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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工作状态下航空发动机止口连接结构工作可靠性问题，开展了不均匀温度场下止口连接结构过盈量变化的研究。

建立了止口结构简化模型，基于热弹性力学理论，利用平衡微分方程、物理方程和几何方程，推导出不均匀温度场下止口过盈量变

化的计算式；通过算例进行理论计算，结合有限元软件对计算结果进行仿真对比。结果表明：在一定温度场下，航空发动机止口连接

结构实际过盈量理论损失高达 63%，设计时应加以补偿。所得结论可为止口连接结构过盈量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止口连接结构；热变形；过盈配合；有限元仿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2.001

Effect Analysis of Thermal Load on Interference Amount of Rabbet Joint Structure
YANG Yang1袁 LUO Zhong1袁 LIU Yong-quan2

渊1. Key Laboratory of Vibration and Control of Aero-Propulsion System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袁
Shenyang 110819袁China曰 2.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reliability problem of aeroengine rabbet joint structure under working condition袁a study on the change
of the interference amount of the rabbet joint structure was carried out under non-uniform temperature field. The simplified model of the
rabbet joint structure was established. Equilibrium differential equation袁physical equation and geometric equation were analysed based on
thermoelastic theory. The formula for calculating the change of the rabbet interference amount was derived under the non -uniform
temperature field. The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an example袁an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certain temperature field袁the theoretical loss of actual interference amount of aeroengine
rabbet joint structure is as high as 63%袁which should be compensated in design. The conclusion obtained can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sign of the interference amount of the rabbet join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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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航空发动机中，止口连接结构早期与螺栓连

接等其他连接方式配合使用，近几年开始独立作为

连接结构应用，该结构在实现定心传扭的同时，大

大减少了连接结构零件数量，有效减轻了发动机质

量，很好地顺应了现代航空发动机高转速、轻质量

的发展方向[1-2]。例如 20 世纪 90 年代 GE 公司在燃

气轮机高压转子中设计了带有拉杆系统的止口连

接结构[3]；德国的 MTU 公司设计的 1 种无螺栓高压

压气机转子中利用止口连接代替了螺栓连接[4]；美国

PW 公司的 PW1000G 齿轮传动涡轮风扇发动机高压

转子中也采用止口连接结构[5]。为保证止口界面工作

时不发生径向分离和周向相对位置的变化，止口连接

结构的内外圆柱面需要采用过盈配合。然而在航空发

动机工作过程中，高转速和复杂温度场会使止口连接

结构的过盈量发生明显变化，如何保证变化后的止口

连接结构仍然具有稳健的连接能力成为航空发动机

连接结构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国内学者杨帆等[6]介绍了 1 种新式无螺栓高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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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机结构，采用止口连接结构代替了以往的长螺栓连

接结构，指出在较大的离心载荷和热载荷作用下，止

口连接紧度如果选取不当会有松脱的危险；岳伟等[7]

通过对止口连接结构进行受力和止口连接稳健性的

影响因素分析，认为止口结构会在多种载荷作用下发

生不协调变形，使得初始装配时的结合面过盈量发生

变化，从而影响止口的连接能力；范潘潘等[8]分析了离

心载荷对涡桨发动机压气机轮盘止口连接结构配合

面过盈量的影响，推导出轮盘止口过盈量与扭矩、转

速之间的关系，提出 1 种止口连接过盈量的估算方

法。国外学者 Werner Mack[9]指出，过盈连接件之间的

传扭能力会因为塑性变形和热膨胀而使永久性降低，

从而使连接失效；魣 Kov佗cs[10]利用半解析的方法分析

了过盈配合结合面间在非均匀、稳态温度分布下的应

力状态，表明温度梯度的存在使结合面应力明显增大。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知，除离心载荷外，热

载荷也会对过盈配合结合面状态产生较大影响[11-12]，

如果设计不合理，止口连接结构可能会因较大的温差

变化而出现滑动甚至松脱，从而导致连接失效。本文

基于热弹性力学理论推导止口连接结构径向热变形

与温度变化的关系，参考航空发动机工作时的温度场

状态计算相应状态下的止口过盈量，并与不考虑温度

场时计算出的过盈量进行对比。

1 止口连接结构应力应变分析

止口连接结构多用于压气机各级轮盘间的连接。

位于 2 盘之间的鼓筒部分的止口连接结构如图 1 所

示。止口连接结构通过端面受轴向

力压紧，圆柱面过盈配合实现传

扭。航空发动机在高速旋转时，涡

轮前温度较高，常常需要从压气机

引入冷却空气对其进行冷却[13]。冷

却气流从盘心流过，而轮缘处位于

主流高温度区域，盘缘与盘腔的温

度差使得压气机轮盘径向温度分布

不尽相同[14-15]，使位于各盘之间的止

口连接结构在径向上产生不协调变

形，使配合面间的过盈量发生变化，

从而影响连接结构的稳健性。

1.1 力学模型

为研究热载荷下止口连接结构径向变形对过盈

量的影响，将止口连接结构简化为套装圆筒模型，如

图 2 所示。该结构由内、外 2 个圆筒通过过盈配合套

装组成，在结合面处因

为过盈量的存在而受到

均匀分布的压力 p 作

用。内筒的内径为 a，外
径为 b，外筒的内径为 b，
外径为 c，内、外筒采用

相同材料，弹性模量为

E，泊松比为 v，用 籽 表示

圆筒截面上任意半径。

1.2 应力应变分析

为简化分析，首先作如下假设：

（1）模型处于轴对称平面应力状态；

（2）模型的变形始终处于弹性范围内。

基于以上假设，应力应变函数只是径向坐标 籽 的

函数，且切向力 子籽兹=0，子渍籽=0。根据热弹性力学列出极

坐标下的不考虑体力的平面应力平衡微分方程、几何

方程和物理方程[16]

坠滓籽坠籽 + 滓籽-滓渍
籽 =0 （1）

着籽=
du籽
d籽

（2）

着渍=
u籽
籽 （3）

着籽=
1
E（滓籽-v滓渍）+琢T （4）

着渍=
1
E（滓渍-v滓籽）+琢T （5）

式中：滓籽、滓渍 分别为极坐标下径向和周向正应力；u籽

为径向位移；着籽、着渍 分别为径向、周向应变；琢 为线热

胀系数；琢T 为在变温 T 下弹性体内部各点微小长度

发生的应变。

联立式（1）～（5），得到按位移求解轴对称热应力

的基本方程

d
d籽

1
籽 ·d

d籽（籽u籽）蓸 蔀=琢（1+v）dT
d籽 （6）

对式（6）左侧进行积分，积分下限取内筒内径 a，
得到内筒位移分量

u籽=
（1+v）琢

籽
籽

a乙 T籽d籽+C1籽+ C2

籽 （7）

式中：C1、C2 为任意常数。

利用式（7）可得内筒任意位置处径向应力

图 1 止口连接

结构

图 2 止口连接结构模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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滓籽=-
E琢
籽2

籽

a乙 T籽d籽+ EC11-v - EC2
（1+v）籽2 （8）

首先针对内筒进行分析，其外表面为配合面，因

过盈配合受到均布压力 p，内表面为自由面，故边界

条件为

滓a=0

滓b=-p嗓 （9）

将边界条件式（9）带入式（8）中，并将求解出的

C1 和 C2 带入式（7），得到内筒在该情况下不同半径处

的位移变化量

u籽=
（1+v）琢

籽
籽

a乙 T籽d籽+（1-v）琢籽
（b2-a2）

b

a乙 T籽d籽+ a2琢（1+v）
籽（b2-a2）

·

b

a乙 T籽d籽-（1-v）pb2籽
（b2-a2）E -（1+v）pa2b2

籽E（b2-a2）
（10）

将内筒径向任意位置处的变形量分解成 2 部分，

其中 uT1 为温度场下内筒径向发生的温度变形，uf1 为

在边界条件下内筒径向各点处产生的初始变形。

uT1=
（1+v）琢

籽
籽

a乙 T籽d籽+（1-v）琢籽
（b2-a2）

b

a乙 T籽d籽+

a2琢（1+v）
籽（b2-a2）

b

a乙 T籽d籽 （11）

uf1=-
（1-v）pb2籽
（b2-a2）E -（1+v）pa2b2

籽E（b2-a2）
（12）

对于外筒而言，边界条件为

滓b=-p
滓c=0
嗓 （13）

与计算内筒位移表达式类似，利用边界条件式

（13）可以确定常数 C1 和 C2，带入式（7）中可确定外筒

在该边界条件下的位移

u籽=
（1+v）琢

籽
籽

b乙 T籽d籽+（1-v）琢籽
（c2-b2）

c

b乙 T籽d籽+

b2琢（1+v）
籽（c2-b2）

c

b乙 T籽d籽+（1-v）pc2籽
（c2-b2）E +

（1+v）pc2b2

籽E（c2-b2）
- 籽p（1-v）

E （14）

同样，该位移表达式也可以分解为 2 部分。uT2 是

由于温度场的存在而使外筒产生的温度变形，uf2 是

在边界条件式（13）下外筒径向不同位置产生的初始

变形。

uT2=
（1+v）琢

籽
籽

b乙 T籽d籽+（1-v）琢籽
（c2-b2）

c

b乙 T籽d籽+

b2琢（1+v）
籽（c2-b2）

c

b乙 T籽d籽 （15）

uf2=
（1-v）pc2籽
（c2-b2）E +（1+v）pc2b2

籽E（c2-b2）
- 籽p（1-v）

E （16）

1.3 止口模型结合面过盈量计算方法

若不考虑不均匀热载荷的影响，传递一定扭矩的

过盈连接可以参考国家推荐标准中的一般过盈配合

有效过盈量计算方法进行设计[17]

内筒 u1=
2b
E v- b2+a2

b2-a2蓸 蔀 p0 （17）

外筒 u2=
2b
E v+ c2+b2

c2-b2蓸 蔀 p0 （18）

即当总过盈量为 u=2（u2-u1）时，过盈配合结合面

会产生大小为 p0 的结合压力，以实现扭矩的传递。然

而这种计算方法并不适用于处在不均匀温度场下的

过盈连接结构。

根据上述推导结果，假设止口连接结构处于无变

温理想环境下，此时位移表达式（10）、（14）中的 T=0，
内筒产生的变形为 2uf1，外筒产生的变形为 2uf2，化简

后结果与国家推荐标准中的过盈量计算式相同。

当内、外筒的结合面之间无接触压力而仅存在温

度场时，内、外筒相对变形量 us=2（uT2-uT1）。当 uT2>uT1

时，us 为正，内、外筒之间产生间隙；反之，us 为负，内、

外筒之间产生过盈。

通过式（17）、（18）计算出的过盈量在均衡温度场

状态下确实提供了足够的结合面压力，但是当受到不

均衡温度场的影响时，接触状态会发生变化，结合压

力也就不再是设计时所要求的值。在设计过盈连接

时，应当考虑在工作状态下连接件受温度场的影响而

产生的变形，即要保证结合面产生大小为 p 的结合压

力时，过盈量应为

u=2（uf2-uf1）+2（uT2-uT1） （19）

2 止口连接结构过盈量计算

2.1 算例模型

利用上述推导结果，针对具体算例进行计算，并

对结果进行分析。模型参数见表 1。

参数

内径 /m

外径 /m

泊松比

线热胀系数

弹性模量 /GPa

结合面压力 /MPa

内筒

0.08

0.10

0.3

1.22×10-5

206

10

外筒

0.10

0.12

0.3

1.22×10-5

206

10

表 1 算例模型参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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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温度场的建立

为模拟航空发动机工作的环境，参考文献[13]中

计算得到的压气机温度场情况，设定内筒内表面温度

为 170 ℃，外筒外表面温度为 220 ℃，因为内、外止

口厚度尺寸相对较小且为同种材料，所以在建立温度

场时可以认为温度是线性变化的。由此可求出径向不

同位置与温度值的关系，如图 3 所示。图中 0.05 m 位

置处的温度为 195 ℃，可认为是止口界面处的温度值。

2.3 过盈量计算

根据所建立的温度场和推导出的初始位移表达

式（12）和式（16）、热载荷下温度位移表达式（11）和式

（15）进行计算，结果如图 4、5 所示。

从图中可见，因温度而产生的位移随半径的增大

而增大，初始位移随半径略有变化，但并不明显。为方

便计算，提取半径为 0.05 m 处的内、外筒半径变形

量，见表 2。

从表中可见，初始过盈量为外筒半径初始变形减

去内筒半径初始变形的 2 倍，即 0.048 mm，当加载温

度载荷时，内筒半径向外膨胀了 0.112 mm，外筒半径

向外膨胀了 0.127 mm，2 筒半径的相对位移变化量为

0.015 mm，即热载荷条件下过盈量变为 0.018 mm，过

盈量减小了 63%。由此可见，温度载荷的存在使得止

口过盈配合面间的过盈量发生了较大变化。

计算结果表明，如果要使不均匀温度场下过盈配

合结合面之间仍能产生足够的结合压力，设计的过盈

量不仅要保证初始过盈量，还要补偿因为温度场造成

的不协调变形。所以本算例设计变形量应按式（19）计

算，结果为 0.078 mm。

3 仿真验证

为了验证上述推导结果的有效性，利用有限元软

件进行仿真对比，主要包括温度场的稳态热分析仿真

以及变形量仿真。

3.1 热分析仿真

利用有限元仿真软件的稳态热分析模块，采用与

第2.2 节中相同的温度边界条件，仿真得到内、外筒模

型的温度场。

首先建立实体模型，采用多域扫掠方法划分网

格，单元类型为 Solid186，共划分 2700 个节点，300 个

单元。过盈量设置为初始过盈量 0.049 mm，内筒内表

面温度设置为 170 ℃，外筒外表面温度设置为220

℃，为了便于对比，将前文中设定的温度场与仿真得

到的温度场绘制于同一图中，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

见，2 条线基本重合，偏差最大的位置温度值相差 2

℃，设定温度场与仿真温度场相比最大相对误差为

图 3 温度与径向位置关系

图 4 内筒不同位置位移变化

图 5 外筒不同位置位移变化

位置

内筒

外筒

初始变形

-0.010

0.014

初始过盈

0.048

0.048

温度变形

0.112

0.127

热载荷下过盈

0.018

0.018

表 2 结合面处内、外筒位移量 mm

图 6 温度场对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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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可认为设定温度场能够代替真实温度场。

3.2 变形量仿真

在稳态热分析的基础上，对内、外筒进行变形量

仿真，包括热载荷条件下的热变形仿真和静力学条件

下的初始过盈量的仿真。

首先建立内筒的 3 维模型，导入有限元分析软件

中，采用扫掠方法划分网格，单元类型为 solid186，共

得到 1800 个节点，240 个单元。热分析过程与上文中

温度场仿真过程类似，此处设置内、外表面温度分别

为 170 ℃、195 ℃。在热分析结束之后，添加静力分析

模块，约束端面除径向自由度外的所有自由度，提取

内筒径向变形情况，与前文中理论计算得到的结果绘

制于同一图中，如图 7 所示。利用静力学模块进行初

始过盈量仿真，在内筒外表面施加 10 MPa 的压力。

初始位移的仿真值与理论计算值对比如图 8 所示。

接下来建立外筒 3 维模型，网格划分方法与内筒

的相同。热分析时设置内、外表面温度分别为 195

℃、220 ℃。在热分析结束之后，添加静力分析模块，

约束端面除径向自由度外的所有自由度。为方便对

比，将外筒热变形仿真结果和理论计算结果绘于同一

图中，如图 9 所示。

对外筒进行初始位移仿真，与内筒的类似，只需

在静力分析模块中给外筒内表面施加 10 MPa 的法

向压力，并限制 2 端面除径向外的所有自由度，为方

便对比，将仿真结果与理论值绘制于同一图中，如图

10 所示。

3.3 结果分析

提取内、外筒仿真结果中结合面处的变形量，与

理论计算值进行对比分析，见表 3。

利用式（11）、（12）、（15）、（16）、和（19）并结合表

3 中的数据可计算出设计过盈量及过盈量损失情况，

见表 4。

造成变形量的理论结果与仿真结果之间误差的

原因主要有：

（1）理论推导过程中出于简化的目的，认为温度

场是线性变化的；

（2）推导时将该问题简化为平面问题。

由于这 2 方面因素导致了误差的存在，但是相对

误差不超过 13%，仍处于可接受范围内。

从表 4 中可见，理论计算表明损失过盈量占原初

始过盈量的 63%，仿真结果为 87%，二者之间的差别

主要是由于上述 2 点原因造成的误差的积累。热载荷

的存在使得止口连接结构过盈量出现了明显损失，实

际过盈量大幅度减小使得止口连接结构在工作过程

中的传扭能力明显降低，在过盈量设计时应加以补

偿。通过理论计算得到的设计过盈量应为 0.078 mm，

图 7 内筒热变形理论与仿真结果对比

图 8 内筒初始位移理论与仿真对比

图 9 外筒热变形理论与仿真结果对比

图 10 外筒初始变形理论与仿真结果对比

初始过盈量 /

mm

理论值 0.048

仿真值 0.045

热载荷下损失

过盈量 /mm

0.030

0.039

过盈量

损失比

63%

87%

设计过盈量 /

mm

0.078

0.084

表 4 过盈量对比

内筒

外筒

仿真结果 /

mm

-0.009

0.013

理论结果 /

mm

-0.010

0.014

相对误差 /

%

11.1

7.7

仿真结果 /

mm

0.126

0.146

理论结果 /

mm

0.112

0.127

相对误差 /

%

11.1

13.0

初始变形 初始变形

表 3 内外筒变形量对比

位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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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仿真数据计算得到的设计过盈量为 0.084 mm，

二者相对误差为 7.1%，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4 结论

本文通过理论推导与算例计算，结合有限元仿

真，提出了 1 种考虑热载荷的止口结构过盈量计算方

法，并得出以下结论：

（1）不均匀温度场的存在会使止口连接结构的过

盈量发生明显变化，特别是在航空发动机工作时的温

度场条件下，过盈量会出现明显损失。在设计阶段选

取过盈量时，应当对损失的过盈量进行补偿；

（2）通过有限元仿真对比，证明本文采用的计算

热载荷条件下过盈量变化方法较为准确，更加贴近止

口连接结构的真实工况，可以为航空发动机止口结构

设计提供参考；

本文只考虑了热载荷对止口结构径向变形的影

响，而在实际工况下，因热载荷而产生的轴向变形对

止口连接结构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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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机匣连接的螺栓预紧力大小对其动力学特性影响较大。为更准确反映其接触刚度随预紧力的变化情况，采用分区域薄

层单元方法代替螺栓连接部分，并基于螺栓连接超模型刚度理论、赫兹接触理论以及 M-B 分形模型，推导出不同螺栓预紧力下分

区域薄层单元的弹性模量，模拟机匣连接部分的轴向接触刚度，给出螺栓连接机匣简化建模方法。并以 1 个螺栓连接试验机匣为

例，对比在不同螺栓预紧力下机匣仿真频率与模态试验频率，最大误差仅为 2.83%。结果表明：分区域薄层单元建模方法能够有效地

对不同预紧力下的螺栓连接机匣进行简化建模。

关键词：机匣；螺栓预紧力；分区域薄层单元；赫兹接触理论；M-B 分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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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Method of Subarea Thin-layer Element for Casing Bolted J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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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tightening force of the casing bolted joints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lt. In order

to reflect more accurately the change of contact stiffness with pre-tightening force袁a thin-layer element method was used to replace the
bolted joints structure. Based on the stiffness theory of bolted joints supermodel袁Hertz contact theory and M-B fractal model袁the elastic
modulus of thin-layer element with different bolted pre-tightening force was derived. The axial contact stiffness of the casing joints part was
simulated袁and the simplified modeling method of the bolted joints casing was given. Taking a bolted joints test casing as an example袁the
maximum error was only 2.83%袁compared with the simulation frequency and modal test frequency of the casing under different bolted pre-
tightening for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ing method of the thin-layer element can effectively simplify the modeling of bolted joints
casing under different pre-tightening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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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螺栓连接结构凭借构造简单、实用性强等优点，

被广泛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机匣和转子结构的连接。在

工程应用中，螺栓连接件在承受工作载荷之前，需要

对螺栓施加一定的预紧力，使螺栓和被连接件之间产

生相互作用力，从而产生不同的接触面连接刚度，进

而影响结构的动力学响应。因此，螺栓连接结构建模

方法的研究成为结构动力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1]。

螺栓连接的有限元模拟方法主要分为 2 类：非线性接

触算法和界面单元法。前者需要迭代计算结构响应，

计算量较大。随着有限元法的发展，Liu 等[2-3]建立了

螺栓连接部件的精细有限元模型，但由于其自由度数

目庞大，不适用于复杂的连接结构；Ahmadian 等[4-6]运

用薄层单元法将连接结构接触面等效为厚度很薄的

实体单元，进行动力学建模，并运用优化算法修正薄

层单元材料参数；马双超等[7]将薄层单元法运用到航

空发动机领域；姚星宇等[8-9]给出薄层单元法在航空发

动机机匣螺栓连接结构的建模原理，并研究了薄层单

元材料参数对螺栓连接刚度的影响规律，但文献中并

未考虑由于施加不同的预载荷使螺栓法兰连接结构

实际接触面积变化，以及接触微凸体变形带来的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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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影响整个装配体的动力学响应。

本文基于螺栓连接结构的超模型连接刚度计算

公式[10-12]，运用赫兹接触理论以及 M-B 分形模型[13-16]，

推导了不同预紧力螺栓连接简化模型连接参数的计

算公式，并以 1 个螺栓连接试验机匣为例，对该简化

模型的仿真频率与模态试验测试频率进行对比。

1 分区域薄层单元建模方法

1.1 分区域薄层单元

采用分区域薄层单元对螺栓连接部分进行简化

建模，如图 1 所示。图中绿色部分代表预紧力影响较

弱的法兰区域；红色部分代表预紧力主要影响的螺栓

区域。

把上安装法兰 1、薄层单元 2 和下安装法兰 3 视

为串联的弹簧结构，可得薄层单元连接结构的轴向总

刚度

1
k = 1

k1
+ 1
k21+k22

+ 1
k3

圯k=

k1（k21+k22）k3

k1（k21+k22）+（k21+k22）k3+k1k3
（1）

式中：k1、k21+k22 和 k3 分别为上安装法兰、薄层单元和

下安装法兰的轴向刚度；k21 和 k22 分别为图 1 中红色

部分薄层和绿色部分薄层的轴向刚度。

分区域薄层单元部分的轴向总刚度为

k2=k21+k22=
E21A 21+E22A 22

L2
（2）

式中：E21 和 E22 分别为图中红色区域和绿色区域的弹

性模量；A 21 和 A 22 分别为图中红色部分和绿色部分

的面积；L2 为薄层的厚度。

1.2 薄层单元轴向总刚度

对螺栓连接结构件进行静力学分析，连接区域

的应力分布集中在螺栓杆、螺母与被连接件接触的

区域，如图 2 所示。其中螺栓连接结构的轴向连接

刚度主要由螺杆连接的区域与预紧力作用的区域

决定[8-9]。

螺杆连接区域的轴向刚度为

kb=A bEb/Leq=πdb

2Eb/（4Leq） （3）

式中：A b 为螺栓杆的截面面积；db为螺栓杆的直径；Eb

为螺杆弹性模量；Leq 为螺栓杆的当量长度。

对于螺栓预紧力作用区域，将被连接件的预紧力

分布区域等效为切去顶端的锥形区域。可得该区域的

连接刚度为

k0i=
仔E0id tan 琢

ln （D+d）（D-d+2t tan 琢）
（D-d）（D+d+2t tan 琢）蓘 蓡 （4）

式中：E0i 为被连接件的弹性模量；t 为法兰边厚度；琢
为半锥形角，与螺栓预紧力 F大小有关。

由于整个螺栓预紧力作用区域中，上下 2 个被连

接件为串联关系，则可知该区域的轴向连接刚度为

1
km

= 1
k01

+ 1
k02

圯km=
k01k02

k01+k02
（5）

由此可得整个螺栓连接区域的连接总刚度ks

ks=n（kb+km） （6）

1.3 法兰区域刚度

1.3.1 赫兹接触理论

法兰接触面实质上由 2 个粗糙表面组成，粗糙表

面的微凸体在外载荷作用下发生变形，如图 3 所示。

根据赫兹公式[13-14]可得微凸体法向载荷和弹性变形的

关系

P= 4
3
E R姨 w1.5 （7）

1
E =

1-滋2

1

E1
+
1-滋2

2

E2
（8）

R= R1R2

R1+R2
（9）

式中：E 为 2 个接触面的等效弹性模量；R 为 2 个微

凸体的等效接触半径；w 为接触点的法向变形量。微

凸体接触区域的接触面积可以表示为 a'=2πRw。
轴向载荷 P对法向位移 w 求导，求解出微小接

图 1 分区域薄层单元简化模型

1

3

1
2
3

22 21

图 2 螺栓连接结构区域

预紧力
作用区域

螺杆
连接区域

法兰边
连接区域

D

d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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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点的刚度为

kn=
鄣P軈鄣w =2E Rw姨 =2E a'

2仔姨 （10）

具有截面积的微凸体的变形[13-14]为

w=GD-1
0 a'1-0.5D （11）

将式（11）带入 a忆=2仔Rw，可得微接触点顶端的曲

率半径

R= a忆
2πw = 1

2π
G1-D

0 a忆0.5D （12）

通过对大量试验数据进行拟合[15]，可得金属表面

机械加工后的分形维数 D、特征尺寸系数 G 与加工

表面粗糙度 Ra 之间的关系式分别为

D= 1.54

R0.042

a

（13）

G0=10

5.26

R0.042

a （14）

1.3.2 M-B 分形模型

粗糙表面中微凸体的近似分布形式如图 4 所示。

根据 M-B 分形模型[13-14]，微凸体截面积为 a忆的接触点

大小分布函数 n（a忆）为
n（a'）=0.5D鬃1-0.5D a忆L

0.5D a忆-1-0.5D （15）

式中：鬃 为加权系数

鬃1-0.5D
-（1+鬃-0.5D

）
D-2
D

= 2-D
D （16）

在接触面处，区分弹塑性变形临界面积 a'

c为

a'

c =
G2

0

（0.5资准）2/（D-1） （17）

式中：资=H/滓s；椎=滓s/E；H 为较软材料的硬度；滓s 为较

软材料的屈服强度。

当 a'
＜a'

c时，接触点为塑性形变；当 a'
＞a'

c时，接

触点为弹塑性形变。

微凸体的法向塑性形变载荷与接触面积关系为

p=0.5资啄sa' （18）

综上所述，赫兹公式描述的单个微凸体的接触刚

度、M-B 分形接触模型以及结合面的法向接触刚度，

可由单个接触点的刚度式（10）根据尺寸分布 n（a'）积
分得到

K= 2ED
2仔姨 （1-D）

鬃1-0.5D a'0.5D
L [a'0.5-0.5D

L -ac

'0.5-0.5D
] （19）

将式（11）（12）、带入式（7），加上塑性形变载荷

（18），根据尺寸分布积分，得到结合面的法向弹塑性

总载荷

P= 4D
3 2仔姨 （3-D）

EG（D-1）

0 鬃1-0.5D aL
'0.5D

（a'1.5-D
L -a'1.5-D

c ）+

D
2（2-D）资滓s鬃

1-0.5D a'0.5D
L a'1-0.5D

c （D≠1.5） （20）

P= 2姨
π姨 EG0.5

0 鬃0.25aL

'0.75
ln
a'

L

a'

c

+ 3
2
资滓s鬃

0.25aL

'0.75ac

'0.25

（D=1.5） （21）

接触面的总刚度 K 和总载荷 P均是最大接触面

积 aL

'
的函数，因此由式（19）和（20）或式（21）建立法

向接触刚度 K 和法向载荷 P之间的隐函数关系。给

定 P，可以确定最大微凸体的接触面积 a'

L ，便可计算

得到 K。
1.4 分区域薄层单元弹性模量

根据工程经验，对于螺杆直径为 d 的螺栓，拧紧

力矩 M 和预紧力 F之间相互换算的经验公式为

M≈0.2Fd （22）

法兰的法向总载荷 P即为所有螺栓的总预紧力，

从而确定法兰法向接触刚度 K 作为分区域薄层单元

中的法兰区域刚度。再由螺栓连接部分的总刚度 ks
确定出螺栓区域刚度。之后，结合式（23）和式（24）可

以求解出分区域薄层单元的弹性模量

E22=
K·L2

A 22
（23）

图 3 法向外载荷作用下的微凸体变形

O1

R2 O2

P
O1

变形后 变形前

R2 O2

2r

图 4 接触表面微凸体分布

aL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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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1=
（ks-K）·L2

A 21
（24）

2 螺栓连接机匣试验

2.1 机匣静力学分析

对于如图 5（a）所示的螺栓连接机匣，由 36 个

M6 螺栓连接。根据超模型的建模方法，采用实体螺栓

结构建立机匣连接件的超模型。为了后续的静力学分

析，确定半锥形角。设定超模型网格尺寸为 3 mm，采

用 2 阶 4 面体单元划分网格，如图 5（b）所示。该连接

模型共有 148 万个节点，444 万个自由度。

在连接螺栓上分别施加 3、5、7、9、11 N·m 的预紧

力，确定半锥形角，根据式（6）计算总刚度 ks，见表 1。

不同拧紧力矩下机匣连接件总刚度的变化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轴向连接刚度曲线的斜率随着

拧紧力矩的增大逐渐减小，说明随着拧紧力矩的增

大，机匣螺栓法兰连接部分逐渐趋于刚性。

2.2 螺栓连接机匣简化

根据分区域薄层单元建模方法，去除机匣连接件

法兰边上的螺栓孔，把螺栓等效为如图 7 所示的分区

域薄层单元。

最终建立的机匣连

接件简化模型如图 8 所

示。采用 2 阶4 面体单元，

设定网格尺寸为 10 mm。

该简化模型共有 14 万个

节点，42 万个自由度，与

超模型相比，连接机匣模

型 规 模 降 低 到 原 来 的

1/10。

根据式 （23） 和式

（24）确定不同预紧力下

的分区域薄层单元的弹

性模量，见表 2。

2.3 螺栓机匣试验测试

在连接螺栓上施加

3~11N·m 的拧紧力矩时，

测试连接机匣的模态频

率如图 9 所示。采用力锤

激励，加速度传感器测

量；采集激励信号和响应

信号，通过频响分析软件对测得的频响函数进行分

析，并提取连接机匣前 8 阶频率。

2.4 结果对比

在螺栓拧紧力矩分别为 3、7、11 N·m 时，分区域

（a）实际结构 （b）超模型

图 5 连接机匣

表 1 不同预紧力下机匣连接件轴向总刚度

预紧力矩 /N·m 预紧力 /N 半锥形角 /rad 轴向总刚度 /N/m

3 2500 0.083 4.67E+10

5 4167 0.113 4.83E+10

7 5833 0.134 4.95E+10

9 7500 0.158 5.08E+10

11 9167 0.161 5.09E+10

图 7 薄层单元建模

图 8 螺栓连接机匣简化模型

表 2 薄层单元的弹性模量

扭矩 /N·m E21/GPa E22/GPa

3 1.540E+10 4.471 E+07

5 1.597 E+10 7.763 E+07

7 1.633 E+10 1.112 E+08

9 1.677 E+10 1.452 E+08

11 1.670 E+10 1.794 E+08

图 9 连接试验机匣模态试验

图 6 轴向刚度随拧紧力矩的变化

5.10

5.05

5.00

4.95

4.90

4.85

4.80

4.75

4.70

4.65
3 5 7 9 11

拧紧力矩 /N·m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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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层单元模型仿真频率与机匣试验频率见表 3。从表

中可见，连接机匣试验频率随着拧紧力矩增大而加

快，第 3、4 阶频率变化最为明显，说明螺栓预紧力大

小对连接机匣的动力学响应有较大影响。简化模型仿

真频率与机匣试验频率相比，最大误差仅为 2.83%，

满足工程设计要求。由此可见，分区域的薄层单元建

模方法能准确地模拟在不同预紧力下螺栓连接结构

的刚度变化，建立有效的连接结构有限元模型。

表 3 在拧紧力矩为 3、7、11 N·m时分区域薄层单元简化模型的模态频率

模态

阶次

1

2

3

4

5

6

7

8

3 N·m 时的模态频率 /Hz

试验

238.22

238.82

280.17

281.14

387.77

388.20

612.12

613.06

计算

238.60

238.78

278.62

279.62

393.23

393.40

609.36

616.54

误差

/%

0.16

-0.02

-0.55

-0.54

1.41

1.34

-0.45

0.57

7 N·m 时的模态频率 /Hz

试验

239.30

239.94

290.26

295.49

391.59

393.24

612.42

613.86

计算

238.86

239.02

286.50

287.12

394.03

394.12

609.52

616.66

误差 /

%

-0.18

-0.38

-1.30

-2.83

0.62

0.22

-0.47

0.46

11 N·m 时的模态频率 /Hz

试验

239.44

240.28

296.65

299.32

393.83

394.47

613.19

614.52

计算

238.98

239.13

291.40

291.85

394.56

394.63

609.62

616.75

误差 /

%

-0.19

-0.48

-1.78

-2.50

0.19

0.04

-0.58

0.36

3 结论

本文基于螺栓连接超模型的刚度理论、赫兹接触

理论以及 M-B 分形模型，考虑螺栓的数量和法兰边

的接触，建立了分区域薄层单元的螺栓连接简化建模

方法，推导了不同预紧力下分区域薄层单元弹性模量

的计算公式。通过模态试验验证了不同螺栓预紧力简

化建模方法的正确性，得到如下结论：

螺栓预紧力对机匣连接部分的法向接触刚度影

响较大，随预紧力的增大，法向接触刚度增加，之后逐

渐趋于平稳；连接机匣的各阶固有频率也逐步加快，

之后也趋于平稳。

本文连接接触的建模，没有考虑连接接触非线性

阻尼的影响，但为进一步在此方面深入探索螺栓连接

动力学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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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螺旋槽端面气膜密封结构在高温下的密封性能，建立了高温密封分析数学模型，研究了螺旋槽气膜密封的气

膜温度、压力以及端面变形分布规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螺旋槽气膜密封的热变形机理，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密封压力、转速、环境

温度下热效应对开启力和泄漏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高压、高速条件下，热效应使端面形成发散间隙，导致开启力减小，泄漏率增

加；在低压、高速条件下，热效应使端面形成收敛间隙，导致开启力及泄漏率增大。对于螺旋槽端面气膜密封结构，环境温度的升高

对端面变形的影响不明显，且环境温度从 300 K 升至 550 K 时，考虑端面热效应的开启力减小 4%，泄漏率减少 36%。

关键词：螺旋槽；端面气膜密封；高温；热效应；开启力；泄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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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High Temperature Characteristics of Spiral Groove End Surface Gas Film Seal Structure
NING Xiu-xiu1袁 HE Peng-gang2袁 BAI Shao-xian1

渊1.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袁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袁Hangzhou 310032曰
2.Beijing Institute of Dynamic Machinery袁Beijing 100074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seal characteristics of spiral groove end face gas film seal structure at high temperature袁a
mathematical model of high temperature seal analysis was established. The distribution of film temperature袁pressure and end surface
deformation of spiral groove gas film seal were studied. On this basis袁the thermal deformation mechanism of spiral groove gas film seal was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thermal effect on opening force and leakage rate was further analyzed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seal
pressure袁rotating speed and ambient temper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high pressure and high speed袁the thermal
effect causes the end face to form divergence gap袁which leads to the decrease of opening force and the increase of leakage rat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low pressure and high speed袁the thermal effect causes the end face to form convergence gap袁which leads to the increase of
opening force and leakage rate. For spiral groove end gas film seal袁the effect of ambient temperature on the end face deformation is not
obvious. When the ambient temperature increases from 300 K to 550 K袁the opening force considering the thermal effect of the end face is
reduced by 4% and the leakage rate is reduced by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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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气膜密封依靠摩擦副端面间形成的微米级厚度

润滑气膜实现非接触运行，表现出低磨损、低泄漏、低

能耗、长寿命的优点[1-2]，逐渐应用于航空发动机轴承

腔、涡轮入口等关键位置的密封[3-4]。1965 年，NASA 与

PW 公司开发出应用于发动机主轴轴承腔位置的瑞

利阶梯和环形密封坝组合结构端面的气膜密封技术，

在转速为 150 m/s、压差为 2.1 MPa、温度为 650 ℃的

工况下，油耗降低 1.5%[5-7]；20 世纪 90 年代，发动机

主轴承腔气膜端面密封技术达到实用阶段 [8-9]，

Lahrman 设计的 3 级阶梯式端面气膜密封结构应用

于 GE 公司 CF6-80C2 发动机的 No.4、No.5 轴承腔和

F110 发动机的 No.3 轴承腔（碳材料，气体温度为

510 ℃，密封压差为 1.0 MPa，滑动速度为 137 m/s），

泄漏率比迷宫密封结构的降低 96%[10]。然而，温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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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导致的端面热变形不仅影响泄漏率，同时还影响密

封气膜开启性能，是制约气膜密封结构可靠设计的重

要因素 [11-13]；1979 年，Gabriel 基于窄槽理论近似求解

了温度为 121 ℃、转速为 74.03 m/s、压力为 4.58 MPa

工况下螺旋槽端面气膜密封结构的热变形及压力分

布情况，表明端面热变形形成发散间隙，且转速、密封

压力等是影响密封端面温度场的主要因素 [14]。近年

来，对 10 MPa 以上高压条件下楔形端面[15-16]和螺旋槽

端面[17]密封结构的研究表明，压力引起的端面发散变

形导致密封气膜开启能力降低，而密封气体沿泄漏方

向的体积膨胀、温度降低引起的端面热发散变形进一

步加剧气膜开启能力降低。另一方面，密封气膜温度

还受速度剪切热的影响[18-19]，当剪切热高于泄漏膨胀

散热时，温度升高，势必导致端面变形发生相反的变

化。随着航空发动机工作温度等工作参数不断提高，

如第 4 代战斗机发动机，推重比为 9~10，总增压比为

25~35，涡轮前温度达到 1790~1950 K[20]，密封结构面

临更高温度工况条件，同时在发动机启停及工作过程

中转速、压力和温度的变化，要求气膜密封结构要适

应更为复杂的变工况要求，而目前对气膜密封结构的

高温工况特性规律尚缺乏系统认识。

本文基于气体热动力润滑理论，以螺旋槽端面气

膜密封为研究对象，对螺旋槽端面气膜密封的高温特

性进行研究，重点分析了在高温条件下螺旋槽端面气

膜密封结构的气膜温度、压力以及端面变形分布特

征。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压力、转速和温度条件下热效

应对开启力和泄漏率的影响规律进行了数值分析。

1 理论模型

1.1 几何模型

螺旋槽端面气膜密封结构和热边界条件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螺旋槽端面气膜密封分析模型主

要由静环和动环组成，运转时静环和动环之间形成微

米级气膜润滑保持两端面的非接触状态。静环材料为

石墨，动环材料为不锈钢，其端面设计有螺旋槽结构。

1.2 润滑方程

采用气体热动力润滑理论[18]对密封高温特性进

行数值分析。假设气体为理想气体，极坐标雷诺方

程为

鄣
r鄣兹（h3籽

浊
鄣p
r鄣兹 ）+ 鄣

r鄣r（h3r籽
浊

鄣p鄣r ）=6棕 鄣（籽h）鄣兹 （1）

式中：浊 为密封气体的黏度；籽 为密封气体的密度；p
为密封压力；h 为气膜厚度；棕为转速。

能量方程为

- h3

12浊
鄣p
r鄣兹 + 棕rh

2蓸 蔀 鄣T
r鄣兹 - h3

12浊
鄣p鄣r 鄣T鄣r =

浊棕2r2
h籽cv

- h3

12浊籽cv
鄣p
r鄣兹蓸 蔀 2 + 鄣p鄣r蓸 蔀 2蓘 蓡+

ks1

籽cv
（Ts1-T）+ ks2

籽cv
（Ts2-T） （2）

式中：T 为气膜温度；cv 为密封气体定容比热容；ks1、

ks2 分别为静环和动环的对流换热系数。

对于动环，其热传导方程为

鄣2Ts
r2鄣兹2 + 1

r
鄣鄣r r 鄣Ts鄣r蓸 蔀+ 鄣2Ts鄣z2 =0 （3）

开设在动环端面的螺旋槽作周向运动时发热，相

当于 1 个热源分布于静环上。因此，静环的热传导方

程为

kc2
籽s2 cs2

鄣2Ts

r2鄣兹2 + 1
r

鄣鄣r r 鄣Ts鄣r蓸 蔀+ 鄣2Ts鄣z2蓘 蓡=棕 鄣Ts鄣兹 （4）

式中：Ts 为密封环温度；kc2 为动环的导热系数；籽s2 为
动环材料的密度；cs2 为动环的比热容。

气体温度方程为

T=cTidEe （5）

（a）密封端面

（b）螺旋槽端面

图 1 螺旋槽端面气膜密封结构及热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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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 为热力学温度；cT 为温度常量系数；id 为气体

分子运动自由度；Ee 为每个分子自由度对应的能量。

气体压力方程为

p=cp 籽idEe （6）

式中：cp 为压力常量系数。

1.3 气膜边界条件

1.3.1 压力边界条件

在内、外径处压力边界条件采用强制边界条件

（图 1（a）），即

p（r=ri）=p i （7a）

p（r=ro）=po （7b）

计算时取 1 个周期，在计算区域存在以下周期性

压力边界条件

p（r,兹=仔/N）=p（r,兹=-仔/N） （8）

1.3.2 温度边界条件

在内、外径处根据气体的流入流出状态采用动态

温度边界条件

T（r=0.5do, 兹）=Tinlet，q r（r=0.5do, 兹）＜0 （9a）

T（r=0.5di, 兹）=Ti，q r（r=0.5di, 兹）＞0 （9b）

其中

qr=-
h3

12浊
鄣p鄣r （10）

q r（r=ro, 兹）＜0 和 q r（r=ri, 兹）＞0 意味着在密封环

内、外径边界处气体从外界流入润滑区。

周期性温度边界条件为

T（r, 兹=仔/N）=T（r, 兹=-仔/N） （11）

1.4 传热边界条件

传热边界条件如图 1（a）所示，润滑区静环表面

Ts1 和动环表面 Ts2 处与气膜存在强制对流换热，与周

围环境存在热对流交换[18]。

在后续数值分析中，螺旋槽端面气膜密封材料的

结构参数取值见表 1，气膜密封参数取值见表 2，用到

的石墨封严分析参数见表 3。

2 结果与讨论

2.1 压力和温度场分布

不同环境温度下气膜压力和温度分布如图2所示。

计算中保持最小膜厚 ho=3.0 μm、转速 棕=20000 r/min、

密封压力 po=0.25 MPa 的低压高速工况参数取值。从

图中可见，在低压高速工况下，端面螺旋槽结构呈现

出明显的动压效应，由于螺旋槽的泵送挤压效应在槽

根处出现最大气膜压力；速度剪切发热导致气膜温度

整体升高7~10K，随着环境温度从300K升高到500K，

气膜温度的增加值略有下降，在高压侧密封气流主要

通过螺旋槽进入润滑区，在非开槽的台区，部分高温

气体回流到高压环境。

不同密封压力下的气膜压力与温度分布如图 3

所示。计算中保持最小膜厚 ho=3.0 滋m、转速

棕=20000 r/min、环境温度 T=500 K 的高温高速工况

参数取值。从图中可见，随着密封压力的提高，螺旋槽

的动压效应迅速减弱，但是由于螺旋槽的存在使得气

流阻力减小，因而可以看出压力从高压侧进口到螺旋

槽根部区域平缓降低，而进入密封坝区后迅速降低。

压力在 0.75 MPa 以下时气膜温度整体升高；随着密

封压力的提高，速度剪切引起的气膜温度升高效应迅

速减弱，特别是在靠近低压出口侧的密封坝区域，气

表 1 材料的结构参数

参数 石墨 不锈钢

密度 /（kg/m3） 1800 7930

杨氏模量 /GPa 25 200

泊松比 0.2 0.3

比热容 /（J/（kg·K）） 710 500

导热系数 /（W/（m·K）） 15 16.2

线性热膨胀系数 /（10-6 ℃） 4 17.3

表 2 螺旋槽端面气膜密封参数

参数 符号 数值

外径 /mm ro 36

内径 /mm ri 32

密封环厚度 /mm
h1 6

h2 1.8

槽根半径 /mm rb 34

槽数 N 12

槽深 /滋m hd 5

螺旋角 /（毅） 茁 18

表 3 石墨封严分析参数

参数 符号 数值

环境对流传热系数/渊W/渊m2窑K冤冤 ks1袁ks2 8
密封气体导热系数/渊W/渊m窑K冤冤 kc_gas 0.024

密封气体自由度 i 5
环境压力/MPa p i 0.1
密封压力/MPa po 0.25耀2.75
环境温度/K To 300耀550
转速/渊r/min冤 棕 5000耀300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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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温度迅速降低，当压力从 0.25 MPa 增大到 2.75

MPa 时，由于压差增大，出口温度从 507.2 K 降至

474.4 K。这是由于高压工况下径向气体在压差作用下

流动时的气体膨胀吸热大于周向速度剪切发热[17]。

考虑端面热效应工况下的端面气膜厚度分布如

图 4 所示。从图 4（a）中可见，在密封压力为 0.25 MPa、

转速为 30000 r/min 的工况下，端面热效应使端面形

成收敛间隙，即进口处气膜厚度最大。由于受热效应

的影响，进口气膜厚度由 3 滋m 增加到 3.1 滋m。由此

可知，在低密封压力下，密封转速剪切发热使气膜温

度整体升高，从而导致端面收敛间隙的产生。

从图 4（b）可见，在密封压力为 2.75 MPa、转速为

20000 r/min 的工况下，端面热效应使端面形成发散

间隙，即进口处气膜厚度最小，沿着流动方向气膜厚

度逐渐增加。由于受热效应的影响，出口气膜厚度由

3 滋m 增加到 3.13 滋m。 由此可知，高密封压力产生

的气体膨胀使气膜温度降低，从而导致端面发散间隙

的产生。

2.2 操作参数对密封性能的影响

2.2.1 密封压力

考虑端面热效应和不考虑端面热效应 2 种工况

下开启力和泄漏率随密封压力的变化曲线如图 5 所

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密封压力的提高，开启力呈线性

增大。考虑端面热效应的开启力较不考虑时的小，当

密封压力高于 1.75 MPa 之后，端面热效应对开启力

的影响开始变得明显。当压力从 1.75 MPa 增加到

2.75 MPa 时，考虑热效应的开启力相对未考虑热效

应时的减小率从 0.3%增加到 1.5%。这是由于热效应

形成的发散间隙（图 4（b））使动压效应减弱，从而使

开启力减小。

同时，随着密封压力的提高，泄漏率也逐渐增加。

考虑端面热效应的泄漏率较不考虑热效应时的大，且

增长率随着压力的提高而增加，这是由于随着密封压

（a）T=300 K

（b）T=400 K

（c）T=500 K

图 2 不同环境温度下气膜压力和温度分布

（ho=3.0 滋m，棕=20000 r/min，po=0.25 MPa）

（a）p=0.25 MPa

（b）p=1.25 MPa

图 3 不同密封压力下的气膜压力和温度分布

（ho=3.0 滋m，棕=20000 r/min，T=500 K）

（c）p=2.25 MPa

（a）po=0.25 MPa，棕=30000 r/min （b）p=2.75MPa，棕=20000 r/min

图 4 端面气膜厚度分布（ho=3.0 滋m，T=500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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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高，变形逐渐增大，从而使泄漏率增加。当压力从

0.25 MPa 增加到 2.75 MPa 时，考虑热效应的泄漏率

的增长率相对未考虑热效应时的从 24%增加到

34%。

2.2.2 转速

考虑端面热效应和不考虑端面热效应 2 种工况

下开启力和泄漏率随密封转速的变化曲线如图 6 所

示。从图中可见，随着转速的增加，动压效应增强，开

启力逐渐增大；同时，随着转速的增加，螺旋槽泵送作

用增强，从而使泄漏率也逐渐增加。以密封压力为

2.75 MPa 为例，转速从 5000 r/min 增加到 30000 r/min，

不考虑端面热效应的开启力增加 2%，泄漏率增加 5%。

密封压力为 0.25 MPa 时，端面热效应使开启力

增大，这是由于热效应形成的收敛间隙（如图 4（b）所

示）使动压效应增强，从而使开启力增大；同时，收敛

间隙也使泄漏率增加，当转速达到 30000 r/min 时，考

虑热效应的泄漏率相对未考虑热效应时的增加

45%。密封压力为 2.75 MPa 时，热效应产生的发散间

隙使动压效应减弱，因此考虑热效应的开启力减小，

泄漏率增加，当转速达到 30000 r/min 时，考虑热效应

的开启力相对未考虑热效应时的减小 0.5%，泄漏率

增加 34%。

2.2.3 环境温度

考虑端面热效应和不考虑端面热效应 2 种工况

下开启力和泄漏率随环境温度的变化曲线如图 7 所

示。从图中可见，随着温度的升高，开启力减小，泄漏

率也逐渐减少。以密封压力 0.25 MPa 为例，温度从

300 K 升高到 550 K，考虑端面热效应的开启力减小

4%，泄漏率减少 36%。

密封压力为 0.25 MPa 时，端面热效应形成的收

敛间隙使开启力增大，同时也使泄漏率增加，环境温

度为 300 K 时，考虑端面热效应的开启力相对于不考

虑热效应时的增大 4%，泄漏率增加 25%；密封压力

为 2.75 MPa 时，热效应产生的发散间隙使动压效应减

弱，因此考虑端面热效应的开启力减小，泄漏率增加，

环境温度为 550 K 时，考虑端面热效应的开启力相对

于未考虑端面热效应时的减小 0.9%，泄漏率增加31%。

图 5 密封压力对开启力和泄漏率的影响

（ho=3.0 滋m，棕=20000 r/min，T=500 K）

图 6 密封转速对开启力和泄漏率的影响

（ho=3.0 滋m ，T=500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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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在高压高速条件下，热效应使端面形成发散

间隙，使开启力减小，泄漏率增加；在低压高速条件

下，热效应使端面形成收敛间隙，使开启力和泄漏率

增大。

（2）对于螺旋槽端面气膜密封，环境温度的升高

对端面变形的影响不明显；且环境温度从 300 K 升至

550 K，考虑端面热效应的开启力减小 4%，泄漏率减

少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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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轮盘破裂转速分析方法并提高破裂转速预测精度，基于有限元计算结果，采用平均应力法和局部塑性应变法

对某低压涡轮盘破裂转速和破坏起始部位进行预测，并与试验和失效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平均应力法和局部塑性应

变法预测的破裂转速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局部塑性应变法预测轮盘破裂起始部位与失效分析结果吻合较好；对于研究的轮盘及

其工作环境，平均应力法预测破裂转速偏低，局部塑性应变法预测破裂转速偏高；局部塑性应变法预测精度相对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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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analysis method of turbine disk burst speed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burst speed prediction袁the

average stress method and local plastic strain method were used to predict the burst speed and the failure initial site of a low-pressure
turbine disk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finite element calculation.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test and failure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urst speed predicted by the average stress method and the local plastic strain method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test results. The local plastic strain method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failure analysis results in predicting the initial site of disk bu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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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轮盘作为航空发动机的关重件，必须确保轮盘在

可能出现的超转范围内工作而不破裂。对于双转子发

动机，由于低压涡轮轴较细，考虑到加力燃烧室对其

的影响，低压涡轮盘发生超转的概率较高。因此，低压

涡轮盘最需要受到破裂转速的限制，并优先考虑低压

涡轮盘的破裂试验[1]。目前，国内外破裂转速的预测方

法主要有理论计算方法和基于有限元的多种计算方

法，包括平均应力法、最大应力法、局部应变法及残余

变形法等[2-8]。目前，工程上常用的破裂转速计算方法

是平均应力法[9]，文献[10-12]对破裂转速预测方法进

行了试验验证。

本文为实际工程问题，结合有限元计算结果，采用平

均应力法和局部塑性应变法对涡轮盘进行破裂转速

分析，对轮盘破坏起始部位进行预测，并与试验和失

效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1 轮盘破裂转速预测

1.1 平均应力法

轮盘的破裂模式主要有子午面破裂和圆柱面破

裂。子午面破裂是在轮盘子午面以周向应力为主的情

况下发生的；圆柱面破裂则是在轮盘某半径高度上以

径向应力为主的情况下发生的。平均应力法是从轮盘

平均承载角度分析轮盘子午面和圆柱面失效的破裂

转速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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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加权平均周向应力法，基于轮盘 2 维轴对称有限

元计算结果求解平均周向应力公式[3]为

滓θ=

A m

A 1
乙 滓θdA

Am

A 1
乙 dA

（1）

式中：滓θ 为按面积加权的平均周向应力；滓θ 为相应

各单元的周向应力；A 1 和 Am 分别为各单元面积。

基于轮盘 2 维轴对称有限元计算结果，针对平均

径向应力最高截面，根据径向应力沿截面线积分的方

法可求得最大平均径向应力。

基于有限元计算结果，采用平均应力法计算破裂

转速储备公式[4]为

kb=
k滓b

滓姨 （2）

式中：kb 为轮盘破裂转速储备；滓b 为材料的强度极

限；滓 为轮盘最大稳态转速下的平均周向应力；k 为

材料利用系数。

低压涡轮盘材料选用高温合金 GH4169[13]，破裂

试验环境为常温，有限元分析时考虑了叶片的作用和

离心载荷。采用 PLANE183 单元建立 2 维轴对称有限

元模型进行弹性应力分析[5]，定义槽底以上的轮缘凸

块部位为具有一定厚度的平面应力单元。

通过对轮盘子午面和圆柱面进行破裂转速储备

分析可知，轮盘子午面破裂转速储备较低，轮盘的主

要破坏模式为子午面破坏。考虑材质的分散性，根据

可靠性要求，选取轮盘随炉试件拉伸性能的最低值、

最高值和平均值进行破裂转速分析，假定材料利用系

数为 1.0，基于平均应力法预估轮盘破裂转速，见表 1。

1.2 局部塑性应变法

对轮盘进行局部应力应变分析，采用的应力 - 应

变曲线根据随炉试件实测力学性能数据的平均值获

得，将材料手册[6]数据绘制的应力 - 应变曲线与随炉

试件实测力学性能数据平均值绘制的应力 - 应变曲

线进行对比，如图 1 所示。

建立局部塑性应变分

析 3 维有限元模型，计算

相对转速 154%时轮盘局

部塑性应变分布，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局部塑

性应变较大部位位于榫槽

槽底，且该部位应变以周

向应变为主，各转速下槽底局部塑性应变分析结果见

表 2，塑性应变 - 转速关系如图 3 所示。从塑性应变

变化规律可见，当转速由 157%上升至 158%时，榫槽

槽底局部塑性应变大幅度提高，按照局部塑性应变法

预测在该转速范围内轮盘可能发生破裂，起裂位置为

榫槽槽底。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应变计算结果与测量结果对比

为了验证轮盘局部塑性应变法分析模型的正确

性，在轮盘榫槽附近布置应变片测量周向应变，由于

局部应变最大部位位于槽底，该部位不便于粘贴应变

片，将应变片布置在轮盘前端面靠近槽底的位置，如

图 4 所示。各转速下应变计算结果、测量结果及相对

误差见表 3，计算结果与各测点实测应变值绘制曲线

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应变计算结果与测量结果

较为吻合。

2.2 高速摄像记录

在试验过程中，采用高速摄像记录轮盘的整个试

验历程。当试验转速上升至 154%时，轮盘发生子午

随炉试件

实测数据

室温强度

极限

滓b/MPa

平均周向

应力

滓θ/MPa

破裂转速

储备

kp

预估破裂转

速相对值

n/%
最低值 1410 649 1.474 147

最高值 1520 649 1.530 153

均值 1447 649 1.493 149

表 1 破裂转速分析

图 1 应力 -应变曲线

图 2 局部塑性应变分布

0.025562

0.051124

0.076686

0.102248

0.12781

0.153371

0.178933

0.204495

0.230057

0

图3 槽底塑性应变-转速曲线

表 2 塑性应变随转速变化趋势

相对转速 /％

126

139

144

146

149

槽底塑性应变

0.000013

0.000089

0.000436

0.000806

0.001236

相对转速 /％

154

156

157

158

159

槽底塑性应变

0.002301

0.003025

0.003361

0.005273

0.01912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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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破裂。按时间顺序选取

具有代表性的高速摄像照

片如图 6 所示，整个试验

过程如下：

（1）第 1 排 5 幅照片

记 录 了 试 验 转 速 升 至

154%时试验件运行过程。转速升至 154%前，试验件

运行状态正常，目视整个轮盘的塑性变形不明显。当

试验转速升至 154%后，轮盘子午面发生破裂；

（2）第 2 排 5 幅照片记录了轮盘子午面首断截面

破裂的过程。轮盘开始发生破裂后，轮盘变形明显，按

逆时针旋向 90°位置轮盘发生第 2 次破裂，轮盘第 1

个部分彻底断开；

（3）第 3 排 5 幅照片记录了轮盘第 2 个部分破裂

的过程。轮盘第 1 个部分发生破裂后，轮盘变形进一

步变大。从第 2 次破裂位置起，按逆时针旋向 90°位

置轮盘发生第 3 次破裂，轮盘第 2 个部分彻底断开；

（4）第 4 排 4 幅照片记录了轮盘发生破裂后的过

程。整个轮盘破裂之后，破裂的轮盘撞击到防护层，产

生明显的火花。

2.3 计算与试验结果对比

轮盘在相对转速达到 154%时发生子午面破裂，

破裂后整体形貌如图 7 所示，首断截面形貌如图 8 所

示。将实测破裂转速与预测破裂转速进行对比，结果

见表 4。

从对比结果可见，在常温条件下，当材料利用系

数取 1.0 时，采用平均应力法预测破裂转速仍然低于

实测破裂转速，采用实测力学性能最高值预测破裂转

速与实测值最为接近，误差为 -0.65％，采用实测力学

性能平均值预测破裂转速误差为 -3.25％，由于实测

破裂转速高于预测破裂转速，本文数据不能给出材料

利用系数；采用局部塑性应变法预测破裂转速高于实

测值，采用实测力学性能平均值预测破裂转速误差为

1.95％～2.60％；本文采用 2 种方法预测低压涡轮盘

（常温条件下）破裂转速与实测破裂转速较为接近，局

部塑性应变法预测精度相对更高。

3 失效分析[14-15]

轮盘首断截面端口分为盘缘侧断口和盘心侧断

口，断口宏观图像如图 9 所示。断口靠近盘缘榫槽槽

底及辐板中心区域为纤维区，安装边及辐板两侧区域

为剪切唇区，断口表面可见放射线形貌，放射线由槽

底向辐板方向扩展。盘心侧断口纤维区形貌主要为等

轴韧窝形貌，剪切唇区形貌为剪切韧窝，表明该断口

为瞬断断口。

根据剪切唇区的剪切韧窝方向判断，断裂由盘缘

侧向盘心侧扩展，扩展方向如图 10 中红色箭头所示。

因此，随着转速提高至轮盘破裂转速，低压涡轮盘发

生瞬断破坏，由榫槽槽底部位起裂，后扩展至盘心。该

图 4 榫槽附近应变测点位置 图 5 榫槽附近应变测点位置

表 3 应变计算结果与测量结果对比

相对

转速 /％

计算

结果
测点 1 测点 2 测点 3

测量

均值
误差 /％

100 0.002802 0.002896 0.002913 0.002870 0.002893 -3.15

126 0.004654 0.004882 0.004911 0.004811 0.004868 -4.40

139 0.007094 0.008097 0.008314 0.008508 0.008306 -14.60

142 0.012447 0.010921 0.011101 0.011513 0.011178 11.35

图 6 高速摄像记录

图 7 轮盘破裂后整体形貌

表 4 破裂转速实测与预测对比

材料

数据

平均应

力法 /％

实测值

/％
误差 /％

局部塑性

应变法 /％

实测值

/％
误差 /％

均值 149 -3.25 157～158 154 1.95～2.60

最低值 147 -4.55

最高值 153 -0.65

154

154

154

应变测点

图 8 首断截面形貌

图 9 断口宏观图像

纤维区

剪切唇区

剪切唇区剪切唇区

纤维区

扩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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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与第 1.2 节预测

轮盘破坏起始位置一致。

4 结论

本文采用平均应力法

和局部塑性应变法进行破裂转速预测，并与试验结果

和失效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1）采用平均应力法和局部塑性应变法进行破裂

转速预测的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

（2）采用局部塑性应变法预测轮盘破裂起始部位

与失效分析结果吻合较好；

（3）对于本文研究的轮盘及其工作环境，平均应

力法预测破裂转速低于实测值，局部塑性应变法预测

破裂转速高于实测值，且局部塑性应变法预测精度相

对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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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针对典型航空发动机阀控不对称作动筒的结构在带负载工况下的应用和理论分析情况，讨论了作动筒正、反向负载对

伺服作动控制的影响，提出了 1 种阀控不对称作动筒的伺服控制系统建模与分析方法。将该方法在项目案例上的分析结果与实际

项目试验数据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该方法切实可靠，模型置信度高，对实际应用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为了使作动筒往返控制效果

一致，作动筒负载方向应设计为反向负载，负载力大小应设计在 FL0 附近。

关键词：电液伺服控制；作动筒；建模；负载；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2.005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Servo Control of Aeroengine Actuator Cylinder
WU Ji-lin袁ZHANG Jin袁JIN Lin-shan袁LI Ming-lei

渊AECC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袁Wuxi Jiangsu 214063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applicati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a typical aeroengine valve-controlled asymmetrical

actuator cylinder under load condition袁the influence of the forward and reverse loads of the actuator cylinder on servo actuation control was
discussed. A method for modeling and analyzing servo control system of valve-controlled asymmetrical actuator cylinder was presented .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his method in the project case were compared with the actual project test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is
practical and reliable袁and the confidence of the model is high. It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At the same time袁in
order to make the control effect of actuator cylinder round trip consistent袁the direction of load should be designed as reverse load袁and the
load force should be designed in the vicinity of FL0.

Key words: electro-hydraulic servo control曰actuating cylinder 曰modeling曰load曰aeroengine

0 引言

自20 世纪 50～60 年代开始，基于经典控制理论

以反馈控制为主体的电液伺服控制技术逐渐发展为综

合电气技术、液压技术与控制领域的自动化技术[1-6]。电

液伺服控制系统以其体积小、功重比输出高、响应速

度快、低速平稳性好、调速范围宽及自润滑等特点，在

军事、航空航天以及民用工程等自动化控制领域占据

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应用也越来越广。航空发动机作

动筒的控制就是电液位置伺服控制系统的典型应用。

在电液位置伺服控制系统中，作动筒属于执行元

件，用于将液压能转换为驱动发动机导叶、活门或其

他机械装置的机械能。在当前电液位置伺服控制研究

中，多采用对称作动筒设计和分析讨论[7-12]。而在航空

领域，因非对称作动筒具有结构简单、加工方便、工作

空间小、单边活动密封效率及可靠性高等特点而被广

泛应用。但是由于非对称作动筒结构参数的不对称，

导致阀控作动筒在伸出和缩回 2 个方向上动态特性

（如超调量、调节时间和稳态误差等）不对称，并且在

活塞换向时存在压力突变，影响整个液压系统的平稳

性。这种本质上的非线性给系统控制带来困难。当前

有不少通过应用非对称阀控制非对称作动筒或者智

能算法（如模糊控制、自适应控制等）来实现对称控

制[13-15]，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控制的非对称性问题，但

往往忽略了负载对伺服控制的影响，而且在航空发动

机电液位置伺服控制实际应用时，考虑到实际生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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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可靠性问题，很少用到非对称阀控制非对称作动

筒（以下简称作动筒）以及复杂控制算法的场合。随着

航空发动机对实际带负载工况下作动筒位置控制的

动态特性和控制精度要求的提高，有必要对带负载工

况下阀控非对称作动筒位置伺服控制系统的工程应

用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针对带负载工况下典型航空发动机电

液伺服阀控制作动筒的伺服控制系统，基于对带载下

电液位置伺服控制系统的认识，在具体分析带载阀控

不对称作动筒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与建模，并通过工程

试验进行检验，为电液位置伺服控制系统的设计和分

析提供指导。

1 电液位置伺服控制系统的建模与设计

典型航空发动机阀控不对称作动筒的电液位置

伺服控制系统原理如图 1 所示。其中 PID 控制模块、

D/A 模块、电流驱动电路、位置传感器解调电路、A/D

模块都属于电子控制器部分，电液控制模块和作动筒

为液压控制部分，电液控制模块通常采用电液伺服

阀。作动筒位置信号通过位置传感器采集反馈。

1.1 阀控不对称作动筒的分析

阀控不对称作动筒部分为电液位置伺服控制系

统的液压动力执行机构，是伺服控制系统中的重要环

节。电液伺服阀有双喷档电液伺服阀、射流管阀和射

流偏转板阀 3 种常见形式，无论哪种电液伺服阀，一

般都会采用前置级加功率级的 2 级电液伺服阀结构

形式。上述 3 种阀的主要区别在于前置级，而功率级

都是采用滑阀的形式，且又是电液伺服阀的液压输出

级，因此，典型阀控作动筒的结构通常可以简化为滑阀

控制作动筒的形式。典型航空发动机阀控作动筒的结

构如图 2 所示。

常用电液伺服阀的滑阀可以看作零开口 4 边滑

阀，其 4 个窗口是匹配和对称的。假设作动筒负载力

为常量，供油压力和低压回油压力为恒值。忽略管道

中的压力损失、管道动态特性、流体的压缩性和泄漏、

作动筒的惯性负载力、黏性负载力、弹性负载力和摩

擦等非线性因素，建立作动筒流体连续性方程、作动

筒与负载的力平衡方程、阀的流量方程

v=q1/A 1=q2/A 2 （1）

-P1A 1+P2A 2=FL （2）

q1=CdWXV 2（PS-P1）/籽姨 （3）

q2=CdWXV 2（P2-P0）/籽姨 （4）

式中：v 为作动筒活塞移动速度；q1、A 1、P1 分别为作动

筒无杆腔的流量、油液有效作用面积和压力；q2、A 2、P2

分别为作动筒有杆腔的流量、油液有效作用面积和压

力；FL 为作动筒负载力（图示方向为正方向）；Cd 为流

量系数；W 为阀口面积梯度；Xv 为滑阀位移；Ps 和 P0

为供油压力和回油压力；籽 为油液密度。供油压力、回

油压力和作动筒负载力均由发动机状态决定，设计作

动筒时必须保证伸出或缩回时的液压驱动力均大于

负载力，否则可能出现电液伺服阀驱动不了作动筒的

情况。

根据式（1）~（4）得到作动筒移动速度为

v=CdWXV 2（A 1Ps-A 2P0+FL）/（A 1

3
+A 2

3
）籽姨 （5）

由此可得，阀控作动筒的速度增益为

KV0=坠v/坠Xv=CdW 2（A 1PS-A 2P0+FL）

（A 1

3
+A 2

3
）籽姨 （6）

由于 A 1、A 2、Ps、P0、FL、W 均为恒值，忽略流量系数

和油液密度的变化，Kv0 可看作 1 个常量。

对作动筒速度积分，得到作动筒位移为

x=
t

0乙 vdt=Kv0

t

0乙 xvdt （7）

对式（7）进行拉式变换，得到阀控作动筒的传递

函数为

x(s)/xv(s)=Kv0/s （8）

上面讨论了作动筒在正向负载时作动筒活塞杆

伸出运动的情况，同理也可得到作动筒在正向负载时

图 1 阀控不对称作动筒电液位置伺服控制系统原理

图 2 典型航空发动机阀控作动筒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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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动筒活塞杆缩回运动时的速度增益

KV1=CdW 2（A 1PS-A 2P0-FL）

（A 1

3
+A 2

3
）籽姨 （9）

作动筒在反向负载时作动筒活塞杆伸出运动时

的速度增益为

KV2=CdW 2（A 2PS-A 1P0+FL）

（A 1

3
+A 2

3
）籽姨 （10）

作动筒在反向负载时作动筒活塞杆缩回运动时

的速度增益为

KV3=CdW 2（A 2PS-A 1P0-FL）

（A 1

3
+A 2

3
）籽姨 （11）

通过对比可知，负载方向为正向时，阀控作动筒

缩回增益肯定小于伸出增益，不利于动态控制；当负

载方向为反向时，阀控作动筒的缩回增益和伸出增益

与负载力大小相关，当负载力满足条件

FL=FL0=（A 1-A 2）（PS+P0）/2 （12）

时，缩回增益和伸出增益相等。当负载偏离上述条件

越大，缩回增益与伸出增益差值越大，且负载小于 FL0

时，伸出增益大于缩回增益；负载大于 FL0 时，伸出增

益小于缩回增益。

因此，在作动筒负载设计时应尽量考虑反向，即

使在作动筒活塞杆缩回的运动方向。同时，负载和作

动筒 2 腔面积、供油压力、回油压力之间应尽量满足

作动筒往返运动的增益条件。

通常实际使用时控制器增益 Kp 是不变的，当作

动筒伸出增益和缩回增益不一致时，表现出来就是位

置伺服系统总增益不一致。当总增益较大时，系统的

快速性好，但可能导致控制不稳定；当总增益较小时，

系统的稳定性较好，但会牺牲一定的快速性。一般设

计时以对应伸出增益和缩回增益中最大的增益进行，

在这种状态下设计的控制器增益最小，系统总增益最

小，对应位置伺服系统控制的稳定性最好。

1.2 电液伺服阀的分析

电液伺服阀通常由力矩马达、液压放大器、反馈

机构 3 部分组成。力矩马达用于将输入的电气信号转

换为力矩或力，控制液压放大器运动。液压放大器的

功率级阀体即为阀控作动筒结构中控制作动筒的滑

阀。反馈机构可以将滑阀位移反馈到输入端，使伺服

阀对滑阀位移 Xv 构成 1 个闭环控制，有利于提高伺

服阀的控制性能。

以电液伺服阀输入电流 i 为输入变量，以电液伺

服阀功率放大级滑阀位移 Xv 为输出变量，探讨电液

伺服阀的传递函数。在航空电液位置伺服控制系统

中，虽然电液伺服阀由于磁滞、滑阀摩擦、沿程损失等

原因存在一定的非线性，但是电液伺服阀的动态响应

要高于动力元件的动态响应，其传递函数一般可以用

2 阶振荡环节表示[7]。因此，电液伺服阀的传递函数可

以表示为

Xv(s)/i(s)=Ksv/（s2/棕2+2孜S/棕+1） （13）

式中：w 为电液伺服阀固有频率；孜 为电液伺服阀阻尼

比；Ksv 为电液伺服阀增益。

因此，可以得到位置伺服系统中液压控制部分的

传递函数

G1(s)=x(s)/xv(s)·xv(s)/i(s)=K svKv/s（s2/棕2+2孜s/棕+1） （14）

式中：Ksv 与电液伺服阀力矩马达的中位电磁力矩系

数、反馈杆刚度、反馈杆长度、喷嘴中心与弹簧管回转

中心距离有关 [7]；Kv 为阀控作动筒速度增益 Kv0、Kv1、

Kv2、Kv3 中的最大值，与电液伺服阀滑阀的面积梯度有

关。而实际应用时，这些参数对于使用者而言都是未知

的。因此，引入电液伺服阀规格参数对传递函数 G1(s)

进行修正。

电液伺服阀规格参数包括额定压力 Pn、线性工作

最大流量 qmax、线性最大工作电流 imax。其中，qmax、imax 为
对应电液伺服阀流量特性曲线中零位附近线性度较

好的最大工作流量和电流。由于在实际工作时，电液

伺服阀电流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零位附近，故这样处理

是有意义的。根据流量方程有

qmax=CdWXmax Pn/籽姨 （15）

xv=i/imax·xmax （16）

式中：Xmax 为对应线性工作最大电流的阀芯位移。

结合阀控作动筒的方程，得到液压控制增益和传

递函数

KH=Ksv·Kv=
qmax

imax
2（A 1Ps-A 2P0+FL）

（A 1

3
+A 2

3
）Pn姨 （17）

G1(s)=KH/s（s2/棕2+2孜s/棕+1） （18）

通常 qmax、imax 可以默认为额定流量 qn 和额定电

流 In。考虑到有些电液伺服阀并不能做到全行程范围

内线性度很好，因此仍以 qmax 和 imax 来计算。

1.3 位置传感器模块的分析

位置传感器的频宽至少应是系统频宽的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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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否则无法借助传感器测出被控物理量的瞬时真

值，也会导致系统的阶数过高，不便于综合。通常情况

下位置传感器的频宽一般都很大，因此位置传感器常

简化为 1 个比例环节。

1.4 电子控制模块的分析

电子控制模块设计包括位置传感器解调电路、

A/D 模块、PID 控制模块、D/A 模块及电流驱动电路等

部分。通常 PID 控制模块为控制器软件设计，其余为

硬件电路设计。

位置传感器解调电路和电流驱动电路频宽要大

于系统固有频率，因此常简化为 1 阶惯性环节。A/D

模块和 D/A 模块的转换速率通常在 kHz 以上，远大

于系统固有频率，一般可当作比例环节处理，但是其

转换精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信号处理的精度。

PID 控制器（比例 - 积分 - 微分控制器）结构简

单，使用时也不需要精确的系统模型，在工业控制中

应用最为广泛。电液位置伺服系统中控制算法就采用

经典PID 控制。

1.5 电液位置伺服控制系统建模与设计

基于上述分析，同时综合考虑软件滤波、电液伺

服阀零偏等非线性特征，应用 Simulink 软件进行伺服

控制系统建模，如图 3 所示。

基于上述模型，结合系统设计时的时域要求或频

域要求，得到 1 组比较理想的 PID 控制参数，其中的

比例系数 Kp 即为系统控制器增益。

2 试验验证

以某型发动机压气机进口导叶作动筒的控制为

案例，其伺服控制系统模型如图 4 所示。

根据模型，可以得到在施加反向负载 800 N、供

油压力 5.0 MPa、回油压力 0.2 MPa 时，不同控制器增

益 Kp 下的频响指标，见表 1。

根据工程设计要求，通常系统设计时幅频裕度为

6 dB，相频裕度为 45毅。因此，在 Kp=3.0 时，系统可能

不稳定。而 Kp=2.0 时，系统可能处于临界稳定状态。

在该型发动机半物理试验台上，对进口导叶作动筒施

加反向负载 800 N，在导叶闭环稳定控制在某一位置的

基础上，通过模拟控制器给出 1 个 10%全程阶跃位置

伸出的指令信号，测试其对应的阶跃响应特性。在不同

供油压力下，对应 Kp=2.0、3.0 时的阶跃响应试验测试

数据如图 5、6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Kp=3.0，供油压力

为 5 MPa时，系统控制不稳，与仿真结论一致。

图 5 在 Kp=2.0、不同供油压力下 10%阶跃响应

图 6 在 Kp=3.0、不同供油压力下 10%阶跃响应

图 3 电液位置伺服控制系统 PID 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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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某型项目导叶伺服控制系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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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带载时不同控制器增益 Kp的阶跃响应仿真指标

带宽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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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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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2.6 MPa Ps=5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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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施加反向负载 800 N、供油压力为 5 MPa、Kp=2

时，伺服控制系统 20%阶跃响应时仿真分析曲线与

试验测试曲线进行对比，结果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

见，仿真结果与试验测试结果的上升时间一样；仿真

和试验超调量误差为 30%；仿真和试验调整时间误

差为 25%。模型仿真分析具备较高的可信度。

为了观察负载对系统的影响，在供油压力为 5

MPa、Kp=2 的条件下，分别对导叶伺服控制系统施加

正向 800 N 负载和反向 800 N 负载 （通过分析计算

可以得到对应状态下 FL0=400 N），统计作动筒伸出

20%阶跃和缩回 20%阶跃的动态响应试验数据，结果

见表 2。表中调整时间以 2%误差来衡量。

通过数据对比可以发现：正向负载会导致作动筒

伸出和缩回时出现明显的动态特性差异，而反向负载

的差异则不是很明显，当负载超过 FL0 时，作动筒缩

回时的动态特性要“快”于作动筒伸出时的动态特

性，即缩回增益大于伸出增益。试验结果与理论分

析结论一致。

3 结论

本文基于阀控不对称作动筒结构和电子控制模

块、传感器模块的分析，提出了 1 种典型航空发动机

作动筒的伺服控制建模与分析设计方法，并通过实际

发动机导叶位置控制系统的应用与验证，得到以下结

论：

（1）通过模型与试验数据在时域和频域的结果对

比可知，基于阀控不对称作动筒结构的伺服控制系统

建模与分析设计方法切实可靠，模型置信度高，对实

际应用具有指导意义。

（2）通过理论和试验数据的统计分析可知，作动

筒应尽量提供反向负载，且负载力应尽量在 FL0 附

近，这样可使作动筒往返控制效果一致，有利于伺服

系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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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克服传统的基线模型算法（如 BP 神经网络算法）存在的泛化能力不高、鲁棒性差且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等缺点，构建

了基于堆叠降噪自动编码器（SDAE）的航空发动机燃油流量基线模型，利用民航发动机的真实飞行数据对基线模型进行训练与验

证，并与基于 BP 神经网络的基线模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基于 SDAE 的燃油流量基线模型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更强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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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工作在高温、高压、高速等极端条件

下，容易产生故障，致使飞机迫降停飞，甚至诱发飞行

事故、危及飞行安全[1]。NASA 的统计资料表明：在民

用领域，发动机故障占所有飞机机械故障中的 1/3。全

世界每年花费的 310 亿美元维修费用中发动机日常

维护占 31%，翻修占 27%[2]。为了在飞行过程中对航

空发动机的健康状态实时监控，需要建立相应的参数

基线。以往航空发动机的相关参数基线无法直接测

量，一般由发动机生产商经过大量试验才能得到，属

于发动机生产商的机密信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

来，使用飞行数据建立基线模型的方法越来越普遍，

需要根据基线值与实际值的偏差来判断发动机的运

行状态，确定维修方案等。燃油流量是发动机重要参

数之一，建立准确的燃油流量基线对于预防飞行事故

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于发动机重要参数基线模

型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朱睿和刘

志荣[3]利用线性拟合建立发动机整体及风扇、压气机、

高压涡轮和低压涡轮 4 个单元体性能的健康曲线，用

于判断发动机整体及单元体的性能衰退情况；钟诗胜
[4] 采用基于核函数的多元非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

Rolls-Royce 公司的发动机排气温度、燃油流量、高压

转速和低压转速基线方程进行了求解；闫锋[5]设计了

以高斯函数为隐含层激励函数、以线性函数为输出层

激励函数的多输入单输出的 RBF 神经网络，建立了

发动机燃油流量的健康基线来监测巡航过程中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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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状态参数的异常变化。但这些传统的算法普遍存在

诊断精度不高、鲁棒性差等缺点。

目前常见的深度学习算法有自动编码器（Au-

toencoder，AE）[6]、深度置信网络（Deep Belief Network，

DBN）[7]、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

works，CNN）[8] 以及循环神经网络（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RNN）[9]等。其中自编码器在图像识别[10]、语

音识别[11]、自然语言处理[12]等领域已经广泛应用。堆叠

降噪自动编码器（Stacked Denoising Autoen-coders，

SDAE）算法由 Vincent 在 2010 年提出[13]，是在自动编

码器和降噪自动编码器 （Denoising Autoencoder，

DAE）[14]基础上的改进算法，精度高、抗噪声能力强。

为了克服传统机器学习算法在故障诊断领域的不足，

本文采用 SDAE 建立了发动机的燃油流量的健康基

线模型。

1 燃油流量基线模型构建

1.1 总体流程

自动编码器利用 SDAE 算法对燃油流量 F建立

基线模型的步骤如下：

（1）从真实的飞行数据中选取与 F相关的参数作

为输入；

（2）对初始数据进行预处理及其参数的修正；

（3）将预处理的数据按照 7颐3颐3 的比例来构建训

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

（4）将训练集输入到 SDAE 模型中，根据验证集

结果调整 SDAE 模型的超参数；

（5）将测试集输入到近似最优的 SDAE 模型中，

来确定模型的拟合精度；

（6）将预处理的数据加上随机高斯噪声，重复第

（4）、（5）步骤，检验 SDAE 模型的抗噪声能力。

1.2 真实飞行数据的获取

试验数据选自某航空公司波音 787 客机的真实

飞行数据，其部分参数的原始巡航数据见表 1。

1.3 数据预处理及参数修正

考虑到飞行数据存在一些异常点和缺失点，建模

前必须要对数据进行预处理。本文利用滑动中位数法

对数据进行异常点去除，即建立 1 个滑动窗口，统计

窗口内数据的中位数，若窗口内数据与中位数相差大

于一定的阈值，则判定为异常点，对异常点和缺失数

据点利用滑动窗口的均值补全。

在建模前需要将燃油流量、压力、温度和转速修

正到标准大气压海平面状态下。在此引入温度修正因

子 兹 和压力修正因子 啄[15]

兹= TAT+273.15
288.15

（1）

啄=（3.5+0.7Ma2）×（1-2.26×10-5H）5.23585，H≤11000（2）

啄=（3.5+0.7Ma2）×0.224e
- H-11000

634.62
（3）

式中：H 为飞行高度，根据 兹 和 啄 对参数进行修正。

温度修正公式为

Tcor=
Traw

兹 （4）

式中：Tcor 为修正后温度；Traw 为修正前温度。

压力修正公式为

Pcor=
Praw

啄 （5）

式中：Pcor 为修正后压力；Praw 为修正前压力。

转速修正公式为

Ncor=
Nraw

兹姨 （6）

式中：Ncor 为修正后转速；Nraw 为修正前转速。

燃油流量修正公式为

Fcor=
Fraw

啄 兹姨 （7）

式中：Fcor 为修正后燃油流量；Fraw 为修正前燃油流量。

1.4 堆叠降噪自动编码器

自动编码器（Auto-Encoder，AE）是深度学习网络

T1 T2 T3 … T1300

F/(kg/s) 0.684 0.689 0.696 … 0.678

EGT/K 939.15 939.15 942.15 … 941.15

N1/% 81.1 81.0 81.5 … 80.9

N2/% 101 101 100 … 100

A LT/km 9.484 9.484 9.485 … 9.485

TAT/ K 259.80 259.77 259.73 … 260.62

V SV/（°） 71.34 72.24 71.94 … 70.98

Ma 0.814 0.815 0.813 … 0.814

P3/MPa 1.462 1.470 1.487 … 1.442

T3/K 760.05 760.65 761.95 … 763.95

表 1 波音 787客机部分飞行数据

注：EGT 为该发动机的排气温度；N1、N2 分别为该发动机低、高压转子

实际转速与额定转速的百分比，无量纲，实际建模时需要将其修正到标

准大气压海平面状态下；ALT 为巡航阶段的飞行高度；TAT 为巡航阶段的

外界大气总温；V SV 为发动机可调静子叶片偏离原设计的角度；Ma为飞

行马赫数；P3、T3 分别为高压压气机出口压力和出口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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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常见的基础结构，是 1 种无监督的学习算法，主要

用于学习输入数据集压缩的抽象表达。基本的 AE 由

1 个 3 层神经网络构成：1 个输入层，1 个隐藏层和 1

个输出层，如图 1 所示。由输入层（L1）到隐藏层（L2）

的过程称为编码阶段，由隐藏层（L2）到输出层（L3）

的过程称为解码阶段。

令 f 和 g分别代表编码函数与解码函数。则有

Y=f（X）=Sf（WfX+bf） （8）

Z=g（Y）=Sg（WgY+bg） （9）

式中：Sf、Sg 分别代表编码器和解码器的激活函；Wf 为

编码权重矩阵；W g 为解码权重矩阵；bf、bg 分别为编码

器和解码器偏置向量。一般选择 sigmoid 函数

sigmoid（z）=1/（1+e-z） （10）

且权重矩阵 Wg 通常取Wf
T
。自编码网络的作用是将输

入样本 X 压缩到隐藏层 Y，再在输出端 Z重建样本。

其目标是使输出和输入之间误差尽量小。一般使用平

方误差

L（X，Z）=||X-Z||2 （11）

或者交叉熵

L=-
d

i=1
移[xilog（zi）+（1-xi）log（1-zi）] （12）

作为自动编码器的损失函数。

式中：d 为输入和输出的维度。

对于样本容量为 N 的训练样本，自动编码器的

风险函数为

J（兹）= 1
N N
移L（X,g（f（X））） （13）

式中：兹={Wf,bf,bg}。

最后通过随机梯度下降算法最小化 J（兹），求出

参数空间 兹。
DAE 是在自动编码器的基础上为了防止过拟合

问题而对输入的数据（网络的输入层）加入噪声，使学

习得到的编码器具有较强的鲁棒性，从而增强模型的

泛化能力，其结构如图 2 所示。对输入数据加入噪声

的方法，一般为加入与输入数据同分布的高斯噪声，

或以一定概率将输入向量的分量置 0。

SDAE 是多个降噪自动编码器堆叠组成的 1 种

深度网络结构，利用前 1 层编码器的输出作为当前层

编码器的输入。为了解决深度网络训练过程中出现的

梯度消失等问题，Hinton 基于深度置信网络提出了 1

种贪婪逐层训练算法，即每次只训练 1 层网络，然后

再将训练好的网络固定去训练下 1 层 [16]，如图 3 所

示。通过第 1 层 DAE 的学习得到的编码输出，再以此

输出通过相同的方法添加噪声进行训练得到第 2 层

的编码输出，最后根据需要重复此过程。

通过无监督训练得到的 SDAE 只是得到的原始

数据精炼、抽象的 1 种表达，称为整个基线模型的预

训练阶段，还不具备对基线的拟合能力。要想建立准

确的健康基线，一般需要在 SDAE 顶端再添加 1 个回

归层（如线性回归层），并结合少量有标注的训练数据

在损失函数的指导下对系统的参数进行微调，使得整

个网络能够完成对发动机燃油流量基线的建立。

2 试验及结果分析

2.1 模型建立

试验共选取 1300 组数据用于建立基线模型，其

中 700 组用作模型的训练集，300 组用作模型的验证

集，300 组用作模型的测试集。令

X=[EGT,N1,N2,A LT,TAT,Ma,V SV,P3,T3],Y=F （14）

利用深度学习开源框架 Keras 构建 BP（Back Propa-

图 2 DAE结构

图 1 AE网络结构

x1

x2

x3

x4

x5

x6

+1

x赞 1

x赞 2

x赞 3

x赞 4

x赞 5

x赞 6
+1

Layer L1

Layer L2 Layer L3

hw,b（x）

f兹

y

LH（x,z）
g兹'

qD

xx軇 z

图 3 SDAE结构

f兹 f兹 f兹

xxx

f(2)兹
g(2)兹'

LH

f(2)兹
qD

31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5 卷

0.68

0.66

0.64

0.62

0.60

predict

actual

test point

300250200150100500

图 6 基于 BP模型的燃油流量预测曲线

图7 基于SDAE模型的燃油流量预测曲线

图8 BP模型预测误差百分比

图 9 SDAE模型预测误差百分比

图 5 SDAE模型验证集的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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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ion）神经网络和 SDAE 模型。针对 2 种模型分别选

取一些不同的网络结构进行训练，记录验证集的均方

误差（Mean Squared Error，MSE）随着迭代次数的变

化，从而确定较优的网络结构和迭代次数。其中 BP分

别选取网络结构为 （9，10，1）、（9，15，1）、（9，20，1）、

（9，10，10，1）、（9，15，15，1）、（9，10，20，1）进行验证。

验证结果如图4 所示。从图中可见，当 BP网络结构为

（9，10，1），迭代次数为 750 次时，验证集的 MSE最小。

同理，分别选取结构为（9，10，5，1）、（9，10，7，1）、

（9，7，4，1）、（9，8，5，1）的 SDAE 模型进行验证，其结

果如图 5 所示。当 SDAE 模型结构为（9，10，7，1），迭

代次数为 250 次时，验证集的 MSE 最小。

2.2 模型结果对比

对训练好的近似最优的 BP 模型和 SDAE 模型

在测试集上的 MSE 比较可知，BP 的 MSE 为 0.023，

而 SDAE 的 MSE 为 0.017。基于 BP 模型和 SDAE 模

型的燃油流量预测曲线分别如图 6、7 所示。从图中可

见，SDAE 模型在波动聚集区间的预测效果明显优于

BP 模型的。

BP 模型和 SDAE 模型的预测误差百分比分别如

图 8、9 所示。从图中可见，SDAE 模型的预测误差百

分比小于 BP 模型的。

实际飞行数据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噪声，需要评估

所建立模型的抗噪声能力。本文对输入数据加入不同

图 4 BP模型验证集的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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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BP 模型和 SDAE模型抗噪声能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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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的高斯噪声，比较 BP 模型和 SDAE 模型在不同

噪声等级下的拟合精度。2 种模型抗噪声能力的比较

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噪声等级的增加，2

种模型的 MSE 都在上升，但是 SDAE 模型的 MSE 上

升的趋势相对更平缓，因此判断 SDAE 模型比 BP 模

型有更好的抗噪声能力。

3 结束语

本文首次将深度学习算法中的堆叠降噪自编码

用于发动机燃油流量基线模型的构建。利用真实民航

飞行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并将其与传统的 BP 神经

网络算法在基线建立精度和抗噪声能力上进行比较。

试验结果表明，基于 SDAE 的航空发动机燃油流量基

线模型的精度和抗噪能力都优于基于 BP 算法的基

线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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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进一步降低中介机匣质量，达到下一代航空发动机总体给定的质量指标，应用复合材料对现有的全钛合金中介机

匣进行改进结构设计。在目前中国复合材料性能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一定差距的情况下，利用思维导图方法对中介机匣的功能和

主要结构特征以及主要限制条件进行了详细分析，从工程实际角度出发，确立了复合材料中介机匣的结构设计准则，运用次要承力

部位上使用复合材料的结构设计手段，完成了复合材料中介机匣的结构设计，实现了中介机匣减质约 8％的目标，满足了总体指标

要求。

关键词：中介机匣；复合材料；思维导图；结构设计；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2.007

Design of Composite Materials Intermediate Casing Based on Mind Mapping Method
YANG Fan袁FANG Hao袁ZHAO Pu-ya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g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reduce the quality of the intermediate casing and achieve the overall quality index of the next generation

aeroengine袁the composite material was used to improve the structure design of the existing all-titanium alloy intermediate casing.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re was still a certain gap between the properties of Chinese composite materials and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袁the
function袁main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main limiting conditions of the intermediate casing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by using the method
of mind mapping. From the point of engineering practice袁the structure design criteria of composite intermediate casing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structure design method of composite material in secondary bearing positions袁the structure design of composite intermediate
casing had been completed. The target of reducing the quality of intermediate casing had been achieved by about 8%, and the overall
requirement has been met. The target of reducing the weight of intermediate casing by about 8% had been achieved袁and the overall
requirement had been met.

Key words: intermediate case曰composite materials曰mind mapping曰structure design曰aeroengine

0 引言

中介机匣是涡扇发动机中连接风扇和高压压气

机的重要过渡通道和主要承力部件[1-2]。某型发动机

中介机匣当前的全钛合金结构质量严重超出了总体

专业给定的质量指标，国外在中介机匣上较常见的

减质设计方法是采用薄壁件焊接结构，但由于该型

发动机与飞机的连接形式与国外并不一致，其主安

装节机构设置在中介机匣上，因此从结构强度角度

考虑该中介机匣并不适用焊接结构。另一类中介机

匣减质设计方法是采用复合材料和钛合金复合结

构，这种方法目前国内外研究资料并不常见，主要难

点 1 是如何将复合材料和金属材料适当搭配，即达

到减质目标，又能满足中介机匣强度要求；难点 2 是

在当前中国航空发动机领域复合材料的性能参数和

工艺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如何最大限度规避复合材

料的缺点。本文采取思维导图的设计方法，构建了复

合材料中介机匣结构设计的图形化脉络，随之确立

了改进结构的设计准则，进而完成复合材料中介机

匣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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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建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是英国著名心理学家托尼·巴赞

（Tony Buzan）在研究大脑的力量和潜能过程中，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所创，是 1 种将放射性思维具

体化的方法。构建思维导图应有 1 个中心概念，并

由此中心概念向外引申出 2～8 个与其相关的知识

要点，即形成一个个分枝，在每一分枝上都赋以不

同概念的关键词，再由每一分枝的要点向外散出

2～8 个相关的知识要点，以此类推，形成 1 个树状

的结构图，结构图可以用不同色彩和图像来表示。

思维导图作为 1 种图文并茂的有效工具，开启了人

类大脑的无限潜能[3-4]。

Mindmanager 是 Mindjet 公司开发的 1 款实现思

维导图的可视化软件工具，提供给用户更有效和电子

化的手段来捕捉、组织信息和想法[3]。将“复合材料中

介机匣结构设计”作为 1 个系统问题，在深刻理解原

有全钛合金机匣结构的基础上[5-7]，利用 Mindmanager

软件展示该问题的层次关系，如图 1 所示。

将思维导图中“复合材料中介机匣结构设计”作

为中心主题，可分解出 3 项次主题：复合材料、中介机

匣和结构设计。对这 3 项次主题进一步分解和发散，

形成许多更低层次的分枝内容，并标示出各分枝间的

相互关系，便于分析和总结，形成在现有材料和工艺

条件下，具有工程实际的、可行的复合材料中介机匣

结构设计准则。

2 设计准则

依照如图 1 所示的思维导图的分析，在中介机匣

分枝中最重要的功能是主承力框架，表明中介机匣主

要承受发动机工作时的气动载荷和飞机机动飞行时

的机动载荷，依据飞机和发动机的多种不同工况进行

排列组合。作用在中介机匣上的这 2 类载荷状态合计

有 20 多种，属于典型的多轴载荷[1,8]，使仿真计算变得

十分困难。另外，吸取之前复合材料机匣设计、加工和

使用的经验教训，就中国目前复合材料的现状来说，

复合材料还不能担任主要的承载角色，特别是在中介

机匣这种多轴载荷复杂且交变的部件上，因此，得到

的设计准则之一就是复合材料不能设置在中介机匣

的主要传力路径上，即不能作为主承力结构。具体来

说，复合材料要避免在中介机匣与风扇以及高压压气

机的连接部位、各传力支板、中介机匣与中央传动组

件以及外部附件等连接部位、中介机匣主安装节、中

介机匣辅助吊点等部位上使用。

另外，通过思维导图分析，在“结构设计”分枝中

需要保证中介机匣的静强度和疲劳寿命，因此，得到

第 2 条设计准则就是复合材料可以用于中介机匣应

力水平较低的部位即次承力结构上。因此，需要按照

原有全钛合金机匣的静强度应力（如图 2 所示），查找

出应力水平较低的部位，合理利用结构设计，实现复

合材料替换使用并保证其可靠使用的目的。

3 具体实施

3.1 结构设计

因加工方法的差异，传统的中介机匣结构形式可

分为 3 种：整体精密铸造、焊接结构、焊接与装配相结

合。3 种形式的中介机匣各有其优缺点[9-11]，但显然与

复合材料的材料特性都不能很好匹配，因此，需要设

计 1 种既要适应复合材料特性，也能够遵循上述 2 条

结构设计准则的中介机匣结构。依据中介机匣和复合

图 1 复合材料中介机匣结构设计思维导图

图 2 钛合金中介机匣静强度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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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加工制造的工艺特点[12]，以及目前中国复合材料

发展的现状，最终选择了装配式结构。在中介机匣的

低应力区域，且非传力路径上装配复合材料，主传力

路径上依旧采用金属材料，复合材料与金属基体间采

用螺栓连接等结构，具体结构设计如图 3 所示。

图中所示的外机匣 1、支板型芯 3 和内机匣 7 均

处在中介机匣的主传力路径上，根据设计准则第 1

条，都应使用钛合金材料。且支板型芯 3 的上、下两端

均设计有连接螺栓孔，与外机匣 1 及内机匣 7 分别连

接，形成完整的主传力路径。考虑到之前复合材料机

匣的失败经验和中介机匣分流环的结构特点[13]，每 2

块支板之间的分流环采用钛合金分流环支架 5 与复

合材料分流环 6 的装配式结构，分流环支架的左、右

两端设计有安装边，与相邻支板型芯上的螺栓孔配

合，连接成一体，后端则与高压压气机连接。这样既能

减轻质量，又能保证分流环安全可靠。其余中介机匣

上应力水平较低的部位，例如图中的外机匣蒙皮 2、

支板蒙皮 4 和内机匣蒙皮 8 等，适用设计准则第 2

条，采用复合材料。这种装配式结构既保证了不破坏

中介机匣主传力路径，也保证了中介机匣与风扇、压

气机、中央传动及轴承组件的可靠连接，合理使用复

合材料减轻部件质量，据估算可以减轻约 8％，最终

实现总体专业给定的质量指标。

3.2 强度计算

对整体铸造金属中介机匣和复合材料中介机匣

进行简单的强度对比计算，复合材料中介机匣最大等

效应力比金属中介机匣的升高了 1.7%，复合材料中

介机匣最大变形量比金属中介机匣的增加了 2.2%，

因此，可以认为复合材料中介机匣的刚度稍弱于金属

中介机匣的。

另外，还对比计算了

2 种中介机匣的固有模态

频率，结果如图 4 所示。从

图中可见，2 种中介机匣

的固有模态变化不大。

当然上述计算均建立

在简化复合材料性能的基础上，因此存在一定的计算

误差，但依据计算结果和趋势分析可见，这种由思维

导图发散而来的复合材料中介机匣结构设计方法是

切实可行的，且具有一定的工程可实现性。

4 技术展望

上文所述的装配式结构是吸取了之前复合材料

机匣的失败经验，并考虑了目前中国复合材料发展水

平的1 种“折中”设计手段。既有限度的使用了复合材

料以满足减质要求，又保证了中介机匣的安全可靠。

不过从实际工程应用来看，由于主要流道件均采用复

合材料，短时间使用没有问题，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还

需重点关注和考察复合材料的耐冲刷等材料性能。

随着中国复合材料研制的深入，复合材料的技术

成熟度已有较大提升，后续可以利用拓扑优化的方

法，依据中介机匣强度仿真计算结果，并参照 F119 发

动机的结构[14-15]，将主要承力部件逐步用复合材料替

代，进一步增加复合材料的使用比例，并可以利用较

成熟的增材制造方法，实现中介机匣复杂的内部结

构，从而大幅度降低中介机匣的质量，提升整机推重

比。这一发展思路也符合国际复合材料在飞机和发动

机领域由次承力结构向主承力结构递进的应用脉络，

1—外机匣（钛合金）；2—外机匣蒙皮（复合材料）；3—支板

型芯（钛合金）；4—支板蒙皮（复合材料）；5—分流环支架

（钛合金）；6—分流环（复合材料）；7—内机匣（钛合金）；8—

内机匣蒙皮（复合材料）；9—连接螺栓及螺母（钛合金）

图 3 复合材料中介机匣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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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 所示。

5 结束语

按照思维导图的方法，分析了“复合材料中介机

匣结构设计”这一中心主题，逐级分解得到各级低层

次分枝，并通过分析各层次分枝之间的相互关系，总

结出 2 条现阶段复合材料中介机匣结构设计的设计

准则。依据这 2 条设计准则完成了 1 种装配式复合材

料中介机匣结构设计，达到了预期的减质效果，实现

了总体专业给定的质量指标，并为后续复合材料中介

机匣结构设计的深入研究提供了 1 种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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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波音和空客公司飞机使用复合材料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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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为了解决压气机可调静子导叶（VSV）机械滞后问题，基于 SimulationX 系统仿真平台，建立了 VSV 调节系统仿真模型。通

过仿真结果与台架试验数据对比分析，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结合 FMEA 方法分析了不同因素对 VSV 角度滞后的影响

程度。分析结果表明：发动机个体分散度和不同热状态之间的驱动负载、驱动能力、活门特性的差别是引发问题的主要因素，当由 2

种以上因素共同作用时，VSV 角度的机械滞后效应增加。提出了 1 种新的故障模式，并通过台架试验完成了验证。

关键词：可调静子导叶；系统仿真；机械滞后效应；故障模式；压气机；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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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Simulation on Mechanical Hysteresis Effects of Variable Stator Vane Based on SimulationX
WANG Chang-liang袁QIU Ming-xing袁JIN Hai袁LI Zhao-hong袁SHI Lei袁YUAN Se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echanical hysteresis of compressor VSV袁the simulation model of VSV regulating system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SimulationX system simulation platform. The validity of the model was verified by comparing the simulation results
with the bench test data. On this basis袁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the angle hysteresis of VSV was analyzed by FMEA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factors causing the problem are the difference of driving load袁driving ability and valve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individual dispersion and different thermal states of the engine. When two or more factors work together袁the mechanical hysteresis effects of
VSV angle increases. A new fault mode is proposed and verified by bench test.

Key words: VSV曰system simulation曰mechanical hysteresis effects曰failure mode曰compressor曰aeroengine

第 45 卷 第 2 期

2019 年 4 月

Vol. 45 No. 2

Apr. 2019

0 引言

压气机可调静子导叶（Variable Stator Vane 简称

VSV）的调节控制，直接影响压气机的喘振裕度，其角

度调节规律的设置，是保证多级高压比压气机实现设

计指标的重要技术手段[1-3]，因此对于其角度的控制精

度有严格要求。本项研究涉及的 VSV 调节系统为机

械液压式调节系统，在设计上具有技术原理成熟和可

靠性高等优点，普遍应用于航空发动机上，如美国

F16 飞机配装的 F110-100 发动机、俄罗斯 Su-27 飞

机配装的 АД-31Ф 发动机、波音 777 飞机配装的

GE90 发动机等，均使用该类型调节控制系统，具有广

泛的应用基础[4-7]。一般来说，使用上述调节系统的发

动机，其 VSV 角度控制精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

平，可满足发动机的使用需求。但是大量发动机的使

用经验和统计规律显示，个别发动机的 VSV 角度调

节存在滞后量大的问题，导致发动机多次进行硬件更

换和排故试车，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类似 VSV 机械

滞后问题在国外相关研究[8]中也有提及，通过改进驱

动方案后得以解决。对于本文研究的问题，尽管现象

类似，但由于不存在非对称变形影响因素，其故障模

式有所区别；同时，由于并非批量发动机的共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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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作动筒模型（SimulationX 模型说明）

maxStroke

vol0A vol0B
BA

Piston
fully extended

Piston
fully extended

x1

x2

故障的出现有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复杂，且所涉及的

控制系统、操纵机构等部件众多，增加了研究的技术

难度。

本文基于 SimulationX 系统仿真平台[9-10]，搭建了

VSV 角度闭环调节系统仿真模型，运用 FMEA 方法[11]

进行计算分析及试验验证，确定 VSV 角度滞后的影

响因素，提出改进优化方案。对设计技术的改进及设

计流程优化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 系统工作原理及问题现象

VSV 角度闭环调节系统主要由控制器、执行操

纵机构和反馈机构 3 部分组成，如图 1 所示。其主要

工作原理为依据发动机工作转速状态，控制器通过传

感器获取转速指令信号，并作为 VSV 角度控制的输

入，提供给控制器内部控制活门以形成控制偏差，高

压活门重新分配供给作动筒 2 腔的压力，推动作动筒

动作，进而带动压气机导向叶片进行转动。同时，反馈

机构将 VSV 角度位置信息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通

过比较理论位置与反馈信息，进一步通过内部杠杆机

构减小控制偏差，逐步将

VSV 控制活门拉回到平衡

位置，使 VSV 角度重新稳

定在新的位置，实现按转

速变化的闭环控制。

根据统计结果，个别发动机的 VSV 角度控制存

在滞后量大的现象（如图 2 所示），导致发动机多次进

行硬件更换和排故试车。国外发动机类似 VSV 机械

滞后表现如图 3 所示[8]，主

要原因为驱动方案引起

的非对称变形及机构摩

擦阻力增大，通过改进驱

动方案后，问题得以解

决。但由于本文研究的对

象，其驱动方案为双作动

筒对称排布，故障模式与国外文献描述的有所差别。

由于影响因素复杂，且存在相关性，传统的故障隔离

试验方法并不完全适用，而系统仿真不受硬件资源和

加工周期等因素的限制，可以深入研究潜在的影响因

素及其影响程度。

2 模型搭建及验证

通过多学科系统仿真平台 SimulationX，并运用二

次开发工具 TypeDesigner 对 VSV 角度调节系统搭建

模型，其模块主要包括控制器内的指令杠杆、反馈凸

轮 - 杠杆、高压分流活门、作动筒、反馈机构及气动 /

摩擦负载模块等元部件。具体系统模型如图 4 所示。

元器件模型相应结构尺寸按部件实际参数进行设置，

动态输入参数按试验测量数据给定。

以系统模型中的气动 / 摩擦负载模块为例，通过

分析机构运动状态，选取作动筒活塞作为受力分析对

象，物理模型如图 5 所示。

机构运动为稳态或匀速运动，此时活塞杆静止或

做匀速往复运动，作动筒 2 腔压力产生的驱动力与

VSV操纵机构受到的气动力与摩擦阻力基本达到平衡

状态，建立转速增加及降低过程的活塞受力平衡方程

图 1 闭环调节控制原理

转速传感
器获取转
速指令 n

位移信息 反馈
机构

位移信息

油压输出
执行操
纵机构控制器

（a）滞后量 （b）结构改进方案

图 3 国外某发动机 VSV滞后现象及改进方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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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影响因素

泵后压力过低

活门泄漏

摩擦阻力突变

控制器内部机械刚度过低

反馈机构位移输入输出偏差

作动筒内泄漏

驱动能力偏低

活门输出特性分散度大

驱动负载偏大

活门输出特性分散度大 + 驱动负载偏大

驱动负载偏大 + 驱动力偏低

活门输出特性分散度大 + 驱动力偏低

活门输出特性分散度大 + 驱动负载偏大

+ 驱动力偏低

VSV 滞后量 /（毅）
仿真排除

仿真排除

仿真排除

仿真排除

仿真排除

仿真排除

0.63

0.89

0.98

2.70

2.03

1.79

3.35

表 1 故障因素影响计算

Fd1=Fa+Ff （1）

Fd2=Ff-Fa （2）

式中：Fd1、Fd2 分别为转速增加、降低过程驱动负载力；

Fa 为发动机流路中的气体在叶片上的气动作用传递

到活塞杆上的力；Ff 为摇臂等机构的摩擦作用传递到

活塞杆上的力。

分析活塞工作状态，可得油压驱动力与腔压及活

塞结构尺寸关系

Fq1=PA·AA-PB·（A B-A g） （3）

Fq2=PB·（A B-A g）-PA·AA （4）

式中：Fq1、Fq2 分别为转速增加、降低过程油压驱动力；

PA、PB 分别为作动筒 2 腔腔压；AA、A B 分别为对应侧

活塞作用面积；A g 为活塞杆截面积。

其中腔压可参考实际测量数据，活塞结构尺寸按

实际情况给出，由于驱动负载 Fd1、Fd2 与 Fq1、Fq2 分别

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因此，联立式（1）～（4）可初步

估算出气动力及摩擦阻力曲线，如图 6 所示。

对搭建的系统仿真模型的有效性进行了验证，将

仿真计算结果与整机试验实测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

到腔压模拟（如图 7、8 所示）和驱动力模拟（如图 9 所

示）计算结果与试验实测数据有较好的一致性，说明

该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

VSV 系统各模块间的协

调作用，且计算结果误差

较小，可以作为进一步故

障因素分析工作的仿真

计算基础。

3 仿真计算及结果分析

以搭建的 VSV 闭环调节系统为研究平台，运用

FMEA 方法，注入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仿真计算，分析

可能的故障因素，确定问题故障模式。并通过上述分

析，对 VSV 闭环调节系统的设计流程进行优化改进。

3.1 故障影响因素仿真分析

根据系统工作原理、内部结构组成及试验测量情

况，识别出的可能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油路压力异常、

活门泄漏、机械结构刚度异常、活门特性分散度大等

控制器因素，输入输出关系异常等反馈机构因素，以

及摩擦阻力、驱动负载异常等操纵执行机构因素。

针对可能的影响因素，以搭建的系统仿真模型为

平台，逐一进行 FMEA 分析，计算结果见表 1。

计算得到主要影响因素，包括驱动能力偏低、活

门输出特性分散度大及驱动负载偏大，进一步研究其

产生原因，认为是由发动机个体差异或热状态差异导

致的，因此在故障现象上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进

一步对上述 3 方面主要因素进行叠加分析，复现了故

障现象。

3.2 故障模式分析及验证

根据仿真分析结果，结合实际试验情况得到如下

故障模式：首先，在实际试车过程中，在相同转速下，

控制器主泵后压力与回油压力存在一定的分散度，即

控制器自身驱动能力有所差别，导致在某一时刻因驱

（a）全动力 （b）摩擦阻力

图 6 气动力及摩擦阻力曲线（无量纲）

图 7 作动筒 A腔压力仿真

及试验结果（无量纲）

图 8 作动筒 B腔压力仿真

及试验结果（无量纲）

图 9 驱动力仿真及试验结果

（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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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不足使 VSV 角度滞后。随着主机转速进一步降

低，驱动能力也随之迅速降低，增大了 VSV 角度滞后

的概率。其次，根据实测结果，控制活门自身的输出特

性也存在分散度，如果输出特性偏差，则会加剧 VSV

角度的滞后程度。在驱动负载方面，发动机个体也存

在差别，这主要反映在发动机个体的操纵机构静态阻

滞力差别、热态摩擦阻力增加、气动力差别 3 个方面。

即存在发动机个体驱动负载偏大导致其与驱动能力

匹配不佳的情况。对于发动机实际工作过程，如果只

存在 3.1 节中的 3 种主要影响因素的 1 种，并不会引

起 VSV 角度显著滞后，如果叠加 2 种及以上诱发因

素，则会出现明显的 VSV 角度滞后情况。

为验证上述分析，选取 1 台发动机进行试验。通

过前期的部件测量及整机测试数据分析，认为该发动

机的控制器驱动能力偏低、活门输出特性较差和热态

驱动负载偏大。数值仿真过程按发动机热态摩擦阻力

增大后的评估结果进行设定，控制器回油压力按实测

数据给定突跳，活门输出

特性按附件出厂实测数据

分散度给定，仿真结果与

实际整机试验结果吻合较

好（如图 10～12 所示），故

障现象得以复现。

3.3 VSV 调节控制系统设计流程优化

通过对上述故障问题的研究分析，发现 VSV 调

节系统作为实现 VSV 角度闭环控制功能的载体，其

传统的设计流程不完善，需加以改进优化。主要从正

向设计的角度出发，参考系统工程设计方法[12-15]，对原

有的设计流程改进优化（如图 13 所示）。主要增加了

以下环节：

（1）在控制器和执行机构的部件设计过程中，增

加驱动能力及驱动负载匹配设计环节，并进行相应的

负载模拟试验和运动仿真评估，进一步通过联合仿真

进行初步评估；

（2）在控制器活门等关键部件的生产制造过程中，

根据研究经验，提出分散度控制要求；

（3）在执行机构方案设计过程中，应对热态过程

组件间的摩擦阻力增加情况予以考虑。

4 结论

通过系统仿真研究及试验验证，完成了 VSV 机

械滞后问题的仿真模拟及故障模式验证，基于分析验

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基于 SimulationX 软件平台搭建了 VSV 调节

系统仿真模型，并完成了有效性验证；

（2）通过 FMEA 分析，对 VSV 角度机械滞后效应

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仿真分析，得到了单一因素及

叠加因素的影响评估结果。进而基于研究结论，提出

了 1 种新的故障模式，并通过了整机试车验证；

基于研究结论，对原有设计流程改进优化，对发动

机VSV 调节系统的设计过程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图 10 VSV 角度仿真及试验

结果（无量纲）

图 11 A 腔压力仿真及试验

结果（无量纲）

图 12 B腔压力仿真及试验

结果（无量纲）

图 13 VSV 调节系统设计流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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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 1 种用于航空发动机内流道静压测量的皮托管式静压探针，通过 CFD 仿真计算和风洞试验对其气动性能进行对比

研究。结果表明：来流速度在 Ma=0.3~0.7 范围内，CFD 计算结果和试验结果有较高的一致性；探头上的压力系数在不同 Ma下具有

相同的分布规律，压力最大值出现在探头前端，最小值出现在约 x1/L=0.07 处；随着 Ma升高，支杆上的附面层分离点前移并导致探

头上的压力系数略有增大；试验结果还表明，在 x1/L=0.1 处开感压孔能够获得较高的测试精度。

关键词：皮托管；静压探针；气动性能；CFD 仿真；风洞试验；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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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D and Test Comparison Study on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Pitot Static Pressure Probe
LIU Xu-peng袁LIU Zhong-kui袁TIAN Ji-xiang袁LI Hong-yu袁LIU Guo-ya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gyang 110015袁 China冤
Abstract: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a pitot static pressure probe used in aeroengine hydrostatic pressure measurement of

internal channel was contrasted and studied by CFD simulation and wind tunnel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velocity of incoming
flow is in the range of Ma=0.3~0.7袁the calculated results of CFD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test results. The pressure coefficient on the
probe has the same distribution law under different Ma. The maximum pressure appears at the front of the probe and the minimum at about
x1/L=0.07. With the increase of Ma袁the separation point of boundary layer on the support rod moves forward and the pressure coefficient on
the probe increases slightly. The test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high test precision can be obtained by opening the sensitive pressure-hole at
x1/L=0.1.

Key words: pitot tube曰static pressure probe曰aerodynamic performance曰CFD simulation曰wind tunnel test曰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内流场的静压是评估其性能的重要

参数。用于发动机内流场静压测试的探针需要满足尺

寸小、可靠性高、精度高、测点多的要求。因此，1 支静

压探针通常需要布置多个测点，以捕捉静压的分布情

况。要在诸多的限制条件下设计出 1 种合格的静压探

针难度很大。学者们在静压探针的结构设计和气动性

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结构设计方面，刘笃喜等[1-2]

通过数值计算发现，静压探头的长度和感压孔直径是

影响精度最主要的 2 个因素，并分析了感压孔尺寸对

测试精度的影响；孙志强等[3-4]通过试验和数值仿真对

比，分析了静压探针支杆和安装角度对测试结果的影

响，以及静压探头的尺寸对测试精度的影响；杨欢等[5]

通过 CFD 和试验方法，分析了探头形状对皮托管性

能的影响；祖孝勇等[6]在用于冰风洞风速测量的皮托

管设计中，通过仿真分析得到较优的测压孔开孔方

案；Shmueli 等[7]通过试验和 CFD 方法研究了 1 种可

用于气液混合流场测试的皮托管，并对其结构进行了

改进；Rex[8]介绍了 3 种用于气流速度测量的皮托管结

构。在气动性能方面，Boleslaw 等[9]通过 CFD 方法研究

了 1 种自平均皮托管的气动性能；Zagarola[10]研究了

外径直径分别为 0.30、0.51、0.90、1.83 mm 的皮托管

的性能；Masud[11]利用皮托管上、下表面静压分布特

性，在此基础上设计了 1 种飞机攻角测量探针；Wysoc-

ki 等[12]通过试验研究了皮托管测试的修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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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hill[13]分析了造成皮托管偏移效应的机理。

皮托管式静压探针结构简单，可以在 1 支探针上

布置多个测点；测试结果规律性较强，易于修正；几何

外形小，测试可靠性高，对发动机的测试改装要求低。

在航空发动机的静压测试工作中应用广泛。本文通过

CFD 计算和试验验证，研究了皮托管式静压探针的

气动性能，并据此给出较优的设计方案。

1 皮托管式静压探针测压原理

皮托管式静压探针（以下称“静压探针”）的结构

如图 1 所示。图中：x1 表示静压孔距探头端部距离；x2

表示静压孔距支杆距离；d1 表示探头直径；d2 表示支

杆直径。在静压探针工作时，气流首先冲击探头前端，

在探头的滞止作用下压力达到最高，数值上等于气流

的总压；然后气流流过探头前端，速度增加，静压降

低，使得此处压力降低；当气流到达支杆附近，由于滞

止作用，速度降低，压力再次升高。

探头前端和支杆对

静压测量精度的影响如

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

随着测压孔远离探头前

端和支杆，压力系数减

小，即静压值更接近真

实值。静压探针的设计

原则就是选择合适的测

压孔位置，尽量使探头

端部和支杆造成的误差

相互抵消。例如，图 2 示

出的静压探针的气动特

性，当 x1=3 d1，x2=8 d2，前端对静压孔造成 -1.1%的误

差，而支杆带来 1.1%误差，二者恰好抵消，即气动误

差被消除。

根据上述原理，本文研究了专门用于航空发动机

内流场静压测量探针的气动性能。对该种静压探针具

有以下限制条件：尺寸小，通常静压探针的安装孔的直

径不大于 20 mm，这也限制了探针的整体尺寸；支杆

粗，为了增加静压探针的强度储备，支杆的直径需要

不小于 8 mm。由于受上述因素的限制，静压探针的测

量结果通常具有较大的偏差，需要通过风洞试验得到

的校准曲线对测量结果进行修正。

2 CFD计算及分析

2.1 流场模型和主要气动参数

静压探针 CFD 模拟的流场模型如图 3 所示。图

中，d1=1 mm，d2=8 mm。流场的进口距探针 75 mm（约

9 d2），流场出口距探针 222 mm（约 28 d2），流场进口

宽 240 mm（30 d2）。由于探针所处的流场对称，为简

化计算仅对流场的一半建模。

流场参数选取当地的大气参数，大气压力为

101.0 kPa，大气温度为 273 K。

2.2 网格无关性分析

网格的质量对 CFD 计算结果的准确性有较大影

响。原则上网格质量越高，数量越多，计算精度越高，

但过多的网格又会导致对计算资源的需求大幅上升，

而低密度网格虽然计算速度快，但是精度却难以保

证。因此在开展 CFD 气动性能分析之前，采用探头表

面的压力系数 Cp 分布情况作为判断的指标，开展网

格无关性研究

Cp=
P-Ps

1
2
籽V 2

（1）[15]

式中：P为当地压力；Ps 为来流静压；1
2
籽V 2 为来流动

压。

采用当地的大气参数作为流场的基本边界条件，

气流速度取 Ma=0.4，湍流方程采用 k-epsilon，计算精

度为 High Resolution。在商用软件 CFX 中进行仿真计

算，探头的压力系数分布如图 4 所示，不同的网格密

度的分析结果见表 1。

图 1 静压管结构

气流

测压孔 探头
支杆

d2

x1 x2

L

图 2 探头前端与支杆对

静压测量的影响[14]

4

3

2

1

0

-1

-2

-3

头部影响

支杆影响

28 24 20 16 12 8 4
4 8 12 16 20 24 28

x2/d2

x1/d1

图 3 P2432 探针 CFD计算 3维流场模型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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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探头表面压力系数分布曲线

（a）探头表面全局压力

系数分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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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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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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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Ma=0.3
Ma=0.4
Ma=0.5
Ma=0.6
Ma=0.7

x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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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探头前端局部压力

系数分布

Ma=0.3
Ma=0.4
Ma=0.5
Ma=0.6
Ma=0.7

x1/L
0.30.20.1

0.3

0.2

0.1

0

-0.1

-0.2

通过不同网格密度计算结果的对比发现，网格密

度为 5 万和 10 万时，其压力系数曲线与其他高密度

网格曲线有明显偏离，而且没有捕捉到探头上的负压

区域；在网格密度达到 20 万时，压力系数曲线虽然在

绝大部分区域与高密度网格有较高的重合度，但是在

约 x1/L=0.08 附近，则有明显偏离；在网格密度达到

30万以上后，压力系数曲线随着网格数量的增加已经

无明显变化，说明随着网格密度的增加计算结果的精

度并无显著提高。因此，在 CFD 计算中采用 30 万的

网格密度，网格的详情如图 5 所示。

2.3 CFD计算结果及分析

CFD 计算仍采用 CFX 软件，计算的网格和边界

条件设置见表 2。

在不同 Ma 下，静压探针的压力分布如图 6 所

示。从图中可见，探头在 Ma=0.3～0.7 的范围内有着

相同的压力分布规律。在探头的前端由于气流被滞

止，此处压力最高；随着气流流过探头前端，型面的变

化对气流产生加速作用，压力降低；随后在支杆对气

流的滞止作用下，压力回升，随着气流流向支杆的方

向，压力逐渐增加，直到到达支杆处，气流又一次被滞

止，压力再达到高点。在圆柱支杆部分，气流流过支杆

前缘后，在绕流支杆的过程中加速，导致压力明显下

降，直至到附面层的分离点附近，压力回升。随着气流

速度的增加，附面层分离点明显前移。

探头表面的压力系

数分布如图 7 所示。从图

中可见，压力系数的分布

与图 6 的结果吻合。在探

头前端附近压力系数从

1 开始呈急剧下降趋势，

网格数量 / 万

计算结果

表 1 不同密度的网格对比

5 ~ 10

与高密度网格

曲线偏离较远，未

捕捉到负压区域。

20

负压区曲线

相对高密度网

格有明显偏离。

30 ~ 40

计算结果重合

度较高。说明随着

网格密度的继续

增加，计算精度不

会有明显的提升。

网格数量 / 万

湍流方程

计算精度

气流速度

大气压力 /kPa

大气温度 /K

表 2 CFD计算的边界条件

30

k-epsilon

High Resolution

Ma=0.3～0.7，步距 Ma=0.1

101.0

273

图 4 不同网格密度下探头的压力系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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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CFD计算采用的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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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在约 x1/L=0.07 附近出现最低值；随后压力系数

迅速升高，在约 x1/L=0.15 处，其升高趋势放缓；直至

探头与支杆连接处接近 1。在不大于 Ma＝0.5 的情况

下，探头上至少有 2 个点的压力系数为 0（位于约

x1/L=0.07 和 x1/L=0.09 附近），也就是说探针气动特性

造成的系统误差为 0。但是在 x1/L=0.05～0.07 范围

内，曲线的斜率急剧下降，因此在较低 Ma 下不建议

在此范围内开测压孔；在 x1/L=0.08～0.10 范围内，曲

线斜率的变化趋势相对较慢，在低 Ma下在此范围内

开测压孔会取得较好的效果。在 Ma=0.6、0.7 时，探头

在约 x1/L=0.07 处压力系数最小，即系统误差最小。根

据静压探头的上述特点，以及被测流场的特点，在

x1/L=0.07～0.10 范围内开测压孔会测得较高的精度。

通过对比试验发现，随着 Ma 的提高，探头表面

的压力系数整体上呈现出升高的趋势，即静压相对动

压端的比例上升。其原因是由于随着 Ma升高，支杆

两侧的附面层分离点前移，使得支杆造成的堵塞面积

增加，对气流的滞止作用加强，导致探头表面的压力

升高。进口气流速度 Ma=0.3、0.7 时探针附近气流的

Ma对比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Ma=0.7 时，探针

的支杆局部出现了超声速区域并引起附面层分离，分

离点比 Ma=0.3 时显著提前。

总之，CFD 计算结果显示，在约 x1/L=0.07～0.10 范

围内开测压孔，会得到较高的测试精度。在 Ma=0.3～
0.7 的范围内，静压探头上的压力系数有相同的分布规

律，并随着Ma的升高而略有增大。。

3 风洞校准试验

3.1 试验探针介绍

试验使用的探针结构如图 9 所示。为了研究探头

表面的压力分布情况，在直径为 8 mm 的探针上布置

5 个长 10 mm 的探头，在每个探头上距离前端分别

9、7、5、3 和 1 mm 的距离开直径为 0.3 mm 的测压孔，

编号分别为 1～5。探针实物如图 10 所示。

3.2 试验结果和分析

本次试验在某型亚声速校准风洞中完成，当地环

境温度约为 273 K，大气压力约为 100950 Pa。气流的

攻角为 0毅，试验状态点为 Ma=0.3～0.7，步距 Ma=0.1。
试验件为 3 支结构相同的静压探针，编号分别为：

P2432-950、P2432-951 和 P2432-952。试验测得 3 支

静压探针的压力系数见 3～5，表中下标 1～5 为测压

孔编号。

图 10 试验用探针实物（局部）

Ma

0.3

0.4

0.5

0.6

0.7

表 3 P2432-950 在各Ma下的压力系数

Cp1

0.722

0.732

0.742

0.750

0.754

Cp2

0.615

0.624

0.636

0.650

0.670

Cp3

0.472

0.475

0.496

0.515

0.523

Cp4

0.389

0.397

0.412

0.428

0.454

Cp5

0.098

0.116

0.151

0.173

0.190

Ma

0.3

0.4

0.5

0.6

0.7

表 4 P2432-951 在各Ma下的压力系数

Cp1

0.720

0.718

0.706

0.680

0.679

Cp2

0.642

0.656

0.669

0.682

0.689

Cp3

0.504

0.515

0.530

0.550

0.570

Cp4

0.414

0.413

0.423

0.444

0.465

Cp5

0.080

0.085

0.132

0.155

0.171

图 9 静压探针试验件结构和测压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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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 Ma=0.3 时探针 Ma （b）在 Ma=0.7 时探针 Ma
图 8 在Ma=0.3、0.7 时探针附近流场的Ma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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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P2432-952 在各Ma下的压力系数

Cp1

0.742

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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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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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P2432-951 探针各测点在不同 Ma下的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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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P2432-952 探针各测点在不同 Ma下的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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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P2432-950 探针各测点在不同 Ma下的误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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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探针在不同 Ma
下，静压探头的压力系数

分布规律如图 11~13 所

示。从图中可见：

（1）3 支探针在不同

Ma下各测点压力分布规

律相同，从孔 5～1 压力系数都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

符合 CFD 计算结果。

（2）在不同 Ma下，各孔的压力系数整体上随 Ma
的增加而增大，这一结果也符合 CFD 模拟结果。

（3）在不同 Ma下，在 x1/L=0.1 测点测得压力系数

最小，也就是说相对其它测点测得的静压值最接近真

实值，这也与 CFD 计算结果相符合。

3.3 测试精度分析

在静压探针的应用中，1 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静

压测试误差 E，直接决定了静压测试结果的准确程度

E= Ps_probe-Ps

Ps
×100% （2）

式中：Ps_probe 为探针测得静压；Ps 为来流静压。

通常为了达到试验需求的精度指标，在静压探针

使用前需要进行风洞校准试验，以便获得探针的校准

曲线。再通过校准曲线对静压测量的结果进行修正。

根据试验结果计算的各测压孔的误差见表 6 ～

8 。从表中可见，在不同 Ma下，从 1～5 号测压孔的

误差递减；同一测压孔的误差随着 Ma 的减小而减

小，这种趋势与 CFD 计算结果一致。值得注意的是，

在发动机测试中一般对静压探针的误差要求为不大

于 1%，而第 5 孔的误差在 Ma=0.3 时远低于 1%；在

Ma=0.4 时接近 1%。也就是说，当被测气流的速度在

Ma=0.3 左右时，由 5 号测压孔测得的静压值不经修

正即可满足使用要求。因此，在部分低 Ma试验状态

下，采用 5 号测压孔的设计方案，能够节省探针风洞

校准试验的成本和缩短试验周期。

4 试验与CFD计算结果对比

3 支静压探针在不

同 Ma 下的试验结果与

CFD 计算结果的对比如

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见，

在不同 Ma 下 ，x1/L=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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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P2432-952 探针在不

同 Ma下探头压力系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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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压力系数的试验数据与 CFD 计算结果均有较高的

重合度。从图 14（a）中可见，在 Ma=0.3 时，x1/L=0.3 处

CFD 计算结果与试验数据有小幅偏离，而在其余测

点均有较高重合度；从图 14（b）中可见，在 Ma=0.4
时，所有测点的试验数据都与 CFD 计算结果有较高

的重合度；从图 14（c）、（d）、（e）中可见，除x1/L=0.9 测

点有部分偏离外，其他测点的试验数据与CFD 计算结

果都有较高的重合度。综上所述，在不同 Ma 时，

x1/L=0.1 处，CFD 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有很高的重

合度，在 Ma=0.3～0.7 时，x1/L=0.1～0.9 的范围内，

CFD 计算结果也都与试验结果有着较高的一致性。

5 结论和建议

通过对皮托管式静压探针气动性能的 CFD 计算

及试验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针对所研究的流场，30 万的网格数量能够满

足网格无关性要求；

（2）在 Ma=0.3～0.7 范围内，探头上的压力具有

相同的分布规律。最高压力出现在探头的前端，最低

压力出现在约 d1/L=0.07 处；

（3）在 Ma=0.3～0.7 范围内，探头上同一位置上

的压力系数随着 Ma的增加而增大；

（4）5 号感压孔测得的静压值的误差在 Ma=0.3时
小于 1%，在 Ma=0.4 时接近 1%；

（5）在 Ma=0.3～0.7 范围内，CFD 计算结果与试

验数据有着较高的一致性。

同时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以后的工作提出以

下建议：

（1）通过对比试验数据发现，在 Ma=0.3～0.7 范

围内，CFD 计算的精度较高。因此，在不具备试验条

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CFD 技术开展静压探针在高

Re 和高 Ma下的性能研究，从而把加工误差对其性

能的影响作为设计参考。

（2）在本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开展探头尺寸对静压

探针气动性能影响规律的研究。

（3）5 号测孔的开孔方案在 Ma=0.3、0.4 时有较好

的测试精度，建议在设计中推广。

（4）根据试验结果，如果能够继续将测压孔向探

头前端推移，测试的精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但

目前由于受加工能力的限制，5 号孔的开孔位置已经

接近极限。建议继续改进加工工艺，进一步将测压孔

的位置前移，提升测试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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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附件耐火试验温度场数值模拟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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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为了准确预测耐火试验过程中航空发动机燃油附件的热场分布，提出了 1 种等效火焰建模方法建立相应的流固耦合传

热模型，并对着火条件下试验件的工作特性进行数值模拟，分析了流动传热的机理，得到 3 维计算域的稳态温度场分布。对该试验

件开展着火验证试验，监测了局部温度参数。仿真与试验结果的对比分析表明：仿真所得热场结构分布合理，局部温度值与试验结

果吻合较好，该方法能准确地模拟火焰与试验件间的传热特性，可为航空发动机燃油附件的耐火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燃油附件；耐火试验；数值模拟；流固耦合；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2.010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Temperature Field in Fire Resistant Test of Fuel Accessory
SHENG Feng袁LU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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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predict the thermal field distribution of aeroengine fuel accessory during fire resistant test袁an
equivalent flame modeling method was proposed to establish the corresponding fluid -solid coupled heat transfer mode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test article working characteristics under ignition condition was carried out. The mechanism of flow heat transfer was
analyzed袁and the steady-state temperature field distribu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computational domain was obtained. The fire verification
test was carried out on the test article袁and the local temperature parameters were monitored.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simulation and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ucture distribution of the thermal field is reasonable袁and the local temperature value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is method can accurately simulate the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flame and the test article袁
and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ire resistant design of the aeroengine fuel accessory.

Key words: fuel accessory曰fire resistant曰numerical simulation曰fluid-solid coupled曰aeroengine

0 引言

随着对航空安全性认识的日益深化，中国对航空

发动机燃油附件提出了明确的耐火需求，取得适航证

之前必须通过耐火试验。ISO 2685 等相关适航标准均

明确规定了标准的火焰参数：温度为（1100±80）℃、

热流密度为（116±10）kW/m2。耐火试验要求燃油附件

在标准火焰环境下持续作用 5 min 应保证试验件能完

成预定功能，且结束后不能出现火焰蔓延或续燃现象。

航空发动机燃油附件的耐火问题涉及流体、传

热、材料、结构、燃烧等多学科理论，难以通过精确的

理论分析去评估试验件的耐火性能。同时，燃油附件

的结构紧凑，内部油路错综复杂，只能依靠局部的防

火罩和低温燃油进行热防护与冷却。因此，在着火条

件下能否对燃油附件热场分布做出准确预测，对于整

体的耐火设计显得尤为重要。传统试验周期长、成本

高，且受测量手段的限制，只能进行有限的单点测量，

不能直观地反映整个 3 维空间详细的热载荷分布。随

着计算机技术、传热学和计算流体力学的发展，对流

固耦合的 3 维计算域开展流动传热数值模拟研究已

成为可能。赵冬梅等[1]对涡轮叶片尾缘扰流柱通道的

流动和换热进行了数值模拟；唐梓杰等[2]基于流固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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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论，对某小型航空二冲程风冷发动机缸体传热进

行了模拟计算；文超柱等[3]针对平直型翅片板翅式间

冷器建立了流动换热分析的耦合计算模型，应用计算

流体动力学方法进行了数值模拟；刘红梅等[4]采用数值

模拟方法研究了燃烧室前端不同的开孔分布规律对

壁面冷却效果的影响。但是，针对燃油附件耐火试验

开展的流动传热数值模拟研究仍未见文献公开报道。

对耐火试验进行数值建模，模拟真实的着火试验

环境，关键在于将标准火焰准确地施加于试验件。目

前，耐火试验普遍采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推

荐的以航空煤油为燃料的 NexGen 燃烧器[5-7]，航空煤

油包括上百种脂肪烃和芳香烃，目前还无法对航空煤

油中各种主要成分的详细化学反应动力学机理进行

描述[8]。虽然国内外学者对该反应机理进行了大量的

简化研究[9-14]，但是要想精确地模拟航空煤油的燃烧

过程仍受很多因素的限制，实现难度极大。文献[15]提

出了 1 种航空煤油燃烧机理的简化方法，应用于

NexGen 燃烧器火焰场的仿真计算，但所得出口处的

火焰温度分布并不均匀，在 1400～1800 K 内变化，与

燃烧器真实的工作特性温度分布均匀，满足（1100±

80）℃需求明显不符。

综上所述，对燃油附件耐火试验的燃烧场直接建

模并不成熟，本文提出了 1 种等效火焰建模方法，并

对某试验件在着火条件下的热场分布情况开展数值

模拟研究。

1 着火试验

试验件由3D 打印直

接成形，外观如图 1 所示。

从图中可见，试验件外观

呈不规则几何形状，整体

包络空间为 158 mm×85

mm×49 mm，内置简易的

冷却通路，避免在试验过程中出现烧损。试验装置整

体布局如图 2（a）所示。从图中可见，试验件固定于防

火板上，工作液进、出口端均接有温度传感器，防火板

上开有直径为 50 mm 的圆孔，即图 1 中的红色椭圆

形区域，为火焰的入侵位置。2 个热电偶的摆放位置

如图 2（b）所示。测点 1 置于试验件表面，测点 2 嵌入

试验件内部，用于监测局部的温度场数据。

试验时首先对火焰强度进行测量，实测环境温度为

288 K，火焰温度为 1313 K，热流密度为 80 kW/m2。其

次，试验件通工作液、放气，工作液体积流量稳定在

2.74 L/min。随后开始点火试验，试验过程持续 5 min，

每隔 1 min 记录 1 次数据。热电偶温度传感器的测量

结果见表 1，进、出口工作液温度及测点 2 的温度值

随时间变化相对稳定，测点 1 的温度值则出现了较大

波动。

2 建模方法

2.1 等效火焰

进行耐火试验本质上并不关注燃料的类型和燃

烧方式，需要的只是 1 股符合规定的热流，而热流的

强度由温度和热流密度进行约束。

火焰的热流形式以辐射和对流为主，辐射热流受

燃烧产物的组分构成和分布情况影响，难以精确模

拟，等效火焰只以对流换热的形式施加热载荷。在建

模过程中，假设以速度进口边界替代火焰，那么只需

要确定 3 个参数：来流温度 T，由实际火焰温度决定；

速度 V，可通过仿真与试验的标定得到；导热系数 姿，
取决于火焰的物性参数，可用空气代替。三者结合起

来决定了火焰的强度。

为了模拟真实的火焰流动特征，需要对全尺寸燃

烧器流道进行数值建模，得到出口处流场和热场参

数，即为等效火焰。燃烧器 3 维模型如图 3 所示。

2.2 计算方法

整个计算域的非结构化网格如图 4 所示。环境大

气的计算域尺寸应尽可能大，以消除边界效应的影响。

图 1 试验件结构

（a）试验布局 （b）测点位置

图 2 着火试验系统

持续时间 /min

进口

出口

测点 1

测点 2

1

290.9

294.0

425

301

表 1 试验数据 K

2

291.0

295.0

379

301

3

291.3

295.6

403

303

4

291.4

295.9

383

303

5

291.5

296.1

383

303

环境大气

工作液出口
火焰

工作液入口

试验件

测点 1
测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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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件与工作液、高温燃气和环境大气的交界面均进

行网格加密，总网格量在 400 万左右。

热仿真需要将 N-S 方程与考虑热量传递的能量

方程联立求解，能量方程为

坠（籽E）坠t +荦· v軆（籽E+P）蓘 蓡=
荦 keff荦T-撞jhjJ軆j+（子軉eff·v軆）蓘 蓡+Sh （1）

式中：E=h+ P
籽 + v

2

2
，h 为显焓；keff 为有效热传导系数；

Jj 为扩散流量；等式右侧前 3 项分别描述了热传导、

组分扩散和粘性耗散带来的能量输运；Sh 为体积热源

项，包括辐射和化学反应等。

对 3 维定常 N-S 方程和能量方程进行求解，对

流通量采用 Roe 格式进行差分分裂，2 阶迎风格式离

散。研究中采用 k-棕 SST（Shear Stress Transport）湍流

模型。流体域和固体域的物性参数均定义为随温度的

变化量。计算所采用边界条件类型：速度和质量流量

进口边界、压力出口边界、耦合壁面、无滑移绝热壁面

等。计算收敛以方程残差下降 3 个数量级为准则，同

时保证工作液出口静温稳定。

3 结果对比与分析

通过建立流固耦合的流动传热模型，施加等效火

焰载荷，得到工作液体积流量为 2.74 L/min，环境温

度为 288 K，环境大气流速为 1×10-5 m/s 时，流体域

和固体域的 3 维温度场。

计算域 3 维流线和 YOZ截面静温等值线分布如

图 5、6 所示。从图中可见，火焰穿过防火板上的圆孔

沿 Y 轴正方向射出，掠过温度较低的试验件表面，形

成热交换，自身温度降低，随后与环境大气掺混，温度

进一步降低。

YOZ截面试验件和工作液区域的静温等值线分

布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试验件最大温度出现在

工作液流动的死区附近，温度值达到 345 K，整体温

度控制在较低的量值，可见工作液带走了大量的热，

有效地保护了试验件。观察红色线框内的放大图可以

发现：在液、固交界面处，在液体域内出现较大的温度

梯度，而固体导热系数相对较大，传热快，因此固体域

不会出现该现象；在气、固交界面同样如此，所以当试

验件与火焰直接接触时，在气、固交界处，火焰温度迅

速降低，试验件表面温度能维持在较低水平。

测点 1 所在 XOZ平面的温度等值线、局部温度

等值线和速度适量的分布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

红色虚线框为测点 1 所在位置。图 8（a）给出了该区

域主要的 3 股流动特征，具体的流动方向如图 8（b）

所示：热流 1 穿过试验件上的圆孔继续沿 Y 轴正方

向运动，相邻的气体受到黏性剪切力的作用同样沿 Y
轴正方向作加速运动，形成瞬间的局部真空，使得周

围大气向此汇集填充；热流 2 主要由试验件外形所

致，热流 1 的部分气流改变了运动方向，形成如图 8

图 3 燃烧器 3维模型 图 4 计算域网格

整流叶片

供油管路

扩张喷口

图 5 3维流线

T/K
1.328e+003

1.066e+003

8.046e+002

5.429e+002

2.812e+002

图 6 YOZ截面静温等值线分布

T/K

1.275e+003
1.209e+003
1.143e+003
1.076e+003
1.010e+003
9.437e+002
8.775e+002
8.112e+002
7.450e+002
6.787e+002
6.124e+002
5.462e+002
4.799e+002
4.137e+002
3.474e+002
2.812e+002

图 7 YOZ截面试验件和工作液区域静温等值线分布

T/K 295 298 302 305 309 312 316 319 323 326 329 333 336 340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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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测点 2静温计算结果

（b）局部静温等值线和速度矢量

图 8 测点 1所处 XOZ平面内静温等值线和速度矢量图谱

（a）静温等值线

（a）中箭头所示方向的 1 股气流；热流 3 的流动机理

与热流 1 的一致，周边大气向高温燃气方向汇集。测

点 1 所在位置复杂的流场结构使得温度场分布不均，

在试验过程中稍有扰动就可能使所测温度发生变化，

这也是测点 1 试验数据波动明显的主要原因。图 8

（b）给出了局部的温度数值，总体来看温度区间与试

验结果基本一致。

试验件的温度计算结果如图 9 所示。图中红色虚

线框为测点 2 所在位置，温度为 309 K，试验结果约

为 303 K，二者基本吻合。

综上所述，针对试验件着火试验的数值计算结果

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等效火焰基本反映了真实的火

焰热载荷，表明该建模方法合理有效。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1 种适用于航空发动机燃油附件耐

火试验的等效火焰建模方法。在此基础上对试验件在

着火条件下的热场分布情况开展了数值模拟分析，得

到试验件稳态温度场的分布，同时，通过着火试验测

量局部温度参数，与仿真结果的对比研究表明：该方

法能有效地模拟火焰与试验件间的传热特性，热场结

构分布合理，且局部的温度值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

具有较好的计算精度，可以为航空发动机燃油附件的

耐火设计和耐火特性分析提供数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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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 2-Stage PDE 中连续超声速射流及结构参数对撞诱导激波聚焦的影响规律，在冷态条件下开展了 2-Stage PDE

中连续超声速射流对撞诱导激波聚焦的试验。分析了喷口宽度、导流环深度、凹面腔开口端与喷管间距、尾喷管角度、射流入射压力

等参数对凹面腔底部峰值压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喷口宽度、导流环深度、凹面腔开口端与喷口间距、射流入射压力越大，凹面腔底

部峰值压力越大，激波聚焦效果越好；尾喷管角度越大，凹面腔底部峰值压力越小，激波聚焦效果越差；喷口宽度、导流环深度、射流

入射压力对激波聚焦的影响较大。

关键词：2 级脉冲爆震发动机；超声速射流；激波聚焦；结构及射流参数；压力

中图分类号：V23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2.011

Experimental Study on Shock Focusing Induced by Supersonic Jet Collision in 2-Stage P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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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袁 Cangzhou Heibei 061700袁China曰3. Chinese PLA with Number of XXXX袁Urumchi 83007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continuous supersonic jet and structure parameters on shock focusing induced by collision
in 2-Stage PDE袁the experiment of continuous supersonic jet on shock focusing induced by collision in 2-Stage PDE was carried out under
cold condi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width of the nozzle袁depth of guide ring袁distance between the open end of concave cavity and nozzle袁
angle of nozzle and pressure of jet incidence on the peak pressure at the bottom of concave cavity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rger the width of the nozzle袁the depth of the guide ring袁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open end of the concave cavity and the nozzle袁the jet
incidence pressure are袁the greater the peak pressure at the bottom of the concave cavity is袁and the better the shock focusing effect is. The
bigger the angle of nozzle is袁the smaller the peak pressure at the bottom of concave cavity is and the worse the shock focusing effec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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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 级脉冲爆震发动机（Two-stage Pulses Detona-

tion Engine，2-stage PDE）[1-3] 是 1 种基于凹面腔内连

续超声速射流对撞诱导激波聚焦起爆爆震的新型脉

冲爆震发动机，由俄罗斯的科研人员首次提出。

2-stage PDE 主要由 1 级预燃装置和 2 级激波聚焦起

爆爆震装置 2 部分组成，具有结构简单、尺寸小、质量

轻、不需要额外起爆装置和机械阀门及爆震频率高等

优点。其工作过程分为 2 个阶段：燃油和空气混合在

1 级预燃装置中富油燃烧，产生大量化学活性高的小

分子化合物；小分子化合物与新鲜空气混合成更易燃

的混合气并在通道中形成环形超声速射流，超声速射

流在凹面腔内对撞诱导激波聚焦并起爆爆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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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速射流对撞诱导激波聚焦是 2-stage PDE 中最

关键的技术环节，也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自从俄罗斯的 Levin 教授 [4] 带领的团队首次在

2-stage PDE 样机成功起爆连续爆震后，国内外学者

相继对 2-stage PDE 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定

研究成果。美国的 GE 研究中心的 Leyva 等[5]在 2003

年对基于冷态条件下 2 维凹面腔内超声速射流对撞

进行试验和数值模拟，通过分析在不同射流喷管入口

宽度和凹面腔出口宽度条件下的试验和数值模拟结

果，发现射流掺混现象以及声学共振现象，但是没有

观测到激波聚焦，凹面腔底部的压力脉动幅值也很

小；日本的 Taki 和 Fujiwara 等[6]通过数值模拟研究了

环形超声速射流聚心碰撞诱导激波聚焦起爆爆震的

过程，发现每 2 次聚焦会产生 1 次爆震，爆震频率稳

定在 5 Hz，与凹面腔内温度相关。国内科研人员也对

2-stage PDE 相关技术进行大量研究。空军工程大学

的何立明团队相继开展了暂冲式激波聚焦起爆爆震

和连续超声速射流对撞诱导激波聚焦起爆爆震的数

值模拟和试验研究；李海鹏、荣康等[7-8]对凹面腔内激

波聚焦起爆爆震进行数值模拟，分析了激波聚焦起爆

爆震的过程；张强等[9]以 Brayton 循环和理想爆震循环

为基础，建立和分析了 2 级脉冲爆震发动机的理想热

力循环；曾昊、荣康等[8，10-12]开展凹面腔、尾喷管、射流

喷管结构参数以及射流参数对激波聚焦及起爆爆震

影响规律的研究；南京理工大学等的研究人员[13-15]也

对 2-stage PDE 开展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

果。但是目前而言，在 2-stage PDE 样机中进行连续

超声速射流对撞诱导激波聚焦的试验还比较少，样机

的结构参数和射流参数对激波聚焦的影响规律还不

够明确，不利于对 2-stage PDE 的结构进一步优化设

计，难以实现连续爆震。

本文在文献 [8，11，16] 研究的基础上，利用

2-stage PDE 试验系统在冷态条件下开展连续超声速

射流对撞诱导激波聚焦的试验，揭示喷口宽度、导流

环深度、凹面腔开口端与喷口间距、尾喷管角度、射流

入射总压等参数对激波聚焦的影响。

1 试验系统

2-Stage PDE 激波聚焦起爆爆震试验系统的实物

照片如图 1 所示。试验系统主要包括供气系统、供油

系统、点火控制系统、测量系统以及原理样机。其中供

气系统主要包括 2 台单螺

杆空气压缩机、空气过滤

器、干燥机、储气罐以及相

应的供气管路。各油路和

各气路流量的控制与显示

和点火器的控制均通过控

制台实现。测量系统主要

用于测量燃油及空气流量、射流进口总压、凹面腔底

部、环形射流喷管壁面以及测速管内的动态压力。其

中动态压力由 CYG41000WX 型单晶硅式动态压力传

感器测量，通过示波器显示测量数据，其中示波器的

采样频率为 100 kHz，采样时间为 10 s。

凹面腔起爆段是原理样机的核心部分，其结构如

图 2 所示。图中，W 为喷口宽度，d 为导流环深度，L
为凹面腔开口端与喷口间距，琢 为尾喷管角度，D 为

凹面腔开口直径。在凹面腔底部 A 点布置动态压力

传感器，分别在不同工况条件下进行冷态试验并测量

A 点动态压力。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喷口宽度对激波聚焦的影响

在 射 流 入 射 总 压 p in=0 . 73 MPa、d=5 mm、

L=0 mm、凹面腔结构方程为 x2+y2+z2=272 mm2 且

D=50 mm（凹面腔为直径 27 mm 的球形表面，且切面

直径为 50 mm）、不安装

尾 喷 管 的 条 件 下 ，在

W=2、3、4、5、6、7.5、8.7、

10、12、13.7 mm 时进行试

验，测量凹面腔底部的动

态压力。在 W 从 2 mm 增

大到 13.7 mm 时测得的

图 1 试验系统实物

图 3 不同喷口宽度时的

峰值压力

（a）不安装尾喷管 （b）安装尾喷管

图 2 核心试验段结构

w

d

D
A

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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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面腔底部峰值压力对比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

随着喷口宽度的增大，凹面腔底部峰值压力整体上逐

渐增大，这主要是因为喷口宽度越大，射流的入射强

度越大，射流对撞后产生的激波强度越大，凹面腔底

部激波聚焦强度越大。当喷口宽度从 2 mm 增大到

13.7 mm 时，凹面腔底部峰值压力的整体变化趋势为

从 0.4829 MPa 增大到 0.6366 MPa，但峰值压力的增

长速度逐渐减小，这是因为虽然喷口宽度增大使射流

强度增大，但是同时也会使射流对撞区域的面积增加，

射流对撞时能量逐渐分散，对撞激波强度的增大趋势

逐渐变小，导致激波聚焦强度的增大逐渐变缓。

2.2 导流环深度对激波聚焦的影响

在 p in=0.71 MPa、W=6 mm、L=0 mm、凹面腔结构

方程为 x2+y2+z2=372 mm2 且 D=70 mm（凹面腔为直径

37 mm 的球形表面，且切面直径为 70 mm）、不安装尾

喷管的条件下，在 d=-11、-7.5、-5、0、2、5、7.5、11、15
mm 时进行试验，测量凹面腔底部的动态压力，得到

峰值压力对比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导流环

深度的逐渐增大，凹面腔底部的峰值压力逐渐增大。

超声速射流在环形射流喷管内流动时受到两侧壁面

的约束，从喷口喷出后两侧壁面的约束消失，超声速

射流向凹面腔内和外部环境分散，导致射流对撞时的

能量减小。当导流环深度为负值时，右侧壁面对射流

的约束作用减弱，射流提前向外部环境分散，导致射

流对撞区域的能量较小，凹面腔底部激波聚焦的强度

较小；而当导流环深度为

正值时，右侧壁面对射流

的约束作用增强，导流环

深度越大，约束作用越明

显，射流在对撞前分散越

少，对撞区域能量越大，凹

面腔底部的激波聚焦强度

越大。

2.3 凹面腔开口端与喷口间距对激波聚焦的影响

在 p in=0.72 MPa、W=6 mm、d=5 mm、凹面腔结构

方程为 x2+y2+z2=272 mm2 且 D=50 mm（凹面腔为直径

27 mm 的球形表面，且切面直径为 50 mm）、不安装尾

喷管的条件下，在 L=0、2、4、6 mm 时进行试验，测量

凹面腔底部的动态压力，凹面腔底部峰值压力的变化

曲线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 L 的增大，凹面腔

底部峰值压力逐渐增大，但是变化并不明显。当 L 在

0~6 mm 之间变化时，凹面腔底部峰值压力从 0.6045

MPa 增大到 0.6361 MPa，仅仅增大了 0.0296 MPa。根

据荣康等[13]的研究结果，激波入射方向与凹面腔壁面

法线方向的夹角越小，在垂直壁面方向入射的激波强

度越大。而当 L 增大时，前

导激波运动至凹面腔底部

时其入射方向与凹面腔壁

面法线的夹角减小，在垂

直壁面方向入射的的激波

强度增大，导致激波聚焦

效果增强，凹面腔底部测

得的峰值压力增大。

2.4 尾喷管角度对激波聚焦的影响

在 p in=0.74 MPa、W=6 mm、d=0 mm、L=0 mm、凹

面腔结构方程为 x2+y2+z2=272 且 D=50 mm、安装尾喷

管的条件下，在 琢=15毅、30毅、45毅时进行试验，测量凹面

腔底部的动态压力。凹面腔底部峰值压力随尾喷管角

度的变化曲线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 琢 的增

大，凹面腔底部峰值压力逐渐减小。导致这种变化的

原因是尾喷管角度增大导致出口面积的增大，射流向

喷管外更容易分散，射流对撞区域的能量减小，凹面

腔底部激波聚焦强度减小。同时可见，随着尾喷管角

度从 15毅增大到 30毅，凹面腔底部峰值压力减小幅度

很小，只有 0.032 MPa。根据文献[10]中的分析，凹面

腔内起爆的爆震波传播至尾喷管时，尾喷管获得较大

的冲量，当尾喷管角度从

20毅增大到 50毅时，尾喷管

冲量从 0.2255 N·s 增大

到 0.8287 N·s。考虑到增

大尾喷管角度能显著提

高尾喷管冲量，其对凹面

腔底部压力峰值的影响

则可以忽略不计。

2.5 射流入射压力对激波聚焦的影响

在 W=6 mm、d=5 mm、L=0 mm、凹面腔结构方程

为 x2+y2+z2=272 且 D=50 mm、不安装尾喷管的条件

下，在 p in=0.23、0.39、0.47、0.60、0.75 MPa 时进行试

验，测量凹面腔底部的动态压力。凹面腔底部峰值压

力随 p in 的变化曲线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射

流入射压力的增大，凹面腔底部的峰值压力逐渐增

大。射流入射压力越大，从环形喷管流出的射流能量

图 5 不同凹面腔开口端与

喷口间距时的峰值压力

图 6 不同尾喷管角度时的

峰值压力

图 4 不同导流环深度时的

峰值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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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射流入射压力时

的峰值压力

越大，射流对撞后产生的

对撞激波强度越大，激波

聚焦的效果越好，凹面腔

底部的峰值压力越大。

3 结论

本文在冷态条件下开

展连续超声速射流对撞诱

导激波聚焦的试验，揭示喷口宽度、导流环深度、凹面

腔开口端与喷口间距、尾喷管角度、射流入射总压等

参数对激波聚焦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1）喷口宽度、导流环深度、凹面腔开口端与喷口

间距、射流入射压力越大，凹面腔底部峰值压力越大，

激波聚焦效果越好；尾喷管角度越大，凹面腔底部峰

值压力越小，激波聚焦效果越差。

（2）喷口宽度、导流环深度、射流入射压力对激波

聚焦的影响较大，凹面腔开口端与喷口间距、尾喷管

角度对激波聚焦的影响较小。合理优化 2-stage

PDE 结构尺寸，有利于增强激波聚焦效果并实现连

续爆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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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针对未来先进航空发动机的超临界燃油喷射混合问题，采用纹影法对超临界正十烷（n-decane）/ 正戊烷（n-pentane）混

合物在静止环境中的射流激波结构进行试验，同时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射流的相变途径和流量特性。纹影照片显示，在试验

工况下射流在喷口附近呈现出马赫波等激波结构，燃料的压力是激波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理论分析表明：在混合物的临界点附

近，燃料压力较高时更有可能导致相变。由于物性的不同，大分子与小分子碳氢燃料的相变途径存在一定的差异，小分子燃料在喷

射过程中更容易发生冷凝。采用 1 维等熵计算方法可以较精确地计算高温高压碳氢燃料的流量。

关键词：超临界；碳氢燃料；射流特性；流量特性；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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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Jet Characteristics of Supercritical Hydrocarbon Fuel
PENG Yun-hui1袁 GAO Wei2袁 ZHANG Chi2,3袁 LIN Yu-zhen2,3

渊1. Nan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Simulation Technology袁Nanjing 210016袁China; 2.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Beihang
University 袁Beijing 100191袁China; 3.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Advanced Aero-Engine袁Beijing 100191袁China冤
Abstract: The shock structures of supercritical n -decane/n -pentane mixtures into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was experimentally

investigated by Schlieren method袁and the phase transition path and mass flow rate characteristics of fuel jets were theoretically studied.
Flow visualization showed that internal shock structures are observed near the nozzle exit for the test conditions and the fuel pressure has
the primary influence on shock structures. Theoretical analysis revealed that fuel condensation phenomenon occurs more possibly at higher
fuel pressures near the critical point and the condensation of small hydrocarbon fuel is more likely to occur than large hydrocarbon fuel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thermodynamic properties. The mass flow rate of hydrocarbon fuel at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pressure conditions
can be calculated accurately using one-dimensional isentropic calcul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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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未来先进的航空动力装置采用航空煤油作为首

选的冷却介质[1-3]，燃油在冷却高温部件时温度升高并

超过其临界温度，而供油压力也超过了其临界值，导

致了超临界燃油喷射问题。基础研究表明[4-7]，燃料的

超临界相独立于气相和液相，其具有不同于气体和液

体的热物理性质，且在临界点附近其热力学性质对压

力和温度的变化很敏感。由于超临界燃油独特的热力

学性质，导致其喷射混合过程显著区别于液态和气态

燃料。目前，针对超临界碳氢燃料喷射特性已进行了

广泛研究。

Wu 等[8-9]对超临界乙烯喷射到静止氮气环境中

的射流结构和流量特性进行了试验研究；Lin 等[10]对

超临界乙烯 / 甲烷混合物喷射到静止氮气环境中的

射流结构、喷嘴内部的流动过程及均相成核现象进行

了试验和仿真研究；Star 等[11]对超临界乙烯喷射到亚

临界氮气环境中的相变及流量特性进行了仿真研究，

上述研究均表明超临界燃料喷射到环境中会呈现出

部分气体射流的特性，当喷射温度接近临界点时，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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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在喷口附近产生冷凝，理想气体的流量公式不适用

于超临界燃料。Chen[12]对处于临界点附近的 SF6 喷射

到静止 CO2 及 N2 环境的射流形态及相变特性进行了

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喷射温度和环境压力对射流的形

态和相变有较大的影响；Lamanna 等[13]对正己烷的相

变特性进行了研究，发现临界点附近热力学性质的突

变是射流产生相变的主要影响因素；Roy 等[14]研究超

临界氟己酮喷射到氮气环境中的混合和雾化过程时

发现环境温度较低时，射流边缘会发生局部冷凝而产

生微小液滴；靳乐[15]及 Dougthip 等[16]研究环境压力对

超临界燃料射流结构的影响特性时发现当环境压力

较低时，射流呈现出激波结构，而当环境压力较高时，

射流与亚声速气体射流类似。上述研究对超临界碳氢

燃料的射流特性有了广泛的认识，但成果相对分散，

未形成统一和完善的理论体系。比如 Wu[9]和林[10]在分

析超临界燃料射流结构与理想气体的差异时得出了

矛盾的结论。前期的研究发现，大分子超临界燃料的

喷射相变特性与小分子不同[10-17]，而相变特性又对射

流结构和混合特性有很大的影响[16-18]，但都没有给出

合理的解释。因此，有必要对其喷射特性进行深入的

研究。

本文采用质量分数为各占 50%的正十烷及正戊

烷混合物来模拟航空煤油进行静止环境下的超临界

喷射特性研究，着重研究喷口附近的射流结构、相变

过程及流量特性。正十烷是航空煤油中相对含量较多

的成分，而正戊烷则代表煤油中分子量相对较小的组

分，两组分混合物热力学性质容易计算，采用这 2 种

碳氢燃料混合物作为研究对象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出煤油的特性且便于理论分析。

1 试验系统

1.1 超临界碳氢燃料喷射试验系统

超临界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喷射到静止大气

环境中的试验系统如图 1 所示。该系统由燃油贮箱、

增压系统、输送与调节系统、加热系统、纹影光测系

统、吹扫系统和废油废气收集处理系统组成。泵压式

增压系统有利于保持供油压力的恒定；2 级燃油电加

热系统通过调节功率来控制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

的喷射温度；纹影光测系统用于测量正十烷 / 正戊烷

混合物的射流特性；单次试验结束后，开启吹扫系统

对系统管路进行吹除以防止残余燃料在管路中结焦。

试验采用的圆形直射式喷嘴结构如图 2 所示。喷

嘴入口直径为 4 mm，内收缩角度为 16毅，出口直径为

0.5 mm，喷嘴出口长径比为 8。在喷嘴上游采用精度

为±5 kPa 的压力传感器测量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

的喷射压力，采用精度为±2.5 K 的 K 型热电耦测量

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的喷射温度。在喷嘴外壁包裹

1 层 2 mm 厚的绝热层，并在绝热层外侧布置 3 支 K

型热电偶以估算散热损失。估算结果表明，绝热层外

壁的散热量低于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加热量的

0.5%，可认为燃料在喷嘴内部的流动为绝热过程。

试验采用质量流量计测量液态正十烷 / 正庚烷

混合物的流量，测量范围为 1～10 g/s，测量精度

为±0.5%。纹影系统为凹面镜反射式结构，光源为

24 V/300 W 卤灯，光源调节狭缝为 1.0 mm，凹面反射

镜的直径为 200 mm，焦距为 2000 mm。图像采集使用

Nikon D300 相机，曝光时间设置为 1/25 s，光学放大

倍数为 4 倍，可测量的流场区域为 93.7 mm2，每平方

毫米中有 180 个像素点，可满足研究需求。

在正式试验前，对光学测试系统进行标校，参照

Crist 对理想气体射流结构的研究，测量了高压氮气

喷射到静止大气环境中的激波结构。标校结果如图 3

所示。本文得到的无量纲马赫盘位置（具体定义见第

2.1 节）与 Crist[19]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光测系统的可

靠性。

1.2 试验工况

超临界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喷射特性的试验工

图 2 燃料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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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1 Tw2 T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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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 Insulation Layer

图 1 试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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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射流参数

dj

DM

图 6 喷射压比对马赫盘位置的影响

Exp data（50% nC10-50% nC5）
Mach disk location of ideal ga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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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纹影系统测量精度校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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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的射流结构

工况参数

m觶 f /（g/s）

Pj /PC

Tj /TC

Pj /Pa

Tj /Ta

范围

1.3~3.0

0.92~1.38

1.0~1.24

30~45

1.68~2.21

表 1 试验工况参数况见表1。工况参数以对比

参数的形式给出，即喷射参

数与临界参数的比值；混合

物的临界参数由 SUPER-

TRAPP[20]软件计算得到，分

别 为 PC=3.25 MPa、TC=533

K。在试验中，混合物的喷射

压力为 3.0~4.5 MPa，对比

压力为 0.92~1.38；喷射温度为 533~661 K，对比温度为

1.0~1.24；混合物的流量为 1.3~3.0 g/s。环境的压力和温

度为常温常压 Pa=0.1 MPa，Ta=298 K。

在试验中，对每个工况点连续进行 10 次测量，取

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数据分析的依据。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2.1 喷口附近的射流结构

超临界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在喷射压力 Pj

/PC=1.23，喷射温度 Tj /TC=1.01、1.23 工况下的射流结

构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超临界正十烷 / 正戊烷

混合物在喷嘴下游表现出明显的欠膨胀射流特性，射

流中存在马赫波等激波结构，表明超临界大分子碳氢

燃料喷射后也具有类似于理想气体的射流结构。同时，

激波结构的出现表明超临界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的

流动在喷口发生了壅塞，混合物流速为当地声速[4-6]。

同时还观察到，射流激波结构在喷射温度较低

（Tj/TC=1.01）的情况下已经出现，但射流中存在明显

的阴影区，表明射流在喷嘴出口发生局部相变而导致

冷凝现象。而在喷射温度较高时（Tj/TC=1.23），射流没

有发生冷凝现象，更接近于理想气体的膨胀过程。

为了得到超临界正

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喷射

后射流结构参数随喷射

参数变化的定量关系，在

纹影图片中定义马赫盘

的轴向位置 xM 和马赫盘

的直径 DM，如图 5 所示。

图中 dj 为喷口内径。

喷射压比 Pj/Pa（喷射

压力与环境压力的比值）

对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射流马赫盘位置 xM/dj 的影

响规律如图 6 所示。同时还给出了欠膨胀理想气体射

流激波位置的数据[9]。从图中可见，马赫盘的位置 xM/dj

与喷射压比呈单调递增的关系，数据拟合表明二者之

间符合 Pj/Pa=2.4（xM/dj）2 的函数关系式。图中也显示出

超临界碳氢燃料与理想气体的射流结构具有良好的

一致性。由于研究中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的温度均

高于其临界温度，当喷射压力小于临界压力时，混合

物处于气相状态，其喷射过程更接近理想气体，而此

时喷射压力仍远大于环境压力，所以导致这种情况下

射流仍有激波结构。Wu[8]和 Lin[10]研究超临界小分子

碳氢燃料的射流结构时，也证实了这一点。上述研究

均表明激波结构特征位置与流体的种类无关。同时，

试验中发现碳氢燃料的喷射温度对马赫盘的位置没

有影响，即使在发生局部冷凝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喷射温度 Tj 对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射流马赫

盘尺寸 DM/dj 的影响规律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

着喷射温度的升高，马赫盘的尺寸随之减小，特别是

注：下标 c 为临界参数，下标 j

为喷射参数，下标 a 为环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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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正十烷及正戊烷的温度 -压力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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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的熵 -压力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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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不同喷射压力下的射流结构

图 7 喷射温度对马赫盘尺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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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喷射温度接近临界温度时，马赫盘尺寸随喷射温度

的升高快速减小；当喷射温度接近临界温度时，正十

烷 / 正戊烷混合物在喷嘴内部发生相变冷凝，由冷凝

引起的热量释放导致混合物在喷嘴内部静压升高，当

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离开喷口时，射流边界向外扩

张以平衡静压的升高，导致马赫盘的尺寸增大；喷射

压力越高，喷射温度对马赫盘尺寸的影响越大；马赫

盘的尺寸随喷射压力的升高而增大。

2.2 燃料在喷嘴内部及出口附近的相变过程

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在相同喷射温度、不同喷

射压力下的纹影照片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当喷

射压力为 Pj/PC=1.08 时，喷口处射流结构清晰，无相

变发生；而当喷射压力升高到 Pj/PC=1.23 时，混合物

在喷口处发生相变，有局部冷凝现象。正十烷及正戊

烷的压力 - 温度相图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如

图 8 所示的 2 种喷射状态下，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

的喷射参数均处于正戊烷的超临界区及正十烷的液

相区中。单独从图 9 来看，在这 2 种工况下，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在喷口处均处于两相状态，均会在喷口

处发生冷凝，但实际的相变过程却不是这样的。

为了研究如图 8 所示的 2 种喷射工况下超临界

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的相变过程，采用 SUPER-

TRAPP 软件计算得到了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的熵

- 压力相图，如图 10 所示。由于喷嘴内部非常光滑，

可不考虑摩擦的影响，同时喷嘴向外散热也可以忽

略，因此将超临界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在马赫波之

前的流动视为等熵膨胀过程。在图 10 中标出了上述

2 种喷射工况下各自喷射参数的位置，同时给出各自

的相变路径线。从图中可见，在较低的喷射压力

（Pj/PC=1.08）下，超临界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在流动

过程中由超临界态转变为气态，而且计算结果表明，

这种转变是在喷嘴内部发生的，混合物在喷口及下游

位置均为气相状态，没有发生冷凝现象。在相同喷射

温度下提高喷射压力（Pj/Pc=1.23），超临界正十烷 / 正

戊烷混合物在喷嘴内部由超临界态转变为气液共存

状态，之后在继续膨胀的过程中又进入气态。这种相

变过程表明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在流动过程中发

生均相核化而冷凝，但在喷口下游的流动过程中，混

合物的压力降低速度大于其温度下降速度[21]，冷凝的

液相重新进入气相状态。由于采用了比较简单的气液

两相平衡模型，在喷嘴内部有相变发生时，无法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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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的流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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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乙烯的熵 -压力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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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超临界乙烯射流结构[22]

计算喷口处的流动参数，只能根据等熵假设大概估计

流动过程的参数。

图 10 中给出的分析结果与图 8 中给出的试验结

果具有很好的一致性，表明等熵假设和分析方法的可

行性和准确性。

为了理解超小分子碳氢燃料与大分子碳氢燃料

在临界点附近相变特性的差异，采用 SUPERTRAPP

软件计算得到乙烯的熵 - 压力相图，如图 11 所示。从

图中可见 2 种工况下（Pj/PC=1.08，Tj/TC=1.01；Pj/PC=

1.23，Tj/TC=1.01）超临界乙烯喷射过程的相变途径。在

2 种喷射工况下，乙烯均从超临界区直接进入两相

区，之后一直处于气液两相共存状态，表明乙烯在喷

射过程中有冷凝现象发生。对比图 10、11 可见，2 种

燃料的熵 - 压力相图中两相区的形状有所不同，对于

小分子碳氢燃料而言，其两相区大致呈对称的钟型结

构，在环境压力较低的情况下，即使喷射温度较高，射

流在发展过程中也会进入两相区；而大分子碳氢燃料

则不同，其两相区的边界存在熵值最大点，当喷射工

况的熵值超过该点时，射流就不会进入两相区。

值得注意的是，射流的相变特性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射流结构。Star[22]拍摄到的超临界乙烯喷射的射

流结构如图 12 所示，从图

中可见，当在喷射参数为

Pj/PC=1.23、Tj/TC=1.01 时，超

临界乙烯在喷射过程中于

喷嘴出口发生明显的冷凝

现象，完全看不出激波结

构，与图 11 中给出的分析

结果是一致的。这与超临界

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喷

射后的相变特性和射流结构存在明显区别。超临界正

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在喷射温度 Tj/TC=1.01 的工况下，

仍然具有清晰可见的激波结构。

2.3 燃料的流量特性

超临界燃油喷射在工程实际中应用时，需要根据

已知的燃油流量及燃油状态参数来确定喷嘴的开孔

面积，或者根据已知的燃油状态及喷嘴的开孔面积来

确定燃油的流量。由于超临界燃油具有可压缩性，且

其压缩因子和比热比随温度压力变化显著，理想气体

状态方程不适用于超临界燃油，所以适用于不可压缩

流体和理想可压缩气体的流量计算公式均不能适用

于超临界态燃油。

本文采用 1 维计算方法计算得到在不同状态下

超临界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的流量，并与测量值进

行比较。计算中将燃料在喷嘴内流动视为 1 维等熵流

动的过程，并且在喷口处达到当地声速，采用 SU-

PERTRAPP 软件计算燃料物性。

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测量的质量流量与计算

的质量流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如图 13 所示，在试验研

究的范围内，当喷射压力在临界压力以上时（Pj/PC=1.28、

1.11、1.01），计算值与试验值符合得很好，最大误差

不超 过 4% ； 而 在 喷 射 压 力 低 于 临 界 压 力 时

（Pj/PC=0.92），计算值与试验值的变化趋势相同，但计

算值比试验值大，最大误差达到 7%。在本试验中，当

喷射压力较低且喷射温度高时，燃料的质量流量约为

1.3 g/s，在试验中采用的流量计最小量程为 1.0 g/s，

当实际流量较小时，测量值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误差。

同时，低压下测量值均比计算值小，反映出采用 SU-

PERTRAPP 计算低压下混合物物性时的误差较大。另

外，流量系数也会随着燃料喷射参数的变化而变化。

上述原因均会导致计算值与试验值之间产生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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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文用试验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超临界

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喷射到静止环境中的射流特

性进行研究，重点关注了喷口下游的激波结构、喷嘴

内部及下游的相变过程及混合物的流量特性。得到如

下结论：

（1）超临界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物喷射到静止环

境中后在喷嘴下游表现出明显的欠膨胀射流特性，射

流中存在马赫波等激波结构。

（2）激波的位置仅受喷射压比的影响，二者之

间满足 Pj/Pa=2.4（xM/dj）2 的单调函数关系；激波的

尺寸随喷射温度的升高而减小，随喷射压比的增大

而增大。

（3）在临界点附近，超临界正十烷 / 正戊烷混合

物可能会在喷口处发生相变而发生冷凝。在相同喷

射温度下，较高的喷射压力更有可能导致喷口处发

生冷凝。

（4）小分子碳氢燃料和大分子碳氢燃料由于物性

的不同导致相变特性存在一定差异。小分子碳氢燃料

在喷射过程中更容易发生相变和冷凝。

（5）采用 1 维等熵假设可以计算超临界碳氢燃料

的流量，在临界压力以上可以达到较高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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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在发动机性能蜕化与传感器故障并存的情况下实现故障传感器的定位与部件蜕化情况的估计，并实现故障诊断基

准数据的修正，构建了 1 种包含了机载模型与线性卡尔曼滤波器的组合结构混合卡尔曼滤波器组。该卡尔曼滤波器组能够在之前

所描述的故障 / 蜕化耦合情况下定位故障传感器，并得到较为准确的部件蜕化估计结果。为了验证了混合卡尔曼滤波器组的有效

性，进行了相关仿真。仿真结果表明：混合卡尔曼滤波器组能够在发动机动态过程中遭遇传感器故障与部件蜕化并存的情况下完成

故障定位与蜕化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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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or Fault Location Based on Bank of Hybrid Kalman Fil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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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estimation of sensor fault location and component degradation during the coexisting of sensor fault
and component degradation袁and to correct the datum data of fault diagnosis袁a bank of hybrid Kalman filters was constructed. The bank of
hybrid Kalman filters was a combined structure of on-board engine model and linear Kalman filter. The bank of Kalman filter could locate
the sensor fault in the case of fault / degradation coupling described previously and get a more accurate result of component degradation
estimation. In order to verify the validity of the bank of hybrid Kalman filters袁the relevant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From the simulation
results袁it can be seen that the bank of hybrid Kalman filters can complete fault location and degradation estimation when the sensor fault
and component degradation coexist during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 engine.

Key words: sensor曰fault曰degradation曰transition state曰hybrid Kalman filter曰bank of filters曰aeroengine

0 引言

对于传感器故障诊断问题，传统方法是采用降维

卡尔曼滤波器组[1-5]来解决。Kobayashi 使用 1 组卡尔

曼滤波器来解决发动机传感器的故障诊断与隔离问

题，每个滤波器用来监视某一特定传感器，通过滤波

器的不同表现完成故障传感器的定位。在在线故障诊

断过程中，为保障其诊断可靠性，系统必须具有对存

在于真实环境中的非故障信号的鲁棒性，否则可能导

致误报。此外，线性卡尔曼滤波器的基准数据是针对

蜕化前的发动机建立的，而发动机在运行过程中会出

现性能蜕化的状况[6-8]。

为了避免基准数据与蜕化后的发动机输出之间

的偏差导致的干扰，设计了混合卡尔曼滤波器（Hy-

brid Kalman Filter，HKF），包括机载模型（On Board

Engine Model，OBEM）和线性卡尔曼滤波器（Linear

Kalman Filter，LKF）[9-11]。滤波器的基准值由与真实发

动机并行运行的机载模型来提供。同时，性能蜕化因

子由地面状态监视系统估计，根据飞行数据离线更

新，从而实现机载模型的输出修正，使其追踪真实发

动机的可测输出[12]，使得机载模型能够为后续的故障

诊断提供更为贴近真实发动机的基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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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混合卡尔曼滤波器组的搭建

基于降维卡尔曼滤波器组的故障传感器定位，本

质上是 1 种基于模型的故障诊断方法，具体的实现过

程有残差产生和残差决策 2 个阶段。残差产生是指基

于系统模型构造 1 个或 1 组函数来反映故障量的大

小；残差决策是基于已生成的残差值，制定恰当的阈

值和决策规则来寻找故障源的过程[13]。混合卡尔曼滤

波器结构如图 1 所示。混合卡尔曼滤波器输出的残差

包括 2 部分：卡尔曼滤波器估计输出与机载模型健康

基准输出之间的残差加权平方和；发动机实际输出与

机载模型健康基准输出之间的残差加权平方和。混合

卡尔曼滤波器中残差 WSSR 的计算方式如图 2 所示。

降维混合卡尔曼滤波器组原理如图 3 所示。在滤

波器组中，滤波器的数量与传感器的数量相同，每个

滤波器都缺少 1 个传感器信号输入。与传统的滤波器

组相比，混合卡尔曼滤波器增加了对应的机载模型健

康基准信号，与传感器输出一样，OBEM 的输出也是

将除去被监测的可测参数后剩余可测参数的输入子

集作为滤波器输入。OBEM 输出和发动机传感器测量

值是一一对应的。

降维卡尔曼滤波器组中第 i 个卡尔曼滤波器对

应的 WSSRi 为

WSSRi
HKF=W

i
r（eiHKF）

T eiHKF

WSSRi
OBEM=W

i
r（eiOBEM）

T eiOBEM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1）

式中：Wi
r=（yiOBEM）-2，为权重系数；eiHKF为卡尔曼滤波器

估计输出与机载模型健康基准输出之间的偏差；

eiOBEM为发动机实际输出与机载模型健康基准输出之

间的偏差。

阈值是卡尔曼滤波器组进行故障定位及蜕化判

断的依据，姿i
OBEM 表示 WSSRi

OBEM 对应的阈值，姿iHKF 表

示 WSSR i
HKF 对应的阈值。阈值的设置需要考虑发动

机的运行状态和噪声干扰及传感器本身的测量偏

差。在不同的工作状态下，阈值的选取也会产生相应

的变化[14]。

降维混合卡尔曼滤波器组的故障定位过程与健

康蜕化估计过程如图 4 所示。第 1 步是由估计值和传

感器测量值的偏差产生残差信号，第 2 步是残差与阈

值的比较。基于 Hajiyev 等[15]提出的 1 个假设，如果传

感器有故障，则该传感器的测量值将会大大偏离正常

值。若卡尔曼滤波器在估计过程中受到故障传感器

信息的不利影响，该卡尔曼滤波器产生的残差值

WSSRi
HKF 便会显著增大；反之残差值应该小到几乎为

0。因此，在第 i 个传感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第 i 个
HKF 没有接收到第 i 个传感器的输入，但其余 HKF

均受到第 i 个传感器的错误信息影响，则第 i 个卡尔

曼滤波器计算所得的 WSSRi
HKF 会显著小于其余

WSSRHKF 的值。以上就是传感器故障定位的原理。如

果第 i 个卡尔曼滤波器计算的 WSSRi
OBEM 的值大于其

对应的阈值 姿iOBEM，说明除了传感器故障外，机载模型

图 1 混合卡尔曼滤波器结构

图 2 滤波误差加权平方和WSSR指示故障原理

图 3 降维混合卡尔曼滤波器组原理 图 4 定位及筛选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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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基准与实际发动机之间还存在由于发动机部件

健康蜕化导致的偏差，需要根据该卡尔曼滤波器估计

所得的健康参数定位蜕化部件和确定蜕化量大小，并

将估计的健康蜕化信息传输给 OBEM 从而完成在线

调节机载模型健康基准的过程，使得机载模型健康基

准计算与发动机可测输出重新匹配。

前面多构建的混合卡尔曼滤波器组是针对单一

传感器故障构建的。针对多个传感器故障的情况，需

要引入多重故障监测系统，其诊断原理与单故障诊断

系统的相同。

2 混合卡尔曼滤波器组的仿真验证

第 1 组仿真将使用过渡态工况作为示例，说明混

合卡尔曼滤波器在过渡态下的估计精度优势。机载模

型健康基准采用双轴涡扇发动机非线性模型，在

MATLAB 平台下进行在线故障诊断仿真。在 t=1 s 时

风扇效率阶跃下降 1%，高压压气机效率同时阶跃下

降 1%，而供油量增加 0.2 kg/s。在过渡态下混合卡尔曼

滤波器和线性卡尔曼滤波器的估计结果如图 5 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过渡态下混合卡尔曼滤波器的估

计精度较高，说明混合卡尔曼滤波器能适应更加复杂

的情况。

第 2 组仿真用于验证混合卡尔曼滤波器组的故

障定位能力。在 t=1 s 时风扇效率阶跃下降 1%，高压

压气机效率同时阶跃下降 1%。其他输入和健康参数

保持在原来的状态。同

时，监测发动机风扇出口

总压的传感器发生了故

障。降维滤波器计算的对

应传感器的残差加权平

方和的仿真结果如图 6

所示。

从图中可见，监测风

扇出口总压传感器的滤波器输出残差几乎保持不变，

其余残差变化很大，说明航空发动机风扇出口总压传

感器发生了故障。成功定位了故障传感器。

3 结论

本文建立了用于故障传感器定位的混合卡尔曼

滤波器组，该滤波器组能够在过渡态下保证估计精

度，而且能有效定位故障传感器。相关的仿真结果表

明，在发动机健康蜕化与传感器故障并存的情况下，

混合卡尔曼滤波器组能够根据不同卡尔曼滤波器的

表现定位故障传感器，并获得较为准确的健康蜕化估

计结果。证明了混合卡尔曼滤波器组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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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射流预冷试验中遇到的常规带罩温度探针接点遇水问题，基于气液两相流环境设计了 1 种防水温度传感器。通

过设计滤水和隔热结构，避免了水对测量结果的干扰。现场校准试验结果表明：在 100～450 ℃，该传感器的测温值比常规带罩温

度探针的低 1.0%～1.1%。射流预冷试验结果表明：防水传感器在一定水气比下是有效的；与常规带罩温度探针反向测试的截面平

均总温估算值对比表明，在来流 343.3 ℃、水气比 5.5%的工况下，在雾化充分的测量截面，剔除个别遇水测点，防水传感器测温值明

显比热电偶的高，差值最高达 11.8%。，说明防水传感器可以有效减小传热误差。

关键词：防水温度传感器；射流预冷；温度测试；滤水结构；隔热结构；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41.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2.014

Design of Water-proof Temperature Sensor for Jet Pre-cooling Test
GENG Xin袁WANG Xiao-liang袁XUE Xiu-she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water contact problem of conventional temperature probe with cover in jet pre-cooling test袁a water-

proof temperature sensor was designed based on the gas -liquid two -phase flow environment. By designing water filtration and heat
insulation structure袁the interference of water to measurement results was avoided. The results of field calibration test show that th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value of the sensor is 1.0%耀1.1%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temperature probe with cover at 100耀450 益.
The test results of jet pre-cooling show that the water-proofing sensor is effective at a certain water-gas ratio. The estimation of cross-
section average total temperature of water-proofing sensor is compared with that of conventional temperature probe with cov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343.3 益 of incoming flow袁5.5% of water-gas ratio and sufficient measurement cross-section of
atomization袁th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value of water-proofing sensor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rmocouple with excluding
individual water contact measuring points. The difference is up to 11.80% and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water-proof sensor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heat transfer error.

Key words: water-proof temperature sensor曰jet pre-cooling曰temperature test曰filter structure曰heat insulation structure曰aeroengine

0 引言

近年来高速飞行器已经成为航空领域的重要研

究方向，射流预冷技术是其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1]。该

技术通过在发动机进口前的射流段内喷入适量冷却

水降低压气机进口温度，使气流温度下降，密度增大，

从而增加进入发动机的空气流量，进而增大推力[2]。喷

水量是否合适极大程度决定着射流预冷技术的实施

效果。

国内外对射流预冷技术开展了大量研究。该技术理论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由 Wilcox 等[3]首次提出；60 年代，

Jones 等[4]尝试在组合发动机进口将喷射水雾化来增

大发动机的推力；90 年代，Meher-Homji 等[5]和 Bhar-

gava 等[6]对推力技术和组合发动机设计进行了详尽的

研究；2002 年以来，Chaker 等[7-9]对组合发动机的射流

段内的雾化过程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试验研究，建立

了水滴雾化计算模型并阐述了喷嘴设计方案；Sanaye

等[10]和 Kim 等[11]在不同水气比下对射流蒸发过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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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建模分析；Daniel Golden 等[1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侧重对小压气比的发动机进行不同喷水量下发动

机的燃气排放和推力的研究。国内对该技术的研究多

集中在理论研究方面。李成等[13]建立了射流预冷却吸

气式涡轮火箭发动机性能计算模型，在给定航迹和控

制规律下分析了不同压气机进口限制温度对喷水量、

净推力和比冲的影响；商旭升等[14]通过理论分析对射

流预冷过程进行建模，但该计算模型建立在喷入压气

机前的水完全蒸发这一假设前提上，而在实际试验

中，受流场不均匀性的影响，纯水未必完全转化；涂洪

妍等[15]通过计算流体力学技术对射流预冷过程进行

了数值模拟，在试验过程中遇到了射流段内总温耙子

遇水测试值偏低的问题。目前，射流预冷技术的测试

研究尚不成熟，有必要通过试验对射流段内的实际温

度进行测试研究。

射流预冷试验伴随着复杂的气动力学和热动力

学过程，在试验中会发生水滴蒸发、温度畸变和气体

成分改变等现象，给测试带来了很大困难。常规的温

度测试采用热电偶进行接触式测温，偶丝接点不可避

免地与水接触而影响测试结果。本文设计防水传感器

可用于射流预冷试验的温度测试，为该技术的研发提

供必要的技术保障。

1 探针结构设计

为降低喷水对测量结

果的干扰，需要在热电偶

接点处将水与气体分离，

设计的防水传感器如图 1

（a）所示。通过焊接在支

杆侧面的测试探头实现

滤水和隔热，正对来流测

温。测试探头的结构如图

1（b）所示。

1.1 滤水结构设计

防水传感器的滤水功能通过滤水罩和滞止室实

现。滤水罩的结构进口小出口大，呈喇叭形扩张。试验

中滤水罩正对来流测试温度。气流中混有的水进入滤

水罩后被分流为沿内壁流出和中心流出 2 部分：内壁

附近的液滴受到张力作用而吸附在内壁上，并在气流

作用下由喇叭形扩张端排出；因为水滴密度远大于空

气，所以中心处水滴会因惯性保持直线运动穿过滤水

罩。设计滞止室内径 椎Dz 略大于进气滤水罩内径

椎D，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从滤水罩中心穿过的液滴附

着到滞止室内壁，流入壳体 2 中。同时，在壳体 2 与滞

止室连接的位置设计尖角，进一步避免部分附着在滞

止室内壁的水滴流入壳体 2 中。内壁的水滴运动到达

尖角上后，在气流作用下被劈开，形成更细小的水滴，

随气流运动至 椎D0 孔排出。通过上述方法滤除水滴。

1.2 隔热结构设计

防水传感器的隔热功能主要通过壳体 1、2 嵌套，

形成空气隔热层实现。防水传感器探头气流流路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来流气体经过滤水罩进入滞止

室后，受滞止室出口 椎D0 缩小的影响，压力升高。部

分气流回流至壳体 2 中。经壳体 2 排气孔 椎D2 排出

至壳体 1 中，再经壳体 1 排气孔 椎D1 排出至试验器

流道中。壳体 1、2 在装配后存在空腔，气体在运动到

壳体 2 的末端 椎D2 孔后排出到壳体 1 中，在壳体 1

一端逆向运动到另一端的

椎D1 孔，在空腔内形成气

体隔热层。这样相较于常

规单层壳体结构，提高了

电偶的外屏蔽罩（壳体 2）

的温度，减小了单层结构

中附着液态水的支杆壳体

对测温元件造成的传热误

差[16]。

1.3 测温设计

为了减小传热误差，在测量气流温度的热电偶外

通常装有滞止室。通过调节滞止室进出口面积比调节

速度误差和辐射误差。在喷水试验中，气流温度往往

较低，所以屏罩和热电偶之间的辐射误差较小，主要

需要控制速度误差。气流进入滞止室后将沿运动方向

由 椎D0 孔排出。因排气出口内径缩小，导致出口压力

升高。所以，在主流路中一部分气体将被滞止，并回流

至壳体2 中。相较于进入滤水罩的来流速度，壳体 2内

分流的气流速度已经减小，所以速度误差较小。设计

壳体 1 的排气孔 椎D1 和壳体 2 的排气孔 椎D2 与壳体

2 直径 椎D20 相同，以提高壳体 2 的排气速度，并防止

混进壳体 2 的细小水滴的堆积。

2 试验设备

为研究组合发动机射流段内的雾化过程，在小型

图 2 防水传感器探头

气流流路

（a）防水传感器

（b）测试探头

图 1 防水传感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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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截面探针温度分布 图 7 各截面测试仪表分布

射流段内进行模拟试验。小型射流段如图 3 所示，试

验件两端与试验台连接，测试截面直径为 300 mm。在

前测量段设置射流预冷装置。在射流预冷装置后依次

间隔 700 mm 设置 3 个温度测试截面。试验中射流段

喷出冷却水，将 0 截面进入高温气体冷却。射流水作

软化处理，防止喷嘴堵塞。

3 校准试验

利用油槽在静态环境下对防水传感器进行标定，

满足 I 级允差要求。为了衡量防水传感器在试验中的

测温效果，在小型射流预冷装置上，使用带罩温度探

针与其对比，进行现场校准，带罩温度探针结构如图

4 所示。在迎气流方向，每个测试截面均布 4 支测试

探针，探针角向装配结构如图 5 所示。其中，探针 1 与

水平方向夹角为 45毅，按顺时针顺序编号。

校准工作分 2 个阶段

进行。在每个阶段，达到目

标气源总温后，保持状态

点温度稳定并采集 3 s 温

度数据，采样率 10 Hz；在

不喷水的条件下，按照 50

℃的梯度，在 80～420 ℃

内进行进气加温试验。第 1 阶段，在 1 和 2 截面的探

针 1～探针 4 都装配温度探针。第 2 阶段，在 1 和 2

截面的探针 1 和探针 3 装配温度探针，探针 2 和探针

4 装配防水传感器。第 1 阶段主要研究流场温度是否

均匀，第 2 阶段对防水传感器和带罩温度探针测试效

果进行对比分析。

第 1 阶段试验结果表明，2 个截面内流场温度均

匀。第 2 阶段试验结果表明，2 个截面相同探针的温

度偏差在 0.5 ℃内，数据具有一致性。探针 1、3 温度

平均值 t24 和探针 2、4 温度平均值 在 2 个阶段测量

结果见表 1。

以 t13 为横坐标，t24 为纵坐标，进行函数拟合，比

较带罩温度探针和防水传感器测温差异。将 2 个阶段

的数据建立拟合曲线，1 截面探针温度分布如图 6 所

示。从图中可见，散点近似呈线性关系，在被测试区间

100～450 ℃内的拟合效果较好，可以反映数据分布

情况。防水传感器的测温值 tF 始终低于温度探针测

温值 tw，2 种探针的温度差值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大，

受防水传感器探头结构的影响，传感器测温值 tF 比带

罩热电偶测温值 tw 低 1.0%～1.1%。

4 射流预冷试验验证

为检验防水传感器在射流预冷试验中的测温效

果，使用带罩温度探针测点背对气流进行反向测试。

通过对其总温估算值与防水传感器测温值的对比，来

检验防水传感器的测温效果。测试效果受环境水气比

的直接影响，试验水气比范围 3%～6%。各截面测试

仪表分布如图 7 所示。在每个测试截面均布 4 支插入

式探针，分别为 3 支温度探针 1、2、3 和 1 支总压探

针。探针 1 与水平方向夹角为 45毅。壁面上均布 4 支

静压探针。3 个截面上的测试仪表分布相同。

5 理论温度计算方法

为了对测试结果进行判断，需要在不同水气比下

计算气体理论温降。在射流段 0 截面到射流段出口，

假设射流水完全转化为水蒸气，则这个过程中水和空

气的能量交换方程为

W w

W a
hw2-hw1蓸 蔀+r+ hv3-hv2蓸 蔀蓸 蔀=驻hA （1）

式中：hw1 为液态水的初始焓；hw2 和 hv2 为饱和蒸汽和

图 4 带罩温度探针结构

图 5 探针角向装配结构

第 1 阶段

第 1 阶段

第 2 阶段

第 2 阶段

77.4

77.3

76.6

75.7

表 1 1截面数据 ℃

127.5

127.4

127.0

125.5

175.9

175.8

175.0

174.9

224.7

224.7

226.0

223.0

274.4

274.5

276.1

272.3

323.6

323.6

324.9

320.8

375.0

374.9

374.6

370.3

424.1

424.0

423.0

419.5

0 截面
射流预
冷装置 1 截面 2 截面 3 截面

700700700

图 3 小型射流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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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液态水的标准焓；r 为汽化潜热，其数值可根据

温度和压力数据在水和水蒸气表中确定；hv3 为完全

蒸发为水蒸气后水蒸气的焓；W w 和 W a 分别为水和来

流干空气的质量流量；驻hA 为计算得到干空气焓的变

化，由此可求出最终空气的温度。

改变W w

W a
值，即可得到不同的水气比下降温后空

气的温度。该计算方法的思想与文献[15]所述相同。

6 结果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在一定水气比下防水传感器可以

有效防水，但随着水气比增大，防水传感器的防水能

力降低。在进气总温为 343.3 ℃、进气总压为 124

kPa、空气流量为 4.88 kg/s、水气比为 5.5%的条件下，

防水传感器测试效果达到了临界状态，仅就此工况对

温度测试结果进行分析。

6.1 防水能力

在试验中的 3 个截面内，总压探针和壁面静压探

针的转接透明尼龙引气管内都流入了水滴，且在 3 截

面防水传感器有 1 个测点示数明显低于水的沸点，说

明在 3 截面射流装置喷出的水仍未完全蒸发，试验环

境可用于检验防水传感器的防水能力。本试验水气比

为 5.5％，3 截面距离射流预冷装置的距离约为 7～8

倍小型射流段内径。这与文献[15]中数值研究的结论

一致，即在水气比为 3％时的完全蒸发距离为试验器

内径的 10 倍，随水气比的增大，完全蒸发距离增加。

测温探针需要在射流预冷试验过程中避免测点

与水接触，以免带来不可修复的损失。在试验过程中

测点温度明显低于水的沸点，且在停止喷水后，测点

温度恢复至气流入口温度，以此作为测点遇水的判断

依据。试验结果表明：将温度探针反向测试后，各测点

均未遇水。而防水传感器在 1 截面有 8 个测点遇水，

2、3 截面也分别有 1 个测点遇水，说明在当前水气比

下该结构的防水能力已达上限。

1 截面防水传感器的防水能力较差，这可能是受

防水传感器结构设计和试验喷嘴雾化效果共同影响

所致。在小型射流段中，1 截面距离喷嘴较近，水滴的

直径相对较大，易堵塞在滞止室中，造成测点遇水，在

传感器设计和喷嘴选型上对此问题进行改善。而在整

机试验中，射流段直径增大，该问题会随着测量截面

到喷嘴的距离与直径等比例增大而改善。相对而言，

在 2、3 截面，液滴与气流混合充分，受喷嘴直接喷水

影响较小。在这 2 个截面，防水传感器各有 1 个测点

防水失效，这主要与防水传感器探头的结构设计有

关。可对探头上滤水罩直径 椎D、滞止室出口直径

椎D0 和滤水罩排水尺寸 h 等进行优化，提升防水传感

器的防水能力。

6.2 测温效果

分别应用防水传感器和带罩温度探针进行射流

预冷试验测试，剔除测点遇水的温度点，对所有测点

取算术平均值。测试结果和水完全蒸发理论计算结果

见表 2。

从表 2 中可见，防水传感器在 1 截面平均温度明

显低于在 2、3 截面的，这与理论上气体温度逐渐降低

相矛盾，测试结果并不能表明气流温度。试验结果表

明：防水传感器在 1 截面的 9 个测点中有 8 个遇水，

仅有 1 个测点在 100 ℃以上。但整个传感器都受到

了水极大的影响，所以该测点也很可能受到水传热误

差的影响，造成较大测试误差。

除 1 截面外，防水传感器获取的温度数据高于温

度探针的反向测试值，最大差值为 24.1 ℃。热电偶的

温度误差主要包括速度误差、辐射误差、导热误差和

静态误差 4 部分。在射流预冷试验环境中，上述误差

的综合影响只会造成测量的温度低于气体实际温度。

所以相较于温度探针，防水传感器测量温度更接近于

气体真实温度。说明防水传感器结构具有相对较好的

隔热作用。这是因为在壳体 1、2 之间形成了气流隔热

层，减小了水的传热误差。而温度探针则因为支杆上

附着的水膜产生显著的导热误差。防水传感器在 2、3

截面的测试值相差较小，说明水蒸发造成的气体降温

量已经接近稳定。该测试值略小于完全蒸发后的气流

理论温度，考虑到测试误差的存在，该测试结果在一

定程度上是合理的。

使用温度探针反向测试结果对截面总温进行估

算。在试验中气流马赫数 Ma=0.22，反向测试值与静

温差别不大。假设温度探针的反向测试值为静温，根

据总温计算公式[16]

测温仪器

温度探针

防水传感器

进气

总温

342.9

343.3

表 2 温度试验数据

1 截面

171.7

140.5

2 截面

169.0

193.1

3 截面

174.5

192.3

完全蒸发

气流理论

温度

194.9

194.0

℃

未遇水测点的平均温度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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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1+ k-1
2

Ma

2
（2）

式中：T* 为气流总温；T 为气流静温；k 为绝热指数，

是气体定压比热与定容比热的比值，对于空气，k=1.4。

计算求得 T*

T =1.01。估算的总温仍明显小于防水

传感器的测温值，可见温度探针存在较大的测温误

差。计算结果表明，不考虑雾化较差的 1 截面，防水传

感器未遇水的测点测温平均值比温度探针平均值估

算的总温值高，在 2 截面最多高达 11.8%。综上，虽然

目前在水气比为 5.5％及以上的试验环境下，防水传

感器的防水效果还不理想，但相较带罩温度探针反向

测试的截面平均总温估算值，防水传感器未遇水的测

点温度平均值更接近气体的真实温度。

7 结论

本文从工程实际出发，针对射流预冷试验的气液

两相流环境设计了 1 种防水温度传感器，为射流预冷

技术试验运行提供了必需的测试手段。

（1）现场校准试验结果表明：在 100～450 ℃，防

水传感器的测温值比带罩温度探针的低 1.0%～

1.1%。

（2）在射流预冷试验中，防水传感器在一定水气

比下可以有效防水，随着水气比的增大，部分测点无

法保证防水，可以通过对滤水罩直径和滤水罩排水尺

寸等方面做进一步优化。

（3）防水传感器具有的较好隔热结构，可以有效

减小传热误差。与带罩温度探针反向测试的截面平均

总温估算对比表明：在来流 343.3 ℃、水气比为 5.5%

工况下，在雾化充分的测量截面，剔除个别遇水测点，

防水传感器测温值明显比热电偶的高，差值最多高达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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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刷式密封技术凭借其优良的封严性能而在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和汽轮机中应用。简要回顾了典型刷式密封技术及其

发展历程，综述了刷式密封的泄漏特性、摩擦传热特性、力学行为、闭合和迟滞效应以及转子动力特性的研究进展，介绍了 MTU 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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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固耦合特性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刷式密封技术在航空发动机真实运行工况下运行寿命和性能可靠性方面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

为刷式密封技术在透平行业中的高效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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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ush seal was widely used in aeroengine袁gas turbine and steam turbine due to its excellent seal performance. The typical
brush seal techn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 course were briefly retrospect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leakage characteristics袁friction and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袁mechanical behavior袁 blow down and hysteresis effects and rotor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brush seal were
summarized. The brush seal technology made by MTU hoop and its test results in wet steam environment were introduced.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non -metallic wire brush seal technology were briefly introduce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fluid -thermal -solid cou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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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密封技术是保证透平机械高效稳定运行的关键

技术之一[1-2]。传统的迷宫密封由于固有间隙的存在，

封严性能有限，在控制泄漏时会产生气流激振力，易

诱发转子涡动失稳。刷式密封是 1 种具有优良封严性

能的接触式动密封技术，其泄漏量只有传统迷宫密封

的 1/5~1/10[3]。同时，刷式密封由于刷丝束良好的韧

性，对转子的瞬时偏心涡动具有很强的适应性。目前，

刷式密封技术作为迷宫密封的替代品已经被广泛应

用于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和汽轮机中[4-5]。

刷式密封主要由前夹板、刷丝束和后夹板 3 部分

组成。前夹板用来固定和保护刷丝束。后夹板用来支

撑刷丝束，避免刷丝束在较大压差的作用下产生大的

轴向变形，保持稳定的封严性能。刷丝束是由紧密排

列的刷丝一层层重叠构成的。刷丝束的一端与前后圆

环形夹板连接固定，另一端自由伸出，工作时与转轴

接触。刷丝束排列方向与转轴半径方向成 1 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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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方向顺着转轴的转动方向。这是为了更好的容纳转

轴的瞬间径向变形以及偏心运行。

刷丝束是决定刷式密封性能的关键[4]。最常用的

刷丝材料是钴基合金（Haynes 25），这种合金在高温

下具有很好的耐磨和耐腐蚀特性。刷式密封在工作

时，转子面一般需要光滑硬质涂层，这样可以降低刷

式密封对转子的磨损，避免产生裂纹。航空发动机中

常用陶瓷涂层，包含碳化铬和氧化铝。对于陆用燃气

轮机和汽轮机，转子直径大，对涂层没有统一要求。近

年来，出现了非金属纤维（Kevlar、Carbon）制造的刷

丝，用于一些特殊的场合[6]。例如，金属材料的刷式密

封不适用于轴承油封，因为刷丝磨损产生的金属颗粒

会对精密轴承造成损害，同时存在潜在的火花。而纤

维材料的刷式密封能克服这些缺点，替代迷宫密封，

几乎不产生泄漏。

设计刷式密封时需要选取合适的刷丝直径 d、刷
丝密度 N、刷丝束厚度 w、刷丝与转子径向干涉量驻r[4]。
对于金属刷丝常见的刷丝直径为0.05～0.20mm。对于

非金属刷丝常见的刷丝直径为 0.01～0.15 mm。选取

较大的刷丝直径有利于提高刷式密封的承压能力和

增强其耐磨性。刷丝束的密度决定刷式密封的封严性

能，沿圆周方向刷丝密度一般为 90～180 根 /mm。刷

丝束厚度的选取需要确保刷丝束具有足够高的轴向

刚度以承受轴向压差，一般为 0.6～2.0 mm。刷丝与转

子应具有微小的径向干涉量，确保刷丝束与转子完全

接触，一般在 0.2 mm 以下。过大的干涉量容易造成严

重的摩擦热效应，不利于转动部件的安全和密封寿

命。刷丝束角度为 30毅～60毅，常取 45毅。后夹板的刷丝

束围栏长度即刷丝束自由端离后夹板的距离是 1.1～

2.0 mm，刷式密封前夹板的刷丝束自由长度比后夹板

刷丝束围栏长度大。

目前，在世界各大透平公司的技术创新和发展

中，都将刷式密封技术的研究作为其重要内容之一。

20 世纪 90 年代，高温、高相对接触速度刷式密封的

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可以承受的转子线速度已经超

过 305 m/s，运行温度达 690 ℃。PW 公司将刷式密封

成功用于 F-119 发动机中，该发动机装备 F-15 和

F-16 战机[7]。波音 777 客机的 PW4084 发动机在多处

位置使用了刷式密封，发动机推力提高了近 2%，相

应耗油率降低了约 2%[7]。1996 年，用于波音 747、767

以及 MD11、A300 等客机上的 PW4000 系列发动机进

行了同样的改装。同时 GE 公司也在其用于 B777 客

机的 GE90 发动机低压涡轮中应用了 3 套刷式密封。

在燃气轮机方面，传统迷宫密封的间隙一般高达

2 mm。采用刷式密封，可显著降低泄漏损失，提高效

率，而费用比改造其它硬件要少得多。1992 年

Siemens Westinghouse 将刷式密封作为 1 项先进技

术，应用于 160 MW 的 501F 燃气轮机中，并在 501D

的改造和 501G 生产中也采用了刷式密封[5]。在汽轮

机方面，已经在汽轮机轴封和动叶顶部采用了刷式密

封，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5]。

刷式密封是 1 种看似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的

密封装置。气流是从刷丝束内部随机分布的孔隙泄漏

的，具有复杂的泄漏流动形态。为了确保刷式密封的

优良封严性能，刷丝束以一定的倾斜角与转子相接

触。刷丝在运行时，在泄漏气流、转子、前夹板以及后

夹板的共同作用下会产生变形和磨损，同时，刷式密

封会产生闭合效应（Blow Down Effect）、摩擦热效应

（Frictional Heat Effect）、刚化效应（Stiffness Effect）及

迟滞效应（Hysteresis Effect）等。刷式密封的这些效应

都会对其封严性能和使用寿命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

会限制刷式密封的应用范围。

本文综述了刷式密封技术的泄漏特性、摩擦热效

应、闭合和迟滞效应以及转子动力特性方面的研究进

展。

1 泄漏特性

刷式密封作为接触式密封可以消除密封件和转

子面的动、静间隙，具有很好的封严性能。但由于刷式

密封的刷丝束是由排列紧密的纤细刷丝层叠构成，刷

丝间随机分布着许多微小的孔隙，气流仍然会在压差

的作用下通过这些微小间隙而泄漏。泄漏气流渗透进

入刷丝束，形成多股射流进入封闭孔隙形成多个漩

涡。同向流、横向流、射流、漩涡流在刷丝束内周而复

始的相互作用，形成混沌无序的流场，破坏了泄漏流

的连续性和均匀性，从而产生很好的封严效果[8]。

在试验研究方面，研究人员已经通过试验证明了

刷式密封作为接触式动密封的封严性能远优于传统

迷宫密封的。Chupp 和 Dowler[9]试验对比了刷式密封

和迷宫密封在亚声速条件下的泄漏特性，研究结果表

明刷式密封的封严性能明显优于迷宫密封的。刷式密

封的泄漏量只有迷宫密封的 1/7～1/4。在升压和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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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发现了刷式密封的迟滞特性，即在相同压比

下，升压过程的泄漏量不同于降压过程的。多级刷式

密封不仅能够保证刷式密封承受更高的压差，而且能

够提高封严性能和减小对转速变化的敏感性。

Bayley 和 Long[10]在非旋转试验台上测量了干涉

量为 0.25 mm 的单级刷式密封泄漏特性及刷丝束轴

向和径向压力分布，并发展了可压缩层流等熵流动的

多孔介质模型预测刷式密封的泄漏特性。数值结果与

试验数据吻合，验证了所发展的模型可以预测刷式密

封的泄漏量。Turner 等[11]试验测量了径向间隙分别为

0.27 mm 和 0.75 mm，最大压比为 4 的单级刷式密封

的泄漏量、后夹板径向压力分布和转轴的轴向压力分

布。结果表明，刷丝束在气流力作用下向转轴延伸，产

生闭合效应，减小了设计时的径向间隙，提高了封严

性能。孙晓萍等[12]开展的刷式密封静态和发动机运行

工况下的试验结果表明，设计时刷丝束与转轴间应采

用小的间隙或小的过盈配合。

在数值研究方面，研究人员发展了许多近似的数

值模型来模拟刷式密封内部的泄漏流动。主要分为整

体流动泄漏模型、理想泄漏模型和多孔介质模型3种。

整体流动泄漏模型主要基于刷式密封几何结构

参数和运行参数发展的预测刷式密封泄漏量的半经

验公式。采用此模型预测的刷式密封泄漏量具有一定

的可靠性，有助于刷式密封初始设计。

理想泄漏模型是将刷丝束简化为顺列或者交错

排列的圆柱体，用气流通过理想化的刷丝束来模拟刷

式密封内部的泄漏流动[13]。该模型主要分析泄漏气流

在刷丝束内部孔隙中的泄漏流动形态。但将刷丝束简

化为多排交错排列的圆柱体是 1 种理想化的模型。而

刷丝束在实际运行中会受到转子、前后夹板以及流体

的共同作用。刷丝在相互间摩擦力和流体力的作用下

相互挤压而变形，最后形成复杂不规则的结构。刷丝

束内部的孔隙是随机分布的，因此，刷丝束内部的泄

漏流动并不是排列有序的圆柱体绕流。刷式密封的流

场可视化试验[14]验证了刷丝束内部流动的复杂性和

非均匀性。

多孔介质模型根据刷式密封的刷丝束内部孔隙

随机分布的特性，将刷丝束处理为各向异性的多孔介

质，具体是在动量方程中增加阻力源项表示刷丝束对

流体的阻力。Bayley 和 Long[10]首次引入线性 Darcian

多孔介质模型，数值预测了试验研究的刷式密封泄

漏量。线性 Darcian 多孔介质模型仅仅考虑了刷丝

束对流体的黏性阻力。而 Chew 和 Hogg [15] 则引入

Non-Darcian 多孔介质模型预测刷式密封的泄漏量，

采用的 Non-Darcian 多孔介质模型考虑了刷丝束对流

体的惯性阻力和黏性阻力。

Dogu[16]和 Dogu 等[17]提出基于整体多孔介质的刷

式密封泄漏量预测模型，计算了零间隙和有间隙的刷

式密封泄漏量。将刷丝束处理成多孔介质，根据试验

数据确定多孔介质的渗透率系数，进而开展刷式密封

泄漏流动和封严性能数值预测。研究结果表明，将刷

丝束处理成多孔介质可以更好地掌握刷式密封内泄

漏流动特征和刷丝束的力学行为，根据间隙和压差具

体数值，通过刷式密封径向间隙的泄漏量占总泄漏量

的 65%～94%。李军等[18-19]采用基于 Non-Darcian 多

孔介质模型的刷式密封泄漏流动模型，结合刷式密封

径向间隙、刷丝束厚度几何结构参数、压比及转速等

运行参数对刷式密封泄漏量的影响规律进行详细的

数值研究。

根据目前研究结果，多孔介质模型的方法是最为

有效并且应用最为广泛的刷式密封泄漏量数值预测

方法。

刷丝束在泄漏气流力和压差的作用下会发生力

学变形，影响刷式密封封严性能。经典多孔介质方法

没有考虑刷丝束变形影响其孔隙率，其预测精度有待

提高。Chen 等[20]发展了耦合 CFD 和刷丝束力学模型，

预测了刷式密封泄漏量、刷丝束位移、应力及与转轴

的接触负荷。刷丝束受力考虑了刷丝束间和刷丝束与

后夹板间隙的摩擦效应。刷式密封泄漏特性将刷丝束

看成是基于 Non-Darcian 多孔介质模型进行处理。研

究表明，刷式密封泄漏特性的预测需要考虑实际运行

的刷丝束力学变形特性效应。Lelli 等[21]发展了基于

CFD 和线性弯曲梁理论的流固耦合刷式密封泄漏和

扭矩特性数值计算方法。数值计算获得的刷式密封扭

矩与试验数据吻合，但是泄漏量低于试验测量数据。

泄漏量的预测依赖模型中刷丝束参数和刷丝束间的

间隙数值。Li 等[22-23]发展了采用 CFD 和 FEA 方法的

流固耦合模型数值预测迷宫刷式密封的泄漏特性。数

值计算迷宫刷式密封的泄漏量考虑了转轴的伸长和

刷丝束的闭合效应。试验测量数据验证了所发展方法

的有效性。刷式密封泄漏特性的数值预测模型需要考

虑刷丝束变形的力学行为、转轴由于径向位移和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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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热应力作用的伸长效应而改变刷丝束多孔介质

属性和间隙的变化影响。

2 刷式密封摩擦传热

刷式密封作为接触式动密封，刷丝束通常在安装

时与转子具有一定的干涉量，在工作时，刷丝与转子

高速摩擦，产生大量的热，会使刷丝自由端的温度升

高，影响刷丝的机械性能，加快刷丝的磨损。摩擦热效

应是关系到刷式密封封严性能、使用寿命以及应用范

围的关键因素。刷式密封的摩擦热效应是 1 个非常复

杂的流 - 热 - 固耦合问题，涉及固体的摩擦、变形、

导热，流体的泄漏流动与传热，固体与流体间耦合传

热等问题。

Hendricks 等[24]首先对刷式密封摩擦热效应进行

研究，提出了摩擦热流流量可由接触力、相对接触速

度和摩擦系数计算得出。Chew 和 Guardino[25]数值模拟

了刷丝顶部区域的流动与传热过程。计算模型包括刷

丝束与转子的摩擦产热以及导热。Dogu 和 Aksit[26]分

别采用针肋模型的理论分析方法和计算流体动力学

方法预测了刷式密封的温度分布。其中刷式密封的传

热 CFD 模型采用多孔介质方法，刷丝与转子相接触

的区域给定摩擦热流量，摩擦热流量根据刷式密封典

型工况估算出。Qiu 和 Li 等[27-28]发展了耦合 CFD 和

FEM 方法的刷式密封传热性能研究方法，开发了刷

式密封摩擦热和热传递途径模型。指出刷式密封的摩

擦热和泄漏量随着压比的增大而增加，而泄漏流体具

有冷却摩擦热的作用。刷丝束最高温度随着压比的增

大先升高再降低。在一定转速下，刷式密封最高温度

存在 1 个压力临界点。Huang 等[29]数值模拟和试验测

量了单级刷式密封的刷丝束顶端力和温度场。刷丝束

最高温度出现在与转轴接触的刷丝束顶端。数值预测

与试验的误差主要由摩擦系数和刷丝束几何结构参

数等数值预测模型不够完善导致。

邱波等[30]提出了适用于刷式密封流动传热与接

触变形的多物理场耦合数学模型，如图 1 所示。推导

了描述刷式密封在局部热平衡和局部非热平衡条件

下传热过程的能量方程，发展了以刷丝所受气动力、

刷丝与转子间的摩擦热量和刷丝变形量的作为求解

变量的刷式密封的流热固耦合模型，建立了刷式密封

流动传热的数值计算方法，如图 2 所示。研究结果表

明，刷丝最高温度随压比增大的变化趋势主要取决于

刷式密封的结构参数；刷丝最高温度和围栏高度以下

区域的刷丝平均温度均随转速升高而显著升高。

目前，刷式密封摩擦热效应的试验测量技术需要

强化，为刷式密封摩擦热效应数学模型的完善提供可

靠的试验数据。

3 刷式密封闭合和迟滞效应与转子动力特性

刷式密封的应用受到刷丝束磨损的影响。刷丝束

与转轴的接触压力直接影响刷丝束磨损，该接触压力

受到气流力、刷丝束间和与后夹板间的摩擦力以及转

轴受到离心力和热应力与偏心导致的作用力的共同

作用。刷式密封内部主要存在刷丝与转子表面、末排

刷丝与后夹板及刷丝之间的 3 种接触。刷式密封运行

时在气动力和摩擦力的共同作用下会发生刚化效应、

迟滞效应、闭合效应、压力硬化及刷丝悬挂等复杂的

图 2 刷式密封基本传热规律[30]

淤摩擦热通过导热进入转子内部；于摩擦热通过导热进入刷丝

束；盂气流与转子表面对流换热；榆刷丝之间相互导热；虞气

流与刷丝进行对流换热；愚刷丝与前后夹板直接导热；舆刷丝

与前后夹板间接换热；余气流与前后夹板进行对流换热

图 1 刷式密封传热模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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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行为，都会对刷式密封的封严性能和使用寿命产

生重要影响。本章介绍刷式密封由于力学行为导致的

闭合和迟滞效应。

刷式密封的典型结构和受力分析[31]如图 3 所示。

从图中可见，刷丝以倾斜角 椎 与半径为 R 的转子以

干涉量 驻r 过盈装配。干涉量是指刷丝束自由端的内

径与转子半径的差值。刷丝与转子间的接触力 F可

以分解为沿转子径向的法向接触力 Fn 和沿转子周向

的摩擦力 Ff。气流是从后夹板与转子表面之间的围栏

高度 H 区域泄漏的。气流在围栏高度以下区域具有

强烈的轴向流动，对刷丝形成1 个从刷丝束上游指向

下游的轴向力。

从图中还可见，在 a-a 的刷丝束进口截面上，径

向向心流动的闭合效应增大了具有干涉量的刷丝束

与转轴的接触力。在刷丝束中间位置如 b-b 截面，刷

丝束受到泄漏气流力的作用而结合得更加紧密。在刷

丝束出口截面 c-c 处，刷丝束受到后夹板的支撑和约

束，有抵抗刷丝束变形的作用。泄漏气流迅速通过转

轴与刷丝束干涉量的空间 G*。在刷丝束顶端位置 d-d

截面，刷丝束受到由于干涉量、转轴偏心、机械热应力

和转轴偏心力的作用，同时刷丝束受到进气气流预旋

的作用。

Wood 和 Jones[32]发展了利用刷式密封作用与转

轴上的扭矩对刷丝束的接触压力进行间接测量的方

法。测量结果验证了刷式密封的接触压力受到刷丝束

变形和压差的作用。Stango 等[33]建立了刷丝束干涉量

造成的转轴与刷丝束间接触力的线性悬臂梁力学模

型，考虑了刷丝束与转轴间的 Coulombic 摩擦效应。

研究表明，在刷丝束结构、摩擦和抗挠刚度共同作用

下产生了接触力。轻微和中等摩擦力可以减轻刷丝束

与转轴的接触力。

刷式密封的闭合效应[34]是由径向压力梯度导致

的。流体最初沿轴向流动，由于后夹板下方流动面积

的减小，流体开始转向转子面。靠近刷丝顶部的流体

进入刷丝顶部下端的间隙，导致在该区域产生漩涡，

在刷丝顶部附近产生径向顺压力梯度，从而产生了闭

合力。闭合效应减小了具有间隙的刷式密封实际运行

时的间隙，准确预测刷式密封泄漏特性必须考虑刷丝

束的闭合效应。

Crudgington 等[34]采用试验测量和有限元方法分

析了具有间隙的刷式密封闭合效应，给出了根据试验

数据计算闭合效应强度的半经验方法。Franceschini

等[35]通过试验和数值方法研究了刷式密封闭合效应

的气动原因。张元桥等[35]提出了考虑闭合效应的刷式

密封运行时的间隙修正公式，结合试验测量的有无间

隙的刷式密封在不同压比和转速下的泄漏量的数值

计算结果表明：由于闭合效应，刷式密封有效间隙会

随着压差增大而减小；考虑闭合效应对刷式密封有效

间隙的影响，可以更加精确地预测刷式密封泄漏量。

刷式密封在转轴偏心或升负荷时，在泄漏流体压

力作用下，刷丝束与后夹板间的摩擦力使刷丝束不能

及时跟随，出现刷丝束刚化效应。在刷丝束被转轴径

向推移后，当转轴脱离偏移或者降负荷时，由于刷丝

束与后夹板间的摩擦力作用，刷丝束不能立即复原，

刷丝束出现迟滞特性[37]，会加大刷式密封的泄漏量，

降低密封性能。

Chupp 和 Dowler[7]在进行刷式密封泄漏试验时注

意到刷式密封的迟滞效应，刷式密封的泄漏量与进、

出口压比的加载过程有关，即当增大或减小到给定压

比时，刷式密封的泄漏量不同。Basu 等[38]通过刷式密

封试验发现轴向压差增强了刷丝束与后夹板间的摩

擦，在转子径向偏移时刷丝束会发生刚化效应，当转

子从偏心位置恢复时刷丝束会发生迟滞效应。

为了减小刷式密封的刚化和迟滞效应并延长刷

式密封的使用寿命，研究人员设计了压力平衡型低迟

滞刷式密封结构[38]。Basu 等[38]试验测量了 2 种传统刷

式密封和 2 种低迟滞刷式密封结构的刚度和泄漏迟

滞特性，其中泄漏迟滞特性在刷丝束与转轴同心、偏

心和转轴径向偏移 3 种动态试验中完成。试验结果表

明低迟滞刷式密封在封严性能和迟滞效应方面均明

显优于传统刷式密封结构。Tseng 等[39]发展了低迟滞

图 3 刷式密封结构和受力分析模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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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式密封结构（如图 4 所示），并进行了 5 种几何参数

的低迟滞刷式密封的模型性能试验，在此基础上，确

定了最优结构并在 GE90 发动机上完成了试验验证。

试验结果表明：低迟滞刷式密封在封严性能上优于 2

级刷式密封。

Zheng 等[40]试验测量了 GE 公司的专利设计变直

径刷丝束的刷式密封的封严性能、刚度和磨损特性。

GE 公司的变直径刷丝束的刷式密封结构设计是采

用不同直径刷丝束组成的多层刷丝束结构，即直径

大的刷丝束安装于前、后夹板位置，确保刷丝束的刚

度，而直径小的刷丝束安装在刷丝束中间区域。结果

表明，GE 公司的变直径刷丝束的刷式密封结构的封

严性能比传统刷式密封结构的更好，刷丝束的刚度

可以承受更高的压差和流体扰动，但是在迟滞特性

方面没有改善。

Pekris 等[41]对比分析了传统和压力平衡型刷式密

封（图 4）的封严性能、力学和热特性。研究表明：传统

刷式密封设计由于综合封严和寿命而具有迟滞效应。

主动压力平衡型刷式密封能够减轻刷丝束与后夹板

间的摩擦，但是增加了闭合效应进而引起密封寿命的

缩短问题。这需要综合优化封严和扭矩性能。具有主

动压力平衡腔的刷式密封结构相比于传统结构具有

更好的传热性能。

张艾萍等[42]、杜春华等[43]和周坤等[44]开展了低滞后

刷式密封设计和性能试验。周坤等[44]在 30000 r/min 试

验中进行了低滞后刷式密封的持久试验。50 h 的试验

结果表明，低滞后刷式密封具有持久性能，刷丝束与

转轴具有较好的跟随性，有效缓解了刷丝束的滞后效

应。Duran 等[45]采用试验测量和有限元计算的方法研

究了刷式密封的刷丝束顶端力和应力水平。旋转试验

影响刷丝束的振动并减弱刷丝束摩擦，进而导致在升

负荷的过程中具有较低的刷丝束顶端力。动态刚度试

验也表明刷式密封具有较低的刷丝束顶端力和迟滞

效应。

刷式密封的力学行为和转子动力特性的研究是

1 个流热固耦合的研究课题，对于确保刷式密封在高

温高转速运行环境下可靠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Conner 和 Childs[46]试验测量了 4 级刷式密封的直

接刚度、交叉刚度和直接阻尼系数。试验结果表明：随

着转速的增加直接阻尼系数略微增大。相比于迷宫密

封，交叉刚度系数随着进口切向速度增加而保持不

变。Gaszner 等[47]试验测量和数值模拟对比了不同刷

式迷宫密封的泄漏特性和转子动力特性系数。结果表

明：刷式迷宫密封的转子动力特性取决于密封几何结

构和刷丝束参数。相比于迷宫密封，刷式迷宫密封具

有更低的泄漏量和更高的阻尼。Gaszner 等[48]试验测

量和数值对比了不同刷式迷宫密封的泄漏特性和转

子动力特性系数。刷式迷宫密封的转子动力特性取

决于密封几何结构和刷丝束参数。相比于迷宫密封，

刷式迷宫密封具有更低的泄漏量和更高的阻尼。孙

丹等[49] 基于流固耦合模型研究了刷丝束变形特性和

力学行为。

为了提高刷式密封的性能，科研人员发明了靴式

刷式密封和混合刷式密封结构。San Andres 等[50]试验

研究不同转速时基于靴式刷式密封发展的混合刷式

密封（如图 5 所示）功损失和泄漏量。试验结果表明，

相比于靴式刷式密封结构，混合刷式密封的泄漏量降

低了约 36%。混合刷式密封结构有助于提高发动机

的稳定性和降低振动。San Andres 等[51]试验和数值研

究了混合刷式密封的转

子动力系数。混合刷式密

封相比于迷宫密封具有

更加优良的封严性能和

动力特性，并能提高传统

刷式密封抗磨损性能。

4 MTU公司的箍制刷式密封

德国 MTU（Motoren-und Turbinen-Union Friedr-

ichshafen GmbH）公司发展了有别于焊接加工的箍制

刷式密封技术，如图 6 所示。MTU 箍制刷式密封技术

的应用领域和目的见表 1。

针对 MTU 公司箍制刷式密封技术，科研人员开

展了针对汽轮机通流中湿蒸汽环境下的泄漏特性、摩

图 4 低迟滞刷式密封结构[39，41]

（a）低迟滞刷式密封 3 维结构 （b）压力平衡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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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混合刷式密封结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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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热效应、刚化与闭合效应的试验研究。旨在拓展刷

式密封技术在汽轮机通流中的应用和提高汽轮机热

功转换效率。Schwarz 等[52]针对西门子汽轮机应用

MTU 公司刷式密封技术，试验研究了 MTU 公司刷式

密封结构参数对其封严

性能的影响。试验测量如

图 7 所示。测量了 MTU

公司刷式密封的闭合效

应、轴向厚度变化特性和

刷丝束刚度性能，为刷式

密封技术在蒸汽环境中

的应用提供了基础数据。

Schwarz 等[53]试验研究了 3 种轴向倾斜角 兹=0.1毅、
3.1毅、6.0毅的MTU公司刷式密封结构的闭合和刚化效应。

刷丝束受力后的分布和试验图片分别如图8、9所示。

箍制刷式密封轴向倾斜角对其性能影响的对比

如图 10 所示。研究表明：低轴向倾斜角可以增加适应

转子偏心的能力。在以空气为工质，压差达到 0.4

MPa 时，低轴向倾斜角刷式密封具有强闭合效应和低

刚化效应。高轴向倾斜角刷式密封适用于低压差环

境。考虑压差和密封性能，中等轴向倾斜角的刷式密

封结构具有综合优良的封严性能。

Schwarz 等[54]试验研究了低轴向倾斜角的压力平

衡后夹板刷式密封的刷丝束波动特性。结果表明，轴

向倾斜角为 2毅～3毅的刷式密封具有良好的封严性能

和刷丝束具有优良刚度特性。Raben 等[55-56]在蒸汽环

境下开展了刷式密封磨损和摩擦热效应试验研究，对

比分析了串列布置的刷式密封和 2 级刷式密封的封

图 10 箍制刷式密封刷丝束轴向倾斜角影响[53]

图 6 MTU公司箍制与典型焊接刷式密封结构[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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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箍制刷式密封闭合、轴向厚度和刚度试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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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箍制刷式密封刷丝束受力后的分布[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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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性能和磨损特性（如图 11 所示）。试验结果表明：静

态试验验证了 2 种布置方式的刷式密封均具有优良

的封严性能，没有发现明显磨损。动态变负荷的试验

表明串列刷式密封具有良好的径向适应性。

5 非金属刷丝密封技术

非金属刷丝束的刷式密封技术应用在航空发动

机的轴承箱封严设计中，可以有效提高封严性能，减

少封严气体量并防止产生传统接触式碳密封的结焦

和高温[6]。Bhate 等[6]提出将非金属的芳纶纤维刷丝密

封应用于发动机轴承箱油密封的结构设计中。Bhate

等[6]试验测试了芳纶纤维刷丝束的磨损率、封严性能

和应力。研究表明，在油气封严中，芳纶刷式密封的封

严性能优于金属刷式密封和迷宫密封的。非金属芳纶

刷丝束的摩擦系数优于金属刷丝束的。但是由于密封

与转轴间存在油，希望进一步降低摩擦系数，减小壁

面产生摩擦热引起温度升高而导致油结焦的风险。

芳纶和 Haynes 25 刷丝束结构参数主要区别是：

Haynes 25 刷丝束直径为 0.07 mm，周向布置刷丝

100～200 根 /mm，刷丝束倾斜角为 45毅；芳纶刷丝束

直径为 0.012 mm，周向纤维刷丝布置最多可达 7000

根 /mm，刷丝束倾斜角为 15毅。相比于 Haynes 25 金属

丝刷式密封，芳纶刷式密封在温度高于 250 ℃时性

能恶化而导致应用非常困难。

Ruggiero 等 [57] 研究了芳纶刷式密封的热生成特

性。芳纶刷丝束与转轴间的摩擦热由转子的转速、刷

丝束与转轴的接触水平和刷丝束与转轴间的摩擦动

力系数决定。Ruggiero 等[58]采用试验测量和数值模拟

方法研究了碳纤维刷丝密封的摩擦热效应。采用红外

热像仪测量了具有间隙、线线接触和 0.1、0.2、0.3 mm

干涉量下刷式密封的温度分布。结果表明，碳纤维的

摩擦热相比于芳纶纤维的最大可以减少 66%。主要

原因是碳纤维具有比芳纶更小的摩擦系数，同时，试

验中碳纤维具有更小的弯曲阻力。Ruggiero 等[59]试验

测量了芳纶纤维刷丝密封的刚度，采用净能量方法测

试了迟滞效应；采用红外热像仪测量了具有间隙、线

线接触和具有干涉量 3 种情况下芳纶刷式密封的摩

擦热。Ruggiero 等[59]发展的芳纶刷式密封直接刚度测

量和摩擦热生成测量技术获得的试验数据和方法为

芳纶刷式密封设计和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和设计依

据。Ruggiero 等[60]试验对比了有无前夹板的芳纶刷式

密封的封严性能。研究表明，没有前夹板的芳纶刷丝

束由于闭合效应明显而使得刷式密封的封严性能优

于具有前夹板结构的。同时 Ruggiero 等提出了 2 种在

前夹板开设槽的结构来增强闭合效应而提高刷式密

封的封严性能的设计方法。

Flouros 等[61，62]针对发动机轴承箱的密封结构，采

用高温测针技术试验测量了金属和芳纶刷式密封的

瞬态温度场，如图 12 所示。同时发展基于 CFD 和

FEA 方法的刷式密封流场和温度场预测模型和数值

计算方法。研究结果表明：金属刷丝密封相比于芳纶

刷式密封对转速具有更高的敏感度，摩擦导致温升更

高。金属丝和芳纶刷式密封对转动部件都没有观察到

损伤。相比于迷宫密封均能够明显减少封严气体量。

Outirba 等[63]在静态和低速条件下试验测量了 10

种结构的碳纤维刷式密封的封严性能和扭矩摩擦损

失。试验航空发动机轴承箱封严位置和试验结构如图

13 所示。研究了转轴的偏心对刷式密封性能的影响。

（a）串联 （b）顺列

图 11 箍制刷式密封布置[55]

flow flow

DS 2 DS 1 MS 1 MS 2

图 12 芳纶纤维和 Haynes 25 刷式密封温度曲线[61]

（a）芳纶纤维刷式密封 （b）Haynes 25 刷式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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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轴承箱封严位置和碳纤维刷丝密封试验结构[63]

轴承 喷油
排气

密封

转轴

加压气体

气 + 油净化

气 + 油净化

P，T P，TP
喷油

Creased for life bearings

气 + 油净化
T

3 X T every 120'
硒化锌视察

气体腔室

刷式密封

可更换的转子
轮盘
前夹板

气体 安全阀

联轴器
扭矩仪唇式密封

转轴

油腔

后夹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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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刷式密封技术作为先进的接触式动密封技术，可

显著减少泄漏量，提高透平的热功转换效率和运行稳

定性，是现代高性能透平领域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

科研人员在刷式密封的泄漏流动、摩擦热效应和转子

动力特性方面开展了试验测量、数值模拟和理论分析

的研究工作，阐明了刷式密封的封严机理、摩擦热效

应的传热途径和作用机制以及转子动力特性的力学

行为和影响规律。

（1）设计搭建了常温常压环境下金属丝和非金属

丝刷式密封泄漏特性试验研究平台。提出了流热固耦

合的刷式密封摩擦热效应和传热特性数学模型和计

算方法，实现了刷式密封泄漏和摩擦传热特性及其影

响因素的数值预测。

（2）开发了刷丝束顶端力模型并给出泄漏量曲

线，分析刷式密封闭合和迟滞效应试验测量方法，揭

示了刷式密封闭合和迟滞效应的刷丝束力学作用机

理和影响机制，建立了提高刷式密封技术综合性能的

新结构和工艺技术的设计方法。

（3）开展了非金属芳纶纤维、碳纤维等非金属刷

式密封摩擦传热和封严性能的试验测量和数值研究，

实现了非金属刷式密封在航空发动机轴承箱油气封

严中的设计和应用。

7 展望

刷式密封技术作为先进的动密封技术已成为密

封领域的研究热点。刷式密封内部的泄漏流动与传

热、接触与摩擦、刷丝变形闭合和迟滞效应以及转子

动力特性等都是非常复杂的流固耦合问题，特别是在

真实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的高温、高压和高转速的

运行环境下。为了进一步提高刷式密封技术在航空发

动机和燃气轮机中应用的综合性能、运行寿命和可靠

性，除了改善刷丝束的材料和加工制造工艺以外，还

需要在以下 3 个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的科研工作。

（1）开展高温、高转速运行环境下刷式密封摩擦

热效应和传热特性的试验研究。先进航空发动机和燃

气轮机封严技术应用环境的日益苛刻对刷式密封摩

擦热效应、温度分布及热应力研究愈发迫切。设计搭

建模拟真实运行环境中的刷式密封泄漏特性、摩擦传

热性能的高精度试验研究平台，掌握刷式密封在实际

运行工况下的刷丝束温度、热应力特性和影响机制，

是推动刷式密封技术在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中应

用和性能保证必须深化和加强的研究内容。

（2）开展高温、高转速运行环境下刷式密封接触

力和转子动力特性的试验测量技术研究。刷式密封作

为 1 种高效的接触式密封，对转子的偏心涡动具有很

强的适应性。目前关于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真实运

行环境下刷式密封由于接触力引起的迟滞、闭合效应

以及转子动力特性的研究还非常少。因此，设计搭建

高温、高转速刷式密封力学性能试验研究平台，开展

实际运行环境下刷式密封的力学特性及其影响因素

的研究，提出刷式密封流热固耦合模型的力学特性分

析数学模型和数值方法，探究刷式密封力学特性和磨

损机制，拓宽刷式密封应用范围和提高其综合性能具

有现实的工程应用价值。

（3）开展刷式密封设计方法和体系的建立。基于

高温、高转速运行环境下刷式密封泄漏、摩擦传热和

力学性能的试验测量和数值模拟结果，掌握刷式密封

实际运行环境下流热固耦合性能的作用机制和影响

规律，提出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用刷式密封设计方

法，发展新型低迟滞刷式密封、可径向移动的刷式密

封、非金属刷丝的刷式密封等结构和工艺技术，建立

具有低泄漏、高耐磨、高阻尼刷式密封结构设计准则

和体系，实现刷式密封技术的自主研发设计，提高航

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的热功转换效率和运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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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 21 世纪，美国 GE 公司在民用航空发动机市场的表现尤为突出，研究其民用航空发动机发展战略，可为中国民用发

动机产品研制提供借鉴。介绍了 GE 公司为提高其新产品性能所做的技术预先研究计划和技术储备；采用产品路线图方法总结了

GE 公司民用航空发动机产品布局和发展路线。研究结果表明：GE 公司重视民用发动机核心机和衍生型号发展，为满足市场需求不

断优化产品布局，为降低发动机研制风险和成本采用先进的管理模式，在不同产品中采取联合研制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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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Civil Aeroengine of GE Company
SUO De-jun袁ZOU Ying-chu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袁the performance of American GE company in the civil aeroengine market was particularly outstanding.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its civil aeroengine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engine products in
China. The technical pre-research plan and technical reserve of GE company for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its new products were
introduced. The product layout and development route of GE company civil aeroengine were summarized by using the product road map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GE compan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engines and derivative models for civil
engines. The product layout is optimized unceasingly for meeting the market demand. The advanced management models are adopted for
reducing risk and cost of engine development. The strategies of joint development are adopted in different products.

Key words: civil aeroengine曰high duct ration曰development strategy曰pre-research曰 core engine曰win-win cooperate

0 引言

现代航空运输的发展与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

发展和应用密不可分。20 世纪 70 年代的民用航空发

动机市场由 PW 公司的 JT9D 发动机所占据；随着

CF6、RB211 和 CFM56 发动机的投入使用，到 80 年

代，逐渐形成美国 PW、GE 和英国 RR 公司三足鼎立

的格局；90 年代以来，GE 公司研制的 GE90、GP7000

和 GEnx 等宽体客机发动机的成功应用进一步提升

了其民用发动机的市场地位；进入 21 世纪，GE 公司

以其优越的产品性能和合理的产品布局在民用航空

发动机市场表现得更加突出，颇有独占鳌头之势。

本文总结了 GE 公司民用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历

程和经验，以期为中国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和发展提供

借鉴。

1 注重技术预先研究，产品性能不断提高

大涵道比民用涡扇发动机追求更低的油耗、噪

声、污染和成本等目标。为了保持技术领先，GE 公司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参与和实施民用发动机相关

的预先研究计划，开展新技术的开发与验证，提高

技术成熟度，随着新技术的成功应用，形成了降低

风险、避免后续颠覆性设计更改，以及节约成本的

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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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E公司为降低NOx 排放所进行的燃烧室技术研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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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GE公司利用预研计划技术成果开发的民用发动机产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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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M International is 50/50 joint venture with Snecma（SAFRA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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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ATE

预先研究

1.1 不断开发和验证创新技术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GE 公司参与了 QCSEE、

E3、UEET、IHPTET 和 VAATE 等政府级预研计划，并

组织开展了如 TECH56 和 LEAP 等民用涡扇发动机

专项研究计划（见表 1），将计划中开发和验证的先进

气动、结构、材料以及燃烧技术等不断应用于大涵道

比民用涡扇发动机研制中，持续降低发动机耗油率，

如图 1 所示；通过对燃烧系统的研究，采用新材料、新

方案不断提高燃烧效率，形成其特有的 TAPS 燃烧室

技术，污染物排放量远低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nter-

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规定的水

平，如图 2 所示；采用故障监测、任务优化、服役优化

等措施，提高发动机的可靠性，延长发动机在役时间，

提升航空公司运营效率。这些先进技术的应用，保证

了发动机的总体性能和经济可承受性不断提高，形成

一系列先进产品，如图 3 所示，使得 GE 公司不断提

高民用发动机市场占有率[1-2]。

计划 QCSEE[3] E3 TECH56[4] UEET[5] LAEP[6]

时间 1974～1978 1979～1984 1998～2003 1999～2009 2005～

目的

为 20 世纪 80

年代后应用的安

静清洁的短程飞

机推进系统开发

先进技术

增大涵道比，提高

部件效率和改善飞发

匹配，为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

投入使用的涡扇发动

机提供技术基础

开发和验证未来民用涡扇发

动机的先进部件技术，为最终

研制单级高压涡轮、中等压比

的涡扇发动机提供技术储备

开发和验证创

新、绿色、经济的

发动机技术

为 CFM56 系列

发动机未来超过

30 年的发展开发

和验证先进技术

基准发动机 / 技术 JT9D-7A CFM56（1999 年） GE90 CFM56（2005 年）

计划指标

耗油率降低 /％ ≥12 4～7 10 16

NOX 排放降低 /％
满足 EPA 要求

（1979 年）

满足 EPA 要求

（1981 年）

40～60

（CAEP2 标准）

70

(CAEP2 标准)

50～60

（CAEP6 标准）

噪声降低 /dB
95（起降状态）

100（反推状态）

满足 FAR-36 要求

（1978 年）

20

（FAR36 第 3 阶段标准）
10

10～15

（FAR36

第 4 阶段标准）

成本降低 /％
5

（使用成本）

15～25

（购置成本）

15～20

（维护成本）

50

（使用成本）

25

（维护成本）

表 1 GE公司开展的与民用发动机相关的预研计划

注：美国环境保护局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ICAO 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 （Committee on Avi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EP）

图 1 GE公司为降低耗油率进行的技术研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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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不断开发和验证核心机

GE 公司关注核心机的技术开发和验证，使其性

能稳步提升，提高技术成熟度，增加技术储备，降低风

险，缩短研制周期，为型号成功研制提供坚实的核心

保障。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GE 公司所进行的与大涵

道比民用涡扇发动机相关的核心机试验和所开发的

新型发动机如图 4 所示。实际上，据不完全统计，自

1963 年美国提出 ATEGG 计划验证航空发动机核心

机技术以来，GE 公司从 GE1 开始发展了 GE37 以及

XTE76、XTE77 等 40 多种核心机（发动机）验证机[7]，

而真正应用的民用发动机只有 CF6（TF39 发动机的

核心机 GE1/6）、CFM56（F101 发动机的核心机 GE9）、

CF34 （TF34 发动机的核心机 GE1）、GE90/GP7000

/GEnx（E3 计划的核心机）和 LEAP（eCore 核心机）等。

2 重视核心机系列发展，产品不断改型升级

利用成熟的核心机衍生发展适应需要的系列产

品，是当前航空发动机降低研制风险和成本、缩短研

制周期所采取的基本方法。GE 公司在成熟核心机基

础上优化设计，既提升了核心机的性能又能兼顾可靠

性，优化后的核心机可发展为新一代产品，能更好地

满足飞机需求。GE 公司采用核心机系列发展策略，逐

渐形成了庞大的民用发动机家族体系，如图 5 所示。

2.1 由军用核心机衍生发展

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才

正式应用，因此，包括 GE、PW 和 RR 公司在内的航空

发动机公司当时都是基于军用发动机核心机开展民

用发动机研制的，只有这样才能满足迅速发展的民航

运输的旺盛需求。GE 公司的 CF6、CFM56 和 CF34 系

列民用发动机都是在军用发动机基础上衍生发展而

来的。

2.1.1 基于 TF39 核心机的 CF6 系列发动机

GE 公司采用 TF39 军用发动机核心机和关键技

术进行民用适应性设计，形成 CF6-6、-80、-80C2、

-80E 等系列发动机，如图 6 所示。截至 2015 年已交

付的 CF6-80C2/E1 系列发动机达到 5153 台，预计到

2025 年还将生产 489 台[8]。

2.1.2 基于 F101 核心机的 CFM56 系列发动机

GE 公司基于 F101 发动机核心机技术，而且在其

他部件方面应用 CF6 发动机的实际经验，使得

CFM56 发动机具有费用低、周期短、继承性强、技术

风险低、可靠性高、通用性和经济性好等特点，是世界

民航史上最成功的发动机之一。CFM56 发动机系列

发展如图 7 所示。截至 2015 年已交付 26984 台，预计

到 2025 年还将生产 4614 台[9-10]。

图 4 GE公司核心机试验和产品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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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GE公司宽体客机发动机采用核心机技术系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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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GE公司窄体客机发动机采用核心机技术系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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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GE公司民用发动机的系列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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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基于 TF34 核心机的 CF34 系列发动机

CF34 发动机是利用了 TF34 的核心机技术改型

研制的，主要用于支线客机和喷气式商务 / 公务机。

发展 了 CF34-3B、CF34-8、CF34-10A、CF34-10E 等

系列发动机，CF34 发动机系列发展如图 8 所示。截至

2015 年已交付 9653 台，预计到 2025 年还将生产

1829 台[11]。

2.2 由民用核心机衍生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一系列针对大涵道比民用

涡扇发动机的计划应需而立，不仅发展了节油、降噪、

减排等特有的民用技术，而且开始民用核心机的开发

和验证。在此基础上，研发了“真正”的大涵道比民用

涡扇发动机。

20 世纪 90 年代，GE 公司采用高效节能发动机

（E3）计划核心机开始研制 GE90 大涵道比发动机，在

GE90 发动机的基础上，形成 GE90-76B、-94B、-115B

和 GP7000、GEnx 等一系列性能卓越、高效可靠的宽

体客机发动机产品，截至 2015 年底，GE90、GEnx 系

列发动机产量分别为 2211、1039 台，预计到 2025 年，

2 款发动机分别还将生产 1913、2008 台[12-13]。GE90 发

动机改型升级所作的改进如图 9 所示。

LEAP 发动机虽然是 CFM 国际公司研制的

CFM56 系列发动机换代产品，但实际上该发动机采

用的是LEAP56 计划中验证的 eCore 核心机，并且应

用了 CFM56 和 GE90 系列发动机的成熟经验和先进

技术，包括超高压比核心机、3D 编织树脂模传递成型

（RTM）复合材料风扇叶片和机匣、更轻的风扇包容机

匣、可变面积外涵喷管、第 3 代 3D 气动设计压气机

和涡轮叶片设计、第 2 代双环预混旋流器（TAPS II）

燃烧室技术、先进的冷却技术、新的耐高温材料、先进

的控制诊断技术以及全新的性能保持技术等[14]。

3 适应市场需要，产品布局不断优化

为满足各类民用飞机的动力需求，GE 公司开发

了干线、支线飞机以及公务机等配装的不同推力等级

的发动机（图 5）。

GE 公司研制的宽体干线客机发动机（如 CF6、

GE90、GP7000 和 GEnx 等）的应用相当广泛，而且在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保持市场占有率领先优

势。GE 公司正在研制的 GE9X 发动机是波音 777X

客机发动机的惟一选型，已于 2017 年 5 月进行型号

认证试验，预计 2019 年完成取证试验，2020 年投入

运营。

在 GE 公司研制的窄体干线客机发动机中，

CFM56 系列发动机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其市场份

额达到近 70%。截至 2016 年，CFM56 发动机订单产

量近 30000 台；新研发 LEAP 系列发动机同样获得巨

大成功，自 2016 年投入使用以来表现优异，订单量不

断增加。在 2017 年 6 月的第 52 届巴黎航展上，LEAP

发动机成为参展的焦点，航展结束后发动机订单总量

超过 14000 台。

在 GE 公司研制的支线客机和商务 / 公务机发动

机中，CF34 系列发动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市场上

70～120 座的大型支线客机（包括中国 ARJ21 支线客

机）几乎全部配装 CF34 发动机。2010 年，GE 公司利

用 Tech56 计划的先进技术，结合 CF34 发动机经验

和成熟技术研发了 Passport 发动机，于 2014 年完成

飞行台试验，2016 年 4 月取得 FAA 适航许可证，

2017 年投入批量生产。另外，GE 公司还与日本本田

公司于 2004 年成立 GE/Honda 航空发动机公司，在

原本田公司的 HF118 发动机基础上利用 GEnx 发动

机先进技术研发 HF120 发动机，以弥补其 10 kN 推

力级的小型发动机的不足。

图 9 GE90发动机改型升级所作的改进

图 8 GE公司支线客机和商务 / 公务机发动机采用核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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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涡轮叶片

3D 设计
·低压涡轮小稠

度叶片
·第 3 代 FADEC

·低污染燃烧室
·QC 2 降噪技术

·第 3 代复合材料
风扇叶片 -18 片

·复合材料风扇机匣
·第 2 代 3D 叶片设计
·TAPS 燃烧室
·高 / 低压涡轮反转
·发动机诊断技术

54
3

2
1

1995.11
2000.11

2004.3
2007

2008

A380-800
777-220LR，-300ER777-220ER777-220

GE90-76B/85B
GE90-94B

GE90-115B
GP7000 GE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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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坚持合作共赢，降低成本和风险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GE 公司的民用航空发动

机基本上采用联合研制、合作共赢的方式，按照投资

比例和主导地位，将 GE 公司的合作分为 3 种方式：

AA 制合作 （2 家公司各占 50%比例），产品为

CFM56、CFE38 和 HF120 发动机等（见表 2）；AA+X

制合作（2 家公司占较大比例，处于主导地位，加其他

公司），产品为 GP7000 发动机；A+X 制合作（以 GE

公司为主，加其他公司），产品为 GE90、GEnx 和

GE9X 发动机等（见表 3）。

采用联合研制方式具有以下优点：（1）各合作公司

具有不同的技术基础，根据能力和意愿共同投资，保证

充足的资金运营；（2）各合作公司责任分担，形成技术

互补，共享市场收益，能够规避技术竞争与市场竞争风

险；（3）各合作公司收入共享而不是利润共享，每家公

司的利润取决于各自的管理和运营；（4）各合作公司分

担从方案论证、设计、生产、试验、直到销售等的所有工

作，确保高的技术水平、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

表 2 AA制合作情况

项目 法国 Snecma 公司 美国加雷特公司 日本本田公司

型号 CFM56 CFE38 HF120

合作时间 1974 年 1987 年 2004 年

成立公司 CFM 国际公司 CFE 公司 GE/Honda 航空发动机公司

GE 公司负责项目 核心机、主燃油控制和系统集成 GE27 涡轴发动机的核心机 GEnx 发动机技术

其他公司
风扇、低压压气机和涡轮、反推

力装置和附件变速箱

1 级 风 扇 和 3 级 涡 轮 吸 取

TFE731 发动机成功经验，齿轮箱
在 HF118 发动机基础上改进设计

项目 GP7000 GE90 GEnx GE9X

研制开始

时间
1996 年成立发动机联盟公司 1990 年 2005 年 2013 年

合作公司、投

资比 例及负

责项目

美国 GE 公司 30%，全面负

责核心机和第 3 代 FADEC 系

统

美国 GE 公司 59.09% 美国 GE 公司约 64% 美国 GE 公司 75%

美国 PW 公司 30%，负责风

扇、低压压气机、低压涡轮、传

动机构和附件核心齿轮

法国 Snecma 公司 25.25%，

负责低压和高压压气机及增压

级、滑油系统、FADEC 部件和

起动机

日本三菱重工（MHI）15%，负

责低压涡轮转子和低压涡轮单

元体装配，生产压气机叶片、风

扇轴和燃烧室机匣

Safan 集团（法国 Snecma 和

比利时 TA 公司）11%，负责复

合材料前风扇机匣和低压压气

机

MTU 航空发动机公司 22%，

负责高压压涡轮第 1 级导向叶

片、转子叶片、盘和转子前封

严，第 2 级导向叶片和涡轮盘、

涡轮内支架

日本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

（IHI）8.66%，负责低压涡轮和

主轴

意大利阿维奥（Avio）集团

12%，负责 50%的低压涡轮（静

子件和机匣）、齿轮箱和滑油系

统

日本 IHI 公司 10%，负责低

压涡轮和风扇的中间轴

法国 Snecma 公司 10%，负责

高压压气机第 1 级整体叶盘，

第 2~6 级转子叶片和盘，进口

导流叶片和第 1~9 级静子，前

后外机匣和高压压气机组装

意大利菲亚特（Fiat）公司

7%，负责齿轮箱和传动系统，

并参与低压涡轮的设计和研制

瑞 典 沃 尔 沃 航 空（Volvo

Aero）公司 6%，负责加工风扇

轮毂、框架和低压涡轮后承力

框架以及增压级轴

德国 MTU 公司 4%，负责中

间框架制造

比利时宇航科技（TA）公司

8%，负责风扇毂盘，风扇转子，

出口外罩，低压压气机第 1、3、4

转子叶片和第 1 级静子叶片，

短轴和前轴承组件

2001 年，瑞典 Volvo Aero 公

司 从 Snecma 公 司 购 买 了

-115B 的 1%股份，生产部分高

压压气机叶片，2005 年开始生

产低压涡轮机匣、风扇机匣和

涡轮后框架

比利时宇航科技公司（TA）

3%，负责增压级静子叶片

瑞典 Volvo Aero 公司，负责

轻质钛铝低压涡轮转子叶片制

造

表 3 AA+X 和 A+X 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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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GE 公司不断刷新民用

发动机市场占有率，通过重视并实施技术预研、核心

机研究和发展、研究市场需求和导向、合作研发等研

制策略，实现了技术积累和突破。GE 公司民用航空发

动机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技术和产品发展路线，其产品

发展和研发策略具有以下特点：

（1）通过开展预先研究计划对新技术进行验证，

提高技术成熟度，之后进行产品应用。

（2）成功研制 1 款核心机，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优

化设计和流量缩放，用以发展不同推力级别的发动

机，使产品的发展更加多元化，并能保证后续产品性

能的先进性。

（3）有针对性地研究市场需求，合理配置资源发

展不同类型产品，满足多种民用飞机的市场需求，使

产品利润最大化，同时避免因单一机型运营不善而亏

损的风险。

（4）采用军民结合的方式，通过转化和继承成熟

军用航空发动机的技术，提高可靠性，相比全新研制，

降低了研发成本和风险。

（5）通过联合研制的模式降低前期的研发成本和

市场运营风险，在合作中实现共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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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动力装置是短距和垂直起落（STOVL）飞机设计的关键，直接影响其研制的成败。对国外 3 种典型的 STOVL 飞机进行分析，

结合不同 STOVL 飞机需求对 4 类动力装置特征、结构特点、工作原理及发展状况进行归纳及总结。详细提出 STOVL 飞机动力装置的

6 类关键技术并进行了技术评价，对发展装备和开展技术研究提出建议，综合分析认为动力装置技术是中国发展 STOVL 飞机的瓶

颈，需要重点研究并予以突破。

关键词：短距起飞；垂直降落；航空发动机；升力风扇；推力矢量

中图分类号：V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2.017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Key Technologies of the Propulsion System of
the Short Takeoff / Vertical Landing Aircraft

WU Xiong
渊Naval Academy袁Shanghai 200436袁China冤

Abstract: Propulsion system was the key to the design of STOVL aircraft袁which directly affected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its
development. Three kinds of typical STOVL aircraft in foreign countries were analysed.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STOVL aircraft
requirements袁the characteristics袁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袁working principles and development of four types of propulsion system were
concluded and summarized. Six types of key technologies of STOVL aircraft propulsion system were presented in detail and the technical
evaluation was carried out. The suggestion was present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pulsion system and the research of key technologie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hows that propulsion system technology is the bottlene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STOVL aircraft in China袁which
needs to be studied and broken through.

Key words: short takeoff曰vertical landing曰aeroengine曰lift fan曰thrust vector

0 引言

短距起飞 / 垂直降落（Short Takeoff and Verti-cal

Landing，STOVL）飞机兼有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的使

用特点[1]，既可以在狭小场地上垂直起降，又可以实现

快速飞行，对起降场地要求低，可在两栖攻击舰或小

型航母上起降，具有部署灵活、机动性强等特点，并可

携带武器载荷执行精确打击任务。

目前，只有英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

掌握先进短距起飞 / 垂直降落战斗机研制关键技术[2]。

在诸多短距起飞 / 垂直降落战斗机中，较为典型[3-9]的

是英国的鹞式、前苏联的雅克 -141 和美国的 F-35B

战斗机。美国主导研制的 F-35B 战斗机[6，10-11]也已具

备初始作战能力，随着试验的持续进行，其性能将趋

于稳定，并逐步开始军事部署。中国尚未有大中型短

距起飞 / 垂直降落战斗机或其推进系统在研或在役。

动力装置是实现短距起飞 / 垂直降落的关键，能否设

计出具有良好升力和推力性能的发动机，直接影响战

斗机研制的成败。

本文对 STOVL 飞机需求动力装置的特征、结构

特点、工作原理及发展状况进行了归纳及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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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OVL 飞机动力装置分类与特点

与常规涡扇和涡喷动力装置不同，STOVL 战斗

机动力装置除需要为飞机的巡航、加速、格斗、盘旋等

任务提供相应推力外，还要为飞机的短距起飞和垂直

降落提供足够大的升力，这就使其复杂性大大增加，

研制难度也大幅提高。STOVL 飞机的动力装置[12-13]可

分为：（1）共用型，即起降 / 巡航共同使用 1 台或多台

发动机；（2）组合型，即起降用专门升力发动机，巡航

用常规发动机；（3）复合型，即起降用专门升力发动机

和升力 / 巡航发动机，巡航用升力 / 巡航发动机；（4）增

强型，即起降用专门的升力部件和升力 / 巡航发动

机，巡航用升力 / 巡航发动机。各类动力装置发展年

代、配装飞机和技术特点详见表 1、2。

2 国外典型 STOVL动力装置

2.1 鹞式战斗机动力装置

鹞式战斗机是英国研制的第 1 种实用型固定翼

垂直起降飞机，其主要任务是近距空中支援和战术侦

察。鹞式海军舰载型被称为海鹞。海鹞式飞机在英阿

马岛战争中战斗出动达 1500 多架次。美国与英国在

鹞式基础上合作生产了 AV-8 型攻击机，在美国海军

陆战队服役。该系列战机的动力装置是 RR 公司的飞

马系列推力转向喷口涡扇发动机。飞马发动机通过 4

个排气喷管产生升力和推力。前面 2 个排气喷管在机

身腹部，排放风扇冷气流；后面 2 个构成尾喷管，排放

的是涡轮喷出的全部热气流。为控制悬停时的姿态，

在机首、机尾及翼尖安装了控制喷管和高压空气导

管。鹞式战斗机及飞马系列发动机如图 1 所示。

2.2 雅克 -141战斗机动力装置

雅克 -141 战斗机是俄罗斯雅克夫列夫实验设计

局研制的舰载超声速垂直 / 短距起降飞机，主要用于

中小型航空母舰执行舰队护航任务，也可用于近距空

中支援、近距格斗和攻击地面或海面目标。雅克 -141

战斗机及其发动机如图 2 所示。该飞机于 1975 年开

表 1 STOVL飞机及其动力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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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设计，1989 年开始飞行试验，原计划于 1995 年完

成全部研制工作，但 1991 年 1 架原型机在试飞时坠

毁，该计划中止，此时试飞已超过 200 h。该机曾打破

多项短距起飞 / 垂直降落飞机的世界记录。

2.2 雅克 -141 战斗机动力装置

雅克 -141 战斗机是俄罗斯雅克夫列夫实验设计

局研制的舰载超声速垂直 / 短距起降飞机，主要用于

中小型航空母舰执行舰队护航任务，也可用于近距空

中支援、近距格斗和攻击地面或海面目标。雅克 -141

战斗机及其发动机如图 2 所示。该飞机于 1975 年开

始设计，1989 年开始飞行试验，原计划于 1995 年完

成全部研制工作，但 1991 年 1 架原型机在试飞时坠

毁，该计划中止，此时试飞已超过 200 h。该机曾打破

多项短距起飞 / 垂直降落飞机的世界记录。

2.3 F-35B 战斗机动力装置

F-35B 为美国 F-35 系列飞机中的短距起降型战

斗机，主要装备海军陆战队，执行近距空中支援、空中

遮断、武装侦察、防空作战及防空系统压制等任务。

F-35B 战斗机及其推进系统如图 3 所示。

F-35B 飞 机 动 力 装 置 （F135-PW-600）[15] 由

F119-614 发动机、轴驱动升力风扇、3 轴承旋转轴对

称主喷管和滚转喷管组成。升力风扇垂直安装在座舱

后，由主发动机前延伸出驱动轴通过离合器驱动。3轴

承旋转轴对称主喷管可在 2.5 s 内从 0毅旋转到 95毅，
并可左右偏转 10毅。滚转喷管从主发动机外涵引气。

在飞机起降时，尾部的 3 轴承旋转喷管偏转至垂直向

下，产生 83100 N 的向上推力，同时升力风扇也产生

83100 N 的向上推力；二者互相合成来抬升飞机。两

侧机翼上的滚转姿态控制的喷管还可提供 14600 N

额外升力。在巡航状态时，风扇停止工作，3 轴承旋转

喷管转为水平，主发动机提供水平推力。

图 1 鹞式战斗机及飞马系列发动机

图 2 雅克 -141 战斗机及其发动机

图 3 F-35B 战斗机及其推进系统

推进系统 特点 问题

共用型（升力 /

巡航发动机）

发动机旋转 能量利用率高，发动机质量大，安装于翼尖
机翼设计受限，机翼结构需加强，发动

机转动惯量大，控制困难

推力转向

利用改变喷口方向产生矢量推力，喷口多，发

动机需安装在重心附近，飞机设计接近常规，难

度相对下降

使得发动机进气道短，特别是有超音速

要求时，设计变难

飞机转向
起降方式特殊，或飞机带垂直尾座，或利用可

调台架
可操作性、实用性不强、航程短、载荷小

组合型 升力发动机 + 巡航发动机

设计思想简单，2 发动机系统相互独立，容易

实现；升力发动机数量多，增加了全机质量、占

用空间大

多发不利于维护，飞机可靠性下降；发

动机能量利用率最低，起降、巡航都有“死

重”；载荷、航程降低

复合型 升力发动机 + 升力 / 巡航发动机

巡航发动机具有推力矢量喷管，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死重”问题，对飞机气动外形影响小，可

用于超声速飞机

热燃气回吸、地面烧蚀、载荷、航程低

增强型（增强升力

/ 巡航发动机）

引射

比升力发动机效率高；排气速度、温度降低；

飞机、发动机设计难度降低；但优点仍停留在理

论上，难度在引气、引射系统

引射产生复杂的地面效应及干扰问题；

飞行过渡操纵困难

风扇
叶尖涡轮驱动风扇，轴驱动升力风扇，技术较

成熟，实用性强

风扇占用空间大，“死重”问题明显，需

大推力发动机

表 2 STOVL飞机动力装置形式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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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OVL 飞机动力装置关键技术分析

对 STOVL 飞机动力装置各项关键技术按照瓶颈

技术、关键技术、前沿技术及新兴技术进行分类，并按

照各项关键技术对装备发展的贡献度，综合评价各项

关键技术重要性，结果见表 3。

3.1 动力装置总体设计

STOVL 飞机动力装置不仅需要满足飞机巡航状

态的推力和耗油率等性能指标要求，而且还需满足飞

机短距 / 垂直起飞状态的升力要求，飞机动力装置决

定了发动机的宽工作特性，因此，在进行发动机循环

参数匹配和确定发动机设计点循环参数时，必须兼顾

巡航状态推力要求和短距 / 垂直起降状态升力系统

工作对发动机循环参数的影响[16]，即需关注 STOVL

飞机动力装置多设计点循环参数匹配问题。

3.2 升力系统

升力系统主要有升力发动机和升力风扇 2 种技

术路线。

升力发动机基本思想是短距垂直起降的升力通

过专门的升力发动机提供，在巡航时，升力发动机关

闭。对该技术的研究重点是高推重比、轻质量、小体积

等，突出其“短小精悍”。该类型发动机的推重比高达

16。然而其具有“天生缺陷”，例如耗油量高、巡航时无

用、地面烧蚀等，限制了该技术的应用及发展，逐步被

升力风扇所取代。

升力风扇技术分为涡轮驱动和轴驱动 2 条技术

路线。涡轮驱动升力风扇技术是在短垂态，将发动机

喷口燃气引入垂直安装的升力风扇系统，通过一系列

风扇叶尖小涡轮来驱动风扇叶片旋转，从而产生升

力。轴驱动升力风扇技术是从发动机提取轴功率驱动

风扇，加速气体喷出，把轴向功率转化为垂向升力，既

牵涉到风扇本身还涉及到大功率的轴承技术。综合比

较，轴驱动升力风扇技术效率较高，且便于实现，在

F-35B 战斗机上得到应用，是当前升力风扇技术的主

要发展方向。

3.3 大转角推力矢量喷管

通过增加推力矢量喷管将常规发动机转化为升

力 / 巡航发动机。在飞机起降时，通过调节推力矢量

喷管将发动机的喷气转向下，即将轴向推力转为垂直

升力；在飞机巡航时，喷管转为正常向后，保持推力向

后。根据其功能的复杂程度，推力矢量喷管可设计成

不同形式[17]，3 轴承旋转喷管偏转角度大，能够满足垂

直 / 短距起降战斗机对推力方向调整要求，在 F-35B

战斗机上得到应用，是当前大转角推力矢量喷管技术

的主要发展方向。

3.4 超大功率传动离合系统

垂直起降战机升力风扇传动系统由双膜盘联轴

器、动力传动轴、多片式离合器和对转齿轮减速器组

成。在飞机起飞和降落时，需利用风扇传动系统将发

动机的一部分功率可靠传递至升力风扇，在战机升空

后，通过多片离合器将发动机动力断开。在高空飞行

过程中，多片离合器将产生大量热量，对摩擦片和多

片离合器润滑系统的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高速重载

锥齿轮、双膜盘联轴器、大功率多片离合器的设计等

是新的关键技术。

3.5 飞 / 推综合控制

STOVL 飞机动力学模型为约束非线性系统，且

作动器冗余异构，过渡过程控制要求飞机终端状态满

足约束，飞机和动力装置综合控制复杂。英国针对鹞

式战斗机开展多种线性鲁棒控制器的应用研究，仿真

效果较好。但增益预置方法的设计复杂，需在飞行包

线内选取几百个点设计控制器增益，且不适合应用于

强耦合非线性系统。先进垂直 / 短距起降飞机动力系

统及喷射气流效应相对于传统战斗机的更加复杂，操

纵模式也更加多样，线性控制器很难适用。

美国和德国合作开展的 X-31 验证机计划，研究

了反馈线性化（动态逆）方法，利用非线性系统的逆抵

消系统非线性项，得到针对预控变量的线性系统，然

后对该线性系统设计控制器，再转换为原控制变量输

入。该方法在 F-35B 战斗机飞 / 推综合控制中得到应

用。X-31 验证机动态逆控制器结构如图 4 所示。

3.6 动力装置及其矢量特性试验

除常规航空发动机试验以外，主要包括升力风

技术体系

动力装置总体设计

升力系统

超大功率传动离合系统

大转角推力矢量喷管

飞 / 推综合控制

动力装置及其矢量特性试验

关键

技术

●

●

●

●

●

●

前沿

技术

新兴

技术

●

瓶颈

技术

●

●

●

●

对装备

贡献度

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重要

表 3 STOVL飞机动力装置技术体系及技术重要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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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C14 和 C12试验台

扇、全尺寸升力特性和排气喷流等试验。

升力风扇进气畸变试验是测试与验证升力风扇

进气门的角度与形状、进气口的形状、进口可调导向

叶片的角度与叶型等对侧风进气畸变产生的影响。试

验用的侧风由 1 个涡轮螺旋桨发动机产生。PW 公司

在 C14 试验台上开展了全尺寸侧向进气畸变试验。

为测试 F135-PW-600 推进系统总体性能，PW 公司

针对短距垂直起降性能特点，新建了 C12 整机试验

露天悬挂式台架[18]。C14 和 C12 试验台如图 5 所示。

由于总升力特别大，较小测量误差所对应的升力

都对整机有较大影响，为提高测量精度，C12 试验台

除了垂直地面的主支撑钢臂以外，还搭了 4 根大钢

管，与主支撑臂一起支撑起中央吊臂。为衡量在短距

起飞、垂直降落和悬停过程中推进系统出口气流经过

地面反射作用的影响，需进行地面反射效应试验，以

获得反射气流对升力风扇及主发动机的干涉作用。对

F-35B 推进系统前期进行了整机排气喷流试验和整

机气流下洗试验。整机气流下洗试验的目的是为了确

认带升力风扇推进系统流场特性，并与缩比模型试验

进行对比，获得气流下洗影响，为飞机飞行稳定性提

供评估。PW 公司在 C14 试验台上进行了整机气流下

洗试验。

4 结束语

STOVL 飞机与常规飞机不同，主要体现在动力

装置及飞机 - 动力装置深度耦合一体化领域。这些领

域涉及到较新的基础理论、试验技术方法等，国外经

过几十年的理论研究、原理验证及工程实践，突破了

所涉及的关键技术，掌握了试验方法，建立了成熟设

计及标准体系。国内在 STOVL 飞机动力装置技术领

域开展了理论研究和原理试验，但研究领域零星分

散、技术成熟度低，其研究深度与系统集成程度还难

以满足短距起飞 / 垂直降落战斗机研制需求。总的来

说，动力装置技术仍然是中国发展 STOVL 飞机的瓶

颈，需要重点研究并突破。为加快 STOVL 飞机动力装

置的发展，建议在国内飞机、发动机的设计制造、材料

工艺等技术基础上，顶层策划 STOVL 飞机动力装置

的技术发展路线图，加强飞机对发动机的需求和能力

牵引，重点研究制约动力发展的总体、核心部件和系

统设计技术，实现关键技术集成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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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行业传统工程数据管理模式下，零组件上下层关系惟一确定，但是更改封闭机制始终无法完整地解

决多方案导致的关联更改问题，为此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利用上下层模块之间允许灵活选配的特点，通过判断更改前后的互换性

阻隔更改向上传递问题。基于模块的产品架构采用独立的编码系统进行标识，并根据产品研制特点定义模块层级。在基于模块可选

配的模式下，采用互换性管理明确更改的传递原则及不同方案之间的替换关系；采用有效性管理明确零组件号的使用范围；采用

EBOM 管理实现基于统一产品架构的多方案集成。若由传统模式向可选配模式进行转变，企业需在设计、工艺和 BOM 管理上同

步调整。

关键词：数据管理；工程设计；模块化；可选配；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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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Design Based on Modular Design
ZHANG Cheng-wu袁 HAO Chao-jie

渊AEC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袁Ltd袁Shanghai 200241袁China冤
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data management mode of Chinese aeroengine industry袁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pper and

lower layers of components was uniquely determined袁but the change closure mechanism could not complet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association change caused by multi-scheme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袁adopting the idea of modular design and making 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allowing flexible selection between upper and lower layer modules袁the problem of upward transmission of changes was
separated by judging interchangeability before and after changes. The product architecture based on module was identified by independent
coding system袁and the module hierarchy was 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 development. In the mode of module
optional袁interchangeability management was used to clear and definite the transfer principle of changes and the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schemes. Scope of use of component numbers was clarified by effectiveness management. Multi -scheme integrated
management based on unified product architecture was realized by EBOM. If a change was made from the traditional mode to the optional
mode袁the enterprise needed to adjust in the design袁process and BOM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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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是制造业中典型的研制周期长、技术

难度高、投入成本高的复杂系统，在研制过程中会产

生大量的不同层级、不同种类的产品数据，并且在跨

阶段、大范围协同的研制过程中还会经历频繁的设计

更改。因此，如何制定合理的数据管理方案，是航空发

动机构型管理工作的首要问题。而以工程图样为主的

工程设计数据作为关联设计、制造、试验、取证 / 定型

的核心纽带，则更是重中之重。

工程图样一般分为零件图和组件图（也称装配

图），用于定义产品结构各层级零 / 组件的构型及其

在产品结构上的层级关系。按照国内航空发动机行业

的传统模式，组件图上一般直接标注下一层级零 / 组

件号，并且标注的件号具有惟一性；在零 / 组件图的

标题栏，也会定义上层组件的件号作为装配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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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单一方案而言，这种模式上下追溯关系清楚且惟

一。然而，当图纸发生更改而且需要新增件号时，由于

上层组件只能惟一对应更改前的件号，因而只能新增

上层组件号来对应更改后的件号，继而再新增上上层

组件号，直至发动机最顶层。由此可见，在当前传统模

式下，一旦某个零件换号，该更改将一直传递至发动

机顶层，带来大量的组件图、装配工艺的关联更改。为

了避免上述“株连九族”式的关联更改，行业内采用了

多种规避机制，然而这些机制都只局限于临时解决问

题，反而造成工程设计数据的混乱，给产品数据管理

带来更多问题。

本文对行业内更改规避机制存在的诸多弊端进

行分析，论述了问题产生的根源，参考国际通用标准

和其他行业的管理模式，结合航空发动机研制特点，

提出基于模块化设计的工程设计数据管理方案，为解

决行业内长期存在的隐患提出完整的解决方案与实

施建议。

1 传统模式下的更改封闭机制

当前，国内航空发动机设计单位通常采用以下 3

种方法处理图纸的更改：

（1）无论更改前的方案是否有效，均选择升版图

纸，通过图纸的不同版本对应不同设计方案，即“多版

本有效”；

（2）设计通过发布临时偏离（通常称为“技术通知

单”）的方式处理设计更改；

（3）发生更改的零件新增件号，针对上层组件发

布临时偏离，代替新增上层组件号。

然而，这 3 种办法都将带来新的问题：

（1）升版。在“多版本有效”模式下，必须通过“件

号 + 版本”的方式才能确定构型，即意味着所有出现

件号的地方均要附带版本号才可以，而事实上当前组

件图和目录上标识的件号以及实物标印上均不体现

版次信息，将导致构型管理的极大混乱。如果要求所有

标识件号的地方均附带版本号，那么版本号将成为件

号的一部分，其更改同样会引起自下而上的关联更改。

（2）发临时偏离。首先，技术通知单仅用于处理

“临时偏离”，不用于产品设计，一旦技术通知单定义

的构型用于产品取证，仍然要新发图纸代替技术通知

单，依旧面临自上而下的关联更改，而且更改前后与

相关验证信息的关联也将成为问题；其次，装配图、目

录均不包含技术通知单，仍然需要再针对组件补充定

义装配要求，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工统计与辨识，单

据遗漏的风险极大。

（3）上层组件发临时偏离。问题与零件发临时偏

离所带来的问题相同，只是将问题的范围缩小了，但

并未杜绝。

综上所述，当前的更改封闭机制尽管解决了眼前

的更改向上传递问题，但是违背了国际通用标准和最

佳实践[1-3]所推荐的“单一件号对应单一构型”这一基

本原则，无论如何补救都无法在装配图、设计目录、零

件图、实物标印四者之间建立直接追溯关系，不得不

在设计、装配等各环节增加更多的临时单据或临时文

件，后续环节需要大量的人工统计与辨识，风险极大。

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当前传统的工程设计数据管理模

式只适合产品结构层级少、设计方案单一且极少变更

的产品，无法适应航空发动机这种复杂系统的研制。

在国内商用飞机型号研制中也遇到过类似问题[4]，

曾一度使其适航取证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最终不得不

临时更换工程数据管理模式，付出了时间和成本上的

巨大代价。然而，国内航空发动机行业长期专注于军

用型号研制，没有外在的适航取证压力，未能贯彻国

际通用标准要求，使得这一问题长期存在于型号研制

过程中，既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没有得到系统地解

决，成为航空发动机构型管理工作的一大隐患。

2 模块化设计理念

2.1 基本原理

模块化设计是 1 种将复杂系统向下分解为若干

子系统 / 零部件的设计方法。在模块化设计下，组成

系统的零部件被定义为若干个模块，这些模块不再完

全依附于该系统，而是可以单独进行开发。考虑到所

有系统通常都是由零部件组成的，而且极少数系统的

零部件完全无法分解和重新组装。因此，在某种程度

上，几乎所有系统都可以采用模块化设计[5]。模块化设

计使得零组件上下层级关系变得更为灵活，在满足上

层组件对于功能、性能、接口等要求的前提下，下一层

零 / 组件的不同构型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灵活选配。

2.2 更改传递规则

若将模块化设计理念应用于工程图样管理，那么

定义组件图时，将不再直接明确下一层级的装配件，

而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对下一层级装配件进行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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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从而打破了组件上下层级的一一对应关系。当

某一层级件号发生更改时，其上层组件首先判断更改

前后是否具有可互换性，即：若该组件更改前后的功

能特性和物理特性在性能、可靠性、维修性方面是等

效的，互换时不影响接口与性能，也不需要其他相配

合的构型进行选择或调整，则认为该组件更改前后具

有互换性[6]，组件号不再新增；若不可互换，上层组件

需新增件号，并继续向上判断可互换性，直至到达可

互换的层级或最高层级为止[1-2]。

2.3 应用现状

模块化设计是 1 种现代产品设计理念，可以极大

地提高产品数据的重用性，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飞机、

汽车等制造业[7]。在航空领域，以空中客车、欧洲直升

机为代表的飞机制造商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通过定

义可变项、不可变项的方式在产品结构上建立模块

层，并实施模块间的边界保护，将更改封闭在可变项

内部，在模块层实现多方案的自由选配[8-9]。然而，航空

发动机零组件之间的耦合性更强，难以效仿飞机行业

在某一层级实施明确的边界保护[10]，必须制定更加复

杂、细致的管理方案，以适应航空发动机的研制特点。

3 基于模块的产品架构标识

3.1 产品架构定义

在基于模块可选配的管理模式下，组件下的某一

位置可以对应不同的零 / 组件，同一零 / 组件也可以

隶属于不同的上层组件。为确保这种通用性，组件图

中的装配位置上只能定义代表其功能的模块，而不是

具体的零 / 组件号。各层级的模块组合起来，即构成

完整的产品架构。根据系统工程理论，产品研制过程

中，应当先建立产品架构，再进行产品设计[11]。因此，

需要 1 套独立于零组件号的编码系统，用于标识各层

级模块，并以模块为节点建立产品架构，组件图中的

装配位置相应地标识模块编码。

尽管航空发动机研制过程中设计更改频繁，甚至

会出现多方案并行设计，导致产品结构在研制过程中

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是产品架构通常相对稳

定。独立标识的产品架构可以为不同设计方案的产品

结构提供通用基础，而且可以体现不同设计方案之间

的关联和差异。

3.2 模块化层级定义

采用模块化设计并不意味着所有层级的零 / 组

件都要被定义为模块。通常应根据产品的自身特点，

在产品结构树上选择特定的零 / 组件作为最小模块

（如图 1 所示），这些最小模块的上层组件均为模块，

下层级（若有）均不再被定义为模块。作为最小模块的

组件，其下层级的所有零 / 组件均惟一确定，若更改

导致这些零 / 组件需新增件号，则上一层级组件号需

要相应新增，直至最小模块层的组件也随之新增件号

后，才能通过互换性判断更改是否可以终止。未被定

义成模块的零 / 组件不会直接体现在产品架构上，而

是作为其所在最小模块组件的一部分，通过该最小模

块与产品架构建立关联。

最小模块层级的选择，关系到产品架构的管理成

本和更改成本。层级过高，将导致非模块的组件层级

过多，使得最小模块层以下的零 / 组件更改成本过

高，甚至重蹈当前国内航空发动机行业的覆辙；层级

过低，更改很少具有互换性，甚至导致产品架构变更

频繁，不仅没有降低更改成本，反而增加了大量的产

品架构管理成本。尽管最小模块层的选择因产品而

异，但是依然有一些通用的原则可以遵循，帮助产品

数据管理工程师做出适合产品研制特点的选择。

3.3 最小模块的最低选择层级

根据组件的维修策略不同，可以将组件分为可分

解组件与不可分解组件 2 大类。在使用维护过程中，

其下层零组件不可以单独进行拆装更换，必须要将组

件进行整体更换的，一般称为不可分解组件（如焊接

组件）；相应地，无须进行整体更换的，称为可分解组

件。因此，通常将可独立安装的零件和不可分解组件

作为实物管理的最小单元，实物上所标印的件号和序

列号可惟一代表该实物构型。而可分解组件在使用过

程中会经历频繁地拆装换件，实物所标印的件号和序

图 1 基于模块的产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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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号无法惟一确定该组件的实物构型，必须辅以装机

目录（也称为配套表）记录每次装配的下层级零 / 组

件实物的件号和序列号。

如果将最小模块层定义至不可分解组件以下的

零 / 组件上，那么理论上这些零 / 组件的更改可以通

过互换性准则封闭在不可分解组件的内部，使得该不

可分解组件的件号维持不变，导致相同的不可分解组

件的件号可以对应不同的构型。然而，不可分解组件

实物并没有辅以装机目录，无法区分相同组件号的不

同构型，将带来实物构型管理上的混乱。因此，最小模

块层的定义不能低于不可分解组件。

3.4 最小模块的最高选择层级

航空发动机通常划分为若干个部件（如压气机、

燃烧室、涡轮、喷管等），部件之间通过接口定义以确

保可以集成；同样，部件内部也可以继续向下划分成

若干个零 / 组件并定义接口。为了尽可能减小设计更

改的影响范围，有的企业会将某一层级部件或零 / 组

件之间的接口冻结，强制要求各设计方在设计发生更

改时不得更改接口，或者采取措施尽量减少。这种对

设计边界进行保护的控制策略尽管牺牲了部分设计

最优方案，但是却最大程度上确保了接口相关的零 /

组件设计更改的互换性，从而缩小了更改范围。因此，

如果对某一层级接口设置了边界保护，那么最小模块

层的设置应不高于该层级，否则设计边界所在层级将

无法采用互换性准则阻隔更改传递。

3.5 模块层级选择建议

模块化层级的选择需要企业根据具体的型号研

制策略和管理策略，在产品架构管理的复杂性和更改

成本之间做进一步的权衡。考虑到国内航空发动机研

制经验不足，技术成熟度低，型号研制过程中降低更

改成本的需求更加迫切，因此更加适合将最小模块层

划分到最低层级，即可独立拆装的零件和不可分解组

件。模块层级过多所带来的管理复杂性可以通过信息

化系统功能开发予以应对。

4 基于模块可选配的管理方案

4.1 互换性管理

尽管基于模块可选配的管理方案可以通过互换

性判断准则阻隔更改向上传递，但并不是所有的更改

都会具有互换性。因此，对于下一层级零 / 组件的更

换，上一层级组件是否具有互换性，应进行明确的定

义。鉴于物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BOM），也可称为零

组件目录或明细表）通常承载着零组件之间的上下层

级关系，因而可在 BOM 上标识互换性。

在基于模块化设计的管理模式下，BOM 的架构

应首先通过产品架构标识建立起来，在同一装配位置

下的零 / 组件应当对应相同的产品架构标识号，见表

1。若组件某一装配位置对应的 2 个零件相互替换使

用不影响该组件的互换性，那么在 BOM 中，其中 1 个

零 / 组件可以添加 1 个可替换使用的标记，如“可替

换件”、“ALT”、“SUBST”等[12]。若设计更改前后 2 个零

/ 组件不具备互换性，则需要新增上层组件号，新增的

下层零件号不再标识可替换使用。

4.2 有效性管理

在基于模块可选配的管理模式下，各模块层级的

零 / 组件均可能存在多个构型，但是对于 1 套完整的

发动机设计方案，构型却是惟一的。尽管各可选配构

型对于上层组件而言可以相互替换，但是每个构型都

有其适配的设计方案和特殊用途，必须通过额外的标

识进行区分，即通常所说的有效性。有效性定义的是

零 / 组件的使用属性，不属于零 / 组件本身构型，应单

独进行定义和标识。

航空发动机在研制阶段需要开展大量试验，以证

明其相对于需求的符合性。因此，在研制阶段产生的

所有工程图样最终都会直接或间接（部分需进行改

装）地用于各台份的试验件（包括整机、核心机、部件

及关键零组件）中。而单一台份的试验件所贯彻的设

计方案相对惟一，可以很好地区分零 / 组件构型的使

用范围，因而可以采用台份编号作为零 / 组件的有效

架构标识

000

000

001

001

001

002

003

004

005

件号

111111

1111112

654321

654322

654323

123456

AB4321

CD1234

AB1234

名称

燃烧室组件

燃烧室组件

外机匣

外机匣

外机匣

火焰筒

插销

保持环

连接螺栓

×

1

ALT

1

76

96

96

×

1

1

76

96

96

数量

表 1 燃烧室组件 BOM示例

注：表中“×”表示该件号是此 BOM 顶层组件；数字表示该件号在
上层组件下的数量；“ALT”表示在同一位置处可替换填写数字的件

号；空白表示组件下不包含该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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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统一产品架构的 EBOM示例

性标识。单个零 / 组件的有效性可以定义为多台份编

号，代表该零 / 组件用于多台试验件设计。尽管航空

发动机在研制过程中产品的设计方案在持续不断地

更新，但是在任何时间点上均存在 1 套基础构型拟用

于产品取证，作为后续试验件设计的基准。因此，还应

当增加 1 个特殊的编号，用于定义某些零 / 组件属于

产品基础构型。而且，随着产品设计方案不断更改，代

表基础构型的有效性编号也应当相应地调整到新的

零 / 组件号上。

4.3 EBOM管理

模块化设计与传统设计最大的不同在于，组件图

只定义本身的装配要求及下一层级的产品架构，下一

层零 / 组件的构型由 BOM 定义，从而由传统的以图

纸为核心转变为以 BOM 为核心的管理模式[13]。在基

于模块可选配的管理模式下，BOM 不仅要承载零组

件的层级关系，还要定义互换性和有效性，其管理的

复杂度远高于传统模式下的 BOM。因此，有必要借助

信息化系统构建基于统一产品架构的 EBOM，提高工

程设计数据的管理效率。

基于统一产品架构的 EBOM 包含 4 类要素及其

相互关系，如图 2 所示。其中要素包括：位置节点：以

模块编码为标识，每个位置节点代表 1 个模块；数据

节点：以件号为标识，用于定义设计方案，产品架构的

某个位置节点挂接的不同数据节点，表示在同一模块

功能下采用不同的设计方案；有效性：以台份编号为

标识，定义每个件号的使用范围；数据文件：包括工程

图样及随图文件，以数据包的形式挂接至数据节点。

要素之间的关系则包括：位置节点之间的层级关系；

数据节点与位置节点的挂接关系；数据文件与数据节

点之间的挂接关系；各模块对应的零 / 组件在其上一

层模块对应的组件下的可替换关系。

在如图 2 所示的工程设计物料清单（Engineering

Bill of Material，EBOM）下，可以快速获得以下几方面

关键信息：

（1）通过有效性编号筛选出某单台份试验件构型

或当前的产品基础构型；

（2）通过零组件号所关联的有效性，可以获得该

件的使用范围；

（3）通过相同的位置节点，可以对比某一位置节

点上不同台份之间的方案差异性。

5 管理模式转变的影响评估

当前行业内的传统管理模式转变为基于模块可

选配的管理模式，需在设计数据管理、工艺数据管理、

组件装配、BOM 管理上进行统一调整。

5.1 设计数据管理

对于最小模块及以上层级的组件，工程图样仅定

义组件的装配、检测等要求以及下一层级零 / 组件的

装配位置，不再定义下一层级零 / 组件的具体件号。

在零 / 组件更改时，需通过互换性判断是否向上传

递。对于 2 维图纸而言，组件与其下一层级装配件相

互独立，在装配图上直接修改标识号即可适应；而对

于基于模型的 3 维设计（Model Based Design，MBD），

组件与其下一层级装配件模型之间在系统上存在直

接、惟一的引用关系，因而必须对 3 维设计软件及产

品数据管理（Product Data Management，PDM）/ 产品生

命周期管理（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PLM）系

统功能进行二次开发，使得模型上下层引用关系可以

通过 BOM 进行配置管理，通过有效性筛选可以过滤

出所需要的组件模型[14]。

对于最小模块层以下的组件和所有零件，无需任

何调整。

5.2 工艺数据管理

对于最小模块及以上层级的组件，由于装配工艺

以组件号为惟一追溯性标识，而组件下允许可选配，

若下一层级零 / 组件号的更换不引起组件号和组件

图的更换，那么装配工艺也不应当发生更改。因此，装

配工艺文件也应当与组件图一样采用可选配的标识

方法，不再直接确定下一层级零 / 组件号，而是与

BOM 共同确定最终的组件装配构型。

对于最小模块层以下的组件和所有零件，无需任

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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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BOM管理

在传统模式下，组件图 / 工艺文件均惟一确定了

组件构型，无论是传统的 BOM 文件还是 PLM/ERP 系

统的 EBOM/MBOM[15]，都仅作为组件图 / 工艺文件的

附属统计信息，ERP 为企业资源规划（Enterprise Re-

source Planning），MBOM 为制造物料清单（Manufac-

turing Bill of Material）。发生更改时，必须首先确保图

纸和工艺文件贯彻到位，而 BOM 一般无需立即贯彻

更改。在基于模块可选配的管理模式下，BOM 将取代

组件图和工艺文件成为数据管理的核心，通过 BOM

索引到组件图和工艺文件完整地确定产品构型。从设

计方案定义、装配要求下发到物料流转、装配执行，都

必须以 BOM 作为惟一数据源。因此，发生更改时必须

首先确保 BOM 的贯彻到位。

6 结论

（1）当前传统的工程数据管理模式无法避免多方

案产生的自下而上的关联更改，任何规避措施都无法

完整地解决问题。

（2）基于模块化设计理念，在产品架构、互换性、

有效性以及 BOM 管理上制定更加详细、普适的规则，

可以实现多层级模块可选配的管理模式，完整地解决

多方案产生的关联更改问题。

（3）企业在实施基于模块可选配的管理模式时，

需在设计数据管理、工艺管理、BOM 管理同步进行适

应性调整，完成管理模式的整体转变。

本文论证了当前工程数据管理向基于模块可选

配的管理模式转变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完成了具体

的管理方案研究，可以指导企业完整、规范地建立适

合于航空发动机多方案设计的工程设计数据管理体

系，解决行业内长期存在的工程数据标识不清、更改

难以封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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