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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分析支承不同心情况下航空发动机整机的动力特性，提出 1 种航空发动机支点支承不同心故障的建模和分析方

法，将支承不同心转化为支点轴承间隙模型，并将该模型引入航空发动机整机模型中。以某型双转子涡扇发动机的支承不同心为

例，对支承不同心所引发的航空发动机整机振动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支承不同心对支点的轴承力影响很大，是导致滚动轴承

疲劳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且机匣加速度响应对支承不同心不够敏感。仿真结果验证了所建立的支承不同心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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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Aeroengine with Supporting Non-Concent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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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袁China曰2. AECC Shenyang Liming Aero-Engine Co. Ltd. Shenyang
110043袁 China曰3. College of Civil Aviation袁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 Nanjing袁 210016袁China)

Abstract: A method of modeling and analysis was proposed袁which could use aeroengine fulcrum to support non-concentricity fault.
The supporting non -concentricity was transformed into the bearing clearance model袁and the model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whole
aeroengine model. Taking the supporting non-concentricity of a turbofan aeroengine with double rotors as an example袁the vibration of whole
aeroengine caused by supporting non-concentricity was simulat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aring force of bearing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supporting non-concentricity袁whic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uses of fatigue failure of rolling bearing袁and the acceleration
response of casing is insensitivity for supporting non-concentricity. The validity of the proposed supporting non-concentricity model is
verified by the simul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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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同心度是对航空发动机整机振动响应有重要影响

的参数，在发动机装配过程中，必须进行严格控制[1]。航

空发动机不同心主要包括转子、支承和转静子不同

心[2]。转子不同心将引发较大的不平衡响应，转静子不

同心可能引发碰摩故障，二者的故障机理比较清楚，

但是支承不同心故障机理尚不清楚。张振波等[3]建立

了适应航空发动机柔性转子系统在不同心和不平衡

激励作用下的动力学模型，研究了带有支承不同心的

转子动力学响应问题。冯国全等[4]基于某航空发动机

转子系统，建立了考虑支撑轴承不对中的内外双转子

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低于和高于第 1 阶临界转速

的情况，结果表明，内外转子的振动均出现 2 倍频成

分，且随着不对中程度的加大，2 倍频成分也明显增

大且会占主导，轴心轨迹会从近似圆形变化为 8 字

形。Xu M 等[5-6]分析了柔性电机的不对中和不平衡故

障机理，并采用试验方法进行了验证。Al-Hussain K

M[7]和Lees A W[8]研究了刚性联轴器的不对中故障特

性。李明[9]建立了 1 个平行不对中转子系统的动力学

模型，研究了平行不对中转子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特

性。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支承不同心将引发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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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中，导致用联轴器连接的 2 个转子形成平行不对

中和角度不对中，最终在联轴器两端形成附加力和力

矩，从而引发转子系统振动，进而对发动机整机振动产

生影响，并且认为不对中故障的特征之一是出现较大

的 2 倍频[10]。在航空发动机实际工作中，支承不同心基

本控制在数十微米，可以通过轴承间隙来补偿，装配完

成后不会产生较大的附加力矩；但如果控制不严格，数

十微米的支承不同心也会产生较大的整机振动和轴承

损坏。现有的转子不对中和轴承不对中模型难于解释

数十微米支承不同心所引发的整机振动问题。

因此，深入研究支承不同心对航空发动机整机振

动的影响机理及有效控制发动机整机振动具有重要

意义。本文将支承不同心转化为轴承间隙，并将模型

导入整机模型进行耦合动力学仿真，研究了由于支承

不同心所引发的整机振动问题，并以某型双转子涡扇

航空发动机为例进行仿真分析。

1 支承不同心模型

支承不同心的纵剖面和横截面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b）为支承不同心下的滚动轴承作用力模型，其

中 O1 为支承原始中心，O2 为支承不同心后的支承处

转子轴心。设：c 为轴承间隙，xr、yr 分别为转轴的 x 向

和 y 向位移，xB、yB 分别为轴承座的 x 向和 y 向位移，

x0、y0 分别为支承 x 向和 y 向的不同心量。位移 r 为转

轴与轴承间的径向相对位移，其表达式为

r= （xr+x0-xB）2+（yr+y0-yB）2姨 （1）

当 r<c 时，不发生接触；当 r≥c 时，发生接触。假

设摩擦符合库仑摩擦定律，则轴承接触后产生的法向

力和切向力摩擦力为

PN=k r·（r-c）
PT=f·PN
嗓 （2）

式中：kr 为轴承径向刚度；f 为摩擦系数。需要注意的

是，切向摩擦力需要根据轴承外圈和轴承座之间的相

对运动速度方向来判断。将法向和切向作用力分解在

x 轴和 y 轴

Px=-PN cos 兹+PT sin 兹
Py=-PN sin 兹-PT cos 兹嗓 （3）

另外，滚动轴承外圈通常需要利用锁紧螺母锁紧。

在拧紧螺母压力作用下，当外圈与轴承座存在相对运

动时，外圈与锁紧螺母内表面将产生摩擦效应，该摩擦

效应主要表现为干摩擦阻尼效应，而轴承拧紧力矩将

改变接触面间的摩擦力，从而改变摩擦阻尼，不失一般

性，为了简化研究，本文将摩擦阻尼等效为黏性阻尼。

2 发动机支承不同心建模分析

某型双转子航空涡扇发动机支承形式如图 2 所

示。从图中可见，该型发动机低压转子采用 1-2-1 型

支承方式，支承 1 位于低压压气机之前，支承 2、3 位

于低压压气机和低压涡轮之间，支承 5 位于低压涡轮

之后。低压压气机转子与低压涡轮转子采用柔性联轴

器联接，传递扭矩和轴向力。高压转子采用 1-0-1 型

支承方式，支承 3 位于高压压气机之前，支承 5 位于

高压涡轮之后。

对于该转子系统，支承 1、2 支承低压压气机转

子，位于风扇前后，跨度较短，且均支承在同一段机匣

上，其同心度易于保证。支承 5 位于低压涡轮之后，跨

度较大，且支承 5 处于高温环境中，其同心度往往很

难保证。高压转子后支承为中介轴承支承（图 2 中的

支点 4），支承在低压转子上，因此，高压转子支承的

同心度需要通过支承 3、5 的同心度反映。综上所述，

在该型发动机上重点关注的支承不同心主要为：支点

2、5，其不同心模型如图 3 所示；支点 3、5，其不同心

模型如图 4 所示。

（a）支承不同心纵剖面 （b）支承不同心横截面

图 1 支承不同心模型

图 2 某型双转子航空发动机支承结构

图 3 低压转子支承 2-5的

不同心度模型

图 4 高压转子支承 3-5的

不同心度模型

风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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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 中可见，当低压转子支点 12-5 不同心时，

支点 5 的不同心量为 啄5，则支点 4 对应的内转子不同

心量为 啄4。支点 4 和 5 的距离很近，在低压转子支承

2-5 不同心模型中，啄4=0.93啄5；在高压转子支承 3-5 不

同心模型中，啄4=0.92啄5。
在出现低压转子支承 2-5 不同心（图 3）和高压

转子支承 3-5 不同心（图 4）时，为了能够实现高、低

压转子的装配，必须要调整支点 4 和 5 的滚动轴承径

向间隙，否则，转子将承受由不同心产生的附加力矩，

从而使转子产生初始弯曲变形。事实上，由于航空发

动机是高精度旋转机械，其不同心量很小，通过调整

滚动轴承间隙即可实现不同心量的补偿。在该假设前

提下，显然不同心量的大小将直接影响滚动轴承间隙

的大小，而航空发动机支承不同心下的整机振动响应

和轴承载荷也与滚动轴承间隙大小息息相关。

本文通过数值仿真计算来分析低压转子支承

2-5 不同心度和高压转子支承 3-5 的不同心度对航

空发动机整机振动的影响。在同心度模型中，将不同

心度等效为支点 4、5 的滚动轴承间隙。

3 含支承不同心的发动机整机振动建模

3.1 发动机整机振动模型

航空发动机整机振动建模包括转子系统有限元

模型、机匣有限元模型、支承集总参数模型，是混合动

力学模型，该方法运用 Newmark-b 法和翟方法相结

合进行时域数值积分求解，可以高效地求解系统非线

性响应[11-12]。

3.1.1 转子系统运动方程

将转子考虑为由若干支承和转盘组成的系统。转

子利用有限元方法离散为普通梁单元，考虑转子系统

的剪切变形、陀螺力矩和转动惯量。将单元的运动方

程进行组装，得到转子系统运动方程

（Ms）q咬 s+（Cs-棕G s）q觶 s+Ksqs=Qs （4）

式中：Qs 为系统广义外力向量；Ms 为系统质量矩阵；

Gs 为系统陀螺矩阵；Ks 为系统刚度矩阵；Cs 为系统阻

尼矩阵，本文将 Cs 假设为比例阻尼。

3.1.2 机匣运动方程

将机匣按不旋转的轴（梁单元结构）处理，也需考

虑剪切效应和转动惯量。因此，与转子模型的处理方

法相同，用有限元方法得到机匣的运动微分方程

Mcq咬 c+Ccq觶 c+Kcqc=Qc （5）

式中：Qc 为机匣系统广义外力向量；Mc 为机匣系统质

量矩阵；Kc 为机匣系统刚度矩阵；Cc 为机匣系统阻尼

矩阵，同样假设 Cc 为比例阻尼。

3.1.3 转子 - 机匣间的支承连接

对于每个转子与机匣间的支承 RCi（i=1，2，…，

N），包括滚动轴承、轴承座等部件，滚动轴承用线性

弹簧模拟。其中，mbi 为轴承座质量；k ti 为转轴与轴承

座之间的轴承弹性支承刚度，c ti 为对应的阻尼系数；

k fi，c fi 分别为机匣与轴承座之间的支承刚度和阻尼，

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k ti 为转轴与轴承座之间的

轴承等效刚度，由于支承不

同心引起了轴承间隙的变

化，因此轴承力表现为类似

于转静碰摩的碰摩力。设轴

承间隙为 c，支承不同心量

为 x0 和 y0。转子 - 机匣间

的支承力（即支承 RCi 作用

于转子的力）为

FxRi=Px=fx（k ti,cti,xbi,ybi,xRi,yRi,c,x0,y0）

FyRi=Py=fy（kti,c ti,xbi,ybi,xRi,yRi,c,x0,y0）
嗓 ， i=1，2，…，N（6）

设机匣节点位移为 xci 和 yci，支承 RCi 的轴承座

的位移为 xbi 和 ybi，则机匣作用于支承 RCi 的力为

Fxci=准x（k fi,c fi,xci,xbi,x觶 ci,x觶 bi）
Fyci=准y（k fi,c fi,yci,ybi,y觶 ci,y觶 bi）
嗓 i=1，2，…，N （7）

因此，支承 RCi 的轴承座的运动微分方程为

mbix咬 bi=Fxci+FxRi

mbiy咬 bi=Fyci+FyRi-mbig
嗓 i=1，2，…，N （8）

3.1.4 转子 - 转子间的中介轴承支承

对于每个转子与转子间的中介轴承支承 RRMi

（i=1，2，…，N），仅仅包括滚

动轴承的支承刚度，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k ti 为转

轴与轴承座之间的轴承等

效刚度，由于支承不同心引

起轴承间隙的变化，因此轴

承力类似于转静碰摩的碰

摩力。设轴承间隙为 c，支承

不同心量为 x0 和 y0。转子 - 转子间的中介轴承支承

力（即支承 RRMi 作用于内外转子的力）为

图 5 转子 -机匣支承

图 6 中介轴承支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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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Ri=Px=fx（k ti,c ti,xROi,yROi,xRIi,yRIi,c,x0,y0）

FyRi=Py=fy（k ti,c ti,xROi,yROi,xRIi,yRIi,c,x0,y0）
嗓 i=1，2，…，N（9）

3.2 支承不同心的航空发动机整机振动分析

3.2.1 计算条件

3.2.1.1 高、低压转速变化关系

（1）低压转速 N1= 0~3552 r/min，高压转速 N2=3N1；

（2）N1=3552~8880 r/min，N2=0.77121N1+7826.6621。

3.2.1.2 不平衡量

考虑实际发动机的不平衡量分布：（1）第 1、3 级

风扇叶片不平衡量为 100 g·cm；（2）第 4、9 级高压压

气机叶片不平衡量为 127 g·cm；（3）第 9 级高压压气

机盘后 1 节点（蓖齿盘）和高压涡轮叶片后 1 节点（修

正面）不平衡量为 120 g·cm；（4）第 1、2 级低压涡轮

叶片不平衡量为 250 g·cm。

3.2.1.3 不同心计算条件

不同心的计算条件见表 1。考虑正常同心度的工

况 Case1 下，滚动轴承的径向间隙均设定为 0 滋m。在

较大不同心度的工况 Case2 下，设定支点 5 轴承间隙

为 50 滋m，支点 4 中介轴承间隙为 45 滋m。在更大不

同心度的工况 Case3 下，设定支点 5 轴承间隙为 100

滋m，支点 4 中介轴承间隙为 90 滋m。

3.2.2 支承不同心的影响分析

分别对 3 种工况进行仿真计算，支承 1、2、4、5 处

的轴承力和转子节点的振动加速度的最大值比较分

别如图 7、8 所示，计算结果分别见表 2、3；进气机匣、

中介前机匣、中介后机匣、涡轮机匣测点对应的节点

力和振动加速度的最大值比较分别如图 9、10 所示，

计算结果分别见表 4、5。

计算工况

Case1

Case2

Case3

支点 1

0

0

0

支点 2

0

0

0

支点 3

0

0

0

支点 4

0

45

90

支点 5

0

50

100

轴承间隙 /滋m

表 1 支承不同心的计算工况

（a）支承 1 （b）支承 2

（c）支承 4 （d）支承 5

图 7 支承处转子节点的轴承作用力

（a）支承 1 （b）支承 2

（c）支承 4 （d）支承 5

图 8 支承处转子节点的振动加速度

N1/

（r/min）

1936

8614

7859

计算工况

Case1

Case2

Case3

轴承力

最大值 /N

8799

8796

9465

N1/

（r/min）

3340

3212

7966

轴承力

最大值 /N

6356

9089

11433

N1/

（r/min）

8233

7966

7966

轴承力

最大值 /N

11051

31102

50693

N1/

（r/min）

8119

8614

7986

轴承力

最大值 /N

4499

16600

28285

支点 1 支点 2 支点 4 支点 5

表 2 支承轴承力计算结果比较

N1/

（r/min）

7954

8650

7859

计算工况

Case1

Case2

Case3

加速度

最大值 /g

13.25

14.08

15.47

N1/

（r/min）

3656

3212

7954

加速度

最大值 /g

7.93

14.87

20.5

N1/

（r/min）

3488

5010

8753

加速度

最大值 /g

9.39

43.61

71.91

N1/

（r/min）

7923

5229

7986

加速度

最大值 /g

9.55

52.15

86.51

支点 1 支点 2 支点 4 支点 5

表 3 支承处转子节点加速度计算结果比较

（a）支承 1 （b）支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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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7 和表 2 中可见，支点 4 处的轴承力最大

值，在Case1 完全同心时仅为 10 kN，随着不同心度的

增加，在中度 Case2 的不同心时达到 30 kN，而在

Case3 的严重不同心时达到 50 kN。支点 5 处的轴承

力最大值，在 Case1 完全同心时仅为 5 kN，在 Case2

时达到 15 kN，而在 Case3 时达到 30 kN。对于支承 1

和 2，不同心度对其影响很小，轴承力随着不同心的

加剧增加不大。

从图 8 和表 3 中可见，支点 4 处的转子节点的振

动加速度最大值，在 Case1 完全同心时仅为 10g，随着

不同心度的增加，在 Case2 时达到 40g，在 Case3 时达

到 70g。支点 5 处的转子节点加速度最大值，在 Case1

时仅为 10g，在 Case2 时达到 40g，在 Case3 时达到

90g。支承 1、2 对应的支承转子节点振动加速度随着

不同心的加剧增加不大。

从图 9、10 和表 3、4 中可见，随着不同心的加剧，

机匣测点的响应加速度和机匣节点力增加并不大，表

明由不同心引发的轴承力传递到机匣时已经衰减许

多，所以机匣测点加速度对不同心故障并不灵敏。

由此可见，过大的不同心尽管引起的机匣加速度

并不大，但是导致轴承力很大，从而引起轴承加速磨

损、疲劳破坏。其中支承不同心对中介轴承影响最大，

这也是航空发动机中介轴承最容易损坏的原因之一。

不同支承不同心情况下支承 4、5 处的轴承力 3

维瀑布图分别如图 11～13 所示。从图中可见，支承不

同心引起了更多的倍频特征，并出现了“连续”谱特

征，表明过多过大的轴承间隙引起系统的运动不稳

定，表现出混沌特征。

（c）支承 4 （d）支承 5

图 9 机匣测点对应的机匣节点力最大值随 N1 的变化规律

（a）支承 1 （b）支承 2

（c）支承 4 （d）支承 5

图 10 机匣测点加速度最大值随转速 N1 的变化规律

N1/

（r/min）

1808

2916

2253

计算工况

Case1

Case2

Case3

节点力

最大值 /N

9922

9874

10157

N1/

（r/min）

3457

3202

7891

节点力

最大值 /N

5360

8282

10062

N1/

（r/min）

5010

4883

8650

节点力

最大值 /N

17302

21346

25170

N1/

（r/min）

6119

6119

6151

节点力

最大值 /N

7810

7432

7989

进气机匣 中介前机匣 中介后机匣 涡轮机匣

表 4 机匣测点对应的机匣节点力计算结果比较

N1/

（r/min）

8081

2916

2757

计算工况

Case1

Case2

Case3

加速度

最大值 /g

18.58

23.2

25.34

N1/

（r/min）

8240

8145

7954

加速度

最大值 /g

7.69

8.95

8.57

N1/

（r/min）

8336

8240

7954

加速度

最大值 /g

11.53

14.06

14.19

N1/

（r/min）

8368

8240

7954

加速度

最大值 /g

7.12

9.90

11.38

进气机匣 中介前机匣 中介后机匣 涡轮机匣

表 5 机匣测点加速度计算结果比较

（a）支承 4 （b）支承 5

图 11 Case1 下的支承轴承力 3维瀑布图

（a）支承 4 （b）支承 5

图 12 Case2 下的支承轴承力 3维瀑布图

（a）支承 4 （b）支承 5

图 13 Case3 下的支承轴承力 3维瀑布图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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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006004002000 10008006004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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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
8000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频率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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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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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承不同心 Case1、Case2 和 Case3 下的支承 4 处

低压转子节点的轴心轨迹、对应低压转子节点的振动

加速度时域波形和频谱分别如图 14～22 所示。从图

中可见，在 Case1 情况下，由于不存在轴承间隙，系统

为线性系统，因而轴承力表现为高低压转速频率的组

合。这种组合根据高低压转速的频率比值不同而出现

不同形状的很规则的轴心轨迹；在 Case2 情况下，由

于存在轴承间隙，系统表现为非线性特征，轴承力除

（a）N1=1808 r/min，

N2=5424 r/min

（b）N1=4884 r/min，

N2=11660 r/min

（c）N1=8727 r/min，

N2=14560 r/min

图 14 支承不同心Case1

情况下的支承 4低压转子

节点轴心轨迹

（a）N1=1808 r/min，

N2=5424 r/min

（b）N1=4884 r/min，

N2=11660 r/min

（c）N1=8727 r/min，

N2=14560 r/min

图 15 支承不同心Case2

情况下的支承 4低压转子节

点轴心轨迹

（a）N1=1808 r/min，

N2=5424 r/min

（b）N1=4884 r/min，

N2=11660 r/min

（c）N1=8727 r/min，

N2=14560 r/min

图 16 支承不同心Case3

情况下的支承 4低压转子

节点轴心轨迹

（a）N1=1808 r/min，

N2=5424 r/min

（b）N1=4884 r/min，

N2=11660 r/min

（c）N1=8727 r/min，

N2=14560 r/min

图 17 支承不同心Case1

情况下的支承 4轴承力时域

波形

（a）N1=1808 r/min，

N2=5424 r/min

（a）N1=1808 r/min，

N2=5424 r/min

（c）N1=8727 r/min，

N2=14560 r/min

图 18 支承不同心Case2

情况下的支承 4轴承力

时域波形

（c）N1=8727 r/min，

N2=14560 r/min

图 19 支承不同心Case3

情况下的支承 4轴承力

时域波形

（b）N1=4884 r/min，

N2=11660 r/min

（b）N1=4884 r/min，

N2=11660 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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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1=1808 r/min，

N2=5424 r/min

（a）N1=1808 r/min，

N2=5424 r/min

（b）N1=4884 r/min，

N2=11660 r/min

（c）N1=8727 r/min，

N2=14560 r/min

图 20 支承不同心Case1

情况下的支承4轴承力频谱

（b）N1=4884 r/min，

N2=11660 r/min

（c）N1=8727 r/min，

N2=14560 r/min

图 21 支承不同心Case2

情况下的支承 4轴承力频谱

了高低压转速频率以外还有其他倍频和“连续”谱成

分。这种频率成分复杂的组合导致轴心轨迹较为紊

乱；在 Case3 情况下，不同

心度更大，轴承间隙也更

大，系统非线性特征更加

强烈，轴承力的“连续”谱

成分更加突出，轴心轨迹

非常紊乱，系统表现出“混

沌”特征。

4 结论

将支承不同心模型与整机振动模型相结合，进行

了不同心下的故障仿真计算，并比较了不同的支承不

同心度下的支承轴承力、支承处转子节点加速度、机

匣测点处的机匣节点力和机匣测点响应加速度。不同

心度需要支承轴承的间隙补偿，不同心度越大，要求

轴承间隙越大，过大的轴承间隙将引发轴承冲击，产

生很大的轴承力，使转子运动出现混沌现象，从而影

响转子运动的稳定性。同时，过大的轴承力将引发滚

动轴承的疲劳破坏，对于中介轴承尤其如此，这也是

实际航空发动机中介轴承容易损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机匣测点响应对不同心的灵敏度并不高，给实

际航空发动机支承不同心的诊断带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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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bolted joint袁and intensive study should be carried out on the influence of bolted jointed structures and its corresponding
assembly body structures袁bolted jointed dynamic stiffness and bolted jointed assembly on the structural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jointed structures曰bolted joint曰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曰dynamic modeling曰assembly characteristics曰aeroengine

第 44 卷 第 5 期

2018 年 10 月

Vol. 44 No. 5

Oct. 2018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是 1 种复杂的旋转机械，各组件在装

配过程中会涉及多种联接结构，如螺栓联接、套齿联

接、止口联接、端齿联接、拉杆转子联接和隼接等。在

对航空发动机动力学特性的传统分析中，往往忽略联

接结构的影响，但随着航空发动机向着高转速和高推

重比方向发展，研究联接结构对航空发动机装配体振

动特性的影响，有助于实现对航空发动机振动特性的

精确分析，提高航空发动机的整体性能。

国内外学者针对各种联接结构进行了相关研究。

Song[1]等以调整的 Iwan 梁单元模型对含螺栓联接梁

结构的动力学响应进行分析；Czachor[2]研究了航空发

动机高载荷工作条件下螺栓联接结构的设计和标准

制定，通过试验和有限元仿真研究了重载条件下螺栓

联接的强度特性；Ibrahim 等[3]对螺栓联接和其他紧固

件的不确定性和动力学问题进行综述，指出现有研究

主要集中于螺栓联接的能量耗散、联接动力学特性的

线性和非线性参数识别、参数不确定性和联接松弛、

联接预紧力的主动控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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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慧等[4]运用接触有限元方法建立转子系统套齿结

构的计算分析模型，研究了不同结构参数及载荷对套

齿结构联接刚度和接触状态的影响规律，提出套齿结

构的动力学设计方法；刘宏蕾等[5]研究了航空发动机

套齿结构在倾角不对中的情况下的运动特点以及配

合关系，应用果蝇优化算法对套齿结构齿侧间隙进行

稳健性优化设计；岳伟等[6]基于止口的结构和力学特

征，研究了止口联接结构的刚度和接触状态变化规律，

提出可拆卸转子联接刚度稳健性和接触状态稳健性设

计方法；Zucca 等[7]提出 1 种计算涡轮叶片根部隼接摩

擦阻尼的方法，评估了其对叶盘动力学特性的影响。

本文主要对螺栓联接结构、螺栓联接对转子动力

学特性的影响和装配特性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详

细介绍，并就该领域未来有待深入研究的几个关键问

题进行展望。

1 螺栓联接研究现状

在多种联接结构中，螺栓联接因结构简单、联接

刚性好、装拆方便等优点而在航空发动机中广泛使

用。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美国 NASA 报告[8]和

Sandia 试验室白皮书[9]就有关于螺栓联接结构的研究

内容。可见，螺栓联接结构一直是结构动力学领域的

研究热点问题[10]。

1.1 螺栓联接动力学建模

航空发动机单个组件的分析和测量响应数据有

很好的一致性。然而，当这些组件被装配到一起时，预

测精度明显下降，因为模型中联接结构的动力学特性

已经被简化。为了更好地模拟和预测航空发动机装配

体的动力学特性，需要对螺栓联接结构动力学特性进

行研究。

1.1.1 螺栓方形件联接结构动力学建模

为了对螺栓联接装配体动力学特性实现精确建

模和预测，以简单的螺栓方形件联接结构为研究对

象，对联接结构动力学建模的方法进行探究。Sandia

试验室[11]提出典型联接结构的动力学建模方法，根据

试验和仿真数据进行数学分析，改进了现有基本模

型，创建了连续体结构的动态模型；Rashquinha 等[12]

建立紧固件装配体动力学非线性集中参数模型，分析

了螺栓联接结构对装配体振动特性的影响；Liao 等[13]

建立简单螺栓联接梁结构在切向方向的瞬态激励分

析模型，研究了系统非线性动力学响应，与试验结果

一致性较好；田红亮等[14]提出利用各向同性虚拟材料

假设的螺栓联接动力学建模的解析法，将固定结合部

的 2 个接触面的微观接

触部分假设为 1 种虚拟

的各向同性材料，虚拟材

料与固定结合部两侧的

零件皆为固定连接，其方

法如图 1 所示。

虚拟材料的参数与零件材料有关，数学模型为

E=E（E1，E2，滋1，滋2，Ra1,Ra2,P） （1）

滋=滋（E1，E2，滋1，滋2，Ra1,Ra2,P） （2）

h=h（h1,h2） （3）

籽=籽（籽1，籽2，h1,h2） （4）

式中：E1、E2 分别为 2 个接触表面的弹性模量；滋1、滋2

分别为 2 个接触表面的泊松比；Ra1、Ra2 分别为 2 个接

触表面的粗糙度；P为结合部位所受的法向载荷；h1、

h2 分别为 2 个接触表面的微凸体层厚度；籽1、籽2 分别

为 2 种材料的密度。

1.1.2 螺栓法兰联接结构动力学建模

螺栓法兰联接结构在航空航天、船舶、管道运输

等多方面有重要应用。其动力学特性的研究一直是学

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螺栓法兰联接结构不同于简单

螺栓联接，其联接螺栓数目较多，工况载荷复杂，预紧

力分散性较大，因此其动力学分析较为复杂。Semke

等[15]使用集中质量块简化梁有限元模型对螺栓法兰

管系统动力学特性展开研究，并进行试验验证；在薄

层单元建模方面，王建军等[16]提出航空发动机螺栓联

接薄层单元建模方法，建立螺栓联接参数化模型，有

效模拟了航空发动机螺栓联接结构动力学特性；Ye

等[17]在联接结构界面间引入虚拟材料模型来模拟螺

栓联接，虚拟材料的参数根据材料应变能等价的原则

来确定，为螺栓联接有效建模奠定基础；Grzejda 等[18]

建立对称螺栓法兰和非对称螺栓法兰结构的等效模

型，用于螺栓预紧力分析，考虑接触层的非线性因素，

使用线性弹簧单元和混合单元分别来模拟螺栓结构，

提出螺栓联接结构建模方法；对于弹簧质量模型，

Luan 等[19]在拉伸和压缩状态使用不同刚度的非线性

弹簧来模拟螺栓法兰联接，提出双线性弹簧的简化非

线性动力学模型，应用拉格朗日方程得到阻尼自由振

动方程为

图 1 虚拟材料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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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 为系统质量；J为关于 z 轴的惯性矩；k 1

*
和 k 2

*

为弹簧刚度；u 和 兹 分别为系统的转角。

质量 - 弹簧系统如图 2 所示。

得到的主要结论为：（1）和线性梁模型相比较，简

化的非线性动力学模型能更加准确地描述结构变形

模态，而计算效率又不会降低。（2）横向和纵向振动之

间存在耦合特性。

1.2 螺栓联接刚度分析

为了能够深刻理解螺栓联接结构对航空发动机

动力学特性的影响，完善航空发动机螺栓联接结构建

模方法，需要从螺栓联接的具体结构特征出发，研究

螺栓联接结构的联接刚度特性[12]。Wileman 等[20]使用

有限元方法对螺栓联接结构模型进行分析，提出无

量纲方法和无量纲刚度指数表达式；Lehnhoff 等[21]在

Wileman 研究的基础上，计算了不同型号螺栓、不同

厚度和材料联接件螺栓联接结构的联接件刚度和应

力分布，并与有限元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不同尺寸对

联接件刚度的影响；Musto 等[22]使用有限元分析来计

算一系列纵横比的具有不同材料的联接件的刚度，提

出弹性各向同性材料的螺栓联接结构刚度的计算方

法；Alkatan 等[23]以变形能为基础，通过有限元方法来

计算螺栓、螺母和紧固件的不同单元的刚度，得到刚

度计算的经验公式；王建军等[10]提出航空发动机复杂

螺栓联接结构的联接刚度理论表达式，并进一步研究

航空发动机螺栓联接载荷、结构参数对联接刚度的影

响规律，对于法兰边夹紧区域，可得子法兰边联接刚

度为

kmi=
仔E0d tan 琢

ln （D0+d）（D0-d+2t0 tan 琢）
（D0-d）（D0+d+2t0 tan 琢）蓘 蓡 （6）

式中：E0 为子法兰边弹性模量；D0 为螺母压紧区域直

径；d 为螺孔直径；t0 为法兰边厚度；琢 为半锥形角。

对于厚度一致的螺栓法兰联接结构法兰边夹紧

区域联接刚度 kMS 可表示为

kMS=
km1km2

（km1+km2）
（7）

式中：km1 为子法兰边 1 的联接刚度；km2 为子法兰边 2

的联接刚度，其相关参数可表示为

km1：E0=E1，D0=D，t1=t
km2：E0=E2，D0=D，t2=t （8）

式中：E1、E2 为法兰 1 和 2 的弹性模量；D 为螺母压紧

区域直径；t 为法兰边厚度。

得到的主要结论为：（1）螺栓联接载荷、结构参数

均对锥形半角 琢 有影响，这主要是由于载荷在夹紧

区域扩散程度不同造成的；（2）当螺栓数 n 在 4 ~ 30

之间变化时，双层的无量纲联接刚度 k 在 8.9～66.8

之间线性变化；（3）当螺栓预紧力 Fp 较小时，无量纲

连接刚度 k 随螺栓预紧力 Fp 的增大缓慢增大，当 Fp

增大到 27.5 kN 时，双层的 k=27，且趋于稳定；并且

n、Fp 对 k 的影响还与 琢 有关。Nassar 等[24]提出螺栓联

接刚度精确估计的新模型，可以研究不同联接参数对

联接刚度的影响。

此外，Canyurt 等[25]使用遗传算法对螺栓联接结

构无量纲刚度进行预测，提出螺栓联接无量纲刚度模

型，其预测结果与试验结果有很好的一致性；Grzejda[26]

使用功率函数对多螺栓联接紧固层之间法向刚度特

性进行分析；栾宇等[27]研究了螺栓 - 法兰联接结构的

静刚度非线性特性，分析出螺栓法兰联接结构存在着

显著的拉压刚度不同的非线性特性。

Zhang 等[28]近期提出螺栓联接螺纹部分刚度计算

的新方法，并研究了螺纹几何参数对刚度的影响。

1.3 螺栓联接接触特性及非线性

螺栓联接接触面力学性能关系到结构局部刚度和

整体动力学性能。联接结构在安装、运行过程中，接触

刚度的非线性导致结构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螺栓联接

滑移以及接触非线性对于联接结构动力学特性有着显

著影响。Schwingshackl 等[29]提出 1 种航空发动机外壳

法兰结构非线性特性研究方法，明确航空发动机法兰

结构的非线性接触特性，对螺栓法兰界面非线性机理

（a）弹簧 - 质量系统 （b）弹簧 - 质量系统变形

图 2 弹簧 -质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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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好地理解，得出以下结论：（1）考虑螺栓联接后结

构的阻尼明显增加，但是固有频率变化不大。（2）法兰

阻尼具有非线性，对航空发动机装配体动力学特性有

影响；Yang 等[30]使用解析

法、有限元法和试验技术

对分离载荷条件下夹紧螺

栓联接结构模型非线性塑

性变形特性进行研究。在

分离载荷作用下，螺栓联

接结构受力如图 3 所示。

1.4 螺栓联接结构相关试验

螺栓联接动力学建模是对螺栓联接结构进行理

论建模分析，对于建立的模型是否能够预测结构的动

力学特性，需要通过相关试验验证。Daouk 等[31]设计具

有多个螺栓联接的单级增压泵试验台，研究了不同载

荷下螺栓联接结构刚度和

能量耗散的变化。试验台

中螺栓联接结构装配体如

图 4 所示。

郭历伦等[32]采用应变片测试方法对单螺栓联接

结构进行预紧力试验，获得不同拧紧力矩条件下螺杆

上的轴向应变、轴向应力及预紧力。在此基础上，开展

多螺栓联接结构预紧力试验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螺

栓组内部各螺栓间的相互影响，其预紧力水平明显低

于单螺栓结构的，并与螺栓拧紧状态相关。

1.5 螺栓联接结构应力应变机械特性

对于螺栓联接结构应力应变的研究，有助于对联

接结构的失效做出正确判断和螺栓联接结构的优化

设计。螺栓联接夹紧力、摩擦因数和外载荷等对结构

内应力分布有显著影响，需要结合有限元仿真和理论

分析开展研究。Mao 等[33]通过有限元方法研究了螺栓

夹紧力、拉伸载荷、摩擦系数和螺栓数量等对螺栓联

接结构特性的影响，通过数值仿真来预测变形特性和

潜在的失效模式，其中，扭矩控制方法中拧紧力矩和

夹紧力的关系为

T=（p/2仔+滋trt /cos 茁+滋hrm）fc （9）

式中：p 为螺距；rt 为大径；fc 为夹紧力；滋t 为螺栓和螺

母之间的摩擦系数；滋h 为端面摩擦系数；rm 为端面平

均直径；茁 为螺纹半角。

Pereira 等[34]从理论上分析了螺栓联接的接触压

力分布，提出基于威布尔分布的接触面压力分布模

型；Liu 等[35]使用 Masing 模型产生螺栓联接结构所受

横向载荷和联接相对位移之间磁滞回线，与有限元模

型得到的结果一致，主要结论为：（1）在螺栓预紧力作

用下，在第 1 个螺纹根部等效 Mises 应力和应力集中

系数最大。（2）对于螺栓头和结构的接触面，当预紧力

较小，谐波剪切位移较大时，1 个载荷循环期间将会

发生总体滑移。（3）随着预紧力、位移和摩擦系数的增

加，联接的摩擦能量耗散增加，2 联接件之间发生滑

移所需的最小载荷和能量耗散都随着摩擦系数的增

大而增加。

1.6 螺栓联接有限元建模

由于螺栓结构的特殊性，对其进行有限元建模时

会根据研究内容对其实际结构进行适当简化，以便更

有效地获得所需结果，因此建立合适的螺栓有限元模

型是很有必要的。Grzejda[36]建立了蜘蛛网螺栓联接有

限元模型，可以模拟实际

立体模型，又使用有限元

法建立非线性多螺栓联接

模型，可大大提高建模效

率。其建立的多螺栓联接

结构模型如图 5 所示。

Kim 等[37]在建模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建立

了 4 种有限元模型：固体螺栓模型、耦合螺栓模型、蜘

蛛网模型和无螺栓模型。所有模型考虑了预紧力和接

触特性的影响。其中，固体模型提供了最精确的响应

结果，与试验结果更接近。从计算时间和内存使用角

度来看，耦合模型具有最好的实效性和有用性。

2 螺栓联接对转子动力学特性的影响

早期对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的研究往往忽略螺

栓联接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重视联

接结构的作用，考虑转子中联接结构的影响。复杂转

子系统通过螺栓联接进行装配，转子系统变为非连续

结构，联接结构的稳定状态势必会影响整个转子系统

的性能。因此，要对螺栓联接结构对转子系统动力学

特性和稳定性的影响展开深入研究。Liu 等[38]研究了

外载荷和几何结构对联接结构刚度和接触状态的影

响规律，并分析了对转子动力学特性和不平衡响应的

影响。得到以下结论：（1）联接结构的刚度和接触状态

随着外载荷和几何结构的改变而变化，并且影响转子

系统的工作特性。（2）联接结构的刚度随着外载荷的

图 3 螺栓联接结构受力

图 4 螺栓联接结构装配体

图 5 多螺栓联结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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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而变化，在长时间交变载荷作用下联接结构接触

面的接触状态发生变化。（3）通过敏感性分析，可知临

界转速对刚度最敏感。考虑联接状态能够提高临界转

速和振动模态的计算精度。吴长波等[70]通过对发动机

的转子动力学设计和试验研究，找出转子联接刚性差

是造成发动机振动大的关键原因，并对其加以改进；

Qin 等[39-40]建立螺栓联接的盘 - 鼓有限元模型，对螺

栓松动时盘 - 鼓型转子时变刚度特性进行探究，分析

转速、预紧力和螺栓松动对转子旋转特性和稳态响应

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1）盘 - 鼓型转子刚度的变化

与螺栓松动的程度和松动的数量成比例，只有当螺栓

松动严重时，螺栓松动才会诱发严重的刚度变化。（2）

转速对盘 - 鼓结构动力学特性的影响更明显，应该被

考虑；而当联接预紧力较大时，螺栓联接的影响可以

忽略。（3）螺栓联接的盘 - 鼓结构会导致转子临界转

速下降，这主要由于联接处刚度变小所致。另外，建立

了盘 - 鼓螺栓联接弯曲刚度分析模型，并将该联接刚

度模型应用到螺栓联接的盘鼓转子动力学模型中，通

过估计联接结构对转子动力学的影响来研究联接转

子的旋转特性和稳态响应。其中，考虑螺栓联接的盘

- 鼓转子系统运动微分方程为

M啄咬+（C+赘G）啄觶+（K+Kbe）啄=f （10）

式中：啄 为位移矢量；M 为质量矩阵；C 为阻尼矩阵；赘
为角速度；G 为转动惯量；K 为刚度矩阵；Kbe 为扩展

的联接刚度矩阵；f 为不平衡力矢量。

螺栓联接盘 - 鼓转子系统如图 6 所示，对应的简

化模型如图 7 所示。

从图 7 中可见，螺栓联接将转子分为 3 部分：左

转子系统、右转子系统和中间盘，这 3 部分的运动微

分方程为

Ml啄咬 l+（Cl+赘G l）啄l+K l啄觶 l=fl-R l

Mm啄咬m=fm-Rml-Rmy

Mr啄咬 r+（Cr+赘Gr）啄觶 r+Kr啄r=fr-Rr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11）

式中：Ml、Mm、Mr 分别为左、中、右部分的质量刚度矩

阵；啄l、啄m、啄r 分别为左、中、右部分的位移向量；Cl、Cr 分

别为左、右部分的阻尼矩阵；K l、Kr 分别为左、右部分

的刚度矩阵；G l、Gr 分别为左、右部分的转动惯量；fl、fr
分别为左、右部分的不平衡力矢量；R l、Rr 分别为左、右

部分螺栓联接导致的非线性力矢量；Rml、Rmr 为中间盘

左、右侧界面上由螺栓联接导致的非线性力矢量。

此外，刘卓乾等[41]建立了螺栓法兰联接结构的力

学模型，应用状态空间理论和数值计算方法对其模态

特性和稳态动力学响应进行研究；Nagaraj 等[42]使用有

限元分析，研究了工作期间承受弯曲载荷的转子螺栓

联接盘鼓结构的非线性特性，主要结论为：含螺栓联

接的盘 - 鼓转子弯曲刚度有所下降；弯曲载荷较小

时，联接处的弯曲刚度表现出非线性特性；随着螺栓

数量的增加，联接刚度增大，鼓盘的变形减小。螺栓预

紧力对模态几乎没有影响；考虑结合面之间的摩擦接

触会减小临界转速。

3 螺栓联接装配性能

3.1 弹性相互作用系数方法

多螺栓联接结构在装配过程中存在弹性相互作

用。Bibel 等[43]通过试验来确定弹性相互作用影响系

数，利用该系数来求解需要的初始预紧力，装配完成

后使螺栓达到均匀的目标预紧力。弹性相互作用系数

法为

ASi=Sf （12）

式中：Si 为 1×n 的矩阵，描述每个螺栓的初始预紧

力；Sf 为 1×n 的矩阵，描述每个螺栓的最终预紧力；A
为 1×n 的弹性相互作用系数矩阵；n 为螺栓数目。

系数矩阵 A 可通过试验测试获得，得到系数矩

阵后，即可求得为达到目标预紧力所需的初始预紧力

大小

Si=A -1Sf （13）

Takaki 等[44]通过使用有限元分析结合弹性相互

作用系数方法来实现单次螺栓拧紧的均匀预紧力分

布，进一步研究多次拧紧程序来避免单次拧紧时需要

的过高的初始预紧力，得到以下结论：（1）通过使用有

限元方法和弹性相互作用系数法，多次拧紧工序可以

实现均匀的预紧力分布。（2）使用单次拧紧工序，预紧

力分散性可以少于 15%。（3）在初始预紧力不超过目

标值 1.5 倍的限制条件下，为了达到均匀的预紧力分

布，需要使用 3 次或 4 次的拧紧工序。陈成军等[45]通

过有限元分析数据建立螺栓组联接弹性相互作用模

图 6 螺栓联接盘 -鼓

转子系统

图 7 螺栓联接盘 -鼓转子

系统简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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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可求出满足各螺栓残余预紧力分布要求的初始紧

力大小

Fr=AFp+B （14）

式中：Fr 为预紧完成时各螺栓的残余预紧力；Fp 为各

螺栓的初始预紧力；A 为弹性相互中系数矩阵；B 为

常数。

3.2 螺栓联接装配工艺导致的预紧力分散性

螺栓在装配过程中由于弹性相互作用的影响，预

紧力会发生变化，造成最终的预紧力分布不均匀，从

而影响装配体的联接状态和稳定性。Nassar 等[46]针对

由于弹性相互作用和垫圈蠕变松弛导致的预紧力损

失的问题，进行相关试验研究，指出弹性相互作用是

预紧力损失的主要原因。

随后，又提出了用于研究

垫圈螺栓法兰联接弹性相

互作用的数学模型，可预

测拧紧螺栓时预紧力的变

化和最终的预紧力分布，

研究了不同因素对弹性相

互作用的影响，并通过试

验对数学模型进行验证。

其法兰结构及垫圈变形如

图 8 所示。

得到的主要结论为：（1）弹性相互作用随着垫圈

厚度的增加而增加，随着螺栓间距的减小，平均预紧

力损失增加；（2）预紧方案对最终的预紧力均匀性有

重要影响；（3）提出的模型用于预测预紧力，能够达到

理想的均匀预紧力的效果；（4）对于顺序拧紧或者星

型拧紧方案，单次或多次拧紧都可以达到均匀的预紧

力分布的效果；（5）垫圈弹性模量对弹性相互作用有

更明显的影响，尤其是较低弹性模量会引起预紧力更

大的变化。

另外，Abid 等[47]研究了不同型号垫圈螺栓法兰联

接装配的结果，利用非线性有限元分析，使用扭矩控

制预紧力方法，观测到由于弹性相互作用导致的预紧

力分散性、法兰应力、螺栓弯曲和垫圈接触应力变化，

这些现象在扭矩控制方法中很难消除。

Grzejda[48]对非对称螺栓法兰结构进行建模和计

算，考虑了接触层的非线性因素，使用混合单元来代

替螺栓结构，建立预紧阶段系统平衡方程，能够分析

在螺栓法兰联接装配期间和装配完成后预紧顺序对

预紧力变化的影响，对计算结果和试验结果进行比

较；Wang 等[49]对无垫圈联接结构装配过程展开研究，

建立交互刚度的数学模型，考虑了螺栓应力松弛对预

紧力变化的影响，并分析预紧力变化的影响因素和弹

性相互作用的有效范围。

3.3 实现最终均匀预紧力分布的装配策略

对于螺栓预紧力分散性现象，需要对螺栓装配策

略进行调整来减小螺栓预紧力的分散性。Khan 等[50]

通过建立 3 维非线性有限元模型，来研究内压力和轴

向载荷作用下使用不同拧紧策略时垫圈法兰联接的

密封性和强度。2 种拧紧策略如图 9 所示，方案 1 拧

紧顺序为：1-5-2-6-3-7-4-8；方案 2 拧紧顺序为：

1-2-3-4-5-6-7-8。

4 展望

对于螺栓联接结构动力学特性和装配性能的研

究，只是针对特定结构展开，且缺乏严格理论支撑，仍

需深入开展下列相关研究：

（1）建立完备的螺栓联接动力学特性研究理论。

由于螺栓联接结构的复杂性，且联接界面处存在非线

性，建立完备的螺栓联接动力学模型比较困难，且相

关理论有待发展，对于建立的螺栓联接模型仅限于一

些特定的简单结构，考虑的因素比较单一，建立的动力

学模型不能完全反映螺栓联接的动力学特性。因此，需

要逐步完善螺栓联接动力学特性理论，从而运用相关

理论建立完善的动力学模型，揭示其模型机理。

（2）开展螺栓联接结构与其相应的装配体结构整

体研究。目前对于螺栓联接结构的研究多数是将联接

结构分离出来单独分析，只是对边界条件进行简化，

没有严格考虑联接结构的整体结构特性，导致理论分

析结果与试验结果出现一定偏差，影响分析结果的精

确性。

（3）开展螺栓联接动刚度研究。对螺栓联接刚度

特性研究大部分基于静载荷条件下的静刚度特性开

图 8 法兰结构及垫圈变形

图 9 螺栓拧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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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对于动载荷条件下动刚度的研究较少，而联接刚

度随着载荷参数、装配参数和工作状态的变化而变

化，螺栓联接结构在动载荷条件下的不确定性和非线

性更加复杂，对于联接结构动刚度特性的研究有助于

揭示结构在工作状态下的非线性机理，对分析工作状

态下装配体的动力学特性具有实际意义。

（4）深入研究螺栓联接装配对结构动力学特性的

影响。目前对螺栓联接结构装配的研究仅限于对装配

体静力学特性的影响，对动力学特性的影响研究相对

较少，需要完善相关理论方法，分析螺栓装配过程中

几何参数、载荷参数和装配工艺参数对装配体动力学

特性的影响。从而对装配方法进行设计和优化，进而

对结构的设计和装配提供指导。

5 结束语

螺栓联接结构动力学特性和装配特性的研究对

于精确分析装配体整体性能具有重要作用，在提高对

复杂装配体动力学特性的预测精度和优化装配过程

方面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螺栓联接动力学建模的

研究主要针对方形件联接结构和法兰结构进行建模，

实现对固有频率和振型的预测；对螺栓联接结构刚度

展开分析，提出刚度计算公式；针对接触特性和非线

性问题展开微观机理上的分析，并进行一定的试验研

究；对转子系统中的螺栓联接结构动力学特性，分析联

接结构参数对转子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以便对转子系

统动力学特性进行精确分析；对于多螺栓联接装配体，

针对预紧力分散性问题展开相关拧紧策略的优化。

但考虑到螺栓联接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相

关研究理论发展不成熟、不完整，针对螺栓联接动力

学特性和装配特性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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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叶盘系统的振动特性对航空发动机整体结构的

可靠度有很大影响。实际叶盘系统由于加工、磨损等

因素，各扇区之间存在微小差别，称为失谐。失谐会导

致系统出现模态局部化和共振区间拓宽等问题，对发

动机运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国内外学者对失谐叶盘

的振动特性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1-3]。白

斌等[4]详细阐述了失谐叶盘结构分析模型、响应局部

化、失谐识别与预测等方面的研究现状，并对未来研

究方向进行了说明；王建军等[5-7]建立了失谐叶盘系统

的集中参数模型，提出 3 种模态振型局部化的定量描

述方法，并对模态局部化现象进行了试验验证；Petrov

等[8-9]从优化的角度提出 1 种判断失谐叶盘系统振动

最大响应状态的方法；姚建尧等[10]给出叶盘结构节径

谱的数学定义，解释了其物理意义，并利用节径谱的

概念对失谐叶盘结构的动态特性进行分析和评价；

Ayers 等 [11] 研究了失谐叶盘结构的瞬态强迫响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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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计算了在加速、减速和通过共振区时的最大应力。

以上研究基于确定性分析，对共振状态下失谐造成的

模态局部化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但并没有对失谐叶

盘系统进行避共振可靠度分析。

在机械结构避共振可靠度分析方面有很多研究

成果。王延荣等[12]建立频率干涉模型，并用数值方法

就具体问题进行求解；张萌等[13]采用梯型和平顶正态

型隶属函数对模态频率的模糊性进行描述，建立避共

振模糊可靠度模型；翟红波等[14]基于七点计算法和矩

估计法，给出了两端简支输流管道避共振可靠度的计

算方法；欧阳德等[15]基于叶片共振转速图，引入概率

故障树 PFTA（Probability Fault Tree Analysis）的概念，

给出评估叶片避共振可靠度的方法；王鹞玮等[16]建立

叶盘结构的有限元模型，得到不同工况下叶盘结构模

态频率的概率分布特性和避共振可靠度变化规律。这

些研究中提出的避共振可靠度理论对叶盘系统的避

共振分析具有重要意义，但并没有根据实际工况，考

虑失谐叶盘系统激振频率和模态频率的相关性。

本文考虑失谐叶盘系统激振频率和模态频率的

相关性，建立失谐叶盘系统避共振可靠度分析方法，

通过对比验证了其准确性，为失谐叶盘系统的避共振

设计和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1 基本理论

1.1 失谐叶盘系统分析方法

忽略阻尼影响的情况下，谐调叶盘结构的运动方

程为 Mx咬+Kx=F （1）

式中：M 为结构质量矩阵；K 为结构刚度矩阵；F为外

部激振力向量；x 为结构振动的位移向量；x咬为结构振

动的加速度。

对叶盘结构中的质量矩阵 M 和刚度矩阵 K 进行

随机失谐处理[17]，分析失谐情况下叶盘系统的振动特

性，失谐后的质量矩阵 M姿 和刚度矩阵 K姿 为

M姿=（1+姿1）M，K姿=（1+姿2）K （2）

式中：姿1 和 姿2 为表示叶盘结构质量和刚度失谐程度

的向量。

由于叶盘结构的模态特性不会受到外部激振力

的影响，所以在对失谐叶盘结构进行模态分析时忽略

外部激振力的影响，即 F=0。则式（1）简化为

M姿x咬+K姿x=0 （3）

本文采用有限元方法对式（3）进行数值求解，得

到失谐叶盘结构的各阶模态频率 w 和对应的模态位

移 D，对失谐叶盘结构的模态特性进行分析。

1.2 响应面方法

计算结构可靠度的主要模拟统计方法有蒙特卡

洛方法、响应面法以及二者结合的混合模拟方法等。

虽然蒙特卡洛方法在计算结构可靠度的过程中具有

直观、简单的特点，但是对于单次分析需要较长时间

的复杂问题，蒙特卡洛方法通常耗时较长，效率极低。

响应面法则通过合理的试验设计选取样本点，利用选

取的样本点和由样本点计算得到的响应拟合 1 个响

应面来替代未知的真实状态曲面，用得到的响应面进

行分析，从而大大提高了计算效率。很多学者针对如

何利用响应面法进行可靠性分析做了大量工作[18-21]。

本文采用有限元软件对失谐叶盘系统进行概率

分析，计算得到失谐叶盘系统模态频率对随机变量的

响应面。采用中心复合设计选取样本点，用不含交叉

项的二次响应面对结果进行拟合。不含交叉项的二次

响应面为

g（X）=a+撞bixi+撞cixi2， i=1,2,…,n （4）

式中：X=（x1,x2,…,xn），为随机变量。

得到失谐叶盘系统模态频率对随机变量的响应

面后，利用考虑激振频率和模态频率相关性的失谐叶

盘系统避共振可靠度计算方法进行分析，计算得到避

共振可靠度的响应面模型。

1.3 避共振分析理论

1.3.1 激振频率

在避共振分析中，常取叶盘系统的激振力频率 f1
为发动机工作转速 w 的整数倍，即

f1= B
2仔 w （5）

式中：B 为结构谐波系数，是 1 个与叶片所在级的前

后级叶片数、级前喷嘴数等因素有关的正整数。合理

选取 B 值也是叶盘避共振的重要措施。根据实际工

作过程确定 w 的均值 w 和标准差 ew，则激振频率 f1
的均值f 1 和方差 ef1

2
为

f 1=
B
2仔 w，ef1

2
= B2

4仔2 ew
2

（6）

1.3.2 模态频率

本文根据实际工作过程，选定各随机变量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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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差，利用有限元软件计算得到叶盘系统的模态

频率 f2 对各随机变量的响应面为

f2==a+撞bixi+撞cixi2， i=1,2,…,n （7）

式中：x1,x2,…,xn 分别为材料特性、载荷、工作温度等

随机变量。

本文中采用不含交叉项的二次多项式拟和响应

面且各随机变量服从高斯分布，根据统计学规律，模

态频率 f2 的均值f 2 和方差 ef2
2
为

f 2=a+撞bixi+撞ci（exi
2
+xi

2
） （8）

ef1
2
=撞bi

2
+exi

2
+撞[ci

2
（2exi

4
+4exi

2 xi
2
）] （9）

1.3.3 避共振可靠度计算方法

基于文献[22]提出的避共振理论，本文根据叶盘

系统实际工作情况，提出考虑激振频率和模态频率相

关性的避共振分析方法，对失谐叶盘系统进行避共振

可靠度分析。

叶盘系统避共振可靠度 R f 是指叶盘系统不发生

共振的概率，即叶盘系统模态频率 f2 避开某转速 w
引起的激振力频率 f1 的概率。按照传统的振动设计规

范，当 f1 和 f2 满足式（10）时，称振动设计是安全的。

f2/f1<（1-W）， f2<f1
f2/f1<（1+W）， f2<f1 （10）

式中：0<W<0.3，为振动设计常数。

给定

f11=（1-W）f1，f12=（1-W）f1 （11）

用 g（f2）表示叶盘系统模态频率分布的概率密度

函数，f（f11）和 f（f12）表示激振力频率分布概率密度函

数，G（f1，f2）=0 表示叶盘系统的极限状态函数。

当f 2<f 11 时，叶盘系统的极限状态函数为

G1（f11，f2）=f11-f2=0 （12）

根据模态频率分布与激振力频率分布的干涉模

型，则系统可靠度为

R f=P（G1（f11，f2）>0）=P（f11-f2>0）=
+∞

∞乙 g（f2）
+∞

f2乙 f（f11）df11蓘 蓡df2 （13）

当叶盘系统的模态频率 f2 和激振频率 f11 服从正

态分布时，极限状态函数 G（f11，f2）也服从正态分布，

均值 EG1
和方差 DG1

为

EG1
=f 11-f 2，DG1

=ef11
2
+ef2

2
-2Cov（f11,f2） （14）

在传统分析中，假设 f11 和 f2 是相互独立的，协方

差 Cov（f11,f2）=0。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f11 和 f2 均与随

机变量转速相关，有一定相关性，即协方差 Cov（f11,f2）
≠0。根据 χ2 分布的规律，对 Cov（f11,f2）进行近似计算

Cov（f11,f2）=E（f11·f2）-E（f11）·E（f2）≈
ef11·ef2 +f 11·f 2-f 11·f 2=ef11·ef2 （15）

式（14）中 DG1
化简为

DG1
=ef11

2
+ef2

2
-2ef11·ef2 （16）

可靠度指标 茁 及其可靠度 R 分别为

茁= EG1

DG1姨 ，R=椎（茁） （17）

同理，当f 2>f 12 时，茁 及 R 分别为

茁= EG2

DG2姨 ，R=椎（茁） （18）

其中 EG2=f 2-f 12，DG2
=ef12

2
+ef2

2
-2ef12·ef2。

2 失谐叶盘系统避共振可靠度算例

2.1 有限元模型及温度场说明

以某型航空发动机第 3 级低压涡轮为研究对象，

利用 UG 建立叶盘结构的 3 维实体模型，导入 Hyper-

mesh 中划分网格，采用有限元软件进行叶盘结构的

振动特性分析。整个叶盘结构共有 30 个扇区，有限元

模型如图 1 所示，包含 296400 个单元，342120 个节

点。单个扇区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2 所示。轮盘半径为

160 mm，叶片高度为 105 mm，模型选用的材料为镍

基变形高温合金 GH4133。

为使分析过程更加接近叶盘系统的实际工作过

程，根据文献[23]，对叶片工作温度沿叶高进行线性分

布设计，叶片两端温度较低，温度最高值在叶片中部，

轮盘部分由于有冷却系统进行冷却，温度梯度较低。

采用 1 维温度场插值方法对叶盘系统沿径向进行分

段插值拟合。温度插值方案如图 3 所示。叶盘系统在

图 1 叶盘有限元模型 图 2 单扇区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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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元软件中按照温度插

值方案进行热分析，最终

得到的稳态温度场结果如

图 4 所示。

为了模拟真实叶盘的

失谐状态，本文将叶片和

轮盘所包含的单元分开定

义属性，将叶片的材料参

数和温度场作为分析变量，轮盘的参数是确定的。根

据叶盘结构的有限元模型和温度场计算结果，选定叶

盘系统的分析变量见表 1。

表中：E700、E800 和 E900 分别为 700、800 和 900 ℃

下的弹性模量；t160 为叶片和轮盘过渡处的温度；t200 和
t220 为叶身中间部分的温度；t260 为叶尖处的温度；W 920

为航空发动机的巡航转速。

2.2 失谐叶盘确定性分析

根据表 1 数据进行失谐叶盘的确定性分析，得到

失谐状态下叶盘系统的模态频率和响应，将结果与谐

调状态下的叶盘结构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说明对失

谐叶盘进行避共振分析的必要性，为失谐叶盘的概率

分析和可靠度计算奠定基础。

随机选定 1 个叶片，根据表 1 中的分析参数，将

选定叶片上的各参数设置成失谐状态，未选定叶片参

数保持不变，以此来模拟真实叶盘系统的失谐状态。

利用有限元软件计算失谐叶盘系统的各阶模态频率

f2 和对应的模态位移 D，与谐调叶盘结构进行对比。

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选定了 a、b、c3 种失谐

状态，各失谐状态具体参数见表 2。

取第 2 阶模态的计算结果进行分析。第 2 阶模态

在 3 种失谐状态下的计算结果见表 3。谐调叶盘和 3

种失谐状态下的叶盘对应的第 2 阶模态振型如图 5

所示。

对表 3 中的模态频率进行分析，发现失谐导致叶

盘模态频率发生分散，降低叶盘系统的避共振裕度，

使叶盘结构更容易发生共振，增加叶盘系统避共振难

度。对表 3 中的模态位移和图 5 中的模态振型进行分

析，发现在 a 失谐状态下，叶盘系统的振型明显不同

于谐调状态，并且对应的模态位移也是谐调状态下的

3.12 倍。说明失谐还会导致叶盘系统出现模态局部

图 4 叶盘稳态温度场

Parameters

E700 /GPa

E800 / GPa

E900 / GPa

籽/（kg·m-3）

W 920/（rad·s-1）

t160 /℃

t200 /℃

t220 /℃

t260 /℃

Value

183

176

164

8210

920

740

850

840

770

表 1 模型参数

Results

F/Hz
D

tuning

865.31

2.182

a

864.05

6.81

b

865.50

2.172

c

866.34

2.172

mistuning

表 3 谐调和失谐状态下的第 2阶模态频率

t/℃

200

272.2

344.4

416.7

488.9

561.1

633.3

705.6

777.8

850

图 3 温度插值方案

（a）Tuning bladed disk （b）a of mistuned bladed disk

（c）b of mistuned bladed disk （d）c of mistuned bladed disk

图 5 各状态下第 2阶模态振型

Parameters

E700 /GPa

E800 /GPa

E900 /GPa

籽/（kg·m-3）

W 920/（rad·s-1）

t160 /℃
t200 /℃
t220 /℃
t260 /℃

tuning

183

176

164

8210

920

740

850

840

770

a

181

174

162

8200

910

730

846

833

767

b

185

177

168

8220

925

744

852

842

771

c

181

178

166

8220

930

735

845

844

772

mistuning

表 2 谐调和 3种失谐状态下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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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同时模态位移也会大幅增加。因此，为使叶盘系统

避开共振区间，提高叶盘结构的可靠性，进行相应的

概率分析和可靠度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2.3 失谐叶盘概率分析

失谐叶盘概率分析

选择的随机变量和分析

方法与确定性分析相同，

假定各变量均服从高斯

分布且相互独立，均值和

标准差见表 4。根据确定

性分析的结果，选择失谐

叶盘系统的第 2 阶模态

频率 f2 作为输出变量。

利用中心复合设计

抽样方法对随机变量进

行抽样，抽取 149 组样本，利用有限元软件计算得到

第 2 阶模态频率，采用不含交叉项的二次多项式进行

拟合，最终得到失谐叶盘第 2 阶模态频率对各随机变

量的响应面

f2=-24.4625-5.56×10-2t200-2.536×10-2t220+5.3434×
10-9E800+2.4438×10-10E900+9.58×10-2籽+8.108×

10-2W 920-1.349×10-20E800

2
-6.996×10-6 籽2 （19）

为了验证响应面的精确性，利用蒙特卡洛方法，

按照随机变量的分布规律抽取 10 组样本，先采用式

（19）中的响应面计算得到对应的第 2 阶模态频率 fs
再将各组随机变量分别代入有限元模型计算得到精

确的第 2 阶模态频率 fm,计算二者的相对误差，结果

见表 5。从表中数据可知，由响应面计算得到的第 2

阶模态频率与真实结果误差很小，说明式（19）中的响

应面非常准确。

从式（19）中可见，失谐叶盘系统的第 2 阶模态频

率是转速的函数，在响应面拟合过程中，转速并没有

被作为小量被忽略，而从式（5）中可见，激振频率同样

是转速的函数，再次证明激振频率与模态频率不可能

是 2 个相互独立的变量。

通过蒙特卡洛方法对响应面进行 10000 次抽样

计算，得到失谐叶盘系统第 2 阶模态频率 f2 的概率分

布特性，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叶盘系统第 2 阶模

态频率大致服从均值为 865.66 Hz、标准差为 50.49

Hz 的正态分布。与谐调叶盘相比，失谐叶盘系统的模

态频率拓宽至 1 个分布区间，增加了叶盘系统发生共

振的可能性。

2.4 失谐叶盘避共振可靠度分析

根据式（8）、（9），对式（19）进行处理，计算得到失

谐叶盘第 2 阶模态频率的均值f 2 和方差 ef2
2

f 2=-2.4625-5.56×10-2t200-2.536×10-2t220+

5.3434×10-9E 800+2.4438×10-10E 900+9.58×10-2籽 +

8.108×10-2W 920-1.349×10-20（eE800

2
+E 800

2

）-

6.996×10-6（e籽
2
+E 籽

2

） （20）

ef2
2
≈3.091×10-3eT200

2
+6.431×10-4eT200

2
+2.855×10-17eE800

2
+

5.972×10-20eE900

2
+9.178×10-3e籽

2
+6.574×10-3eW920

2
+1.82×

10-40（2eE800

4
+4eE800

2 E
2

800）+4.894×10-11（2e籽
4
+4e籽

2 籽軃2）（21）

根据式（7）、（8）计算得到激振频率 f1 的均值f 1 和

方差 ef1
2

f 1=
B
2仔 W 920，ef1

2
= B2

4仔2 eW 920

2
（22）

Random variables

E700 /GPa

E800 /GPa

E900 /GPa

籽/（kg·m-3）

W 920 /（rad·s-1）

t160 /℃

t200 /℃

t220 /℃

t260 /℃

Mean

183

176

164

8210

920

740

850

840

770

STDEV

18.3

17.6

16.4

821

92

74

85

84

77

表 4 随机变量均值和方差

Number

1

2

3

4

5

6

7

8

9

10

fs

869.802

826.734

841.951

839.627

833.646

856.183

860.253

846.959

853.040

845.599

fm

875.219

824.172

846.737

830.610

840.621

844.732

849.613

854.579

858.768

851.160

|fs-fm|
fs

0.00619

0.00274

0.00565

0.01086

0.00830

0.01356

0.01252

0.00892

0.00667

0.00653

表 5 响应面和蒙特卡洛方法计算结果及误差

（b）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图 6 第 2阶模态频率概率分布

（a）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histogram

0.036

0.032

0.028

0.024

0.020

0.016

0.012

0.008

0.004

0

Frequency/Hz
10499629188758327897457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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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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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Frequency/Hz

11601080100092084076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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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20）～（22）代入式（17）或式（18）中，得到考

虑激振频率和模态频率相关性的可靠度模型。

用得到的可靠度模型计算结构谐波系数 B 取

1～8 的情况下对应的可靠度 R fc，并与蒙特卡洛法模

拟 1000 次得到的结果 R fm 和不考虑激振频率和模态

频率相关性的传统方法的结果 R ft 进行对比，分析本

文提出的避共振可靠度计算方法的精确程度，3 种方

法的计算结果见表 6，本文提出方法及传统方法相对

于蒙特卡洛方法的相对误差见表 7。

从表中数据可见，本文提出的考虑激振频率和模

态频率相关性的避共振可靠度计算方法相比于传统

的可靠度计算方法，计算结果更加接近蒙特卡洛方法

的计算结果，说明本文提出的避共振可靠度计算方法

能够更加精确地计算真实叶盘系统的避共振可靠度。

但是本文提出的方法计算得到的结果一般大于由蒙

特卡洛方法计算得到的结果，说明本方法在评估可靠

性时会对叶盘系统的避共振可靠度产生过高的估计，

需要进一步改进。

比较结构谐波系数 B 取不同值时对应的的可靠

度，可以发现 B 取值接近 6 时，叶盘系统的避共振可

靠度最低，为 0.6239；而 B 取其他值时，叶盘系统的

避共振可靠度均较接近 1。说明结构谐波系数 B 的选

取对叶盘系统的避共振设计有重要影响。对于本文中

的模型，结构谐波系数 B 应该尽量选取远离 6 的值

以避免发生共振。在某些情况下，当叶盘系统的结构

谐波系数无法更改时，则应将工作转速限制在更合理

范围内，并尽量减小转速的随机性。

3 结论

（1）本文参考已有的振动可靠度分析方法，考虑

激振频率和模态频率的相关性，建立了失谐叶盘系统

的避共振可靠度计算模型。该模型在分析问题时更加

接近失谐叶盘系统实际的振动状态，完善了振动可靠

度分析方法。

（2）本文对失谐叶盘系统进行确定性分析和概率

分析。发现在失谐状态下，叶盘系统的模态频率将会

拓展成 1 个区间，使得叶盘系统更容易发生共振，增

加避共振的难度。且在失谐状态下，叶盘系统的模态

位移也可能大幅增加，使叶盘系统激振频率经过共振

区间时更加危险。所以对失谐叶盘进行避共振可靠度

分析具有实际意义。

（3）根据本文提出的考虑激振频率和模态频率相

关性的失谐叶盘系统避共振可靠度计算方法得到的

计算结果，相比于不考虑激振频率和模态频率相关性

的传统方法的结果，与蒙特卡洛方法的计算结果更加

接近，说明该方法合理，能够更准确预测叶盘系统避开

共振的概率，具有较高的工程应用价值。在分析过程中

还发现结构谐波系数同样是影响叶盘系统避共振的重

要因素，对叶盘结构的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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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非设计状态下发动机总体性能预估精度，发展了 0D/2D 耦合总体性能预估方法。针对某型 3 轴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建立了基于 T-MATS 平台的涡桨发动机总体性能 0D 仿真模型。对涡桨发动机可用功分配提出了 2 种优化方案。对原方案和 2 种优

化方案的自由涡轮、尾喷管 2 个部件进行了 2D 流道和叶型设计，通过 S1 流面与通流 CFD 计算验证了所设计部件的气动性能满足

发动机总体性能指标要求。为提高非设计状态下发动机总体性能预估精度，采用 0D/2D 耦合总体性能预估方法分析了 3 种方案。结

果表明：优化方案 1 使发动机当量耗油率在设计、巡航、地面状态分别降低 2.1%、1.2%、2.0%。

关键词：涡桨；总体性能；0D/2D；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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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um Design of Turboprop Overall Performance
PENG Hui-lan袁 SHU Jie袁 GE 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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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o improve predicting accuracy of overall performance for off-design points袁a 0D/2D coupling method is developed.Forcus
on a three-spool turboprop袁a 0D overall performance simulation model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urboprop based on T-MATS is established.
Two optimum plans to the distribution for useful output are presented. A 2D flow-path and balde design method are developed to free
turbine and jet pipe in the original plan and two optimized plans. Through S1 flow surface and through flow CFD calculation,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designed component meets the target of overall performance of engine. In order to improve predicting accuracy of engine
overall performance inuoff-design points袁 a 0D/2D coupling overall performance prediction method was adopted to analyze three pla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lan 1 reduces equivalent specific fuel consumption for 2.11% at design point袁1.2% at cruise point and 2% at ground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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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涡轮螺旋桨（以下简称涡桨）发动机是 1 种主要

依靠螺旋桨产生拉力或推力驱动飞机的航空动力装

置，在高亚声速飞行条件下具有推进效率高、耗油率

低、起飞推力大等诸多优点，广泛应用于军用中小型运

输机、民用支线客机和通用飞机上[1]。目前最先进的涡

桨发动机是 TP400-D6，其耗油率为 0.21 kg·kW·h[2]。

而中国长期以来在涡桨发动机领域的技术储备严重

不足，螺旋桨技术水平处于测绘仿制阶段，自主研发

能力相对国外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3]。

传统的航空发动机设计都是以 0D 为基础，需要

通过大量的试验来反映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其结果导

致设计周期长、费用高[4]。迅速发展的 CFD 技术给航

空发动机设计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航空发动机的进一

步发展需要对流道内气动热力学过程进行更精确的

数值仿真，需要高精度的数学模型和计算程序以提高

总体性能预估水平[5]。英国克莱菲尔德大学 Friederike

等[6]针对某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以进气道、风扇、外

涵几何模型为基础，发展了 1 种 0D/2D 耦合下的发

动机总体性能预估方法，可以准确地预估部件气动性

能，计算得到的涡扇发动机耗油率精度较 0D 设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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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 3%。

美国 Denton 等[7]基于多层次 CFD 计算开发了用

于航空发动机叶轮机械设计的开源程序 Multall，主要

包括：（1）通过给定总体性能参数和 1D 计算确定流

道平均半径上的叶型转角及轮毂、机匣几何参数；（2）

通过 2D 轴对称通流反问题设计获得叶片沿叶高几

何参数，并进行多次 2D 通流计算以分析叶片损失、

效率和流面厚度分布等参数；（3）沿叶高多个截面进

行 Q3D（Quasi 3 Dimension）准 3 维计算以确定叶片

参数，在此基础上进行 3D 粗网格 CFD 计算以优化叶

片积叠方式，并在 3D 细网格上进行机匣引气、转子

叶尖泄漏、涡轮冷却等 CFD 详细计算，以最终确定流

道及叶片几何参数。Multall 是 Denton 基于 40 多年经

验开发出来的从 0D 到 3D 成熟的叶轮机械设计程序，

有相当高的可靠性，且计算速度快，可用于工程设计。

本文研究对象是 1 台高压比、高涡轮前温度、低

当量耗油率的先进涡桨发动机。对这种高性能涡桨发

动机采用传统的通用模型计算会带来一定误差，特别

是非设计状态。为提高总体预估精度，开展了 0D/2D

耦合下发动机总体性能优化研究。0D 主要针对涡桨

燃气发生器部分，采用了 NASA 开发的 T-MATS 源代

码程序进行计算。0D/2D 耦合交界面位于自由涡轮进

口。2D 以吴仲华教授[8]提出的 S1/S2 2 类流面理论为基

础，对自由涡轮和尾喷管进行部件设计和 2D-CFD 计

算，同 Denton 的 Q3D 方法是一致的。

1 基于T-MATS的0D发动机总体性能计算

T-MATS（Toolbox for the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Thermodynamic System）是 NASA 格林研究中心于

2014 年公开发表的 1 套用于热力系统建模及控制的

工具箱[9]。该工具箱嵌于 Matlab/Simulink 中，包含常用

的热力学元件和控制元件等，为用户提供了 1 个界面

化的仿真平台。T-MATS 的优点在于将发动机的部

件、传感器、控制元件、数值解算器等模块化，用户可

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完成模型的搭建[10]。

1.1 T-MATS 用于发动机仿真模型建立的验证

选取某涡轴发动机验证 T-MATS 平台的准确性。

建立了在平台下某涡轴发动机 0D 性能仿真模型。

T-MATS 计算得到的节流特性与试验数据对比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二者基本吻合，最大误差在 4%

以内，从而验证了基于 T-MATS 建立的发动机 0D 仿

真模型的准确性。

1.2 某涡桨发动机的 0D总体性能计算

针对某涡桨发动机，利用各部件共同工作原理，

建立了基于 T-MATS 下的 0D 性能仿真模型。该涡桨

发动机结构如图 2 所示。

涡桨发动机的设计点选在最大爬升状态，已知参

数包括：给定的飞行高度和飞行马赫数，发动机性能要

求，压气机增压比，涡轮前总温等循环参数，发动机各

部件的效率及损失系数，空气系统冷却气量分配等[11]。

设计状态确定后，通过计算可得到发动机尾喷管截面

的尺寸。

当发动机处于非设计状态时，压气机、燃烧室、涡

轮等部件的工作点都发生了变化，高、低压压气机的

转速、流量、效率和增压比，燃烧室的出口总温、燃油

流量，高、低压涡轮和自由涡轮的转速、流量、落压比

也发生了变化。涡桨发动机通常设定螺旋桨的转速不

变，由于减速器的减速比为常数，即涡桨发动机的自

由涡轮轴转速为常数，飞机的主要飞行状态可以通过

调节桨叶角来实现。

稳态模型自变量为发动机进口流量、低压压气机

增压比、高压压气机增压比、低压涡轮落压比、高压涡

图 1 涡轴发动机节流特性对比

图 2 涡桨发动机结构

Gear

LPC
HPC

HPC
LPC

FT Nozzle

Combustor

96452520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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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落压比、自由涡轮落压比、低压转速、高压转速；稳

态模型因变量为低压压气机、高压压气机、低压涡轮、

高压涡轮、自由涡轮和尾喷管的标准化流量误差、低

压轴和高压轴的加速度。

当自变量确定后，对涡桨发动机进口至尾喷管出

口进行热力计算，利用数值解算器求解因变量，当计

算结果收敛时，即可得到涡桨发动机各截面的气动参

数及性能参数。该涡桨发动机在 H=0 km，Ma=0 的地

面起飞状态下用 T-MATS 和 Gasturb 计算得到的低

压压气机和高压压气机的共同工作线结果对比如图

3、4 所示。从图中可见，2 个结果基本吻合。

2 涡桨可用功分配

对于涡桨发动机，存在着可用功在排气动能和输

出功率之间的分配问题，在设计时可以通过优化可用

功分配使当量耗油率更低。涡桨发动机的自由涡轮驱

动螺旋桨，因此通过改变自由涡轮落压比即可调节发

动机输出给螺旋桨的功率，也就是说可用功的分配取

决于自由涡轮落压比的选取。某研究所给出该涡桨发

动机总体初始方案在设计状态下的自由涡轮膨胀比

为 4.5，尾喷管排气速度为 313.4 m/s。本文针对该涡

桨发动机的可用功分配提出了 2 种不同的优化方案

以供对比。

2.1 优化方案

2.1.1 基于最大推进功的优化方案 1

涡桨发动机总的循环功和总的推进功分别为

W=Wm+Ek9=W ft /浊ft+C9

2
/2 （1）

W P= W-
C0

2

2
C9

C0
蓸 蔀 2蓘 蓡浊m浊ft浊pr+C0

2 C9

C0
-1蓸 蔀 （2）

式中：Wm 为自由涡轮传递给功率输出轴的功；浊ft 为

自由涡轮效率；W ft 为自由涡轮功；浊m 为传动机械效

率；浊pr 为螺旋桨效率；C9 为尾喷管排气速度；C0 为飞

行速度。

王琴芳[12]指出，可用功分配优化的目标是使涡桨

发动机得到最大的推进功。对式（2）中可用功分配系

数 C9 /C0 求导，并取 1 阶导数等于零，即可求得使推

进功 W p 最大的（C9 /C0）opt 为

（C9 /C0）opt=1/浊m浊ft浊pr （3）

通过调节 C9 使 C9 /C0 满足式（3），利用 T-MATS

求得该方案的自由涡轮落压比为 4.916。

（a）流量 - 压比

（a）流量 - 压比

（b）流量 - 效率
图 3 低压压气机共同工作线对比

（b）流量 - 效率

图 4 高压压气机共同工作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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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基于设计经验的优化方案 2

HIH Saravannamuttoo[13]指出，根据发动机设计经

验，对于任何给定的飞行速度和高度，当自由涡轮出

口总压等于压气机进口总压时，可用功分配最佳。在

T-MATS 下求得满足上述条件的自由涡轮落压比为

4.837。

2.2 0D总体性能分析

基于 T-MATS 平台对原方案和本文提出的 2 种

优化方案进行总体性能仿真模拟。与原方案相比，采

用方案 1、2，发动机当量耗油率分别降低了 1.4%、

1.2%。从当量耗油率角度来看，方案 1 优化效果更好

（见表 1）。

3 自由涡轮 -尾喷管段流道和叶片设计

为了进一步验证方案 1 的优化效果，考虑到

0D/2D 耦合的总体性能预估方法在非设计点性能评

估上有明显优势，因此采用该方法分析 3 种方案。由

于目前还没有该涡桨发动机的叶型流道数据，本文基

于吴仲华 S1/S2 2 类流面理论，假定叶片根、中、尖 3

个不同叶高位置存在 S1 流面，开发了 1 种基于 S1 流

面的涡轮叶片设计方法。具体过程如下：

（1）在相应流面上进行 2D 叶型设计，主要包括：

根据涡轮流量、压比、级负荷分配等参数确定涡轮各级

进出口的平均气流参数；根据等 琢1 径向分布规律[14]确

定叶片径向气流参数分布；基于 3 阶贝塞尔曲线的

设计方法得到 2D 叶型，并沿重心径向积叠形成 3

维叶片。

（2）在 S1 流面上进行 CFD 计算验证，根据 S1 流

面计算结果修改 2D 叶型几何参数，直到叶片根、中、

尖的压比、效率均满足设计要求。

（3）对叶片在 S2 流面进行通流计算，根据流量、

压比等性能参数判断其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如满足设

计要求且流场合理，则完成叶片设计；否则回到步骤

（1）重新设计叶型。

为保证 2D 计算结果对比的有效性，3 种方案自

由涡轮选用相同稠度、展弦比、级负荷分配等参数，尾

喷管长度保持一致，设计点均选用最大爬升状态点。

3.1 S1 流面 CFD分析

采用 NUMECA 商用软件对叶片根、中、尖 3 个流

面进行有黏 NS 方程求解，湍流模型选用 BL 模型。自

由涡轮进、出口条件由 S2 通流计算结果给出，上下边

界设为滑移边界条件。

设计完成后的初始方案、方案 1、方案 2 的自由

涡轮叶片 S1 流面计算结果见表 2。从表中可见，3 种

方案叶片根、中、尖的压比与设计值基本接近，效率均

高于设计值，主要原因在于 S1 流面假设忽略了 3 维

流动效应，特别是根部和尖部的二次流动损失。另外，

由于采用等内径设计，设计状态下尖部马赫数比根部

低，效率偏高。可以认为 3 种方案的自由涡轮叶型在

总体设计阶段满足了设计要求，可作为 0D/2D 耦合

计算的 2D 模型。

3.2 S2 通流计算

通流计算采用基于周向平均的有黏 NS 方程，对自

由涡轮和尾喷管 S2 流面进行数值模拟。0D计算给出最

大爬升状态下自由涡轮进口总压 P5

*
=177110 Pa，T5

*

=1109 K，p9=30868 Pa，经过多次迭代，2D 通流计算得

到的自由涡轮性能参数如流量、压比和效率与总体设

计值误差均在 1%以内，3 个方案在该工况下通流计

算结果见表 3。计算模型喷管长度参考 PW150[16]，由

于未考虑尾椎后回流区的流动，导致计算得到的喷管

总压恢复系数偏高，但基本满足总体阶段设计分析要

求。3 个方案的通流计算马赫数如图 5 所示，由于采

用后加载叶型设计，各叶排在喉道附近加速膨胀，喉

设计参数

初始方案

方案 1

方案 2

落压比

4.500

4.916

4.837

当量功率 /kW

3257.44

3301.87

3295.93

当量耗油率 /（kg/（h·kW）

0.2157

0.2127

0.2131

表 1 3种方案 0D总体性能计算结果

设计方案

初始方案

方案 1

方案 2

参数

设计值

叶根

叶中

叶尖

设计值

叶根

叶中

叶尖

设计值

叶根

叶中

叶尖

压比

4.500

4.411

4.456

4.421

4.916

4.861

4.919

4.859

4.837

4.760

4.828

4.805

效率 /%

91.00

91.53

93.82

95.30

91.00

91.64

95.11

96.07

91.00

91.87

95.08

96.28

表 2 3种方案自由涡轮 S1 流面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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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后马赫数明显增大。从通流计算结果对比中可见，

随着自由涡轮落压比的增加，自由涡轮出口总压减

小，在相同设计流量及背压下，喷管出口面积相应增

大，自由涡轮及喷管直径会有所增加。

通流计算得到的 3 种方案自由涡轮的当量功率

及当量耗油率见表 4。由于自由涡轮落压比的提高，

与初始方案比较，方案 1 的自由涡轮输出功率提高

22.83 kW，当量耗油率降低 2.11%，方案 2 的自由涡

轮输出功率提高 21.27 kW，当量耗油率降低 1.53%。

从当量耗油率的角度考虑，方案 1 优化效果最佳。该

结论与 0D 总体性能分析一致。

4 基于 0D/2D 耦合的涡桨发动机非设计点

总体性能优化分析

0D/2D 耦合的总体性能预估方法打破了传统航

空发动机从概念设计、初步设计到详细设计的漫长设

计流程，在设计初始阶段就能降低设计中的不确定因

素，减少重复设计工作和试验验证的工作量，提高研

制效率和总体预估精度。选取巡航状态和地面起飞状

态进行计算分析，根据 0D 计算结果给定相应工况下

自由涡轮进口及尾喷管出口的边界参数，采用 2D 通

流程序计算，对比分析 3 种方案在非设计状态下的当

量功率及当量耗油率。

采用 0D/2D 耦合的总体性能预估方法计算得到

的 3 个方案在巡航状态、地面起飞状态下的发动机性

能参数见表 5。从表中可见，与初始方案相比，方案 1

在巡航状态、地面起飞状态的当量耗油率分别降低

1.2%、2%，方案 2 在巡航状态、地面起飞状态的当量

耗油率分别降低 0.3%、0.9%。

从上面结果来看，方案 1 在 3 个不同工作状态

下发动机当量耗油率都是最低的，且最大下降位于

设计点。

5 结论

本文针对某涡桨发动机开展了 0D/2D 耦合下的

发动机总体性能优化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基于 T-MATS 平台建立某涡轴发动机性能仿

真模型，将通过计算得到的节流特性与试验数据进行

对比，结果表明基于 T-MATS 平台建立的发动机模

型合理有效，具有较好的工程应用价值；基于

T-MATS 建立了涡桨发动机总体性能仿真模型，计算

高、低压压气机共同工作线并与 Gasturb 对比，表明

该模型可用于本文 0D 总体性能分析。

（2）为提高总体阶段预估精度，提出将 0D/2D 方

法应用于发动机初步设计阶段。利用 S1/S2 2 类流面

理论，完成对 3 种方案自由涡轮 - 尾喷管段的设计，

通过 S1 流面及通流计算验证所设计的模型能够用于

初始方案 方案 1 方案 2

图 5 自由涡轮 -尾喷管的通流计算马赫数

0.05 0.15 0.25 0.35 0.45 0.55 0.65 0.75 0.85

设计方案

初始方案

方案 1

方案 2

落压比

4.529

4.921

4.849

当量功率 /kW

3161.21

3228.37

3207.42

当量耗油率 /（kg/（h·kW）

0.2221

0.2174

0.2187

表 4 设计点通流计算下当量功率及当量耗油率

设计方案

初始方案

方案 1

方案 2

参数

流量 /（kg/s）

压比

效率 /%

喷管总压恢复系数

流量 /（kg/s）

压比

效率 /%

喷管总压恢复系数

流量 /（kg/s）

压比

效率 /%

喷管总压恢复系数

设计值

8.4214

4.500

91.0

0.97

8.4214

4.916

91.0

0.970

8.4214

4.837

91.0

0.970

S2 计算值

8.4208

4.529

91.9

0.992

8.4504

4.921

89.3

0.985

8.4336

4.849

90.1

0.989

表 3 3 种方案通流计算结果

状态

巡航

地面起飞

设计方案

初始方案

方案 1

方案 2

初始方案

方案 1

方案 2

落压比

4.396

4.74

4.635

3.31

3.408

3.387

当量功率 /（kW）

2930.20

2965.75

2937.71

5085.71

5191.44

5138.00

当量耗油率 /

（kg/（h·kW）

0.2177

0.2150

0.2171

0.2738

0.2684

0.2714

表 5 在巡航状态和地面起飞状态下3种方案发动机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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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阶段性能分析。

（3）对涡桨发动机的可用功分配问题提出了 2 种

优化方案，采用 0D/2D 耦合的方法对 3 种方案在设

计点及非设计点进行了计算分析。结果表明方案 1 的

可用功分配可使发动机当量耗油率相对初始方案在

设计状态降低 2.1%，巡航状态降低 1.2%，地面状态

降低 2.0%，具有较好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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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为了模拟航空发动机电子控制器的结构和功能，根据 1 种典型的民用涡扇发动机数字电子控制器的硬件结构和工作原

理，采用基于面向对象的建模方法，为航空发动机数控系统仿真平台 FADEC Works 搭建了数字电子控制器部件仿真类库，利用数字

电子控制器部件仿真类库建立了双通道数字电子控制器模型，在 FADEC Works 仿真平台上与发动机模型进行了集成，构成了航空

发动机闭环数控系统，并对搭建的双通道数字电子控制器模型进行了仿真和验证。结果表明：利用数字电子控制器部件仿真类库搭

建的数字电子控制器模型能够模拟数字电子控制器的运行过程。该模型可应用于控制运行逻辑、故障诊断逻辑、通道切换逻辑的开

发、集成、测试和验证。

关键词：数字电子控制器；面向对象；建模；仿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5.006

Object-Oriented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for Aero-Engine Electronic Controller
SHEN Jie袁 HU Zhong-zhi袁 SHEN Li-rui袁 WANG Ji-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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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rder to simulate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aero engine electronic controller袁based on the hardware structure and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digital engine electronic controller渊EEC冤for a typical commercial turbofan engine袁object-oriented modeling method
was adopted to establish a simulation class library of EEC components for FWorks aero-engine digital control system simulation platform. A
model of dual-channel digital EEC was constructed by using simulation class library of EEC components. An aeroengine closed-loop digital
control system was constructed by integrating the engine model with the model of dual -channel digital EEC in the Fworks simulation
platform, and the dual-channel digital electronic controller model was simulated and verif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ed model
can simulate the operation of the digital EEC袁 and can be used in development袁 integration袁 testing and validation for control operation
logic袁 fault diagnosis logic and channel switching logic.

Key words: digital electronic controller曰object-oriented曰modeling曰simulation曰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研制需要经历数字仿真、

硬件在回路仿真、半物理仿真、台架试车和试飞 5 个

阶段，其中精确的数字仿真能够有效缩短发动机控制

系统研发周期并降低成本[1]。近几年美国 NASA 利用

Matlab/Simulink 开发出了 TTECTrA、C-MAPSS 等控

制系统数值仿真软件[2-5]，用于航空发动机控制律的设

计，极大地提高了控制律的设计效率。但是，这些基于

Matlab 仿真环境设计的控制律和控制逻辑无法直接

在真实控制器中运行，需要重新编写程序或使用基于

模型的开发方法（MBD）和自动代码生成器产生高效

规范的嵌入式代码，因而增加了设计人员的工作量。

国内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仿真平台的开发大多基于

面向对象编程语言 C++ 实现[1，6-7]，设计的控制律和控

制逻辑可以更便捷地应用于真实电子控制器。但是，

从国内、外发表的文献来看，目前的控制系统数字仿

真软件或平台都没有包括航空发动机电子控制器的

数字模型，因此设计人员无法利用现有的软件和平台

进行与电子控制器结构相关的故障诊断和双通道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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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的通道切换等逻辑的设计、集成和测试验证。

目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正在开发全数字发动机

控制系统仿真平台 FADEC Works [8-9]（简称 FWorks），

FWorks 是 1 个基于 Internet 的多用户、异地、协同、综

合设计仿真平台，用于满足不同地域、不同部件的控

制系统设计人员进行控制系统各部件设计、集成、测

试和验证的需求。

为了给 FWorks 平台提供电子控制器基线模型，

本文在已有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仿真平台 FWorks

的基础上，基于面向对象的建模方法进行数字电子控

制器软 / 硬件结构分析，抽象其特征，创建电子控制

器硬件各功能模块的部件类库，搭建双通道的电子控

制器模型。

1 数字电子控制器结构分析

面向对象建模与面向过程建模的主要区别在于

面向对象建模强调的是系统的总体结构而不是系统

所涉及的具体过程，因此，建立数字电子控制器面向

对象模型的首要任务是对典型数字电子控制器进行

“抽象”，分析其软 / 硬件结构功能特征。目前发动机

控制系统已发展成为能够控制包线内全部工作状态

的具有容错能力且可靠性高的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

系统[10]，主要由传感器、数字电子控制器和执行机构

组成，其中数字电子控制器是控制系统的核心，包括

硬件电路和软件控制逻辑 2 部分。本文以 CFM56 发

动机数控系统为原型，分析双通道数字电子控制器的

硬件电路和 BIT 软件逻辑的特征，为后续的仿真类实

现提供依据。

1.1 双通道数字电子控制器的硬件结构分析

CFM56 及其改进型发动机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

大涵道比民用涡扇发动机，其数字控制系统具有一定

的通用性[11-12]，其结构如图 1 所示。

数字电子控制器作为数字控制系统最核心的部

件，其主要任务是接收传感器的测量信号，在内部进

行一系列的处理后，输出对执行机构的控制信号。

双通道数字电子控制器的功能结构如图 2 所示。

包括独立但相同的 2 个通道 A 和 B，1 个通道作为主

控通道时，另 1 个通道将作为热备份通道，但做同样的

信号处理，一旦主通道出错，会视情切换到热备份通

道，以保证满足控制系统安全性和发动机性能要求。

根据不同的功能特点，数字电子控制器每个通道

可以划分为输入信号调理电路、核心数字电路以及输

出信号调理电路 3 大模块[13-14]。输入信号调理电路根

据数字电子控制器接收的信号的类型不同细分为模

拟量输入调理电路、频率量输入调理电路以及开关量

输入调理电路；输出信号调理电路分为模拟量输出驱

动电路以及开关量输出调理电路等。此外，双通道数

字电子控制器中需要设置 BIT 电路对控制器中的所

有模块进行故障检测，提供通道切换的依据[14-15]。

为了建立数字电子控制器中各电路模块面向对

象模型，本文对数字电子控制器各电路模块的主要功

能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1。

1.2 双通道数字电子控制器的软件逻辑分析

双通道数字电子控制器的软件逻辑集成在每个

通道的核心数字电路中，包括调节规律、限制逻辑、

BIT 检测逻辑、通道切换逻辑等。其中调节规律、限制

逻辑、通道切换逻辑等一般由设计人员设计，与硬件

电路的相关性不大；而 BIT 检测逻辑与硬件电路的结

构有关。所以双通道电子控制器的软件逻辑主要分析

BIT 自检测逻辑并通过面向对象的方法建模实现。

BIT 自检测一般分为 4 种模式，分别为上电 BIT、

飞行前 BIT、飞行中 BIT 和维护 BIT。其中飞行中 BIT

主要通过检测信号值范围来判断故障，而上电 BIT、图 1 CFM56发动机数字控制系统结构

图 2 双通道数字电子控制器功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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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前 BIT 和维护 BIT 由于不是处在数字电子控制

器正常运行状态，所以某些类型的信号可以通过主动

施加激励回绕的方法来检测信号处理回路的故障[14-15]，

如频率量信号和开关量信号。以频率信号处理回路的

BIT 检测为例，在上电 BIT、飞行前 BIT 和维护 BIT 模

式下，数字电子控制器的 CPU 产生 1 个固定频率的

激励信号经过 BIT 电路施加到频率量输入调理电路，

此时频率量输入调理电路不再处理传感器测量的信

号，而是处理激励信号，并将处理的结果以方波的形

式传递给 CPU，CPU 再将该方波信号的频率与激励

频率进行对比，从而判断故障位置，如图 3 所示。

1.3 数字控制系统建模需求

进行数字电子控制器建模的目的是为了搭建 1

个通用的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数字电子控制器

数值仿真平台，该平台能够给设计人员提供模拟数字

电子控制器电路故障且进行控制逻辑和双通道数字

电子控制器通道切换逻辑设计的功能。因此所搭建的

数字电子控制器模型应该具有能模拟控制器中电路

处理信号的功能，电路模块接口信号参照 CFM56 发

动机数控系统的接口信号。综合前文双通道电子控制

器的硬件结构和软件逻辑分析，每个电路模块具体的

建模指标见表 2。

2 数字电子控制器仿真类库设计

面向对象建模的基本思路是采用面向对象的分

析设计方法建立 1 个仿真类库，在仿真类库的基础上

定义有关类的实例为对象，进行对象的合理组织，最

终实现模块化建模。根据上文的数字电子控制器结构

分析结果和建模需求，将各电路模块封装为电路模块

类，形成数字电子控制器仿真类库，为后续的数字电

表 1 双通道数字电子控制器电路原理

电路类型 工作原理

频率量输入调

理电路

滤 波：RC 滤波去高频信号。

放大：将滤波出的信号放大一定倍数。

整型：将与转速信号有关的信号转换为方波信号。

隔离：将外部高压电路和核心数字电路隔离开。

模拟量输入调

理电路
滤波、放大、偏置。

开关量输入调

理电路
滤波、隔离。

核心数字电路 数据采集、数据通信、控制信号输出。

模拟量输出调

理电路

经过 DA 转换后的输出信号进行放大、偏置或者

V/I 变换驱动执行机构。

开关量输出调

理电路

经过 DA 转换后的高、低电平放大调整为各执行

机构需求的电压大小。

BIT 电路 主要为上电自检时需要的回绕电路。

图 3 频率量 BIT 自检回路结构

电路类型 输入接口信号 输出接口信号 模型功能

模拟量输入

调理模块

所有压力、温

度、位移传感器信

号；电源信号。

所有压力、温

度、位移的调理

信号。

压 力 信 号 调

理：模拟电桥平

衡、滤波、放大；

温度信号调理：

同压力信号调理

步骤；位移信号

调理：模拟位移

传感器的副边电

压输出特性。

频率量输入

调理模块

高、低压转速传

感器信号；BIT 模

块的激励信号；电

源信号。

高、低压转速

的调理信号。

模拟转速传感

器产生的交流信

号、滤波、整形、

隔离。

开关量输入

调理模块

启动指令、通道

切换测试指令；

BIT 模块的激励

信号；电源信号。

启动指令、通

道切换指令的调

理信号。

模 拟 信 号 隔

离。

电源模块

飞 机 提 供 的

28V 直流电；交流

发 电 机 提 供 的

280V 交流电。

EEC 各电路模

块的供电电压。

模拟电源切换

及电压转化。

BIT 模块

CPU 提供的频率

量激励信号以及

开关量激励信号；

频率量激励信

号以及开关量激

励信号；

简化该模块，

只 进 行 数 据 传

递。

CPU 模块

所有的模拟量、

频率量、开关量调

理信号；另 1 个通

道的信号；电源信

号。

部分模拟量、

开 关 量 输 出 信

号 ；BIT 激 励 信

号；送给另 1 个

通道的信号。

模 拟 数 据 采

集、上电 BIT 自

检、其他逻辑由

设计人员开发。

模拟量输出

调理电路

所有执行机构

的控制信号；电源

信号。

所有执行机构

的处理后的控制

信号。

模拟电压转换

或者电压电流转

换。

开关量输出

调理电路

启动指令、点火

指令、停车指令；

电源信号。

启动指令、点

火指令、停车指

令。

模 拟 电 压 转

换。

表 2 数字电子控制器各电路模块建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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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电路模块类程序结构

子控制器建模奠定基础。

2.1 仿真类库定义及接口参数设计

基于面向对象的思想，将 CFM56 的数字电子控

制器抽象为对象，其内部不同的电路模块抽象为电路

模块类，电路模块类封装了该电路模块所处理的数据

和功能函数。仿真类库由电路模块类和辅助类组成，

通过调用仿真类库的电路模块类可以搭建数字电子

控制器模型对象。

以 CFM56 发动机数字电子控制器为对象分析，

数字电子控制器模型的输入参数应包括模拟量、频率

量、开关量和电源参数，模拟量输入接口参数包括 P0、

Pt12、Pt3、Pt13、Pt25、Tt12、Tt25、Tt3、Tt49.5、Tt5、Toil、Tfule 和所有的

位置传感器信号，频率量输入接口参数包括 N1、N2，

开关量输入接口参数包括起动信号、停车信号和通道

切换信号，电源输入接口参数包括 28 V 和 330 V 两

种电压。数字电子控制器模型的输出参数应包括模拟

量和开关量，模拟量输出接口参数包括供油信号和所

作动机构的控制信号，开关量输出接口参数包括启动

信号、点火信号和停车信号。

2.2 面向对象模型数据传递机理

面向对象建模思想的 1 个突出优点是“封装”，数

字电子控制器按功能划分的各电路模块再封装为多

个电路模块类后就相互独立，要想实现各电路模块类

间的数据传递，需要为每个电路模块类定义不同的数

据端口，此外还需要定义数据线用于数据端口与数据

端口之间的数据传递[18]，电路模块类间的数据传递如

图 4 所示。

2.3 数字电子控制器仿真类库框架

“继承”是面向对象方法的 1 个重要特点，面向对

象建模的“继承”特性能够提高代码的重用率且方便

后期的扩充，因此良好的类层次结构是建模质量的关

键[19]。本文设计的数字电子控制器仿真类库框架如图

5 所示。最顶层的 EEC 是所有类的父类，派生出电源

模块类 Power、数据端口类 Port、数据线类 Cable、输入

调理模块类 Input Regulate、处理器模块类 CPU、输出

调理模块类 Output Regulate 和机内自检测模块类

BIT。依据不同的处理信号类型，输入调理模块类

Input Regulate 派生出模拟量输入调理模块类 Input

Analog Regulate、频率量输入调理模块类 Input Fre-

quency Regulate、开关量输入调理模块类 Input Switch

Regulate，输出调理模块类 Output Regulate 派生出模

拟量输出调理模块类 Output Analog Regulate 和开关

量输出调理模块类 Output Switch Regulate。

2.4 仿真类库各模块类的实现原理

数字电子控制器仿真类库中各电路模块类的功

能参照表 2 设计，各电路模块模型旨在实现电路功能

的模拟，不细化到电阻、电容级别的模拟。各电路模块

类的功能均单独编写为类的功能成员函数，每个模块

类中均设置 Run 函数用于

调用功能成员函数，此外，

每个电路模块类依据输入

和输出的数据类型不同，

需要在类中定义不同的数

据端口类 Port 的对象，电

路模块类的程序结构如图

6 所示。

频率量输入调理模块类 Input Frequency Regu-

late 用于调理转速信号，数据接口获取的转速信号

为转速的频率值，getinputdata 函数用于获取转速信

号值，NSensor 函数用于模拟出传感器产生的交流正

弦信号，filter 函数将正弦信号的幅值从 1 V 降低到

0.3 V，amplification 函数将正弦信号的幅值从 0.3 V

放大到 1.5 V，compare 函数模拟比较器将正弦信号转

化为 5 V 方波，optoIsolator 函数将 5 V 方波转化为 3

V 方波。

模拟量输入调理模块类 Input Analog Regulate

用于调理压力、温度、位移传感器的传感器信号，主要

图 4 部件间数据传递

图 5 数字电子控制器仿真类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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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电压信号的简单处理。以压力信号调理为例，设

置功能成员函数 Pressure Regulate，数据接口获取的

压力信号为电阻阻值，功能成员函数 Pressure Regu-

late 通过模拟电桥平衡将电阻值转化为电压值，后续

再经过滤波、放大处理，转化为幅值为 0~3 V 的电压

信号输出。

开关量输入调理模块类 Input Switch Regulate 用

于调理开关指令信号，数据接口获取的是开关量电压

信号，通过 getinputdata 函数读取，opto Isolator 函数将

5 V 信号转化为 3 V 信号。

处理器模块类 CPU 用于数据采集、数据通信以

及控制逻辑设计，通过 Getdata 函数获取调理电路处

理的所有信号，其中模拟量信号和开关量信号通过简

单的数据传递获取。转速信号通过读取方波信号的上

升沿和下降沿的时间，最后计算周期获取。BIT pro-

cess 函数用于控制器内部所有模式的 BIT 自检，此外

设置的 channelswitch 函数和 controllogic 函数用于设

计通道切换逻辑和控制逻辑。

模拟量输出调理模块类 Output Analog Regulate

以及开关量输出调理模块类 Output SwitchRegulate 主

要进行简单的数据传递。

3 通用数字电子控制器建模及仿真

3.1 通用数字电子控制器建模

通用数字电子控制器模型的通用性体现在接口

通用、内部处理过程通用和控制器结构通用。CFM56

发动机是使用最广泛的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其

数字电子控制器已相当成熟，数据接口涵盖的数据全

面，控制器结构合理，内部处理过程安全可靠。本文所

建立的数字电子控制器仿真类库以 CFM56 发动机数

字电子控制器为分析对象，利用该仿真类库搭建的数

字电子控制器模型对于民用大涵道比双轴涡扇发动机

模型具有一定的通用性。本文根据仿真类库搭建通用

数字电子控制器模型并集成到已有的 FWorks 数字仿

真平台上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

通用数字电子控制器模型设计为双通道控制器，

包含 2 个完全相同的控制通道 A 和 B，每个通道都有

单独的输入信号调理电路模块、数字核心电路模块、

输出信号调理电路模块。本文所搭建的通用数字电子

控制器模型的单个通道的结构如图 7 所示。

通用数字电子控制器模型每个通道的输入信号

包括 27 路模拟信号、4 路频率信号、2 路开关量信号

和 2 路电源信号，输出信号包括 7 路模拟信号和 3 路

开关量信号，通道内部电路包括模拟量输入调理模

块、频率量输入调理模块、开关量输入调理模块、电源

模块、BIT 模块、CPU 模块、模拟量输出调理模块、开

关量输出调理模块各 1 个。

为了完善 FWorks 仿真平台并验证通用数字电子

控制器模型的有效性，本文将搭建的通用数字电子控

制器模型集成到 FWorks 平台上，并与 FWorks 平台

中的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模型进行闭环仿真，集

成通用数字电子控制器的 FWorks 平台的结构如图 8

所示。航空发动机模型在服务器端，通用数字电子控

制器集成在客户端后台，发动机模型与控制器通过

Internet 进行数据通信。

3.2 仿真结果及分析

本文在 FWorks 客户端后台的通用数字电子控制

器中设计了简单的转速稳态 PI 控制器，分别对通用

数字电子控制器各模块类进行仿真测试，检验是否符

合设计需求。

发动机高、低压转速信号是重要的控制信号，控

制系统需要计算转速信号的频率才能计算出转速值，

通用数字电子控制器模型模拟了转速传感器产生交

流信号、转速信号调理为方波和最后 CPU 模块计算

图 7 通用数字电子控制器模型单个通道的结构

图 8 FWorks 仿真平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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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转速，频率量输入调理

模块对转速信号的处理结

果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

见，频率量输入调理模块

实现了模拟传感器、滤波、

放大、整形和隔离的功能。

为了检验处理器模块

CPU 对转速的测量精度，

对低压转速做连续阶跃处

理，低压转速和低压转速测量误差分别如图 10、11 所

示，高压转速和高压转速测量误差分别如图 12、13 所

示。从图中可见，处理器模块 CPU 测量的高、低压转

速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均在 0.2%以内，并且转速

测量的误差波动均出现在动态过程中，稳态过程中转

速误差没有波动且误差较小，不影响控制。

通用数字电子控制器对模拟量、开关量信号的处

理只有幅值的变化，所以不会出现误差。

综上所述，通用数字电子控制器模型在加入控制

逻辑后可以有效地控制发动机模型，且控制器模型模

拟了硬件的结构和功能，可以用于软件逻辑设计，尤

其是进行双通道电子控制器通道切换逻辑的研究。

4 结束语

本文基于面向对象建模的方法搭建了通用数字

电子控制器仿真平台，填补了以往没有进行数字电子

控制器功能结构数值模拟的空白。仿真结果表明，所

搭建的通用数字电子控制器模型能够模拟真实电子

控制器的功能特征，可应用于控制系统软件逻辑开

发、集成和验证，为控制系统故障诊断、容错和双通道

电子控制器通道切换逻辑研究建立了仿真基础。控制

器内部细化的软件结构和相关电路故障模拟功能有

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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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涡轴发动机控制系统设计，提出了 1 种基于在线滚动序列核极限学习机的非线性模型预测控制方法。综合考虑直

升机旋翼扭矩、燃气涡轮转速、动力涡轮转速、涡轮级间温度和压气机喘振裕度等信息，设计具有较好实时性、精度和泛化能力的多

输出在线滚动序列核极限学习机作为预测模型，引入预测模型输出与发动机输出的误差进行反馈校正，利用序列二次规化算法在

线求解包含限制约束的预测控制问题。在某型直升机 / 涡轴发动机综合平台的仿真环境中进行了直升机大幅度机动飞行仿真验

证，结果表明：该模型预测控制器相比于传统串级控制具有更好的控制品质，可显著降低动力涡轮转速超调 / 下垂量。

关键词：控制系统；核极限学习机；在线滚动序列；非线性模型预测控制；涡轴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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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linear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for Turbo-Shaft Engine Based on the Online Sliding Sequence Kernel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WANG Ning袁 PAN Mu-xuan袁 HUANG Jin-quan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 Nanjing 210016袁 China)

Abstract: A nonlinear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渊NMPC冤 method based on the online sliding sequence kernel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was proposed for the design of turbo-shaft engine control system.Considering the information of helicopter rotor torque袁 gas turbine
speed袁 power turbine speed袁 turbine stage temperature and compressor surge margin袁 a multi output on -line sliding sequence
kernel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with good real-time袁 precision and generalization ability was designed as a prediction model. The deviation
between predictive model output and engine output was introduced for feedback correction, and the sequential quadratic planning algorithm
was used to solve the predictive control problem with restricted constraints online. In the simulation environment of a helicopter / turbo-
shaft engine integrated platform袁 the simulation of helicopter large maneuver flight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predictive control has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cascade control袁 and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overshoot / droopof the power turbine speed.

Key words: control system曰; KELM; online sliding sequence曰 NMPC 曰turbo-shaft engine

0 引言

直升机是 1 个多自由度、强耦合的系统，与发动

机系统之间相互耦合[1]。随着新一代直升机性能不断

提高，对直升机控制系统、操纵品质和机动性的要求

越来越高，各子系统复杂程度和耦合效应大大增加，

传统串级 PID 控制方法难以获得较好的控制效果[2]。

此外，直升机机动飞行时，由于旋翼扭矩相对于操纵

量变化的滞后特性和发动机控制系统动态特性造成

的不容忽视的时滞特性，使得发动机不能及时针对操

纵量变化进行调整，因此，在设计发动机控制律时必须

考虑这种滞后性，而传统串级 PID 方案处理上述时滞

效应时显得能力不足，最终导致控制系统性能较差[3]。

模型预测控制（MPC）技术[4]由于具有对模型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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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限时域滚动优化有效性以及在设计中考虑各种

软硬约束可能性等突出特点，若将该动态优化技术应

用到发动机控制系统中，对解决上述时滞效应问题、

改善闭环系统动态特性无疑是 1 种可期待的控制方

法。预测控制方法的核心是基于 1 个预测模型在一定

控制时域内进行滚动优化控制，其间考虑到相关约束

并利用反馈校正机制准确控制目标。预测控制方法的

突出优点是可利用大量有效信息进行优化控制，在有

扰动或模型失配的情况下具有良好的鲁棒性。

2007 年，美国 NASA 研究中心在 1 次重要会议

上介绍了有关智能发动机 NMPC 的应用[5]。从国内、

外文献来看，NMPC 在航空发动机控制方面已有相关

探索研究[6-7]；文献[8]利用神经网络训练预测模型实现

了带旋翼负载的涡轴发动机在小扰动情况下的预测

控制；文献[9-10]通过串联稳态非线性模型和 ARX

动态线性模型作为预测模型进行涡轴发动机动力涡

轮转速控制；文献[11]建立 MRR-LSSVR 预测模型进

行涡轴发动机预测控制；文献[12]通过在线滚动更新

OPS-LSSVR 预测模型进行涡轴发动机预测控制等。

以上研究大多利用神经网络或者支持向量机进行多

输出预测模型辨识，但神经网络以及支持向量机有自

身的缺陷，如需要多次迭代，训练时间长，容易陷入局

部最优解等。极限学习机（ELM）算法具有训练速度

快、泛化能力强的特点，在辨识多输出参数耦合模型

方面具有较大优势[13]。其中核极限学习机（KELM）由

于具有可调参数少、收敛速度快、泛化能力强等诸多

优点，在模型辨识等方面已经得到广泛的研究与应

用[14-15]。此外，大多研究仅考虑了燃油量及燃油变化

量限制约束，对于涡轴发动机控制问题，除了考虑以

上约束限制外，还需要考虑发动机转速、燃气涡轮出

口温度、压气机喘振裕度限制，保证发动机平稳、安

全、可靠地工作。

本文针对涡轴发动机控制系统中时滞特性问题，

提出了 1 种基于在线滚动序列的核极限学习机

（OSS-KELM）的非线性模型预测控制方法。

1 NMPC控制结构

涡轴发动机控制的目的是保证当直升机操纵量

发生改变时，发动机动力涡轮转速恒定，抑制动力涡

轮转速的超调 / 下垂量。NMPC 控制是 1 种基于有限

时域带约束的目标函数的开环优化方法，运用非线性

模型预测涡轴发动机未来时刻的输出，并利用在线滚

动优化算法求解发动机动力涡轮转速控制器。本文提

出的涡轴发动机 NMPC 控制方案原理如图 1 所示。

NMPC 控制器包括在线更新预测模型、在线滚动

优化以及反馈校正 3 部分，其中预测模型能够实现在

线更新，保证预测精度。预测模型根据当前时刻燃油

Wf以及历史的输入和输出信息，在线实时预测发动机

系统输出，如旋翼扭矩 Qh、动力涡轮转速 np、燃气涡

轮转速 nG、涡轮级间温度 T45 和压气机喘振裕度

等；基于预测模型以有限时域带约束的动力涡轮转速

恒定为寻优目标，利用 SQP 算法求解未来有限时域

内的燃油输入，并将下一时刻的输入通过执行机构输

入到发动机燃烧室；根据 KELM 模型与实际系统输

出误差修正控制指令，提高控制精度。

2 预测控制器设计

2.1 OSS-KELM 算法

当训练数据集过大时，学习算法中矩阵求逆计算

耗时严重。而且对于复杂的直升机 / 发动机系统，系

统参数变化速度较快，变化范围较广，离线辨识的预

测模型精度难以保证。因此，若能根据系统实时有效

信息在线辨识预测模型实现预测控制，可以改善控制

系统控制品质。

文献[16]将离线 KELM 推广到在线训练，提出了

在线序列 KELM 算法。但是该方法的缺陷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模型结构随训练样本的增加呈线性增长。

为此，本文采用基于线性相关分析的滚动窗法进一步

稀疏模型结构，称之为在线滚动序列核极限学习机

（OSS-KELM）。

给定样本集{（xi,yi）,i=1,2,…,N}，其中，xi=[xi1 xi2 …

xin]T∈n，yi=[yt1 yt2…yim]∈m，N 为样本数。针对具有 L 个

隐含层神经元的 ELM 网络，这个学习问题可以描述

图 1 涡轴发动机NMPC控制系统方案

Qh（k）Qh（k+1）…Qh（k+NP）

np（k）np（k+1）…np（k+NP）

nG（k）nG（k+1）…nG（k+NP）

T45（k）T45（k+1）…T45（k+NP）

SMC（k）SMC（k+1）…SMC（k+NP）

W f（k）
W f（k+1）

W f（k+NP）
W f（k+1） W f（k）

nP，nG，T4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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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fj（xi）=
L

k=1
移g（ak

T xi+bk）茁k=hT（xi）茁j （1）

式中：ak=[a1k a2k … ank]T，为连接第 k 个隐含节点的输

入权值向量；bk 为第 k 个隐含节点偏置；h（xi）=[g（a1

T xi

+b1）g（a2

T xi+b2）… g（aL
T xi+bL）]T，为特征映射；g（xi）为隐

含层神经元激活函数；茁j=[茁1 茁2 … 茁L]T，为第 j 个输出

参数输出权值向量。

在 ELM 中，学习问题可以理解为寻找预测函数 f
保证 f（xi）邛yi，建立如下最优化问题

min
茁

1
2

m

j=1
移茁j

T 茁j +
C
2

m

j=1
移 N

i=1
移着ij

2嗓 瑟
s.t. hT（xi）茁j =yij-着ij （2）

式中：C 为人为选定的正则化参数；着ij 为松弛变量，表

征 ELM 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误差。

求解式（2）得到

茁=HT 1
C IN+HHT蓸 蔀 -1Y （3）

式中：H=[h(x1)h(x2)… h（xN）]T，为隐含层输出矩阵；Y=

[y1

T y2

T
… yN

T
]T，为样本输出向量；IN 为 1 个 N 维的单

位矩阵。

借鉴 SVM 等核方法，定义核函数 k（x,y）=〈h（x）h
（y）〉，〈·，·〉表示特征映射的内积，定义核矩阵 K 为

K=HHT：Ki,j=hT（xi）h（xj）=k（xi,xj） （4）

将核函数代入式（1）、（3）得到 KELM 的预测函

数

f（x）=hT（x）茁=hT（x）HT（1
C IN+HHT）-1Y=

k（x,x1）

…

k（x,xN）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T

1
C IN+K蓸 蔀 -1Y=k（x）琢 （5）

式中：x 为待估计样本输入向量；琢 为 KELM 的输出

权值

琢= 1
C IN+K蓸 蔀 -1Y=RY （6）

由于 OSS-KELM 训练可以看作是 1 个迭代学习

过程，每次新样本加入都需要更新输出权值 琢 以及

求解逆矩阵 R，计算耗时费力，为解决这一问题，考虑

核矩阵迭代求逆加快计算速度。

定义 1 个在线索引集合 Q，利用第 1 个样本初始

化逆矩阵 R1 和输出权值向量 琢1，此时 Q={1}。假设在

第 n+1 步时，在线索引集合 Q={Qi|i=1,2,…,q}，q 为在

线索引集合 Q 元素的个数，训练样本数据集为（X,
Y），其中，X=[xQ1

xQ2
… xQ4

]T，Y=[yQ1
yQ2

… yQ4
]T。

新加入样本数据（xn+1,yn+1），则有

Rn+1=
Kn+InC-1 kn+1

T

kn+1 k（xn+1,xn+1）+C-1
蓘 蓡 （7）

式中：Kn 为第 n 步计算得到的核矩阵，kn+1=[k（xQ1
,xn+1）

k（xQ2
,xn+1）… k（xQ4

,xn+1）]T。
Sherman-Morrison 公式 [17]：给定矩阵 A 以及 D、

V、U，以下等式是成立的。

A U
V D蓘 蓡 -1 = （8）

A-1+A-1-U（D-VA-1U）-1VA-1 -A-1U（D-VA-1U）-1

-（D-VA-1U）-1VA-1 （D-VA-1U）-1蓘 蓡
由于 Rn=（K+InC-1）-1 在第 n 步中已经得到，则求

逆问题的更新式为

Rn+1=
Rn 0

0 0
蓘 蓡+姿-1

茁
-1
蓘 蓡 茁T -1蓘 蓡 （9）

式中：茁=Rnkn+1；姿=（k（xn+1,xn+1）-kn+1
T 茁），将得到的求逆结

果代入式（6），得到第 n+1 步的输出权值

琢n+1=Rn+1
Y
yn+1蓘 蓡= RnY

0
蓘 蓡 +姿-1（茁TY-yn+1）

茁
-1
蓘 蓡 （10）

由于 琢n=RnY 在上一步已经得到，于是可以得到

琢n+1=
琢n

0
蓘 蓡+姿-1（茁TY-yn+1）

茁
-1
蓘 蓡 （11）

这样逆矩阵以及输出权值便可以通过迭代计算

得到。考虑到输出权值向量的维度随训练样本的增加

呈线性增长，为了降低输出权值向量维度，引入线性

相关性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降低数据的冗余程度，

精简模型的结构。由于在线数据是按时间序列交替出

现的，在第 n+1 步根据式（12）判断新加入的样本（xn+1,
yn+1）与当前样本训练样本集合（X，Y）的线性相关程度

驻=k（xn+1,xn+1）-kn+1
T KQ

-1 kn+1 （12）

式中：KQ=（kij）∈q·q，kij=k（xi,xj），i,j∈Q。
该算法中尽管样本数没有上限，对于实时性要求

很高的在线预测模型而言，仍不能满足精简模型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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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迭代预测模型

求。下面以滚动窗法进行

改进 （如图 2 所示），当

n+1 时刻加入新样本（xn+1,
yn+1）时，首先判断新样本与

当前样本集（X，Y）的线性

相关程度，定义 1 个较小

的常数 啄，如果 驻<啄，不引

入新样本对在线索引集合 Q 以及模型进行更新，否

则，引入新样本更新（X，Y），Q 以及 琢，若此时样本窗

口中的数据量超过窗口规模 L+1，则剔除离当前时刻

最远的样本数据（xQ1 ,yQ1），将扩维后的逆矩阵 R 进行

降 维 ， 得 到 降 维 后 的 逆 矩 阵 R。 根 据

Sherman-Morrison 定理[18]分解逆矩阵

R=（K+I(L+2)C-1）-1=
R11 R12

R21 R22
蓘 蓡= g GT

G K軍+I(L+1)C-1
蓘 蓡 -1 =

0 0

0 R軍蓘 蓡+zz Tr =
0 0

0 R軍蓘 蓡+ U-1 VT

V U-1VVT蓘 蓡 （13）

式中：R11∈、R12∈1×(L+1)、R21∈(L+1)×1，以及 R22∈(L+1)×(L+1)，

为 R 的分块矩阵；K軍为剔除（xQ1 ,yQ1）后的核矩阵；g=k
（xQ1 ,yQ1）+C-1，G=[k（xQ1 ,yQ2）k（xQ1 ,yQ3）… k（xQ1 ,yQn+1）]
T，r=（g-GTR）-1，z=[-1 GT RG]T。

根据式（13）可以得到，剔除（xQ1 ,yQ1）后的逆矩阵

R=R22-
R21R12

R11
（14）

剔除（xQ1 ,yQ1），构造新的样本集合（X,Y）以及在线

索引集合 Q，此时输出权值矩阵

琢=RY （15）

从而保证输出权值 琢 维度不变，即滚动窗口数

据规模恒定，从而提高计算实时性。

本文在高度 H=1 km、前飞速度 VX=0 m/s 状态

下，对直升机以及发动机输入进行充分激励，取其归

一化后动态响应数据，利

用 上 述 的 多 输 出

OSS-KELM 算法进行模

型训练，在包线范围内对

模型泛化能力进行验证。

限于篇幅，仅列出高度

H=3 km、 前 飞 速 度

VX=20 m/s 的测试相对误差（如图 3 所示），模型精度

可达 1‰，满足设计要求，其他点精度与之类似。

2.2 基于在线滚动KELM的 NMPC设计

利用 2.1 节设计的 OSS-KELM 算法辨识涡轴发

动机 KELM 动态模型，模型输入为当前时刻燃油 W f、
历史时刻的 W f、旋翼扭矩 Qh、燃气涡轮转速 nG、动力

涡轮转速 np、涡轮级间温度 T45 以及压气机喘振裕度

SMC，输出为当前时刻的 Qh、nG、np、T45 和 SMC。在线辨识

KELM 时，首先将前一时刻系统输出、输入以及历史

信息看作新样本，并与之前训练样本进行相关性分

析，若新样本与当前样本线性不相关，则更新输出权

值矩阵 琢，同时若当前样本数量达到窗口规模 L+1，
则对扩维的逆矩阵 R 进行降维处理，保证数据窗口

规模恒定不变以提高计算实时性。此时，KELM 动态

模型可以描述为

Y=f（X） （16）

其中

X=[W f（k-NC）W f（k-NC+1）… Wf（k）Qh（k-NC）
Qh（k-NC+1）… Qh（k-1）np（k-NC）np（k-NC+1）…

np（k-1）nG（k-NC）nG（k-NC+1）… nG（k-1）T45（k-NC）
T45（k-NC+1）… T45（k-1）SMC（k-NC）SMC

（k-NC+1）… SMC（k-1）]T

Y=[Qhb（k）np（k）nG（k）T45（k）SMC（k）]

为了减少计算量，需要降低模型结构的复杂程

度，而同时又要保证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因此需要

选择合适的预测模型结构。由于发动机一般可以简化

为 1 个 2 阶过程，因此可以选择控制时域 NC=2。由于

控制器通过滚动优化求解动力涡轮转速恒定为目标

函数的优化问题，使得

下一时刻的输入总是最

优值，则预测时域 Np=3，

可以按照如图 4 所示的

方案，由当前时刻燃油

Wf（k）、未来 Np 步的燃

油 序 列 {Wf（k+1），Wf

（k+2），…，Wf（k+Np）}、历史输入和输出信息根据式

（16）推导出迭代 NP步之后的预测模型

Y=f（X） （17）

其中

X=[W f（k-NC）W f（k-NC+1）… W f（k+NP）Qh（k-NC）Qh
（k-NC+1）… Qh（k-1）np（k-NC）np（k-NC+1）… np（k-1）

图 2 滚动窗原理

图 3 H=3 km、VX=20 m/s

模型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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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 f 响应（b）nP 响应

（d）nG 响应 （e）T45 响应

图 5 H=3 km、VX=20 m/s前飞加减速控制效果

nG（k-NC）nG（k-NC+1）… nG（k-1）T45（k-NC）T45
（k-NC+1）… T45（k-1）SMC（k-NC）SMC（k-NC+1）…

SMC（k-1）]T

Y=[Qhb（k）Qh（k+1）…（k）Qh（k+NP）nP（k）nP（k+1）…
nP（k+NP）nG（k）nG（k+1）… nG（k+NP）T45（k）T45

（k+1）… T45（k+NP）SMC（k）SMC（k+1）… SMC（k+NP）]
基于上述的 OSS-KELM 学习算法辨识的预测模

型，利用 SQP 规划算法实现在线滚动优化求解约束

下的最优问题，即给定燃油量、涡轮转速、涡轮级间温

度以及喘振裕度限制，保证转速恒定为优化目标，进

行控制器求解。本文选择如下的二次型性能指标

minJ（k）=
Np

i=1
移p[nP（k+i）-nPr]2+

Np

i=1
移q驻nG

2
（k+i）+

Np

i=1
移r驻W f2（k+i） （18）

s.t.

nG,min臆nG（k+i）臆nG,max
nP,min臆nP（k+i）臆nP,max
W f,min臆W f（k+i）臆Wf,max
驻W f,min臆驻W f（k+i）臆驻Wf,max
T45（k+i）臆T45,max
SMC（k+i）逸SMC,min
i=1,…,Np

扇

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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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驻nG（k+i）=nG（k+i）-nG（k+i-1），
驻W f（k+i）=W f（k+i）-W f（k+i-1）

式中：p、q、r 为各目标权值。

该二次型指标函数可以保证动力涡轮转速恒定

的同时，尽量减少燃油消耗和降低转速波动。通过滚

动优化求解约束下的最优问题，即可计算出使得二次

型性能指标最小的燃油流量序列{W f（k+1），W f（k+2），
…，W f（k+NP）}，而后将 W f（k+1）与当前时刻实际燃油

流量 W f（k）的差值作为燃油补偿输入。除此之外，引

入补偿燃油限制，克服因模型失配造成的不稳现象，

从而在满足发动机对操纵量变化快速响应需求的同

时抑制系统的波动。

由于 NMPC 是通过模型预测系统未来输出进行

控制的，模型输出与实际发动机输出之间的误差就必

然存在。为了保证控制精度，本文通过上一时刻发动

机输出与预测模型输出的误差对控制指令进行修正，

从而减小控制误差。

3 仿真验证与分析

基于某型直升机 / 涡轴发动机综合仿真平台，在

主频 3.30 GHz/ 内存 4 GB 的仿真环境下，分别对直

升机前飞和垂飞加减速机动飞行进行仿真，仿真步长

为 20 ms，数据作归一化

处理，验证本文提出的基

于 OSS-KELM 的 NMPC

控制方案，并与传统串级

PID 控制进行对比分析。

经数值仿真验证在每个

20 ms 的 仿 真 周 期 内，

NMPC 控制器计算花费时间小于 5 ms，满足实时性

要求。

直升机在高度 H=1 km，前飞速度 VX=0 m/s 的状

态下平飞加减速的响应如图 5 所示。

从图 5（b）可见，NMPC 动态控制效果显著优于

串级 PID 控制，NMPC 控制器对应的动力涡轮转速最

大超调量为 0.56%，而串级控制器为 2.21%，NMPC 控

制器对应的最大下垂量为 0.68%，而串级控制为

2.65%，这是由于在直升机机动飞行过程中，NMPC 相

对于串级控制，采用预测手段，有效地根据历史信息

预测系统未来输出，预测旋翼需用扭矩以及发动机转

速等参数的变化，通过求解带约束的以减小动力涡轮

转速波动以及降低燃油消耗的性能指标，保证每一时

刻的燃油输入为最优值，所以 NMPC 控制对应燃油

（a）VX 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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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 f 响应

图 6 H=3 km、VX=20 m/s垂飞加减速控制效果

（d）nG 响应 （e）T45 响应

波动量小于串级控制，而

且可以快速地调节燃气

涡轮转速和降低动力涡

轮转速波动量，使得动力

涡轮转速下垂 / 超调量很

小。

为进一步验证 NMPC 的控制效果，针对直升机

垂飞加减速过程进行仿真验证。直升机在高度 H=1

km、垂飞速度 VZ=0 m/s 状态下垂飞加减速机动飞行

的仿真结果如图 6 所示。

从图 6（b）可见，NMPC 控制器的动态效果明显

优于串级控制，NMPC 控制器对应的动力涡轮转速最

大超调量为 0.27%，而串级控制器为 1.98%，NMPC 控

制器对应的最大下垂量为 0.16%，而串级控制器为

1.53%，说明了采用 NMPC 方案能够通过预测旋翼扭

矩、涡轮转速等未来时刻输出数据，在线滚动优化求

解输出最优的输入，使得发动机快速满足旋翼功率的

需求，动力涡轮转速能够快速响应并调节至稳定，从

而有效地抑制动力涡轮转速超调 / 下垂，提升控制系

统控制品质。

4 结束语

本文针对涡轴发动机控制系统设计，基于直升机/

发动机综合仿真模型，提出了 1 种非线性模型预测控

制方法。采用多输出在线滚动序列核极限学习机训练

预测模型，利用在线滚动优化手段和反馈校正机制实

现带约束的模型预测控制。最终运用于直升机机动飞

行过程中，仿真结果表明，与传统串级控制相比，NM-

PC 控制器能够有效地抑制动力涡轮转速超调 / 下垂

量，具有更好的控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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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航空发动机研制及适航要求中均明确提出发动机零部件的振动特性分析和测试要求，包括评估进气流场畸变对振动特

性的影响。对某航空发动机压气机第 1 级转子叶片进行振动特性计算分析，开展自然进气和进气畸变条件下的叶片振动应力测

试。计算分析和测试结果表明：计算分析结果与自然进气条件下测试的叶片共振转速及振动频率一致性好，其激振源主要是压气机

结构因素；在进气畸变条件下激振源更丰富，与自然进气条件相比，叶片会被激起额外的振动，且在同一共振转速下振动幅值较大，

进气畸变对转子叶片的振动特性产生重要影响。在发动机研制过程中，为提高叶片工作的可靠性，需要加强进气畸变条件下的叶片

振动特性试验研究。

关键词：进气畸变；转子叶片；振动应力；激振源；压气机；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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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mpressor Rotor Blade under Inlet Flow distortion
LI Rong-hua1袁 LEI Mo-zhi1袁2袁 LI Hao1

渊1. AEEC Huna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袁 Zhuzhou 412002袁China曰2. AECC Key Laboratory of Aero-engine Vibration
Technology袁Zhuzhou 412002袁China)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irworthiness requirements of aeroengine袁the requirements of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and
test of engine parts were clearly put forward袁including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inlet flow distortion on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st-stage rotor blade of an aeroengine compressor we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袁and the vibration stress of
the blad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atural inlet and inlet flow distortion was tested. The calculated and test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lculated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resonant speed and vibration frequency of the blade tested under the natural inlet condition袁and the
main vibration source of excitation is the factor of compressor structur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let fiow distortion袁the vibration source of
excitation is more abundant. Compared with the natural inlet flow condition袁the blade will be excited extra vibration袁and the amplitude of
vibration is larger at the same resonant speed. The inlet flow distortion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otor blad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blade in the process of engine development袁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ested study on th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lad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inlet flow disto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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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叶轮机械的气动设计通常在均匀边界条件下进

行，即认为上游的气流参数是均匀的。然而，在实际应

用中，叶轮机械必须在非均匀进气条件（即畸变进口

流场）下工作。航空发动机压气机和涡轮均是如此，因

为进气道和燃烧室出口的流场都是不均匀的。

叶轮机械的叶片在气流激励下极易发生振动问

题，在航空发动机研制或适航取证试验中，叶片振动

应力测试是必不可少的手段[1-5]。一些发动机型号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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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明确提出振动和应力测量应在发动机最大进气

畸变条件下进行；航空发动机适航取证振动试验也要

求评估进气道进气流场畸变对发动机部件振动特性

的影响[6-7]。

国内外开展了大量的进气畸变对发动机性能和

强度影响的数值模拟技术研究[8-14]，但对其进行试验

研究的较少。在地面试验中，模拟航空发动机进气畸

变通常将设计孔板式、楔板式等结构形式的畸变发生

器置于试验发动机前方[15-16]。

本文分别在自然进气和进气畸变条件（采用孔板

式畸变发生器）下对某航空发动机压气机第 1 级工作

叶片振动应力进行测试，分析进气畸变对发动机叶片

振动特性的影响。

1 压气机进气畸变模拟

开发了典型进气畸变的模拟装置 - 孔板式畸变发

生器（如图 1 所示），安装在

进气机匣前端模拟发动机

进气畸变条件，对压气机进

口进气畸变谱进行研究。

畸变发生器的目标图

谱和试验实测图谱如图 2、

3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相

同的截面流量下，畸变板试

验图谱与目标图谱相似。

周向总压畸变指数 Cmax 与径向总压畸变指数

Rmax 测量值与目标值的差别较小，在±0.002 以内，见

表 1。

2 振动应力测点

航空发动机压气机转子叶片振动应力测量的目

的主要是为了确定转子叶片在工作转速范围内的振

动应力、振动频率以及共振转速等，以明确转子叶片

在工作转速范围内的共振风险。对于叶片的不同共振

模态，峰值应力点的位置不尽相同，往往需要选择多

个测试位置，以全面监测叶片在各阶模态下的振动应

力水平。峰值应力位置应力梯度一般较大，容易带来

大的测试误差，这些位置几何形状变化一般也较为剧

烈，因此测量动应力的应变计粘贴位置通常选在与峰

值应力点有一定距离且应力梯度比较平缓的区域。但

是，这些测试位置能否反映叶片的振动状态，即是否

具有足够的振动敏感性需开展分析。

测点位置确定的流程为：叶片振动特性分析—叶

片应力分布分析—叶片备选测点—备选测点敏感性

分析—选定测点位置和方向。

2.1 叶片振动特性分析

通过有限元计算分析，获得叶片的振动特性，包

括振动频率和振型。在 100%工作转速工况下，叶片

前 9 阶固有频率见表 2。

2.2 叶片备选测点

根据叶片各阶振动频

率对应的应力分布，初步

选择应力相对较大而应力

梯度相对较为平缓的部位

布置测点，每个测点可以

兼顾几阶振动频率。针对

低阶振动频率初步选择如

图 4 中 P点所示。

2.3 测点敏感度分析

对 P点进行敏感度分析。

敏感度定义如下

敏感度 = （滓i）cs
max（滓EQV，滓1，abs（滓3））

图 1 畸变发生器

图 2 畸变目标图谱 图 3 畸变板试验图谱

目标值

测量值

进口换算流量 W cor /

（kg/s）

3.715

3.715

Cmax

0.02

0.021889

Rmax

0

0.00181

表 1 进气畸变指数目标值与测量值

图4 备选测点在叶片上的位置

0.04

0.02

0

-0.02

-0.04

R
0.040.020-0.02-0.04

R
0.040.020-0.02-0.04

V2
1.020
1.015
1.010
1.005
0
1.000
0.005
0.010
0.015
0.020

0.04

0.02

0

-0.02

-0.04

阶次

f1
f2
f3

叶片频率

/Hz

1757

4247

4654

阶次

f4
f5
f6

叶片频率

/Hz

6904

8016

9612

阶次

f7
f8
f9

叶片频率

/Hz

10842

11657

12211

表 2 叶片振动频率分析结果

17.3 mm

16 mm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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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振源

低阶激振

进气支板数

零级导叶数

激振倍频数

1～3

4

18

表 4 激振源和激振倍频数

式中：（滓i）cs 为 i 测点在贴片方向的应力；滓EQV 为当量

应力；滓1 为最大主应力；滓3 为最小主应力。

敏感度表征的是叶片以某阶模态振动时，测点处

测得的振动应力值占最大应力值的百分比。百分比越

高说明测点对该阶模态振动越敏感，一般要求敏感度

不低于 30%。

图 4 中测点 P平行于进气边方向，对模态振型的

敏感度分析结果见表 3。

该测点对叶片第 1、3、6

阶模态较敏感，因此选定

测点 P 为第 1、3、6 阶模

态的振动应力测点。

3 叶片共振图分析

共振图又称坎培尔（Campbell）图，是判断叶片、

盘和转子工作时是否存在共振的 1 种常用工程图解

法。对于叶盘的振动设计，共振图用于判断叶盘在工

作时是否发生共振，以确定叶盘发生共振的频率、阶

次，从而确定激振源和共振转速等。

P测点的共振响应分析如图 5 所示。图中横向延

伸的线 fn（n=1，2，，，9）为叶片第 n 阶固有频率线，即

描述叶片的频率随工作状态变化的曲线；射线是发动

机转速频率的整数倍，称为激振频率线。在共振图上，

叶片的频率线与激振频率线的交点称为共振点。在共

振点激振频率与叶片固有频率重合，叶片将发生共振。

激振源一般考虑低

阶激振源以及叶片上游

激振源，压气机第 1 级叶

轮的激振源和激振倍频

数见表 4。

因 P点对叶片第 1、3、6 阶模态敏感，在 k=1～4，

18 的激振源激励下，P点可能测到的共振点如图 5 中

的 f1、f3、f6 与射线的交点，交点对应的转速即叶片第

1、3、6 阶模态的共振转速。

4 压气机叶片振动应力测试

在叶片上 P点沿平行进气边的方向粘贴应变计。

应变测试系统由应变计、应变引线、滑环信号传输系

统、应变测量仪、计算机组成，从车台转速测量仪接入

转速信号至应变测量仪，转速信号与应变信号同步采

集，用于获得应变 - 转速变化曲线。

4.1 自然进气条件下叶片振动响应

对振动应力测试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共振转

速、共振频率、共振应力幅值和激振阶次。动应力幅值

随转速变化的曲线上应力峰值所对应的转速即共振

转速。4 倍频激振阶次曲线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

叶片在 40%转速下出现振动应力峰值。

在自然进气条件下 P点振动应力测试数据见表

5，实测振动应力 campbell 共振如图 7 所示。P点在整

个转速范围内测到 3 个明显的共振峰，共振转速为

31.2%、40%、75%，振动频率为叶片的第 3、1、6 阶固

有频率。这 3 个共振峰分别由 k=4、18 的激振源激起。

测试结果与上节所述叶片共振图分析的共振转速

和振动频率基本一致，只是未出现 k=3 的低阶激振源，

激振源为压气机结构因素。压气机进气机匣支板数为

4，零级导叶叶片数为 18，形成 k=4、18 的激振源。

阶次

f1
f3
f6

频率 /Hz

1757

4654

9612

敏感度 /%

43.5

92.1

33

表 3 测点敏感度分析结果

阶次

f1
f3
f6

共振转速 /%

40

31.2

75

共振频率 /Hz

1202

4216

10123

应变幅值 /滋着
54.8

113.3

202

激振倍频

4

18

18

表 5 自然进气条件的动应力测试结果

图5 P测点的共振响应分析

16

14

12

10

8

6

4

2

100806040200
转速 /%

f9
f8
f7
f6
f5
f4

f3
f2

f1

k=4
k=3
k=2
k=1

k=13

图 6 4倍频激振振动应力 -转速曲线

54.8

41.1

27.4

13.7

0 19.3% 38.5% 57.8% 77%

XY Rec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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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进气畸变条件下实测振动应力 campbell 共振
图 7 自然进气条件下实测振动应力 campbell 共振

4.2 进气畸变条件下叶片振动响应

在进气畸变条件下振动应力测试数据见表 6。共

振转速分布在 20%转速到 90%转速区间内，振动频

率为叶片的第 1、3、5、6 阶。实测振动应力 campbell 共

振如图8 所示。从图中可见，试验数据与测点敏感度分

析结果基本吻合，测到的主要是第 1、3、6 阶模态振动。

由测试结果可见，叶片激振源非常丰富，存在转

速倍频 k=3、4、6、7、8、9、13、14、15、16、17、18 激起的

叶片共振响应。

与叶片共振图分析所考虑的激振源（k=1~4、18）
和在自然进气条件实测激振源（k=4、18）相比，在进气

畸变条件下出现了很多额外的转速整倍频振动激励，

相应地引起叶片更丰富的共振响应。从表 6 中可见，

与自然进气条件相比，在相同共振转速下产生的应力

幅值更大，为自然进气条件振动应力幅值的 1.3～2.7

倍。叶片共振频率越低，进气畸变对振动幅值的影响

越大。

5 结论

本文针对压气机叶片进行振动特性分析，在自然

进气和进气畸变条件下开展了振动应力测试，得到如

下结论：

（1）叶片振动分析结果与在自然进气条件下叶片

振动应力测试得到的共振转速和振动阶次一致性好；

（2）进气畸变条件相比自然进气条件产生额外的

转速整倍频的激励频率，从而激起更丰富的结构振动；

（3）在相同共振转速下，进气畸变条件下的叶片

振动响应比自然进气条件下的大，叶片共振频率越

低，进气畸变对振动幅值的影响越大；

（4）在发动机研制过程中，进气畸变对转子叶片的

振动特性产生重要影响。为提高叶片工作的可靠性，需

要加强进气畸变条件下的叶片振动特性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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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进气畸变条件的共振频率和共振应变幅值

注：* 为与自然进气条件对应的共振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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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低速模拟试验技术为航空发动机高压压气机设计体系的发展完善以及关键技术验证提供了重要手段。为了验证和完善

低速模拟试验技术，对 1 台模拟某高压压气机后面级的 4 级重复级低速大尺寸压气机进行了详细的试验研究，并利用小尺寸高精

度 5 孔气动探针获得了详细的转静子出口流场数据。试验结果表明：该 4 级压气机实现了典型的重复级流动，较好地模拟了高速原

型的流动特征，随着流量系数的减小，静子尾迹均匀增厚，未出现角区失速，流场组织合理。基于试验数据对常用的 CFD 软件进行校

验，表明 CFX、Numeca 和 Turbo 在叶片落后角、转子叶尖泄漏和静子损失等方面模拟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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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important mea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design system and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key technology of

the aeroengine high pressure compressor was provided by the low speed simulation test technology. In order to verify and improve the low
speed simulation test technology袁 a 4-stage repeating stage low speed and large size compressor of a certain high pressure compressor rear
stage was simulated in detail. The detailed flow field data of rotor and stator outlet were obtained by using a high precision 5 -hole
pneumatic probe with small size.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4-stage compressor realizes the typical repeating stage flow and simulates th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gh-speed prototype commendable. The wake of the stator increases uniformly袁no angular stall occurs and the
flow field structure is reasonable with the decrease of flow coefficient. The commonly used CFD software is verified based on the test data. It
is shown that the simulation of CFX袁 Numeca and Turbo are insufficient in the aspects of blade backward angle袁rotor tip leakage and stator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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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压压气机的研制一直是现代航空发动机设计

中的关键问题之一[1]。在当前的设计体系下，高性能高

压压气机设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其内部复杂流场

的认识，由于受其转速高、叶片相对尺寸小、结构紧凑

以及高温高压的环境、昂贵的试验费用等的限制，采

用常规方法很难详细测量高压压气机内部流场。这也

直接限制了压气机设计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低速模拟试

验研究技术，实现了在低速环境下模拟高压压气机后

面级高速环境流动，试验成本大大降低，而且便于进

行内部流场的详细测量。D. C. Wisler 等[2-3]最早在 GE

公司 E3 计划支持下，首次提出保持雷诺数、稠度、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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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无量纲速度分布等参数相同的低速模型，建立了 4

级重复级低速大尺寸压气机试验台并以此为依托发

展了定制裁剪叶型和 3 维造型技术；PW 公司[4-5]、

NASA[6]以及 RR 公司联合 Cambridge 大学和 Cranfield

大学[7-9]等，也开展了低速模拟技术的研究。低速模拟

技术的飞速发展对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压气机设计水

平的进步提供了关键支持[10]。

国内对于低速模拟试验技术也做了大量工作，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建立了国内首个

低速大尺寸压气机试验台[11]，并研发了 1 整套转子流

场动态测试技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 2010 年前后，

按照 GE 公司的思路建立了国内首个 4 级重复级低

速大尺寸压气机试验台[12]，并发展了相关的试验测量

技术[13]；中科院工程热物理所在近年也进行了低速模

拟技术的研究并设计和建造了低速大尺寸压气机试

验台[14]；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合作开展了高压压气机进口级低速模拟设计的数值

分析[15]。国内对于压气机低速模拟技术的发展比国外

落后一些，除了需要建立完备的低速模拟技术设计体

系外，完善准确的试验测量也迫在眉睫。此外，当前对

于压气机设计人员而言，在对设计方案进行最终试验

验证前往往通过商用软件校核，但数值模拟软件的可

靠性有待商榷，而完整的低速模拟试验数据提供了软

件校核的细致数据。

本文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建立的 4 级重复级

低速模拟压气机试验台[16]上搭建了全面的测试系统，

对试验台做了细致测量，同时应用试验数据对常用的

数值模拟软件进行了校验分析。

1 试验设备及试验方案

1.1 试验设备简介

为了系统地开展 4 级重复级低速模拟研究，于贤

君、刘宝杰等完成了模拟某先进发动机后面级典型流

动的气动方案设计[16]的同时，与某研究所共同完成了

4 级重复级试验台的结构设计、加工和装配以及试验

测量。试验台的结构模型如图 1 所示。试验段结构由

导叶和 4 级几何参数相同的叶片组成，试验叶片加工

采用树脂加玻璃纤维强化的方式，试验台（下文简称

4Stages）的主要设计参数见表 1。

1.2 试验测量方案

本文系统测量了 4 级重复级压气机的特性、级间

气动参数的展向分布以及静子后的流场。试验台的所

有测量截面如图 2 所示。

本文测量的压气机的特性是总压升系数和效率

随流量系数的变化曲线，通过调节压气机出口机械阀

门的开度来控制压气机的流量状态。为了测量试验台

的流量系数，通过在进口 Inlet 截面均匀布置的 4 个

壁面静压孔测量到的平均静压 Ps,in，结合通过振筒气

压计和高精度温度传感器测量的压气机进口的大气

压强 Pt,in 和温度 Tt,in，通过式（1）求得

渍= 2（Pt,in-Ps,in）/籽姨 /Umid （1）

式中：Umid 为转子叶中切线速度。

总压升系数定义为

Ptf=2（Pt,ave-Pt,in）/（籽Umid

2
） （2）

式中：Pt,ave 为试验台出口截面的平均总压，通过在出

口截面布置的 8 个总压耙通过面积加权的方式求得。

图 1 4级重复级低速模拟压气机结构模型

Parameters

Rotate speed /（r/min）

Diameter /mm

Aspect ratio

Blade height /mm

Blade numbers

Midspan Chord /mm

Axial clearance /mm

Tip clearance/blade height /%

4stages

Rotor Stator

1100 1100

1200 1200

0.85 0.85

90 90

49 65

80.9 74.6

28.9 28.9

1.46 0

表 1 4级重复级低速模拟压气机主要设计参数

图 2 4级重复级测量截面

Inlet Plane0 Plane1 Plane2 Plane3 Plane4 Plane5 Plane6 Plane7 Plane8
Outlet

S4R4S3R3S2R2S1R1I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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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测量的压气机效率为扭矩效率

Eff=9.549
k

k-1 R W inTt,in（仔
k-1
k
-1）

Mn （3）

式中：仔 为压气机压比；W in 为压气机进口物理流量；n
为物理转速；k 为定比热；R 为气体参数；M 为扭矩。

本文通过控制位移机构带动 5 孔气动探针移动

到待测点，并设置等待时间，待流场稳定后采集 5 个孔

压力数据，经过数据处理获取级间各截面的气动参数，

5 孔针数据处理方法见文献[17]。测量用的 5 孔探针放

大照片和转子后测量用的位移机构如图 3 所示，转子

后测点沿径向的布置如图 4 所示。近机匣第 1 个测点

距离机匣 2 mm，近轮毂第 1 个测点距离轮毂 3 mm，

主流区域的测点间隔约 5%叶高，在叶根和叶尖区域

加密，共布置 24 个测点。

静子后的流场测量采用 2 维位移机构控制 5 孔

探针扫描静子出口扇形截面的方式进行。静子后测量

用的位移机构和测量网格如图 5 所示。测量节点共

18×17（306）个，覆盖了 1.1 倍静子周期，并在尾迹区

域和端壁进行加密。与轮毂最近的测点距离为 4 mm，

与机匣最近的测点距离为 2 mm。静子出口气动参数

的展向分布通过相同半径的测点数据进行加权得到。

1.3 5 孔针重复性测量和精度

为了考察 5 孔探针测量的重复性，对第 2 级转子

（R2）后的设计状态（流量系数为 0.62）和第 2 级静子

（S2）后的堵塞状态（流量系数为 0.68）进行重复测量。

第 2 级转子后气流角和流量系数（V z/Umid）沿展向分布

的对比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前后 2 次试验数据

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堵塞状态（流量系数为 0.68）下第 2 级静子后气

流角和流量系数展向参数以及流场的重复性对比如

图 7、8 所示。从图中可见，静子出口流场周期性良好，

图 3 试验用 5孔探针放大及转子后测量用位移机构

图 4 转子后测点沿径向的布置

1.00.90.80.70.60.50.40.30.20.10
SPAN

图 6 设计状态下第 2级转子展向分布的重复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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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静子后测量用位移机构及测量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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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堵塞状态下第 2级静子展向分布的重复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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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场结构和气动参数展向分布都具有很强的重复性。

5 孔针测量的精度见表 2。

2 数值模拟方法

当前的设计体系的初步方案校验主要采用 3 维

数值模拟软件。本文利用试验数据校验了 3 种常用的

计算程序：Turbo 程序和商用软件 CFX、Numeca。

Turbo 程序最初由 Denton[18]开发，湍流效应通过

采用混合长度模型考虑，气体的黏性通过薄剪切层近

似模拟，计算程序可以实现在可接受的精度下尽量占

用少的计算资源，迅速得到计算结果，从而帮助设计

者很快地调整设计方案。本文采用的计算程序是刘宝

杰等 [19] 通过对大量试验结果校验改进的版本 TUR-

BO-N7。Turbo 采用简单的 H 型网格，如图 9 上图所

示。这里只给出导叶和第 1 级网格，因为后面 3 级网

格与第 1 级网格参数完全一致，IGV 网格块在流向、

周向和径向分别有 175、37 和 45 个节点，Stator 和

Rotor 的网格节点数是 138、37 和 45 个，第 4 级静子

的网格节点数为 178、37 和 45 个。计算网格总数约

217.1 万。网格在壁面进行适当加密 y+=11 左右，以满

足湍流模型的计算要求。

CFX 与 Numeca 计算采用同一套网格，如图 9 的

下图所示。使用 Autogrid5 模块生成，叶片主流通道采

用典型的 O6H 型网格拓扑结构，间隙内采用 OH 蝶

型网格，从而保证网格的正交性，同时在叶片前尾缘、

叶片表面、间隙、壁面适当加密，网格的 Y+ 绝大部分

控制在 1 左右，总网格数为 767 万，保证了对流场特

征的捕捉。Numeca 计算采用 S-A 湍流模型，CFX 采

用 k棕湍流模型。

3 个计算程序的计算求解都是给定了进口的总

压、总温和气流角，计算域出口给定的是反压。

3 试验结果分析

3.1 压气机特性

试验测量得到的压气机特性如图 10 所示。设计

点流量系数为 0.62，效率为 88.7%，总压升系数为

3.06，峰值效率约 89%，综合裕度为 39.04%，这些性

能指标对于当前的压气机设计水平来说具有典型性，

并且具有较高水平，证明该低速模拟压气机的高压原

型同样具有良好的性能指标。本文沿特性线选取 4 个

状态点分别为近堵点（NC）、设计点（DE）、中间状态点

（MID）和近失速点（NS），流量系数分别对应 0.68、

0.62、0.54、0.46，进行级间参数和流场的测量。

3.2 展向气动参数分布

各级转子出口流量系数展向分布在 4 个流动状

态下的对比如图 11 所示。首先在 NC 和 DE 流量较

大的状态下第 1 级转子叶尖区域的端壁堵塞较弱，出

口流量的展向分布比较均匀，经过第 1 级的充分发展

图 8 堵塞状态下第 2级静子后无量纲轴向速度重复性对比

V z /Umid

0.120 0.177 0.234 0.291 0.348 0.405 0.462 0.519 0.576 0.633 0.690

图 10 4级重复级试验特性

图 9 数值模拟采用的计算网格

Hub
IGV R1

S1

Casing

Hub

IGV

R1

S1

Casing

Alpha/（毅）
1~2

Beta/（毅）
1~2

Pt /%

0.8

Ps /%

1.6

V el /%

1.2

表 2 5孔针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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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端壁的流通能力在第 2～4 级转子出截面尖部区域

基本相似；在 MID 和 NS 流量较小的状态下，4 级转

子出口端壁的流通能力基本相当；在所有工况下，4

级转子的根部流通能力逐渐降低。尽管各级转子的流

量展向分布有些许差异，但是总体来看，在所有工况

下，第 2～4 级转子出口的流量沿展向的分布非常近

似。第 2～4 级转子的气流折转角（如图 12 所示）和 D
因子（如图 13 所示）的展向分布也是一致的，说明

2～4 级转子内的流动也基本一致。

前 3 级静子在机匣轮毂处都没有间隙，第 4 级静

子是悬臂安装，在轮毂一侧有 1 mm 的间隙。所以由

流量展向分布来看，4 个状态下第 4 级静子根部的流

通能力较弱，这是由于泄漏造成的。不同流量状态下

各级静子出口流量系数、D 因子展向分布对比分别如

图 14、15 所示。从图中可见，第 2、3 级静子出口截面

流量的展向分布有很高的一致性，静子 D 因子沿展

向的分布也是相同的规律，第 2、3 级静子基本一致。

结合转子的流动特点，本文的 4 级重复级在第 2、3 级

流场有很好的重复性。

3.3 静子出口流场

4 种状态下各级静子出口的流场如图 16~19 所

示。在每个流动状态都清晰可见，第 4 级静子叶根间

隙泄漏所形成流动堵塞，在每个状态下静子出口流场

结构清晰可辨且结构比较一致；随着流量系数的减

小，静子的尾迹均匀增厚，但是并未发生明显的角区

分离，可以看出本文 4 级重复级压气机静子的流场组

织合理，是比较理想的压气机设计，也是高效率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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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70.60.50.4

S1
S2
S3
S4

NSMIDDENC

图 14 不同流量状态下各级静子出口流量系数展向分布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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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不同流量状态下各级静子 D因子展向分布对比

图 16 近堵点各级静子出口无量纲轴向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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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不同流量状态下各级转子出口流量系数展向分布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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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流量状态下各级转子气流折转角展向分布对比

Turning angle/（毅）
3020100 40 3020100 40 3020100 40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0.2

R1
R2
R3
R4

NSMIDDENC

图 13 不同流量状态下各级转子 D因子展向分布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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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气机的必要特征。

3.4 低速模拟与高速原型对比

4 级重复级第 3 级转静子进、出口的气流角与高

速原型的对比如图 20 所示。从图中可见，转静子的进

口气流角比较吻合，出口气流角有所偏差，但是分布规

律较相似，这个偏差是由于低速情况下气流是不可压

的，增加气流的折转来补偿高速气流的压缩性造成的。

4 级重复级第 3 级转

静子 D 因子与高速原型的

对比如图 21 所示。从图中

可见，转静子的 D 因子与

原型的分布规律基本相

似，低速模拟试验结果 D
因子稍偏大。总体来看重

复级的设计较好地模拟出

高压原型的气动参数的分

布情况，其负荷水平和内

部流动特点相对于当前的

压气机设计水平来说具有典型性。

综上所述，4 级重复级试验台是为了研究高压压

气机后面级中的复杂流动，导叶的作用是为了给定下

游转子的工作条件，前 2 级是最为重要的试验研究

级，第 4 级是为了提供下游流场环境，减少设计和加

工成本，通常选用重复级的形式。重复级最为核心的

设计准则是在合适的雷诺数和马赫数条件下，保证进

口来流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保证压气机级的进出口气

流角和扩散因子等气动参数相似。在保证上述相关参

数相似的情况下，其它气动参数基本相似。需要指出

的是，这里无法保证速度三角形完全相同，只能保证

级进出口气流角相同。为了保证负荷相似，叶片的弯

角增大，因此转子 / 静子的出口 / 进口气流角必然不

同，但这种不同是可以预知的，并且只有这样才能保

证高速和低速情况的流动基本相似。

4 数值软件的校验

4.1 特性

3 维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特性的对比如图 22 所

示。从图中可见，对于效率特性，在大流量状态下，

CFX、Numeca 计算值比较吻合，Turbo 计算值偏低；在

小流量状态下只有 Numeca 计算值相差较小，CFX 计

算的效率整体趋势比较吻合，但是效率预估的太过理

图 17 设计点各级静子出口无量纲轴向速度

V z /Umid

0.120 0.177 0.234 0.291 0.348 0.405 0.462 0.519 0.576 0.633 0.690

S1 S2

S3 S4

图 18 中间状态点各级静子出口无量纲轴向速度

V z /Umid

0 0.051 0.122 0.183 0.244 0.305 0.366 0.427 0.488 0.549 0.610

S1 S2

S3 S4

图 19 近失速点各级静子出口无量纲轴向速度

V z /Umid

0.120 0.171 0.222 0.273 0.324 0.375 0.426 0.477 0.528 0.579 0.630

S1 S2

S3 S4

图 20 低速模拟试验进、出口气流角与高速原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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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

0.90

0.88

0.86

0.84

0.82

0.80

0.78
0.80.4 0.5 0.6 0.7

渍

3.8

3.6

3.4

3.2

3.0

2.8

2.6

2.4

2.2

2.0
0.80.4 0.5 0.6 0.7

渍

exp
Turbo
CFX
Numeca

图 22 4级重复级数值计算与试验的特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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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Turbo 计算值也偏理想。对于总压升特性，在大流

量状态下，Turbo 和 Numeca 计算值比较吻合，但 CFX

计算值偏小；在小流量状态下，与试验值相比，3 种软

件计算值都偏高，Numeca 计算值偏离得最远，CFX 的

最接近，Turbo 的居中。3 种计算软件在试验的近失速

状态的算例均不能收敛，Numeca 计算得到的稳定工

作的流量范围最窄，Turbo 的稍有增加，CFX 计算的

稳定工作的流量范围最宽但距离试验值还有一定差

距。计算得到的重复级的综合裕度，Numeca 的最低为

21.47%，Turbo 和 CFX 的相当，分别为 31.17%和

32.94%，但是均比试验值 39.04%的低。

由于是重复级设计，由前述试验数据分析，实际

上各级的工作状态基本相似，在中间状态下 Numeca

和 CFX 计算的单级特性对比如图 23 所示。相对于

Numeca 而言，CFX 计算的总特性效率偏高、总压升偏

低的特点在每一级呈现相同的规律。下面进行第 3 级

在设计状态和中间状态下气动参数展向分布和流场

的 3 种软件计算值与试验结果的对比分析。

4.2 设计状态

从图 22 中可知，在设计状态下的压气机总压升

特性，Turbo 计算值与试验值相近，CFX 的偏小，Nu-

meca 的偏大。转子的总压升系数展向分布及静子的

损失沿展向分布的对比如图 24 所示。从图中可见，对

于转子总压升系数，Numeca 计算值比试验值整体偏

高，静子的损失水平相当；而 Turbo 转子总压升系数

计算值在尖部比试验值低，但静子在尖部的总压损失

也比试验值低，所以总压升特性与试验值相近；而

CFX 计算的转子总压升偏小，静子损失水平基本相

当，故而计算得到的总压升特性比试验值偏低。

在亚声速转子中，转子的总压升与气流的折转角

成正比，计算和试验得到的转子攻角、落后角沿展向

分布的对比如图 25 所示，在设计状态下转子效率和

转子气流折转角的展向分布对比如图 26 所示。从图

中可见，转子攻角落后角计算值比试验值都有不同程

度的偏差，Numeca 计算值最接近，但是根部气流折转

角比试验值大，CFX 与 Turbo 计算值相当但均比试验

值偏小。也就是说转子压升系数的差异本质上是由于

数值模拟软件对于落后角计算的偏差使得叶片的工

作状态与实际工作状态不一致造成的。

对于在设计状态下压气机的效率特性，CFX 计算

值与试验值较接近，Numeca 和 Turbo 计算值偏低，由

于试验没有得到转子效率的展向分布，这里只给出 3

种软件得到的转子效率展向分布对比（图 26 左图），

效率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叶尖区域，Turbo 计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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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中间状态下单级特性Numeca 与 CFX计算值对比

图 24 设计状态下展向参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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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Numeca 的次之，CFX 计算的尖区损失最小效率

最高，正好与特性线上 Turbo 的最低，CFX 的最高的

计算结果对应。尖区效率不一致反映了各软件对于叶

尖泄漏涡的模拟存在差异。

4.3 中间状态

在中间状态下转子总压升系数和静子损失展向

参数对比如图 27 所示。从图中可见，对于在中间状态

下的压气机总压升特性，3 种软件计算值都偏高（图

27 左图），Numeca 的最高，Turbo 的次之。对于总压升

系数，Numeca 计算值明显偏高，CFX 的稍高，Turbo 的

主流和根部稍高，70%~90%叶高偏低；但是对于静子

的总压损失（图 27 右图），Turbo 计算值明显偏低，所

以总压升比试验值高，Numeca 计算的根部损失偏大，

尖部偏小，综合起来压气机总压升特性偏高，CFX 计

算值也呈相同的规律，只是偏高的程度没有 Numeca

的大。对比 DE 和 MID2 种状态下转子总压升系数展

向分布的差别可见，随着流量的减小，CFD 计算的总

压升的增大程度要比试验值的增大程度大，也意味着

转子的负荷随流量的减小增大得较快，这也是流量边

界估计不准的原因。由于 Numeca 计算的负荷在相同

的流量系数下最大，所以 Numeca 失速边界的流量最

大，CFX 与 Turbo 计算的失速边界相近，但也不能与

试验值相吻合。

对于在中间状态下压气机的效率，Numeca 计算

值与试验值比较接近，Turbo 的偏高，CFX 的最高。效

率展向分布对比如图 28 所示。Turbo 计算值仍然是

尖区的效率最低，但是不同的是 Numeca 计算的根部

的效率偏低，再加上 Turbo 对于静子的损失估计的理

想，所以使得 Numeca 计算的效率比 Turbo 的低，CFX

对于叶尖区域的计算过于理想，效率偏高，根部没有

明显亏损，所以 CFX 计

算的效率最高。

综上所述，数值计

算主要在叶片的攻角落

后角估计、叶尖泄漏的

模拟及静子损失估计等

方面存在不足，导致压

气机特性模拟产生偏

差，同时对于失速边界

的估计也存在偏差。

5 结论

本文对某高压压气机后面级的 4 级重复级低速

大尺寸轴流压气机进行了详细的试验测量和数值模

拟对比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获得 4 级重复级低速大尺寸压气机完整、详

细的试验数据，利用小尺寸高精度 5 孔探针获得静子

高分辨率的出口流场，可以清晰地分辨尾迹和角区等

流动细节；

（2）流场测量结果表明，该 4 级低速模拟压气机

实现了典型的重复级流动，较好地模拟了高压压气机

后面级原型的流动特征，验证了原型压气机具有气动

特征效率高和综合裕度大的性能优势；

（3）利用详细流场测量结果校验了常用 3 维计算

软件 Numeca、CFX 和 Turbo，校验结果表明：3 种软件

在估计叶片攻角、落后角、叶尖泄漏流等方面存在不

足，无法准确估计压气机的特性，特别是近失速工况；

（4）4 级重复级低速模拟压气机试验台为高压压

气机后面级的关键技术验证和设计参数选择以及设

计计算软件的校验提供了良好的试验手段及平台。

参考文献：

[1] 陈懋章.中国航空发动机高压压气机发展的几个问题[J].航空发动

机，2006，32（2）：5-11，37.

CHEN Maozhang. Some issues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eroengine HP compressor in China[J]. Aeroengine，2006，32（2）：5-11.

（in Chinese）

[2] Wisler D C. Core compressor exit stage study volume I：blading design

[R]. NASA-CR-135391，1977.

[3] Wisler D C . Loss reduction in axial-flow compressors through

low-speed model testing [J]. Transactions of the ASME，1985，107：

354-363.

[4] Dring R P，Joslyn H D，Hardin L W. An investigation of axial com-

图 27 中间状态下展向参数对比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1.101.000.900.80

Ptf
（a）转子总压升系数 （b）静子损失

0 0.005 0.010 0.015 0.020
Loss

exp
Turbo
CFX
Numcea

1.050.950.85

图28 中间状态下转子效率展向

分布计算结果对比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1.10.90.7

Efficiency
1.00.8

Turbo

CFX

Numcea

63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4 卷

pressor rotor aerodynamics [J]. Transactions of the ASME，1982，104：

84-96.

[5] Joslyn H D，Dring R P. Axial compressor stator aerodynamics [J].

Transactions of the ASME，1985，107：485-493.

[6] Wasserbauer C A，Weaver H F，SenyitkoR G. NASA low-speed axial

compressor for fundamental research[R].NASA-TM-4635，1995.

[7] Dong Y，Baltimore S J，Hodson H P. Three-dimensional flows and loss

reduction in axial compressors [J]. Transactions of the ASME，

1987，109：354-363.

[8] Robinson C J，Northall J D，McFarlane C W R. Measurement and cal-

culat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flow in axial compressor stators，with

and without end-bends[C]//ASME 1989 International Gas Turbine and

Aeroengine Congress and Exposition.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1989：V001T01A003.

[9] Lyes P A. Low speed axial compressor design and evaluation：high

speed representation and endwall flow control studies [D]. Cranfield ：

Cranfield University，1999.

[10] Wisler D C，Halstead D E，Beacher B F. Improving compressor and

turbine performance through cost-effective low-speed testing [R]. IS-

ABE 99-7073.

[11] 蒋浩康，李雨春，张洪，等.研究转子内流动的大尺寸轴流压气机实

验装置和动态测量技术[J].航空动力学报，1992，7（1）：1-8，95.

JIANG Haokang，LI Yuchun，ZHANG Hong，et al.A large-scale axial

flow compressor facility and dynamic measurement techniques for ro-

tor flow study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1992，7（1）：1-8，95.

（in Chinese）

[12] 王志强，胡骏，王英锋，等. 用于低速模拟试验的低速模型压气机

气动设计[J]. 航空学报，2010，31（4）：715-723.

WANG Zhiqiang，HU Jun，WANG Yingfeng，et al. Aerodynamic de-

sign of low-speed model compressor for low-speed model testing[J].

Acta Aeronautica Et Astronautica Sinica，2010，31 （4）：715-723.

（in Chinese）

[13] 王志强.高压压气机低速模拟方法研究[D]. 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2010.

WANG Zhiqiang. Research on the method of low-speed model testing

for high pressure compressor [D].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2010.（in Chinese）

[14] 马宁，于成海，李继超，等.低速大尺寸多级轴流压气机实验台的设

计和搭建 [C]// 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 2014 年学术会议论文集.北

京：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热机气动热力学分会，2014.

MA Ning，YU Chenghai，LI Jichao，et 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a low-speed large-scale multistage compressor [R]. The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2014，Paper

No. 142023. (in Chinese)

[15] 李艳开，黄天豪，孟德君，等. 压气机转子叶片叶尖流场的低速模

化设计[J]. 航空动力学报，2015，30（1）：237-247.

LI Yankai，HUANG Tianhao，MENG Dejun，et al. Low-speed model-

ing design for tip flow field of compressor rotor blade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2015，30（1）：237-247.（in Chinese）

[16] 于贤君. 压气机低速模拟技术研究以及叶片三维造型优化设计的

应用 [R].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

YU Xianjun. Study of low-speed modeling technique for aixal com-

pressors and the applicatin of three-dimensional blade design in

low-speed test[R]. Beijing：Beihang University，2011.（in Chinese）

[17] 王洪伟，陈小龙.五孔探针的神经网络处理方法[J].航空动力学报，

2010，25（2）：417-423.

WANG Hongwei，CHEN Xiaolong. Five-hole probe and its neural

network algorithm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2010，25（2）：

417-423.（in Chinese）

[18] Denton J D. The calcul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viscous flow through

multistage turbomachines [J].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1992，114

（1）：18-26.

[19] 刘宝杰，邹正平，严明，等. 叶轮机计算流体动力学技术现状与发

展趋势[J]. 航空学报，2002，23（5）：394-404.

LIU Baojie，ZOU Zhengping，YAN Ming，et al. Present status and fu-

ture development of CFD in turbomachinery [J].Acta Aeronautica et

Astronautica Sinica，2002，23（5）：394-404.（in Chinese）

（编辑：李华文）

64



1 种副孔正交型超声速 5 孔探针的设计与应用

张 有 1，吴 锋 1，2，冯旭栋 1，尹 骥 1

（1.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 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技术重点实验室，四川绵阳 621703；

2.西北工业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西安 710072）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收稿日期：2017-12-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506108）资助
作者简介：张有（1985），男，硕士，工程师，从事航空发动机试验与测试工作；E-mail：623908967@qq.com

引用格式：

摘要：针对超声速喷管出口流场 Ma和方向角的测量，设计了直径为 4 mm 的副孔正交型超声速 5 孔探针。圆锥形测压头半角

为 20毅，测压孔直径为 0.4 mm，探针直段长 140 mm。分别在亚声速风洞（196 个校准点）和超声速风洞（294 个校准点）中对 5 孔探针

进行了校准，结果表明：5 孔探针在不同 Ma下的方向特性曲线具有几何相似性，有较高的角度灵敏度；总压特性系数和静压特性系

数均具有良好的对称性。并通过数值计算研究了 5 孔探针的扰流特性。结合自动位移机构，完成了超声速喷管出口 5 个截面共 315

个坐标点的标定，获得了流场的 Ma和方向角分布特性。

关键词：超声速 5 孔探针；风洞校准；数值分析；射流；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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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orthogonal supersonic five-hole probe with a diameter of 4 mm was designed for the measurement of Mach number and
direction angle of flow field at the outlet of supersonic nozzle. The half angle of conical measuring pressure head was 20毅袁the diameter of
pressure hole was 0.4 mm袁the length of straight section of probe was 140 mm. The five-hole probe was calibrated respectively in subsonic
wind tunnel 渊196 calibration points冤 and supersonic wind tunnel 渊294 calibration points冤.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rectional
characteristic curves of five-hole probe at different Mach number has geometric similarity and high angle sensitivity. Both the total pressure
characteristic coefficient and the static pressure characteristic coefficient have good symmetry. The scramb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be
with five -hole are studied by numerical calculation. Combined with the automatic displacement mechanism袁the calibration of 315
coordinate points with five sections at the outlet of the supersonic nozzle are completed袁and the Mach number and direction angl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w field are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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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超声速流场中，激波、膨胀波、边界层等影响因

素会造成气流压力大小和速度方向等参数变化。准确

获取流场的气动参数，对于超声速流场试验设备（超

声速喷管、叶栅）的设计和评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用

于超声速流场定量测量的工具主要有气动探针、激光

多普勒测速仪、粒子成像测速仪和热线风速仪等[1-4]。

相比之下，气动探针具有价格便宜，设备和使用方法

简单，对环境要求低，精度高等优点。

气动探针主要有总压探针、静压探针和方向探针

等，可获取总压、静压、动压、气流速度和方向等气动

参数。通过气动优化和校准试验，总压和静压探针可

准确测量前 4 项参数，但不能确定气流方向。方向探

针是在总压探针的基础上，通过对称成对布置多个与

气流成一定角度的测压孔[5]，完成气流方向角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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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参数的测量。根据测压孔数量的不同，方向探针（或

多孔探针）有 2、3、4、5 和 7 孔探针等类型。方向探针

应用广泛，Bryer 等[6]针对 7 种不同的方向探针开展了

吹风试验，研究各探针的使用方法和适用范围，以确

定用于流场速度和方向测量的最优气动外形；Depolt

和 Koschel 等[7-8]采用数值分析方法对探针测压头和

支杆的气动外形进行优化，研究了测压头几何参数对

探针校准系数的关系；Gundogdu、Morison、侯敏杰等[9-16]

针对方向探针校准开展了大量研究。

5 孔和 7 孔探针均可实现 3 维流场的精细化测

量，虽然 7 孔探针可测量的气流角度更大，但存在校

准难度大、数据处理繁琐等问题。5 孔探针通过测量 5

个孔的压力值，利用已校准的数据库和局部插值，能

够精确地确定速度的大小和方向、总压和静压、Ma等

流场性质。常用 5 孔探针测压头有球形和锥形 2 种，

球形探针主要用于亚声速流场的测量，而锥形探针在

超声速流场的测量中应用广泛。5 孔探针在国内发展

较早，多侧重于亚声速 5 孔探针的研究，而超声速 5

孔探针的相关研究较少[12-15]。

本文选择 5 孔探针对超声速喷管出口 3 维流场

进行 Ma和方向角的标定。

1 探针设计

1.1 气动原理

超声速 5 孔探针是利用圆锥体绕流特性（如图 1

所示）来确定流场的流动特性参数。在零攻角均匀无

旋流场中，根据 Taylor-Maccoll[17]理论，如图 1（a）所示

的理想圆锥表面速度分布为

k-1
2 1-Vr

2
- dVr

d兹蓸 蔀 2蓘 蓡 2Vr+
dVr
d兹 cot（兹）+ d2V

d兹2蓘 蓡-
dVr
d兹 V r

dVr
d兹 + dV r

d兹
d2V
d兹2蓘 蓡 =0 （1）

式中：r 和 兹 为球面坐标系的径向和切向单位矢量；Vr

为径向速度分量；V兹=
dV r
d兹 ，为切向速度分量；k 为绝

热指数。

经过无量纲化后，速度分量 V r、V兹 与圆锥表面

Mac 的关系为

V= Vr
2
+V兹

2姨 =
2

（k-1）Mac
2蓘 蓡 -1/2 （2）

根据 Depolt 等[7]的研究，探针的圆锥半角与方向

特性系数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方向特性系数梯度直接

影响探针的测量角度空间分辨率。随着圆锥半角的增

大，探针的空间分辨率提高。在超声速流场中，圆锥半

角的增大却使探针前端更容易形成脱体激波，故圆锥

半角的选取还要考虑流场 Ma范围。根据圆锥扰流气

体动力学理论，20毅半锥角产生脱体激波的最大

Ma=1.18（跨声速）。综合考虑测量角度分辨率、气流

Ma和制造难度等因素，圆锥半角选为 20毅。
由于测压孔的存在，实际上 5 孔探针测压头为类

似圆台形状（如图 1（b）所示）。在超声速流场中，圆台

会使探针前端产生脱体弓形激波，中间部分正激波的

波前波后压力与 Ma关系[18-19]为

p
p0

=

2k
k+1 Ma1

2
- k-1
k+1蓸 蔀 1/(k-1)

k+1
2

Ma1

2蓸 蔀 k/(k-1) （3）

式中：p 为来流静压；p0 为正激波后的总压；Ma1 为来

流 Ma。
在 5 孔探针设计中，为了保证测量精度，4 个副

孔在圆锥母线上的位置既要避开前端激波的影响，又

不能对流场造成新的扰动。通过研究圆锥壁面的静压

分布，可以对激波后流场的特性进行分析，从而指导

副孔的气动布局。为此，定义圆锥壁面静压系数

Cp=
2（p-pc）

籽1gV 1

2 （4）

式中：pc 为圆锥面静压；籽1 为来流密度；V 1 为来流速度。

根据如图 1（b）所示的模型（圆台直径 0.6 mm，圆

锥半角为 20毅），采用数值计算方法获得了 Ma=1.1、
1.5、2.0 的 3 种工况下圆锥表面静压系数分布曲线，

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与理想的测压头相比，经过

圆台面的超声速气流会膨胀加速，造成圆锥面前端静

压分布有 1 个低压区。在圆锥母线长度的 20%～90%

区间内，静压分布较平缓，差值较小，故将 5 孔探针的

4 个测压副孔布置在该区间内。

1.2 结构设计

副孔正交型超声速 5 孔探针结构如图 3 所示。
（a）理想圆锥测压头 （b）实际圆台测压头

图 1 圆锥探针绕流特性

Ma 啄c

Oblique Shock Normal Shock

啄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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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4 个副孔轴线垂直于圆锥面母线，在圆

锥面上的周向角分别为 0毅、90毅、180毅和 270毅，测压头

的圆锥半角为 20毅。设计了直径分别为 6、4、2 mm 的

测压头（如图 4 所示），采用不锈钢材料进行电火花

（EDM）穿孔加工。直径 4 mm 的 5 孔探针测压孔直径

为 0.4 mm，副孔距离探针前端面 3.0 mm（x/L=50%），

副孔深 0.5 mm；探针支杆长 140 mm。

根据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显示（图 4，放大 100

倍），直径 4 mm 的 5 孔探针测压孔对称性较好，仅竖

直方向的 2 个副孔周向角度有一定偏差（约 2毅）。测

压孔微观上均存在少量毛刺，会对流场测量造成一定

影响。5 孔探针作为接触测量工具，为了降低对流场

的影响程度，应尽量减小5 孔探针的外形尺寸。文献[7]

对不同直径探针进行研究，建议测压头尺寸最好不小

于 2 mm，测压孔直径不小于 0.2 mm，否则将大幅度

延长测量压力的响应时间。

针对如图 4 所示的 5 孔探针，在超声速风洞中采

用背景导向纹影技术（BOS）开展超声速扰流特性的研

究，验证了测压头和支杆结构设计的合理性。文献[11]

中详细描述了验证试验中 BOS 技术的原理、设备布

局和试验方案。试验在 Ma=1.6 下，将 5 孔探针置于风

洞出口，正对来流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测压

头、支杆和支杆弯段处各形成了 1 道斜激波和膨胀

波。其中，第 1、2 道斜激波（shock1、shock2）为锥形激

波，第 3 道斜激波（shock3）为支杆弯段形成的平面斜

激波。从宏观上看，各激波与膨胀波之间无相互干扰。

探针头部形成的 shock1 与图 1（a）的激波结构更相

似。图中还存在由风洞喷管出口型面不连续引起的多

道弱激波。

2 校准方法

2.1 参数定义

在小流动角情况下，5 孔探针中心孔压力 P2 最

大；随着流动角度增大，最大压力由中心测压孔逐渐

转移到正对横向气流的测压孔。根据 5 个测压孔的压

力高低，将流动空间划分为 5 个区。中心孔编号为第

2 孔所对的流动空间称为内区，其他 4 个区称为外区，

每个区各占 1/4 的扇形空间，5 孔探针编号和坐标如图

6 所示。5 孔探针使用中

有 2 种坐标系以确定来

流方向，本文采用迎角 琢
和侧滑角 茁 来确定气流

方向角，迎着气流看，向

下迎角为正，向右侧滑角

为正[12-17]。

在 5 孔探针校准中，按照式（5）～（8）定义总压系

数 Ko、静压系数 K s、方向特性系数 K琢 和 K茁

K0=
P2-P0

*

P2-
P1+P3+P4+P5

4

（5）

Ks=

P1+P3+P4+P5

4
-Ps

P2-
P1+P3+P4+P5

4

（6）

K琢=
P3-P1

P2-
P1+P3+P4+P5

4

（7）

K茁=
P5-P4

P2-
P1+P3+P4+P5

4

（8）

图 2 圆锥表面静压系数分布

图 3 5 孔探针结构 图 4 探针实物

图 6 5孔探针编号和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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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1~P5 分别为 5 个测压孔压力； 为风洞来流总

压；Ps 为风洞出口静压。

2.2 风洞校准

5 孔探针分别在直流开口式亚声速风洞和超声

速风洞中完成校准，亚声速风洞校准范围 Ma=0.2～
1.0，超声速风洞校准范围 Ma=1.0～2.0，2 个风洞均可

实现 琢＝±30毅、茁＝±20毅的调节与控制。风洞流场校

测结果表明，在所有试验 Ma下，风洞出口实际使用

区域内流场指标满足 GJB 1179-91 的要求。校准方法

如下：

（1）Ma=0.4、0.6、0.8、1.0 的校准试验在亚声速风洞

上进行；Ma最大偏差为 0.009，压力测量误差为 0.1

kPa。

（2）在 Ma=1.203、1.304、1.395、1.480、1.587、1.744
下的校准试验在超声速风洞上进行；Ma最大偏差为

0.0092，压力测量误差为 0.2 kPa。

（3）方向角校准误差为 0.3毅，校准范围为 琢＝0毅、
±5毅、±10毅、±15毅；茁＝0毅、±5毅、±10毅、±15毅。

3 试验结果

3.1 风洞校准结果

校准数据按照式（5）～（8）进行处理，得到 5 孔探

针的方向特性和总静压特性。在 Ma=1.4 和 Ma=1.74
下的方向特性曲线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不同

Ma下方向特性系数基本一致，具有较高的对称度；方

向角在 -15毅～15毅范围内变化时，方向特性系数在

-0.8～0.8 之间变化；不论 琢 还是 茁，方向角每变化

5毅，相应的方向特性系数变化的平均值为 0.21。

方向角系数随着 Ma的变化规律如图 8 所示。总

体来说，随着 Ma增大，方向特性系数的绝对值单调

降低，即方向特性系数朝着原点（琢=0毅、茁＝0毅）靠拢。

在 Ma=1.3 附近，迎角系数曲线有一定偏折（如图 8

（a）所示），最大偏折发生在 琢=-15毅时，且该偏折随着

迎角的增大而逐渐减小，可能是在该 Ma下校准风洞

流场品质的影响造成的。

总压特性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总压系数均

小于 0，在亚声速范围内，随着 Ma的增大，总压系数

越大，在 Ma=1 时，总压系数最大（接近 0）；在超声速

范围内，随着 Ma的增大，总压系数越小，且变化梯度

越大。在相同 Ma下，琢=0毅、茁＝0毅处的总压系数最大，

在 琢=-15毅、茁＝15毅处的总压系数最小。

图 7 不同 Ma下的方向特性曲线

（a）迎角系数（茁＝0毅）

（b）侧滑角系数（琢＝0毅）
图 8 方向角特性随Ma变化趋势

（a）总压系数随 Ma变化趋势

0.4

0

-0.4

K琢
0.40-0.4-0.8

Ma=1.74 Ma=1.4

0.4

0

-0.4

-0.8

Ma
1.61.20.80.4

琢=15毅
琢=10毅
琢=5毅
琢=0毅
琢=-5毅
琢=-10毅
琢=-15毅

茁=15毅
茁=10毅
茁=5毅
茁=0毅
茁=-5毅
茁=-10毅
茁=-15毅

0.4

0

-0.4

-0.8

Ma
1.61.20.80.4 1.8

1.8

0

-0.2

-0.4

-0.6

Ma
1.61.20.80.4

琢=0毅，茁=0毅
琢=15毅，茁=15毅
琢=15毅，茁=-15毅
琢=-15毅，茁=15毅
琢=-15毅，茁=-15毅

68



张 有等：1 种副孔正交型超声速 5 孔探针的设计与应用第 5 期

静压特性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静压系数随

Ma的变化规律与总压系数一致，均先增大后减小（非

单调变化）。在 Ma=1 时静压系数有 1 个突变，在亚声

速时，静压系数大于 0；在超声速时（Ma≥1.2），静压

系数小于 -1。在相同 Ma下，琢=0毅、茁＝0毅处的静压系

数最大，琢=-15毅、茁＝15毅处的静压系数最小。

基于误差传递理论，对风洞校准试验进行误差源

分析与量化，得到了各系数（式（5）~（8））的校准试验

误差，如图 11 所示。总的来看，随着 Ma增大，特性系

数校准误差降低。由于探针校准分别在 2 个风洞中进

行，故特性系数校准误差在 Ma=1.0 时有转折。

直孔和副孔正交型 5 孔探针的对比如图 12 所

示。2 种类型 5 孔探针在 Ma=1.744 时的方向特性曲

线如图 12（a）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小角度条件下（±

15毅），副孔正交型 5 孔探针 1 与直孔型 5 孔探针 2 的

方向特性基本类似。2 种类型 5 孔探针副孔宽度的变

化规律（测压孔直径为 0.4 mm）的对比如图 12（b）所

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圆锥半角 兹 的减小，直孔型副孔

宽度 L 迅速增加，而正交型副孔宽度 L 始终保持不

变（0.4 mm）。对于直孔型探针，在大 Ma和大气流方

向角的条件下，较大的宽度 L 会影响副孔压力测量精

度，从而造成 Ma和方向角测量的偏差。

（b）总压系数 - 方向角系数关系

图 9 总压特性

（a）静压系数随 Ma变化趋势

（b）静压系数 - 方向角系数关系

图 10 静压特性

图 11 5孔探针特性系数校准误差

（a）方向特性

（b）副孔宽度变化规律

图 12 2种 5孔探针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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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值分析

模拟探针超声速校准试验过程的 5 孔探针计算

模型和网格如图 13 所示。喷管出口直径为 50 mm，外

流场长 800 mm、直径为 200 mm，5 孔探针直径为 4

mm，计算模型长 30 mm。采用六面体结构化网格，网

格数为 1500 万，5 孔探针壁面网格尺度为 0.005 mm。

计算模型边界条件（喷管进口总压、方向角、环境压

力）与风洞校准试验的一致，采用 SST k-棕湍流模型。

在正迎角（Ma=1.744，茁＝0毅）情况下探针壁面的

总压分布如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见，迎角为 0 时，探

针正对来流，驻点位置在中心孔上，因此中心孔的静

压高于侧面的 4 个小孔。随着迎角逐渐增大到 15毅，
外区第 5 孔（迎风面）的压力值逐渐高于外区其他副

孔压力值。气流以子午面（ZX 平面）为对称面向两边

流动，越接近背风面，副孔的静压值越小。随着迎角的

增大，外区第 5 孔后形成的局部尾迹区逐渐减小；中

心孔 2 背风面的低压区越来越大。

在负迎角下（Ma=1.744，茁＝0毅）探针子午面（ZX

平面）的 Ma分布如图 15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迎角

为 0 时，中心孔前端形成了局部的正激波，激波后

Ma＜1，4 个副孔附近的 Ma较高（1.4 左右）。随着迎

角的减小，在外区第 4 孔（迎风面）附近形成较强的斜

激波并逐渐演化至正激波，波后 Ma从 1.4 降低至 1.0

左右。而外区第 5 孔附近的斜激波逐渐减弱，波后Ma
从1.4 增加至 1.6。受测压头尾迹的影响，背风面静压较

低，气流在此加速，使得背风面的Ma高于迎风面Ma。

对 5 孔探针静压 / 总压比与 Ma 的关系进行研

究，定义静压和总压的比值 CM

CM=（P1+P3+P4+P5）
4×P2

（9）

数值计算的 CM 与 Ma、迎角的关系（琢=-15毅～
15毅，茁=0）如图 16 所示。从图中可见，同一 Ma下，CM
不受气流方向角 琢 的影响，基本保持不变；不同 Ma
下，CM 曲线基本平行。

CM 校准试验值、仿真值与 Ma的关系（琢=0毅、
茁=0毅）如图 17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 Ma的增大高，

CM 单调降低，该值可作为流场测试中 Ma 判断的辅

助参数。在亚声速阶段，CM 校准值和仿真值差别较

小，当 Ma>1.3 以后，CM 差别越来越大，可能的原因

是仿真模型缺乏对激波与附面层相互干扰流动细节

的捕获，需要在后续工作中继续深入研究。

图 13 5孔探针计算模型和网格

图 14 探针壁面总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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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孔探针的应用

在 Ma连续调节超声速喷管流场标定试验中（如

图 18 所示），采用副孔正交型 5 孔探针完成了喷管出

口 5 个截面共 315 个坐标点的标定。Ma标定范围为

1.2～1.8，俯仰角度为±6毅。5 孔探针与自动位移机构

配合使用，实现了对喷管出口不同截面进行 Ma/ 方向

角的自动测量和空间流场的连续标定。

由于 5 孔探针的测量原理是通过 5 个孔的压力

来插值反算对应的 Ma及气流角等参数，所以在对测

量数据处理前需进行多项式拟合。采用的最小二乘多

项式插值方法使得拟合曲线并不一定通过校准数据

点，在经过多次迭代后，会产生 1 个算法导致的误差。

为了减小这种差异在流场测量中的影响，采用线性补

偿的方法对计算 Ma进行一定的修正。

喷管出口 Ma=1.6、琢=3毅时子午面 Ma标定结果和

方向角标定结果如图 19 所示。从图中可见，喷管出口

均匀区（虚线内）受附面层影响，其高度小于喷管高

度；均匀区后出现菱形膨胀加速区，Ma快速增大到

1.72。受出口膨胀波影响，气流会产生方向角（右图），

范围为±3毅。

同时，采用总压探针对喷管出口流场 Ma和边界

层进行标定，并与 5 孔探针标定结果进行对比,如图

20 所示。总压探针的 Ma通过波前波后总压比值计算

出，假设喷管为等熵膨胀过程，则波前总压可取喷管

进口总压，波后总压为总压探针获取的压力。由于流

场还存在气流方向角，故总压探针测量的 Ma偏低，

且边界层分布不均匀。相反，5 孔探针的 Ma测量结果

更能反映喷管出口的真实流场。由于总压探针上布置

了多根测压管，移动测量过程中相互影响较大，造成

总压探针的测量 Ma呈锯齿状。

5 结论

根据圆锥体超声速绕流特性研究结果，设计了副

孔正交型超声速 5 孔探针，风洞校准和数值模拟结果

表明该探针具有良好的气动特性。在 Ma连续调节超

声速喷管流场标定试验中，本文设计的 5 孔探针 Ma
测量结果比总压探针测量结果更接近喷管实际 Ma，
表明其在带有方向角的超声速流场标定中具有较高

的测量精度。

在后续的工作中需要针对以下 2 个问题开展研

究：（1）由于在亚声速风洞和超声速风洞中分开进行

图 17 CM校准值和仿真值的对比

图 18 超声速喷管流场标定试验

（a）Ma标定结果 （b）方向角标定结果

图 19 超声速流场方向角标定结果

图 20 5孔探针与总压探针处理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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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孔探针校准，使得探针在跨声速（1.0≤Ma≤1.3）段

的性能有所降低，需改进校准方法；（2）在大气流角

（>30毅）条件下，进行副孔正交型和直孔型 5 孔探针的

气动特性和测量精度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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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离心载荷下的叶片激振试验技术，在气涡轮油激励旋转激振试验平台上，以某航空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片为对

象，选择不同喷嘴型号、喷嘴数和压力流量条件进行了油激励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对于同类叶片，试验选用 P 型喷嘴获得的振动响

应最大，不同流量的 P 型喷嘴效果相似；针对该型叶片的 1 阶振动，在液体激振情况下激振因数为 14E 下的响应远大于 28E 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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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转子叶片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零部件之一，对发

动机的整体性能特别是可靠性和经济性有重大影响。

目前先进航空发动机日益向大功率、高性能和高可靠

性方向发展[1]，其转速和压比越来越高，而叶片相对厚

度在不断减小，转子叶片在高速旋转时不仅所承受的

离心负荷大、叶尖速度高，而且在气流场、压力场、声

场、温度场等多场耦合的复杂环境下工作，极易受多

种激振因素引发振动问题[2-3]。

引起发动机叶片振动问题的周期性激振力主要

是各种形式的机械力与气体力[4]。其中机械激振力主

要是转动零件或传动零件产生的交变力和力矩，例如

转子不平衡、齿轮传动啮合不均等；气体力主要由静

子叶片、支柱或辐板等零件引起，气流流经这些结构

之后，造成流场不均匀，动叶每转过 1 个静叶通道便

受到 1 次气流冲击。如果这些激振力的频率等于叶片

的自振频率，叶片便会发生共振[5-6]。在解决气流、结构

等激振因素引起的振动问题方面，目前的试验方法以

叶片静止固支激振为主要手段[7-8]，国内外在叶片旋

转态激振试验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Judge 等[9]曾在

2003 年搭建了 1 种能够对旋转机械尤其是涡轮机械

叶盘结构进行无接触声激振的试验系统；2004 年，

Jones 等[10]利用 18 叶片钢叶盘对线性失谐振动响应

的理论分析进行试验验证，其激振力由叶片尖端的无

接触电磁激振器提供；向宏辉等[11]利用 1 台单级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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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件，研究了 IGV 尾流强度对叶片振动应力的影

响；李录平等[12]利用空气喷嘴对旋转态汽轮机叶片进

行激振试验，并以此验证了叶片自带冠的碰撞阻尼效

果；赵志彬等[13]采用压电陶瓷片对叶片进行激振，研

究了叶盘结构的受迫振动响应。另外，目前的先进航

空发动机也越来越多采用整体叶盘等新型结构，例如

侯明等[14]利用振动台测试了压气机整体叶盘的耦合

振动特性。但在这些新结构振动测试中，振动台开展

试验更加复杂，且仍不能提供离心力载荷，对于解决

振动问题所能起到的作用更加有限。

为此，本文开展旋转态的转子叶片激振试验技术

研究，分析各类因素如何影响试验结果，以提升叶片

振动相关的试验分析技术能力，为新型发动机研制和

排故提供技术储备。

1 叶片受迫振动理论分析

对于 1 个单自由度的振动系统受周期性激振力

引起的受迫振动，其振动微分方程为

mx"+dx'+sx=F（t） （1）

式中：m 为质量；d 为阻尼系数；s 为刚度系数；F（t）为
激振力；t 为时间；x 为质量 m 离开平衡位置的位移。

若激振力为周期力，周期为 T，则激振力可以表

示为 F（t）=F（t+T），将周期力展开成傅里叶级数，可得

F（t）=a0

2
+

∞

k=1
移Ak cos（k赘t+茁k） （2）

式中：a0、Ak、茁k 均为与 T 及 F（t）有关的常数。

将式（2）应用在发动机叶片振动系统中可见，周

期激振力总可以表示成简谐力的级数和。其中 k=1 的

简谐力为基频项，其频率为 赘，即发动机的转动频率。

此处为分析方便，仅考虑第 k 阶激振力引起的振动，

得到运动方程

mx"+dx'+sx=Akcos（k赘t+茁k） （3）

运动方程的解为

Xk= Ak/m
[棕2-（k赘）2]2姨 +（2Dk棕赘）2

cos（k赘t+茁k-渍k） （4）

分析解可知，当叶片某阶自振频率 棕=k赘 时，其

振动响应最大，可能引起共振[15]。

上述分析都是对 1 个局部障碍造成的周期激振

力而言，实际上在发动机中叶片前部的障碍物不只 1

个，例如若有 18 片进口导向叶片，可看作有 18 个均

布的障碍物。这样的激振力可写为

F（t）=a0

2
+A 18cos（18赘t+茁18）+A 36cos（36赘t+茁36）+

A 54cos（54赘t+茁54）+…… （5）

这里包含 k=18、36、54 的高倍频力，若此时 k赘
等于叶片某阶自振频率，则可能引起共振。

因此，为分析叶片共振情况，工程上通常以转速

为横坐标，频率为纵坐标，绘制各阶自振频率线及与

转速成整倍数关系的激振频率射线，得到叶片的共振

图（即坎贝尔图），如图 1 所示。

从图中可见，激振频率射线与各阶自振频率线相

交时，叶片可能发生共振，交点处的转速即为可能引

起共振的共振转速。

2 气涡轮油激励旋转激振试验平台

为验证旋转激振试验技术，进而在部件试验阶段

验证上述坎贝尔图的分析结果，判定是否在相应转速

存在共振，搭建了气涡轮油激励旋转激振试验平台。

试验在立式多功能转子试验器上进行，其试验原理为

在转子旋转过程中，利用一定数量的喷油嘴喷射油柱

模拟外界激励因素，使叶片发生共振，通过应变片对

叶片振动情况进行监测。

试验转子以悬挂的形式安装在真空防爆舱体箱

内的驱动轴头上，由气涡轮带动试验件旋转，在真空

度约低于 10-4 MPa 状态下进行试验，由油激振装置对

试验件的叶片进行激振。激励用油由油泵和收油装置

负责循环，喷油总管处安装有压力、流量控制阀和传感

器，喷嘴安装在专用支架上。试验装置如图 2 所示。

3 试验研究

利用如图 2 所示的试验系统，进行某高压涡轮组

件的叶片激振试验，叶片振动采用应变片测量，利用

图 1 叶片坎贝尔图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0.5

150001000050000
转速 n/（r/min）

第 2 阶

第 1 阶

慢车转速

工作转速

最大转速

14

12
11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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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环引电器将信号引出，通过选择不同的喷嘴型号、

喷嘴数和流体控制参数来实现不同的试验状态。

3.1 试验方案

本试验计划研究的激振影响因素有喷嘴型号、喷

嘴数和系统控制参数，分析过程以应变计显示的微应

变值（滋着）作为衡量叶片振动响应大小的标准。试验得

到的振动响应越大，证明激振技术越有效，越能为后

期基于此试验技术的其他试验提供良好的数据基础。

由于此类试验国外设备制造商已有成功先例，而

在国内尚属首次开展，为降低试验风险，采用试验器

自带液体喷嘴进行试验。喷嘴共有 H、P、B 等 3 个系

列，各系列液体喷射形状不同，H系列喷出油液为中空

锥形；P系列为高流量型，喷出油液为半空心锥形；B 系

列为高压力型，喷出油液为实心锥形，如图 3 所示。

根据设备提供商先期试验分析，H 系列喷嘴液体

已接近雾化，激振效果较差。因此本次试验根据喷嘴

库存情况选择 2 种 P 系列喷嘴 P20 和 P5，1 种 B 系

列喷嘴 B37 进行对比试验，3 型喷嘴数据见表 1。

试验共需进行 4 次，各次试验的喷嘴类型与喷嘴

数组合见表 2。

其中，第 1、2、3 次试验用于对比不同喷嘴类型对

试验的影响；第 2、4 次试验用于对比喷嘴数对试验的

影响。由于系统控制参数中压力值和流量值是联动

的，控制参数的对比取压力值进行。

叶片振动应力采用应

变电测法测量。由于计划

针对叶片的 1 阶振型进行

激振，此振型下叶根应力

最大，因此将应变片粘贴

在叶片靠近叶根部位测量

径向应变（贴片位置如图 4

所示），6 片被测叶片在转

子上周向均匀布置，如图 5

所示。通过试验器配套引

电器将应变片信号传出至

动态信号调理放大器中，

再经数采模块导入测试分

析软件处理。动应力测试

分析系统结构如图 6 所

示。本次试验共粘贴 6 个

应变片，6 号应变片在试验

前损坏，其余应变片在试

验中均获得有效数据。

3.2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见表 3~6。表中 Ms 代表单个喷嘴的流

量值，pm 代表总管处液体压力值，数据由试验器自带

测量系统给出。

试验共获得第 1～5 号应变片的应变数据，每次

试验结果选取应变值最大的 2 个应变片数据列出。

图 2 试验装置

图 3 喷嘴

型号

P20

P5

B37

流量 /（L/h）

（100psi）

75.7

18.9

1.5

喷射角度 /（毅）
45

45

45

表 1 喷嘴数据

试验
编号

1

2

3

4

喷嘴

型号

P20

P5

B37

P5

喷嘴数

14

14

14

28

表 2 试验组合

图 4 应变计粘贴位置

图 5 测试叶片周向位置

气涡轮

引电器

阻尼器

油激振装置

收油装置

防爆铅砖

防爆舱体

试验组件

舱盖升降机

H series P series B series

A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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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值及对应频率数据由应变计给出，对应转速

数据由转速传感器接入数据分析系统后给出。

本次试验其余状态微应变值与噪声值同量级，故

未列出。

4 数据分析

4.1 振动基本情况

根据试验结果可知，激振因素为 14E 时，叶片的振

动频率为 2000 Hz左右；激振因素为 28E 时，振动频率

为1900 Hz左右。从振动频率上看，应为同一阶振动。

为确定试验振型，对叶片采用有限元程序

ABAQUS 建模计算，边界条件取榫头工作平面固支，

温度为常温条件，获得叶片的前 2 阶自振频率，据此

绘制叶片的坎贝尔图如图 7 所示。

图 6 动应力测试系统

pm /kPa

470

520

590

700

740

Ms /（L/h）

73.8

81

90.8

104.4

110.2

应变计编号

1
5
1
5
1
5
1
5
1
5

微应变/ 滋着
7.8
12.6
7.2
12.9
8.6
13.1
10.9
16.6
10.8
16.4

频率/Hz
2058
2004
2062
2004
2056
1998
2050
1996
2052
1998

转速/（r/min）
8820
8589
8837
8589
8811
8563
8786
8554
8794
8563

表 3 第 1次试验结果（P20 喷嘴，14E）

pm /kPa

500

560

580

620

690

740

830

910

Ms /（L/h）

36.3

44.3

41.3

48.5

47.3

53.4

61

65.1

应变计编号

2
5
2
5
2
5
2
5
2
5
2
5
2
5
2
5

微应变/ 滋着
7.88
9.12
7.50
12.90
10.20
10.40
12.70
13.70
11.20
13.00
11.90
14.40
16.50
13.50
15.30
16.50

频率/Hz
2022
2002
2022
2000
2020
2002
2020
2000
2020
2002
2022
1998
2018
1996
2020
1996

转速/（r/min）
8666
8580
8666
8571
8657
8580
8657
8571
8657
8580
8666
8563
8649
8554
8657
8554

表 4 第 2次试验结果（P5 喷嘴，14E）

pm /kPa

960

1010

1030

Ms /（L/h）

0.53

0.79

0.79

应变计编号

5
5
5

微应变/ 滋着
3.1
3.0
3.1

频率/Hz
2018
2008
2006

转速/（r/min）
8649
8606
8597

表 5 第 3次试验结果（B37 喷嘴，14E）

pm /kPa

460

500

550

580

630

690

740

790

Ms /（L/h）

26.1

28.4

36.3

32.2

40.1

37.1

39.4

47.7

应变计编号

2
5
2
5
2
5
2
5
2
5
2
5
2
5
2
5

微应变/ 滋着
6.0
<3.0
6.8
3.1
7.1
3.9
7.0
3.7
7.9
3.7
9.8
5.1
10.9
5.7
8.6
5.2

频率/Hz
1948
NULL
1944
1904
1948
1912
1936
1904
1948
1912
1944
1908
1940
1904
1956
1916

转速/（r/min）
4174
NULL
4166
4080
4174
4097
4149
4080
4174
4097
4166
4089
4157
4080
4191
4106

表 6 第 4次试验结果（P5 喷嘴，28E）

图 7 某型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片坎贝尔图

信号放大器 数采系统 数据分析系统

信号传输 信号传输

信号传输装置

应变计

测试件

8

7

6

5

4

3

2

1

第 1 阶频率 第 2 阶频率 14E 28E

转速 /（r/min）

14000120001000080006000400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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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试验频率与第 2 阶计算频率差距较

大，与第 1 阶计算频率接近；14E、28E 对应的共振转速

也与试验值相近。由此判断试验中振型为 1 阶振型。

在转速方面，叶片在试验器上的安装条件与实

际发动机上的接近，且能够施加与发动机真实工作

时相同的离心力载荷，但由于目前无法在试验器上

模拟温度载荷，因此试验所得的转速仅能代表此叶

片在不受温度载荷的情况下对应某一激振因素的 1

阶共振转速。

4.2 喷嘴类型的影响

试验共用 P20、P5、B37 等 3 型喷嘴，根据第 1～3

次试验数据，取应变值最大的 5 号应变片微应变值为

代表，绘制响应对比曲线，如图 8 所示。

图中横坐标括号内的值代表与 B37 喷嘴的微应

变值对应的 pm 值。从图中可见，喷嘴 P20 与 P5 在同

样的 pm 值下的微应变值相差不多。从表 5 和图 7 中

的数据可见，B37 喷嘴能在极小的油流量下达到比 P

型喷嘴更高的 pm 值，但可能由于油流量太小，微应变

值相比 P 型喷嘴的小很多。

因此可以认为，在当前试验条件下，对于该型高

压涡轮叶片，采用 P 型喷嘴激励效果好于 B 型喷嘴

的，不同流量的 P 型喷嘴对试验结果影响不大。

4.3 喷嘴数的影响

选用 P5 型喷嘴，分别进行 14E 和 28E 下的对比

试验后，根据第 2、4 次试验数据，仍然取应变值最大

的 5 号应变片微应变值为代表，得到的响应对比如图

9 所示。

从图中可见，对于试验所用高涡组件，针对其 1

阶振动，在激振频率相同时，激振因数为 14E 时的微

应变值大于激振因数为 28E 时的值。根据图 7 分析

可能的原因是，在 28E 下的 1 阶共振转速相比 14E

下的低了很多，叶片线速度不高导致在同样 pm 值下

激振能量相对较小。

4.4 控制参数的影响

在每次的试验数据中，选择应变值最大的 2 个应

变片为例，分别绘制响应与压力 pm 的关系曲线，如图

10~12 所示。由于 B37 喷嘴的微应变值过小，本文不

讨论。

从图中可见，总趋势是随着 pm 的增大微应变值

也增大，但微应变值随 pm 的增大并不呈单调增长趋

势，而是存在 1 个最佳的 pm 值，可以使微应变值达到

最大。

图 8 3型喷嘴响应对比

图 9 14E 与 28E 下的响应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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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P20 在 14E 下的控制参数与响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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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P5在 14E 下的控制参数与响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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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P5在 28E 下的控制参数与响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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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受试验器限制，控制参数中压力值和流量值

是联动的，因此无法讨论压力和流量值各自对响应值

的影响程度。

5 结论

通过对试验中叶片激振试验的影响因素进行初

步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利用本文试验方法，可以实现在不同激励因

素条件下对旋转叶片进行某 1 阶振动的激振试验。

（2）试验器可选用的喷嘴中，针对同类型涡轮叶

片，P 型喷嘴的激振效果最好，不同 P 型喷嘴激振效

果相似。

（3）针对试验所用高涡叶片，对其 1 阶振动进行液

体激振，在 14E 下得到的响应比在28E 下的更明显。

（4）激励系统控制参数对激振效果影响显著，但

对某一确定的试验状态存在 1 个最优值，可使响应达

到最大。

6 展望

对于叶片旋转激振试验，未来还需要针对其他类

型叶片（如固有频率较低、振动响应更明显的压气机

叶片等）设计不同喷嘴类型和激振能量的试验来对

比，以便研究如何获得更加显著的激励效果，为后续

的旋转激振试验提供准确可靠的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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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一次表面换热器的叉流角度和流体流动通道大小对其换热能力及热气压力损失的影响，对不同结构形式的一

次表面换热器在各设计工况下的流动及换热特性进行分析，针对 3 种叉流角度（15毅、30毅和 45毅）的大通道和 2 个小通道（0毅和 30毅）
一次表面换热器开展其流动换热性能的试验，试验热气入口温度分别为 60、80、100 和 120 ℃，热气流量分别为 30、40、60 和 80

kg/h。试验结果表明：不论大、小通道换热器，叉流角度越大，换热器的换热能力越强，热气压降呈递增的趋势；叉流角度同为 30毅时，

小通道换热器的换热能力强于大通道换热器的，但热气压降较大；通道大小对一次换热器流动和换热的影响强于叉流角度对其的

影响。借助试验结果对不同叉流角度的一次表面换热器给出热气压降的试验拟合公式，总结了通道大小与换热系数的关系。

关键词：一次表面换热器；流动换热性能；试验研究；叉流角度；通道；热气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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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Flow and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3D Printed Primary Surface Heat
Exchanger

ZHANG Sheng-bao1袁GUO Zhi-qiang1袁ZHENG Mei1袁DONG Wei1袁YU Xiao2

渊1.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袁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袁Shanghai 200240袁 China曰
2.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cross flow angle and fluid flow channel size on heat transfer capacity and hot gas pressure
loss of primary surface heat exchanger袁the flow and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primary surface heat exchanger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s
under different design conditions were analyzed. The flow heat transfer Charaderistics of the primary surface heat exchanger were testedwith
big channel of three cross flow angles 渊15毅袁30毅 and 45毅冤 and small channel of two cross flow angles 渊0毅 and 30毅冤. The experimental inlet
temperatures of hot gas were 60袁80袁100 and 120 益袁and the flow rate of hot gas were 30袁40袁60 and 80 kg/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rger the cross flow angle is袁the stronger the heat transfer capacity is袁and the pressure drop of hot gas increases gradually袁no
matter whether it is large or small channel heat exchanger. When the cross flow angle is 30 毅袁the heat transfer capacity of small channel
heat exchanger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large channel heat exchanger袁but the pressure drop of hot gas is larger. The influence of channel size
on flow and heat transfer of primary heat exchanger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cross flow angle. With the help of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袁the
experimental fitting formula of hot gas pressure drop is given for primary surface heat exchanger with different cross flow angles袁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nel size and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is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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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间壁式换热器的 1 种形式，一次表面换热器

（Primary Surface Heat exchanger，PSHE）具有紧凑和

高效的特点，较其他形式有很明显的优势。随着 3D

打印技术日益成熟，加工结构更加复杂精细的 PSHE

成为可能，这使 PSHE 在应用中得到更多关注。近年

来，有学者提出可以将 PSHE 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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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管理中，以提高发动机性能。

国内外学者针对一次表面换热器的理论热力设

计、数值模拟和试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王斌等[1]提出

适用于 PSHE 的瞬态温度变化物理模型和数学方程

式。刘振宇等[2]开发了以流道几何参数和流速为自变

量，以换热器质量、传热系数和压力损失为因变量的

PSHE 优化设计程序。Min 等[3]提出燃气轮机中间冷器

与回热器的设计方法。王巍等[4]基于场协同理论，计算

和分析正弦波截面通道 PSHE 在不同流动交错角和

宽高比下的流动和换热性能。Stasiek 等[5]利用 Har-

well-Flow3D 的不同算法，对比不同结构和雷诺数下

的 PSHE 的性能。Vijaya 等[6]利用 CFX 研究波纹板间

距对紧凑焊板式 PHSE 性能的影响。Blomerius 等[7]数

值模拟了 PSHE 在层流和过渡流状态下的性能，得到

的结论是 45毅叉流角度对应的流动换热性能最好。

Sunden 等[8]对比了多种不同结构的 PSHE 的换热性能

和制造难度，结果显示 CC 型 PSHE 的换热性能较理

想且更易制造。Ciofalo 等[9]通过数值模拟和试验，发现

当叉流角度在中等范围内时，PSHE 的换热能力大幅

增强，而压力损失无显著增加。Kanaris 等[10]利用响应

面法优化 PSHE 设计，并提出关于换热器努塞尔数和

摩擦系数的关系式。Focke 等[11]通过试验分析波纹板

交错角度换热器性能的影响，提出对 PSHE 的优化设

计方案。杨静等[12]通过试验研究，修正了当量直径为

1 mm 的 PSHE 相关准则式。程惠尔等[13]通过试验对

比不同通道形状的 PSHE 的性能，发现通道尺寸比通

道形状对 PSHE 性能的影响更大。聂嵩等[14]通过试验

研究了流量变化对 PSHE 流动阻力和换热性能的影

响。在结构创新方面，Kim 等[15]提出双波纹 CC 型结构

PSHE，通过在波纹板表面增加二次波纹，进一步增加

流体的扰动，从而增强换热。

文献中对复杂结构的 PSHE 的流动换热性能的

试验研究较少，特别是针对叉流 PSHE 的试验研究更

少，对其流动换热特点不甚了解。本文借助 3D 打印

技术设计并加工了 5 个不同叉流角度的钛合金

PSHE，其当量直径为 1~2 mm。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航

空紧凑换热器试验台上开展了 3D 打印的 PSHE 试验

研究，分析了叉流角度和通道大小对 PSHE 的气体流

动和换热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叉流角度越大，

PSHE 的换热能力越强，热气压降越大；小通道 PSHE

的换热能力强于大通道 PSHE，但热气压降更大；相

对于叉流角度，通道大小对 PSHE 流动和换热的影响

更大。基于以上特点，本文对试验数据进行拟合，提出

了考虑叉流角度的 PSHE 的热气压降相关经验公式，

总结了换热系数与通道大小之间的关系。

1 一次表面换热器模型参数

试验所用的一次表面换热器芯体的传热表面波

纹板片采用一定角度交错的叠落方式，芯体通道采用

类椭圆形的波纹形式，其结构如图 1 所示。采用椭圆

形通道主要是考虑该形状能使通道结构轮廓在各拐

点处都比较光滑，有利于减少气体压力损失。

针对 3D 打印的 3 个大通道一次表面换热器（叉

流角度分别为 15毅、30毅和 45毅）和 2 个小通道一次表

面换热器（叉流角度分别为 0毅和 15毅）开展流动换热

性能试验研究。叉流角度为冷流体和热流体在换热器

内部流动方向所成角度 兹 如图 2 所示。

大通道和小通道的截面参数尺寸见表 1。其尺寸

是根据刘荫泽等[16-17]基于效率 - 传热单元数法编写

的换热器设计程序，结合一系列设计工况点下的性能

要求而设计。冷气通道流过的是发动机外涵气体，为

了避免引起外涵压降过大，所设计的大通道换热器和

小通道换热器的冷气通道的当量水力直径保持一致，

均为 2.22 mm，大通道换热器和小通道换热器的主要

图 1 一次表面换热器

芯体通道

图 2 一次表面换热器内热

流体和冷流体流动

参数

换热器总高 H/mm

换热器总宽 W /mm

换热器芯体 + 封头总长 /mm

换热器通道层数

换热器单层通道数

热气通道椭圆弧半短轴 a/mm

热气通道椭圆弧半长轴 b/mm

冷气通道圆弧半径 R/mm

波纹板厚 啄p /mm

大通道

74

54

110

18

18

0.4

0.75

0.75

0.25

小通道

74

54

110

18

18

0.25

0.65

0.45

0.25

表 1 大、小通道换热器芯体尺寸

R

a
b

W id

H

啄Y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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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在于热侧的当量水力直径不同，分别为 1.10、

0.86 mm。

在传统加工工艺中，一次表面换热器主要生产技

术是将 1 卷金属薄板轧成具有特定角度的波纹板表

面，轧制完成后在波纹薄

板的 4 个面上加上封条，

将若干块带有封条的波纹

薄板按一定的角度堆叠，相

邻薄片通过焊接固定以防

止泄漏，从而形成相互分隔

的冷热流体通道。3D 打印

技术可以将换热器芯体与

流体进出口结构一体化设

计加工，同时针对复杂的芯

体结构进行加工，缩短加工

研制周期。试验用的5 个钛

合金一次表面换热器均采

用 3Ｄ 打印技术一体化生

成，即将换热器的芯体与其

进出气及集配气系统一次

性打印生成，如图 3 所示。

其内部冷热流体通道设计

如图4所示。

2 试验系统及参数测量

试验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航空紧凑换热器试验台

上开展，该试验台主要由冷热气供气系统、加热系统、

稳定段和试验段组成，如图 5 所示。在试验中，将一次

表面换热器放置于试验段中，将特定温度和压力的冷

气和热气同时分别引入冷气和热气通道中换热。在试

验段前后分别连接 1 段长 500 mm 的稳定段，以使流

进和流出试验段的冷气流场稳定，保证稳定的试验段

进出口流体的温度和压力参数。在供气系统方面，冷

气的气源由 2 台并联的功率为 4.3 kW 的高压风机提

供，经过 1 个集气腔和 1 段稳定段后进入试验段换

热；热气由空压机及储气罐提供，压缩空气经冷干机

干燥并调节压力，经过 2 台串联的加热器加热后进入

一次表面换热器中换热。试验中采用的加热系统通过

PIC 控制柜控制 2 台满载加热功率为 35 kW 的加热

器的启动及运行功率，将热气流加热到不同温度。试

验时热气的不同压力通过冷干机后设置的压力调节

阀实现；冷气端的压力调节则通过位于冷气出口段的

蝶阀实现。

为分析一次表面换热器的流动和换热特性，试验

中需要采集的主要数据有换热器冷、热气进出口温

度、压力和流量。试验中使用多孔平衡流量计测量冷

气路的流量，热气路的流量则用热式流量计测量。试

验中共有 5 支 PT100 温度变送器，其中 4 支用于测

量冷、热气的进口及出口温度，1 支用于测量平衡流

量计的温度补偿值；同样有 5 支压力变送器用于测量

试验中各部位流体的压力：4 支用于测量冷、热气的

进出口压力，1 支用于测量平衡流量计的压力补偿

值。用于测量换热器冷气的进、出口温度和压力的变

送器均放置于稳定段中流场较为稳定的位置，试验段

前传感器放置于靠近试验段的位置，试验段后传感器

放置于离试验段较远的位置。

3 试验参数

为探究叉流角度、热气流速、通道大小等因素对

一次表面换热器流动特性和换热能力的影响，试验中

对 3 个大通道换热器、2 个小通道换热器进行 4 种不

同热气来流温度、4 种不同热气流量组合的试验测

试，即每个 PSHE 要测量 16 种工况。测量参数见表

2，冷气流量固定为 85 kg/h，冷气入口温度为 42 ℃。

每组试验的时间为 5 min，当控制柜上温度和压力等

示数稳定时，记录相应试验数据。

4 一次表面换热器性能试验结果

试验设置不同的换热器的热气进口温度及流量，

测得这些工况下换热器热气出口温度及压力、冷气出

口温度及压力等参数，通过对各参数进行处理以分析

其对一次表面换热器换热能力及流阻特性的影响。换

图 3 一次表面换热器 3D

打印成品

图 4 一次表面换热器内部

流体通道

图 5 一次表面换热器试验台

热气入口温度 th，in /℃ 60 80 100 120

热气入口流量 mh，in/（kg/h） 30 40 60 80

表 2 试验参数设置

冷风机

流量计

压气机
压力罐

阀
流量控制 电加热器

冷气稳定段

热
气
稳
定
段

温度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热流

冷流

温度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冷气稳定段
换热器

压力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热
气
稳
定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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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力用换热器换热系数 K（W/m2/K）衡量，流阻特性

用工质进、出口压差 ΔPh（bar）表示。分析各因素对换

热器性能的影响时，将大通道和小通道换热数据分开

进行。

Q=mh×cp×（th,in-th,out） （1）

K= Q
A×驻tm×椎 （2）

式中：Q 为热流体的散热量，也可以用冷流体的吸热

量计算；cp 为热流体定压比热容；th，in 为热气入口温

度；th，out 为热气出口温度；A 为换热器内部的换热总面

积；驻tm 为热流体与冷流体逆流换热时的平均温差；椎
为平均温差修正系数，当冷热流体叉流换热时，换热

器的平均温差需要通过 椎 对相同条件下的逆流换热

的平均温差修正得到，椎 的数值取决于无量纲参数 P
和 R，P和 R 值可以在《传热学》[18]的图表中得到。

P= tc,out-tc,in
th,in-tc,in

（3）

P= th,in-th,out
tc,out-tc,in

（4）

4.1 换热系数影响因素分析

不同热气入口温度 th，in 下 5 个换热器的换热系

数 K 随质量流量的变化如图 6~9 所示。 从图 6~9 中可见，叉流角度 30毅小通道换热器的

换热系数试验数据存在波动，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分

析。对于大通道换热器，随着叉流角度的增大，换热系

数 K 不断增大；对于小通道换热器，30毅叉流角度对应

的换热系数大于 0毅换热器的。在叉流角度均为 30毅的
情况下，小通道换热器的换热系数显著大于大通道换

热器的，在绝大多数工况下，30毅小通道换热器的换热

系数要大于 45毅大通道换热器的，表明通道大小对换

热系数的影响程度大于叉流角度对其的影响程度。

4.2 压力损失影响因素分析

不同热气入口温度 th，in 下 5 个换热器的热气压

力损失 ΔPh 随质量流量的变化如图 10~13 所示。

图 6 th，in=60 ℃时，各换热器的换热系数对比

图 7 th，in=80 ℃时，各换热器的换热系数对比

图 8 th，in=100 ℃时，各换热器的换热系数对比

图 9 th，in=120 ℃时，各换热器的换热系数对比

图 10 th，in=60 ℃时，各换热器的热气侧压降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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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0~13 中可见，不管对于大通道还是小通道

换热器，随着叉流角度的增大，热气侧压降呈递增的

趋势。同时，通道大小对热气侧压降的影响十分显著：

叉流角度同为 30毅时，小通道换热器的热气侧压降明

显大于大通道换热器的，甚至在大多数工况中，30毅小
通道的热气侧压降还大于 45毅大通道换热器的；并且

当换热器入口热气温度较高时（100 ℃和 120 ℃），0毅
小通道换热器在某些流量下的热气侧压降会大于叉

流角度为 15毅和 30毅的大通道换热器的，说明在压力

损失方面，通道大小对换热器性能的影响程度也大于

叉流角度的影响程度。

5 一次表面换热器试验数据拟合

根据上节压降 驻Ph 的特点，进行试验数据拟合，

得到 驻Ph 与热气参数之间的关系式为

驻Ph=B·1
de1

59.21
cos 兹 +47.57蓸 蔀mh×3.6 （5）

式中：B 为换热器与冷气状态参数相关的参数，在试

验中的单一冷气状态下，该值为 10。

式（5）中反映的参数之间的关系为：热气当量直

径 de1 越小，叉流角度 兹 越大，热气压降 驻Ph 越大。拟

合值与试验值之间的对比如图 14~18 所示，在多数工

况下，二者相差不到 5%。

图 11 th，in=80 ℃时，各换热器的热气侧压降对比

图 12 th，in=100 ℃时，各换热器的热气侧压降对比

图 13 th，in=120 ℃时，各换热器的热气侧压降对比

图 14 0毅小通道换热器热气压降的拟合值与试验值对比

图 15 15毅大通道换热器热气压降的拟合值与试验值对比

图 16 30毅小通道换热器热气压降的拟合值与试验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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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换热系数 K 进行试验数据拟合时，未发现

明显的数学关系式。通过对照 16 个工况点下的换热

系数，发现 30毅大通道 PSHE 与 30毅小通道 PSHE 的传

热系数比值与通道大小比值之间的关系为

K'30
K30

≈
d 'e30
de30

蓸 蔀 -1.15 （6）

式中：K30、K'30分别为 30毅大、小通道 PSHE 的换热系

数；de30、d 'e30分别为 30毅大、小通道 PSHE 的热气通道

当量直径。

6 结论

（1）不论大通道还是小通道一次表面换热器，随

着其叉流角度的增大，冷热流体在换热器流动通道中

的扰动不断增强，换热器的换热能力逐渐提高，压降

增大。

（2）针对所研究的外涵冷气通道具有相同的当量

水力直径的热侧大小通道一次表面换热器，热侧通道

当量水力直径大小的改变对换热器换热性能的影响

非常显著。小通道换热器内流体在流动单元中的热流

体流速较快，扰动更为剧烈，有利于冷热流体的热量

交换，因此其换热能力强于大通道换热器的，叉流角

度较小（30毅）的小通道换热器的换热能力甚至强于叉

流角度较大（45毅）的大通道换热器的。同时热气在通

过小通道换热器后的压力损失也更大，叉流角度较小

的小通道换热器热气侧压降在多数工况下大于叉流

角度较大的大通道换热器的。因此，与换热器冷热流

体的叉流角度相比，换热器的流体通道大小对换热器

性能的影响更大。

（3）结合试验数据拟合了热气压降与热气参数及

换热器叉流角度之间的关系式；针对不同叉流角度一

次表面换热器的换热系数 K，从实现数据上未发现明

显的数学关系式；通过试验总结了叉流角度为 30毅的
大、小通道一次表面换热器的换热系数 K 与通道当

量直径大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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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针对典型盘用镍基高温合金 GH4169，采用 Bai-Wierzbizki（B-W）塑性理论对其塑性变形行为进行建模和应用评估。B-W

塑性理论假设金属材料塑性变形仍服从 von Mises 屈服准则，但屈服函数考虑了静水压力和 LODE 角（偏应力第 3 不变量）对塑性行

为的影响。采用 Abaqus/Explicit 商业有限元软件编制了该塑性模型的用户材料子程序，设计开展了 GH4169 合金的光滑、缺口圆棒

和缺口平板拉伸试验，基于有限元分析和优化方法确定了 B-W 模型相关材料参数，对 GH4169 合金光滑和缺口拉伸响应曲线进行

有限元预测，并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B-W 模型预测的 GH4169 合金缺口圆棒和平板拉伸响应曲线与试验结果非常

吻合，而基于传统 von Mises 塑性模型预测的 GH4169 合金缺口拉伸响应曲线均明显高于试验曲线。

关键词：GH4169 镍基高温合金；塑性变形；本构模型；应力 3 轴度；Lode 角；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5.013

Application of a Plastic Model with Hydrostatic Pressure and Lode Angle in the GH4169 Alloy
XU Kai-xuan1袁 HU Xu-teng1袁 SONG Ying-dong1袁2

渊1.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袁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
Nanjing 210016袁 China曰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chanics and Control of Mechanical Structures袁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 Nanjing 210016袁 China)

Abstract: The plastic deformation behavior was modeled and evaluated by Bai-Wierzbizki 渊B-W冤 plastic theory for typical Ni-based
super-alloy GH4169 for disk. The B-W plastic theory assumed that the plastic deformation of metallic materials were still subject to the von
Mises yield criterion袁 but the yield function took into account the effect of hydrostatic pressure and LODE angle 渊the third invariant of
deviant stress冤on the plastic behavior. The user material subprogram of the plastic model was compiled by using Abaqus/Explicit
commercial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and the smooth袁notched rods and notched plates tensile tests of GH4169 alloy were designed and
launched. The material parameters of B-W model were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method. The
smooth and notched tensile response curves of GH4169 alloy were predicted by finite element method袁 and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test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nsile response curves of GH4169 alloy notched rods and plates predicted by the B-W model are
identical with the test results袁while the notched tensile response curves of GH4169 alloy predicted by traditional von Mises plastic model
are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e test cur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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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镍基合金具备足够的高温强度、抗氧化和耐腐蚀

性能，广泛应用于航空发动机轮盘、机匣、轴、叶片等

构件中[1]。延性断裂通常指材料发生明显塑性变形后

的断裂，是该类构件静强度设计首要考虑的问题。工程

中常采用有限元方法对构件的变形进行仿真计算，再

结合延性断裂准则判断材料的延性断裂失效[2-3]。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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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适用的塑性本构模型是有限元计算精确结果的

基础，也是进一步研究镍基合金韧性断裂问题的保证。

近年来已有学者对镍基合金的塑性变形进行了

比较深入的理论和试验研究，并建立了一些适用描述

镍基合金力学行为的理论与模型。目前镍基合金的塑

性模型大多通过考虑载荷条件如应变率、温度等外界

条件对材料塑性变形的影响并在本构方程中引入应

变率、温度等补偿参数来提升本构方程对材料变形行

为的描述精度[4-5]。这类本构方程适用于描述特定载荷

条件下镍基合金的塑性变形，但对一般室温、准静态

拉伸条件并不适用。实际上在一些室温、准静态拉伸

等条件下，基于材料单向拉伸应力 - 应变曲线试验数

据和经典塑性理论（基于 von Mises 屈服准则）建立的

弹塑性本构模型不能准确预测处于复杂应力状态下

的缺口试件的拉伸响应。Maziere[6]，刘华翔[7]，王盛尧[8]

等人采用基于 von Mises 屈服准则的弹塑性本构模型

均不能准确预测镍基高温合金塑性变形行为。

von Mises 塑性屈服理论认为静水压力对材料塑

性流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并且流动应力不受偏应

力第 3 不变量的影响，然而最近一些关于金属的试验

研究表明静水压力和偏应力第 3 不变量都与材料的

塑性变形有关[9]。近年来，Bai、Wierzbizki 等[10]发展了考

虑静水压力和 Lode 角（偏应力第 3 不变量）影响的塑

性本构模型（简其称为 B-W 模型）。该模型仍采用

von Mises 屈服准则，但考虑流动应力受静水压力（应

力 3 轴度）和 Lode 角的影响，在硬化函数中引入应力

3 轴度和 Lode 角的修正项。。

为建立更加适用于一般条件下的镍基高温合金

延性断裂分析的塑性本构模型，本文针对航空发动机

盘用典型镍基高温合金 GH4169，采用 B-W 塑性理

论对其塑性变形行为进行建模和应用，利用 B-W 塑

性模型对 GH4169 合金缺口拉伸响应曲线的预测能

力进行研究和评估。

1 Bai-Wierzbizki 模型

经典 von Mises 屈服函数的表达式为

f=q-滓軍（着軈p） （1）

式中：q 为 von Mises 等效应力；滓軍（着軈p）为材料的基本硬

化函数，用来描述非线性应力应变关系。

该屈服函数不考虑静水压力和偏应力第 3 不变

量对材料塑性行为的影响。Bai 和 Wierzbizki 等提出

的 B-W 模型依然采用 von Mises 屈服准则，但引入应

力 3 轴度和 lode 角修正项对硬化函数进行修正。

B-W 模型的屈服准则表达式为

f=q-滓軍（着軈p）A（浊）B（酌） （2）

式中：浊 为应力 3 轴度；A（浊）、B（酌）分别为应力 3 轴

度 浊 和 lode 角相关参数 酌 的函数项，用来修正塑性

模型。

应力 3 轴度修正项 A（浊）主要用来修正静水压力

对材料塑性行为的影响，其表达式为

A（浊）=1-c浊（浊-浊0） （3）

式中：浊0 为基准试验的应力 3 轴度，与标定基本硬化

函数所选取的试样和试验类型相关；c浊 为材料参数，

其大小反映了静水压力对材料塑性变形的影响。

当基准试验为光滑圆棒试样单向拉伸试验时，

浊0=1/3；当基准试验为光滑圆棒试样轴向镦粗试验

时，浊0=-
1
3

。

浊 表达式为

浊= 滓m
滓軍= 滓1+滓2+滓3

3滓軍 （4）

式中：滓m 为平均应力；滓軍为 von Mises 等效应力。

Lode 角项 B（酌）主要用来修正偏应力第 3 不变量

对材料塑性行为的影响

B（酌）=c兹
s
+（c兹

ax -c兹
s
）酌- 酌m+1

m+1蓸 蔀 （5）

式中：酌 为 Lode 角的函数

酌= cos（仔/6）
1-cos（仔/6）

１
cos（兹-仔/6）

-1蓘 蓡=
6.4641[sec（兹-仔/6）-1] （6）

Lode 角与偏应力第 3 不变量的关系为[11]

cos（3兹）=
r
滓軍蓸 蔀 3 （7）

式中：r 为偏应力第 3 不变量

r= 27
2

det[S]蓘 蓡 1/3 =
27
2
（滓1-滓m）（滓2-滓m）（滓3-滓m）蓘 蓡 1/3 （8）

式（5）中参数 c兹
ax
为

c兹
ax
=

c兹
t
当 兹軈≥0

c兹
c
当 兹軈<0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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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兹軈为 Lode 角参数[10]，与 Lode 角 兹 关系为

兹軈=1- 6兹仔 （10）

当 滓1≥滓2≥滓3，有 0≤兹≤仔
3

，-1≤兹軈≤1。参数 c兹
s
、

c兹
t
、c兹

c
、m 均为材料参数，反映了 Lode 角对材料塑性

行为影响。

2 GH4169 合金拉伸试验

2.1 试验材料

本文试验所用 GH4169 合金为高强 GH4169，其

热处理制度为：960 ℃保温 1 h，空冷；720 ℃保温 8 h，

空冷[12]。主要化学成分见表 1。

2.2 试样设计

为研究应力 3 轴度及 Lode 角对材料塑性变形行

为的影响，并确定模型参数，本文分别设计圆棒和平

板类试样。试样具体尺寸及试样编号如图 1～5 所示。

圆棒类试样通过不同缺口半径大小来改变应力 3 轴

度的大小，缺口圆棒试样采用 BNT 代号加缺口半径

大小区分，如 BNT_R5 表示缺口半径 R=5 mm 的圆

棒，光滑圆棒的代号为 BST。拉伸试验中平板类试样

所表征的力学状态不同于圆棒试样，轴对称拉伸（圆

棒）状态下的 Lode 角参数为 1，而平面应变（平板）拉

伸状态下的 Lode 角参数为 0，平面应力（平板）拉伸

状态下的 Lode 角参数介于 0～1[10]。本文通过设计不

同厚度的平板试样来实现不同力学状态下的材料塑

性变形行为，从而研究 Lode 角对材料塑性变形的影

响。平板试样采用 PNT 代号加厚度和缺口半径大小

加以区分，如 PNT_T3_R3 表示厚度 T=3 mm 和缺口

半径 R=3 mm 的平板试样。

2.3 试验方法

对上述试样进行拉伸试验，采用日本岛津液压伺

服疲劳试验机，均在室温条件下进行。所有试样采用

准静态位移加载控制，底端固定，顶端位移控制，拉伸

加载速率为 0.3 mm/min，试验进行到试样完全断裂为

止。计算机自动记录各试样从开始加载到完全断裂期

间的载荷、位移等试验数据。

2.4 试验结果

试验得到各试样从开始拉伸到完全断裂的载荷

- 位移曲线。为直观比较各

试样的拉伸试验结果数

据，将载荷位移曲线转换

成为名义应力 - 伸长量曲

线，如图 6 所示。图中纵坐

标为各试样拉伸载荷除以

其最小净截面积得到的名

义拉伸应力，横坐标位移

元素 Nb Mo Ti Cr Fe Ni

质量分数 /% 5.67 3.84 1.40 19.14 17.20 52.75

表 1 镍基合金GH4169 的主要化学成分

（a）尺寸 （b）实物

图 1 圆棒试样 BST

（a）尺寸 （b）实物
图 2 圆棒试样 BNT_R5

（a）尺寸 （b）实物

图 3 圆棒试样 BNT_R1

（a）尺寸 （b）实物

图 4 平板试样 PNT_T1.5_R3、PNT_T3_R3、PNT_T6_R3

（a）尺寸 （b）实物

图 5 平板试样PNT_T3_R3、PNT_T3_R1.5、PNT_T3_R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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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光滑和缺口各试样拉

伸载荷 -位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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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光滑圆棒 BST 拉伸响

应有限元结果与试验数据对比

30

25

20

15

10

5
试验数据
有限元结果

位移 /mm
543210

E/MPa v 滓y0 K n r1 b1 r2 b2

208215 0.3 918.2 1227 0.434 88.66 530.9 177.7 8582

表 2 GH4169 合金基本参数

为各试样标距段的伸长量，由引伸计测量得到。从图

中可见，对于圆棒试样，试样的缺口半径越小，其断裂

位移越小，断裂强度越高；对于平板试样，当试样的厚

度一定时，其缺口半径越小，对应的断裂位移越小，断

裂强度也越大。当试样的缺口半径一定时，试样越厚，

对应的断裂位移越大，厚度为 6 mm 时，断裂强度最

大，厚度为 3 mm 和 1.5 mm 时，断裂强度差别较小。

3 B-W模型参数的确定

3.1 材料参数确定方法

工程中常选取应力应变曲线颈缩点之前的数据

用于拟合材料的弹塑性本构参数，对颈缩点之后的应

力应变并不考虑。然而对于应变范围超过颈缩点应变

值的塑性大变形分析，仅以颈缩点之前数据得到的材

料本构模型参数并不能得出预测材料的变形响应。为

此，本文采用光滑和缺口试样并基于反演法的思想，

通过试验和有限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得到材料的本

构模型参数。

将 B-W 塑性模型通过用户材料子程序 VUAMT

嵌入 Abaqus/Explicit 中，通过试样的拉伸响应有限元

模拟与试验结果的残差平方和最小来优化确定 B-W

模型中的材料参数[13]。材料参数优化目标函数为

椎（P）= 1
2

N

i=1
移wi[Fexp（di）-Fcal（di,P）]2 （11）

式中：P为待估计的材料参数矢量；N 为试验曲线中

所取的数据点数；wi 为加权系数；Fexp（di）、Fcal（di,P）分

别为试验曲线中伸长量为 di 处的载荷试验测量值和

计算值。

加权系数 wi 为

wi=
L

[Fexp（di）]2
（12）

式中：Fexp（di）的作用是将残

差无量纲化；L 为任取的 1

个大数，用于放大目标函数

值，使得优化目标函数值不

至于过小。

有限元分析中 GH4169

合金光滑圆棒和缺口圆棒试

样均采用轴对称模型，模型

网格划分采用 4 节点轴对称

缩减积分单元（CAX4R）。缺

口平板试样采用 3 维实体模型，单元类型为 C3D8R。

有限元模型底端均施加固支约束，顶端施加速度边界

条件，速度大小为 0.005 mm/s。BST、BNT_R5 和

PNT_R3_T3 3 种典型试样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7 所示。

3.2 基本硬化函数材料参数的确定

针对 GH4169 合金非线性应力应变关系的特点，

本文采用如下多项式函数来描述其塑性硬化规律

滓軍（着軈p）=滓y0+K着軈p
n

+
2

i=1
移ri（1-e-bi·着p

） （13）

式中：滓y0 为初始屈服应力；着軈p 为等效塑性应变；K、n、
r1、b1、r2、b2 为塑性硬化参数。

对于光滑圆棒试样拉伸试验，在试样颈缩之前，

应力 3 轴度为 1/3，Lode 角参数为 1。采用光滑圆棒拉

伸试验作为基准试验，应力 3 轴度函数 A=1，Lode 角

相关函数 B=1。因此，基本硬化模型材料参数可采用

GH4169 合金光滑圆棒试样拉伸数据基于优化方程

（12）计算得到，其中优化初始点为光滑圆棒应力应变

曲线颈缩点之前数据拟合值，具体优化结果见表 2。

硬化方程采用表 2 中的

参数，并通过有限元计

算得到光滑圆棒拉伸载

荷 - 位移曲线与试验结

果的对比如图 8 所示。

从图中可见，本文选择

的非线性硬化函数可以

较好地描述 GH4169 合

金的塑性变形行为，在试样颈缩之前（极限载荷之前）

拉伸载荷 - 位移曲线的模型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非

常吻合，颈缩之后模型计算结果高于试验结果，考虑

到试样颈缩之后发生塑性变形局部化，颈缩部位内

部将产生延性损伤。文献[14-15]通过研究材料的力

学参数演化历程得到相关的延性损伤公式，并将损伤

变量耦合到材料的本构模型中来改进这一现象，本文

对此暂不考虑。仅选择对 GH4169 合金光滑试样颈缩

之前的塑性变形行为能够准确描述的非线性函数建立

其基本塑性硬化模型。

图 7 典型试样的有限元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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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屈服准则下的

PNT_T6_R3拉伸响应与

试验数据对比

试验数据
von Mises
B-W（静水压力修正）
B-W（静水压力和 Lode 角修正）

70

60

50

40

30

20

10

位移 /mm
1.21.00.80.60.40.20

浊0 c浊 c兹 c兹
t c兹

c m

1/3 0.15 1.0 0.945 1.0 8

表 3 GH4169 合金的 B-W模型各修正项系数

3.3 静水压力修正项材料参数的确定

Coulomb Mohr 最早考虑采用静水压力修正屈服

准则对岩土力学行为进行研究[16]。B-W 模型中的静水

压力修正项 A（浊）为关于应力 3 轴度 浊 的线性函数。

拉伸试验中光滑圆棒试样颈缩之前的应力 3 轴度为

1/3。缺口圆棒试样的应力 3 轴度则与缺口半径大小

相关，一般缺口半径越大试样的应力 3 轴度越小，相

反缺口半径越小、越尖锐，试样在变形过程中的应力

3 轴度越高。在拉伸试验过程中，圆棒试样呈轴对称

力学状态，试样 Lode 角参数兹軈大小恒定为 1，Lode 角

相关函数 B=1。因此，在基本硬化函数确定后，B-W

模型中静水压力修正函数中的材料参数 c浊 可根据缺

口圆棒拉伸试验数据优化确定。本文采用 BNT_R5 缺

口圆棒试样的拉伸试验数据来优化确定参数 c浊，结果

为 c浊=0.15。采用传统 von Mises 屈服准则塑性模型

（即不考虑静水压力和 Lode 角影响的传统塑性模型）

和 B-W 模型（仅含静水压力修正）计算的 BNT_R5 缺

口圆棒试样拉伸载荷 - 位移曲线与试验结果的对比

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

见，对于 BNT_R5 缺口

圆棒试样，采用传统 von

Mises 屈服准则塑性模

型预测拉伸载荷 - 位移

响应曲线明显高于试验

结果，所预测的缺口试样

极限载荷与试验结果的

误差约为 4.13%。而考虑

静水压力修正的 B-W 模

型可以更准确地预测 GH4169 合金缺口圆棒试样的

拉伸响应，所预测的缺口极限载荷与试验结果的误差

约为 1%。

3.4 Lode 角参数修正项材料参数的确定

Lode 角参数修正项 B（酌）中需要确定的材料参数

为 c兹
s
、c 兹

t
、c兹

c
、m。其中参数 c兹

s
、c 兹

t
、c兹

c
中至少有 1 个为

1，具体为 1 的参数与标定基本硬化函数项滓軍（着軈p）的基

准试验有关。当基准试验采用拉伸试验时，参数 c兹
t

=1；采用剪切类型试验时，c兹
s
=1；采用镦粗试验标定基

本硬化函数参数时 c兹
c
=1；m 为正整数。本文所研究的

GH4169 合金为各向同性材料，在压缩和拉伸条件下

变形规律一致，有 c 兹
t
=c 兹

c
=1，c 兹

s
和 m 通过试样

PNT_T6_R3 缺口平板拉伸试验数据优化确定，结果

为：c兹
s
=0.945 和 m=8。B-W 模型各修正项材料参数确

定结果见表 3。采用传统 von Mises 塑性模型、B-W 模

型（仅有静水压力修正）以及 B-W 模型（同时包含静

水压力修正和 Lode 角修正）计算的 PNT_T6_R3 缺口

试样的拉伸载荷 - 位移曲线与试验结果的对比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对

于 PNT_T6_R3 缺口平板

试样，采用传统 von Mises

塑性模型预测的拉伸载

荷 - 位移曲线明显高于

试验结果，预测的极限载

荷与试验结果的误差约

为 6%。采用仅包含静水

压力修正的 B-W 模型预

测的拉伸载荷 - 位移曲线仍高于试验结果，预测的极

限载荷与试验结果的误差为 3.11%，说明仅考虑静水

压力修正不能准确预测 GH4169 合金缺口平板试样

的拉伸响应。而采用同时包含静水压力和 Lode 角修

正的 B-W 模型可以更准确地预测 GH4169 合金缺口

平板的拉伸响应，预测的极限载荷误差为 1.53%。

4 B-W模型预测能力的评估

为进一步评价 B-W 模型对 GH4169 合金塑性变

形行为的描述和预测能力，基于上文确定的 B-W 模

型材料参数，对 GH4169 合金其他缺口试样的拉伸响

应进行有限元计算和分析。另外，前面在确定基本塑

性硬化模型材料参数时，对于 GH4169 合金光滑圆棒

试样的拉伸响应计算没有考虑静水压力的影响，但试

样在局部颈缩后由于应力 3 轴度发生变化，所以对光

滑圆棒试样的拉伸响应重新进行计算和对比分析。

4.1 圆棒试样

GH4169 合金光滑圆棒和 BNT_R1 缺口圆棒试

样拉伸响应的有限元计算结果与试验数据的对比如

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对于光滑圆棒试样，由于在

图 9 不同屈服准则下的

BNT_R5拉伸响应与试验数据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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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静水压力修正）

位移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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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颈缩之前应力 3 轴度保持不变，考虑静水压力修

正的 B-W 模型计算结果与传统 von Mises 塑性模

型的计算结果基本重合。但在发生颈缩之后，由于应

力 3 轴度的变化，考虑静水压力修正的 B-W 模型计

算的拉伸响应曲线下降，比传统 von Mises 塑性模型

的计算结果更贴近试验结果。对于 BNT_R1 缺口类圆

棒试样，基于传统 von Mises 塑性模型预测的拉伸载

荷 - 位移响应明显高于试验结果，极限载荷预测误差

为 4.13%～10.64%。而采用考虑静水压力修正的

B-W 模型可以较准确地预测 BNT_R1 缺口类圆棒试

样的拉伸响应，极限载荷预测误差在 1%以内。这一

结果说明 B-W 模型通过考虑静水压力对塑性硬化行

为的影响，可以很好地描述和预测 GH4169 合金光滑

和缺口圆棒试样拉伸过程中的塑性变形行为。

4.2 平板试样

不同缺口半径和不同厚度的 GH4169 合金缺口

平板试样拉伸载荷 - 位移曲线的有限元计算结果与

试验数据的对比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见，采用传统

von Mises 塑性模型预测的 GH4169 合金缺口平板试

样拉伸响应曲线均明显高于试验结果。采用仅包含静

水压力修正的 B-W 模型仍不能准确预测缺口平板试

样的拉伸响应，预测结果高于试验结果。而采用同时

包含静水压力修正和 Lode 角修正的 B-W 模型预测

的缺口平板试样拉伸响应曲线与试验结果均比较吻

合。而从缺口平板拉伸极限载荷的预测误差（见表 4）

来看，传统 von Mises 塑性模型的预测误差最大，仅包

含静水压力修正的 B-W 模型的预测误差仍较大，而

同时包含静水压力修正和 Lode 角修正的 B-W 模型

的预测误差最小。

对比结果说明本文所采用的非线性硬化函数和优

化确定的 B-W模型材料参数是合理有效的。更重要的

是上述结果表明了 B-W 模型通过考虑静水压力和

Lode角对材料塑性硬化行为的影响能够准确描述和预

测 GH4169 合金在复杂应力状态下的塑性变形行为，

预测效果明显好于传统 von Mises塑性模型。可以预见

采用 B-W 模型建立的 GH4169 合金塑性本构模型能

够更加准确地预测GH4169合金延性断裂相关行为。

5 结论

本文针对基于传统 von Mises 屈服准则的塑性本

构模型不能准确描述和预测 GH4169 合金在复杂应

力状态下塑性变形行为，研究和评估了 B-W 塑性本

构模型对 GH4169 合金的适用性，分别基于光滑圆

棒、缺口圆棒和缺口平板试样优化确定了 B-W 模型

中的基本硬化函数材料参数、静水压力修正项材料参

数和 Lode 角修正项材料参数，对比分析了传统 von

Mises 塑性模型和 B-W 模型对 GH4169 合金缺口拉

伸响应的预测能力，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基于传统 von Mises 塑性模型预测的 GH4169

图 11 不同屈服准则下的圆棒拉伸响应与试验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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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屈服准则下的拉伸响应有限的计算结果

与试验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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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类型

PNT _T1.5_R3

PNT_T3_R3

PNT_T6_R3

PNT_T3_R1.5

PNT_T3_R0.75

传统

von Mises

6.42

9.46

5.57

5.71

6.71

B-W

（静水压力修正）

4.18

7.71

3.11

3.04

3.75

B-W（静水压力

和 Lode 角修正）

1.03

2.28

1.53

0.64

0.56

塑性模型

表 4 GH4169 合金缺口平板试样极限载荷预测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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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缺口拉伸响应曲线均明显高于试验曲线。

（2）仅考虑静水压力修正的 B-W 塑性模型可以

较准确地预测缺口圆棒试样的拉伸响应曲线，但对缺

口平板试样拉伸曲线的预测结果仍高于试验结果。而

同时考虑静水压力和 Lode 角修正的 B-W 模型所预

测的缺口平板拉伸响应曲线与试验结果非常吻合。

（3）静水压力及偏应力第 3 不变量（Lode 角）对

高强 GH4169 合金塑性屈服后的流动应力影响显著，

而考虑静水压力和 Lode 角的 B-W 模型是建立

GH4169 合金塑性本构模型的 1 种较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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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外物损伤（FOD）对航空发动机宽弦空心风扇叶片高循环疲劳（HCF）性能的影响，以 TC4 合金 3 层扩散焊板件模拟宽

弦空心风扇叶片典型冲击部位，采用空气炮法对 TC4 合金 3 层扩散焊板进行 FOD 模拟试验，对冲击角度为 25°、40°和 80°时的

损伤状况进行了宏微观测量；采用逐级加载法对 FOD 后的扩散焊焊板进行 HCF 强度试验，获得各条件下扩散焊板件的条件疲劳极

限。结果表明：在各冲击条件下，冲击角度为 25°时对材料造成的损伤最严重，HCF 强度降低幅度最大；FOD 不仅会造成材料表面损

伤，还会对内部焊缝层造成损伤。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扩散焊板件 FOD 后 HCF 强度显著降低，相应的疲劳缺口系数明显增大。

关键词：TC4 合金；扩散焊；外物损伤；高循环疲劳；宽弦空心风扇叶片；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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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Foreign Object Damage 渊FOD冤 on the High Cycle Fatigue渊HCF冤 Performance of TC4 Alloy
Diffusion Bonding Plate

LI Bai-yang袁 LIU Xiao-gang袁 GUO Hai-ding
渊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s袁Nanjing 210016袁 China)

Abstract: Typical impact position of hollow wide-chord fan blades were imitated by TC4 alloy three-layer diffusion welding plate for
the effect of foreign object damage 渊FOD冤on high cycle fatigue 渊HCF冤performance of aeroengine hollow wide-chord fan blades. The FOD
simulation test of TC4 alloy three-layer diffusion welding plate was carried out by air-gun method and the damage condition of TC4 alloy
was measured by macrography and microcosmic measure when the impact angle was 25毅袁 40毅 and 80毅. The fatigue limit of diffusion welding
plate was obtained under various conditions by HCF strength test of diffusion welding plate using stepwise loading method after F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amage of plate and the decrease of HCF strength are the most serious under various impact conditions when the
impact angle is 25毅. FOD can not only cause damage to the surface of material袁but also cause damage to the inner welding layer. The HCF
strength of diffusion welding plat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FOD袁 and the corresponding fatigue notch coefficient increased obviously
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 of the above factors.

Key words: TC4 alloy曰diffusion boning曰foreign object damage 渊FOD冤曰high cycle fatigue 渊HCF冤曰hollow wide-chord fan blades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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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推重比涡扇发动机的主要设计任务是综合考

虑气动、质量、振动、噪声、结构完整性和可靠性以及

制造成本等因素，择优选择设计方案。作为先进涡扇

发动机主要部件的钛合金宽弦空心风扇叶片结构就

是满足上述设计要求的范例[1-2]。目前，国外大多数先

进涡扇发动机均采用第 2 代宽弦空心风扇叶片，该宽

弦空心风扇叶片由 RR 公司研制，采用钛合金 3 层结

构的超塑成形 / 扩散连接（SPF/DB）组合工艺制成[3-7]。

在宽弦空心风扇叶片高速运转过程中，高速气流经常

将飞石、砂砾、冰块等异物吸入发动机气流通道，打伤

宽弦空心叶片，大大缩短叶片的使用寿命，这种由外

来物造成的破坏或损伤统称为损伤外物 [8]（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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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Damage，简称 FOD）。主要表现为叶片局部区

域出现缺口、撕裂和凹坑等形式，并发生应力集中、残

余应力及剪切带等现象，甚至形成初始裂纹，更有甚

者，叶片可能直接被打断[9]。

国外针对 FOD 后实心叶片的力学性能影响已经

开展了大量研究。Ruschau 等[10]通过模拟实际的 FOD，

表明有角度冲击比 0°冲击危害更大；Thompson 等[11]

研究了不同冲击速度对 FOD 特征的影响，表明不同

冲击速度会造成不同的冲击损伤形貌特征；Boyce 和

Du佼 等[12-13]对 FOD 的冲击残余应力进行试验测量，表

明冲击速度不同，残余应力具有较大差异。国内在风

扇 / 压气机叶片 FOD 方面开展的研究工作非常有

限。潘辉等[14]对 FOD 试验模拟的方法种类及其优缺

点和应用范围进行了详细描述；乔文逍等[15]曾在压气

机叶片上开凿了 Kt=3 的人工缺口，在发动机试车台

上进行初步试验；关玉璞、陈伟等[16]全面介绍了航空

发动机叶片 FOD 的现状，并提出国内进行叶片 FOD

的研究方向。

与实心叶片相比，宽弦空心风扇叶片受冲击的典

型部位为 3 层板扩散焊结构。当其 FOD 后，除了对冲

击表面造成损伤，内部扩散焊缝是否受到影响，从而

是否对叶片疲劳强度造成影响，尚不清楚。

本文设计了 3 层板形式的 TC4 合金扩散焊试

样，对其进行 FOD 及 HCF 试验，以研究 FOD 对 TC4

合金扩散焊结构 HCF 强度影响特点，为宽弦空心风

扇叶片的强度评估提供参考。

1 FOD模拟试验及损伤分析

1.1 试验件及试验方案

本文考虑宽弦空心风扇叶片实际工作中最易受

冲击的典型部位如图 1 所示。设计并加工了扩散焊平

板模拟件（如图 2 所示），可以反映实际叶片的结构及

力学特征。其扩散焊连接温度为 910 ℃，连接压力为

3.4 MPa，保温时间为 60 min。扩散连接后的钛板通

过机械加工得到如图 2

（b）所示的平板试件，所有

试件经过超声波探伤检测

内部焊缝质量合格。

采用空气炮法对扩散焊平板件进行 FOD 试验。

冲击用钢珠密度为 7850 kg/m3，直径为 4 mm，总体试

验冲击速度为 300 m/s。针对扩散焊 3 层板进行面心

冲击，并设定 25毅、40毅和
80毅 3 种冲击角度，在每种

角度下进行 2 组试验，以

系统研究 FOD 对空心风

扇叶片的影响，冲击角度

定义如图 3 所示。

1.2 FOD试验结果分析

对冲击后的扩散焊平

板件采用光学显微镜放大

50 倍下对 FOD 部位进行

观察，如图 4 所示。从图

中可见，在 25毅冲击下，损

伤缺口较为扁平，在入射

端损伤缺口较为光滑，而

在出射端损伤处可明显

观察到因挤压而呈现的

沙滩状条带；在 80毅冲击

下，损伤缺口较为圆整光

亮，近似为圆。

对 FOD 损伤形貌进

行观察的同时，对损伤缺

口进行尺寸测量，测量结果见表 1。表中：l1 为弹坑长

度；l2 为弹坑宽度；d 为弹坑深度；椎 为钢珠直径。经

对比发现，在上述 3 种不同冲击条件下，弹坑宽度较

为接近，约占钢珠直径的 60%～70%，而弹坑长度随冲

击角度的变化差异较大，与钢珠直径比值在 60%～

115%之间变化，尤其在

25毅冲击角度下，弹坑长度

已超过钢珠直径。说明

25毅冲击角度带来的材料

表面损伤最为严重。

图 1 叶片冲击典型部位

（a）TC4 合金扩散焊试样设计

（b）扩散焊平板件

图 2 TC4合金扩散焊结构

试件

图 3 冲击角度定义

（a）25毅冲击面心损伤形貌

（b）40毅冲击面心损伤形貌 （c）80毅冲击面心损伤形貌

图 4 冲击面心损伤形貌及测量

滓

滓

90毅

60毅30毅

弹坑长度

弹坑宽度

2000 滋m 2000 滋m

140

0.8

0.8 3
DB 焊缝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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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FOD损伤切片观测

为了进一步研究冲击角度对扩散焊结构的影响，

选取 25毅和 80毅冲击试验件进行切片显微观测，将 2 个

试件沿损伤处按坐标轴（如图 5 所示）所在方向切片，

然后在 100 倍放大镜下观察 A、B、C处的焊缝情况。

冲击角度为 25毅条件下试件切割后在扫描电镜

下 1/4 断面放大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根据尺寸

测量直接找到焊缝层，焊缝开裂痕迹明显，且开裂点

稍偏于冲击损伤正下方，对焊缝开裂层局部放大，焊

缝开裂现象较明显，且在远离损伤位置处焊缝开裂现

象逐渐消失。

冲击角度为 80毅条件

下试件切割后试样 1/4 断

面放大如图7 所示。在低倍

下没有观察到明显焊缝开

裂，但对焊缝层局部放大可

观察到焊缝微小损伤。对

比发现，该角度下 FOD 对焊缝层影响相对较小。

综合分析，对于硬物冲击扩散焊平板件时面心

处，25毅冲击对试件造成的损伤最严重，80毅冲击对试

件造成损伤相对较小。且通过切片观察发现，FOD 对

二者焊缝损伤情况也有所不同。

2 FOD 后扩散焊试样 HCF疲劳强度及结果

分析

对 FOD 后的扩散焊试件开展 HCF 强度试验。选

择 106 循环作为 HCF 强度试验的寿命指标，试验方

法采用逐级加载法。首先初步估计试件在 106 循环寿

命下的 HCF 强度，然后进行试验。如果试样在首个

106 循环内发生疲劳失效，则认为试验失败，需要更换

试样重新开始试验，并降低首次加载的循环载荷水

平。如果试样在首个 106 循环内没有失效，则在施加

的最大循环应力基础上增加 1 个小的载荷增量（本试

验均取初始试验载荷的 10%），继续对该试样进行

106 次循环加载。如果试样在 106 循环内仍未发生疲

劳失效，则增加 1 个载荷增量后继续下一个 106 次循

环加载，直至试样在某个 106 循环内发生疲劳失效，

则试验结束。假设试样发生疲劳失效的最后载荷步循

环次数为 Nfail（<106 循环），发生失效的前一个载荷步

的最大循环应力为 滓pr，那么试件 106 循环寿命的

HCF 强度 滓e 为

冲击角度/
渊毅冤

FOD 缺口几何尺寸

l1 /滋m l1/准 l2 /滋m l2/准 d/滋m

25
4352 1.09 2565 0.64 556
4233 1.06 2786 0.70 565
4567 1.14 2460 0.62 523
4456 1.11 2572 0.64 551

40
3472 0.87 2813 0.70 579
3468 0.87 2737 0.68 542
3425 0.86 2794 0.70 553
3516 0.88 2841 0.71 551

80
2460 0.62 2342 0.59 379
2649 0.66 2368 0.59 388
2514 0.63 2346 0.59 381

表 1 扩散焊平板件冲击面心 FOD几何尺寸

（a）切片 （b）切片实物

图 5 扩散焊平板件损伤截面坐标

（a）截面 A 焊缝开裂（20 倍）

（b）截面 A 开裂焊缝中端

局部（200 倍）

（c）截面 A 开裂焊缝末端

局部（200 倍）

图 6 25毅冲击试件切割后 1/4 断面放大

（a）截面 A 焊缝全貌

（45 倍）

（b）截面 A 焊缝局部放大

（500 倍）
图 7 80毅冲击试件切割后 1/4 断面放大

y

C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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滓e=滓pr+驻滓（Nfail/106）

HCF 强度试验循环应力比 R=0.1，加载频率为 30

Hz。加载方式为轴向加载的拉伸疲劳试验，初始载荷

设定为 180 MPa。所有 HCF 试验均在室温下进行。对

于 HCF 试验，疲劳裂纹扩展寿命占总疲劳寿命的比

例较小，所以本文以试件发生疲劳断裂作为试件疲劳

失效的标准。

2.1 试验断口分析

部分失效试件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所

有试件失效断裂位置均

未发现明显塑性变形，属

于脆性断裂。比较发现所

有试件疲劳失效均发生

在冲击弹坑所在截面，疲

劳源均起源于冲击弹坑

边缘（出射面一侧），且疲

劳裂纹自损伤处沿钢珠

出射方向扩展（断口平直

部分），其中钢珠入射出

射路径如图 9 所示。由上

文冲击损伤形貌观察发

现，弹坑在出射方向会出现材料堆积和丢失，并且出

射面区域存在许多微小裂纹，而入射面区域较为平整

光滑。因此出射面区域材料损伤程度比入射面区域的

大，这也是造成初期疲劳裂纹从弹坑出射面一侧萌生

并扩展的主要原因。随着裂纹不断扩展，材料剩余面

积越来越小，当材料无法承受载荷的作用时发生瞬间

断裂。观察断口发现，裂纹扩展时均伴随着扩散焊缝

的撕裂。

2.2 FOD对扩散焊板件HCF强度影响分析

在研究 FOD 对材料性能影响时，通常引入疲劳

缺口系数 K f 表征缺口对材料的疲劳强度的影响程

度。K f 越大，表示损伤对试件疲劳性能影响越大。K f

定义为[17]

K f=
光滑试样的疲劳极限
缺口试样的疲劳极限

为获得 K f，本文同样通过逐级加载法测定 TC4

合金扩散焊光滑试件疲劳强度为 647.5 MPa。并根据

K f 定义式对试验结果进行处理，得到不同冲击角度下

的 K f 值。TC4 合金扩散焊缺口试件疲劳强度试验结

果见表 2。从表中可见，所有 FOD 后试样的疲劳强度

均低于 300 MPa，这一数值要远远低于 3 层板扩散焊

光滑试样的平均疲劳强度，说明由于 FOD 的作用使

得 TC4 合金扩散焊平板试样的疲劳强度明显降低，

此外，FOD 后 K f 均较大，达到 3 左右。

综合对比发现，当硬物以同一速度冲击面心时，

冲击角度为 25毅时的失效最大应力低于其他角度下

的，同时疲劳缺口系数也高于其他角度下的，说明

25毅时 FOD 对扩散焊平板疲劳性能造成的影响最为

严重。

对 TC4 合金原材料 FOD 前后的 HCF 强度也进

行了试验。其疲劳缺口系数和扩散焊 3 层板的试验结

果见表 3。从表中可见，无论在何种冲击条件下，FOD

后扩散焊平板试件疲劳缺口系数明显大于 TC4 合金

原材料 FOD 后试件的，HCF 强度均低于受同等冲击

的 TC4 合金原材料试样的。表明扩散焊平板件 FOD

后的损伤程度要大于 TC4 合金原材料试件的。进而

表明 FOD 不仅会对材料表面造成损伤形成缺口，还

将对焊缝造成一定程度损伤，二者共同作用会使扩散

焊板的 HCF 强度大幅降低。

图 8 FOD扩散焊 3层板

试件断后照片

图 9 冲击面心钢珠入射及

出射路径

试件编号
冲击

角度/渊毅冤
HCF 强度/MPa Kf

试验值 均值 试验值 均值

Sm-1
未冲击

651 647.5Sm-2 644
25-1

25
200

201
3.3

3.2325-2 206 3.2
25-3 198 3.3
25-4 202 3.2
40-1

40
228

218
2.8

2.9040-2 219 3.0
40-3 224 2.9
40-4 230 2.9
80-1

80
240

250
2.8

2.6780-2 248 2.7
80-3 262 2.5

表 2 TC4合金扩散焊 3层板光滑件及缺口件HCF

强度试验结果

裂纹扩展方向

25毅
40毅 80毅

冲击角度/
渊毅冤

HCF 强度/MPa K f

扩散焊

平板件

TC4 合金

原材料

扩散焊

平板件

TC4 合金

原材料

25 201 294 3.2 1.6
40 218 274 2.9 2.1

表 3 扩散焊及原材料 FOD疲劳缺口系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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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针对TC4 合金 3 层扩散焊板件开展了 FOD 试验

与 FOD 后的 HCF 强度试验，结论如下：

（1）以 3 种不同角度冲击 3 层扩散焊板件中心，

FOD 会在 TC4 合金扩散焊平板件材料表面造成损

伤，其中 25毅冲击时造成的损伤最严重。

（2）对于 TC4 合金 3 层扩散焊板，FOD 后不仅会

在材料表面形成缺口，还会对内部焊缝造成以焊缝开

裂为主的额外损伤。

（3）TC4 合金 3 层扩散焊板件 FOD 后的疲劳缺

口系数要远高于 TC4 合金原材料 FOD 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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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实现安全关键软件的零缺陷泄漏的目标，依据航空发动机控制软件的特点，采用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CMMI）4 级量化

管理的方法，设立量化控制模型，定义过程性能指标。在项目中利用蒙特卡洛模拟来预测和控制质量目标实现情况的应用，进行航

空发动机控制软件的质量量化控制，能够在项目研制过程中，基于过程质量的符合性，预测缺陷泄漏的概率并实施有效控制，为研

制高质量的控制软件提供了可靠保障。

关键词：缺陷泄漏；控制软件；安全关键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量化控制；蒙特卡洛模拟；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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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Quality Quantitative Control in Aeroengine Control Software
SHE Hong-ying袁XU Kai-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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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zero defect leakage of safety key software袁the method of 4-level quantization management of
the 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 渊CMMI冤 was adopted to establish the quantitative control model and define the process
performance index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eroengine control software. Monte Carlo simulation was used to predict and control 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y objectives realized condition in the project袁so as to achieve quality quantitative control of aeroengine control software.
In the process of project development袁the probability of defect leakage was predicted and effective control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conformity of process quality袁which provided a reliable guarante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 control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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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发动机控制软件是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中的核

心关键部件，属于机载安全关键软件，其运行结果直

接影响人身和设施的安全，为此采取有效的方法来保

证安全关键软件的“零缺陷”泄漏，将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根据美国防务系统统计数据，进入 21 世纪后，

超过 80%的系统功能由软件参与实现，随着航空发

动机功能和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软件的规模和复杂

度越来越大，其安全性和可靠性问题也愈加突出，研

发进度也更加难以保证。

在质量和进度都要保证的双重要求之下，基于

“高质量的过程产生高质量的产品”这一理念的“能力

成熟度模型集成（CMMI）”和“民航机载软件适航标准

（DO-178）”应运而生，成为应对问题和挑战的主要方

法。在保证安全关键软件的“零缺陷”泄漏方面，当前

国内外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基于测试缺陷预测模型的

量化控制[1]、基于技术评审绩效的量化控制[2]和基于故

障模式和检查准则的量化控制[3]等，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

本文主要结合航空发动机控制软件的特点和面

临的挑战，采用 CMMI4 级量化管理的方法，以安全关

键软件的零缺陷泄漏为目标，建立量化控制模型和过

程性能指标，结合项目研制实际利用蒙特卡洛模拟来

预测和控制质量目标的实现情况，逐步实现航空发动

机控制软件的质量量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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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航空发动机控制软件面临的挑战

发动机控制软件的主要特点是与上一级系统的特

点紧密相关，从软件的角度来说，主要面临的挑战为：

（1）由于控制系统的各项功能需要在发动机的试

车、试飞过程中逐步明确，所以软件的全生命周期过

程中需求变更异常频繁，而这种变更所带来的质量控

制和进度的要求挑战巨大；

（2）正因为变更频繁，对于软件版本控制的要求

苛刻，技术状态的并发和收敛的管理和控制需要异常

严格的措施，尤其在基于需求的符合性追溯证明方

面，需要极其严密的证据确保质量的全过程可追溯；

（3）随着发动机试车、试飞以及列装部队后的实

战化、常态化演练的需要，软件的任何质量问题均可

能导致严重后果，零缺陷泄漏已经成为当前的迫切需

要和挑战。

基于以上特点，结合 CMMI 模型高级别（4 级）成

熟度能力要求中的软件质量量化控制和管理的要求，

以零缺陷泄漏为目标，将研制过程细分成标准子过程

并定义，建立质量预测模型和过程性能指标，推进过

程量化管理的落实、调整和监测，以保证最终实现软

件产品的零缺陷泄漏目标。

2 零缺陷泄漏为目标的质量量化管理

2.1 软件 / 系统的安全性要求

当发动机控制软件发生缺陷泄漏时，会通过相应

的事件序列层层传递到航空器层级，从而引起航空器

的灾难性后果[4]。由于软件产品的复杂性，软件缺陷不

可能像硬件失效那样可以事前去分解、量化和预测，

软件缺陷泄漏引起的失效事件也不可能是 1 种按事

件顺序简化的线性关系，而是异常复杂的交错关系，

因为绝大多数软件缺陷会通过软件模块之间的数据

流传递和功能耦合进行快速传递和相互影响，从而严

重破坏系统的包容性，引起系统层面功能失效。

2.2 量化管理方法的选择与分析

基于对软件缺陷泄漏的后果分析和软件本质特

点的认识，采用量化质量管理的方法，构建零缺陷泄

漏的量化控制模型和过程性能指标，当前常用的质量

量化管理方法主要有：

（1）GJB 9001C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2）六西格玛质量管理；

（3）CMMI 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

虽然以上 3 种方法都有量化管理的要求，但方法

之间有较大的差异性。GJB 9001C 基于规范化和符合

性，强调以过程方法和基于风险的管理思维开展过程

管理，包括过程的策划、实施、检查和改进，其量化管

理的要求围绕过程目标的建立与实施展开，侧重于管

理和控制，是量化质量管理的基础；六西格玛管理利

用数据和事实来驱动质量水平的提高，重点关注的是

变异、波动和效率提升，对生产过程的稳定性要求极

高，在制造生产领域广泛采用；而 CMMI 4 级能力涉

及的质量量化管理的核心是定量测量和基于目标的

量化管理，通过建立过程的性能基线和性能模型来实

施量化管理[5-7]，更加注重软件行业的特点，基于目标

牵引，模型驱动的方式进行质量的预测、干预和控制。

当前针对发动机控制软件的质量量化管理方法，

主要依据 CMMI4 级量化管理的要求进行构建。在构

建过程中，首先确定零缺陷泄漏的目标影响因子，

DO-178C 标准给出了实现软件高安全性的可行方

法，即基于“高质量的过程产生高质量的产品”的理

念，将研制过程分解为 5 个工程过程和 4 个管理过

程，共定义了 71 项质量符合性目标，目标的满足可以

保证系统安全性达到 10-9。基于此，结合发动机控制

软件的研发特点，对控制软件的研制过程重构和细

分，建立了 8 个标准子过程，同时依据 DO-178C 的

71 个符合性目标，针对每个子过程识别影响最终产

品缺陷泄漏的过程质量要素，具体如图 1 所示。

最终产品的缺陷泄漏概率为各过程质量要素的

综合影响结果，即为

Y=F（Xr,Xd,Xac,Xoc,X i,Xst,Xmd,Xmv）

2.3 过程质量关联预测模型的建立

各过程的质量要素{Xn}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可以通过对前序过程质量要素的评价，发现某些{Xn}

的偏离后，通过{Xn}和{Xn+1}之间的关联性，提前对后

续的{Xn+1}进行关注，采取补救措施，从而降低缺陷泄

图 1 研发过程对缺陷泄漏的影响

研发中 Development

1. 分配给软件的系统需求 System Requirement
allocated to Software
2.约束 Constraints

交付后
Post-Development

Software
Product

零缺陷泄漏
Defect Leakge=0

研制过程分解
Process Partition

需求
REQ

设计
DES

AS 编码
AS Coding

OS 编码
OS Coding

集成
INT

系统测试
SysT

变更开发
MDev

变更验证
MVer准则定义

Criteria
Definition Xr Xd Xac Xoc Xi Xst Xmd Xmv

{Xn}：过程质量属性 Process Quality Attributes
Y（缺陷泄漏 Defect Leakage）=F（{Xr},{Xd},{Xac},{Xoc},{X i},{Xst},
{Xmd},{X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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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风险。由此{Xn}和{Xn+1}之间的关联性建立尤为重

要，在此提出 1 种基于缺陷分类的关联性构建方法。

采用正交缺陷分类方法[8-10]定义如下缺陷泄漏的

类型：

（1）需求理解错误；

（2）派生需求错误；

（3）数据检查缺失；

（4）初始化错误；

（5）数据流错误；

（6）库函数使用错误；

（7）库函数错误；

（8）关联性更改错误。

将每一过程的质量要素和缺陷类型进行关联，默

认所有关联的质量要素均被满足时，该类缺陷泄漏的

概率为零；如果前序过程的质量要素未满足，通过后

续与之关联的其他过程质量要素进行补充完善的，则

该类缺陷泄漏概率有一定的提升；完全不满足并且也

没有在后续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的，则出现该类缺陷泄

漏概率为 100%。依据以上原则，通过历史数据的积

累，构建过程质量关联预测模型，变更过程的模型应

用原理如图 2 所示。

2.4 研制过程的缺陷分布和算法定义

为了更加直观地体现过程能力，及时掌握质量偏

离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需要在各过程片

段上进行质量“指示器”的设置。使用缺陷的检出数作

为质量指示器是业界的通常做法，而其背后的假设条

件是：过程稳定，团队相对稳定，在一段时间内，缺陷

的注入可能性是一定的，只要多检出缺陷，那么遗留

到后续过程的缺陷就会减少，每个过程如果都能

100%的检出本过程注入的缺陷，那么最后的缺陷泄

漏也必然为零。相关的原理说明如图 3 所示。

由此，对研制过程中的所有检出活动发现的缺陷

进行采集和分析，从检出和注入 2 个维度进行缺陷的

分类，建立了 3 个过程性能指标：

（1）PCE：Phase Containment Effectiveness，度量本

过程验证类活动检出本过程注入缺陷的能力，PCE 应

用于所有软件开发的标准过程中。软件开发过程 PCE

越高，开发能力越强，软件开发过程的 PCE 为 100%，

即可实现软件开发过程“一次做对”，无任何缺陷被注

入到软件产品中，即表示软件即使不测试，也已经实

现零缺陷。计算公式为

PCE= 本过程验证类活动检出的本过程注入的缺陷数
本过程注入的所有缺陷数（依赖于后续过程的检出）

（2）DCE：Defect Containment Effectiveness，度量

本过程检出前序过程泄漏缺陷的能力，DCE 应用于

软件测试的标准过程中。软件测试过程 DCE 越高，测

试能力越强，软件测试过程的 DCE 为 100%，即表示

软件测试可以检出前序所有过程的缺陷，通过软件测

试的产品即为零缺陷的软件产品。计算公式为

DCE= 本过程检出前序过程泄漏的缺陷数
前序过程泄漏的所有缺陷数（依赖于后续过程的检出）

（3）TCE：Total Containment Effectiveness，度量交

付前整个研制过程检出缺陷的能力，TCE 用于评价软

件研制过程的整体能力。TCE 越高，软件研制过程抑制

缺陷泄漏的能力越强，TCE 为 100%，即表示所有缺陷

都能被研制过程检出，缺陷泄漏为零。计算公式为

TCE= 研制过程中检出所有缺陷数
研制过程中注入的所有缺陷数（依赖于交付后的使用）

2.5 蒙特卡洛模拟与应用

基于 PCE、DCE 和 TCE 的算法定义，可以将缺陷

按照过程分布进行统计和分析，在数据积累到一定程

度后，通过正态检验的缺陷过程分布数据可使用蒙特

卡洛模拟的方法进行缺陷泄漏预测建模[11-15]，从而得

到各过程的缺陷检出期望数，并通过实际检出数和期

图 2 变更过程质量关联预防模型应用原理

变更单
变更方案 代码修改 升级验证

风险
评估点

风险
评估点 目标码

缺陷
泄漏

缺陷零泄漏 缺陷零泄漏 缺陷零泄漏 缺陷零泄漏

过程
基线

变更方案评审缺陷密度：
（0,0.23）个 / 条变更

升级验证缺陷密度：
（0,5.16）个 /KLOC

变更方案评审缺陷密度：
缺陷密度 =0.131-0.000356 评
审规模 -0.00612 评审速率

过程
性能
模型

升级验证缺陷密度：
缺陷密度 =-0.000195+0.0240
测试用例覆盖率 +0.0271 测试

执行工期紧张度

天
网

泄漏缺陷
的类型质量性性集：哪些活动可以更好地减少注入缺陷，增加检出缺陷

需求理解错误

派生需求错误

数据检查缺失

初始化错误

数据流错误

库函数使用错误

库函数错误

关联更改

迭代回归完善准则

图 3 缺陷的注入 / 检出和过程能力的关系

内部 外部

支
撑

注入缺陷

需求 设计 实现 集成 系统测试 所内检验三方测试所外试验

检出缺陷

{Xn} 最终目标：
外场缺陷泄漏
=0

前提假设：
1.如果每个过程都不注入缺陷，外场就不会检出缺陷；
2.如果每个过程注入的缺陷，都在该过程被检出，外场就
不会检出缺陷
过程质量控制基本原则：
减少内部过程缺陷注入，增加内部过程缺陷检出
过程研发能力：过程缺陷注入率
过程验证能力：过程缺陷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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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检出数之间的偏离分析，调整后续期望的过程性能

指标和过程质量要素，从而达到期望的缺陷泄漏为零

的目标。在项目研制初期，依据产品的估计规模（一般

为软件代码行），使用蒙特卡洛模拟分析预测项目整

个研制过程中的总缺陷数和最终目标实现的概率。其

基本原理是：利用历史数据的积累，将每个项目的总

缺陷数进行分析，将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进行计算得

到均值和标准差，由于受到样本点大小的影响，使用

蒙特卡洛模拟的方式随机产生 10000 个符合历史数

据均值和标准差的随机点，如图 4 所示，再依据具体

项目的预测缺陷总数，通过蒙特卡洛模拟计算得到项

目能够实现其预测目标的概率，一般要求确定性概率

达到 80%以上。

基于总缺陷数符合正态分布的前提，进一步对各

过程的注入缺陷数进行正态性检验，同样使用蒙特卡

洛模拟的方式，对每个注入缺陷的过程，自动生成

10000 个符合正态分布数据均值和标准差的随机点，

据此将缺陷总数分配到各过程，得到每个过程的注入

缺陷数。基于各过程注入的缺陷均能在过程中被检出

这一假设，设置各过程的“计划发现缺陷数”，如图 5

所示。在项目研制过程中，将实际发现的缺陷数填入

“当前发现的缺陷能力”，通过蒙特卡洛模拟的 10000

个随机数，可以自动得到计划和实际之间的偏离，并

模拟得到后续期望的总缺陷被完全检出的概率（将具

体的缺陷检出数的数值对应的直方图面积除以总的

直方图面积即为概率）。图 5 中给出的示例是在分配

完各过程的检出缺陷数后，最终实现零缺陷泄漏的软

件产品的概率达到 94.28%（图中的表格是由“水晶报

表”工具自动生成的，所以“组织能力”一行始终为 0，

其内置了相关的蒙特卡洛随机数自动生成等模拟算

法）。基于这个概率值的高低，对各过程的检出缺陷数

的期望值进行调整，通过设置过程目标，以实现项目

的最终目标。在实施过程中，逐步使用实际的缺陷检

出数代入模型进行计算，以判断最终的缺陷泄漏概率

目标值是否可达，持续调整后续过程的质量控制策

略，以获得最终缺陷泄漏为零的概率。

3 结束语

产品质量和过程质量密切相关，只有良好的过程

质量才能保证最终产品质量的符合性，对于安全关键

软件来说，追求零缺陷泄漏是必然的选择。CMMI4 级

量化管理对基于顶层目标的持续质量改进过程提出

了明确要求，通过不断将过程标准化、规范化，在过程

测量项完整、采集规范、数据真实可信的条件下，逐步

积累有效数据，基于组织的质量和过程性能目标，结

合项目的特点，运用蒙特卡洛模拟来预测和监控质量

目标的可达性，确保及时采取纠偏措施，不断用数据

和证据来提升组织的软件研发能力是可以实现的，也

是安全关键软件实现零缺陷泄漏目标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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