器，增加了保护电极和喷射孔的冷

却流路，其工作温度更高，并将喷射孔道制成收 / 扩

形，关键部位采用耐高温合金材料，而且与飞机上常

规火花点火器配合使用的电压基本能满足这种点火

器产生等离子体的要求。

在美国“综合高性能涡轮发动机技术计划（IH-

PTET）”中，用于发动机燃烧室的等离子体点火系统

是该计划第 2 发展阶段的重点研制项目之一。美国空

军推进系统研究实验室将等离子体强化燃烧技术列

为未来先进发动机技术之一。

美国国防部支持的跨学科研究计划 MURI(Mul-

tidisciplinary University Research Initiative)、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等机构资助了很多等离子体强化燃烧领域

的研究项目。美国从事等离子体强化燃烧研究的单位

主要有：普林斯顿大学[19]、南加州大学[20]、俄亥俄州立

大学[21]、斯坦福大学[22]、海军研究生院[23]、空军实验室[24]、

辛辛那提大学[25]、密歇根州立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美国应用等离子体技术(Ap-

plied Plasma Technologies, APT)公司等。普林斯顿大

学的研究重点是等离子体助燃技术的应用及助燃机

理，试验证实等离子体可以有效拓宽燃烧室的熄火极

限，提高火焰传播速度，实现更宽气压、更低气流温度、

极贫条件下燃料 /空气混合气的点火与稳定燃烧[19]；南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重点是高性能纳秒脉冲

等离子体电源的研制和瞬态等离子体点火技术[20]；俄

亥俄州立大学主要研究高频高压纳秒脉冲等离子体

助燃技术[21]；斯坦福大学重点研究非平衡等离子体强

化冲压发动机燃烧室的燃烧性能技术，试验结果表明

非平衡等离子体可以增强火焰稳定性，大幅提高预混

火焰的吹熄速度，等离子体中的活性粒子具有缩短点

火延迟时间、提高火焰传播速度的能力[22]；美国海军

研究生院重点研究脉冲爆震发动机等离子体点火技

术，试验表明瞬态等离子体点火可缩短燃料 / 氧化剂

的起爆时间以及缓燃到爆震的转换（DDT）距离[23]；美

国空军实验室重点研究超声速等离子体点火与助燃

技术[24]；辛辛那提大学重点研究燃气轮机燃烧室瞬态

非平衡等离子体提高火焰稳定性的关键技术[25]。

Applied Plasma Technologies (APT)公司是等离子

体点火与助燃领域非常著名的公司，每隔 2 年会组织

等离子体放点应用的专题研讨会。该公司研发了大量

的等离子体点火与助燃试验设备，重点研制等离子体

点火器、等离子体燃料喷嘴、等离子体助燃燃烧器，向

美国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洛

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PW 公司等提供技术支持。

美国的 APT 公司开发的等离子点火系统的高海

拔测试，再次证明了即使与带补氧的先进火花塞系统

相比，航空航天应用的等离子体点火技术也有明显优

势，如图 9 所示[26]。

2003 年，APT 公司使用基于电弧放电的等离子

体射流点火技术来提高发动机的高空二次点火可靠

性，并在 Su30/33/37 飞机上成功进行了 12 km 高空

的等离子体点火试验[27]，展示了良好、可靠的高空点

火性能。

2006 年，俄罗斯的 Korolev 与美国 APT 公司的

Igor Matveev 等[27]合作，在传统的等离子体射流点火

的基础上研制出等离子体燃料喷嘴，可以用于燃料雾

化、点火和火焰稳定。其研究表明，等离子体燃料喷嘴

能够提高点火可靠性、具有更宽广的点火范围、降低

燃烧室壁温、减小燃烧室的核心区域、增加燃烧。2015

年美国 APT 公司提出将等离子体燃料喷嘴应用到第

5 代发动机上[28]，但并没指明具体的发动机型号以及

如何应用。APT 公司研制的等离子体燃料喷嘴如图

10 所示，研制的等离子体点火器如图 11 所示。

2005 年，维吉尼亚工业州立大学的Billingsley等[29]

改进传统等离子体点火技术，将航空煤油以一定的角

度喷向等离子体流，使航空煤油被雾化并且点燃，研

图 9 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点火边界

内空气等离子体点火系统

外空气等离子体点火系统

电火花塞空气点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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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点火器出口结构如图 12 所示。研究表明，该结构

的点火器具有良好的点火和火焰稳定性能。

3.2 国内发展现状

国内对燃烧室等离子

体点火与助燃的研究起步

较晚，当前仍然处于原理

验证与关键技术攻关阶

段，从事此项研究的单位

较少，与国外相比有一定

差距。

2006 年，哈尔滨工程大学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的冀光等[30]在不同的进口压力工况条件下，试验研究

了某型燃气轮机的等离子点火系统。分析了火焰的刚

性，得到了等离子点火系统的可靠点火范围。

空军工程大学从 2007 年开始，在国内率先开展

了等离子体点火技术在航空发动机、脉冲爆震发动机

上的应用研究，在等离子体点火与助燃的机理、数值

模拟及其原理与基础性试验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工

作。设计制造出了多种等离子体点火驱动电源，并设

计了多种等离子体点火器，如图 13 所示，搭建了环形

燃烧室等离子体助燃的地面验证试验平台，如图 14

所示。

近年来，该团队先后与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合作，

在国内首次开展了在航空发动机上的地面和模拟高

空等离子体点火与助燃试验，实现了拓宽发动机燃烧

室的点火边界的效果，显示出基于电弧放电的等离子

体射流点火和基于介质阻

挡放电助燃的优良性能，

验证了等离子体射流点火

和基于介质阻挡放电助燃

在航空发动机中应用的可

行性。团队研制的等离子体

点火器喷出的火舌（炬）如

图15 所示。

自 2012 年开始，中科院国家高温气体动力学重

点实验室的 Li Fei 和 Yu Xi-long 等[31]进行了等离子体

火炬点火技术在超燃冲压发动机中的应用研究，对以

航空煤油为燃料的Ma=1.8 的超声速气流点火成功。

从整体上看，国内在等离子体点火助燃研究方面

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等离子

体点火助燃测试诊断；等离子体点火助燃的基础研究；

等离子体点火与助燃技术在航空发动机上的应用。

4 新型点火助燃结构

4.1 预燃式等离子体点火器

基于传统等离子体射流点火在航空领域中的研

究成果，为了提高射流点火的射流刚度，增大点火能

（a）液体燃料喷嘴 （b）气体燃料喷嘴

图 10 APT公司研制的等离子体燃料喷嘴

图 11 APT公司研制的系列等离子体点火器

图 12 航空煤油被点火器的

射流雾化（冷态）

图 13 系列等离子体点火器

图 14 航空发动机扇形燃烧室试验段等离子体

点火助燃试验平台

图 15 等离子体点火器

喷出的火舌（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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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降低能耗，提出 1 种新型预燃式等离子体射流点

火技术。其工作原理是：在常规等离子体射流点火器

的出口处喷入燃料，与高温空气等离子体射流进行掺

混，经过电离、加热、部分预燃后喷出喷嘴，在喷嘴外

部形成强大的高温等离子体点火射流火炬，等离子体

射流火炬加热并卷吸混合气，迅速可靠地点燃燃烧室

中的可燃混合气，尤其是在高空 / 高速等极端条件下

燃烧室内的混合气，从而大幅拓宽点火包线。电火花

点火和等离子体点火的点火边界对比如图 16 所示，

预燃式等离子体射流点火结构如图 17 所示。

预燃式等离子体射流点火器以空气为介质甲烷为

预燃燃料，在不同的预燃燃料条件下点火火焰如图 18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驱动电流为 20 A、空气流量为

25.80 g/min 时，随着甲烷空气混合气中甲烷含量的提

升，射流长度大大增加，更有利于极端条件下的点火。

在驱动电流分别为 20、25、30 A 的条件下，甲烷 /

空气流量比 R 对射流长度的影响如图 19 所示。从图

中可见，加入甲烷后能够显著增加射流长度，而驱动

电流 I 对射流长度的影响一般较小，现有试验表明在

一定的驱动电流下，射流长度的增加主要是因为 R
的增大而非混合气总流量的增大。

与常规等离子体射流点火技术相比，预燃式等离

子体射流点火的优点主要表现在：

（1）燃料的预先燃烧可以释放更多热量，使射流

的点火能量和点火面积更大，大幅拓宽点火边界；

（2）是提高射流刚度的有效途径。预先燃烧释放

的热量可以使射流流量更大，从而获得更高刚度的射

流，提高点火可靠性；

（3）降低基于电弧放电的等离子体射流点火能

耗。结合预先燃烧释放的热量提高射流点火能量、降

低输入的电压电流，使高能耗的放电转变为低能耗的

放电，减小等离子体电源的体积。

在传统等离子体射流点火技术的基础上，为了提

高等离子体射流点火的可靠性，对传统等离子体射流

点火技术加以改进，发展出一些新型等离子体射流点

火结构。

4.2 滑动弧等离子体助燃

滑动弧放电等离子体属于非平衡低温等离子体。

利用在特殊的变截面结构中的最窄处气体被击穿形

成电弧，电弧被流动的气体吹向更宽的截面，从而弧

也被拉长。当电弧移动到临界长度时会熄灭，此时从

起始的最窄处形成新的电弧，并不断重复上述滑动弧

的放电过程。电弧可以产生在 1 对电极之间，也可以

产生在多个电极之间。传统滑动弧放电结构尺寸较

大，制约了其在动力装置中使用。在传统 2 维滑动弧

等离子体强化燃烧激励器的基础上，创新性的发明了

新型 3 维旋转滑动弧等离子体强化燃烧激励器，其放

电效果如图 20 所示，其结构如图 21 所示[33]。3 维旋转

图 16 电火花点火和等离子体点火边界

图 17 预燃式等离子体射流点火器结构

图 18 驱动电流为 20 A、空气流量为 25.80 g/min 时的

火炬射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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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弧的特点是电极可以很小，旋转滑动弧可以在整

个腔体范围内工作。

基于 3 维旋转滑动弧的宽范围旋流燃烧的工作

原理是：在航空发动机常用的多旋流器燃烧室头部的

基础上，利用预燃级燃料喷嘴作为旋转滑动弧的内电

极，利用第 1、2 级内外旋流器之间的文氏管内壁面作

为旋转滑动弧的外电极，内、外电极组成滑动弧强化

燃烧激励器。当滑动弧强化燃烧激励器通电工作时，

通过第 1 级旋流器对气流的旋流作用，产生 3 维旋转

滑动弧，其与燃油混合气充分耦合，可燃混合气被滑

动弧加热、电离、裂解成更有利于燃烧的小分子或活

性粒子，在燃烧区提前燃烧、高效燃烧，扩大燃烧区

域，提高燃烧效率，可以实现贫油点火、贫油燃烧，最

终实现宽范围点火和燃烧，达到强化燃烧的目的。基

于 3 维旋转滑动弧的宽范围旋流燃烧的工作原理如

图 22 所示。图中所示的第 2 级旋流器也可为径向旋

流器。

与常规多旋流器燃烧室头部相比，基于 3 维旋转

滑动弧的宽范围燃烧室头部的优点主要表现在：

（1）可燃混合气被滑动弧加热、电离、裂解成更有

利于燃烧的小分子或活性粒子，提高燃烧效率；

（2）实现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的贫油点火、低温点

火和贫油燃烧，扩大燃烧室的稳定燃烧范围，实现宽

范围的点火和燃烧。

预燃式等离子体射流点火通过燃料燃烧，增加射

流能量，能够降低所需电源的驱动功率，并显著增加

射流长度，3 维旋转滑动弧助燃方式与燃烧室更加匹

配，简化助燃结构。若未来能将二者结合使用，与发动

机状态进行匹配控制，能够提高燃烧室燃烧效率，扩

展点火边界，提高发动机性能。

5 总结

等离子体点火能克服传统电火花放电的不足，拓

宽点火包线，缩短点火延迟时间，提高点火可靠性，实

现高空快速重新起动。通过对预燃式等离子体点火器

进行点火试验特性研究，发现该点火器能够迅速可靠

地点燃燃烧室中的可燃混合气，特别适合燃烧室在高

空 / 高速等极端条件下点火。等离子体助燃改变燃料

的燃烧状态，能提高燃烧效率，增大火焰传播速度，扩

大稳定燃烧范围。3 维旋转滑动弧强化燃烧激励器结

构简单，与燃烧室结构相适应，能够组织高效的稳定

燃烧，实现燃烧室在贫油或低温工况下成功点火与稳

定燃烧，保证出口温度均匀。

6 展望

燃烧室作为发动机的 3 大核心部件之一，点火可

靠性与稳定燃烧范围是影响发动机性能的重要因素，

等离子体点火助燃技术将在发动机领域有较好的应

用前景，但该技术还不够成熟，仍需在以下领域开展

更加深入的研究工作：

（1）等离子体点火助燃的能量要求较高，需要的

能量大、能耗高、电源功率大，导致电源体积过大，影

响其在飞机上使用，需要探索更合理的点火结构来更

高效地利用能量；

（2）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了等离子体

点火与助燃技术的诸多优势，国外的部分设备已经接

近实用，但是对于等离子体点火和助燃的详细机理还

不够清楚，需要加大对点火助燃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

（3）目前的等离子体点火器电极加工较为困难，

图 20 3维旋转滑动弧等离子体强化燃烧激励器的放电效果

图 21 3维旋转滑动弧等离子体强化燃烧激励器结构

（a）燃油喷嘴和文氏管之间

的放电方案

（b）文氏管和外套筒之间的

放电方案

图 22 3维旋转滑动弧的宽范围旋流燃烧工作原理

隔离支座 进气口 中心电极 旋流器 头部锥度电极激励器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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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极烧蚀较为严重，需要在点火器整体设计以及电极

材料的选取加工上多加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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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分流叶片轮缘进口角的变化对离心压气机级性能的影响，以某小型模型级离心压气机为研究对象，利用数值

仿真软件对流场进行了全 3 维模拟，重点分析其内部流场结构的变化。数值仿真结果表明：分流叶片轮缘进口角对离心压气机性能

影响明显，其角度的增加使离心压气机的压比和效率提高，但会缩小离心压气机的稳定工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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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Effect of Splitter Blade Tip Inlet Angle on Performance of Centrifugal Compressor
WANG Hai-peng袁 WANG Cong袁 CHANG Guo-qiang袁 XU Xia

渊Nan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n Simulation Technique袁 Nanjing 210016袁 China)

Abstract: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plitter blade tip inlet angle changes on performance of centrifugal compressor, full 3D simulation of
the flow field of a small model centrifugal compressor was made using numerical simulation software, the changes of its inner flow field
structure were main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litter blade tip inlet angle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performance of centrifugal
compressor袁the pressure ratio and efficiency of the centrifugal compressor improve with the angle increase, however袁the stable operating
range of the centrifugal compressor redu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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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离心压气机具有单级压比高、工作范围广、零部件

较少等优点，在微小型涡喷发动机中被广泛使用[1-3]。在

高性能离心压气机中叶轮大多采用分流叶片设计，大

量研究表明，采用分流叶片可以保证离心压气机拥有

高的气动稳定性，同时降低叶轮进口阻塞，提升压气

机部件性能。对于分流叶片设计，国内外均进行了大

量研究[4-7]。Hiroyuki M.等[8]对带分流叶片的闭式和半

开式离心叶轮进行试验测量，并与无分流叶片的闭式

和半开式离心叶轮进行比较，发现分流叶片可以减弱

上游的二次流现象，进而改善通道内流动；刘瑞韬等[9]

通过对加分流叶片的半开式离心叶轮进行全 3 维数

值模拟，重点研究分流叶片周向及轴向位置变化对离

心叶轮性能的影响，发现分流叶片选取为主叶片长度

的 3/5~4/5，并且分流叶片偏向主叶片压力面一侧可

以有效提升离心叶轮的性能；谢蓉等[10]利用 3 维仿真

软件，针对某高压比、高转速离心压气机的半开式叶

轮分流叶片周向位置分布进行 3 维仿真研究，发现固

定分流分离叶片进口，将出口位置偏向主叶片压力面

侧，可以有效改善叶轮内部流动，提升叶轮性能。

上述研究主要针对分流叶片的长度选取及周向

位置对离心叶轮的影响，而分流叶片角度分布及其对

离心压气机级性能的影响却很少提及。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利用 3 维商用 CFD 软件对

某小型模型级离心压气机进行仿真分析，在固定分流

叶片周向位置的前提下，重点研究叶轮分流叶片轮缘

进口角的变化对离心压气机级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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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

本文数值模拟的研究

对象为某模型级高压比小

型离心压气机，该离心压

气机由离心叶轮（主叶片

数 9+ 分流叶片数 9）、无

叶段、径向扩压器、90毅转
弯段及轴向扩压器等部件

组成，如图 1 所示。

离心叶轮分流叶片处

于 2 个主叶片中间，将主

叶片流道划分为 2 个通

道，分流叶片长度选取为

主叶片长度的 4/5。为便于

分析，将主叶片压力面与

分流叶片吸力面中间通道

定义为通道 1，将主叶片

吸力面与分流叶片压力面

中间通道定义为通道 2，

通道结构如图 2 所示。其中“0”为与主叶片相同截面

叶片角度，其余值为相对“0”位置角度的偏差值，与旋

转方向一致定义为正。

本文设计 5 种不同分流叶片轮缘进口角方案进行

对比分析，取值见表1，叶片采用相同积叠方式成型。

2 数值方法

应用商用软件 CFX 进行 3 维仿真计算，采用有

限体积法进行空间数值离散，结合 k-e 双方程湍流模

型对控制方程 3 维雷诺平均 N-S 方程进行求解，配

合全隐式多网格耦合求解提升计算速度和收敛性。

通过对经典 Krain[11]叶型的全 3 维仿真来校核计

算网格和方法的可靠性，单转子通道计算网格总量约

25 万，在固体壁面和叶顶间隙位置网格局部加密，保

证近壁面第 1 个网格点上 y+<10。相同转速下压气机

特性对比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仿真获得的堵塞

流量比试验值偏高 6.3%，与文献[12]中给出的偏差相

吻合。相比试验结果，仿真得到的流量区间偏小，压比

和效率趋势与试验结果一致性良好。这一结果表明本

文所采用的计算方法可靠，计算网格量选取合理。后

续计算将采用相同量级计算网格。

本文研究的小型离

心压气机的单通道如图 4

所示。其网格划分情况如

下：离心叶轮网格数总量

约 24 万，径向扩压器网

格总量约 27 万，轴向扩

压器网格总量约 10 万，

总网格量约为 60 万，所有计算均采用相同网格拓扑

结构和网格总量。

边界条件给定：进口给定总温、总压及气流角，出

口给定平均静压，固体壁面采用绝热、无滑移边界条

件，转、静子交界面采用掺混面方法。通过逐渐增加出

口背压逼近失速边界（即随着计算步数的增加，流量、

效率等性能参数不断降低），选取最后 1 个稳定收敛

解作为数值近失速边界。

3 计算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分流叶片轮缘进口角对离心压气机级性能

影响

5 种方案离心压气机特性曲线和综合裕度如图

5、6 所示。图中实竖线标示的位置为设计流量点，虚

图 1 离心压气机 3维模型

图 2 离心叶轮叶片通道

方案编号

叶片角 /（毅）
偏差角 /（毅）

Ⅰ

35

-10

Ⅱ

40

-5

Ⅲ

45

0

Ⅳ

50

5

Ⅵ

55

10

表 1 5 种分流叶片轮缘进口角配置方案

（a）效率 - 相对流量特性 （b）压比 - 相对流量特性

图 3 不同方案下压气机特性

图 4 离心压气机单通道网格

通道 1 通道 2

10

50-5

-10

93

88

83

78
1.00.90.80.7

相对流量

试验数据

数值仿真

5.0

4.6

4.2

3.8

3.4

3.0
1.00.90.80.7

相对流量

试验数据

数值仿真

（a）效率 - 相对流量特性 （b）压比 - 相对流量特性

图 5 不同方案下压气机特性

77

73

69

65
1.000.950.900.85

相对流量

12
茁=35毅
茁=40毅
茁=45毅
茁=50毅
茁=55毅

5.2

4.8

4.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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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线标示的位置为 茁=50毅
方案的近失速点。从图中

可见，分流叶片轮缘进口

角对离心压气机性能影响

明显，随着轮缘进口角的

增加，离心压气机整级特

性曲线由平缓向陡峭发

展；在设计流量点附近，效

率、压比逐渐增加，但增加幅值不断减小；工作流量区

间不断缩小，离心压气机综合裕度减小，随着角度进

一步增加，裕度减小速度减缓。

3.2 设计点流场分析

不同方案设计流量点转子效率及扩压器（径向扩

压器 + 轴向扩压器）的总压损失系数见表 2。总压损

失系数定义为

LP

*
= PT3-PT7

PT3-P3
（1）

式中：P3 为扩压器进口静压；PT3 为扩压器进口总压；

PT7 为扩压器出口总压。

从表中可见，随着分流叶片轮缘进口角的不断增

加，叶轮效率不断提高，扩压器总压损失降低，离心压

气机整级性能得到提升，这一结果与图 5 的离心压气

机特性变化趋势一致。

叶轮 90%叶高处叶栅通道内相对马赫数分布如

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分流叶片前端主叶片通道内

流动基本一致；2 个通道出口处均存在明显的低速

区，且通道 1 中的低速区区域明显较大；随着分流叶

片轮缘进口叶片角的增加，通道 1 进口激波强度明显

减弱，激波后附面层分离得到控制，低速区减小。

为进一步探究叶栅通道内低速区的流动机理，对

比分析叶轮轮缘流线分布，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

分流叶片前端主叶片流道内流线分布基本一致，无明

显分离；分流叶片将主叶片的流线分割向 2 个通道发

展，通道 1 中由主叶片、分流叶片叶尖间隙二次泄漏

流与叶尖主流的卷吸掺混形成的叶尖低速涡结构明

显；随着分流叶片轮缘进口角的增加，分流叶片进口

攻角逐渐减小，前缘加速能力减弱，减小了主流与叶

尖间隙二次泄漏流的掺混，进而削弱了低速涡强度。

对比分析图 7、8 可知，激波引起的附面层分离与

叶尖低速涡直接影响通道低速区的发展，且随着分流

叶片轮缘进口角的增加，其强度逐渐削弱，叶轮性能

提升。

叶轮与扩压器交界面处绝对马赫数沿径向分布

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

分流叶片轮缘进口角的变

化对叶轮出口 50%以下叶

高的马赫数分布影响较

小；在 50%叶高以上区域

随着角度增加，转子出口

气流均匀性得到一定的改

方案

茁=40°

茁=45°

茁=50°

叶轮压比（总 - 总）

6.13

6.22

6.3

叶轮效率 /%

87.77

88.34

88.94

扩压器总压损失

0.415

0.405

0.394

表 2 不同方案设计流量点叶轮与扩压器性能对比

（a）茁=40毅

（b）茁=45毅

（c）茁=50毅
图 7 不同方案叶轮 90%叶

高处相对马赫数分布

（a）茁=40毅

（b）茁=45毅

（c）茁=50毅
图 8 不同方案叶轮叶尖

流线分布

图 9 叶轮与扩压器交界面

处绝对马赫数分布

图 6 不同方案下压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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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降低了气流掺混损失。对比表 2 中扩压器总压损

失变化可知，叶轮出口流场均匀性的改善有助于提升

叶轮与扩压器的匹配，降低扩压器总压损失。

3.3 近失速点流场分析

对比分析 茁=40毅、茁=45毅、茁=50毅等方案的近失速点

流场，研究离心压气机稳定工作范围缩小的原因。

3 套方案压气机单转子特性曲线如图 10 所示。从

图中可见，单转子特性与离心压气机整级性能相比，其

压比、效率变化趋势一致；单转子工作流量区间较宽，

并且无明显的变化规律。因此，离心压气机稳定工作范

围缩小的决定因素可能在于扩压器的提前失速。

不同方案近失速点叶轮与扩压器性能对比结果

见表 3。从表中可见，随着分流叶片轮缘进口角的增

加，离心叶轮的性能有所改善，但其扩压器总压损失

呈递增趋势。

文献[13-14]指出，对于高负荷离心压气机，径向扩

压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级

的稳定工作范围。Came[15]和

Kenny [16]等对扩压器的失

稳研究表明，扩压器失稳

是由于半无叶区流动分离

造成的。

近失速点径向扩压器

90%叶高马赫数分布及静

压等值线如图 11 所示。从

图中可见，随着分流叶片

轮缘进口角的增加，扩压器半无叶区静压等值线加

密，表明该区域逆压梯度增加，扩压器半无叶段后流

动分离加剧，低速区向通道延伸。

综上所述，随着分流叶片轮缘进口角的增加，离

心压气机工作范围缩小，其主要原因为：离心叶轮性

能的提升造成扩压器内部的逆压梯度增大，引起扩压

器分离加剧，随着背压进一步提升，扩压器提前失速，

导致整级综合裕度减小。

4 结论
本文以某小型模型级离心压气机为研究对象，重

点研究分流叶片轮缘进口角对级性能的影响，得出以

下结论：

（1）分流叶片轮缘进口角对离心压气机级性能影

响明显：随着角度的增加，在设计流量下离心压气机

压比和效率逐渐增加，但增加幅值不断减小，综合裕

度逐渐减小。

（2）设计流量点性能的提升，一方面得益于叶轮

轮缘分流叶片流道激波及低速涡的削弱；另一方面是

由于叶轮出口均匀性增加，改善了扩压器进口条件，

降低了扩压器的内部损失。

（3）离心叶轮性能的提升，使近失速点径向扩压

器内部逆压梯度增加、半无叶区分离加剧，扩压器提

前失稳，进而减小了离心压气机稳定工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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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各部件匹配与过渡段几何参数对发动机总体性能的影响，针对某涡扇发动机风扇、低压涡轮、内外涵道、掺混

段和尾喷管等部件，基于周向平均 Navier-Stokes 通流控制方程，采用时间推进有限体积法进行了部件耦合计算求解，将沿程各部

件性能计算参数与试验做了对比,结果表明：在设计状态下发动机沿程各截面计算特征参数与试验值最大误差不超过 5.0%，说明该

通流耦合计算方法能够快速预估发动机总体性能，完善各部件匹配关系，在发动机总体设计初期有一定工程应用价值。

关键词：周向平均；耦合计算；低压部件；部件匹配；过渡段；通流模型；涡扇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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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upled Throughflow Calculation of Turbofan Engine Low-pressure Parts
SUN Yi袁 GE Ning袁 SHU Jie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 Nanjing 210016袁 China)

Abstract: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studying influence of component matching and transition geometric parameter on engine overall
performance. It is in accordance with parts of a turbofan engine袁such as fan袁low-pressure turbine袁internal and external bypass袁mixing
section and nozzle. On the basis of circumferentially averaging Navier-Stokes through-flow governing equations袁time marching finite volume
method was adopted, every component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parameter along the passage was compared to experi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design point, the max error of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between calculation and experiment data of every section along
engine is within 5%. It shows that the throughflow coupling calculation method is able to predicate engine overall performance quickly and
improve matching relationship of every part. Therefore, this method is valuable in preliminary design stage of engine.

Key words: circumferentially averaged曰coupled component曰component matching曰transition section; through flow model; turbofan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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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航空发动机总体设计初期，通流方法可以快速

得到发动机性能以及子午面流动特征[1-2]，仍是现代航

空发动机设计工作的基石和重要的设计工具[3-4]。Si-

mon[5]提出基于 Navier-Stokes 方程的周向平均通流模

型，实现适用于轴流压气机的定常与非定常通流计

算，并对周向平均 Navier-Stokes 方程中出现的各种

附加项做了详细论证；金海良[6]对某跨声速单级风扇、

某子午加速风机和某跨声速双级风扇的研究表明，基

于 Navier-Stokes 方程的周向平均通流模型计算得到

的子午流场和径向参数分布与 3 维计算结果十分吻

合，在近端壁区域具有较高的计算精度；周向平均通

流模型的另一重要应用是发动机整机数值仿真计算，

可用于发动机各部件间的流场匹配，研究发动机各部

件间的相互影响[7]；Friederike[8]针对某大涵道比涡扇

发动机提出 1 种 0D/2D 耦合航空发动机性能预估方

法；Denton 等[9]基于 40 多年研究经验开发了多层次叶

轮机械设计程序 Multall，其中通流计算作为重要环

节，可快速分析叶片损失和效率。由于现阶段受 CFD

技术和计算机性能的限制，采用 3 维数值模拟方法计

算发动机整机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和时间，而采用通

流计算方法能够节约计算时间，快速发现各部件匹配

过程中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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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某涡扇发动机低压部件为研究对象，采用通

流模型耦合计算，研究各部件相互作用以及过渡段几

何参数对发动机总体性能的影响。通流模型可用于发

动机总体设计初期对发动机性能快速预估，实现各部

件性能匹配。

1 基于Navier-Stokes 方程的周向平均通流

模型

在相对柱坐标系中，对 Navier-Stokes 方程进行

周向平均[10]，得到通流模型的控制方程为

坠Q坠t + 1
br

坠br（F-FV）坠x + 坠br（H-HV）坠r蓸 蔀=S+SB+S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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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 为守恒量；F和 H 为对流（无黏）通量；Fv 和

Hv 为扩散（黏性）通量；S 为 Navier-Stokes 方程组在相

对柱坐标系下导出的源项；SB 为无黏叶片力项；Sv 为

黏性叶片力项；fB 和 fv 分别为模化后的无黏叶片力和

黏性叶片力；x、r、兹 分别为轴向、径向和周向坐标方

向；籽 为密度；v 为相对速度；p 为静压；e 为单位质量

总能；w 为转速；子 为黏性应力；q 为热流量；定义叶片

堵塞系数

b= 兹s-兹p
2仔/N （2）

式中：兹s 和 兹p 分别为叶片吸力面和压力面上的角坐

标；N 为叶片数。

堵塞系数 b 在叶片区小于 1，在非叶片区等于 1。

基于无黏叶片力始终垂直于平均流面的假设，本文将

无黏叶片力的求解分为 2 步[11-12]：（1）在动量方程中不

计入无黏叶片力；（2）在动量方程中仅计入无黏叶片

力，从而可以修正第 1 步求得的动量，使其与平均流

面相切。这就避免了显式求解无黏叶片力。黏性叶片

力的模化采用著名的分布损失模型[13]，引入 1 种分布

的体积力来计入流动损失的影响。黏性叶片力平行于

相对速度并且反向，所作功仅产生熵增，采用总压损

失系数计算叶排进口到出口熵增。本文采用时间推进

的有限体积法求解上述控制方程，用具有较高间断分

辨率的 Roe 通量差分分裂方法[14]对无黏对流通量进

行离散，而黏性通量的离散则是利用网格中心的流场

变量将网格面上的黏性通量表示出来，紊流模型采用

B-L 模型。

2 通流模型验证

通流耦合计算中首先要保证通流模型的准确

性，激波位置和激波强度对压气机流量、效率均有

较大影响。因此，选取 NASA Rotor67 和某 3 级风扇

为验证算例。

2.1 Rotor67 算例

Rotor67 是 1 个低展弦比跨声速转子，Strazisar[15]

于 1989 年做了细致的试验。设计转速为 16043

r/min，设计转速下最高效率点流量为 34.573 kg/s，压

比为 1.642，效率为 0.93。最高效率点通流模型计算结

果与试验值对比见表 1，可见通流计算结果与试验值

基本吻合。根据 Strazisar 的描述，由于在转子出口边

界层处测点较少，试验测量的等熵效率可能偏高。

Rotor67 在最高效率点时，通流模型计算得到的

叶排出口截面参数（分别为气流角、总温、静压、总压）

径向分布与试验值对比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通

流计算得到的静压分布与试验值十分吻合，但由于叶

尖存在激波，气流角和总温在叶尖处与试验值有一定

偏差。总压径向分布与试验基本吻合，而且能够预测

出端壁附面层附近的总压变化趋势。

试验值

通流计算值

流量 /（kg/s）

34.573

34.67

增压比

1.642

1.680

效率

0.93

0.903

表 1 Rotor67 通流计算与试验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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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or67 在最高效率点的马赫数等值线如图 2 所

示，从图中可见，叶片区域存在 2 道激波，第 1 道为叶

尖进口斜激波，第 2 道

为尾缘附近的正激波，

波前马赫数约为 1.4。通

流计算得到的 Rotor67

在 100%转速下的特性

线如图 3、4 所示。从图

中可见，二者结果基本

吻合，验证了通流模型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2.2 某轴流风扇算例

选取某带进口导叶的 3 级轴流风扇进行验证，其

设计状态下压比为 3.5，流量为 81.0 kg/s。风扇子午流

场相对马赫数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第 1 级转子

叶尖最高波前马赫数约为 1.5，较强的激波使得叶尖

压比相对试验值偏高，同时较强的激波 - 边界层相互

干扰损失导致转子叶尖效率较低。

计算了该轴流风扇在 100%转速下的性能特性，

并与试验值进行了对比，流量 - 效率特性线与流量 -

压比特性线分别如图 6、7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风扇

近设计点计算得到的压比为 3.53，效率为 0.84。由于

周向平均通流模型捕捉到的激波其物理本质与 3 维

计算有所区别，因此捕捉到的激波比实际稍强，导致

计算结果效率偏低。通流模型计算得到的特性线与试

验值基本吻合，可用于多级压气机特性计算。

3 通流耦合计算

3.1 研究对象

选取某涡扇发动机除核心机 3 大部件外的低压

部件为研究对象，包括进口带导叶的 3 级风扇、出口

带支板的 2 级低压涡轮、内外涵道、掺混段以及尾喷

管。其流道和叶型根据该发动机总体及部件性能参数

试验值（见表 2），采用流道设计程序计算得到。子午

面流道如图 8 所示。风扇出口分为内外涵道 2 个计算

域，并通过外涵道与涡轮后掺混段相连，掺混段下游

为尾喷管。内、外涵冷热流体掺混是 1 个重要的气动

热力过程，本文采用流量加权后定比热方法计算掺混

后流场。耦合计算边界条件均按试验值给定，包括风

扇进口总温、总压，内涵出口静压，低压涡轮进口总

（a）气流角 （b）总温

（c）静压 （d）总压

图 1 Rotor67 叶排出口径向参数分布

图 2 Rotor67 最高效率点

马赫数等值线

图 3 流量 -效率特性线 图 4 流量 -压比特性线

图 5 风扇子午流场相对马赫数

图 6 风扇流量 -效率特性 图 7 风扇流量 -压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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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总压，喷管出口给定标准大气压力。

3.2 计算结果及分析

计算结果表明，各部件单独计算时性能均能满足

总体设计要求。但多个部件耦合数值计算时，发动机

总体性能参数往往会偏离设计状态。本文通流耦合计

算的核心就是研究各部件匹配以及过渡段对发动机

总体性能的影响。

研究发现，风扇出口内、外涵分流板、涡轮出口掺

混段整流板是影响部件匹配和发动机总体性能最重

要的 2 个过渡段几何参数。分流板不仅分配内、外涵

流量，控制涵道比，并且对风扇的工作状态有较大影

响。掺混段整流板对内、外涵掺混有一定影响，而且可

以抑制尾椎流动分离，对涡轮和喷管工作状态也至关

重要。

通过调节分流板和整流板几何参数，使得各部件

性能结算结果接近设计状态。通流计算子午流场相对

马赫数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风扇转子叶尖均存

在激波，第 1 级转子中波前马赫数约为 1.4，较强的激

波损失使得风扇效率计算结果偏低 3.57%。

从表 2 列出的风扇、低压涡轮、内外涵以及尾喷

管近设计点性能参数与试验值对比可见，风扇计算流

量偏大 3.14%，增压比偏小 0.56%，效率偏低 3.57%。

低压涡轮计算流量偏大 4.93%，落压比偏大 0.92%，

效率偏低 3.41%。通流模型得到的内涵流量偏大

2.28%，外涵流量偏小 0.48%，导致涵道比偏小

2.55%。喷管出口计算流量和排气速度比试验值偏

大，导致发动机计算推力比试验值偏大 2.67%，耗油

率偏低 2.52%。从误差分析来看，本文通流耦合计算

在近设计点能够满足发动机总体性能初步要求，最大

误差不超过 5.0%。

4 结论

本文通过对某涡扇发动机低压部件通流耦合计

算，得到如下结论：

（1）采用周向平均通流模型对 Rotor67 和某 3 级

风扇进行了计算并与试验值对比，结果证明通流模型

能够正确捕捉激波强度与位置，预测的部件特性曲线

趋势与试验基本吻合。

（2）对某涡扇发动机风扇、低压涡轮、内外涵道、

掺混段和尾喷管等部件进行了通流耦合计算，研究了

各部件匹配与过渡段几何参数对发动机总体性能的

影响，在设计状态下发动机沿程各截面计算特征参数

与试验值最大误差不超过 5.0%。

（3）对比分析发现，风扇出口分流板控制涵道比

并对风扇性能有一定影响。涡轮出口掺混段整流板对

风扇和低压涡轮性能均有较大影响。通过调节过渡段

几何参数，实现各部件性能匹配，达到发动机总体性

能要求。

该通流模型能够快速预估发动机总体性能，发现

各部件匹配中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工程应用价

值。内、外涵掺混段涉及变比热问题，本文采用内、外

涵流量加权平均比热比，喷管出口总温平均值比试验

值偏高 3.5%。掺混段计算有待进一步完善，使喷管温

度场与实际情况更加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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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弹用发动机控制系统缺少发动机进口参数测量，无法实时对 PI 控制参数进行相似原理修正，从而导致地面点控

制参数在高空不适用，产生发动机高空转速超调这一问题，基于压气机出口总压 P3 重构发动机进口总压 P1 对 PI 控制参数进行修

正，设计了 1 种发动机进口参数测量不全条件下弹用发动机转速高空超调控制的方法。通过全数字仿真、半物理模拟试验、高空模

拟试验及高空飞行试验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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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engine speed overshoot problem caused by controller parameter on the ground unsuitable for altitude tests,
which is result from similarity principle can't be carried to PI controller parameter in real time because of lacking for missile engine control
systems. A method of speed overshoot control for missile engine under lacking of engine inlet parameter measurement was designed. P1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P3 and PI controller parameter is corrected. Through full digital simulation, semi-physical simulation test, and al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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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是 1 个结构极其复杂、工作环境极为

恶劣、强非线性的被控对象[1]。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航

空发动机特性会随着负荷或飞行条件的变化而发生

变化，为保证全包线内控制系统性能，必须采用适应

性强的控制方法。国外从 20 世纪 70、80 年代开始先

后验证了自适应控制、鲁棒控制、LQG/LTR 控制、LPV

控制等先进控制方法[2-5]。国内从 90 年代开始先后开

展了自适应控制、鲁棒控制、智能控制、性能寻优等先

进控制算法的研究[6-10]，但仅限于理论研究。而 PI 控

制以其技术成熟、结构简单、适应性强等特点在航空

发动机控制系统中被广泛应用[11]。为保证全包线内控

制系统性能，基于相似原理的 PI 参数修正方法被广

泛应用，该方法在发动机基本满足相似原理的情况下

能显著提高控制参数的全包线适应性[12-14]。

弹用发动机研制本着简单可靠、低成本的原则，

传感器不如传统飞机发动机那么完善，控制算法中也

较少针对控制参数进行修正，不能保证全包线内的控

制品质。例如在某型弹用发动机控制系统的研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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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于没有采集发动机进口参数信息，控制系统无

法使用相似原理实时对 PI 参数进行修正，从而导致

高空出现转速超调现象。为保证全包线内控制系统控

制品质，开展发动机进口条件缺失情况下的弹用发动

机控制参数修正方法研究势在必行。

本文设计了 1 种基于压气机出口总压 P3 重构发

动机进口总压 P1 的 PI 参数修正方法，经过全数字仿

真、半物理模拟试验、高空模拟试验及高空飞行试验

验证，发动机转速超调量满足设计要求，解决了用户

需求，显著提高了弹用发动机控制系统控制参数的全

包线适应性。

1 基于压气机出口总压 P3 重构发动机进口

总压 P1 的 PI 参数修正方法

根据发动机数学模型，建立地面状态发动机各稳

定状态下的发动机线性模型[15]，并设计出各转速状态

下的地面点 PI 控制参数，见表 1（表中数据进行了归

一化处理）。

根据相似原理对地面 PI 参数进行修正，随着 H、

Ma的变化，即 P1、T1 改变的情况下，Kp0、K i0 的相似参

数 Kp、K i 的相似变换为

Kp=Kp0· T1/T0姨 （1）

Ki=Ki0·P1/P0 （2）

式中：Kp、K i 为经过相似变换过的 PI 控制参数，P0=1

kPa，T0=288.15 K。

从式（1）、（2）中可知，如果要对 PI 参数进行 H、

Ma修正，那么需要发动机的进口温度 T1 以及发动机

进口压力 P1 的参数信息。而在本文控制对象中，仅有

T1 测量值而没有 P1 测量值，无法使用相似原理对 PI

参数进行实时修正。

本文提出基于压气机出口总压 P3 重构发动机进

口总压 P1 的 PI 参数修正方法，步骤如下：

（1）分析控制系统不同包线高空飞行试验数据，

使用弹体埋入式进气道抛盖时刻的压气机出口总压

P3 值作为当次试验的发动机进口压力 P1 值，同时采

集不同转速条件下的压气机出口总压 P3 值，得到不

同转速下的压比值，通过

对不同包线高空飞行试

验数据值以及发动机模

型计算值进行对比分析，

形成不同包线不同转速

下的转速 - 压比参数，见

表 2（表中数据进行了归

一化处理）。

（2）在实际试验过程中，根据控制系统实时采集

到的发动机压气机出口总压 P3 参数值，通过表 2 重

构出当前的发动机进口压力参数 P1，从而根据 T1、P1

实时对 PI 参数进行相似变换修正

Kp=Kp0· T1/T0姨 （3）

Ki=Ki0·
P3

仔·P0
（4）

2 试验验证

2.1 全数字仿真验证

分别模拟发动机使用包线点（H=0 km，Ma=0）、
（H=3 km，Ma=0.5）以及（H=7 km，Ma=0.7）的飞行条

件加速到 90%、93%转速的仿真试验，将原控制参数

与使用实时修正的控制参数试验结果进行对比，仿真

结果如图 1～6 所示。图中 Nexz 为实时修正控制参数

得到的仿真结果。从图中可见，使用实时修正的控制

参数对该发动机的调节性能优于原控制参数的，同时

加速性也能满足设计要求，即设计的基于压气机出口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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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0 /（kg/h）
0.4926
0.4926
0.5530
0.5580
0.7070
0.9074

1

Ki0 /（kg/h/s）
0.2600
0.2600
0.3154
0.3590
0.5110
0.7064
0.8381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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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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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840
0.7840

Ki0 /（kg/h/s）
0.8716
0.8523
0.8523
0.8632
0.8926

1
1

表 1 地面条件下各转速状态的 PI 参数

注：Ne 为发动机转速；Kp0 和 Ki0 为地面状态 PI 控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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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转速下的转速 -

压比参数

图 1 （H=0 km，Ma=0）包线点目标转速 90%的加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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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H=0 km，Ma=0）包线点目标转速 93%的加速过程

总压 P3 重构发动机进口总压 P1 的 PI 参数修正方法

在整个飞行包线内具有适应性。

2.2 半物理模拟试验验证

分别模拟发动机使用包线点为（H=0 km，Ma=0）、
（H=3 km，Ma=0.5）、（H=7 km，Ma=0.7）的飞行条件进

行转速加速到 90%、93%的半物理模拟试验，将原控

制参数与使用实时修正的控制参数试验结果进行对

比分析，结果如图 7～12 所示。从对比结果可见，使用

实时修正的控制参数对发动机的超调性能优于原控

制参数，同时加速性也能满足要求，即设计的基于压

气机 P3 重构 P1 的 PI 参数修正方法在整个飞行包线

内具有适应性。

图 3 （H=3 km，Ma=0.5）包线点目标转速 90%的加速过程

图 4 （H=3 km，Ma=0.5）包线点目标转速 93%的加速过程

图 5 （H=7 km，Ma=0.7）包线点目标转速 90%的加速过程

图 6 （H=7 km，Ma=0.7）包线点目标转速 93%的加速过程

图 7 （0，0）包线点调整 PI 控制参数前后半物理模拟试验

数据对比（转速 90%阶跃）

图 8 （0，0）包线点调整 PI 控制参数前后半物理模拟试验

数据对比（转速 93%阶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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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无修正（H=7 km，Ma =0.71）

有修正（H=7 km，Ma =0.72）

有修正（H=7 km，Ma =0.73）

转速超调量

3.76%

0.57%

0.62%

表 4 高空飞行试验结果对比

2.3 高空模拟试验及高空飞行试验验证

为了进一步证明该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分别

开展高空模拟试验验证以及飞行试验验证。

在高空台分别采用 2 种 PI 控制参数进行试验验

证，验证包线点为（H=7 km，Ma=0.7），发动机均起动

后直接加速至换算转速 90%。具体试验情况如图 13

所示并见表 3。图中 Neg 为转速目标值（小图是转速超

调的局部放大）。

在高空飞行试验

中，发动机起动成功

后均直接加速至目标

转速。由于飞行试验

的包线点并没有完全一致的情况，故选择 3 次接近的

包线点飞行数据进行分析对比，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

选择（H=7 km，Ma= 0.71）包线点 PI 参数无修正的飞行

数 据 与 （H=7 km，

Ma=0.72） 和（H=7

km，Ma=0.73） 包 线

点 PI 参数有修正的

飞行数据进行对比

分析，具体试验情况

见表 4 并如图14～16 所示。

通过全数字仿真、半物理模拟试验、高空模拟试

验及高空飞行试验验证得知，设计的基于压气机出口

图 9 （H=3 km，Ma=0.5）包线点调整 PI 控制参数前后半物理

模拟试验数据对比（转速 90%阶跃）

图 10 （H=3 km，Ma=0.5）包线点调整 PI 控制参数前后

半物理模拟试验数据对比（转速 93%阶跃）

图 11 （H=7 km，Ma=0.7）包线点调整 PI 控制参数前后

半物理模拟试验数据对比（转速 90%阶跃）

图 12 （H=7 km，Ma=0.7）包线点调整 PI 控制参数前后

半物理模拟试验数据对比（转速 93%阶跃）

类型

无修正（H=7 km，Ma =0.7）

有修正（H=7 km，Ma =0.7）

转速超调量

3.8%

0.9%

表 3 高空台模拟试验结果对比

图 14 （H=7 km，Ma =0.71）包线点高空飞行试验（无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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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高空模拟试验调整 PI 参数前后主要参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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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H=7 km，Ma =0.72）包线点高空飞行试验（有修正）

总压修正的弹用发控系统高空转速超调控制技术对

弹用发动机高空转速超调有很好的抑制作用，同时加

速性也满足要求，解决措施有效，显著提高了弹用发

控系统控制参数的全包线适应性。

3 结束语

独创性地设计了 1 种在发动机进口参数测量不

全条件下对弹用发动机的全包线控制算法，提出了基

于 P3 重构 P1 的 PI 参数修正方法。通过全数字仿真、

半物理模拟试验、高空模拟试验及高空飞行试验结果

表明：该设计方法使得弹用发动机在全包线范围内具

有良好的加速控制性能，改善了高空条件下弹用发动

机动态控制性能，保证了全包线范围内控制系统的品

质，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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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H=7 km ，Ma =0.73）包线点高空飞行试验（有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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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冠防错位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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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叶冠错位故障，在综合分析各次叶冠错位故障发生原因的基础上，

总结了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冠错位模式，绘制了模式图，并针对各种叶冠错位模式提出了 1 套完整的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

叶片预防叶冠错位的设计方法。在 2 型发动机上进行应用的结果表明，本方法是切实可行的。

关键词：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预防错位；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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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location Preventing Methods of Shroud Shaped Saw Tooth
of Low Pressure Turbine Blade

ZUO Ming, YANG Yang-hua, ZHANG Zhi-shu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failure of Saw tooth shaped shroud dislocation caused by the operation of low pressure turbine working blade,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each dislocation fault, the dislocation pattern of the saw tooth of pressure turbine
working blade was summarized, and the model chart was drawn. Then blad complete design method was proposed to prevent the Saw tooth
shaped shroud dislocation of the low pressure turbine. The application results on two different type engine show that this methods is feasible.

Key words: saw tooth shaped shroud; low pressure turbine blade; cause analyses and dislocation preventing methods;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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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长径比、大展弦比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在设计中

常常带有叶冠（平行冠或锯齿冠）。工作时，利用叶冠

间的限幅或摩擦阻尼改变叶片的频率，起到减振的作

用[1-2]。带锯齿冠的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同时设计有预扭

角。装配后，相邻叶冠啮合面间会产生预扭紧度，即相

互之间的挤压作用力，使整环叶冠形成刚性的连锁环

状，增强叶片级的整体刚性，提高叶片抗振能力[3]。这

种结构在使用过程中极易出现个别叶片啮合面相互

脱开的叶冠错位现象，影响发动机的使用安全[4]。国内

研制的某型发动机就多次出现过低压涡轮工作叶片

叶冠错位故障。国外发动机低压涡轮工作叶片也发生

过叶冠错位故障，叶片环的整体啮合作用被破坏，叶

身扭转偏离气动设计位置，相邻叶冠间的受力接触面

积发生变化，叶冠轴向占据空间变长，叶冠在径向和

轴向排列参差不齐，导致涡轮性能衰减，转、静子间发

生剧烈碰摩甚至叶片断裂等严重后果，直接威胁到发

动机的使用安全[5]。

本文综合分析了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冠

错位故障原因，提出了 1 套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

防叶冠错位设计方法。

1 国内外发动机叶冠错位故障原因介绍

国内发动机在研制过程中多次发生低压涡轮工

作叶片叶冠错位故障，如图 1 所示，按故障原因可分

为 3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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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内发动机第 1类叶冠错位故障

国内某型发动机第 1 类叶冠错位故障主要发生

在低压涡轮第 1 级工作叶片上。发生故障时，发动机

试车时间最长超过 100 h，最短仅为几十小时。叶冠

发生错位故障后，叶片的整体表现为：用手可以将错

位叶片掰回正常位置，整级叶片叶冠间的啮合紧度消

失，相邻叶冠间没有相互作用力，啮合面间出现相对

间隙（以材料缺失与否定义绝对间隙和相对间隙），单

个叶片在盘上可以左右摆动。

通过一系列排故分析可知，此类叶冠错位故障的

原因为超温工作导致叶片发生塑性变形[6]，使叶片定

型在装配位置，叶片预扭角消失，叶冠处于无定位作

用，此时若叶冠啮合面的长度小于其在盘上的摆动

量，就会发生叶冠错位故障。

1.2 国内发动机第 2类叶冠错位故障

国内某型发动机第 2 类叶冠错位故障发生在末

级工作叶片上。发生故障时，发动机上台试车仅几小

时。对发动机进行分解检查发现，整级叶片叶冠啮合

良好，叶片预扭角在设计要求范围内。叶冠外表面有

与转子外环蜂窝发生剧烈碰摩的痕迹。

通过一系列排故分析工作得出，此类叶冠错位故

障的原因为末级工作叶片叶冠非工作面间的周向设

计间隙较大，允许叶片在周向上的活动量较大。发动

机在本次上台前为解决其他故障更换了新生产的低

压涡轮转子外环。而该转子外环蜂窝在周向上的台阶

差高于设计要求。发动机本次上台进行了磨合试车，

状态较高，叶尖篦齿对转子外环蜂窝的磨削量较大，

且存在个别叶片的叶尖篦齿与转子外环蜂窝上凸起

的周向台阶发生剧烈碰摩的情况。碰摩力导致相邻叶

片工作面脱开，最终发生叶冠错位故障。

1.3 国内发动机第 3类叶冠错位故障

国内某型发动机第 3 类叶冠错位故障发生在低

压涡轮第 2 级工作叶片上。发生故障时，发动机试车

时数为几十小时。对发动机进行分解检查发现，整级

叶片叶冠啮合良好，叶片预扭角在设计要求范围内。

叶冠外表面有与转子外环蜂窝发生剧烈碰摩的痕迹。

通过一系列排故分析得出，此类叶冠错位故障的

原因为：为方便承制厂加工，设计人员将低压涡轮转

子外环蜂窝的结构由斜蜂窝改为直角蜂窝，如图 2 所

示。而蜂窝结构更改后没有进行详细的尺寸链计算。

相比于斜蜂窝，直角蜂窝在轴向上更易与叶冠外表面

发生碰摩。又因低压涡轮第 2 级工作叶片叶冠非工作

面之间的设计间隙较大，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叶冠

外表面与低压涡轮第 2 级转子外环蜂窝发生轴向碰

摩，碰摩位置如图 3 所示。在碰摩力作用下，叶冠依次

逆转速方向“堆叠”，相临的叶冠工作面之间错动，当

错动量超过工作面周向宽度后发生叶冠错位故障。

1.4 国外发动机叶冠错

位故障

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到

国外发动机也曾发生过低

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冠错位

故障，发生故障的叶片为低

压涡轮第4级工作叶片。故

障原因为：低压涡轮第4级

工作叶片叶冠啮合面钎焊

的耐磨合金在使用过程中

因磨损而脱落，如图 4 所

示。造成相邻叶冠间出现绝

对间隙，使叶冠间失去相互

啮合的作用力，最终导致低

压涡轮第 4 级工作叶片发

生叶冠错位故障。

图 1 叶冠错位

（a）原始蜂窝结构 （b）修改后蜂窝结构

图 2 2种蜂窝结构对比

图 3 碰摩位置

图 4 发动机叶冠耐磨

合金位置

发生碰摩部位

钎焊的耐磨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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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冠错位机理分析

2.1 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的设计和装配

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在设计时采用预扭角[7-8]

设计，以保证叶片装配后相邻叶冠啮合面间相互挤压

顶紧，如图 5 所示。盘片组件装配完成后，每个叶片的

叶冠均受到 1 个扭转力偶作用[9]。图 5 中右图是单个

叶片在盘上的装配受力图。从图中可见，盘榫槽通

过对榫头的作用力来平衡叶冠上的力偶矩 P。这时

叶片就相当于 1 个扭杆弹簧，叶身上存在 1 个扭转

弹性力矩[10]。

P·b=C·茁 （1）

式中：C 为叶身的扭转刚性；茁 为叶冠相对于榫头的

扭转角；C·茁 为叶身回弹力。

2.2 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冠工作分析

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在工作时叶冠受到气

动力、离心力和热应力作用下产生与力矩反向的扭转

作用（如图 6 所示），使相邻叶片间的啮合紧度增大，

这是设计时赋予的能力。叶片工作时叶冠扭转后的位

置和弦长参数变化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工作

中由于扭转的作用，叶冠

的周向弦长 tn 是变化的。

而单片叶片叶冠的弦长 t
由叶片数和叶冠所处的半

径决定，其值是固定的。在

发动机工作时，叶冠周向

有热伸长，需要预留足够

的伸长空间[11]。而且，随着

状态的变化，叶身因承受

不同大小的作用力而产生

扭转、弯曲等变形，叶冠会

随之发生不同的偏移、扭

转，因此啮合面、非工作面周向的长度也是变化的。啮

合面周向长度变化后，叶冠需要重新调整位置，使啮

合面沿周向分量适应由轮盘和自身叶片数、叶身长度

所确定的单片固定空间。此时，叶冠通过在啮合面处

不断滑移吸收这些作用力产生的位移，通过这种位置

姿势的调整变化来平衡叶身的扭转载荷[12]。

2.3 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冠错位原因理论分析

2.3.1 叶片预扭角消失造成叶冠错位理论分析

从式（1）可知，装配时叶冠啮合面间的相互作用

力等于装配时叶冠预扭产生的扭转回弹力。如果工作

时叶片所处的环境温度超过叶片材料的许用温度，叶

身将产生永久的塑性变形。此时叶冠相对于榫头的扭

转角 茁=0。根据公式 P·b=C·茁，叶冠啮合面间的相互

作用力等于零。此时，若叶冠啮合面的长度小于其在

盘上的摆动量，则叶冠在轻微的碰摩力作用下就会轻

易脱开。由此可见，选择合适的叶片材料是避免叶片

发生叶冠错位故障的必要条件。

2.3.2 叶冠非工作面间隙大及转、静子碰摩造成叶冠

错位理论分析

从叶冠的设计、装配机理以及工作情况来看，叶

冠装配时的紧度有多大，工作时脱开的可能性就有多

大。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叶冠受气动力、离心力和热

应力的作用逆时针旋转，由于叶片设计时非工作面留

有间隙，若此时有非正常的转、静子碰摩，就会造成叶

片出现“赶堆儿”现象———碰摩部位的叶片会分别向

上下两侧成撮挤紧，如图 8 所示。占用其相邻叶片非

工作面的间隙，致使发生碰摩部位的 2 片叶片叶冠间

的间隙增大。若叶冠非工作面间的设计间隙大，在叶

片“赶堆儿”作用下，发生碰摩的部位很快就会被赶出

图 5 叶片的装配状态及受力

图 6 装配后叶冠的受力

图 7 叶冠扭转时弦长的变化趋势

Y 轴

茁u
啮合角

P

X 轴

发动机轴线

Pb

t

扭转角

啮合面
Y 轴

tn t

X 轴

榫头中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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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啮合面长度的间隙，如图 9 所示。此时在逆时针

旋转力作用下，叶冠就会脱开导致叶冠错位故障。由

此可见，控制非工作面间的间隙，避免转、静子间发生

非正常碰摩是解决叶冠错位故障的必要条件。

从叶冠的设计和装配机理来看，叶冠啮合面钎焊

的耐磨合金脱落，会造成叶片叶冠周向弦长变短，使相

邻叶冠的啮合面间产生间

隙（绝对空间）[13-14]，如图 10

所示，从而使相邻叶冠间

的预扭紧度消失。又由于

叶冠在工作状态下逆时针

旋转，非常容易发生叶冠

脱开错位故障。因此，控制

耐磨合金的钎焊质量，监

控耐磨合金的使用情况，

也是防止叶冠发生错位故

障必须重点关注的因素。

3 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冠错位模式

分析

通过对国内、外发动机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

叶冠错位故障的介绍以及对具体错位原因进行的理

论分析，并加以总结和提炼，最终列出几种常见的叶

冠错位故障模式，如图 11 所示。

4 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防错位设计方法

根据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冠错位模式，结

合国内、外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冠错位故障的经验和

教训，总结出 1 套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冠防错

位设计方法。

4.1 叶冠非工作面设计间隙选取

从图 11 可见，叶冠非工作面间的设计间隙大虽

然不是造成叶冠错位故障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主要

诱因之一。如果叶冠非工作面间的间隙选取合适，叶

冠即使在碰摩力作用下也不易发生错位故障。上文曾

提到叶冠非工作面间隙选取过大会为叶冠错位提供

空间，容易发生叶冠错位故障。而叶冠非工作面间隙

选取过小，会使叶片之间的紧度过大而造成叶片装配

困难，甚至无法装配。另外，叶冠非工作面间的间隙太

小，还会使叶冠间的滑移减振作用消失，这也有悖于

锯齿冠叶片的设计初衷。

国内某型发动机在初始设计阶段根据研制经验

选取的非工作面间隙大于 0.5 mm，该叶片在使用中

发生了叶冠错位故障。通过排故分析发现，叶冠非工

作面间隙设计大是导致该故障发生的原因之一。在发

动机不同工作状态下对该叶片的变形情况进行详细

理论计算发现，该叶片叶冠的最小安全非工作面间隙

为 0.1 mm。后期通过对叶片加工和装配工艺的综合

评估，最终适当减小了低压涡轮工作叶片的非工作面

间隙。之后，该叶片未再发生叶冠错位故障，这直接证

明了该间隙选取的合理性。

4.2 叶片榫头与盘榫槽间的间隙设计

叶片榫头与盘榫槽间的间隙也是叶冠错位的诱

因之一。在进行叶片设计时，若叶片在盘上的左右偏

摆量大于相邻叶冠间啮合面的有效长度，叶冠在碰摩

力的作用下就会发生错位故障，如图 12 所示。因此在

进行叶片设计时，应选取适当的叶片榫头与盘榫槽间

图 8 在盘片组件上用手模

拟叶片“赶堆儿”现象

图 9 碰摩部位被赶出大于

啮合面长度的间隙

图 10 耐磨合金脱落使相邻

叶冠啮合面间产生间隙

图 11 叶冠错位故障模式
该处耐磨合金

脱落叶冠间出

现绝对空间

锯齿冠涡轮叶
片叶冠错位

TOP1

分配给单片
叶冠周向空

间变大

GATE1

周向相对
空间变大

GATE3

GATE5

碰摩导致
叶冠错位

非正常碰摩

周向相对
空间变大

GATE2

叶冠周向摩损
（非工作面耐磨

合金脱落）

叶身塑性变
形，预扭回
弹消失

GATE4EVENT1

r=0

叶片超
温使用

EVENT2

r=0

GATE6 GATE9

间隙设计大

叶冠非工作
面间隙大

EVENT3 EVENT4 EVENT5 EVENT6 EVENT7 EVENT8 EVENT9

叶片榫头与
盘榫槽间的
设计间隙大

转子外环蜂
窝不平，存在
周向台阶

叶片蓖齿高
低不平，存在
周向台阶

叶片蓖齿与
外环蜂窝间

隙小

转静子偏
心量大

外环蜂窝结构
选取不合理

r=0 r=0 r=0 r=0 r=0 r=0 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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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间隙，以保证叶片在盘上的左右偏摆量小于叶冠啮

合面的有效长度。

4.3 叶片篦齿与转子外环蜂窝的间隙设计

叶片叶尖篦齿与外环蜂窝的间隙设计过大会影

响低压涡轮的性能；该间隙设计过小，工作时叶尖篦

齿会与外环蜂窝发生剧烈碰摩，导致叶片发生叶冠错

位故障。因此选取合适的叶尖间隙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设计的大、中涵道比发动机低压涡轮转、静

子间径向间隙的选取一般为 1.2～1.9 mm。当然，在选

取叶尖篦齿与外环蜂窝的间隙时，还要综合考虑叶片

的使用环境、受力情况以及变形情况等因素。

4.4 转子外环蜂窝结构设计

转子外环蜂窝结构的设计除了要考虑其与叶片叶

冠的径向碰摩，还要考虑二者发生轴向碰摩的可能性

（图 3）。因此，转子外环蜂窝结构设计应尽量选择如图

13 所示的蜂窝结构，避免选择直角蜂窝结构（图3），以

免转子外环蜂窝与叶片叶冠发生轴向碰摩。

4.5 叶片选材设计

选材不当也会造成锯齿冠涡轮叶片发生叶冠错

位故障。对叶片进行的超温试验发现，当叶片的使用

环境温度超出该材料的许用温度时，材料会发生塑性

变形使叶片定型在装配位置，预扭角消失，最终发生

叶冠错位故障。因此，在进行叶片设计选材时，不仅要

考虑正常的设计温度，还要留有一定的温度安全裕度，

以防发生环境超温等特殊情况，造成叶冠错位故障。

4.6 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除上述设计因素外，在发动机试车过程中以及进

行发动机装配时，还要监控以下可能造成锯齿冠涡轮

叶片发生叶冠错位故障的影响因素。

4.6.1 转子外环蜂窝和叶

片叶尖篦齿装配质量

锯齿冠涡轮叶片叶尖

篦齿直接与转子外环蜂窝

内表面相对应，组成“篦

齿－蜂窝”封严机构，如图

14 所示。

因此，各级转子外环

蜂窝和各级锯齿冠涡轮叶片装配完成后内表面是否

平整、是否存在较大的周向台阶，是进行锯齿冠涡轮

叶片防叶冠错位设计时必须考虑的因素[15]。除在设计

中要求转子外环蜂窝和叶片叶尖篦齿在首次装配时

必须组合加工外，在以后每次装配后，均要按设计要

求仔细检查其内表面是否平整，是否存在超出设计要

求的周向台阶。避免由于转子外环蜂窝和叶片叶尖篦

齿存在较大的周向台阶而造成转、静子发生不必要的

径向碰摩，导致锯齿冠涡轮叶片发生叶冠错位故障。

4.6.2 叶片啮合面耐磨合金质量

锯齿冠涡轮叶片叶冠啮合面钎焊的耐磨合金在

使用过程中一旦出现磨损或脱落，会使相邻叶片叶冠

间出现绝对空间（图 10），导致叶片发生叶冠错位故

障。因此，监控叶冠啮合面钎焊的耐磨合金的使用情

况，也是进行锯齿冠涡轮叶片防叶冠错位设计时必须

考虑的因素之一。

在发动机试车过程中，可以随孔探仪检查来监控

叶冠啮合面钎焊的耐磨合金的使用情况；在发动机分

解过程中，也要注意检查叶冠啮合面耐磨合金的使用

情况。一旦发现耐磨合金出现严重磨损或脱落等情

况，必须立即更换叶片，并将损坏的叶片返回生产厂

修复。

5 结论

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冠错位故障是航空

发动机结构设计领域的典型故障之一，在国内、外多

图 12 叶片的装配

图 13 建议选取的蜂窝结构

图 14 叶尖篦齿与外环蜂窝

组成的封严机构

转子外环蜂窝

叶片叶尖篦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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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发动机中都曾发生过。故障发生后，叶片环的整体

啮合作用被破坏，叶身扭转偏离气动设计位置，相邻

叶冠间的受力接触面积发生变化，叶冠轴向占据空间

变长，叶冠在径向和轴向上参差不齐。导致涡轮性能

衰减，转、静子间发生剧烈碰摩甚至是叶片断裂等严

重后果，直接威胁到发动机的使用安全。

本文总结出 1 套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冠

防错位设计方法。该方法既包含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

叶片在设计时间隙、结构和选材等的选取原则，同时

还包含在发动机试车、装配和分解过程中需要给予重

点关注的部位。目前，本方法已成功应用在国内自主

研制的 2 型发动机锯齿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的结构

设计中，累计试车、试飞时数千余小时，没再发生叶冠

错位故障，证明本方法是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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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装配误差或重力等原因，挤压油膜阻尼器在实际使用中难以避免产生静偏心。为了研究静偏心对挤压油膜阻尼器

减振特性的影响，基于广义雷诺方程推导出静偏心条件下挤压油膜阻尼器雷诺方程并建立了静偏心挤压油膜阻尼器 - 转子系统

的动力学模型，随后运用数值积分获取静偏心下转子系统的非线性响应。研究表明：转子进动半径随着静偏心增大而减小；静偏心

显著影响转子轴心轨迹，静偏心时转子轴心轨迹在大多数转速下近似为椭圆而不再是圆，静偏心下突加不平衡响应瞬态振幅远高

于无静偏心条件下瞬态振幅。

关键词：减振特性；挤压油膜阻尼器；静偏心；转子；轴心轨迹

中图分类号：V231.9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3.007

Numerical Analysis of Effects of Static Eccentricity on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queeze Film Damper
ZHAO Xiang-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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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e to the assembly error or the weight, the static eccentricity can't be avoided in use of SFD (Squeeze Film Damper). To
research the effects of static eccentricity on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FD, the Reynolds equation of SFD under conditions of static
eccentricity was derived based on generalized Reynolds equation,, and a dynamic model of the SFD with static eccentricity- rotor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hen, the nonlinear response of the rotor system under conditions of static eccentricity was obtained by using numerical
integ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otor precession radius decreases with the static eccentricity; the static eccentricity has a marked
influence on the rotor shaft orbit, when there is static eccentricity, the rotor shaft orbit is close to ellipse instead of circle at most speeds, and
the instantaneous amplitude of sudden unbalance response is far above that without static eccentricity.

Key words: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Squeeze Film Damper; static eccentricity; rotor; shaft orbit

0 引言

挤压油膜阻尼器（SFD）凭借减振效果明显，结构

简单等优点[1]，在当前主流航空发动机中广泛应用。针

对挤压油膜阻尼器动力学特性，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广

泛研究[2-5]。同时为了预测以及改善 SFD 的动力学特

性，国内外学者对 SFD- 转子系统进行了诸多研究。

Holms[6]于 1972 年采用短轴承近似理论与 仔 油膜假

设，对带 SFD 的刚性转子响应的研究表明，轴承参数

较小时很难稳定运行；Humes[7]于 1977 年采用短轴承

近似理论，对 SFD 刚性转子的运动规律的研究表明，

在很高的负压作用下，油膜依然起作用，同时试验测

得的最大压力小于理论值；Zeidan 等[8]于 1990 年对存

在空穴情况下油膜压力的分布的研究表明，空穴对油

膜力分布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刘方杰[9]于 2000 年对

挤压油膜阻尼器失效判据进行了试验论证；周海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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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贵火等 [10] 于 2013 年对挤压油膜阻尼器—滚动轴

承—转子耦合系统响应的研究表明，子系统当转速较

高、支承刚度较大或挤压油膜阻尼器油膜间隙较大

时，转子系统容易出现拟周期运动。但是以上大多数

研究是在理想条件下进行，即假设油膜环的静态间隙

是完全均匀的，对带有初始偏心的挤压油膜阻尼器动

力学特性研究相对缺乏，而且在实际应用中，加工误

差、装配误差、转子自重、机动飞行等因素难免使挤压

油膜阻尼出现静偏心，虽然采用多种措施，如改善加

工与装配工艺，对转子自重采用预置偏心的方法来抑

制静偏心，但是现实条件下静偏心仍然难以避免[11]。

目前对于静偏心的研究大多通过试验分析其对结构

响应的影响，如刘占生[12]、刘展翅[13]等均研究了静偏心

对挤压油膜阻尼器转子抗振性能的影响；Holmes[14]则

通过试验发现，阻尼器静偏心可能导致转子出现次谐

振动等。而数值计算研究较为缺乏。

本文为了分析静偏心对阻尼器以及转子抗振性

能的影响，建立了包含静偏心项的挤压油膜阻尼器雷

诺方程，并将其代入 Jeffcott 转子模型，分析静偏心对

转子系统的影响，以期为挤压油膜阻尼器的理论、设

计与应用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

1 静偏心下的 SFD

在理想状态下，典型的定心式 SFD 工作状态如

图 1（a）所示，油膜轴颈的进动中心与油膜环中心相

重合；阻尼器的静偏心是指转子在静止状态时，油膜轴

颈中心与油膜环中心之间有一偏心量，如图 1（b）所

示[11]。在含有初始静偏心状态下，SFD 在工作中油膜

轴颈的进动中心将不再与油膜环中心 Ob 点相重合，

而是围绕 Oo 进动。

2 静偏心 SFD雷诺方程的建立

对于挤压油膜阻尼器，描述油膜压力与轴承运

动、轴承几何尺寸以及滑油物性之间的关系，可按如

下广义雷诺方程[15]

坠坠x
籽h3

滋
坠p坠x蓸 蔀+ 坠坠z

籽h3

滋
坠p坠z蓸 蔀=6（u2-u1）

坠（籽h）坠x +

12籽（v1-v2）+12u1h 坠p坠x +12h 坠p坠t （1）

在滑油不可压缩、定黏度条件下，雷诺方程简化为

坠坠x h3 坠p坠x蓸 蔀+ 坠坠z h3 坠p坠z蓸 蔀=6滋（u2-u1）
坠h坠x +12滋（v1-v2）（2）

根据式（2）推导出建立包含静偏心项的雷诺方

程，限于篇幅，直接给出包含静偏心项的挤压油膜阻

尼雷诺方程

1

rb
2

坠坠兹2

h3 坠p坠兹2
蓸 蔀+ 坠坠z h3 坠p坠z蓸 蔀=6 滋rb（e觶 2 sin 兹3-e2 棕 cos 兹3）·

坠h坠兹2
+12滋（e2 棕 sin 兹3+e觶 2 cos 兹3） （3）

其中

兹1=棕t

h≈c+ e1

2
+e2

2
-2e1e2 cos 兹1姨 cos 兹2

兹3=兹2+
sin（兹1）
sin（兹1）

·a cos e2
+e2

2
-e1

2

e·e2
蓸 蔀

式中各物理量如图 2 所示。Ob 为油膜环中心；Oe
为油膜轴颈中心初始位置；Oj 为任一时刻油膜轴颈中

心位置；h 为油膜厚度；滋 为滑油动力黏度；rb、rj 分别

为油膜环以及轴颈半径；

c 为油膜半径间隙；Ob-Oe
为初始静偏心，以 e1 表

示；Oj-Oe 为进动偏心，以

e2 表示；棕 为进动角速

度；u1、u2 分别为油膜环

及油膜轴颈圆周速度；

v1、v2 分别为油膜环及油

膜轴颈径向速度。

本文采用短轴承近似，式（3）可简化为

p（兹2,z）= 6滋（e2 棕 sin 兹3+e觶 2 cos 兹3）
h3 （z2- L2

4
） （4）

为了验证本文所建雷诺方程的准确性，将计算结

果与 Fluent 仿真作对比，采用参数如下：rb=20 mm，

l=5.3 mm，c=0.14 mm，e1=0.014 mm，e2=0.028 mm，

滋=0.2 Pa·s，棕=100仔 rad/s。

计算结果验证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油膜

（a）无静偏心 （b）含静偏心

图 1 不同条件下 SFD工作状态

图 2 静偏心条件下 SFD

运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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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颈进动的 1 个周期内，本文所求结果与 Fluent 仿真

结果较为一致，精度较高，其最大计算误差为 5%。

3 SFD－转子系统的动力学模型

3.1 转子模型

SFD- 转子系统结构如 4 所示。图中 L 代表油膜

宽度，C 代表油膜间隙。SFD- 转子系统动力学模型如

图 5 所示。

根据运动学方程建立动力学方程[16]

mDx咬 D+cDx觶 D+kS（xD-xB）=mDe滋 棕2 cos 棕t

mDy咬 D+cDy觶 D+kS（yD-yB）=mDe滋 棕2 sin 棕t

mBx咬 B+ kS

2
（xB-xD）+

ka

2
xB=fx

mBy咬 B+ kS

2
（yB-yD）+

ka

2
yB=fy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5）

式中：mD 为转子圆盘处的集中质量；cD 为由于空气动

力学产生在转子圆盘处的黏性阻尼；kS 为转子轴的刚

度；(xD, yD)为圆盘在固定坐标系中的坐标；(xB, yB)为转

子轴径在固定坐标系中的坐标；e滋 为圆盘的质量偏

心；棕 为转子转速；mB 为转子在转子轴颈处的集中质

量；ka 为弹性支承的刚度；fx 和 fy 为挤压油膜阻尼器

在 x 和 y 方向对轴径的挤压油膜力，由所求油膜压力

积分得到，同时只要给定 e1 便可以模拟不同静偏心

下转子系统响应。

3.2 计算参数

本文参照文献[16]选取转子系统的参数：mD=

5 kg，cD=2.4867 N·s/m，kS=1.2×106 N/m，e滋=4×10-5 m，

mB=0.5 kg，ka=3×105 N/m，R=0.03 m，L=8.3×10-3 m，

C=2×10-4 m，滋=5×10-3 Pa·s。

为了得到挤压油膜阻尼器转子系统的响应，采用

Newmark-β 法进行求解，油膜力采用短轴承和

Reynolds 边界条件假设得到，同时为了处理挤压油

膜阻尼器带来的非线性力，采用 Newton-Raphson 迭

代法求解。

3.3 仿真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计算方法准确性，将所求得雷诺方

程中初始静偏心置为 0，则转子模型便退化为无静偏

心情况，在此条件下，采用数值积分计算转子加速、减

速下响应并将仿真结果与文献[16]进行对比，结果如

图 6 所示。图中 姿=棕/ kS/mD姨 ，代表转速比。从图中可

见，除了在双稳态处本文与文献求解有所差异，其余

处二者一致，验证了本文计算方法的准确性。

4 静偏心对 SFD－转子系统的影响

4.1 静偏心对转子轮盘响应幅值的影响

为了解静偏心对转子轮盘响应幅值的影响，以转

图 3 计算结果验证

图 4 SFD与转子系统结构

图 5 SFD- 转子系统动力学模型

弹性支承

挤压油膜

L

C

mDe滋棕2

mD

cD

kS

2
kS

2

mB mB

k a

2
ka

2fS fS

图 6 计算结果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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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加速为例，仿真计算了不同静偏心下转子圆盘在水

平方向与竖直方向的响应，其中圆盘质量偏心为

e滋=1×10-5 m，静偏心沿水平方向正向。

为了更加清晰描述转

子圆盘响应情况，采用多

个参数描述转子轮盘处响

应，各参数意义如图 7 所

示。以 x 向为例解析其中

参数的意义，图中，“o”代

表油膜环中心，“*”代表轴

颈进动中心，“△”代表静

偏心下轴颈中心初始位

置，椭圆代表轮盘处轴心

轨迹。xb 为进动时水平方向距 Ob 的间距，描述轮盘响

应时水平偏离发动机轴线最大间距；xe 为进动时水平

方向距 Oe 的最大间距，描述轮盘响应时水平偏离初

始位置最大间距；xe 为进动时水平方向距 Oe 的最大

间距，描述轮盘响应时水平方向进动最大半径。y 向

意义与 x 方向相同，并且易得 y 向 yb=ye=yo。

转子轮盘响应如图 8 所示。在静偏心方向（水

平），从图 8（a）中可见，随着静偏心比增大，轮盘中心

距发动机轴线间距逐渐增大；从图 8（b）中可见，可知

距初始位置间距在第 1 阶临界转速处随静偏心比增

大而减小，第 2 阶则随静偏心比增大而增大，第 1、2

阶结论相反的原因是转子在较小转速时静偏心力起

主导作用，此时进动中心在初始位置附近，而在第 2

阶随着转速提高，油膜力起主导作用，使进动中心远

离初始位置滑向发动机轴线处，故静偏心比越大进动

中心距初始位置距离越大；从图 8（c）中可见，水平进

动半径，静偏心增大会使转子进动半径减小，其减小

幅度在临界转速处尤为明显；从图 8（d）中可见竖直

方向响应，在垂直与静偏心方向，由于 yb=ye=yo，故距

发动机轴线间距、距初始位置间距、进动半径均随静

偏心比增大而减小。同时，对比图 8（a）、（d）可知，在

不同方向轮盘进动半径随静偏心增大衰减程度不同，

在水平方向轮盘进动半径衰减明显高于竖直方向的，

这将使转子在静偏心条件下协调进动轴心轨迹由圆

变为椭圆，椭圆短轴平行于静偏心方向。

4.2 静偏心对轴心轨迹的影响

为了分析静偏心对转子系统轴心轨迹影响，分别

在不同静偏心比条件下对比挤压油膜阻尼器处轴心

轨迹，图 9(a)~14(a)中“o”代表发动机轴线，“△”代表

静偏心下轴颈中心初始位置，“*”代表轴颈进动中心，

“--”代表间隙圆。为了更加明晰显示进动轨迹，横坐

标以 xB+e1 表示。

当挤压油膜阻尼器转子系统在无静偏心条件下

进动形式为稳态圆（如图 9 所示）时，随着静偏心逐渐

增大，如图 10 所示，挤压油膜阻尼器转子系统的轴心

轨迹进动轨迹由圆逐渐变成椭圆，椭圆短轴与静偏心

方向平行，同时也可以发现转子进动中心并不在初始

位置“△”处，而在发动机轴线与轴颈初始位置之间。

当挤压油膜阻尼器在无静偏心条件下以拟周期

（如图 11 所示）进动时，逐渐增大静偏心，当静偏心比

为 0.26 时（如图 12 所示），转子响应变为 4 周期运

动，继续增大静偏心比，如图 13 所示，转子响应又恢

复为拟周期，当偏心比增加至 0.5 时（如图 14 所示），

图 7 转子轮盘处响应

（a）水平距轴线值

（b）水平距初始位置值

（c）水平进动半径

（d）竖直方向

图 8 转子轮盘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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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轴心轨迹 （b）Poincar佴 截面

图 9 棕=205 rad/s、e滋=4×10-5、e1/c=0 时转子系统响应

转子响应变为周期运动，其后增大静偏心比，转子响

应一直维持周期运动。

4.3 静偏心对突加不平衡响应的影响

为了分析静偏心对转子突加不平衡响应的影响，

分析了无静偏心条件与偏心比为 0.6 时转子的突加

不平衡响应特性，其中轮盘位移为 rd= xd

2
+yd

2姨 ，在进

行仿真计算时转子偏心距 e滋 由 2×10-5 m 增加为 4×

10-5 m，转速为300 rad/s，图 15（a）、16（a）中“*”代表偏

心距为 2×10-5 m 转子稳态响应时进动中心，“o”代表

偏心距为4×10-5 m时转子稳态响应时进动中心。

对比不同条件下转子位移幅值响应可知，在包含

静偏心条件下转子系统的突加不平衡过程恢复时间

（a）轴心轨迹 （b）Poincar佴 截面

图 10 棕=205 rad/s、e滋=4×10-5、e1/c=0.5 时转子系统响应

（a）轴心轨迹 （b）Poincar佴 截面

图 11 棕=1300 rad/s、e滋=4×10-5、e1/c=0 时转子系统响应

（a）轴心轨迹 （b）Poincar佴 截面

图 12 棕=1300 rad/s、e滋=4×10-5、e1/c=0.26 时转子系统响应

（a）轴心轨迹 （b）Poincar佴 截面

图 13 棕=1300 rad/s、e滋=4×10-5、e1/c=0.35 时转子系统响应

（a）轴心轨迹 （b）Poincar佴 截面

图 14 棕=1300 rad/s、e滋=4×10-5、e1/c=0.5 时转子系统响应

（a）轴心轨迹 （b）轮盘响应幅值

图 15 无静偏心下转子系统突加不平衡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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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短，但静偏心下转子瞬态振幅远高于理想条件，说

明静偏心减弱了挤压油膜阻尼器抑制突加不平衡响

应效果，对比不同条件下转子轴心轨迹可知，在静偏

心条件下，转子系统突加不平衡响应轴心轨迹是非对

称、杂乱的。与此同时，相比于理想条件，突加不平衡

响应后静偏心状态下转子系统进动包含了再次定心

这一过程，如图 16（b）所示。转子在突加不平衡响应

前后进动中心并不重合，导致静偏心下转子系统在突

加不平衡后响应更加难以预测。

5 结论

建立了包含静偏心的挤压油膜阻尼器 - 转子系

统动力学模型，运用数值分析仿真计算了不同静偏心

下转子系统的响应，并与无静偏心下转子系统响应对

比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在平行于静偏心方向，转子进动半径随着静

偏心增大而减小，距发动机轴线间距随静偏心增大而

增大；在垂直于静偏心方向，转子进动半径与距发动

机轴线间距均随静偏心增大而减小。

（2）静偏心显著影响转子系统的轴心轨迹。当转

子系统在理想条件下作稳态圆进动时，其轴心轨迹随

着静偏心增大，由圆逐渐变为椭圆；当转子在理想条件

下作非协调进动时，其轴心轨迹随静偏心增大，运动形

式按照拟周期—多周期—拟周期—周期进行变化。

（3）在静偏心下挤压油膜阻尼器 - 转子系统突加

不平衡响应瞬态响应幅值远高于无静偏心时，并且转

子系统进动包含了再次定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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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设计航空发动机复合材料风扇叶片，根据相关准则，系统建立了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铺层结构设计流程，针对某自

行设计的风扇叶片，完成了叶片的几何模型检测、体积填充铺层设计、铺层纤维方向的确定、铺层的分组与顺序调整，以及铺层的结

构检查与可制造性检查。对铺层顺序调整前后沿叶高及弦长方向的铺层过渡进行了对比分析，完成了铺层的可制造性检查与改进。

结果表明：铺层结构满足现有复合材料铺层设计准则要求，铺层的递减过渡合理，可制造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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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sign the aeroengine composite fan blade袁a laminate structure design process of the composite fan blade wa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relative criterion. The geometric fan model detection, the volume filling laminate design, the definition of the fiber
direction, the laminate grouping and sequence regulation as well as the laminate structure inspection and manufacturability inspection were
finished for a self designed fan bl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laminate transition along the blade height and the chord length before
and after the lamination sequence regulation was made, and the laminate manufacturability inspection and improvement were ma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minate structure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mposite laminate design criterion袁the progressive laminate decrease
and transition are rational, and the manufacturability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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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与传统钛合金风扇叶片相比，复合材料风扇叶片

具有质量轻、高效率、低噪声，抗颤振、抗外物损伤能

力较强，抗鸟撞性能优异，维护成本更为低廉的特点，

代表了风扇叶片技术的发展方向 [1-2]。GE 公司在

GE90 和 GEnx 发动机风扇叶片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

改进，使得下一代 GE9X 发动机的复合材料风扇叶片

更大、更轻、更薄，叶片数量也从 GEnx 发动机的 18

片减少到 16 片。此外，R.R、PW 公司也竞相研制复合

材料风扇叶片，应用于各自下一代的航空发动机上[3-4]。

GE 公司的 GE90 与 GEnx 发动机上的复合材料

风扇叶片均采用碳纤维预浸料经模压成型的制造工

艺，铺层设计是实现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精确成型的重

要环节，是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关键技术之一[5]。铺层

设计技术被国外发动机公司视为商业机密，公开发表

的文献较少，仅有一些专利提及，如 GE 公司于 1994

年发表的专利[6]中给出了 1 种复合材料风扇叶片铺层

排列顺序与铺放角度的设计，但尚不清楚其铺层设计

方法和工具。国内对于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铺层设计

尚处在摸索阶段，鲜有报道。

本文基于复合材料铺层设计准则，系统建立了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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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风扇叶片模型

合材料风扇叶片的铺层结构设计流程，并针对某自行

设计的风扇叶片，按照设计流程完成了铺层结构设

计，对其结构与可制造性进行了分析与改进，可为中

国自主开展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结构设计提供参考。

1 复合材料风扇叶片铺层设计流程及准则

1.1 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铺层设计流程

提出了 1 套复合

材料风扇叶片的铺层

结构设计流程，如图 1

所示。

对叶片模型检测，

保证压力面与吸力面

曲面的曲率连续与边

界连续，以便正确计算

2 个曲面间各铺层的边

界；输入所使用预浸料

单层固化厚度参数，对

风扇叶片进行体积填

充铺层设计，得到 2 个曲面之间铺贴层数、每层的 3

维形状等铺层信息；根据复合材料铺层设计的相关准

则，确定铺层的纤维方向，对所有铺层进行分组并合

理排序；检查评估铺层结构，将铺层的顺序与纤维方向

调整至满足设计要求，最后对所有铺层进行可制造性

检查及改进，确保该设计的可制造性。

1.2 复合材料铺层的设计准则

复合材料铺层设计需要考虑结构、强度、制造等

综合因素的影响。通过大量理论分析与试验验证，结

合工业界对复合材料的应用经验，众多学者提出很多

具有指导意义的设计准则[7-9]。在航空领域的复合材料

铺层设计上，有以下 6 项基本准则[10]：

（1）对称性：铺层的顺序应尽可能关于中面对称；

（2）平衡性：铺层角度应尽可能平衡，比如 +兹毅和
-兹毅的层数应当相同；

（3）同一铺放角度的铺层在相邻铺放时不应超过

2 层；

（4）相邻2 个铺层之间的相差角度不应超过 45毅；
（5）每个方向的铺层数量不应少于总铺层数的

10%；

（6）0毅的铺层不能放在整体结构的上下表面上。

其中，对称性与平衡性准则可避免拉 - 剪、拉 -

弯耦合而引起固化后的翘曲变形，其他准则可以使复

合材料结构达到更佳的力学性能，例如，可以避免自

由边界分层或者端面基体裂纹扩展而引起的强度问

题，减小表面划伤或表面层剥离对强度的影响。

由于风扇叶片的厚度在各位置均不相同，其铺层

设计不仅要满足上述基本准则，还应确保厚度过渡区

域的合理设计，主要有 2 项准则[11]：

（7）在复合材料结构的上下表面不应铺放递减铺

层，保证表面的完整性；

（8）所有递减铺层应尽可能距离中面大小交替铺

放，避免由于铺层递减形成的树脂淤积集中在一起，

造成应力集中。

2 风扇叶片的体积填充铺层

复合材料风扇叶片主要由数百层不同形状的碳

纤维预浸料层叠铺放后模压而成，风扇叶片的形状决

定了各层预浸料的尺寸。对风扇叶片进行体积填充铺

层设计，即以单层预浸料的固化厚度为基准，在边界

内自铺贴面向终止面一层

层堆叠铺放，直至铺层将整

个叶片内部填充满，形成 1

个类似于洋葱的层片结构。

所采用的风扇叶片模型如图

2所示。图中叶片为后掠宽弦

风扇叶片，叶高为 672 mm，

最大弦长为 390 mm，风扇

直 径 约 1.9 m， 尺 寸 与

Leap-X 发动机风扇的相近。

叶片 2 个表面的曲面质量较

好，曲率连续，且边界连续。

传统铺层计算方法难以完成风扇叶片这类复杂

形状部件的铺层设计，需要借助专业设计软件进行铺

层设计。目前常用的复合材料设计软件有 Laminate-

Tools、ESAComp、SYSPLY、FiberSIM 等。采用复合材料

设计软件 FiberSIM 中的 Volume Fill 模块来完成风扇

叶片的体积填充铺层设计，获取每个铺层的几何形

状。计算中输入的预浸料单层固化厚度为 0.15 mm，

与 GE90-115b 发动机的风扇叶片使用的碳纤维复合

材料 IM7/8551 预浸料参数一致[12]。叶片加工模具一

般采用阴模设计，因此将吸力面作为铺贴面，压力面

作为终止面，在铺贴面上选择合适的参考原点（非边

图 1 复合材料风扇叶片铺层

设计流程

叶片模型检测

预浸料参数 体积填充铺层

确定铺层纤维方向

铺层的排序

铺层结构
检查及评估

满足
要求

可制造性检查
及改进

结束

是
否

铺层的分组
改
设
计

B

A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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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吸力面铺层轮廓

投影曲线

界，尽可能让该点落在所有铺

层内部），并指定沿叶高方向

为参考 0毅方向，计算得到该叶

片铺层数共 165 层。将每层铺

层结构的轮廓线投影到吸力

面上，叶片表面的曲线如图 3

所示（为了便于显示，每 4 层

曲线显示 1 层）。

将 3 维曲面铺层展开得

到 2 维平面展开图样，可直接

输出至排料计算软件，驱动数

控切割机裁剪，不需手工修剪

便可进行预浸料的铺放。其中典型 4 层的平面展开图

样如图 4 所示。

在吸力面上沿每层轮廓线的最高点拟合 1 条曲

线，如图 3 吸力面上的虚线所示，通过测量该曲线落

在每个铺层上的高度，得到各铺层的相对高度，将所

有铺层的高度百分比按排列顺序绘制成柱状图，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直观地看出铺层大小的排列顺序，

据此对铺层顺序进行调整。

从图中可见，自左向右为吸力面至压力面的铺

层，即铺贴面至终止面。从第 51 层开始，铺层的高度

开始下降，表示铺层的尺寸开始缩小。这仅是在高度

方向上，实际在弦长方向，和铺贴面同样大小的完整

铺层仅有 8 层，之后的铺层尺寸就开始逐渐递减。这

样由大到小的铺层排列顺序会导致铺层递减形成的

树脂淤积全部集中在压力面上，造成应力集中及剥离

分层等一系列问题[13]，违背铺层设计准则第 7、8 条，

需要对铺层顺序调整优化。

3 铺层的角度与顺序

根据对称性准则，铺层顺序应关于中面对称，所

以将单数层作为吸力面侧铺层，双数层作为压力面侧

铺层，对称铺放。该叶型共有 165 层，即吸力面侧 83

层，压力面侧 82 层，将吸力面侧的第 83 层作为对称面

固定不动后，两侧均为 82 层，为对称结构，以吸力面侧

铺层为参考重新调整设计，其铺层顺序如图 6 所示。

按照图 6 的铺层顺序关于中面对称铺放后，两侧

表面没有了递减铺层，但铺层递减形成的树脂淤积又

全部集中在中面，违背过渡区域的设计准则第 8 条，

所以需要对铺层顺序进一步优化调整。

3.1 确定铺层纤维方向

在满足受力的情况下，铺层的方向数应尽可能

（a）第 1 层 （b）第 39 层

图 4 铺层平面展开图样

（c）第 67 层 （d）第 135 层

图 5 铺层顺序

图 6 吸力面侧铺层顺序（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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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以简化设计和加工的工作量。航空领域一般多选

择 0毅、±45毅和 90毅 4 种铺层方向。风扇叶片在铺贴面

的主要承受载荷为沿叶高方向的离心力，为了最大限

度地利用纤维轴向的高性能，采用 0毅、±45毅 3 个铺

放角度。

由于平衡性准则，+45毅与 -45毅的层数应相同，而

相邻铺层的最大相差角不应超过 45毅，那么在 +45毅与
-45毅之间应该有 1 层 0毅铺层将其隔开，同时，相邻铺

层的角度以不相同为宜，表面铺层的角度应不为 0毅，
每个角度的铺层数占比不应小于 10%。基于这些准

则，将铺层的纤维方向定为[+45毅/0毅/-45毅/0毅]1 组，依

次循环排列铺放。

3.2 铺层的分组

针对所采用的叶型，调整铺层顺序需要对单侧的

82 层进行排列组合，而要在众多组合中选出合理的

铺层顺序工作量巨大，需要适当的简化方法。所采用

的铺层纤维方向的排列形式为[+45毅/0毅/-45毅/0毅]，以每

4 个铺层为 1 组循环铺放，每组按照该角度顺序依次

铺放。于是，参考角度排列形式的 4 层为 1 组，将所有

铺层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分组，以组为单位对铺层顺

序调整，简化了铺层顺序的调整设计。

将两侧铺层分成若干组后进行排序，在分组过程

中，可能多出 1～3 层。当多出 1 层时，将最后 1 组改

为 5 层，铺层角度为[+45毅/0毅/-45毅/0毅/+45毅]；当多出 2

层时，将最后 1 组改为 6 层，铺层角度为[+45毅/0毅/-45毅
/0毅/+45毅/0毅]；当多出 3 层时，将倒数第 2 组改为 6 层，

铺层角度为[+45毅/0毅/-45毅/0毅/+45毅/0毅]，最后 1 组改为

5 层，铺层角度为[+45毅/0毅/-45毅/0毅/+45毅]。这样处理将

多出的铺层放入尺寸较小的组中，可以保证在满足铺

层设计准则的前提下，对所插入组和铺层整体结构的

影响都最小。

于是将吸力面侧的 82 层由高到低分成 20 组，多

出的 2 层放入第 20 组，铺层角度改为 [+45毅/0毅/-45毅
/0毅/+45毅/0毅]。压力面侧对称分组，共将叶片两侧的铺

层分成了 40 组。根据平衡性原则，将作为对称面的吸

力面侧第 83 层角度定为 -45毅。
3.3 铺层的排序

对吸力面侧的 20 组铺层重新排序，在满足各种

复合材料铺层设计准则的前提下，参考文献[6]中的铺

放顺序，并尽可能的将递减铺层均匀分布在整个叶片

内部。调整后的吸力面侧铺层顺序如图 7 所示。从图

中可见，按照高度顺序，首先在吸力面处铺放前 2 组

铺层，保证表面铺层的完整性，将之后 4 组 100%叶

高铺层大致等间距的依次向叶片中面排放，形成主体

框架；再将稍短的 4 组反方向插入形成的 4 个空隙中

间；最后将最短的 10 组按一定顺序插入形成的 8 个

空隙中。

最后将压力面侧铺层按照关于中面对称的顺序

进行铺放，赋予每个铺层相应的纤维方向，完成该风

扇叶片的铺层设计。

4 铺层结构的分析

4.1 铺层过渡分析

对于同一风扇叶片模型，其铺层顺序的排列组合

数非常庞大，不可能逐一对其进行详细有限元分析以

评估其力学性能的优劣。铺层过渡是影响风扇叶片力

学性能（如：高周疲劳强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从

铺层过渡的角度来分析铺层方案的合理性。

为了观察叶片铺层的内部结构，沿图 2 中的A-A、

B-B 方向分别做出铺层顺序调整前后的叶片截面图，

为便于显示，将每组铺层合为1 层，如图 8、9 所示。

图 7 调整后的吸力面侧铺层顺序

（a）调整前 （b）调整后

图 8 A-A 截面叶身中段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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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8、9 中虚线圈出的局部细节可见，在铺层顺

序优化调整前，在叶高和弦长方向，由于铺层递减而

形成的树脂淤积均集中于中面，会造成严重的应力集

中和非常高的分层应力，导致中面处的强度远低于平

均值，极易发生剥离分层。经铺层顺序调整后，原本集

中于中面上的树脂淤积较为均匀地分散到中面两侧的

位置，防止缺陷全部集中在一处，提高了叶片的强度。

基于叶片沿叶高与弦长方向截面的铺层过渡分

析，提出的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铺层设计方法，可以

在初始设计阶段保证铺层顺序满足复合材料的基本

设计准则。在后续的详细设计阶段，还需根据相应的

计算分析与试验结果，进一步对铺层方案进行优化。

4.2 可制造性分析

复合材料在制造过程中容易出现褶皱、架桥、翘

曲等问题，特别是风扇叶片这样几何形状极其复杂的

部件，初期可能因铺层厚度、角度、铺贴位置定位等参

数难控制，在成型过程中出现气孔、翘曲、架桥等现

象，达不到设计指标，需要反复试验。因此，需要在铺

层设计阶段就考虑可制造性，将设计与制造一体化。

对于所设计的风扇叶片，其铺层顺序已经满足对

称性与均衡性，所以不会因铺放顺序不合理而导致固

化时叶片发生翘曲。但风扇叶片具有厚度极不均匀、

大弯曲和扭转的特性，预浸料在铺放过程中很有可能

发生严重扭曲，形成褶皱，而且面积越大的铺层越有

可能发生褶皱。从减小褶皱的角度，对所设计的复合

材料风扇叶片进行了可制造性分析。以风扇叶片表面

最大面积的 -45毅铺层为例，其可制造性分析结果如

图 10 所示。图中铺贴面上的实线部分无扭曲，虚线部

分轻微扭曲，虚点线部分严重扭曲。从图中可见，由于

曲面弯扭造成铺层在叶片前缘靠近叶尖部位大面积严

重扭曲，这在实际铺放中会造成大量褶皱，形成缺陷。

针对上述问题，给出了减轻褶皱的改进方案。采

用拼接的办法，沿纤维方向将铺层分割后拼接铺放，

这样既保证了纤维的连续性，又解决了铺层扭曲。将

同一铺层沿纤维方向分割为 3 块后，进行可制造性分

析，得到结果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采用拼接处

理的铺层已经没有了严重扭曲的部分，仅有小部分轻

微扭曲，极大改善了预浸料的铺放质量。如果需要，还

可以再次对褶皱高风险区域沿纤维方向切割，直至满

足铺放质量控制要求。

采取同样方法对所有铺层进行检查、处理，确保

满足可制造性。

5 结束语

本文系统地建立了 1 种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铺

层设计方法，基于 FiberSIM/UG 软件，完成了某风扇

叶片的铺层填充，基于复合材料构件铺层设计的一般

准则，确定了铺层角度的排列形式，完成了铺层的分

组、顺序调整，对叶高及弦长方向截面的铺层过渡分

析及可制造性分析表明，风扇叶片铺层结果可保证叶

型精度、过渡的合理性及可制造性，可为后续的分析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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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燃油计量活门特殊型孔的几何型面问题，提出了 1 种分段分析的设计方法。在已知燃油流量和计量活门位移函数

关系的条件下，根据随动活塞和燃油流量的函数关系，利用分段型面设计法进行正向设计，在已知计量活门几何型面的条件下，确

定开度与随动活塞位移之间的函数关系，进行反向设计用于计算仿真。结果表明，在计量活门工作范围内，正向设计计算结果与实

际数据的最大相对误差小于 0.5%，证明正向设计方法具有很高的准确性；通过 1 组实例对正反向设计进行了相互验证，证明反向

设计方法具有工程实用性。

关键词：计量活门；几何型面；分段设计 ；液压执行机构；供油系统；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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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 and Reverse Design Method of Fuel Metering Valve Geometrical Profile
Zhang Shu-sen, WANG Xi

渊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ed a design method based on segmental analysis to deal with the geometrical profile problem of the fuel
metering valve special hol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known fuel flow and metering valve displacement function, the forward design is
performed using segmental profile design method based on the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llower piston and the fuel flow.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geometrical profile of the metering valve is known, the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pening degree and the
follower piston displacement is determined, and the reversed design is used to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relative error between the forward design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the actual data is less than 0.5% within the working range of the metering
valve, which proves that the forward and reverse method has high accuracy. The forward and reverse design were verified by a set of
examples to prove that the reverse design has engineering applicability.

Key words: metering valve; geometrical profile; segmental design; hydraulic actuator; oil supply system;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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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液压执行机构因其自身的功能特点，目前仍是

航空发动机中不可缺少的部分[1-2]。无论是传统的液

压机械还是数控方式，燃油泵、油门、计量活门主油

路仍是主燃油系统和加力燃油系统的必要执行系

统或元件[3-4]。而燃油计量装置更是发动机供油系统的

核心，其性能和可靠性决定了整个控制系统的优劣和

发动机的可靠性[5]。利用 Matlab/Simulink 或者 AMESim

平台对燃油计量装置进行的仿真研究，主要针对供油

规律、压差控制器稳定性等，很少有针对计量活门型孔

的研究[6-7]。

本文提出了燃油计量型孔的几何正反设计方法，

并由AMESim实例验证了计算的函数关系的准确性。

1 计量活门介绍

计量活门是航空发动机计量装置中的重要元件，

由计量活门套筒和计量活门构成，与压差控制器构成

带压差控制器的计量开关，压差控制器用于保持计量

活门前后油压差稳定[8-9]。

计量活门套筒上有对称的进油方孔，装在燃油泵控

制器的壳体中，燃油通过壳体上的油路进入 2个进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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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计量装置结构

中[10-11]。计量活门装在计

量活门套筒内，与供油反

馈凸轮、随动活塞传动摇

臂装在同一轴上，由随动

活塞带动旋转，结构如图

1所示[12-13]。

计量活门上有基本

对称的 2 个特殊型孔，如

图 2 所示。当随动活塞带

动计量活门转到活门上

型孔进到衬套上的方孔

内时，燃油由衬套上的方

孔进入计量活门的型孔

内，并经中心孔流向停车

开关。

计量活门特殊型孔

的开度 A（燃油流通面积）

与计量活门的转动角度

（相对衬套方孔边缘的位移量 x）或随动活塞的位移量

m成指数关系，即

A=Clem （1）

通过计量活门的燃油流量

G=滋住 2籽（p in-pout）姨 （2）

或

G=C2em 2籽（p in-pout）姨 （3）

式中：C2=C1 滋；G 为燃油质量流量；滋 为流量系数；籽 为

燃油密度；C1、C2 为与型孔几何相关的常数；p in、pout 为计

量活门前后油压差。

2 正设计问题

由给定的流量函数关系确定型孔几何设计问题。

从式（2）可见，计量活门接近于薄壁式节流口，流体流

过为紊流状态，可以不考虑雷诺数的影响。等压差控制

器保持了计量活门前后压差稳定，也可以不考虑压差

变化对流量稳定性的影响，只对型面进行分析。

由于燃油流量与随动活塞位移量成指数关系，同时

燃油流量又由型孔开度所决定，从而决定了型孔开口的

特殊性[14]。为了降低加工难度，型面设计为多段简单几何

面的组合型面，本文的设计方法也为分段型面设计法。

2.1 简单几何面分析

首先确定各简单几何面型面开度与位移量之间的

函数关系。已知型孔开口多为三角形、梯形、矩形的组

合型面，而梯形又可以分为三角形和矩形的组合，所以

只要分析三角形几何和矩形几何的函数关系，就能组

合出各种复杂型面。为简便只分析 x轴为对称轴的上

半部分面积 S，表示为

S=f（x） （4）

故总面积

A=2S （5）

2.1.1 三角形几何

面积位移关系如图 3

所示。

y=kx=tan琢·x （6）

S= 1
2
y·x= 1

2
tan琢·x2 （7）

面积为抛物线关系，抛

物线函数关系如图4 所示。

S= 1
2p x2，焦点（0，p

2
）

因为三角形面积 S 与

x 的关系为抛物线，由 1
2

tan琢= 1
2p 得

p= 1
tan 琢 （8）

2.1.2 矩形几何

矩形几何面积位移关

系如图 5 所示，矩形几何函

数位移关系如图 6 所示。

S=Bx=tan 茁·x （9）

即有 tan 茁=B （10）

2.2 实例分析

为便于分析，只针对单个型孔进行研究。已知某计

量活门型孔开度与位移量的函数关系如图 7 所示，设

图 2 计量活门型孔型面

图 3 三角形几何面积

位移关系

图 4 三角形几何函数

位移关系

图 5 矩形几何面积

位移关系

图 6 矩形几何函数

位移关系

y

x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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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该计量活门型面。

根据曲线形状大致将其分为 6 段，如图 8 所示。分

段时采用观测法，为了保证仿真精度，可以尽量多分

段。需要注意的是，三角形几何只能出现在第 1 段，之

后的曲线段部分均为梯形几何。

从图中可见，第 1 段

和最后 1 段近似为一次函

数，型面为矩形几何；中间

4 段为复杂曲线，为梯形几

何，得到草图如图 9 所示。

未知量为 B1、琢2（或 B2）、琢3、

琢4、琢5、B6。

2.2.1 第 1 段分析

取函数图像第 n 段终点为（Xnend，A nend），由 2.1.2 分

析可得

2B1=tan茁1 （11）

茁1=act tan
A 1end

x1end
（12）

式中：茁1 为第 1 段函数图像倾角，代入图 8 中取点得到

（x1end、A 1end）为（2.9，2.2），B1=0.38。

2.2.2 第 2 段分析

中间 4 段复杂函数关系曲线为梯形几何，可以分

解为三角形和矩形的组合型面，函数关系也为一次函

数和抛物线函数的叠加关系。将第 2 段分解为矩形和

三角形，矩形长为 x2end-x1end，宽为 B1；三角形为 B2-B1，

高为 x2end-x1end，待求量为 琢2。

由

A 2(x)=A 1end+2ΔA 2x square+2ΔA 2x triangle （13）

可知

ΔA 2 triangle =(A 2end-A 1end-2A 2 square)/2 （14）

A 2 square=(x2end-x1end)·B1 （15）

由 2.1.1 分析可得

p2=（x2end-x1end）2

2驻A 2triangle
（16）

琢2=act tan
1
p2

（17）

代入图8 中取点得到(x2end,A 2end)为（6.8，8.1），琢2=11.3毅。
B2=B1+(x2end-x1end)·tan琢2 （18）

其中 B2=1.15。

2.2.3 其余段分析

由第 2.2.1、2.2.2 节的普遍方法可得 琢3=18毅，
琢4=24.5毅，琢5=80.5毅，B6=6.3。求得所有未知量，设计完毕。

2.3 分段型面设计法

由以上设计思路可以得出型孔几何正设计的普遍

方法———分段型面设计法：

（1）首先应画出型孔开度 A 与相对衬套边缘位移

量 x 的函数关系 A=f（x）曲线（若已知燃油流量 G 与 x
或者 G 与随动活塞位移 m的函数关系，可先转化为面

积与位移间的函数关系）；

（2）采用观测法分别用斜直线和曲线（一次函数曲

线和抛物线的叠加曲线）近似代替原曲线；

（3）还原为数学表达式，并再分解出局部坐标系下

斜直线和抛物线公式；

（4）斜直线对应矩形几何，其矩形宽度为 B= 1
2

tan

茁，茁 为函数图像倾角；抛物线对应三角形几何为 tan

琢= S（x1）

x1
2 ，x1 为局部坐标系中相对横坐标，琢 为三角形

几何与型孔中轴线夹角。

3 反设计问题

已知几何型孔，反求型孔面积 A（x）与 x的对应关

系，由此可得燃油流量 G 与随动活塞位移 m间的函数

关系，可用于 AMESim建模中计量活门的面积计算及

建模仿真[15]。

3.1 计算方法

以图 8 所设计的计量活门型孔为例进行计算，依

旧采用分段计算的方法。

3.1.1 第 1 段（0≤x≤2.9）

矩形几何

A 1（x）=2B1·x1

A 1end=2.2 （19）

3.1.2 第 2 段至第 5 段

梯形几何

An(x)=A (n-1)end+2(ΔAx square+ΔAx triangle) （20）

图 7 某计量活门开度与位

移量函数关系

图 8 开度与位移量

函数的分段

图 9 计量活门型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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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x）=

A (n-1)end+2[B(n-1)·(xn-x(n-1)end)+ (xn-x(n-1)end)2·tan 琢n

2
] （21）

即有第 2 段（2.9≤x≤6.8）

A 2（x）=2.2+2[1.15·（x2-2.9）+
(x2-2.9)2·tan 11.3毅

2
]，由此可

得其余各段函数关系。

3.1.3 第 6 段

A 6（x）=A 5end+2B6·（x6-x5end） （22）

由各段函数关系得 A=f（x）的分段函数关系，如图

10 所示。

3.2 误差分析

通过上述反设计的计算方法可以得到型孔开度 A
（x）与 x的函数关系，型孔几何由正设计方法得到，因此，

对比计算结果与实际数据可以验证正设计的准确性。

在同一坐标系下画出计算结果与实际数据的函数

关系，如图 11 所示。虚线为计算结果，实线为给定数

据。可以看到 2 条曲线几乎完全重合，在计量活门工作

范围内最大相对误差小于 0.5%，证明正设计方法具有

很高的准确性。

3.3 实例应用

由第 3.1 节计算方法得图 2 中计量活门型孔在

AMESim中的模型，如图 12 所示。该计量活门为某型

涡扇发动机主燃油泵部

分的计量装置。依据该型

发动机试验大纲，给定等

压差活门压差为 0.96

MPa，左端接口为随动活

塞的位移，输出端为主燃

油流量。

代入该涡扇发动机

的 AMESim 模型，验证在温度 T1=+15 ℃，P3=1.568

MPa时的加速性能，各转速下主燃油流量满足试验规

定要求，如图 13 所示。这也说明 G 与随动活塞位移 m
之间的函数关系满足试验要求，证明反设计计算方法

的工程实用性。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燃油计量型孔几何型面进行分段计

算、分析，可以在已知燃油流量与函数关系的情况下利

用分段型面设计法进行正向设计，也可以在已知计量

活门几何型面的情况下对流量位移关系进行计算，用

于计算仿真。并通过正反设计的实例验证了该设计方

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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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对复合材料结构设计模型进行优化，基于 Hencky 假设，考虑剪切应力的影响，建立了复合材料层合板的有限元分析

模型，在微观力学角度上改进 3 相桥联模型，预测能量损耗因子，获得目标复合材料层合板的固有频率、振型以及比阻尼容量等振

动相关参数。以碳纤维材料层合板为例，将计算结果与现有文献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了改进模型的正确性。矩形层合板具体分析结

果表明：复合材料层合板在一端固支下，无论是长度还是宽度的变化，对第 1 阶固有频率的影响都很微弱；第 4、5 阶固有频率表现

出趋于同频现象，振型也会产生类似变化趋势；在长度和宽度变化下，第 6 阶模态结果则表现出相反的对数变化轨迹。

关键词：Hencky 板 / 壳理论；复合材料层合板；有限元；比阻尼容量

中图分类号：V25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3.010

Research on Damping Characteristic of Composite Laminated Plates Considering Shear Effect
WANG Wen-bo袁 QI Wen-kai袁 SHE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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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o optimize the composite structure design model, based on the Hencky hypothesis袁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odel of the
composite laminated plates was established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shear stress. The three-phase bridge model was improved from the
angle of micromechanics袁 the energy loss factor was predicted袁 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the composite laminated plates袁vibration
parameters such as vibration mode and specific damping capacity were obtained. Taking the carbon fiber laminated plates for example袁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袁 and the correctness of the improved model was verified.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rectangular laminated plates show that袁 both length and width changes of the composite laminated plates袁clamped on one side, has a
slight influence on 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the first order; the fourth and fifth orders tend to common frequency, and the vibration mode has
the same variation tendency; while results of the sixth order mode show contrary logarithm varying trajectory as the length and width change.

Key words: Hencky plate / shell theory; composite laminated plates; finite element; specific damping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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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先进的复合材料作为当前最具研究前景的新型战

略材料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结构件上。复合材料与

传统广义上的混合材料的本质区别在于采用复杂的复

合工艺从微观层次上将不同材料进行搭配组合，使得

各基础材料性能的不足得以互相弥补。这种制造工艺

决定了复合材料具有灵活的可设计性优点，可以通过

材料设计使各材料在性能上产生预期的相互协同效

应，从而获得理想的抗疲劳、耐腐蚀、高强度质量比的

新型复合材料，满足航空发动机复杂外部环境的需求。

因此复合材料成为现阶段航空发动机结构设计中最重
要的先进材料之一[1-4]，应用于风扇叶片、导流板、降噪
蜂窝内衬以及外涵机匣等航空发动机冷端部件。与传

统钛合金相比，航空发动机结构中应用先进复合材料
的减质效果明显。据美国 NASA 统计，减质比可达
13.1%。然而在使用先进复合材料进行部件结构设计

时，材料的阻尼特性预测比传统钛合金复杂得多。有关
复合材料层合板的研究显示，复合层数、各层铺设角
度、各层厚度与其阻尼特性有着直接联系，因此预测和

分析在复杂的外部载荷下复合材料的阻尼特性是结构
设计师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5-11]对此做了大

量研究工作，总结了先进复合材料结构的阻尼表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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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纤维和基体固有的黏弹性阻尼、复合材料界面相
阻尼、复合材料损伤的耗散阻尼等。

在工程应用中，对于板壳结构的处理方法有
Kirchhoff 假设和 Hencky假设，后者相对于前者考虑了
剪切变形的影响。上述研究工作中的复合材料模型大
多基于 Kirchhoff 板壳假设，未考虑剪切应力对有限元
模型的影响。研究表明，剪切变形对复合材料层合板结
构的阻尼特性影响显著，而且影响效果随着板的厚度
增加而增强。本文引入 Hencky[12-13]假设在剪切应力的
影响下，建立了复合材料层合板的有限元分析模型，该
模型可广泛适用于薄板和中厚板。本文利用 Matlab 软
件对上述模型理论进行了计算，通过算例验证了等效
损耗因子预测模型，最后具体分析了矩形层合板结构
的长宽比对固有频率和振型的影响规律。

1 有限元模型

有限元分析关键在于计算工程结构的刚度矩阵[K]

[K]=
V e乙 [B]T[D][B]dV （1）

式中：上标 e 代表单元，V 代表单元的体积；[B]为几何
矩阵，[D]为刚度系数矩阵，分别反映了单元内部的应变
-位移关系和应变-应力关系。
1.1 几何矩阵

如图 1 所示，基于 Hencky 假设下，板上任意 1 点
的位移函数为

u（x，y，z，t）=z兹y（x，y，t）
v（x，y，z，t）=z兹x（x，y，t）
棕（x，y，z，t）=棕（x，y，t）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2）

式中：兹y（x,y）和 兹x（x,y,t）为中间层平面的转动角度。

此时，应变矩阵 着表示为

{着i}=

着x

着y

酌xy

酌yz

酌zx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伤

赏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商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

z 坠兹y坠x
-z 坠兹x坠y

z 坠兹y坠y - 坠兹y坠x
蓸 蔀

坠棕坠y -兹x

坠棕坠x +兹y

扇

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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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

赏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商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B]{啄}e （3）

式中：{啄}e 为单元的结点位移值；[B]为几何矩阵，二者详

细表示如下

{啄}e=[w1 兹x1 兹y1 … w8 兹x8 兹y8]T

[B]=[B1 … B8]
嗓

中面为平面曲边四边形的 8 结点板单元如图 2 所

示。其中面形状和厚度描述为

x=
8

i=1
移Nixi，y=

8

i=1
移Niyi，h=

8

i=1
移Nihi （4）

8 结点 Hencky 板壳壳单元的形函数为

Ni=

1
4
（1+孜i 孜）（1+浊i浊）（孜i 孜+浊i浊-1），（i=1，2，3，4）

1
2
（1-孜i

2
）（1+浊i浊），（i=5，7）

1
2
（1+孜i 孜）（1-浊i

2
），（i=6，8）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5）

式中：Ni（孜，浊）为局部坐标的插值函数。

而[B]矩阵要求对整体坐标进行求导，坐标转换有

坠Ni坠x
坠Ni坠y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伤

赏

设设设设设设商设设设设设设

=[J]-1
坠Ni坠孜
坠Ni坠浊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伤

赏

设设设设设设商设设设设设设

（6）

式中：[J]为雅可比矩阵，阶次为 2×2。

结合式（2）~（5），可写出任意位置点 i（孜，浊）的形

函数 Ni，根据式（6）计算形函数 Ni 对坐标 x，y 的 1 阶

偏导数。

1.2 等效刚度矩阵

假设材料表现为正交各向异性，各层的应力与应

变关系为

{滓i}=[Q]{着i} （7）

式中：[Q]为刚度相关矩阵，各非零元素为

Q11=
E1

2

E1-v12
2 E2

，Q22=
E1E2

E1-v12
2 E2

Q12=
v12E1E2

E1-v12
2 E2

，Q44=Q66=G12

Q55=G23=
E2

2（1+v23）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8）

图 2 8结点 Hencky 板单元

图 1 考虑剪切影响时转角与位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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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1、E2 分别为材料在 0毅、90毅方向的杨氏模量；ν

为材料的泊松比。

为了体现各层的铺层

方向，在微观层次下统一复

合材料纤维的坐标系统，如

图 3 所示。此时单层结构主

轴方向 1-2 与 x-y 坐标之

间的夹角为 兹k（k=1，2，…，

n）。引入坐标转换公式

T{着i}=

l2 m2 2lm 0 0

m2 l2 -2lm 0 0

-lm lm l2-m2 0 0

0 0 0 l -m
0 0 0 m l

杉

删

山山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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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衫衫

着x

着y

酌xy

酌yz

酌zx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伤

赏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商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9）

其中 l=cos兹，m=sin兹。
于是，任意 兹角方向刚度矩阵可以表示为

[Qij]=[T]-1[Qij][T]-T，{滓軍ij}=[Qij]{着軈ij} （10）

N层结构的层合板总应变能可写成

U= 1
2 V乙 {着}T[D]{着}dV=

N

k=1
移

赘乙 hk

h(k-1)
乙 {着軈i}T[Qij

k
]{着軈j}dzd赘 （11）

式中：赘为待积分平面；hk 和 hk-1 为第 k 层板的上、下面

的坐标值。

将式（3）代入式（11）中，计算层合板刚度系数矩阵

Dij=
4
h3

N

k=1
移Q軍ij

k

（hk
3
-hk-1

3
），（i，j=1，2，6）

Dij=
1
h

N

k=1
移Q軍ij

k

（hk-hk-1），（i，j=4，5）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12）

1.3 特征方程

层合板系统内部的总应变能为

U= 1
2

{啄}T[K]{啄} （13）

式中：{啄}为节点位移。

类似地，层合板总动能可表示为

T=- 1
2
棕2{啄}T[M]{啄} （14）

式中：[M]为总质量矩阵；棕为角频率。

根据最小势能原理

坠坠啄（U+T）=0 （15）

得到标准特征方程

（[K]-棕2[M]）{啄}=0 （16）

通过式（16）可以求得各特征值 棕r 以及相对应的

各模态振型 啄r。

2 比阻尼容量

计算系统的耗散能量 驻U 与系统的最大应变能 U
的比值，将上述比值定义为 1 个周期内的比阻尼容量

准SDC，即

渍=驻U
U （17）

在此基础上，假设系统结构中的耗散能量 驻U 等

于各方向应力产生耗散能量之和

驻U= 1
2

[
V乙 追11滓1着1dV+ V乙 追22滓2着2dV+ V乙 追13滓4着4dV+

V乙 追23滓5着5dV+ V乙 追12滓6着6dV ] （18）

或者简化成

驻U= 1
2 V乙 {着i}T[追]{滓i}dV （19）

其中[追]=

追11

追22 0

追12

0 追23

追13

杉

删

山山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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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衫衫

式中：鬃ij 为上述各向的损耗因子。

本文通过对三相桥联模型[14]等效方法进行改进求

得，式（18）可以整理为

赘乙 h乙 {着}T[Dd]{着}dzd赘=

N

k=1
移

赘乙 hk

h(k-1)
乙 {着軈i}T[Rij

k
]{着軈j}dzd赘 （20）

其中 [Rij
k
]=[T]-1[追][Qij

k
][T]-T （21）

求解等效阻尼刚度系数矩阵 Dd 与 D 类似，将式

（12）中 Qij
k
替换成 Rij

k
，Rij

k
如式（21）所示。

层合板系统的耗散能 驻U表示为

驻U= 1
2

{啄}T[Kd]{啄} （22）

式中：[Kd]为系统阻尼矩阵，其表达式虽与[K]类似，但不

再是对称矩阵。

任意阶模态振型 啄r 可通过式（16）得到，最大应变

能 U和耗散能量 驻U可以根据式（13）、（22）得到。将 U

图 3 局部坐标与整体坐标

的几何关系

3

兹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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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驻U代入式（17）得到各阶比阻尼容量 渍r。

3 模型验证

本文基于 Hencky 理论假设，建立了 8 结点四边形

板壳单元模型，对其各阶固有频率进行预测，并利用能

量法求解各阶模态比阻尼容量。约束条件为一端固支

的情况。为了验证有限元模型的有效性，首先将计算结

果与文献[15]中瑞利 - 里兹法的理论值和试验结果进

行比较。

目标复合材料 913C-TS 与 913C-HTA 的材料参

数见表 1。

目标复合材料层合板材料参数详见文献[15]，对结

果进行比较见表 2、3。

从表中可见，在 2 种材料和铺层设置情况下，无论

是固有频率或者比阻尼容量，本文提出的改进模型的

预测结果与瑞利 - 里兹法解析以及文献[15]中试验结

果吻合性良好，初步说明了改进模型的有效性，在原有

研究基础上考虑了剪切效应的影响，可进一步用于试

验测试验证及参数讨论，对碳纤维复合材料层合板等

效损耗因子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在其阻尼特性研究

上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总的来说，固有频率各结果之

间的误差基本小于比阻尼容量之间的误差，侧面反映

了阻尼机理的复杂性以及难以预测性。

4 参数讨论

根据本文建立的 Hencky 理论有限元模型详细讨

论复合材料层合板的结构几何参数（主要是边长）对前

6 阶固有频率的影响，如图 4、5 所示。

从图 4 中可见，第 1、3 阶固有频率变化幅度微小，

其振型分别表现为 1 阶弯曲和 2 阶弯曲，说明层合板

弯曲变形受宽度 a 变化影响很小；第 6 阶固有频率在

各阶段的幅度变化程度不同，当边长比值在 0.6 附近

时，第 6 阶固有频率幅度变化最为显著，而比值达到

0.7 时，第 6 阶固有频率变化幅度趋于平缓；（3）第 4、5

E1/GPa

E2/GPa

G12/GPa

G23/GPa

自12

追11/%

追22/%

追12/%

追23/%

籽/(kg/m3)

913C-TS
110.0
9.0
3.9
3.9
0.34
0.75
5.95
6.79
6.79
1513

913C-HTA
124.5
10.2
6.3
6.3
0.34
0.55
4.98
5.92
5.92
1532

表 1 目标复合材料属性参数

固有频率 /Hz

比阻尼容量 SDC

前 6 阶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瑞利里兹

41.0

78.4

114.53

160.0

179.2

217.4

6.69%

5.94%

6.31%

0.76%

2.06%

5.88%

试验

39.2

76.4

111.8

161.9

178.6

215.5

8.33%

5.36%

7.13%

0.67%

2.31%

5.51%

本文模型

40.1

77.2

112.0

157.0

176.0

217.0

6.70%

5.94%

6.30%

0.77%

2.06%

5.89%

表 2 层合板材料 913C-TS 参数

注：各纤维铺层角度均为 0毅，a=252 mm，b=192 mm，h=1.155 mm。

固有频率 /Hz

比阻尼容量 SDC

前 6 阶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瑞利里兹

33.4

73

95.2

98.5

117.4

181.4

3.72%

1.20%

0.80%

2.40%

1.73%

2.49%

试验

38.5

71.4

94.5

101.5

120.2

180.9

3.18%

1.42%

0.94%

2.66%

1.93%

2.80%

本文模型

32.6

71.5

93.3

96.4

115.0

178.0

3.75%

1.21%

0.81%

2.42%

1.74%

2.53%

表 3 层合板材料 913C-HTA 参数

注：纤维铺层角度为[0毅/90毅/45毅/-45毅]，a=287 mm，b=287 mm，

h=1.045 mm。

图 4 边长 a对固有频率的

影响（T300/BMP316）

图 5 边长 b对固有频率的

影响（T300/BMP316）

1600

1200

800

400

0

a/b
1.00.80.60.4

b=180 mm
a 第 1 阶

第 2 阶
第 3 阶
第 4 阶
第 5 阶
第 6 阶

a=100 mm

第 1 阶
第 2 阶
第 3 阶
第 4 阶
第 5 阶
第 6 阶b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

a/b
1.00.90.80.7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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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固有频率均随宽度 a的增加呈近似线性降低，且各

阶频率接近。

从图 5 中可见，第 1、2 阶固有频率表现平缓，第

3~5 阶固有频率均随长度减小呈一定比例线性提高，

且第 4、5 阶固有频率变化十分接近，而第 6 阶固有频

率受长度变化的影响同样是最为显著。

综上所述，第 1 阶固有频率受层合板结构的长宽

比影响微小，第 2~5 阶频率轨迹大多呈近似线性变化，

而第 6 阶固有频率受长宽比变化影响最大。从层合板

结构几何参数上详细分析了长宽比对结构各阶模态特

性的影响，对结构部件抗振优化设计有一定参考价值。

5 总结

本文应用 Hencky 假设，考虑剪切效应，建立了复

合材料层合板结构的有限元模型，通过推导层合板总

刚度、质量、阻尼矩阵，引入了耗散能原理，求解了目标

算例复合材料层合板的前 6 阶模态及相应的比阻尼容

量。将结果与现有文献的理论解进行对比，初步验证了

本文改进模型的有效性，并结合试验结果进一步说明

模型的准确性。

研究表明：复合材料层合板在一端固支下，无论是

长度还是宽度的变化，对第 1 阶固有频率的影响都很

微弱，而第 4、5 阶固有频率表现出趋于同频现象，振型

也会产生类似变化趋势。而在长度和宽度变化下，第 6

阶模态结果则表现出相反的对数变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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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指数外插法在相近低转速时，通过发动机状态相似的假设得到部件特性，而能量外推法从能量损失的角度出发，通

过发动机在自模化区的流动特点进行低转速特性外推。为验证能量外推法的可行性，在某型涡扇发动机高压压气机试验台上开展

转速调试试验，录取高压压气机在不同转速下的性能数据并进行分析，得到改型发动机的高压压气机特性。根据经验，试验时最低

相对换算转速只能达到 0.5，采取 2 种外推方法对低转速特性进行外推。结果表明：能量外推法相比于指数外推法具有可行性好、准

确度高的特点，在实际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实用性更强。

关键词：低转速部件特性；指数外推法；能量外推法；对比分析；压气机；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3.01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dex Expansion Method for Low Speed Characteristics of
Certain Compressor

ZHOU Tong, HUANG Xing, LIU Yuan, FENG Xing, CHENG Ben-lin
渊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Aero Engine, Zhuzhou Hunan, 412002冤

Abstract: The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was obtained through similar hypothesis of engine state by using Index Expansion Method
渊IEM冤based on near low rotate speed. However, Parabolic Expansion Method (PEM) was based on the energy loss, which the characteristics
expansion of low speed was performed by the engine flow characteristics in mould area. In order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PEM, the speed
test was performed on test bed of high-pressure compressor for a turbofan engine. The performance data at different rotate speed of high-
pressure compressor were recorded and analyz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pressure compressor for modified engine was obtained.
Based on experiences, the lowest relativity corrected speed was only to 0.5 when the test was perform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 speed
were expanded by using two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ing with PEM, IEM has good feasibility, high accuracy and practicability
in practical engine development.

Key words: low speed characteristics; Index Expansion Method; Energy Expansion Method;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ressor;
aeroengine

0 引言

针对航空发动机研究 / 研制难度大、耗资多、周

期长所带来的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业界通常采用

发动机数值仿真技术来降低研发成本。在对航空发动

机起动性能进行数值仿真时，通常会将部件特性作为

1 个参数输入到模型中。目前国内外发动机部件特性

一般使用部件特性图表示，这些部件特性包括风扇 /

压气机特性、涡轮特性和燃烧室特性等。在试验测试

中获取压气机和涡轮在非设计点的性能参数，包括换

算转速、换算流量、压比及效率，再经过多项式拟合光

顺，构成发动机部件特性图[1]。该方法在压气机和涡轮

设计点附近的特性获取较为准确，但在偏离设计点较

多时由于压气机和涡轮内流场的气流速度和攻角变

化范围都远远偏离设计状态，难以获得准确的低转速

部件特性数据。

基于上述需求，需要对传统的压气机和涡轮部件

进行准确的部件扩展。目前常用基于相似理论的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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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部件扩展方法，Wayne 等于 2000 年，考虑到空气可
压性的影响，通过利用不可压缩条件下的相似理论改
变相似准则的指数，提出了 1 种新的发动机部件低转
速特性预测的指数数学模型[2-3]，不过考虑到工质的可
压缩性，不同转速的相似工况与雷诺相似条件存在偏
差，在实际使用中可根据经验和发动机的实际情况对
幂进行微调。西北工业大学的屠秋野[4]在研究双转子
涡扇发动机时考虑到了低压部件对高压转子特性扩
展中的影响，并给出了修正方法。

本文结合基于新颖的能量外推法对发动机部件
进行特性外推，并与传统指数外推法进行比较，论述
了能量外推法准确性方面优于传统方法。

1 部件扩展方法介绍

1.1 指数外推法

以风扇和压气机为例，根据不可压缩流的相似理
论[4-6]，当发动机工作在较低工况时，其参数符合以下
相似定律，其中相似工作点是按照不可压缩流中的相
似原理来定义的。

在相似工作点上时，流量与转速的 1 次方成正比

m觶 1/m觶 2=N1/N2 （1）
在相似工作点上时，压缩功与转速的 2 次方成正比

W 1/W 2=(N1/N2)2 （2）
在相似工作点上时，轴功率与转速的 3 次方成正比

Pwr1/Pwr2=(N1/N2)3 （3）
在相似工作点上时，效率相等

浊1=浊2 （4）
式中：m1、m2 为压气机进口流量；W 1、W 2 为压气机的压
缩功；Pwr1、Pwr2 为压气机的轴功率；浊1、浊2 为压气机的
效率。
1.2 能量外推法

文献[7-10]中指出，在压气机进行风车起动时，
轴流压气机在零转速附近存在一种从风车状态过渡
到压气机状态的搅拌机状态，此时效率不能准确表示
压气机特性，为能合理描述全状态的压气机特性，该
文献创新性地改进了传统的流量、压比、效率之间的
表达方式，而采用流量系数、载荷系数来表示压气机
特性，定义如下

鬃= 驻Hi
v2 （5）

准= Vx2
U （6）

U= rm （7）

rm=
rh
2
+rl

2

2姨 （8）

扇

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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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追 为载荷系数；椎 为流量系数；U 为周向速度；

Vx2 为气流在压气机中的轴向速度；rm 为平均半径；rh、
rl 分别为压气机外径和内径；ΔHi 为压气机进出口气

体的焓变。

本文借用该文献中的思想，但是为了更具普遍

性，对载荷系数的公式进行以下变换，其中 ncor 为相

对换算转速

追s=
ΔHi
H1ncor

2 = pr
k-1
k
-1

ncor
2 （9）

式中：Pr 为压气机压比；k 为比热比。

在发动机实际研制过程中往往更关心负载扭矩

的情况，并且从能量的角度分析，负载扭矩也能一定

程度上反映效率的变化。实际负载扭矩 Tqc 和效率 浊c

的关系为

Tqc=const 1

Tin

*姨
驻HiW cor2

ncor浊c
=

const·N Tin姨 W cor2

浊c

* /鬃s （10）

式中：Tin

*
为压气机进口总温；N 为压气机物理转速；

W cor2 为压气机出口换算流量；浊c 为压气机效率。

可从流量系数的定义出发进行推导

准= Vx2
U = Vx2A 2

UA 2
=W cor2

UA 2
=constW cor2

ncor
（11）

基于能量角度的低转速外推法流程如图 1 所示。

该方法的思想基于发动机在低转速时进入的雷诺自

模化区域后的流动特性，在该区域中，湍流充分发展，

流动能量损失主要取决于流体脉动，发动机的流场情

况几乎与雷诺数无关，沿程损失系数只与壁面相对粗

糙度有关[11-12]。反之，若压气机的能量损失不变，可等

效为发动机进入雷诺自模化区域，此时表征压气机能

量变化的载荷系数不变，压气机向更低转速状态连续

变化时，流量系数、负载扭矩等参数的变化必然是连

续变化。

2 某型航空发动机压气机特性试验

某型航空发动机为涡扇发动机，其压气机采用

图 1 能量外推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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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1C 组合构型。发动机试验在压气机试验台上进

行，主要设备包括进气部分、排气部分、电机、低速增

速箱、高速增速箱、滑油系统、轴向力自动调节系统、

电气系统、测试系统和工业电视监视系统等[9-10]。

根据以往经验，发动机在较低转速时存在测量误

差较大的情况[13-15]，所以在试验进行时，仅录取风扇 /

增 压 级 试 验 件 在 ncor ＝0.50、0.60、0.65、0.70、0.75、

0.80、0.85、0.90、0.95 等不同转速时的风扇内涵及增

压级、风扇外涵、增压级的通用特性线，经换算到标准

状态得到慢车转速以上压气机特性，慢车转速以上的

压气机特性如图 3 所示。

3 2 种压气机低转速部件扩展方法外推结果

采用初参考转速线为 ncor=0.6 与 ncor=0.7，每次向

下外推出 1 条特性线，然后将已知的 2 条最低转速线

作为参考线进行第 2 轮外推，例如通过 0.6、0.7 转速

线先推出 0.5 转速线，然后通过 0.6、0.5 再推出 0.4，

以此类推，直到得到 ncor=0 转速线。同时，通过计算

ncor=0.5 转速线试验值和外推值的差值作为验证外推

方法准确度的指标。

对压气机特性线准确度的评估采取“插值 - 积

分”的方式，首先选取 2 条特性线横坐标的最小交集，

然后将每条特性线上的特性点均投影到对应特性线

上，投影时采用 2 维插值，最后分别对 2 个特性点和

投影特性点之间的区域进行积分，在积分时注意首先

应对每个值进行无量纲处

理，所得结果即可反映扩

展结果与试验结果的误差

大小，特性线相似度评判

方法如图 4 所示。

3.1 指数外推法扩展结果

由于指数外推法算法的局限性，在实际操作中无

法将特性扩展到相对换算转速为 0 的阶段，取近似

ncor=0.05，得到指数外推法的扩展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2 发动机性能录取试验试验台

（a）组合压气机压力 - 流量特性

（b）组合压气机效率 - 流量特性

图 3 慢车转速以上的压气机特性

图 4 特性线相似度评判方法

（a）指数外推法流量 - 压比特性

（a）指数外推法流量 - 效率特性

图 5 指数外推法的特性扩展结果

防尘网 流量管 进气节气门 稳压箱 试验件
排气
部分

高速
增速箱

低速
增速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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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推结果来看，指数外推法无法做到全状态压

气机特性外推，在零转速时的压比、流量和效率之间

的关系无法获知；同时，较易看出该方法对于效率 -

流量特性图的外推存在较大偏差：根据经验，在压气

机全状态下，各转速线的最高效率点应大致保持一

致，而并非呈下降趋势，同时，ncor=0.5 转速线的外推

结果与试验结果的误差也较大。

3.2 能量外推法扩展结果

由于效率在低转速状态时无法准确描述压气机

特性，故在能量外推法中采用压气机负载扭矩特性

量。首先对发动机的特性参数进行变换，得到流量系

数 准、载荷系数 追s 以及负载扭矩 Tqc 之间的关系，无

量纲化后的特性结果如图 6 所示。压气机在较低相对

换算转速下，载荷系数与流量系数近乎成线性关系，

而且随着转速的降低，线性度愈来愈明显；同样从图

6（b）中可见，在等低换算转速下，负载扭矩与流量系

数近似呈斜率为负值的线性关系，而且不同相对换算

转速间互相平行。

从图 6（a）中可见，ncor=0.65 与 ncor=0.6 转速线有

所交叉，这可能会导致后续步骤的插值出现问题，故

选取 ncor=0.6、0.7 作为基准线，最终得到采用能量外

推法的扩展结果，如图 7 所示。从图 7（a）中可见，由

于在低转速状态时，载荷系数对转速变化不敏感，导

致低转速时特性线相互交叠，仅给出 0、0.3、0.5、0.6

等几条具有代表性的扩展结果；图 7（c）（d）是将无量

纲参数（载荷系数 追s 与流量系数 准）化为常用参数

（压比 Pr 与质量流量 Wa）后的扩展结果。为比较方

便，在小图中 ncor=0.5 特性线进行放大处理，并对每个

扩展值相对试验值的偏差进行了描述。

（a）压气机载荷系数与流量系数关系

（b）压气机负载扭矩与流量系数关系

图 6 能量外推法无量纲化后的压气机特性

（a）载荷系数 - 流量系数

（b）负载扭矩 - 流量系数

（c）压气机流量 - 压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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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种扩展方法的对比分析

对比基于相似理论指数法以及基于能量损失的

2 种扩展方法 ncor=0.5 转速线，扩展结果与试验结果

分别如图 8、9 所示。从图 8 中可见，能量法相比指数

法误差减小了 31.2%，而从图 9 中可见，能量法将误

差减小了 68.3%，充分说明了相比于传统扩展方法，

能量法对于压气机特性特别是负载特性的扩展精确

度更高。

如上所述，能量法能做到压气机全转速的特性扩

展，是因为能量法基于流体的物理本质，受算法数学

意义的影响较小。对图 5、7 比较得出，指数外推法得

到的低转速特性点较少，与已知的试验特性点个数相

同，这是由于指数法每次都采用已算得的最低 2 个转

速线之间的相交部分求得 1 条新转速线，这将会导致

所求结果越来越小，而能量外推法能灵活选择载荷系

数以得到任意个数的特性点，从而能在每条转速线上

得到任意多的特性点（本文采用每条转速线上 10 个

点的示例）。这对于低转速部件特性插值是有利的，部

件特性范围越广，特性点越密，仿真计算时部件插值

越便利，仿真结果越准确。

5 结论

以压气机在风车状态下的特性描述为基础，从能

量损失的角度出发，采用扭矩代替效率进行压气机特

性描述，进行压气机低转速扩展，同时进行了 1 次压

气机特性试验，并对真实试验数据进行整理得到某型

涡扇发动机的压气机特性数据，并将该数据进行了特

性外推，最后将扩展结果与目前常用的指数外推法进

行对比，结果表明：

（1）采用负载扭矩代替效率进行压气机特性描述

可行，因为在自模化区，表征压气机能量损失的效率

对转速变化不敏感，而扭矩作为气体经过压气机前后

的能量变化的体现，在直观上更能反映压气机的效率

情况；

（2）由于算法上更灵活，能量外推法更具可操作

性，可对压气机零转速特性进行外推，同时低转速部

件特性线上的点更多，有利于在起动计算程序中对特

性图进行插值；

（3）能量外推法结果相比指数外插法更加准确，

这是由于指数外插法建立在不同转速线上压气机状

态相似的假设上，但是该假设只在较低转速下成立，

在其他转速下具有较大误差，而能量外推法从能量的

角度出发，在物理意义上更接近压气机的本质，从而

能得到更加准确的压气机扩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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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直升机扭振与 FADEC 控制的耦合具有强大的破坏作用，在 FADEC 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这种共振，有必要通过试验

的方法测量扭振的固有频率。独创性地设计了用于直升机扭振固有频率测量的新方案：采用颤振扫频技术，直接对 FADEC 系统动力

涡轮转速给定值进行激励，通过闭环系统对发动机动力涡轮转速进行扫频激励的方法，获取了直升机扭振系统不同工作模态下的

扭振频率点。试验结果表明：该新方法能够在直升机平台准确地获取扭振固有频率。

关键词：扭振；固有频率；测量；闭环系统；扫频激励；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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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est of Helicopter Torsional Vibration Natural Frequency Measurement
ZHU Wenjuan袁 YAO Wenrong

渊AECC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袁 Jiangsu Wuxi 214063)

Abstract: The coupling between helicopter torsional vibration and FADEC control has a horribly destructive effect. Effectiv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prevent this torsional vibration in FADEC. Therefore袁 it is necessary to measure 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torsional vibration
by test. A new scheme for natural frequency measurement of helicopter torsional vibration is originally proposed and designed袁 which
excited the given value of power turbine speed in FADEC system by utilizing sweep-frequency technique of shimmy. The torsional vibration
frequency of helicopter torsional vibration system is able to be distinguished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modes by means of the excitation to
power turbine speed of engine through the closed-loop system. The result show that the new scheme can measure 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torsional vibration precisely on the helicopter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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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扭振（扭转振动）现象普遍存在于通过轴系扭矩

传输功率的系统中，其产生的机理是：轴系传输扭矩

时，由于是柔性轴，必然在旋转方向存在弹性扭转形

变，当施加于轴系的旋转力矩周期性交变时，轴就会

像弹簧一样在旋转方向上往复振动[1-3]。如果策动力矩

的交变周期正好与轴系的扭振固有频率相等或为其

整数倍，则轴系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共振[4]。

早期的直升机扭振不会产生任何危害。因为早期

的直升机操纵控制和发动机控制是独立控制的。飞行

员操控发动机油门改变发动机输出功率，属于飞行员

在回路的开环控制[5]。此时，对于旋翼扭振系统而言，

不存在迫动力，扭振固有频率虽然存在，但不会对系

统产生任何影响。进入 FADEC 时代后，为提高直升

机操控性，以恒定旋翼转速（通常使用动力涡轮转速

代替）为控制目标，发动机控制系统通过调节燃油流

量，改变发动机的输出功率来调节旋翼转速，即旋翼

系统与发动机燃油控制形成闭环控制。旋翼系统的策

动力是发动机输出功率，与燃油流量控制相关。当燃

油流量控制出现扰动，则其中带扭振固有频率的分量

不能被系统吸收，导致掺混固有频率振动分量的转速

作为反馈量进入控制系统，燃油流量控制将响应转速

波动，并以固有频率开始振荡，该振动相互反复激励

且发散，直至系统无法承受[6]，产生共振。对于大多数

直升机而言，扭振固有频率约为 2～5 Hz，正好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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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控制系统可以响应的频率带宽范围内[7]。

为避免直升机扭振与发动机燃油系统耦合产生

共振，需要采取措施使 FADEC 不响应直升机扭振的

固有频率分量[8]：常规方法是计算并实测扭振系统的

固有频率，然后在 FADEC 中通过滤波的方式将扭振

频率带的振幅衰减到 FADEC 无法响应的程度，以解

决共振问题[8]。

本文介绍了扭振频率的已有测量方法，对比分析

提出直升机扭振频率测量新方法，并加以验证。

1 直升机扭振固有频率测量及方法

直升机的动力原理简化模型如图 1 所示。发动机

动力输出轴通过主减速器驱动旋翼和尾桨。将发动机

动力涡轮输出轴之后的系统命名为旋翼系统，主要包

括传动系统、旋翼与尾桨等。旋翼系统相当于 1 个柔

性轴系，受到扭矩的作用会产生一定的固有扭转振

动，具有一定的固有频率[9]。如果发动机动力输出轴对

旋翼系统所施加的扭矩掺混有此固有频率的波动，则

会引起旋翼系统共振。

直升机扭振固有频率与发动机数量、旋翼转速以

及旋翼负载有关。发动机数量影响扭振固有频率的机

理如下：每台发动机与传动轴系连接时，都可看作是

弹簧与轴系相连，多台发动机与轴系连接就相当于多

个弹簧并联，再与轴系相连，根据弹簧并联的原理可

知(弹性系数增大，固有频率减小)。因此，在直升机上

仅单发带动旋翼时，其固有频率比多发带动旋翼时的

固有频率要高。对旋翼传动系统进行复杂的建模，可

证实这一观点。

不同旋翼负载下直升机的扭振固有频率也不同。

其机理如下：旋翼转速固定，仅总距变化时，旋翼攻角

发生改变，旋翼旋转的阻力增加，传动系统的转动惯

量增加，相当于弹簧简谐运动模型中的物体质量增

加，使得固有频率增大。因此，在旋翼转速一定、总距

较小的情况下，扭振的固有频率要低于总距较大时的

固有频率。总距保持不变时，由于离心力对动刚度的

影响，固有频率将随旋翼转速增加而略有减小，该现

象称为“动频”。因此在不同的直升机工作状态下，扭

振频率不同，在进行直升机扭振固有频率测量时必须

加以考虑。

传统的直升机扭振固有频率测量方法从总距杆

处加激励[10]，直接引起旋翼系统的振动。如图 2 所示，

在 A 处脱开总距杆，由虚框中的自动执行机构改变

桨叶总距，并在总距信号上叠加不同形式的激励信

号。自动执行机构可以通过步进电机等方式实现。整

个扭振频率测量试验包括 2 部分：通过试验找出直升

机旋翼系统的 1 阶固有频率；数控系统设计完陷波器

后，验证陷波器是否能够滤除或避开此频率。找出直

升机旋翼系统的 1 阶固有频率的方法是：在动力涡轮

转速 Np 开环控制模式下，分别在单发空慢和双发空

慢状态下，通过在总距信号上逐步叠加三角波激励信

号[11]，诱发与放大其 1 阶固有频率共振，测量 Np 和输

出轴扭矩 Mkp，通过傅里叶变换对测量信号进行频域

分析，获得 1 阶共振频率。验证直升机稳定性的方法

是：在 Np 闭环控制模式下，分别在单发空慢和双发空

慢状态下，通过在总距信号上逐步叠加扭振频率点的

正弦激励信号，反复测量 Np 和 Mkp，观测其是否稳定

在正常控制范围内。扭振测量试验理由是：在桨叶总

距上叠加激励，属于强迫振动；发动机 Np 采取开环控

制，不存在发动机控制系统与直升机系统之间的扭振

耦合[12-13]，避免了系统发生共振的风险。

2 扭振固有频率测量的新方法

本文提出1 种新的扭振测量方法，直接激励发动

机燃油控制系统，用燃油控制系统的波动间接激励旋

图 1 直升机的动力原理简化模型

图 2 传统的扭振固有频率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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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系统的振动，原理如图 3 所示。

从图中可见，通过颤振激励系统，直接对 FADEC

系统中的 NpDem 信号进行激励。找出直升机系统的

1 阶固有频率的方法是：在 Np 闭环控制模式下，分别

在单发空慢和双发空慢状态下，通过在 NpDem 信号

上逐步叠加正弦激励扫频信号，Np 转速信号相应发

生变化，诱发 1 阶谐振，测量 Np 和输出轴扭矩 Mkp，通

过对数据进行频域分析，找出其共振频率点。验证直

升机稳定性的方法是：在 Np 闭环控制模式下，分别在

单发空慢和双发空慢状态下，通过在 NpDem 上逐步

叠加正弦激励扫频信号，测量 Np 和 Mkp，观测其是否

稳定在正常控制范围内。

本次扭振测量试验可行性的理由是：

（1）发动机输出功率的变化对直升机旋翼系统能

够产生迫动力。

从图 1 中可见，整个直升机旋翼系统有 2 个外部

扭矩变化的输入源：1 个是通过总距杆的变化改变旋

翼角度引起系统扭振；另 1 个通过发动机功率改变动

力涡轮输出轴扭矩引起系统扭振。传统测量方法为发

动机采用燃气涡轮转速 Ng 闭环控制，输出功率保持

不变，通过调节总距杆对旋翼系统产生迫动力。同样，

当总距杆角度不变时，采用 Np 闭环控制使发动机输

出功率变化也能对系统产生迫动力。

（2）在 Np 闭环控制下，Np 转速的变化能够导致

能量的积聚。

Np 外环控制回路的截止频率在 1 Hz 以下，NgDot

内环控制回路的截止频率为 1～2 Hz，燃油伺服小闭

环的截止频率为 4～5 Hz。当 Np 转速的波动频率在

扭振固有频率（2～5 Hz）范围时，虽然远大于 Np 控制

的截止频率，但是只衰减 Np 反馈的部分波动，随后传

到燃油伺服小闭环，燃油流量响应固有频率的振动。

通过增大 NpDem 激励幅值和延长激励持续时间，Np

转速的变化能够使能量积聚，引起直升机系统产生共

振的趋势。

（3）测量对象的特性和激励方法不易产生系统

共振。

采用发动机 Np 闭环控制激励的测量方法可能导

致发动机控制系统与直升机系统之间的扭振耦合，系

统存在共振的风险。本次扭振测量采用 Np 闭环控制

激励的测量而避免系统出现共振风险的原因有 2 个：

直升机旋翼减摆器布置在叶片和轮毂之间，不仅能有

效避免地面共振，还能有效抑制摆振，阻尼的存在有

效衰减了扭振频率处的 Np 转速响应，转速幅值变化

不大；采用扫频激励方法，严格控制激励幅值与作用

时间，使系统出现共振趋势后又能很快恢复。

3 扭振固有频率测量新方法的机上验证

在实际进行扭振固有频率测量时需要对上述方

法作一定的修正：

（1）试验需要在单发、双发条件下，旋翼可能运行

的转速点，对 NpDem 进行激励，扫描扭振固有频率；

（2）通过摸底试验得到进行地面扭振激励试验的

安全激励信号特征为：扫频时间应最少 10 s，幅值 1%

左右（最大 1.5%）。试验结束后，通过频谱分析，找到

各状态下的扭振固有频率，并选取合适的频率点用于

设计扭振陷波滤波器。

设计完扭振陷波滤波器后，在机上重复扭振激励

扫描，以验证扭振陷波滤波器的效果：不会因激振而

产生扭振共振。

某型配有双发的直升机针对单发空慢、双发空慢

条件进行扭振固有频率扫描。单发空慢的试验结果如

图 5～8 所示。

图 3 1种新的扭振固有频率测量方法

图 4 发动机 Np 闭环控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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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5～8 中可见，Np 回路控制增益越大，Np 波

动越明显。对图 8 中的数据进行扭振频率分析可知，

Np 的响应呈衰减趋势，符合 Np 大闭环截止频率较低

的特点，但在一定的频率范围，衰减程度减弱，说明在

这段频率范围内，激励出扭振。因此单发空慢的扭振

固有频率应该位于最大波动处，手动测量得该频率落

在 3.3～3.6 Hz 之间，用专门处理工具得单发空慢扭

振固有频率为 3.417 Hz。

双发空慢下的试验结果以左发试验结果为例，如

图 9～12 所示。

同样，从图 9～12 中可见，Np 回路控制增益越

大，Np 波动越明显。用图 12 中的数据进行双发空慢

扭振频率分析，动力涡轮转速的响应全部是衰减的，

符合动力涡轮转速大闭环截止频率较低的特点，但在

一定的频率范围，衰减程度减弱，说明在这段频率范

围内，扭振被激励出来了。因此双发空慢的扭振固有

频率应该在波动最大处，手动测量该频率也在 3.3～

3.6 Hz 之间，用专门处理工具得出双发空慢扭振固有

频率为 3.308 Hz。

扭振固有频率扫描后，分别选取 2 个固有频率点

提供给 FADEC 进行陷波滤波。以激励幅值为 1%、扫

频时间为 20 s 的试验结果，双发空慢以左发试验结

果来分析。试验结果如图 13、14 所示。

有无陷波器 Np 反馈相对给定值衰减情况见表 1。

从表 1 中可见，加入陷波滤波器后，单发空慢条

件下 Np 衰减增大±0.05%，双发空慢条件下 Np 衰减

增大±0.105%，上述数据表明陷波滤波器未起明显

作用，只是稍微增大了 Np 衰减值。

测量结果表明，采用新的扭振激励方法时，接入

陷波滤波器后 Np 反馈信号与不带滤波器试验的信号

相比改善不大。

由上文知，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会引起直升机旋

翼系统共振的原因主要有 2 个：数控系统采用 Np 恒

转速控制，相当于给旋翼系统一个迫动力；存在具有

扭振固有频率的燃油流量扰动使 Np 转速波动，Np 通

过闭环控制引发燃油流量响应对应频率的波动，最终

图 5 单发空慢增益0.25幅值

1.5%扫频 20 s扭振激励试验

图 6 单发空慢增益0.5幅值

1.5%扫频15 s扭振激励试验

图 7 单发空慢增益0.75幅值

1%扫频20 s扭振激励试验

图 8 单发空慢增益1幅值

1%扫频20 s扭振激励试验

图 9 双发空慢左发增益

0.25 幅值 1.5%扫频 20 s 扭

振激励试验

图 10 双发空慢左发增益

0.5 幅值 1%扫频 20 s 扭振

激励试验

图 11 双发空慢左发增益

0.75 幅值 1%扫频 20 s 扭振

激励试验

图 12 双发空慢左发增益 1

幅值 1%扫频 20 s 扭振激励

试验

图 13 单发空慢左发增益1幅

值1%扫频20 s扭振激励试验

图 14 双发空慢左发增益1幅

值1%扫频20 s扭振激励试验

试验情况

单发空慢不带陷波滤波器

单发空慢带 UH 机陷波滤波器

双发空慢左发不带陷波滤波器

双发空慢左发带 UH 机陷波滤波器

Np 相对给定值衰减情况

±0.637%

（99.651%～100.378%）

±0.687%

（99.651%～100.276%）

±0.426%

（99.441%～100.589%）

±0.531%

（99.581%～100.519%）

表 1 有无陷波滤波前后扭振激励试验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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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共振。数控系统通过对 Np 转速信号进行陷波滤

波，衰减 Np 转速中掺混的扭振固有分量，从而避免发

动机控制系统与旋翼系统共振。新的扭振激励测量方

法直接对 NpDem 进行激励，从而引起 Np 转速波动，

通过闭环控制引起燃油流量响应形成共振，这种方法

容易激起共振。在此方法下，掺杂扭振固有频率的波

动的 Np 反馈信号先通过陷波滤波器进行扭振抑制，

然后根据 Np 闭环控制跟随给定值回到相应大小和频

率的波动，陷波效果不明显。从原理上看，这种方法的

激励源是 NpDem 转速信号，只对 Np 信号进行陷波无

法消除迫动力源头的影响，达不到陷波滤波器效果的

验证。

在民机适航要求[14-15]中，需要飞行员对直升机进

行稳定性检查试验，该稳定性试验即指验证控制系统

的陷波器是否能够滤去直升机系统的 1 阶固有频率。

具体方法是飞行员根据“节拍器”按照设定的频率推

拉总距杆，以验证直升机及发动机的工作稳定性，传

统扭振测量方法即是依据这种总距激励方式进行设

计的。综上所述，需要按照民机适航要求的方法进行

陷波滤波器效果验证。

4 结论

根据试验所获得的数据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试验采用 Np 闭环控制模式下直接激励 Np 给

定值的方法来测量扭振固有频率，试验结果表明这种

方法共振效果明显，扭振频率计算简单（通过 Np 转速

波动反映）；

（2）某型直升机地面扭振测量试验完成了直升机

扭振固有频率的测量，建立了 1 种直升机扭振固有频

率测量的新方法；

（3）新方法的激励源是 NpDem 转速信号，只对

Np 信号进行陷波无法消除迫动力源头的影响，达不

到陷波滤波器效果的验证。后续可考虑按照民机适航

要求的方法进行陷波滤波器效果验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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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验证 PIV 技术在新型扩压器性能试验中的应用前景，开展了基于 PIV 技术的燃烧室 3 通道扩压器试验。对不同前置

扩压器与不同头部帽罩的流场特征进行分析，得到了关键参数对扩压器内流场分布和压力损失特性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使用

PIV 技术能较好地得到扩压器的内流场特征，并反映出 3 通道扩压器具有较好的流场稳定性，在 Lm /Le=0.7，Li /Le= Lo /Le=0.6，Lc

/Le=1.82 时扩压器性能最佳。该技术为先进扩压器的结构优化提供试验依据。

关键词：燃烧室；3 通道扩压器；冷态流场；非接触式瞬态流场；测试技术；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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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PIV Technology in three Channels Diffuser Experiment
Zhao Peng袁Zhang Yu-Guang袁Zhang Bao-Hua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verify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PIV technology on new type diffuser performance test, three -channel
combustor diffuser test based on PIV technology was studied. Through analyzing the 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front diffuser and
different head caps, influence of key parameter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flow field and pressure loss characteristics of diffuser was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nal 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 of diffuser can be obtained preferably by using PIV technology, and can reflect
the three-channel diffuser has better flow field stability. When Lm /Le=0.7袁Li /Le= Lo /Le=0.6袁Lc /Le=1.82, the performance of diffuser is
optimum. This technology provides experimental basis for th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advanced diff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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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扩压器是燃烧室的重要部件之一，近年来随着高

推重比航空发动机的研制，高效的燃烧室扩压器技术

备受关注。随着燃烧室进口马赫数的不断提高，燃烧

组织方式的改变，头部进气量的增大，对扩压器设计

提出了新的要求[1-2]。3 通道扩压器可以看作是短突扩

压器的发展，前置扩压段内设有 2 个分流楔板是其主

要结构特征。该类型扩压器不仅缩短了结构长度，减

小了突扩损失，而且可有效减少前置扩压器的流动分

离，目前 GP7200、GEnx 及 F136 发动机燃烧室均已采

用 3 通道扩压器。但国内对此研究甚少[3-5]。

近年来，非接触式瞬态流场测试（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PIV）技术已大量应用于燃烧室内冷态流

场试验以及热态燃烧试验之中，不同于常规试验测量

中所使用的总压探针、总温探针和壁面静压等手段，

该技术有效解决了常规试验中单点测量以及探针对

流场的干扰问题，尤其在新型扩压器及燃烧室的试验

探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早期 Fishenden 和

Steven 研究了突扩扩压器在较大范围内的性能参数，

分析了前置扩压器几何形状的影响[6]；A. Panduranga

Reddy 等利用 PIV 技术研究了突扩燃烧室内的流场

特性，针对旋流的特性对不同区域流场进行分析[7]；李

昊等利用 PIV 技术对 2 种不同突扩比燃烧室的冷态

流场进行试验分析，研究表明突扩比的改变对燃烧室

突扩面后的流场结构影响很小[8]；Prakash 等研究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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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IV 系统结构

Synchronization
Electronics

Camera
Nd:YAG Laser

DATA

同的燃烧室形状对扩压器性能的影响，试验获得了扩

压器壁面静压[9]；赵坚行、何小民等论述了扩压器数值

模拟的方法，并测量了扩压器的压力特性[10-11]。

目前，国外已经将 PIV 技术大量应用于扩压器及

燃烧室内流场分析中，得到各类扩压器的性能数据，

但国内较少针对 3 通道扩压器等先进扩压器开展

PIV 技术的试验研究。本文基于 3 通道扩压器的 2 元

试验件，利用 PIV 技术开展扩压器内冷态流场试验，

观察并记录每个状态点扩压器内流场详细信息。

1 试验件及测试装置

1.1 试验试件

该 2 元多通道扩压器试验试件主要由前置扩压

器和火焰筒头部帽罩模型 2 部分组成，而前置扩压器

由扩压器通道与分流楔板组成，如图 1 所示，图中入

口、间隙、内部、中部和外部尺寸分别由 Le、Lc、L i、Lm、

Lo 表示。根据国内外研究资料以及前期大量的计算工

作，最终确定 3 种前置扩压器方案和 4 种头部帽罩方

案，本文通过 PIV 技术研究不同前置扩压器与头部帽

罩组合下的流场特性，优选出最佳组合方案。前置扩

压器依据出口高度的不同分为前置扩压器 A、B、C，

而头部帽罩依据突扩间隙的不同分为头部帽罩 A、B、

C、D，以上 7 种部件的关键尺寸与扩压器入口尺寸的

比值见表 1。试验试件上设置光学通路和相机采集观

察窗，可对图 1 中“Lc”区

域（即前置扩压器出口）进

行 2 维流场测量。此外，在

扩压器试验件的进、出口

处安装必要的压力采集接

口，用来监视试验状态与

分析 PIV 结果。

1.2 PIV 系统

PIV 技术是在流场显示基础上利用不断高速发

展的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对流场显示进行定量化测

量，从而实现对流场的瞬态测量。PIV 技术在本质上

是图像分析技术的 1 种，采用时间间隔很短的 2 个脉

冲光源照亮所需要测量的流场，利用 CCD 将所照明

的流场中的示踪介质记录下来，利用计算机进行图像

处理得到速度场的信息[12-13]。

本文采用的 PIV 系统是 TSI 公司的最新图像处

理技术、CCD 技术以及 PowerView 技术，其主要由照

明光源、图像采集以及数据后处理等系统组成，结构

如图 2 所示。照明光源系统包括 1 台双脉冲 YAG 激

光器、片光光学元件、光束调节镜组与同步控制器，图

像采集系统最小祯间隔约为 800 ns，频率可达 15

fps，其分辨率为 2048×2048 pixel，可保证在所有模

式下的灰度都为 12 位，运行模式有 Free Run/ Trig-

gered Exposure/ Frame Straddle 3 种可供选择。后处理

系统主要由 INSIGHT-NT 分析软件与 TECPLOT 数

据可视化软件组成，该系统有自相关、互相关、空间分

辨率超细化分析、可适性算法与高速显示等诸多算

法，支持并行处理，支持基于 Intel 和 Alpha 处理器的

工作站。要增加查问域额的测量精度时，该系统有 4

种办法来增强相关的峰值：利用软件包内的图像处理

程序提高图像质量；灵活地增加查问域的尺寸，或对

各矢量自动调整以优化空间分辨率和测量精度；查问

域可以为正方形或长方形以补偿高速度梯度；图像象

素可以为正方形或长方形，以适应不同的 CCD。

2 试验方案

2.1 试验设备

试验在中国航发沈阳发

动机研究所试验器上进行。试

验器能力如下：设计空气压力

为 4.0 MPa，空气温度为 20～

600 ℃，空气流量为 0.1～12

kg/s。设备原理如图3 所示。

图 1 2元 3通道扩压器

结构剖面

试验部件名称

前置扩压器 A

前置扩压器 B

前置扩压器 C

头部帽罩 A

头部帽罩 B

头部帽罩 C

头部帽罩 D

Lo /Le

0.6

0.55

0.5

-

-

-

-

Lm/Le

0.7

0.60

0.55

-

-

-

-

L i /Le

0.6

0.55

0.5

-

-

-

-

Lc /Le

-

-

-

1.82

1.64

2.01

2.19

表 1 不同部件关键尺寸参数

图 3 试验设备原理

气
流
方
向

分流楔板

Lc

头部帽罩

气源

阀门

换热器

示踪粒子释放器

试验件

流量测量装置

稳压装置

PIV 系统

Lo

Lm

L i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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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备由进排气系统、冷却水系统、PIV 系统、电气

及控制等系统组成。试验时对试验件进、出口的压力、

温度与空气流量数据进行采集。

2.2 示踪粒子投放

示踪粒子的投放是 PIV 过程中的重要步骤，粒子

的浓度和均匀度起着决定性作用。浓度太高会影响流

场，浓度太低又会降低测量的信噪比，无法获得有效

速度场；示踪粒子的均匀性比较难控制，在本试验中

试验件为多通道扩压器，该特殊结构会使流场产生多

处回流区，且壁面处会产生较大的速度梯度，同样会

给图像采集带来困难[14-15]。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设计了 1 种流化床式粒子释

放器，气体从该发生器底

部进入，使示踪粒子流化，

再通过顶部的孔口排入管

道，结构如图 4 所示。通过

控制粒子释放器的压力来

调整粒子释放浓度，并在

每个试验状态的间歇加大

试验件进气量，以便吹扫

滞留在试验件壁面的示踪

粒子。

2.3 PIV 试验误差分析

本次试验进行测量不确定度分析。根据 PIV 的测

速原理，流场速度测量公式为

滋=琢·驻X驻t +啄滋 （1）

式中：琢 为放大比例；驻X 为像素位移；驻t 为时间间隔；

啄滋 为 3 维速度所引起的测量误差。

不确定度分析见表2、3。表中 滋（Xi）为标准不确定

度；ci 为灵敏度系数；滋c 为合成不确定度。计算合成不确

定度主要依据标准不确定度与灵敏度系数的乘积来计

算，首先根据误差源确定 滋（Xi）值，再将标准不确定度与

灵敏度系数相乘并合成得到初始 滋c，通过 Ci
'
·滋c 的结果

合成最终的误差。具体取测试区域为 150×40 mm2，相

同流速为 50 m/s，参考点距离为 40 mm，参考图像距离

为 498 pixel，放大系数 琢=0.0803 mm/pixel，时间间隔

Δt=0.01 ms，目标点距离为500 mm，ΔX=16 pixel。依据

以上数据在试验设备手册中对误差系数进行选取。

2.4 试验项目

为了满足未来先进结构扩压器对试验技术的需

求，在常规流阻、流量分配试验的基础上，将非接触测

试技术有针对性地应用于扩压器内流场分析，以得到

扩压器特性试验参数，并拓展扩压器试验技术，形成

整套技术标准流程。

针对前置扩压器在同一马赫数、不同流量分配下

的流场特性，设计了几种工况记为 A 组试验，见表 4。

对于头部帽罩，研究其在不同马赫数下流场的特性，

同样设计了几种工况记为 B 组试验，见表 5。应用

PIV 技术，观察并记录每个状态点扩压器内流场详细

信息，包括速度的大小和方向、气流分离、漩涡等特

征，经过 Insight 软件处理，得到流场云图。

图 4 PIV 粒子释放器结构

参数

琢 /（mm/pixel）

驻X /（pixel）

驻t/s

啄滋/（mm/s）

误差源

参考图像

物质点距离

镜头

板位

平行板

激光功率波动

CCD 的图像失真

正常视角

不匹配错误

混合图像源分析

延迟发生

脉冲时间

粒子轨道

3D 作用

滋（Xi）

0.7

0.02

2.5

0.5

0.035

0.0071

0.0056

0.035

0.2

0.1

2×10-9

5×10-9

0.05

75.57

单位

pixel

mm

pixel

mm

rad

mm

pixel

rad

pixel

pixel

s

s

mm/s

mm/s

ci
1.61×10-4

2.01×10-3

1.61×10-4

1.61×10-4

0.003

12.45

0.316

0.003

1.0

1.0

1.0

1.0

1.0

1.0

单位

mm/ pixel2

1/pixel

mm/ pixel2

1/pixel

mm/pixel

pixel/mm

mm/pixel

ci×滋（Xi）

1.13×10-4

4.02×10-5

4.02×10-4

8.03×10-5

9.84×10-5

8.84×10-2

1.77×10-3

9.84×10-5

0.2

0.1

2×10-9

5×10-9

0.05

75.57

滋c

0.00044

0.240

5.39伊10-9

75.568

表 2 不确定度分析 1

进口马赫数

0.29

序号

1

2

3

4

外

0.290

0.270

0.310

0.277

中

0.365

0.365

0.365

0.405

内

0.345

0.365

0.325

0.318

出口空气流量分配比例

表 4 A组试验状态

Combined uncertainty uu＝2.1m/s

参数

琢

驻X
驻t
啄滋

误差源

放大系数

图像距离

图像间隔

实测

滋（字i）

0.00044

0.240

5.39×10-9

75.568

单位

mm/pixel

pixel

s

mm/s

ci
1.6×106

8030.0

1.2848×108

1.0

单位

pixel/s

mm/pixel/s

mm/ s2

ci×滋（字i）

700.68

1930.9

6.92×10-1

75.56763

表 3 不确定度分析 2

压力传感器 P 孔口

电动阀门

78



赵 鹏等：PIV 技术在 3 通道扩压器试验中的应用第 3 期

3 试验结果及分析

选取头部帽罩 A 作为基准结构，分别对前置扩

压器 A、B、C 在同一进口马赫数、不同出口流量分配

下，采集流场信息，结果如图 5～7 所示。每幅图中从

左到右 4 个流场云图分别对应表 4 中序号 1～4 的出

口流量分配比例状态。

对比这 3 个前置扩压器出口流场云图发现，中心

射流的速度明显要高于内、外环射流速度，外环射流

速度最小，且扩压器 B、C 的前置扩压器内、外环出口

流速明显高于扩压器 A 的，另外扩压器 C 的外环出

现了射流较早附着帽罩的情况。在 2 股射流之间，存

在明显的回流区，对比回流区流场发现，扩压器 B 的

上、下 2 个回流区速度不一致，下部回流区速度比上

部回流区的约高 10 m/s，而扩压器 C 的出口回流区宽

度较为不统一，下部回流区比上部回流区约宽 9 mm，

前置扩压器 A 表现出了明显优势。

以前置扩压器 A 为基准，得到不同头部帽罩在

不同进口马赫数下的流场，如图 8～10 所示，每幅图

中从左到右流场云图依次对应表 5 中试验序号 1～5。

从图中可见，头部帽罩 D 中前置扩压器出口气

流速度高于其他试验件的，而头部帽罩 C、D 中射流

之间的回流区宽度不均，提高了射流附着情况发生的

概率。对比头部帽罩 A、B 在进口马赫数为 0.290、3 个

出口气流分配比例分别为 0.290、0.365 和 0.345 条件

下的结果，发现其流场特性较为接近，而头部帽罩 A

序号

1

2

3

4

5

进口马赫数

0.21

0.25

0.29

0.33

0.37

出口空气流量分配比例

0.290 0.365 0.345

表 5 B组试验状态

图 5 前置扩压器 A在不同出口流量分配比例下的 2维流场

图 6 前置扩压器 B在不同出口流量分配比例下的 2维流场

图 7 前置扩压器C在不同出口流量分配比例下的 2维流场

图 8 头部帽罩 B在不同 Ma下的 2维流场

图 9 头部帽罩C在不同 Ma下的 2维流场

图 10 头部帽罩D在不同 Ma下的 2维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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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流区流速更为均匀，表现出稍好的性能。

从 PIV 测试结果中可见，无论在哪种组合形式

下，流场的结构并没有发生较大改变，流场呈 3 股射

流形态分布，且在 2 股射流之间存在明显的回流区。

总进气量及 Ma保持不变，出口空气量比例的改变并

没有对流场速度有太大影响。随着进气量及 Ma的增

大，流场速度有明显的提高。通过 PIV 技术得到的试

验结果同时也验证了传统压力场的测试结果，前置扩

压器 A 与头部帽罩 A 表现出了稍好的性能。

在流阻性能试验中，前置扩压器 A 与头部帽罩 A

在相同马赫数下的压力损失要低于其他型号的，如图

11、12 所示，进一步证明了 PIV 试验数据的可靠性。

4 结束语

通过对 PIV 技术与扩压器试验技术的探究，得到

了关键参数对扩压器内流场特性的影响，并对比了不

同扩压器的性能特征，得到了优选后的 3 通道扩压器

结构参数，当 Lm/Le=0.7、L i/Le= Lo/Le=0.6、Lc /Le=1.82 时

扩压器性能最佳，并在接触式测试方法与数值分析方

法上得到了验证。试验结果表明，PIV 技术在先进扩

压器流场测试方面是直观且可靠的，可以为扩压器最

终结构优化与设计定型提供依据；本文将 PIV 技术应

用于先进扩压器的试验研究，形成了成熟可靠的扩压

器试验技术手段，可为国内扩压器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的制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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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温包型温度传感器在航空发动机和飞机控制系统中的应用，对温包型温度传感器的充填工质进行了分析。根据

工质的热力学特性及传感器的使用温度范围，将温包分为气态、液态、蒸汽态 3 种类型，阐述了不同类别工质的物理特性与温度变

化的关系，汇集了常见工质的主要特性参数，归纳了根据传感器用途选择工质的原则。结果表明：气态工质的计算符合范德华方程；

液态工质则按照体积膨胀计算；蒸汽态工质可按照项 - 谭方程进行设计计算。根据以上方法设计的不同温包已在多种发动机和飞

机附件中得到应用。

关键词：温包；工质；温度传感器；控制系统；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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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Medium Choice for Thermometer Bulb Type Sensor
WANG Zhan-sheng

渊AVIC Taiyuan Aero-instruments Co., Ltd.Taiyuan, China, 030006)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thermometer bulb type temperature sensor in aeroengine and aircraft control system, the
working medium filled in thermometer bulb type temperature sensor wa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thermodynamic properties of the
working medium and temperature range of the sensor, the temperature bulb is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gas, liquid and vapou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temperature vari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working medium is described, an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parameters of common working medium are collected, then the principle of choosing the working medium according to the
sensor application are summaried.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calculation of gas medium is consistent with Van der Waals equation; the
liquid medium i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volume expension; and the vapour medium can be designed and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Xiang-Tan equation. Different thermometer bulb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above method has been applied in many other aeroengine and
aircraft 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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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温包型温度传感器属于物敏型机械式温度敏感

元件，其工作原理是利用某些物质受热膨胀，将温度

的变化转化为位移量或力的变化而输出。温包型温度

传感器具有工作可靠耐用、抗干扰、动态特性良好、安

装简便等优点，在制冷空调、工业控制领域得到了广

泛应用，在航空发动机及飞机控制系统中主要用来测

量压气机进口的空气总温、燃油和滑油温度等[1]。

“温包”来源于对“bulb”的音译和意译的结合，其

典型应用有以下 2 种形式：（1）将传感器的输出通过

仪表指示被测温度时，构成压力式（或膨胀式）温度

计；（2）将输出变形通过执行机构（如阀门、开关等）对

被测温度进行反馈调节时，构成温度调节器或温度控

制器[2]。

本文对温包型温度传感器内部充填的工作介质

进行了研究，根据工质的热力学特性及传感器的使用

温度范围，将其分为气态、液态、蒸汽态 3 种类型，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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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温度变化导致的工质物理状态参数变化规律及

其在传感器设计计算中的一般原则[3]。其中蒸汽态工

质的计算涉及流体的饱和蒸汽压方程，属于流体热物

理化学研究的热点范畴。介绍了国内理论物理学界近

年来在该领域取得的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首次将该

成果用于温包型温度传感器的工业应用领域。文中范

例均来源于作者所在单位的产品实例，可供有关使用

和研究部门借鉴参考。

1 温包工质的分类与计算

根据传感器外型结构的不同，可分为整体式温包

和远传式温包，如图 1 所示。整体式温包由波纹管或

焊接波纹管与两端接头零件组合焊接而成，内腔充灌

液体工质后通过接头零件（或毛细管）封严，成为封闭

的液囊[4]。构成温包的常见弹性元件包括膜盒、波纹

管、焊接波纹管、包端管等。远传式温包中的弹性元件

也被称为动力件，动力件和感受被测温度的液囊（温

包）之间通过导管连接并构成封闭的内腔，其内填充

工质。在工作时温包被置于测量区域感受所测温度，

工质的膨胀通过导管传递至动力件后输出。

根据工质在工作温度区间所处的形态，可将温包

分为以下 3 种类型。

1.1 气态（G态）温包

气态温包工作温度区间位于工质临界温度以上，

内腔压力 P高于工质临界压力 Pcr，并随工作温度 T
升高而升高，弹性元件在 P作用下产生变形输出位

移。P、T 符合范德华（Van der Waals）方程

（P+a·Vm
-2）（Vm-b）=R·T （1）

式（1）是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PV=nRT的基础上，

引入分子吸引力修正系数 a及分子容积修正系数 b 而

得来的，a和 b 统称为范德华常量，其值由试验测定。

式（1）可改写为

P=R·T（Vm-b）-1-a·Vm
-2 （2）

式中：Vm=V·n-1，为摩尔体积（也称为比容），与气体种

类无关，其中 V 为容器容积，n 为气体摩尔数（即充入

气体的物质的量，与充气压力相关），当弹性元件的

工作变形引起的温包容积的变化量远小于温包初

始容积时，可视 V 为常数，Vm 也即为常数；R=8.314
J·mol-1·K-1，为摩尔气体常量。

代入式（2），P、T 呈现为线性关系

P=8.314T（Vm-b）-1-a·Vm
-2 （3）

常用气态工质的特性参数见表 1。

气态温包的应用案例如图 2 所示。某型发动机的

进口温度传感器即采用内部充氦气的温包敏感元件，

内部充氦压力为 0.16 MPa，最高耐压为 1.8 MPa[7]。进

口温度传感器将发动机的进气温度信号转换为液压

信号，通过燃油调节器、喷口调节器自动调节发动机

的供油量和喷口面积，满足发动机在全包线范围的正

常工作。

1.2 蒸汽态（V态）温包

蒸汽态温包工作温度区间位于工质沸点以上、

临界温度以下，温包内腔压力对应于工质的饱和蒸

汽压力，弹性元件在饱和蒸汽压的作用下产生变形

输出位移。

1 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学者提出了数十种蒸汽压

方程，著名的有 Clapeyron、Antonine、Wagner 方程等，

图 1 温包型温度传感器的典型结构

工质

氦

氢

氖

氮

氧

甲烷

氨

水

熔点 /

K

1.3

14.0

24.6

63.1

54.8

88.7

195.0

273.2

沸点 /

K

4.2

20.3

27.2

77.3

90.2

111.7

239.7

373.2

临界温度 /

K

5.2

32.9

44.4

126.0

154.7

191.1

405.3

647.3

临界压力 /

MPa

0.23

1.3

2.7

3.4

5.1

4.6

11.5

22.4

a/

（Pa·m6·mol-2）

0.03457

0.02472

0.02138

0.14084

0.13780

0.22828

0.42253

0.55364

b/

（10-4m3·mol-1）

0.237

0.266

0.171

0.391

0.318

0.427

0.371

0.305

表 1 常用气态工质特性参数

图 2 某发动机的温度传感器

动力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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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包

敏感元件

壳体

放油管接头

稳定放油管接头

指令压力管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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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存在精度低、适用范围窄、参数繁杂使用不便等不

足[8-13]。中国学者在 20 世纪末提出的项 - 谭方程，因

具有高精度、普适性等物理数学特点而广受瞩目

lnPr=（a0+a1子1.89+a2子5.67）lnTr （4）

式中：Tr=T/Tc，为对比温度，Tc 为临界温度；Pr=P/Pc，为

对比压力，Pc 为临界压力；子=1-Tr。

常用工质的项 - 谭蒸汽压方程的参数和临界参

数见表 2[5]。

常用氟利昂类工质的饱和蒸汽压 P与温度 T 的

对应关系如图 3 所示。该图是根据对比态定律及热力

学相似理论计算绘制，并经试验验证。从图中可见，P
与 T 成非线性关系，P增加比 T快得多。所以，V 态工

质温包在工作中的上限温度需严格控制，以防温度过

高导致传感器超压而破坏失效。

通常也称采用 G、V 态工质的温包为压力式温包。

蒸汽态温包的应用案例如图 4 所示。某直升机

附件的进气道防冰组件

中的温包感受环境温度

的变化，环境温度升高时

（-20～13 ℃），温包膨胀

而克服弹簧的压缩力，带动

杠杆组件围绕支点逆时针

摆动，增加喷嘴与杠杆组件

间的距离，达到调节下游压力的作用；反之亦然。

1.3 液态（L态）温包

液态温包工作温度区间位于工质熔点以上、沸点

以下，弹性元件在工质的体积膨胀作用下产生变形输

出位移，其体积增量△V 与 t/℃的关系为

△V=V 0（at+bt2） （5）

式中：V 0 为 0 ℃时的体积。

或者按下式计算

△V=琢V 0△T （6）

式中：琢 为平均体膨胀系数。

而弹性元件的位移 S、有效面积 A 0 与△V 的关

系为

S·A 0=△V （7）

由式（5）、（7）可直接得出温包的温度 - 位移关系

为线性关系

S=V 0（at+bt2）/A 0 （8）

常用液态工质的体积膨胀系数见表 3。通常称采

用 L 态工质的温包为（体）膨胀式温包。由式（8）可知，

（体）膨胀式温包的位移与有效面积成反比。所以在容

积尺寸相同的情况下，为了提高温包的灵敏度，应尽

量减小弹性元件的有效面积。

液态温包的应用较为广泛（如图 5 所示），普遍用

于航空发动机附件中的进气总温、燃油温度等测量，测

工质
氯

二氧化碳
甲烷
乙烷
丙烷
丁烷
苯
R11
R12
R22
R32
R113
R123
R134
R142b
R134a
R152a
甲醇
乙醇
乙酸

氟化乙烯
五氟 - 氯丙酮
六氟 - 丙酮

丙酮
乙醚

2- 甲基丁烷
1- 正戊醇
环己烷

五氟 - 甲苯
甲苯
乙苯

邻 - 二甲苯
间 - 二甲苯
对 - 二甲苯

Tc /K
416.90
304.14
190.55
305.33
369.80
425.20
561.75
471.15
385.00
369.30
351.56
487.48
456.87
391.80
410.29
374.18
386.41
512.64
513.92
592.71
375.31
410.65
357.25
508.10
466.74
460.95
588.20
553.64
534.50
591.72
617.12
630.25
616.97
616.15

Pc /kPa
7972
7377
4598
4872
4239
3800
4875
4487
4140
4988
5828
3410
3665
4635
4041
4056
4516
8097
6148
5786
5027
2877
2841
4696
3637
3390
3910
4075
2710
4105
3605
3733
3536
3511

a0
6.2303934
6.8459954
5.8730454
6.3071766
6.5058050
6.8169203
6.8274055
6.8364825
6.7078209
6.8810015
7.2578385
7.0347939
7.1775141
7.2538010
6.9320800
7.4153543
7.1844580
8.6744747
8.7832966
8.3844595
6.9000082
7.4567761
7.5193353
7.3772659
7.1713705
6.9268680
8.1858768
6.8125544
8.1846466
7.1260095
7.3136659
7.3749661
7.4402280
7.4417310

a1
7.4768028

10.2023639
6.2328014
7.4704213
8.6776247
8.7767181
9.3424149
8.4543343
8.7711563
9.4782534
9.4490681
9.9693718

10.4138793
10.6227800
9.5676460

10.9633932
9.9360630

13.6874294
17.7977390
9.7876320
9.1229134

11.6200160
12.1870098
10.0870218
10.3994998
9.2696428

18.9232025
9.4143829

12.7024135
9.8132839

10.4335994
10.3818836
10.6410732
10.3619289

a2
16.8668022
9.3596926

13.0721578
17.0958137
18.0116214
23.7680492
24.1741504
22.0910034
18.4986419
20.3845615
21.9283714
22.8604393
23.9151554
24.9711600
22.2139900
23.8982505
22.0584600
9.9776945

-0.5206533
29.3230476
16.2281970
26.5720901
24.4911994
23.4207172
24.3123378
22.4417114
53.7686767
23.2468109
32.9377937
24.3763809
26.1998558
25.9129962
25.2128753
26.6721134

表 2 常用工质的项 -谭蒸汽压方程的参数和临界参数
图 3 饱和蒸汽压 -温度曲线

图 4 某直升机附件中的温度

传感器

R134a
R22
R32
R143a
R227ea
R21
R236fa
R245ca
R24fa
R161
R125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

-500

T/K
330320310300290280270260250240230220

弹簧

喷嘴 杠杆组件
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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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区间为 -50～100 ℃[6]。

2 温包工质的选取

工质与构成温包的弹

性元件、导管等载体零件

的材料之间应该互相呈现

惰性、互不溶解、不发生化

学反应，无腐蚀或应力腐

蚀倾向，以确保温包在寿命期内可靠工作。工质在工

作温度区间应性状稳定，不应分解失效。

当温包设定的工作温度区间对应多种形态工质

可供选择时，应选择 L 态工质，制成膨胀式温包。L 态

工质应满足以下要求：（1）有较大的体膨胀系数、并在

感温区段内线性度好；（2）有较小的密度与黏度，在低

温时有较好的流动性。膨胀式温包易于实现线性的温

度 - 位移特性，同时便于匹配弹性元件。仅需控制弹

性元件有效面积一致，即可保证温包性能的一致，在

批量生产中更易于实现稳定生产。膨胀式温包的位移

与有效面积成反比，所以在容积尺寸确定的情况下，

采用有效面积小的、细长的波纹管类弹性元件作为温

包载体，有助于提高温包的灵敏度。当工作条件一致

时，由于液体体积压缩弹性模量远大于气体，膨胀式

温包具有比压力式温包更大的力输出特性，可以用于

直接驱动执行机构。

V 态温包则一般作为温度开关使用，适用于工作

区间温差较小、灵敏度要求高的场合。G 态温包要求

弹性元件满足预定的压力———位移特性，同时工作压

力较高，对系统提出了较高的耐压要求。压力式温包

的输出特性易于受环境气压、温度变化的影响，带来

温包特性误差。选择 G、V 态工质时，应考虑环境气压

和温度变化对温包特性的影响，必要时予以补偿。

在选用远传式结构时，无论充灌何种工质，设计

时都应尽可能减小动力件的内腔容积，以减小动力件

所处环境温度变化对温包特性的附加影响。对温包测

量精度要求较高时，可以通过增加结构尺寸与动力件

一致的温度补偿器、与动力件配对使用的方式，来补

偿和消除环境温度变化造成的附加误差。

对温包动态性能即时间常数有较高要求时，应优

先选择导热系数较大、比热容小的工质和载体材料

（见表 4），并且尽可能减小温包体积。

3 温包工质的充注

充注工质时，除了常规的高效、无泄漏、无污染等

基本工艺要求外，普遍采用真空充注工艺，以尽可能

将温包内腔空气排出后被工质所充满。否则在膨胀式

温包内将由于气体的存在而产生非线性误差。在充注

膨胀式温包前，应对硅油类工质进行加温和真空等脱

水、脱气处理，尽可能排除溶解在工质中的气体杂质

的影响[14]。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液体名称

甲醇

乙醇

乙二醇

正丙醇

异丙醇

异戊醇

乙醚

正丙醚

异丙醚

石油醚

正戊醚

丙酮

苯

甲苯

对甲基异丙苯

正戊烷

异戊烷

异己烷

氯化乙烯

甲酸甲酯

丙酸甲酯

乙酸乙酯

硝酸乙酯

二甲基硅油

苯甲基硅油

煤油

α/ ×103

（20 ℃）

1.259

1.12

0.638

0.956

1.094

1.04

1.656

1.354

1.452

2.26

1.11

1.487

1.237

1.099

1.0

1.656

1.680

1.445

1.161

1.563

1.304

1.389

1.299

0.96

0.96

0.96

温度范围 /

℃

-38～70

0～78

11～136

0～94

0～83

-70～100

-15～38

0～88

0～67

-190～0

-50～150

0～54

11～81

0～100

-68～150

-190～30

0～27

0～55

-28～84

0～10

0～74

-36～72

9～72

-50～200

-50～200

-50～100

a/ ×103

1.18557

1.04139

0.5657

0.7743

1.04345

1.51324

1.2132

1.2872

1.46

1.324

1.17626

1.028

1.50697

1.46834

1.37022

1.11893

1.35824

1.3049

1.2585

1.1290

b/×106

1.56493

0.7863

1.7074

4.9689

0.44303

2.35918

3.9318

4.2923

1.60

3.809

1.27755

1.779

3.435

5.09626

0.97649

1.0469

10.538

-1.3275

2.95688

4.7915

表 3 常用液态工质特性参数

图 5 各型膨胀式温包温度
传感器

性能

下限温度 /K

上限温度 /K

时间常数 /s

输入温度与输出位移关系

液态

220

470

2～9

线性

气态

70

820

0.5～4

线性

蒸汽态

220

630

1～7

非线性

表 4 不同工质的适用范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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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态温包在工作过程中，存在着感应温度转化成

压力传递的过程。只有当感温系统中气液共存时，才

能够完成这一转换[15]。为使得感温系统能够正常工

作，感温包内的充注液的状态必须是气液两相，感温

系统的压力始终为饱和蒸汽压力。

4 结束语

虽然温包类温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简单，但每种

温包都是综合了热物理 - 弹性力学原理的小微复杂

机械系统，在批量生产时实现集中一致的温度—位移

特性和达到较高的合格率并不容易。研制时首先进行

计算仿真，设计方案在投产前还需通过试验批的验

证。在温包结构设计上应设置工艺调节环节、预留调

整余量，以便根据试验结果进行微调修正，快速迭代

形成满足性能要求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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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满足新型燃烧试验需求，针对航空发动机燃烧室试验中单管试验器的特点，提出并设计了 1 种基于以太网的分布式

测控系统。详细阐述了该系统的总体设计方案，分别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研究分析了该系统的详细设计过程，并对其进行了测量不

确定度分析。目前该系统已经完成试验前调试，并已顺利完成了多项单管燃烧室燃烧试验任务。结果表明：该系统可靠性高、稳定性

良好、通用性强，满足试验器测控需求，具有较高的工程应用价值。

关键词：单管燃烧室；分布式测控系统；燃烧试验；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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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Instrumentation System of Aeroengine Can Combustor Test
ZHANG Hao, WANG Ri-xian, XIONG Jin-xi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new combustion tests, a distributed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which based on
Ethernet technology was proposed and designed for the characteristic of can combustor tester in the test of aeroengine combustion chambers.
The overall design scheme of the system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The detailed design process of the system was researched and analyzed in
hardware and software aspects, then the measurement uncertainty was analyzed. At present, the system has been Debugged and verified by
tests before experiment, and h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multiple can combustor task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ystem has high reliability,
stability, and strong versatility, and can satisfy the test and control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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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单管燃烧室试验是对燃烧室结构、性

能、火焰燃烧、流场分布等进行系统研究的手段，试验

成果对燃烧室的研发、定型产品的派生研制和改造等

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1-2]。该试验器承担的试验项目种

类较多，试验任务重、难度高、测试需求弹性大。同时

在试验过程中还具有工作环境恶劣、危险性较高、状

态调节复杂、试验持续时间长等特点。

针对单管试验器的试验需求及特点，采用传统集

中测控方式搭建的测控系统虽然具有可靠性高、维护

方便等特点，但其通道成本较高、灵活性有限，不符合

单管燃烧室试验器试验任务开展的需求。随着各类结

构紧凑、可靠性更高、可直接应用于试验现场的分布

式测控产品不断问世及成功应用[3]，给试验器测控系

统设计提供更多选择。

为满足新型燃烧试验需求，本文提出 1 种基于

LXI 总线的以太网分布式测控系统设计方案，遵循标

准化、模块化、通用化的设计原则，搭建测控系统，可

以有效控制研制、使用和维护成本，使测控系统具有

系统配置灵活、功能可拓展性和兼容能力强、开发周

期短等特点[4-10]。

1 试验器测试需求

试验器测试参数数量大、类型多，包括电压、频

率、压力和温度等，通道总数不少于 350 个，单通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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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率不低于 100 Hz，同时为了确保得到可靠精确的

数据，用于后续分析和处理，要求具有较高的测试系

统参数技术设计指标，见表 1。

不同类型的试验任务要求测控系统能够覆盖各

种试验，保证测试系统具有高稳定性和可靠性。测控

软件要满足各型试验任务需求，具有通用性好、功能

完备、操作简便，实时记录和保存测试数据，并按需求

生成试验报表等。

2 测控系统总体方案

测控系统是单管燃烧室试验器重要组成系统。该

系统按实现功能由数据服务器、测试系统、空气控制

系统、燃油控制系统、冷却水控制系统和加温系统等

子系统组成。测试系统主要对燃烧室试验件性能参数

和试验器状态参数进行测量，能够对试验过程中关键

参数进行监控和报警，对试验数据实时采集、分析、处

理并生成试验报告；空气、燃油和冷却水控制系统用

来对空气系统、燃油系统、冷却水系统和加温系统进

行匹配调节，保证试验器在给定工作状态下完成试验

任务内容；数据服务器负责协调和管理各系统之间的

数据流，保障各系统之间信息共享，数据同步。各子系

统由以太网连接，组建试验器局域网络。试验器测控

系统按照试验设备特性分布式放置，测试设备与计算

机之间通过 TCP/IP 网络协议进行通信，控制设备与

控制计算机通过 OPC 协议进行通信。测控系统总体

方案如图 1 所示。

2.1 测控系统硬件架构

测控设备选用基于以太网接口的数据采集和控

制设备，以利于构建统一数据接口的测控系统平台，

为满足测量精度的要求，测试仪器不确定度需小于标

准需求的 1/3～1/5，该系统选用仪器精度均小于

0.05%，可以满足需求。测控设备安装在测控机柜内，

测控机柜要符合现场高温、震动、灰尘等恶劣工况环

境要求。测控机柜分布式放置在集中测点部位旁边，

有效减少测试线缆长度，减小信号传输过程中引起的

误差，同时提高系统的响应速度和测量精度。

2.1.1 测试系统硬件设计

测试系统采集参数按采集信号类型分为压力、温

度、流量、电压等；按测点数量、位置类型需求以及测

控性能指标要求综合考量，选取适合的测控仪器。VTI

公司 EX1000A-TC 测试仪器作为当前市场上最高级

的热电偶和电压测量解决方案，具备上述考量指标。

该仪器具有 48 通道对电压信号 / 热电偶信号进行

高精度测量能力，仪器本身还带有端对端自校准、

内置冷端补偿和开路监测功能，可用于恶劣的试验

环境，使用局域网连接方式，方便快捷搭建网络化

测试平台。电偶信号、变送器信号和流量信号通过

EX1000A-TC 进行采集，并通过 IEEE1588 协议进行

时间精准同步[11-13]。其中流量信号需利用 F/V 转换装

置将频率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再进行测量；另外，空

气压力信号采用美国扫描阀公司的 DSA3217 进行采

集，具有 16 个压力输入通道，零点校验采用内置的电

磁阀配置，每秒每通道采样为 500 次，每通道 16 Bit

A/D 转换。系统具有集成度高、体积小、通道扫描和计

算速度快、采集精度稳定、安装简单方便等特点。并且

具有以太网接口，能直接将压力信号转换成工程化数

据。测试设备通过交换机与测试计算机进行连接。通

过以太网协议进行数据通信，完成试验数据测量。

2.1.2 控制系统硬件设计

控制系统依照各自子系统技术功能要求进行开

发设计，必须具有良好的兼容性，能在不同试验任务

中重复使用。采用 OMRON PLC 作为控制单元，控制

电气设备及监控试验设备工作状态。控制计算机通过

以太网对 PLC 发出控制指令，PLC 完成对控制器件

（阀门、点火器等）的信号输入，实现控制功能，控制系

统原理如图 2 所示。阀门位置反馈和极限位置信号由

PLC 采集并反馈给上位机监控软件进行显示。PLC 用

测点参数 测量范围 精度要求 测量不确定度

温度 / ℃ 0~1800 ≤0.5％ 0.25％

压力 / MPa 0~6 ≤0.5％ 0.25％

燃油流量 /( g/s) 0~100 ≤0.5％ 0.25％

空气流量 /( kg/s) 0~26 ≤1％ 0.5％

表 1 主要测量参数技术指标要求

图 1 测控系统总体方案

数据服务器
计算机

测试
计算机

燃油控制
计算机

空气控制
计算机

冷却水控制
计算机

以太网

补偿导线 信号线

LXI DSA PLC

压力管 电缆

现场测点现场测点现场测点现场测点现场测点

热电偶 变送器 燃油流量 气路压力测点 阀门、点火器等

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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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逻辑代替接线逻辑，大大减少了控制设备外部接

线，使控制系统设计、建造和维护的周期大为缩减。更

重要的是针对特殊电气系统功能要求只需要修改软

件程序即可适应不同任务的需求。同时为了保证试验

过程中突发情况下设备安全，在操作台上设计了应急

按钮，可快速切断燃油供应。

2.2 测控系统软件架构

测控系统软件由测试软件、控制软件和数据服务

器软件 3 部分组成。测试软件采用 VC6.0 开发，模块

化设计；控制软件又分上位机控制软件和嵌入 PLC

软件，其上位机控制软件采用组态王 6.55 软件开发，

按各岗位功能分别设计；嵌入 PLC 软件采用

CX-ONE 软件开发，并植入到 PLC 内部。数据服务器

软件作为测试系统和控制系统数据交互媒介，完成数

据存储、数据管理和数据发放。测试软件和控制软件

数据交互采用通信方式为 OPC 协议[14-15]。

2.2.1 测试软件设计

根据测控领域内成熟的软件架构并结合单管燃

烧室试验器特点，测试软件采用层次结构设计，遵循

面向接口的设计理念，软件形成各层次结构间低耦

合、高内聚的组织关系。方便软件维护和扩展，最大程

度增加软件通用性。测试软件架构分为 4 层。

（1）界面层：提供人机交互接口，完成对测试系统

的管理和调度。

（2）数据处理和功能实现层：向界面层提供访问

接口，将处理结果返回界面层，完成与数据库的交互。

（3）数据访问层：为业务层提供数据服务，业务层

通过本次与数据服务器进行交互。数据库基于 Ac-

cess2003 开发。用于试验任务数据、结果数据、过程数

据管理。

（4）仪器驱动层：是应用程序实现仪器控制的途

径。其中 LXI 测试仪器驱动程序封装成 DLL 动态链

接库格式，程序直接调用即可。DSA3217 驱动程序按

产品说明书提供的通信指令自行开发。

软件开发时还采用了多线程设计，数据流模式采

集、多仪器时间同步等多项技术，确保软件整体最佳

性能。测试软件具有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实时显示以

及生成试验报表等功能，能够满足试验器开展不同试

验任务需求。软件流程如图 3 所示，软件主界面如图

4 所示。

2.2.2 控制软件设计

控制上位机软件采

用组态王 6.55 版本开

发，主要基于虚拟仪器

技术开发，构建虚拟仪

表、按钮开关、指示灯、

阀门开度等控制组件。

操作显示软件主要包括

操作岗位监控，调节参

数实时显示、状态报警、

阀门等电气操作以及数

据发布等功能。控制上

位机软件与 PLC 之间通

过 OPC 协议进行数据通信。控制上位机软件通过数

据服务器与测试软件进行实时数据共享，方便操作人

员监控状态参数。各子系统控制软件单独开发，控制

软件界面为相应系统管路示意流程图。嵌入 PLC 软

件采用 CX-ONE 软件用梯形图进行编程，实现对电

气设备的自动控制。控制系统软件界面直观友好，方

便操作人员进行状态调节，实时监控相应岗位状态参

数，有效保证试验安全有序进行。以空气控制系统为

例，界面如图 5 所示。

3 性能验证与调试

该测控系统建成后，进行了充分的调试验证工

图 2 控制原理

图 3 软件流程

图 4 测试系统软件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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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首先进行单元调试，采用标准信号源对测试系统

输入信号通道进行标定验证，并利用测量不确定度方

法对标定数据进行不确定度分析。计算方法如下：

计算 X

X= 1
N

N

i=1
移Xi （1）

式中：X 为 N 次测量的平均值；N 为测量次数；Xi 为第

i 次测量的结果。

计算 A 类标准不确定度

S（X）=

N

i=1
移（Xi-X軍）
N（N-1）姨 （2）

计算 B 类标准不确定度

UB=A / 3姨 （3）

式中：A 为仪器误差限。

计算合成不确定度

UC（X）= S2（X軍）+UB

2姨 （4）

计算扩展不确定度

U=kUC （5）

一般取置信概率 P=95％时，k=2。
计算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Ur=
U
X軍 （6）

各主要测量参数测量不确定度指标见表 2，表明

测试系统测量参数满足指标要求。

其次在现场试验管

道未通气情况下，进行各

电气控制回路调试，确保

开关动作符合控制要求；

单元调试无误后，对测控

系统以及试验器设备进

行联合热态调试，保证各

设备之间运行正常，相互间无干扰。

最后，开展某型单管燃烧室性能试验，结果表明：

测控系统各项性能指标满足试验器测试需求，运行安

全、稳定、可靠。

4 结束语

单管燃烧室试验器测控系统建成以后，已经过 1

年多的试验考核并完成多项试验任务。运行结果表

明，该测控系统具有建设周期短，运行稳定可靠，使用

维护方便，扩展能力强等特点。测试系统满足试验器

开展各类科研试验任务的测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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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某型航空发动机及其备件驻岛礁保障数量决策困难问题，在分析发动机于亚热带气候条件下使用的可靠性基础上

提出保障率概念，运用量子粒子群优化求解方法，在重点关注发动机备件重要性、可维修能力、故障程度等因素前提下，结合发动机

2 级维修保障体制，给出了发动机及其备件基地级保障和不同驻岛时间内的携行保障策略，为实现飞机驻岛礁的发动机常态化优

化保障提供参考。

关键词：可靠性；岛礁；备件保障；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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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bility Analysis and Support of an Aeroengine under Subtropical Islands Climate
LI Ben-wei, YANG Xin-yi, WEI Xiang

渊Aviation foundation college, 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g 264001, 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difficult problem of decision-making for optimal number of an aeroengine and its spare parts, the concept of

support rate was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actral soperation reliability of the engine under subtropical climate. By using
quantum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method, combined with two-stage engine maintenance and support mechanism, the base level support
strategy of engine and its spare parts and the carrying support strategy in different station time are given, while considering the importance,
maintainability, failure degree and other factors of engine spare parts. The research resul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normalizing optimal support
of aeroengine when stationed at islands and reefs.

Key words: reliability; islands; support of spare parts; aeroengine

0 引言

某型发动机是海军航空兵某战斗机的重要装备，

长期在亚热带高温、高湿、高盐的恶劣使用环境下使

用，发动机使用可靠性承受着较大的考验[1-3]。为确保

飞机具备完好的出勤能力，发动机备件的供应保障显

得十分紧迫和重要[4-7]。

本文结合多年的发动机故障统计情况，分析其亚

热带气候条件下的可靠性，提出保障率概念，运用粒

子群优化[8-12]求解方法，研究发动机在不同的驻岛礁

期间的备件供应保障问题，给出基地级保障和不同驻

岛时间内发动机备件携行保障策略。

1 发动机使用可靠性分析

发动机使用可用度（完好率）取决于发动机的固

有可用度、维修能力和备件保障能力[13-14]。发动机固有

可用度的计算式为

A t=
TBF

TBF+TCM
（1）

式中：TBF=K2·Ke·TFBF，为平均故障间隔时间，TFBF 为平均

故障间隔飞行小时；K2 为运行比（总工作时间与飞行

时间的比值），参考某型发动机近几年的空地使用时

间统计情况，发动机地面时间占比约为 20%， 取

1.2；Ke 为环境因子，表明使用环境对发动机可靠性的

影响程度；TCM 为平均修复时间（不包括预防性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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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保障延迟时间）。

环境因子 Ke 可利用某型飞机设计定型的温和地

域可靠性数据和亚热带地域使用的可靠性数据进行

估计。某型飞机设计定型时平均故障间隔 3.02 h，外

场级平均修复时间为 1.06 h，固有可用度评估为 0.75

（75%）。该型飞机装备部队多年，部队机务维护人员

对其维护的熟练程度已与设计定型时工业部门的维

护人员相当。近几年某型系列飞机的质量及维修情况

统计见表 1。

从表中可见，某型飞机的使用完好率（使用可用

度）低于设计定型时的可用度，其主要原因是在亚热

带潮湿、炎热的气候条件下长期使用的环境对其可靠

性造成了影响。根据以上考虑，计算得到某型系列机

在亚热带使用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为 2.9 h，平均故

障间隔 4.05 h。可以估算出，亚热带气候相对内陆温

和地域气候而言，对飞机产品应力寿命的环境影响因

子 Ke=0.8。

统计发动机近 5 年的使用数据，外场暴露各类有

效技术质量问题 140 项、1350 起。根据式（1）统计分

析得到的发动机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ean Time Be-

tween Failure，MTBF，TMBF）和空中停车（in-flight shut

down，IFSD）可靠性指标见表 2。

从表中可见，某型发动机的 MTBF 指标呈不断增

长趋势，但与设计成熟期可靠性指标（MTBF）不小于

150 h、空中停车率不大于 0.1 次 /1000 飞行小时、发

动机提前换发率不大于 0.5 次 /1000 飞行小时的要求

还存在一定差距。

在统计的发动机各类技术质量问题当中，主机故

障主要集中体现在振动超标、进气机匣壳体裂纹、整

流板裂纹和尾喷管作动筒漏油等方面；传动润滑系统

故障集中体现在滑油金属含量超标、磁力密封装置和

皮碗漏油、滑油泵组调压活门卡滞等方面；控制系统

故障集中体现在燃油增压泵漏油和传感器虚警等方

面。为此，在短期内不能有效提高发动机或某些部附

件固有设计可靠性的前提下，要确保飞机出勤率和发

动机使用可用度（完好率），只能重点关注发动机主机

和上述重点成品件的备件供应保障问题。

2 基于保障率的发动机供应保障模型建立与

求解

某型发动机除主机外，还有 47 种成品件。为建立

基于保障率的发动机供应保障模型，作如下假设：（1）

最大程度确保飞机出勤率，不考虑飞机间的发动机串

换件；（2）在岛礁基层级所有故障件只更换备件，不实

施修理；（3）发动机备件缺货将使发动机不完好；（4）

各发动机部件的故障与备件缺货的过程相互独立；

（5）发动机的完好率与备件的储备量及储备策略相

关；（6）故障的出现是随机的，暂不考虑发动机备件供

应等待时间。

基于保障率的发动机供应保障模型是以飞机机

群的发动机完好率为目标函数，以备件购置费用限制

为约束条件，即：在备件购置费用约束条件下，寻求基

地级最优备件库存或岛礁基层级最优携行保障策略，

使得在此策略下机群保障的发动机完好率达到最大。

供应保障模型的数学描述如下：

目标函数为

R=MAX
N

i=1
移籽（i）·R（i） （2）

式中：R 为机群的发动机完好保障率；籽（i）为第 i 个器

材备件的权重系数；R（i）为第 i个器材备件的保障率。

约束函数为

C=
N

i=1
移C（i）·X（i）≤C（0） （3）

式中：C（0）为发动机备件购置总经费；C（i）为第 i 个
备件的单价；X（i）为第 i 个备件的数量。

保障率定义为

R（i）= X（i）
姿（i）·N（i）·Tk（i） （4）

式中：N（i）为部件的装机数；姿（i）为第 i 个备件的故

障率；Tk（i）为部件的装机工作时间；X（i）为器材备件

需求量。

机型

飞机 1

飞机 2

20**

86.72

59.01

20**

75.4

60.72

20**

57.49

55.4

均值

73.2

58.2

20**

0.2711

0.2338

完好率 /%

单机平均

时数 /h

84

83

20**

0.2222

0.2330

单机平均

时数 /h

110

128

影响完好率的

主要因素

故障多，发动机缺

故障多，发动机缺

故障率

表 1 某型系列飞机质量及维修情况统计

年度 20** 20** 20** 20** 20**

MTBF 48.54 78.76 90.18 95.55 104.4

IFSD 13.07 2.68 2.27 1.85 2.01

表 2 发动机MTBF和 IFSD随工作时间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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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发动机维修保障采用 2 级体制，即基层级保

障和基地级保障。按照 2 级保障结构，模型中航空发

动机备件保障配置表示为

X=（Xo，XD）

式中：Xo=（x1

o
，x2

o
，…，xL

o
），XD=（x1

D
，x2

D
，…，xL

D
）分别为基

层级和基地级的岛礁携行和库存配置；L 为备件种类

数；X l 为第 l 种备件的数量。假设 C=（c1，c2，…，c l），c l

为第 l 种备件的单价，2 级供应保障模型为

max R（X）

s.t.
N

i=1
移c l（xi

o
+xi

D
）≤CO （5）

xi
o
，xi

D
∈{0，1，2，3，…}

备件权重 籽（i）是 1 种新的衡量部件在发动机中

作用大小的概念，从备件配装发动机的重要性、可维

修能力、故障程度 3 个方面衡量。在备件配装发动机

的重要性方面，每个备件在发动机上的作用程度不

同，有些是发动机的关键部件，属于寿命件，影响飞行

安全；有些是发动机的重要部件，属于视情监控部件，

影响飞行任务的执行；有些属于一般部件，不影响安

全飞行和任务的执行。从备件配装发动机的重要性来

看，在 2 级维修供应保障体制中，基地级库存保障不

仅要考虑此类备件的故障更换，而且应考虑到寿更

换。从可维修能力角度来看，把发动机备件分为可修

件与不可修件，由于可修件修复后可以重新装机使

用，相当于 1 个新的备件，在备件优化中起到重要作

用。在 2 级维修供应保障体制中，根据前面的假设，基

地级库存保障可以认为可修复备件具有修复能力；驻

岛礁基层级备件发生故障主要以更换为主，认为不具

有修复能力。故障程度是根据部件在使用过程中发生

故障的统计情况确定的，同时依据统计情况对部件的

故障程度进行等级划分。故障程度高的部件，备件保

障中关注权值系数会更大。故障程度的评估具有时间

效应。

对机群进行完好发动机备件保障率优化，关键是

在满足约束条件（购置总经费不超过 C（0）的前提下）确

定各备件需求量的最优组合{X（1），X（2），…，X（N）}opt，
从本质上看属于离散优化问题，是 1 个典型的 N-P

问题。采用粒子群优化算法（QPSO）对机群的完好保

障率进行优化求解[15]。

粒子位置更新方程为

xij（t+1）=A ij（t）±琢.|Cj（t）-xij（t）|ln（1/u） （6）

粒子的状态用位置向量来描述。控制参数为收扩

系数 琢。
利用量子粒子群进行机群完好保障率优化的核

心是，每个粒子即为各备件数量的组合{X（1），X（2），

…，X（N）}opt，由于约束条件是不等式，并且是购置总经

费不超限，因此在迭代求解过程中增加判断条件，删

除种群中不满足约束条件的粒子，并引入变异机制，对

其他粒子进行变异处理，补充相同数量的粒子，以维持

种群的规模不变，同时也有利于增加粒子的多样性，提

高算法的搜索效率。

基于量子粒子群的机群完好保障率优化的步骤

如下：

（1）初始化。根据指定数目生成初始种群 p={X
（1），X（2），…，X（num）}opt，其中每个粒子 X（i）表示 1

种可能的备件数量组合。

（2）判断所有粒子是否满足约束条件，不满足则

删除，并变异生成相同数目的替代粒子。

（3）按照机群的完好保障率计算粒子的适应度。

（4）计算种群中粒子的个体极值和全局极值。

（5）按照式（6）对粒子进行位置更新。

（6）判断算法是否达到最大迭代次数，若是则程

序运行结束，并输出相应结果，否则转至步骤（2）。

3 发动机备件供应保障优化策略

据前面分析，2 级备件保障模式下的备件权重系

数 籽（i）的取值不同。假定重要性、可维修能力、故障程

度 3 个方面的权值分配见表 3。发动机每个可更换部

件的故障程度，按照统计周期内在用发动机的该成品

件装机数量与该故障件数量之比来估计，可分为高故

障率、一般故障率、低故障率 3 个层次。故障率大于

0.1 为高故障率；故障率处于 0.03~0.1 之间为一般故

障率；故障率小于 0.03 为低故障率。

每个部件的重要性、可维修能力、故障程度是不

同的，按照 3 项的权值分配再求和，得出该部件的累

计权重分数 q（i）；然后对舰载机所有成品件的权重分

数进行求和，得出 1 个总权重分数 Q，Q=
m

i=1
移q（i）。则

该部件的权重系数为 籽（i）= q（i）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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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第 2 章的航空器材优化保障模型建立方法，

统计 105 台发动机故障信息，给定某型发动机基本信

息，见表 4。

依据某型发动机及成品件基本信息表，按照 2 级

保障体制构建的发动机及成品件权值系数见表 5、6。

某型发动机的可靠性分析按表 5 中的 48 个发动

机主机及成品件组成串联系统进行，发动机整机故障

率和各成品件故障率的关系可表示为

姿=
48

i=1
移姿i

式中：姿i为发动机主机及成品件的故障率。

利用量子粒子群优化算法对发动机及成品件基

地级库存保障数量或驻岛礁携行数量进行优化分析

计算。迭代次数设为 50，种群数量为 100，其中每个粒

子 X={x1，x2，…，xm}的第 i 个维度 xi 表示第 i 个成品件

的配置数量。粒子的每个维度下限设置为 0（即成品

件数量可以为 0），而粒子的每个维度的上限依据每

个成品件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成品件总工作时间

设置，其关系式为

Ui=
琢.Ttotal

TMBF
（7）

式中：琢 为余度系数，取值为 1~1.5。

在迭代过程设置判断条件，当粒子对应的总价格

超过允许范围则进行调整，使其重新满足限制条件。

最优粒子对应的目标函数随迭代次数变化曲线

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种群的进化，最优解对

应的目标函数值被不断提高，最终目标函数值达到

47.9，而最优解的备件采购总价格是约束价格的

93.5%，没有超过约束条件，如图 2 所示。

保障级别及

备件累计权重
重要性 可维修能力 故障程度

基地级保障

权重 q（t）

关键件（影

响安全寿命

件）0.4

可修复件 0.2

高故障率 0.4

一般故障率 0.2

低故障率 0.1

重要件 0.2 可修复件 0.2

高故障率 0.6

一般故障率 0.3

低故障率 0.15

一般件 0.1 可修复件 0.2

高故障率 0.7

一般故障率 0.35

低故障率 0.18

基层级保障

权重q（t）
0.1

均认为不可

修复 0

高故障率 0.9

一般故障率 0.45

低故障率 0.23

无故障0（使用时间短）

表 3 航材备件重要性、可维修能力、故障程度的权值分配

序号

1

2

3

4

5

6

…

45

46

47

48

名称

发动机主机

主燃油泵调节器

喷口加力调节器

综合电子调节器

燃油增压泵

加力燃油泵

…

总燃油滤

主燃油系统燃油滤

加力点火控制盒

防冰气动电磁阀

单发装机数量

1

1

1

1

1

1

…

1

1

1

1

重要性

关键件

关键件

关键件

关键件

关键件

关键件

…

重要件

重要件

重要件

重要件

是否需修理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是

否

是

是

故障次数

35

4

6

10

13

1

…

0

0

0

0

表 4 某型发动机及成品件基本信息

序号

1

2

3

4

5

6

…

45

46

47

48

名称

发动机主机

主燃油泵调节器

喷口加力调节器

综合电子调节器

燃油增压泵

加力燃油泵

…

总燃油滤

主燃油系统燃油滤

加力点火控制盒

防冰气动电磁阀

重要性分数

0.4

0.4

0.4

0.4

0.4

0.4

…

0.2

0.2

0.2

0.2

可维修分数

0.2

0.2

0.2

0.2

0.2

0.2

…

0.2

0

0.2

0.2

故障程度分数

0.4

0.2

0.2

0.4

0.4

0.1

…

0.15

0.15

0.15

0.15

累计权重分数 q（t）

1

0.8

0.8

1

1

0.7

…

0.55

0.35

0.55

0.55

权重系数 籽（t）

0.0316

0.0253

0.0253

0.0316

0.0316

0.0221

…

0.0174

0.0111

0.0174

0.0174

表 5 基地级发动机及成品件库存保障的各种权系数

序号

1

2

3

4

5

6

…

45

46

47

48

名称

发动机主机

主燃油泵调节器

喷口加力调节器

综合电子调节器

燃油增压泵

加力燃油泵

…

总燃油滤

主燃油系统燃油滤

加力点火控制盒

防冰气动电磁阀

重要性分数

0.1

0.1

0.1

0.1

0.1

0.1

…

0.1

0.1

0.1

0.1

可维修分数

0

0

0

0

0

0

…

0

0

0

0

故障程度分数

0.9

0.45

0.45

0.9

0.9

0.23

…

0

0

0

0

累计权重分数 q（t）

1

0.55

0.55

1

1

0.33

…

0.1

0.1

0.1

0.1

权重系数 籽（t）

0.06

0.033

0.033

0.06

0.06

0.02

…

0.006

0.006

0.006

0.006

表 6 基层级发动机及成品件库存保障的各种权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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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

45

46

47

48

名称

发动机主机

主燃油泵调节器

喷口加力调节器

综合电子调节器

燃油增压泵

加力燃油泵

…

总燃油滤

主燃油系统燃油滤

加力点火控制盒

防冰气动电磁阀

故障率 姿 (i)

5.56×10-4

2.78×10-4

2.78×10-4

4.17×10-4

4.17×10-4

1.39×10-4

…

1.39×10-4

1.39×10-4

1.39×10-4

1.39×10-4

工作时间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

120

120

120

120

携行数量

3

3

3

3

3

2

…

2

0

0

1

工作时间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

450

450

450

450

携行数量

5

7

7

10

10

4

…

4

4

4

4

驻岛 3 个月 驻岛 6 个月

表 8 驻岛期间发动机及成品件携行保障策略

通过最优解的求解得到的发动机寿命期内基地

级库存保障策略见表 7。

按照同样方法分别计算 24 架机驻岛礁 3、6 个月

期间发动机备件的携行保障策略，见表 8。求解过程

对应的最优解的迭代过程曲线分别如图 3、4 所示。图

3、4 分别表示 3、6 个月驻岛事件优化计算过程，种群

最优解对应的目标函数（即保障率）随迭代次数的增

加均能有效地提高。

4 结论

（1）引入环境因子，利用大量发动机使用数据，对

亚热带气候条件下某型发动机可靠性进行评估。随着

发动机及附件产品质量的不断改进，发动机可靠性指

标 MTBF 可达到 104.4，但与成熟期的目标仍有较大

图 1 最优解的迭代进化过程

图 2 最优解的总价格变化过程

表 7 基地级发动机及成品件库存保障数量

序号

1

2

3

4

5

6

…

45

46

47

48

名称

发动机主机

主燃油泵调节器

喷口加力调节器

综合电子调节器

燃油增压泵

加力燃油泵

…

总燃油滤

主燃油系统燃油滤

加力点火控制盒

防冰气动电磁阀

故障率 姿 (i)

5.56×10-4

2.78×10-4

2.78×10-4

4.17×10-4

4.17×10-4

1.39×10-4

…

1.39×10-4

1.39×10-4

1.39×10-4

1.39×10-4

装机工作时间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

500

500

500

500

库存数量

5

7

6

10

9

3

…

3

3

3

3

图 3 3个月驻岛迭代进化过程

图 4 6个月驻岛迭代进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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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在近期驻岛礁时间内，要确保发动机使用可用

度（完好率），仍需重点关注发动机主机和成品件的供

应保障问题。

（2）以飞机机群的发动机完好率为目标函数，以

备件购置费用限制为约束条件，建立基于保障率的发

动机供应保障模型。重点关注发动机备件重要性、可

维修能力、故障程度等因素，基于先进的量子粒子群

寻优求解方法，给出基地级库存和驻岛礁基层级的发

动机备件供应策略。

参考文献：

[1] 孔瑞莲. 航空发动机可靠性工程[M].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 1996：

4-5.

KONG Ruilian. Aeroengine reliability engineering[M]. Beijing: Aviation

industry Press, 1996.（in Chinese）

[2] 王大伟, 马艳红, 洪杰. 基于危害度航空发动机可靠性评估模型及

应用[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2008, 34（8）: 883-886.

WANG Dawei, MA Yanhong, HONG Jie. Reliability assessment model

and application for aeroengine based on criticality method[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2008, 34（8）:

883-886.（in Chinese）

[3] 任淑红. 民航发动机性能可靠性评估与在翼寿命预测方法研究[D].

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0.

REN Shuhong. Research on methods of performance reliability assess-

ments and life on wing prediction for civil aeroengine [D].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2010.（in Chinese）

[4] 孙闯, 何正嘉, 张周锁,等. 基于状态信息的航空发动机运行可靠性

评估[J]. 机械工程学报, 2013, 49（6）: 30-37.

SUN Chuang, HE Zhengjia, ZHANG Zhousuo, et al. Operating relia-

bility assessment for aeroengine based on condition monitoring infor-

mation[J]. Journa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013, 49（6）: 30-37.（in

Chinese）

[5] 郭波, 陈童, 黄卓, 等. 航空发动机组合维修策略的备件需求规律

[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0, 30（5）: 769-777.

GUO Bo, CHEN Tong, HUNAG Zhuo, et al. Spare parts demand law of

aviation engine with combination maintenance policy [J]. System Engi-

neering Theory and Practice, 2010, 30（5）: 769-777.（in Chinese）

[6] 白芳，左洪福，任淑红，等. 航空发动机拆换率平滑方法[J]. 航空动

力学报, 2008, 23（10）: 1821-1828.

BAI Fang, ZUO Hongfu, REN Shuhong, et al. Research on smoothing

method for engine removal rate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08,

23（10）: 1821-1828.（in Chinese）

[7] 白芳，左洪福. 基于调度计划的航空发动机备份数量决策方法研究

[J]. 机械科学与技术, 2009, 28（1）:92-97.

BAI Fang, ZUO Hongfu. A decision method for the quantity of spare

aero-engines based on scheduling[J]. Mechanical Scinece and Technol-

ogy for Aerospace Engineering, 2008, 23 （10）: 1821-1828.（in Chi-

nese）

[8] 方伟, 孙俊, 谢振平,等. 量子粒子群优化算法的收敛性分析及控制

参数研究[J]. 物理学报, 2010, 59（6）: 3686-3694.

FANG Wei, SUN Jun, XIE Zhenping, et al. Convergence analysis of

quantum-behav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and study on

its control parameter[J]. Acta Physica Sinica, 2010, 59（6）: 3686-3694.

（in Chinese）

[9] 彭鹏菲, 于钱, 李启元. 基于优先排序与粒子群优化的装备保障任

务规划方法[J]. 兵工学报, 2016, 37（6）:1082-1088.

PENG Pengfei, YU Qian, LI Qiyuan. A planning method of equipment

support task based on priority ordering an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J]. Acta Armamentarii, 2016, 37（6）: 1082-1088.（in Chi-

nese）

[10] 彭鹏菲, 于钱, 李启元. 基于改进粒子群优化的多目标装备保障任

务规划方法[J]. 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 2017, 39（3）: 562-568.

PENG Pengfei, YU Qian, LI Qiyuan. Method of multiobject equipment

support task planning based on improve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J]. System Engineering and Electronics, 2017, 39（3）: 562-568.（in

Chinese）

[11] 张凯, 赵国荣, 姜静. 粒子群算法在武器装备保障资源优化中的应

用[J]. 兵工自动化, 2010, 29（1）: 1720-1723.

ZHANG Kai, ZHAO Guorong, JIANG Jing. Application of PSO in

weapon equipment safeguard resource optimization [J]. Ordnance In-

dustry Automation, 2010, 29（1）: 1720-1723.（in Chinese）

[12] 倪现存, 左洪福, 刘明, 等. 基于免疫粒子群算法的民机备件库存

配 置 优 化 方 法 研 究 [J]. 机 械 科 学 与 技 术 , 2008, 27（12）:

1660-1667.

NI Xiancun, ZUO Hongfu, LIU Ming, et al. A method for civil aircraft

spare parts inventory allocation based on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with immunity algorithms [J]. Mechanical scinece and technology for

Aerospace Engineering, 2008, 27（12）: 1660-1667.（in Chinese）

[13] 宋兆泓. 航空发动机可靠性与故障抑制工程 [M]. 北京: 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2：2-5.

SONG Zhaohong. Aeroengine reliability and fault suppression engi-

neering [M].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

tics Ppress, 2002.（in Chinese）

[14] 陈卓, 薛庆增, 李冬,等. 航空发动机使用可靠性研究[J]. 航空发动

机, 2010, 36（3）: 10-15.

CHEN Zhuo, XUE Qingzeng, LI Dong, et al. Service reliability study

on Aeroengine[J]. Aeroengine, 2010, 36（3）: 10-15.（in Chinese）

[15] 方伟, 孙俊, 须文波. 基于微分进化算子的量子粒子群优化算法及

应用[J]. 系统仿真学报, 2008（24）: 6740-6744.

FANG Wei, SUN Jun, XU Wenbo. Improved quantum-behaved parti-

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differential evolution oper-

ator and its application [J]. Journal of System Simulation, 2008（24）:

6740-6744.（in Chinese）

（编辑：刘 静）

96



航空发动机工作分解结构（WBS）构建方法

于海顺，赵 娜，史妍妍，姜永强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收稿日期：2017-11-16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于海顺（1981），男，工程师，主要从事系统工程、研发体系工作；E-mail:sdyuhaishun@163.com。

引用格式：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研发项目技术高、周期长、投入大的特点，提出了 1 种面向全生命周期产品研制的航空发动机工作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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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trait of high technology, long cycle and large investment in aeroengin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a
method for engine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for product development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ystems
engineering, this method fully consider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management mode of the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and the design
principle,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frame,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type and statement of element, etc was presented. Th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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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研制是 1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技

术高、周期长、投入大的特点，如何清晰界定项目的工

作范围，并在研发团队内合理分解工作任务，是航空

发动机项目成功的重要基础。WBS 是项目管理全过

程中确定研制范围的重要依据，也是研制项目制定计

划、预估周期和成本的基础。

WBS 以可交付成果为对象，是由项目团队为实

现项目目标并创造必要的可交付成果而执行的工作

分解之后得到的 1 种层次结构[1]。其概念最初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由美国国防部（DoD)和航天局（NASA)

提出的。从提出到 1964 年美国政府出版的 PERT 实

施手册、1968 年 DoD 的 MIL-STD-881 文件、1998 年

DoD 的 MIL-HDBK-881 文件、PMBOK、ISO1006，一

步步记录了 WBS 的重要性和其不断发展与完善。

GJB 2116A《武器装备研制项目工作分解结构》是中

国武器装备项目 WBS 编制的顶层要求，在其基础上

融入全生命期的系统工程过程，是航空发动机项目

WBS 编制的依据[2-5]。

本文依据 GJB 2116A 的相关要求，综合分析了

航空发动机研究所的研发模式[4]，提出了 1 种完整、颗

粒度适宜的航空发动机 WBS 编制方法，并以高压压

气机转子轮盘设计为例，展示了该方法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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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航空发动机WBS构建原则

目前航空发动机研制普遍采用“专业分工、厂所

分离”的研发模式，其优势在于便于划分研制过程中

设计域和制造域的界面，研究所以专业为依托构建的

研制组织架构有利于加强专业研究的深度，提升专业

设计能力。

航空发动机在上述研发模式下的研制还需要综

合考虑气动、结构、强度、材料、工艺等不同学科 / 领

域的需求和限制，这就要求在管理方面做到计划完

整、责任明确、配置合理、便于考核，因此 WBS 的构建

需要综合考虑以上研制特点和 GJB 2116A 的要求，

遵循以下构建原则[6]。

1.1 完整性原则

完整性原则也称为 100%原则，即 WBS 应包含发

动机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所有研发工

作，应根据需要包含策划、设计、制造、装配、验证、验

收（确认）等系统工程过程的活动，WBS 中包含的信

息应能够满足不同业务部门的管理需求[7]。

1.2 颗粒度适宜原则

不同 WBS 单元分解出的工作包颗粒度应基本一

致，WBS 工作包分解出的技术活动颗粒度应基本一

致，如某项 WBS 由明确的责任科室或科室内某一班

组承接。

1.3 成果导向原则

每个 WBS 工作包和技术活动都要有相应的交付

成果，其类型可分为硬件、软件以及文档等，如部件设

计 WBS 输出部件设计报告或结构图纸，试验 WBS 输

出试验结果分析报告，装配 WBS 输出装配完毕的发

动机或部件实物等，管理部门可通过交付物对该

WBS 或技术活动的工作量进行考核。

1.4 可管理性原则

每个 WBS 工作包和技术活动都应有明确的责任

人、输入、输出、工作内容、资源要求和分配，从而使复

杂的研制产品和过程相对直观和简化，利于各项工作

的职责分配以及开展管理和评价工作。

1.5 动态更新原则

每个阶段的 WBS 应根据项目的进展需要（如转

段）和研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调整与更新，如在

研制过程中某部件需要打孔，可能引起结构强度的变

化，需补充强度分析和结构强度试验验证，则在本阶

段 WBS 中补充相关的技术活动。

2 航空发动机WBS的分解模型

航空发动机工作分解是 1 项多专业 / 部门联合、

工程应用性强的工作，针对研制特点和不同视角的需

求，需要综合运用类比法、自上而下法、融合法以及自

下而上法相结合的分解方法。

2.1 构建方法

（1）类比法。通过对相似对象（如飞机研制项目）

WBS 的类比分析，推理出航空发动机研制项目 WBS

的基本架构。由于类比法是对个例的完整映射，与研

制单位 / 公司的组织机构有关，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因此主要用于 WBS 整体框架的全局规划。

（2）自上而下法。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通过不断向

下增加级数来细化工作任务，是构建 WBS 最常见的 1

种方法。便于确定工作单元之间的包含与邻接关系。

（3）融合法。当 WBS 分解到一定的程度，将与航

空发动机研发体系的技术流程相融合，可以保证型号

研制 WBS 和研发体系建设工作的高度耦合，避免出

现型号研制、体系建设“2 层皮”。

（4）自下而上法。航空发动机 WBS 构建过程中不

同部门关注和负责的发动机产品层级不同，应由负责

发动机不同结构研制的部门主责构建 WBS，然后自

底向上实现不同层级 WBS 的聚合，形成项目完整的

WBS，最终由管理部门组织评审。

2.2 构建步骤

根据航空发动机研制特点制定了 WBS 构建的

流程，如图 1 所示。

2.2.1 确定研制阶段

在 GJB 8113《武器装备研制

系统工程通用要求》中，将研制阶

段分为论证、方案、工程研制、设

计定型、生产定型、批量生产和使

用保障 7 个阶段，航空发动机的

研制遵循该国军标的要求，在每

个阶段分别进行 WBS 的构建[8-9]。

2.2.2 确定工作分解结构层级

WBS 的工作涉及到不同类

型、不同层级的工作，不同部门对

WBS 不同层级的关注也不同，如

型号研制的决策层关注不同阶段

发动机整机的研制任务，管理层 图 1 WBS构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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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发动机不同结构的研制任务，部件设计部门关注

分解到本部门的具体设计任务。除了设计、试验等工

作外，发动机研制还需要开展其他工作如保障、培训、

管理等，因而将 WBS 分为 2 部分确定层级：

一部分以发动机产品分解结构（PBS）为基础，与

发动机产品分解结构的层级一致（如图 2 所示）。可根

据不同研制阶段的具体要求确定 PBS 的具体层级，

如论证阶段更多的工作集中于论证分析，具体的发动

机结构细节无法给出，PBS 可以只保留到部件 / 系统

层，WBS 不会深入到零组件层。

另一部分为国军标要求的通用 WBS 单元（指武

器装备研制项目普遍适用的单元，主要包括：系统工

程类、项目管理类、综合保障类和综合试验类），根据

研制的需要按照不同类型制定，其层级可以根据项目

需求确定，允许与产品分解结构的层级不一致。

2.2.3 确定工作分解结构和技术活动类型

航空发动机的研制需要开展不同类型的研制

活动，为了标识不同类型的工作，将 WBS 以及分解

出的技术活动分为 11 类[8-10]。并配以类型码（如图 3

所示）。

2.2.4 制定 WBS 编码

根据航空发动机研制管理的需求，WBS 编码需

要满足以下要求：

（1）能够体现不同型号的特点；

（2）需要体现发动机产品结构和技术活动的层级

和类型。

按照以上要求制定航空发动机 WBS 的编码规则

（如图 3 所示）。其中第 1 基本码表征 WBS 的层级，第

2 基本码表征技术活动的层级。

2.2.5 构建 WBS 工作包和技术活动

在确定好 WBS 层级之后，WBS 单元也随之确

定，下一步需要在不同 WBS 单元上分解出不同类型

的工作包，根据颗粒度一致原则，在研究所现行组织

模式下，每个工作包内的工作还需要不同专业部门承

接，有必要按照航空发动机研发体系技术流程的要

求，分解出每个工作包中所包含的具体技术活动。同

时补充通用 WBS 单元按需分解出的相应技术活动

（如图 4 所示）。

2.2.6 编写单元说明

在航空发动机研制科研管理中，根据可管理性原

则，需要安排发动机研制所需的各类工作，包括人、

财、物的安排，进度的制定和资源的配置等工作，GJB

2116A 中也赋予每个 WBS 工作包和技术活动相关属

性的说明，称为单元说明[6-11]。

本文结合 GJB 2116A 的要求并根据航空发动机

型号研制管理的需求提出了单元说明应包含的基本

属性。

（1）根据成果导向原则，每项 WBS/ 技术活动应

有开展该项工作的输入和输出（交付物），且应与研发

体系流程建设的输入、输出相符。输出（交付物）可以作

为管理部门对 WBS/ 技术活动的考核依据；

（2）每项 WBS/ 技术活动都应有主责单位。可以

明确该项 WBS/ 技术活动的责任主体，有利于工作的

分配和测量；

（3）每项 WBS/ 技术活动都应有明确的工作量，

为科研管理制定进度计划提供支持；

图 2 基于 PBS的WBS层级

图 3 WBS/ 技术活动编码

图 4 WBS工作包和技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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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项 WBS/ 技术活动应根据需要列出需要的

各类资源，如特定的试验设备、工具、车辆或其他物品

/ 设备等。可以为研究所每年科研任务尤其是试验台

的安排提供基础信息；

（5）每项 WBS/ 技术活动应有体现前后工作关系

的连接信息，如某项工作必须完成之后才能启动该项

工作或该项工作是另一项工作的必需起始；

（6）每项 WBS/ 技术活动可能存在配合部门，应

给出配合部门需要投入的工作量和 WBS/ 技术活动

输出；

（7）每项 WBS/ 技术活动都应有对应该项工作的

唯一的编码，可以通过编码方便地找到该项工作的层

级和类型。

2.2.7 WBS 整理及接口协调

在发动机 WBS 构建完成后，还需要整理，确保分

解出的 WBS 工作包和技术活动不混淆，同时对单元

说明中的输入输出接口进行协调。通过整理和接口的

协调，实现 WBS 的层级一致，加强不同部门承接技术

活动之间的逻辑性，有利于安排研制进度计划。

2.3 航空发动机WBS的表达

按照构建步骤分解 WBS 后，得到航空发动机

WBS 的基本框架（如图 5 所示），该架构基于产品分

解结构（PBS），包含了航空发动机不同研制阶段、不

同产品层级的各类型工作任务，同时包含武器装备研

制的通用类任务，与 GJB 2116A 的要求一致[7,13-15]。

航空发动机 WBS 一般分为 3～4 级（不同研制阶

段、不同工作类型 WBS 有所区别），由 2 部分组成：基

于产品分解结构（PBS）的 WBS 和包含综合试验、综

合保障、系统工程及项目管理的通用 WBS。

顶层代表发动机研制的阶段；第 1 级为基于产品

分解结构（PBS）的整机层 WBS 单元，还包括综合试

验、综合保障、系统工程及项目管理等通用 WBS 单

元；第 2 级为基于产品分解结构（PBS）的部件 / 系统

层 WBS 单元和通用 WBS 分解的下一级单元；第 3 级

为基于产品分解结构（PBS）的零组件级 WBS 单元；

第 4 级为按照产品分解结构（PBS）前 3 级分解出的

不同活动类型的 WBS 工作包[16]，以及 3 级通用WBS

分解（按需）出的不同类型的 WBS 工作包，所有的研

制活动都在工作包中体现。4 级 WBS 工作包由技术

流程分解出的技术活动组成。根据不同类型发动机研

制的需要，可将发动机 PBS 进一步向下分解，则 WBS

第 4 级变为发动机 PBS 的第 4 级，WBS 工作包变为

第 5 级，WBS 工作包分解的技术活动按照不同专业 /

领域的技术流程也分层级。

3 航空发动机WBS构建关键点

（1）构建时间。在发动机不同研制阶段之初编制

本阶段 WBS，每一阶段的 WBS 可以在前一阶段 WBS

基础上根据研制工作的需要进行修改、补充或完善。

（2）责任主体明确。航空发动机的研制涉及到不

同的学科和专业，往往由专业的设计、试验和装配部

门承接具体工作，不同责任部门负责不同层级 WBS

的编制。如项目管理人员负责基于产品结构的 WBS

前 3 级以及通用 WBS 中项目管理类 WBS 的制定；专

业科室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基于产品结构的 WBS 工

作包和技术活动（按需）以及通用 WBS 中相关 WBS

的制定。

在 WBS 编制中，负责整机 / 部件 / 系统研制的技

图 5 航空发动机WBS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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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级

发动机整机

第 2 级

高压压气机

第 3 级

转子

可调机构

转子

第 4 级

转子叶片

螺栓和螺母等连接件

轮盘

表 1 压气机产品分解结构

术科室应联合其他相关技术科室，共同编制 WBS，同

时协调输入输出接口，必要时可组织相关科室研讨确

定 WBS。

（3）编制前准备。编制人员应阅读并了解本阶段

研制的顶层输入，如立项论证报告、研制需求、进度要

求或总体部门的论证报告等材料，明确本阶段的研制

要求。编制人员应对发动机产品结构、单位内部专业

分工有清晰地认识，可以根据前一研制阶段的总结报

告、工作说明以及本阶段的研制要求等输入，明确项

目研制涉及的产品结构及主要专业 / 部门。

（4）编制灵活性。为了保证适应航空发动机研制

工作类型多、不同工作差异大的特点，基于不同产品

分解结构的 WBS 的层级可以不同，不同研制阶段的

产品分解结构可以不同，分解出的不同类型的 WBS

及技术活动层级也可以不同。

4 应用实例

为了验证该 WBS 构建方法的工程适用性，在某

型号某阶段高压压气机转子轮盘研制中进行了初步

试用。

首先对压气机进行产品分解，为确保 WBS 包含压

气机所有的研制工作，将压气机分为3 级（见表 1）。

将压气机转子轮盘的设计类 WBS 工作包进行分

解，并结合压气机技术流程进一步分解，同时考虑系

统工程技术管理过程，分解后的压气机转子轮盘

WBS 见表 2。

传统的工作分解方式是将设计任务分解到专业

科室，由各科室按照研制经验或专业技术流程分解下

一步工作，完全站在专业的角度而不是产品的角度分

解工作，如果研制流程不完善或各专业的接口没有事

先确定，这种分解方式将无法保证产品研制过程和研

制内容的完整性，也无法保证 WBS 执行时其他专业

配合的及时性。

通过在某型号压气机转子轮盘研制的初步试用，

与传统 WBS 分解方式相比，该方法具有以下优势：

（1）综合考虑了压气机转子轮盘研制中设计、加

工、装配和验证等多个领域的工作需求，涵盖了压气

机转子轮盘研制不同层级和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工

作，保证了压气机转子轮盘研制活动的全面和完整；

（2）构建的压气机转子轮盘 WBS 包和技术活动实

现了型号研制和研发体系建设的融合，明确了不同部

门的界面，强化了科研任务的可执行性和可测量性；

（3）通过后续的专业接口协调工作可以明确各科

室的输入输出接口关系，保证 WBS 的顺利执行。

5 总结

（1）提出了 1 种面向产品的航空发动机 WBS 构

建方法，建立了航空发动机 WBS 基本架构，100%涵

盖了不同研制阶段、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研制工作，

清晰界定了发动机研发项目的工作范围。

（2）该方法以航空发动机产品分解结构为基础，

明确了各层级 WBS 编制的构建流程和责任分工，保

表 2 某研制阶段压气机转子轮盘WBS（设计类）

第 1 级 第 2 级 第 3 级 第 4 级
WBS

工作包

第 1 级

技术活动

第 2 级

技术活动

整机
高压压

气机
转子 轮盘

轮盘

设计

轮盘方

案设计

轮盘气动

方案设计

轮盘结构

方案设计

轮盘空气

系统计算

分析

轮盘热分

析

轮盘强度

初步评估

轮盘可生

产性评估

轮盘材料

工艺选用

轮盘材料

工艺评估

研究

轮盘材料

应用研究

试验能力

评估

轮盘方案

设计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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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计划管理的可执行性。

（3）压气机转子轮盘的应用实例表明，该方法合

理、有效，可以为项目科研计划制定 WBS 提供有效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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