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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压气机叶顶泄漏流对压气机性能影响的流动机理，基于叶顶喷气在小流量工况下对 1 台单级低速轴流压气机叶

顶泄漏流进行主动控制。通过喷气前、后非定常数值模拟，对比分析不同轴向喷气偏角下压气机性能提升与动叶叶顶区域流场特性

的变化，在叶顶沿弦向布置压力测点，采集叶顶区域不稳定流动的脉动信号，结果表明：轴向、叶顶进气角方向喷气分别获得 5.40%、

5.93%的压气机性能提升；轴向喷气能最有效减少通道内的逆流速度团，延缓泄漏流的周向发展；叶顶进气角方向喷气使 50%叶顶轴

向弦长处的泄漏流最大泄漏量降低 20%，同时能有效改变泄漏涡发展轨迹，避免撞击到相邻叶片压力面；根据频谱结果发现喷气能

够抑制叶顶泄漏流的不稳定性。

关键词：轴流压气机；叶顶泄漏流；叶顶喷气；轴向喷气偏角；数值模拟；主动控制；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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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Control Study of Tip Leakage Flow in Axial Compressor Based on Tip Injection
ZHANG Yong-jie1袁WU Ya-dong1袁2袁TIAN Jie1袁2袁OUYANG Hua1袁2

渊1.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袁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袁Shanghai 200040袁China曰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Advanced Aero-Engine袁Beijing 100083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flow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of tip leakage flow on compressor performance袁the tip leakage flow of a
single stage low speed axial compressor was active controlled based on the tip injection at low flow ra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ressor
performanc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w field of the tip region under different axial injection angle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unsteady flow before and after injection. The pressure measurement points of the tip were arranged along the
chordwise direction袁and the fluctuating signals of unsteady flow were collected in the tip reg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xial and tip inlet
angles of the compressor performance is improved by 5.40% and 5.93%袁respectively. Axial injec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ounter-flow
velocity cluster in the channel and delay the circumferential development of leakage flow. The maximum leakage of the tip axial chord is
reduced by 20% due to the injec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tip inlet angle. At the same time袁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the leakage vortex can
be effectively changed袁and impact of the adjacent pressure surface of the blade can be avoided. Injection can restrain the instability of the
tip leakage flow based on the spectrum results.

Key words: axial compressor曰tip leakage flow曰tip injection曰axial injection angle曰numerical simulation曰active control曰aeroengine

0 引言

压气机气动不稳定通常出现在小流量和高负载

的工况，当流量进一步减少时，压气机会进入危险流

动状态，其性能会急剧下降，最终发生旋转失速。Vo

等[1]发现流量逐渐减少时叶顶泄漏流在叶片前缘和尾

缘出现的溢出和返流是诱导压气机旋转失速的尖脉

冲扰动的形成主因。Mailach 等[2]通过试验发现叶顶泄

漏涡是产生旋转不稳定流动现象的主因，因而针对叶

顶区域的泄漏流进行主动控制是提高压气机稳定

性的有效途径。很多学者做了相关研究。Paduano[3]和

Day[4]通过主动喷气实现对低速压气机的扩稳控制。

Weigl 等[5]对跨声速压气机进行反馈控制发现非定常

喷气能够更有效地增强压气机稳定性。K俟nzel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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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压气机试验台

等[6]通过在动叶前缘布置麦克风，发现喷气能够明显

抑制旋转不稳定所产生的尖峰噪声。Feng 等[7]基于多

个学者试验结果指出喷气动量与主流的比值对压气

机失速裕度的影响存在 2 个显著转折点。吴艳辉等[8]

通过全周非定常数值模拟发现喷气改变整周流场的

载荷分布格局，有效破坏二次流形成条件。Taghavi-

Zenouz 等[9]通过喷气加速小流量工况叶顶低速团，使

得泄漏流在动叶前缘溢出现象有所缓解。在通过喷气

实现压气机扩稳的相关研究中，喷嘴相关参数具有决

定性作用，文献[10-13]涉及对喷嘴的几何形状包括

喷嘴数（周向覆盖比）、喷气径向偏角、喷气轴向偏角

以及喷气的轴向位置进行参数化分析，通过改变参数

而实现压气机的性能的提升，文献[10-11]结果表明

随喷嘴数增加失速裕度也逐渐增大，且增加到一定程

度后失速裕度的改进量逐渐放缓；文献[13]分析不同

轴向位置喷气而产生的流动影响，由于泄漏流起始位

置靠近动叶前缘，因此在前缘上游喷气能够及时对叶

顶不稳定流动实现主动控制；而喷气的轴向偏角影

响喷气进入主流后轴向与周向发展方向，文献[9，

11-12]涉及喷气轴向偏角对压气机性能的影响，但研

究中并未指出相关流动机理，而文献[13]指出在小流

量区域叶顶泄漏流与压气机叶顶不稳定流动存在密

切联系。

因此本文主要在小流量工况下，通过非定常数值

模拟，研究不同轴向喷气偏角对压气机性能和叶顶区

域流动结构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叶顶喷气对叶顶泄

漏流不稳定性影响的流动机理。

1 研究对象与计算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发动机研

究院的单级低速轴流压气机，如图 1 所示。压气机设计

转速为 3900 r/min，轮毂比为 0.75，详细叶片参数见表

1。2 排叶片包括 36 个动叶和 44 个静叶，其中动叶进

气角为叶片中弧线前端点切向与压气机轴向的夹角。

喷嘴结构如图 2 所示。轴向位置为动叶前缘上游

4%叶顶轴向弦长，喷嘴内径为 2 mm，径向角为 15毅袁
设置无喷气尧 轴向偏角为 0毅以及轴向偏角与叶顶进

气角相同袁均为 64.5毅，分别用 TI-0、TI-1 和 TI-2 表

示，喷嘴详细参数见表 2。本文喷嘴为周向均布，动叶

与喷嘴数量比为 1∶1，文献[13]同时考虑叶顶气流速

度，选择喷气与主流动量比为 0.58%，对应的流量比

为 0.25%。

1.2 数值计算方法

采 用 CFD 软 件 ANSYS CFX 中 的 全 3 维

Navier-Stokes 求解器进行数值模拟，计算中采用全隐

式耦合算法，差分格式为 2 阶迎风向后差分，湍流模

图 2 喷嘴结构

（a）子午面喷嘴结构

（b）轴向喷气角

电机
入口

动叶静叶
消声末端

出口

表 1 压气机主要设计参数

设计参数

外径 /mm

轮毂比

设计转速 /（r/min）

叶顶速度 /（m/s）

数值

600

0.75

3900

122.52

设计参数

流量系数

叶片数（动叶 + 静叶）

（叶顶间隙 / 叶高）/%

动叶进气角（叶顶）/（毅）

数值

0.199

36+44

2.7

64.5

Injector

Casing wall

ZRotor

Injector

茁=-64.5毅
茁=0毅

Air jet trajectories

Rotor blade

Rotation

Main flow

表 2 喷嘴主要参数

轴向偏角 茁 /（毅）

0

-64.5

喷嘴设置

TI-0

TI-1

TI-2

喷气动量比 /%

none

0.58

0.58

2



张永杰等：基于叶顶喷气的轴流压气机叶顶泄漏流主动控制第 3 期

型选用 k-棕2 方程模型，计算域分为转子域、静子域、

喷嘴静域 3 部分。首先进行 4 套网格数分别为 245

万、318 万、367 万、466 万的定常数值计算以验证数

值方法的网格无关性，综合考虑计算精度和计算资

源后选用 367 万网格，其中转子域第 1 层网格尺度

y+ <2，轴向、周向、径向网格节点数分别为：91×59×

73 叶顶间隙径向节点数为 20。喷嘴网格数为 1729，

喷嘴和转子域之间通过增加薄层建立动静交界面，叶

片表面与固体边界均为绝热无滑移壁面。近壁面区域

采用标准壁面函数处理，进口边界给定总温和总压，

出口边界给定静压值，并按径向平衡方程计算出口静

压沿径向分布，喷气时喷嘴入口给定总压，通过改变

压力实现不同喷气流量。计算域与计算网络如图 3 所

示。文中流量系数和总压系数分别为

渍 = 4Q仔D2
tUt

（1）

鬃 = 2驻Pt
籽U2

t
（2）

式中：Q 为体积流量；Dt 为转子直径；Ut 为叶顶线速

度；驻Pt 为总压升；籽为空气密度。

然后进行非定常计算，采用 3 转子 4 静子的组

合，设置物理时间步长为 2.137×10-5 s ，即 1 个叶片

通道经历 20 个时间步长。

2 结果及讨论

2.1 压气机性能分析

喷气 对 叶 顶 区 域 流 动影 响 的分 析 工 况 为

3900 r/min 下的 渍 =0.183 的小流量工况，通过改变

出口静压来改变工况，然而随着出口静压调高到一定

程度，数值模拟将会发散，将计算收敛的最大出口静

压所对应的工况点定为定常极限工况点，同时定义喷

气后对压气机的性能提升量为

PI = 1- 渍Injected
渍Baseline

（3）

式中：渍Injected、渍Baseline 分别为有、无喷气时定常极限工况

对应的流量系数。

2 种喷气形式与无喷气条件下的压气机性能曲

线如图 4 所示。图中 DP 为 TI-0 的设计工况点，P1 为

TI-0 在 渍 =0.183 的小流量区域工况点。当流量系数

大于 P1 时，TI-1 和 TI-2 的总压系数较 TI-0 的略有

减小，且 TI-1 降幅最大；但流量系数由 P1 减小到极

限工况 P2 时，在相同流量系数下，TI-1 和 TI-2 的总

压系数明显高于 TI-0 的，且当流量系数小于 P2 工况

时，TI-1 和 TI-2 仍可继续稳定工作到一定流量。计

算结果表明，TI-1、TI-2 分别能够获得 5.40%、5.93%

的性能提升。

2.2 叶顶区域流场分析

在不同喷气条件下，1 个叶片通过 4 个时间步长

时 97%叶高处静压系数和泄漏涡（Tip Leakage Vortex

，TLV）在叶顶处发展的等涡量如图 5 所示，其中涡量

采用 Q 准则，其定义为[14]

Q = 1
2

(||赘||2 - ||S||2) （4）

式中：赘 和 S 分别为速度梯度荦U 的反对称张量项与

对称张量项。

静压系数云图显示随泄漏涡的发展流道内存在

明显压力梯度，由叶片前缘吸力面开始发展，逐渐沿

周向移动到相邻叶片压力面。从图 5（a）中可见，当泄

漏涡抵达相邻叶片压力面时会在当地形成低压区，并

随时间步逐渐向叶片尾缘推移。而从图 5（b）中可见，

TI-1 的泄漏涡离开吸力面后受到喷气气流轴向推

挤，周向发展受到阻碍，泄漏涡发展方向向下游偏转，

但在靠近尾缘附近泄漏涡又转向相邻叶片压力面继

续发展，最终在相邻叶片压力面尾缘处产生低压区。

图 3 计算域与计算网格

图 4 压气机性能曲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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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97%叶高静压分布与泄漏涡轨迹

从图 5（c）中可见，TI-2 的

泄漏涡离开吸力面后与其

夹角保持相对较小，只在

经过喷嘴时由于喷气作用

使得该夹角发生一定的轴

向偏转，最终泄漏涡也未

在相邻叶片压力面产生低

压区。

TI-0、TI-1、TI-2 非定

常数值计算下每隔 5 个时

间步轴向泄漏流流量分布如图 6 所示。将其与 TI-0

最大泄漏量做归一化处理，共记录 4 个时间间隔即 1

个动叶叶片通过时间，由于喷气本身带来的外部流量

增量，整体 TI-1 与 TI-2 的泄漏流流量略高于 TI-0

的，但泄漏流流量整体沿轴向呈倒“V”型变化。

在 5％～20%轴向弦长位置，TI-1 与 TI-2 的泄

漏涡受到喷气轴向推挤，其轨迹并未发展到相邻叶片

汇入下一叶片泄漏流内，因而泄漏量有所降低因而泄

漏量有所减少（如图 5（a）、（b）所示）；而在 20％～

40%轴向弦长位置，TI-1 与 TI-2 的泄漏量明显增加，

此时应为外部喷气的加入所导致的泄漏量增加；从图

5 中可见，TI-0、TI-1、TI-2 在 50％～60%轴向弦长位

置处压力面都存在最大高压区，产生较大泄漏流压差

驱动力，故泄漏量均在此区域达到最大值（图 5）；在

40％～100%轴向弦长范围轴向弦长位置，TI-0 与

TI-1 的变化趋势相似，即此时 TI-1 对于 40%弦长后

泄漏流的发展影响并不明显，泄漏涡重新向相邻叶片

压力面偏转（图 5（b））；而在 40％～60%轴向弦长位

置，泄漏涡主流径直流出流道，并未混入相邻叶片泄

漏流内（图 5（c）），这可以解释为 TI-2 的最大泄漏流

流量较 TI-0 的减少 20%的原因；而在 60%轴向弦长

后 TI-2 的泄漏流流量较高的可能原因是轴向动量削

弱后的喷入气流最终混入泄漏流。

在定常计算下的泄漏涡发展轨迹如图 7 所示，从

图 7（a）中可见，泄漏涡周向发展在叶中位置撞击到

相邻叶片压力面；而从图 7（b）中可见，在 TI-1 作用

下泄漏涡周向发展时受喷气作用其轨迹沿轴向发

生偏转波动，从而推迟甚至避免碰撞到相邻叶片；

从图 7（c）中可见，泄漏涡在 TI-2 作用下向下游发

展的过程中与叶片吸力面

之间始终维持较为恒定的

夹角，泄漏涡未与相邻叶

片碰撞。

通过叶顶间隙的泄漏流流线以及叶顶区域的轴

向逆流速度团在 1 个叶片通过时间内随时间步的变

化如图 8 所示。从图 8（a）中可见，流通道内存在逆流

速度团，且在叶顶处发生泄漏流连续跨越相邻叶片周

向发展的现象；从图 8（b）中可见，受 TI-1 作用，轴向

喷气使逆流速度团轴向运动加速，通道内逆流速度团

显著减少，在叶顶处泄漏流连续跨越相邻叶片周向发

展的趋势得到抑制；而从图 8（c）中可见，由于 TI-2

的喷气方向与动叶前缘进气角方向一致，喷气速度矢

（a）TI-0

（b）TI-1 （c）TI-2

图 6 轴向叶顶泄漏流流量

（a）TI-0

（b）TI-1 （c）TI-2

图 7 泄漏涡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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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0

（b）TI-1 （c）TI-2

图 8 泄漏涡流线与轴向逆流速度团（Vz<0）

量在周向也存在速度分量，在相同合速度下喷气的轴

向速度较 TI-1 的有所降

低，故对逆流速度团的

轴向加速也不如 TI-1

的，同时逆流速度团较

TI-0 的仍有减少，不过

缩减面积不如 TI-1 的，

但泄漏流周向发展也得

到抑制，未发生泄漏流

连续跨越相邻叶片周向

发展的现象。

通过在叶顶位置处沿动叶弦长方向布置 7 个测

点 P1～P7 捕捉绝对坐标系下的压力信号，如图 9 所

示。对这些压力测点的时间序列利用快速傅里叶变换

得到频谱如图 10 所示。从图 10（a）中可见，该工况下

TI-0 除了叶片通过频率 fBP，测点还监控到中心频率

位于 0.4 fBP 附近由叶顶不稳定泄漏流导致的压力脉

动，且在 1.46 fBP 感受到其与叶片通过频率的叠加；而

采用叶顶喷气后的 TI-1 与 TI-2，其叶顶泄漏流的不

稳定性得到抑制，测点的压力脉动只在叶片通过频率

处存在明显的尖峰。

扩压因子是表征叶片

负载的参数，数值结果表

明喷气能够改变叶顶区域

动叶负载，从而提高压气

机的稳定性，扩压因子 DF

定义为

DF=1 - W軘out
W軘in

+ 驻W軘兹
２滓W軘in

（5）

式中：W軘in、W軘out、W軘兹 分别为动叶相对进、出口和切向的

速度；滓 为动叶稠度。

沿通道周向质量平均后径向扩压因子与总压损

失分布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喷气在 40％～

85%叶高产生 11.7%以内的加载作用，但在 85％～

99%叶高产生明显卸载作用，且在 93%叶高处 TI-1

和 TI-2 的扩压因子减小幅值分别达到 21.4%、

30.7%，这也是流量系数小于 P2 时 TI-1 和 TI-2 仍能

保持稳定工作的原因之一；喷气使得 90%叶高以上的

总压损失有所降低，说明对叶顶泄漏流的主动控制是

改善叶顶区域流动损失的有效途径。

3 结论

本文通过在小流量工况下的非定常数值计算研

究 2 种不同轴向喷气偏角对压气机性能以及叶顶区

域流场特性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a）TI-0

（b）TI-1 （c）TI-2

图 10 测点 P1～P7 压力信号频谱（渍=0.183）

（a）径向扩压因子分布 （b）径向总压损失分布

图 11 径向扩压因子与总压损失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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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叶顶压力测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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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顶喷气能够拓宽压气机稳定工作范围，

TI-1、TI-2 分别获得 5.40%、5.93%的性能提升。

（2）叶顶喷气能够改变泄漏涡的发展轨迹，延缓

泄漏涡的周向发展，一定程度抑制了泄漏流的不稳定

性，为压气机扩稳创造了条件。其中当喷气角度与动

叶进气角一致时对泄漏涡影响效果最为明显，此时泄

漏涡主流几乎不与相邻叶片压力面接触。因而 TI-2

的最大泄漏流流量较 TI-0 的有所减少，但总体泄漏

量由于外部喷气加入而增加。

（3）叶顶喷气能够改善小流量工况下叶片的负

载，加速逆流速度团削弱泄漏流，抑制泄漏流周向发

展，缓解流道的堵塞，使得压气机能够在该工况下继

续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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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变循环发动机压缩系统多模式和多工况的工作特点，开展了核心机驱动风扇级（CDFS）多状态和多目标兼顾设计，

CDFS、前涵道引射器和高压压气机气动一体化设计，大攻角范围、低损失可调导叶和静子设计。针对压缩系统的气动设计难点，在设

计点选取、叶片造型、流场设计、调节规律设计方面提出了解决措施和优化方向。数值模拟与试验结果表明：实现了压缩系统在多模

式下的性能兼顾，达到了预期的流量调节范围和涵道比调节范围，满足了设计指标要求。

关键词：变循环发动机；核心机驱动风扇级；高压压气机；气动设计；压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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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n Core Driven Fan Stage渊CDFS冤and High Pressure Compressor of Multimode Consideration
LI Xiao-qi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 -mode and multi -working conditions of the variable cycle engine

compression system袁the design of multi-state and multi-objective of CDFS 袁the design of the aerodynamic integration of the CDFS袁forward
vanable bypass ejector and high-pressure compressor袁the design of the variable guide vanes and stators with range of the incidence angles
and low loss were carried out. Aiming at the difficulties of aerodynamic design of the compression system袁the solving measures and
optimization direction were put forward in the aspects of design point selection袁blade modeling袁flow field design and regulation design. The
result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test show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compression system in multi-mode is realized袁and the expected range
of flow regulation and bypass ratio regulation is achieved袁which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desig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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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变循环发动机结合一些特征部件和机构的几何

调节，实现发动机在不同飞行状态下工作模式的转

换，以及热力循环参数的调整，使发动机在整个飞行

包线范围内都具有最佳热力循环，获取最佳性能[1-3]。

国内外对其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4-8]。在众多的变循环

发动机方案中，美国 GE 公司提出的带有核心机驱动

风扇级（Core Driven Fan Stage，CDFS）的双涵道变循

环发动机体现出巨大的潜力[9-10]，被认为是实现多飞

行状态下良好性能变循环发动机的首选方案[11-13]。国

内对变循环发动机的研究起步较晚，在变循环核心压

缩部件的研究方面，针对 CDFS 单独部件的研究较

多，针对 CDFS 与高压压气机匹配设计方面的研究相

对较少[14-15]。

为了开展变循环发动机关键技术的研究，通常在

常规发动机的基础上，增加部分变循环特征部件，搭

建变循环发动机技术验证平台[16]。

本文的 CDFS 就是通过某现有高压压气机的第 1

级设计修改得到的，与该多级高压压气机后面级共同

组成的压缩系统，用于由现有发动机发展得到的变循

环技术验证平台。在该压缩系统中，CDFS 为单级，由

进口可调导叶、转子、静子 3 排叶片组成，高压压气机

为 8 级，无进口导叶。在该压缩系统的气动设计中，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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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设计难点提出了解决措施，总结了设计经验，可为

今后该类变循环压缩系统设计和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1 CDFS 气动设计

1.1 CDFS 设计点参数选取方法

CDFS 在同一转速存在多个工作状态，这是

CDFS 的 1 个重要特征，也是 CDFS 与常规单级风扇

的主要差异。本文 CDFS 无量纲设计指标见表 1。在

1.0 转速下有 3 个工作状态，不同状态的设计指标对

比，流量最大相差 15%，压比最大相差 10.5%。

常规风扇 / 压气机在 1.0 转速下只有 1 个工作

点，因此其设计点参数基本参照该工作点指标选取。

而 CDFS 在 1.0 转速下有多个工作状态，设计点参数

如何选取才能实现多状态兼顾，这是 CDFS 设计首先

要考虑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 2 个方案：方案 1 是以

中间状态作为设计点，通过可调导叶（IGV）开、关角

度实现单涵状态和双涵状态；方案 2 是以单涵状态作

为设计点，通过 IGV 关角度实现中间状态和双涵状

态。对 2 个方案进行 2 维流场设计和 3 维计算校核，

得到如下结论：方案 1 可以较好地兼顾多个工作状态

的效率，但打开 IGV 会造成 CDFS 喘振裕度明显衰

减，无法实现单涵状态喘振裕度 20%的指标要求；方

案 2 可以较好地实现单涵状态和中间状态的指标要

求，但要实现双涵状态流量减小 15%，级效率变化不

超过 2%，喘振裕度 20%的指标，具有一定的难度。

通过对以上 2 个方案的研究，本文认为选择压比

较高、负荷较重的单涵状态参数作为 CDFS 设计点，

更有利于实现 CDFS 多状态兼顾的设计需求。

1.2 可调导叶设计分析

以 CDFS 单涵状态作为设计点，通过 IGV 关角度

实现双涵状态，意味着在 1.0 转速下，需要将 IGV 关

20毅～30毅，实现流量 15%的变化，而级效率变化不超

过 2%，这就对 IGV 的调节能力提出了需求。

IGV 关 20毅以上时，由于攻角过大，会造成 IGV

叶背侧产生流动分离，使转子工作状态恶化。为了改

善此现象，本文采用增大前缘小圆半径的措施。将

IGV 前缘小圆半径增大 1 倍后，IGV 总压恢复系数变

化见表 2。从表中可见，在 IGV 关 7毅时，修改前、后的

IGV 损失相当，在 IGV 关 22毅和 25毅时，修改后的 IGV

损失减少。

另外，从 IGV 关 25毅时的 S1 流面速度分布如图 1

所示；前缘增大 1 倍后，IGV 表面分离有所改善，叶片

出口尾迹也有所减小，如图 2 所示。

根据以上 IGV 关角度时的总压恢复系数和叶片

表面流动的对比，为了兼顾 CDFS 双涵状态的需求，

可以适当增大 IGV 前缘小圆半径。

1.3 CDFS 静子工作环境与设计特点分析

CDFS 在不同工作状态下，流量变化大导致气动

参数变化大，使 CDFS 静子的工作环境比常规压气机

静子的更为复杂，成为 CDFS 设计中的 1 个难题。在

单、双涵状态，CDFS 静子进口气流角的径向分布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与单涵状态相比，双涵状态静子

叶尖进口气流角减小 6毅，造成静子在较大的正攻角

下工作。因此，CDFS 静子

设计应兼顾考虑 CDFS 多

个工作状态，并且需要具

有较宽的攻角范围。

针对以上特点，本文

在进行 CDFS 静子 S2 流场

设计时，首先保证在单涵

中间状态 单涵状态 双涵状态

相对换算转速 1.0 1.0 1.0

进口换算流量 0.947 1.0 0.850

喘振裕度 /% 20 20 20

压比 0.964 1.0 0.895

效率 1.021 1.0 0.983

表 1 CDFS无量纲设计指标

IGV 关角度 /（毅） 原总压恢复系数 修改后总压恢复系数

7 0.9943 0.9943

22 0.9875 0.9922

25 0.9840 0.9880

表 2 前缘修改前、后 IGV总压恢复系数对比

图 1 IGV 关 25毅时 S1流面

速度分布

图2 前缘增大后IGV关25毅时
S1流面速度分布

图 3 单、双涵状态CDFS

静子进口气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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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高压进口级（2级）

静子扩散因子的变化

设计状态下，静子扩散因子和气流转折角等表征压气

机气动负荷的参数均控制在常规设计的经验范围内，

然后通过 3 维程序进行其它工作状态的校核计算，再

以多工作状态兼顾为目标进行 S2 流场的设计参数调

整。在叶型设计方面，为了适应双外涵状态静子攻角

增大的问题，对静子采用偏负的攻角设计，尤其是叶

中以上的部分，更是采用较大的负攻角设计。

2 CDFS、前涵道引射器、高压压气机气动一

体化设计

2.1 压缩系统气动布局特点

压缩系统气动布局借鉴 YF120 发动机，取消了

高压压气机进口可调导向器，保留了 CDFS 静子，如

图 4 所示。这种气动布局的优势在于可以缩短轴向长

度，降低叶片数，有效减轻质量，并在 YF120 发动机

上有了成功应用的先例；难点在于 CDFS 静子应同时

具备为 CDFS 转子整流和高压压气机进口导流 2 种

功能，CDFS 出口气流角对高压压气机的工作状态有

较大影响，CDFS 与高压压气机之间的气动耦合更加

明显，匹配更加复杂。

在该压缩系统中，CDFS 进口导叶、CDFS 静子、高

压压气机前2 级静子及前涵道引射器面积均可调节。

2.2 构建 CDFS、高压压气机、前涵道共同的 S2

流场

2 维流场设计构建了压气机内部流动的基本框

架，是压气机气动设计的基础。对于本文的压缩系统，

CDFS 静子能否在较好地实现自身气流偏转的同时，

又给下游高压压气机提供合理预旋，CDFS 与高压压

气机之间的 2 级涵道内的气动参数是怎样的、是否会

发生堵塞，CDFS 出口绝对气流角是否等于高压压气

机进口绝对气流角，这些问题都是在 S2 流场设计阶

段应考虑和着手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针对这种新

的气动布局和流动特点，构建了 CDFS＋后 8 级＋前

涵道的联合 S2 流场，将 CDFS 与前涵道、高压压气机

之间的匹配要素，以及变循环所需考虑的相关参数从

S2 流场设计阶段就计入，避免 CDFS 与高压压气机

单独设计带来的技术风险。

2.3 CDFS 静子调节规律设计

CDFS 在设计转速不同工作状态以及在中低转速

时，其静子调节角度既要与转子出口气流角匹配来满

足自身喘振裕度需求，又要考虑高压压气机的负荷能

力和流量需求。例如，CDFS 在双涵状态时，流量减小

15%，此时 CDFS 静子在正攻角下工作，很难实现

20%的喘振裕度，为了提高其喘振裕度，可以适当关

小 CDFS 静子角度，减小 CDFS 静子进口攻角；但

CDFS 静子角度关得过大，会导致高压的负荷增加，

扩散因子增大，并且高压流量减小，达不到预计要求。

可见，变循环给压缩系统

叶片角度调节规律造成了

更为复杂的情况。本文采

用 CDFS 与高压压气机联

算，以及 S2 流场设计和 3

维计算迭代优化的设计方

法，进行压缩系统调节规

律设计。

为了提高 CDFS 双涵

状态的喘振裕度，本文采

取 CDFS 静子关 4毅调节，

此时，CDFS 喘振裕度提

高了 5.3%，如图 5 所示，

高压流量也满足匹配需

求，但为了实现同样的压

比，高压负荷增加，高压

进口级静子扩散因子增

大了 0.1，如图 6 所示。

通常认为压气机静子扩散因子不应高于 0.6，虽

然增大后的扩散因子并没有超出该经验范围，但扩散

因子的显著增大会导致设计风险增加。另外，本文的

高压压气机是通过对现有高压压气机进口级进行适

应性修改得到的，为了不影响原有匹配，应尽量避免

设计参数产生较大的变化。因此，为了削弱角度调节

带来的高压进口级扩散因子增大，本文采取将高压进

口级（2 级）静子关 2毅，3 级静子关 1毅的调节方式，此

时高压各级扩散因子变化如图 7 所示。

从图中可见，通过该种调节方式，逐级削弱了

图 4 YF120 发动机气动布局[17]

内涵道 OGV

低压风扇 核心机驱动风扇级 高压压气机

图 5 静子关 4毅对CDFS

双涵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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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FS 静子关 4毅带来的高压进口级负荷增加，实现了

各级扩散因子的增幅都控制在 0.02 以内。

3 CDFS、前涵道引射器和高压压气机联合

试验验证

为了获取 CDFS 和高压压气机气动性能，探索前

涵道引射器调节规律，搭建了 CDFS、前涵道引射器

和高压压气机联合试验平台，并在国内率先完成了该

类联合压缩部件的试验验证。在该试验中，分别录取

了 CDFS 和高压压气机的性能。3 个典型工况的试验

性能见表 3、4。

试验结果表明：CDFS 实现了多工况条件下的性

能兼顾，在同一转速下的流量调节范围达到 15％，实

现了预计的涵道比调节范围，CDFS 与高压压气机匹

配良好，满足总体方案技术指标的要求。

4 结论

本文介绍了变循环发动机压缩系统的设计特点

和难点，为了实现设计指标采取了相关措施，通过数

值模拟和试验验证了设计结果，得到如下结论：

（1）CDFS设计应选择压比和负荷较高的工作状态

参数作为设计点，更有利于实现 CDFS 多状态兼顾；

（2）采用增大前缘小圆半径的措施，可以改善IGV

关角度时的叶背侧流动分离，减少流动损失；

（3）CDFS 静子设计应以多状态兼顾为目标进行

S2 流场参数调整，叶型尽量采用负攻角设计，尤其是

叶中以上部分；

（4）构建 CDFS 与前涵道、高压压气机共同的 S2

流场，更有利于匹配设计，回避单独设计带来的技术

风险；

（5）CDFS 静子调节规律应兼顾 CDFS 与高压压气

机的需求，合理调节规律设计可以提升 CDFS 喘振裕

度，实现较好的上下游匹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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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实现低压涡轮导叶内环初步方案快速设计、降低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冷气相对总温和提高冷却效率，以某型低压涡轮

导叶内环为研究对象，提出了 1 种基于等熵过程的低压涡轮导叶内环设计方法和流程，并采用 3 维数值仿真方法对设计结果进行

了分析和验证，得到了不同预旋喷嘴径向高度对转、静子腔内的流动影响规律。结果表明：提出的低压涡轮导叶内环设计方法和流

程能够满足初步方案的设计要求；预旋喷嘴的径向高度对工作叶片和涡轮盘表面的相对总温影响较大，工程上需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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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Design of Guide Vane Inner-ring of Low Pressure Turbine
TANG Xu袁LI Shou-qiu袁LIU Ri-che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quickly design the guide vane inner-ring of the low pressure turbine 渊LPT冤of the preliminary scheme袁improve

the cold air relative total temperature and cooling efficiency of the rotor blade of the LPT袁taking a LPT guide vane inner-r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袁a design method and design process of the LPT guide vane inner-ring based on isentropic process was presented. The design results
were analyzed and verified by a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袁and the flow influence rules of the radial height of different
pre-swirl nozzle in the cavity of rotor and stator were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sign method and design process of LPT guide vane
inner-ring can meet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the preliminary scheme. The radial height of the pre-swirl nozzle has a great effect on the
relative total temperature of the rotor blade and turbine disk袁which needs to be considered comprehensively in engineering.

Key words: Low-Pressure Turbine渊LPT冤曰guide vane inner-ring曰design process曰pre-swirl nozzle曰radial height曰aeroengine

0 引言

随着涡轮前温度不断提高，对航空发动机空气系

统引气量的需求也不断提高，冷气利用效率对发动机

整机性能的影响越来越大[1-2]。为提高涡轮工作叶片冷

气利用效率，国外科研人员提出了预旋结构，并开展

了大量研究工作[3-4]，目前该结构在 F119 等发动机中

已经得到应用。国内外科研人员针对多种预旋喷嘴结

构形式开展了大量建模、理论分析、并通过试验验证

了湍流模型的合理性[5-7]。应用数值模拟手段计算分析

了预旋喷嘴面积、预旋喷嘴角度及预旋喷嘴轴向长

度等预旋喷嘴主要结构参数对预旋系统温降的影

响[8-10]。对于整体转静盘腔预旋系统，国内学者应用 3

维数值模拟手段，计算分析了预旋喷嘴径向高度对盘

腔换热特性的影响，研究了盘腔温度分布规律[11]。对

于高、低位预旋这 2 种典型预旋系统，开展了数值计

算并将计算值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12-13]，结果表明在

目前已有预旋系统的工况范围内，数值计算方法能够

较好地与试验结果吻合。此外，科研人员还研究了转

静盘间距、雷诺数等参数对盘腔换热特性及温度分

布的影响，进一步掌握预旋系统转静子盘腔的换热规

律 [14-15]。国内外学者对于已有结构形式的预旋喷嘴、

转静盘腔系统作了大量的数值模拟和试验验证工作，

分析了预旋系统内主要参数对换热特性的影响，但不

同参数之间往往不是相关独立的，需要综合多方面因

素考虑，因此工程上如何选取预旋系统参数尤其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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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状态点参数

P/MPa

1.050

1.310

0.996

0.188

0.792

0.128

0.197

0.169

P*/MPa

1.386

1.916

1.314

0.281

1.001

0.179

0.299

0.231

T*/K
770.0

867.0

895.0

602.7

844.9

783.9

899.9

504.8

状态点

1

2

3

4

5

6

7

8

m觶 /（kg/s）

2.80

3.65

2.46

0.64

1.92

0.36

0.56

0.56

始结构设计阶段仍存在较大难度，而从结构设计角度

出发，如何快速选取并优化低压导叶内环结构参数的

研究则相对较少。

本文以某型低压涡轮导叶内环为研究对象，提出

了 1 种基于等熵过程的低压涡轮导叶内环设计方法

和流程。

1 低压涡轮导叶内环预旋系统温降的计算方法

低压涡轮导叶内环设计的核心为预旋系统设计。

预旋系统的温降为

驻T=T*in-T*out,r （1）

式中：T*in 为冷气进口总温；T*out,r 为预旋出口相对总

温。T*in 和 T*out,r 的定义如下

T*in=T+ V 2

2CP
（2）

T*out,r=T+ W 2

2CP
（3）

式中：T 为静温；CP 为材料比热容；V 和 W 分别为绝

对速度与相对速度（相对旋转涡轮盘）。将速度 V、W
沿 3 个坐标系分解为

V 2=V r2+V 渍2+V Z2 （4）

W 2=W r2+W 渍2+W Z2 （5）

式中：V r=W r；V 渍=W 渍+U；V Z=W Z；U 为涡轮盘周向速度

分量。

此外，定义某一径向高度预旋出口气流周向速度

与涡轮盘周向速度的比值为旋转比

SrP= V 渍
U = V 渍

棕rP
（6）

将式（2）~（5）代入式（1）中整理可得

驻T= U2

2CP
(2SrP-1) （7）

对式（7）求导可以得到当 V 渍=U 时，理论温降存

在最大值，即 SrP=1 时，理论温降存在最大值。理论温

降越大，获得的相对总温越低，对于涡轮工作叶片工

作越有利。因此，旋转比在预旋系统设计中也是 1 个

重要参数。

2 设计流程及验证

2.1 低压涡轮导叶内环设计流程

低压涡轮导叶内环内腔结构尺寸小，总压损失

小，其腔内流动可以简化成等熵过程，其质量流量为

m觶 =籽vA （8）

式中：A 为出口面积；v 为出口气体速度；籽 为气体

密度

籽 =

P
P*蓸 蔀 1

k

RT*

P*

（9）

式中：P* 为进口总压；P为出口静压；T* 为进口总温；R
为理想气体常数；k 为定熵指数。

出口气流速度可以表示为

v = 2k
k-1 RT*

1- P
P*蓸 蔀 k-1

k蓘 蓡姨 （10）

根据低压导叶内环设计要求，初步方案设计需要

根据给定多个状态点的压比及流量要求设计出预旋

结构，包括预旋出口面积和预旋喷嘴高度。采用上述

公式原理，以最低温降为目标，给出低压涡轮导叶内

环设计流程，如图 1 所示。

2.2 设计结果及验证

本文分析的低压涡轮导叶内环不同状态点参数

见表 1。

图 1 低压涡轮导叶内环设计流程

压比 P/P*
总温 T*

速度公式（10）
出口速度 V

流量要求

密度

预旋出口角度

周向速度分量

预旋出口气流进入
转静子腔损失系数

涡轮盘转速

预旋喷嘴面积

预旋喷嘴面积

喷嘴类型

预旋喷嘴高度

低压涡轮导叶内环初步方案

流量公式（8）

最
大
温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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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方法计算流量对比

4

3

2

1

86420

状态点

CFX 计算值
理论计算值
目标值

图 4 分析平面及马赫数分布

Ma

0.60

0.55

0.49

0.44

0.38

0.33

0.27

0.22

0.16

0.11

0.05

0

分析平面

图 5 旋转比及相对总温分布

Srp

1.10

1.04

0.97

0.91

0.85

0.78

0.72

0.65

0.59

0.53

0.46

0.40

T/K
826

817

808

800

791

782

774

765

756

748

739

730

根据图 1 中设计流程，选取状态 1（实际对应着发动

机设计点）作为设计基点，预旋喷嘴选取某型发动机

的叶型喷嘴，预旋出口角度选取与发动机轴线夹角

63毅，最终计算得出预旋出口径向高度为 242.5 mm，

预旋喷嘴总面积 1989 mm2。根据设计结果，应用 CFX

建立几何参数计算模型，如图 2 所示。其中，预旋喷嘴

结构根据已有发动机喷嘴结构按设计几何面积改进

而成。

低压涡轮导叶内环划分为固定域和转动域。低压

涡轮导叶内环内腔为固定域；导叶内环与低压涡轮盘

形成的转静子腔为转动域。转、静子交界面采用冻结

转子法（Frozen Rotor），整个流体域网格单元数约 3×

107 个。为保证计算分析的准确性，在结构边缘设置了

边界层。经多次试算并加以网格无关性试验（适应网

格规模、硬件能力、网格的划分方法以及计算精度），

其主要边界条件如下：

（1）流体模型：理想气体模型；

（2）湍流模型：Shear Stress Transport；

（3）流体域计算模型：总能模型；

（4）周期性边界与绝热无滑移壁面边界；

（5）壁面速度条件；

（6）进口总温总压和出口静压条件。

根据设计流程及 3 维 CFX 计算出不同状态点的

流量结果，并与低压涡轮导叶内环设计要求进行对

比，结果如图 3 所示。

从图中可见，按设计流程方法计算的流量与 CFX

计算结果及设计要求的结果趋势一致，说明设计流程

在本文分析的边界条件范围内能够满足设计要求。

CFX 计算流量较其余 2 种方法的偏小，这是因为理

论计算得到的是理想流量，实际计算由于损失等原因

通常结果偏低。

以状态 1 为例进行分析，考虑计算模型具有周期

对称性，选取子午面作为分析平面，可以分析大部分

情况下的流动规律，分析平面及气流马赫数分布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流经预旋喷嘴加速后，预旋出口

附近气体速度最高，对应的气体马赫数最大。

进一步分析旋转比及相对总温分布，如图 5 所

示。从图中可见，在预旋出口处附近旋转比最高数值

在 1 左右，对应相对总温最低，这与前文理论公式分

析相符；同时也说明了设计流程计算出的喷嘴径向高

度较为合理，该流程可以用于初步结构方案设计阶段

的预旋喷嘴径向高度的选取。

图 2 计算模型网格

转静交界面

转动域

固定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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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旋喷嘴径向高度对低压导叶内环影响

上述设计流程是基于提供给低压涡轮工作叶片

最大温降冷气的角度考虑的，而实际预旋系统需要

平衡多个构件的需求进行设计，如涡轮盘的温度情

况等。为量化分析不同径向高度对低压导叶内环流

动情况的影响，分别计算预旋喷嘴径向高度为

242.5（初始结构）、222.5、

202.5、182.5、162.5 mm 时

的流动规律，选取的分析

截面如图 6 所示。

分别计算不同结构在

分析截面的平均总温和总压，如图 7、8 所示。

从图中可见，预旋出口径向高度较高时，总温、总

压曲线变化幅度较大，这是由于预旋出口气流加速后

直接流经转子叶片冷气进口，附近区域速度变化梯度

大，而径向高度下降后，气流自预旋喷嘴到转子叶片

入口路径变长，气流到分析截面位置后趋于平稳，反

映到总温总压曲线上则是出口高度在 202.5 mm 以下

更为平直；随径向高度下降，总温、总压总体降低，这

是气流路径变长后损失相对加大的原因。进一步分析

不同截面相对总温、相对总压结果，如图 9、10 所示。

从图 9 中可见，随出口径向高度降低，相对总温

逐渐升高，这是由于在预旋出口速度相差不大的情况

下，随气流路径变长，涡轮盘对气体作功，叶片冷气进

口处周向速度有所变化所致；从图 10 中可见，随径向

高度降低，相对总压有所提高，这是由于气流路径变

长后，涡轮盘对气体作功，导致分析截面附近获得的

相对总压偏高所致。每一条曲线相对总压逐渐增高，

这是由于越接近涡轮盘旋转增压效果越明显。

进一步分析涡轮盘表面相对总温，如图 11 所示。

图 6 分析截面

导叶内环

分析截面 1~10

涡轮转子

图 7 不同高度总温曲线

775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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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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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7

分析截面编号

108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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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高度 22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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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高度 182.5 mm
出口高度 162.5 mm

图 8 不同高度总压曲线

1.32

1.30

1.28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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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1.20

1.18

1.16

1.14

1.12

分析截面编号

1086420

出口高度 242.5 mm
出口高度 222.5 mm
出口高度 202.5 mm
出口高度 18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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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高度相对总温曲线

图 10 不同高度相对总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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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

745

740

735

730

725

720

分析截面编号

1086420

出口高度 242.5 mm
出口高度 222.5 mm
出口高度 202.5 mm
出口高度 182.5 mm
出口高度 162.5 mm

1.04

1.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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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截面编号

1086420

出口高度 242.5 mm
出口高度 22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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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高度 182.5 mm
出口高度 162.5 mm

图 11 不同喷嘴出口高度涡轮盘表面相对总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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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预旋喷嘴径向高度为 242.5 mm 时，涡轮

盘表面相对总温最高，因为气流经预旋出口后直接进

入转子叶片，冷气与涡轮盘热交换最差，对应的涡轮

盘表面温度最高；随径向高度降低，涡轮盘对应预旋

出口出现低温波谷，且温差较大；当预旋出口为 162.5

mm 时，涡轮盘相对总温最低，且温差水平与径向高

度为 242.5 mm 时的相当，平均温度低约 50 K，这对

于涡轮盘温度场有很大收益。

4 结论
本文基于理论公式给出了低压涡轮导叶内环结

构设计流程，并将设计结果与 CFX3 维计算结果及设

计目标值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采用 CFX 方法计算

分析了不同径向高度预旋喷嘴对低压涡轮导叶内环

流动情况的影响，得出结论如下：

（1）给出的低压涡轮导叶内环结构设计流程在本

文分析的边界条件范围内可以满足工程设计要求；

（2）高位预旋喷嘴能够获得较低相对总温的冷

气，为工作叶片提供高品质冷气；

（3）低位预旋喷嘴能够使涡轮盘获得相对较低的

温度；

（4）工程上设计低压涡轮导叶内环要综合考虑工

作叶片冷气品质及低压涡轮盘温度水平来确定预旋

喷嘴径向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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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究不同进口总压分布对涡轮气动损失的影响规律及作用机理，以 GE-E3 发动机高压涡轮的第 1 级导叶为研究对

象，通过设定总压畸变高度和强度，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多种涡轮进口 1 维分布形式下的涡轮气动性能展开研究。结果表明：当端

区总压强于中展区总压时，静叶压力面附近流体向中展区汇集碰撞，出口效率降低；随进口总压畸变强度的提高，静叶出口效率线

性降低；当端区总压弱于中展区总压时，静叶出口效率变化不大；单级涡轮出口效率随总压畸变形式变化的规律与静叶的类似。

关键词：涡轮进口；不均匀分布；总压梯度；数值模拟；GE-E3 发动机；转捩；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3.004

Effect of Non-uniform Inlet Total Pressure on Turbin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SHI Wen-tong1袁YI Wei-lin1袁JI Lu-cheng2

渊1.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袁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袁Beijing 100081袁China曰
2. Schoo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袁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袁Beijing 100081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inlet total pressure distribution on turbine aerodynamic loss and its mechanism袁
the first stage guide vane of GE-E3 engine high pressure turbine was studied by setting the total pressure distortion height and intensity.
The turbin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in the form of one -dimensional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turbine inlet was studi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total pressure of the endwall is higher than the total pressure of the midspan袁the fluid
near the vane pressure surface accumulates and collides with the midspan袁and the exit efficiency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nlet
total pressure distortion intensity袁the outlet efficiency of the vane decreases linearly. When the total pressure of the endwall is weaker than
the total pressure of the midspan袁the outlet efficiency of the vane does not change much. The variation of outlet efficiency with total
pressure distortion of single stage turbine is similar to that of vane.

Key words: turbine inlet曰nonuniform distribution曰total pressure gradient曰numerical simulation曰GE-E3 engine曰transition曰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 / 燃气轮机涡轮部件常依据进口参

数均匀条件开展气动设计[1-2]。随着涡轮进口温度提高

和燃烧室结构复杂化，燃烧室稀释气、冷却气及主流

气掺混强烈，导致涡轮进口发生明显的总温畸变、总

压畸变及出现旋流现象，但其作用机理及影响规律尚

不明晰。真实涡轮进口边界条件对涡轮内流场分布影

响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已有文献中，涡轮进口总

温不均匀或热斑相关研究较多，而对于涡轮进口总压

不均匀性影响的研究较少[3]。

2000 年和 2002 年，Hermanson 与 Thole 等 [4-5]通

过给定涡轮进口流速沿展高方向 1 维分布，利用

CFD 方法研究了进口总压畸变对涡轮流场通道内影

响，发现进口总压分布直接影响涡轮流道内端壁区域

的二次流发展；2007 年和 2009 年，Barringer 等[6-7]在

美国空军实验室涡轮研究平台上，通过调节进口前燃

烧室模拟器中的泄漏流和冷却气的温度及流量，创造

不同分布形式的涡轮进口边界条件，发现不同进口总

压分布可使叶表局部静压负荷发生约 10%的变化，

同时对叶表靠近端壁区域的换热系数也造成显著影

响；2017 年，Wang 等[8-9]通过数值研究指出当有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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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温不均匀性条件存在时，进口总压的不均匀性更

直接影响涡轮流道内的热流输运与温度分布。已有

的研究表明：涡轮进口总压分布不均匀对涡轮流场

内的流动结构和热负荷分布影响值得关注，但进口

不均匀分布形式样本往往较少，且进口总压的不均

匀性与总温的不均匀性常相互耦合，所得出的结论

具有一定局限性。

本文基于数值计算手段，分别以导叶和单级涡轮

为研究对象，在总压畸变高度 啄p 和最大总压畸变强

度 CPmax 2 项特征因素的控制下对涡轮进口总压展向

1 维分布进行模化，以探究分布特征的变化对导叶及

单级涡轮的气动特性影响规律及进口总压畸变环境

下涡轮流道内的流动机理。

1 研究对象

本文选定的研究对象为 NASA 高效节能发动机

计划中的 GE-E3 发动机高压涡轮，几何数据来源于

文献[2]；数值方法校核算例参考试验报告中的无冷却

环形叶栅试验对计算域进行构建。数值校验用计算域

如图 1 所示。进口边界 P0 的位置参考试验的进口总压

测量平面，位于导叶（以下简称 NGV）前缘前 0.127 m。

由于试验的出口静压测量平面 P1 距离尾缘较近，仅

为 0.01016 m，为避免由此带来的计算误差，将计算域

的出口平面位置向下游充分延长，至尾缘后 0.127 m。

对于进口非均匀性对 NGV 性能影响，进口边界

位置参考文献[10-11]中对于涡轮与燃烧室交接平面

（以下简称 P40）的定义位置，选定 NGV 前缘前 40%轴

向弦长处为不均匀分布的涡轮进口边界条件的给定

位置，相关网格亦做调整，保证不变。其计算域如图 2

所示。

对于进口非均匀性对单级涡轮性能影响，计算域

出口取在动叶尾缘充分距离之后的流道平直段，而出

口监测面位于动叶尾缘后 0.009525 m。其计算域如图

3 所示。

在上述 2 个方面，对 NGV 性能的评估指标采取

试验中使用的动能效率 浊V，其定义为

浊V=
V 1

V 1,isen
蓸 蔀 2 = 1-（PS，1/PT，1）

酌-1
酌

1-（PS，1/PT，0）
酌-1
酌

（1）

式中：V 1 为出口面 P1 的实际速度；V 1，isen 为出口面 P1

的等熵速度；等效变换后，PS，1 为 P1 面静压；PT，1 为 P1

面总压；PT，0 为进口面 P0 的总压；酌 为比热容比，取

1.4。

对 1 级涡轮的性能评估指标，采用滞止等熵效率

浊st，其定义为

浊st=
1- TT,2

TT,0

1- 1

仔T

k0-1
k0

（2）

式中：TT，2 为 P2 处的总温；TT，0 为 P40 处的总温；仔T 为

P40 面与 P2 面总压的比值；k0 为工质的比热容比，取

1.4。

2 研究方法

本文相关工作均基于数值方法开展，网格生成由

ICEM 完成，数值模拟利用 CFX 进行。首先将结合表

1 所示工作条件，针对试验数据进行校核。在计算中，

工质选用理想气体，来流

方向均匀垂直于进口边界

平面且湍流强度为 10%[12]。

出口给定静压，满足径向

平衡方程，参考位置为中

展处。在后续研究过程中，

图 2 NGV研究计算域

图 3 单级研究计算域

图 1 数值校验用计算域

P0 P40 P1

P40 P1

P40 P2Interface

参数

进口总压 / kPa

进口总温 / K

出口平均静压 / kPa

RDG67

346

709

208

表 1 E3发动机环形试验

边界条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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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进口总压边界条件外，其余边界条件的给定均与此

相同，不再特别介绍。

2.1 网格无关性校验

均 保 证 固 壁 表 面

Y+<1，分别生成 67、130、

192、252 万 4 套结构化网

格，网格结构如图4 所示。

在校核工况下 4 种网

格的计算结果见表 2。从表中可见，监测参数随着网

格总数的增加变化较小，且趋于某一稳定值。

在 0%和 100%展高位置的绝热 Ma 对比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网格节点总数的增加，叶根和

叶顶绝热 Ma分布无明显变化，且都与试验值吻合较

好。从上述对比可见，130 万网格可满足网格无关性

要求，可用于后续研究工作。

2.2 湍流模型的选择

综合考虑已有校核经验[9，13-14]，使用 酌-兹转捩模型应

能进一步提高高压涡轮气热模拟的准确性。本文参考试

验数据，对比了有 / 无（酌-兹）转捩模型的 SST 湍流模型

对NGV“效率-压比”和“流量-压比”的计算差异。

计算结果如图 6 所示。当进口总压与出口静压之

比发生变化时，SST 模型与 SST（酌-兹）模型在出口中

展效率 浊v 和流量 2 项计算结果的变化趋势上具有高

度的相似性。其中，对于中展效率的预测，当进口总压

与出口静压之比小于 2.1 时，2 种模型都能较好地预

测效率的变化趋势，而数值上 SST（酌-兹）模型的计算

结果比 SST 模型的更接近于试验值；但当进口总压与

出口静压之比大于 2.1 时，2 种模型都不能非常准确

地预测出口中展效率。对于进出口流量的预测，在全

压比变化范围内，2 种模型都能较好地模拟流量随压

比的变化趋势，且 2 种模型计算结果的数值差异不

大。对流场进行观测发现，SST（酌-兹）模型对转捩发生

的轴向位置的预测比 SST 模型的靠后，导致其计算得

到的尾迹厚度比 SST 模型的薄，因此，其计算得到的

中展效率也高。

出口总效率的预测对比见表 3。当进口总压与出

口静压之比小于 2 时，SST（酌-兹）模型计算结果与试验

值相比预测误差更小，考虑到后续研究的展开主要基

于设计工况（PT,0/PS,t=1.664），因此，后续的数值计算模

型采用 SST（酌-兹）模型。

2.3 进口总压不均匀模化方法

文献[6]给出了发动机真实燃烧室及多种燃烧

室模拟器的出口总压沿展高方向分布的试验数据，

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

见，总压分布具有靠近中

展区域均匀，而在靠近端

壁区域从某一展高开始

平滑过渡到端壁表面某

一极值的特征。

因此，本文参考这种

图 4 网格拓扑结构

节点数 / 万

67

130

192

252

质量流量 /（kg/s）

12.037

12.041

12.045

12.047

出口效率 /%

96.77

96.93

97.01

97.06

中展效率 /%

98.09

98.09

98.09

98.08

表 2 网格无关性校验结果

（a）叶根绝热 Ma （b）叶顶绝热 Ma
图 5 不同网格数下叶根与叶顶绝热Ma对比

（a）中展效率 - 压比特性 （b）流量 - 压比特性

图 6 SST与 SST（酌-兹）2种湍流模型的计算特性对比

PT,0/PS,1

1.664

1.982

2.427

试验值/%
96.67
96.78
94.51

SST/%
95.76
95.86
95.81

SST（酌-兹）/%
96.86
96.59
96.45

表 3 2种湍流模型在不同压比下出口总效率对比

1.0

0.8

0.6

0.4

0.2

1.41.21.00.80.60.40.20

EXP
67 万
130 万
192 万
252 万

1.0

0.8

0.6

0.4

0.2

1.41.21.00.80.60.40.20

EXP
67 万
130 万
192 万
252 万

99

98

97

96

95

94

PT,0 /PS,1 PT,0 /PS,1

2.82.62.42.22.01.81.61.41.2

EXP
SST
SST（酌-兹）

EXP
SST
SST（酌-兹）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82.62.42.22.01.81.61.41.2

图 7 真实燃烧室出口

总压分布

1.00.90.80.70.60.50.40.30.20.10

OD

ID

Z
S

CP

5.0-1.0 0 1.0 2.0 3.0 4.0

Engine Combustor
TRF:Prior to Simulator
VTS imulator: Cp 0
VTS imulator: Cp 2
TRF: With Simulator-Test 108
TRF: With Simulator-Test 127
TRF: With Simulator-Test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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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规律，将其简化为对称分布形式，如图 8 所示。从

总压畸变发生位置到端壁的总压极值点，使用抛物线

公式过渡。在总压畸变高度 啄P 和最大总压畸变强度

CPmax 2 种变量的控制下，可以获得任意的总压分布。

其中，最大总压畸变强度

CPmax 表示在端区位置处

的总压畸变的极值。啄P 为
进口边界总压畸变发生

位置距离端壁的距离与

进口截面展高的比值。当

地总压畸变强度 CP 用来

描述当地总压与中展处

总压的差异，即

CP=
P-PMS1

1/2籽AVEU
AVE

2
|1

（3）

式中：P 为当地总压；PMS1 为涡轮进口中展处总压；

1/2籽AVEU
AVE

2
|1 为均匀进口边界条件下涡轮进口处平均

动压。

参考真实情况，本文选定的 啄P 变化范围为

[0，40%]，CPmax 的变化范围为[-2，+2]，并分别根据这 2

种分布特征对 NGV 和单级涡轮的气动损失带来的影

响进行数值研究。具体方法为，限定 啄P=30%不变，给

定 Cpmax={-2，-1.5-1-0.5 0+0.5+1+1.5+2}的进口总压

分布条件，以探究总压畸变强度对下游流场的影响；限

定 |CPmax|=2 不变，给定 啄P={10%，20%，30%，40%}的进口

总压分布条件，以探究总压畸变高度对下游流场的影

响。2 个参数变化带来的进口分布变化如图 9 所示。

3 进口总压不均匀对效率的影响

3.1 NGV效率影响

将如图 9 所示的不同进口边界条件施加于如图

2 所示的计算域。不同进口条件对于 NGV 效率的影

响如图 10 所示。

从图 10（a）中可见，当 啄P相同时，CPmax 对 浊V 有影

响，但正 / 负 2 种畸变的影响却不相同。当 CPmax>0 时，

浊V 随 CPmax 的增大而快速线性降低，影响幅度可达

0.5%；当 Cpmax<0时，浊V 随 CPmax 绝对值的增大而先快速

提高后缓慢降低，但幅度很小，最大影响幅度仅为

0.18%。总体来说，当总压畸变为负时，浊V 有所提高，

但效果不明显；当总压畸变为正时，浊V 降低且效果显

著，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从图 10（b）中可见，当 CPmax 不变时，若 CPmax>0，相

比于均匀进口总压边界条件，非均匀进口条件会使

显著降低，影响幅度可达 0.5%。但 啄P>10%后，随着 啄P
的增大，浊V 变化不明显。若 CPmax<0，啄P的变化对 浊V 的

影响不明显。

在上文各模拟条件中，总压径向分布形式发生了

改变，因而总压平均值也发生变化。为了进一步分析

是否因进口总压平均值的变化影响 浊V，本文还对与

各总压畸变情况进口总压流量平均值相同的均匀进

口总压边界情况进行计算。结果显示基本无变化，因

此，可见 浊V 的变化主要来自于端区总压变化造成的

流道内流场结构改变。

3.2 单级涡轮效率影响

将如图 9 所示的不同进口边界条件施加于如图

3 所示的计算域。不同进口条件对于单级高压涡轮的

滞止等熵效率的影响如图 11 所示。

从图中可见，2 种总压畸变特征的变化对涡轮级

效率的影响规律与对 NGV 的影响规律几乎一致。当

CPmax>0 时，CPmax 和 啄P 的 浊SI 变化对的影响幅值分别为

0.58%和 0.59%；当 CPmax<0 时，CPmax 和 啄P的变化对 浊SI

影响的最大幅值为 0.07%和 0.06%。

同样的，经计算发现，随进口总压分布变化产生

（a）CPmax 变化的影响 （b）啄P变化的影响

图 10 总压畸变对NGV效率的影响

图 8 涡轮进口总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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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80

60

40

20

0

啄p

Cpmax Cpmax

Cpma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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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啄P=30% （b）|CPmax|=2

图 9 非均匀进口总压分布

100

80

60

40

20

0

CP CP

420-2-4420-2-4

CPmax=-2.0
CPmax=-1.5
CPmax=-1.0
CPmax=-0.5
CPmax=+0.5
CPmax=+1.0
CPmax=+1.5
CPmax=+2.0

CPmax=+2，啄p=0.4
CPmax=+2，啄p=0.3
CPmax=+2，啄p=0.2
CPmax=+2，啄p=0.1
CPmax=-2，啄p=0.1
CPmax=-2，啄p=0.2
CPmax=-2，啄p=0.3
CPmax=-2，啄p=0.4

96.6

96.4

96.2

96.0

95.8

95.6

95.4

95.2

啄p=30% CPmax>0
啄p=30% CPmax<0

CPmax=+2
CPmax=+2

96.4

96.2

96.0

95.8

95.6

95.4

95.2

95.0

CPmax

3210-1-2-3
啄P /%

20100 30 40 50

20



史文通等：不均匀进口总压对涡轮气动性能的影响第 3 期

的进口总压平均值的变化对于 浊SI 的影响幅度非常微

小，可以忽略不计。

4 内部流场分析

4.1 NGV内流场分析

4.1.1 CPmax>0

P1 面经整体流量平均后的 NGV 效率沿展高分布

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见，与均匀进口条件相比，当

CPmax>0 时，在 10%展高以下和 80%展高以上的效率

有所升高，而在中展区域效率有所降低。并且随 CPmax

的增大，这一特征越来越明显。

选择变化强度最大的

CPmax=+2 工况开展进一步

研究，将其在P1 面上的与

均匀进口条件得到的 浊V

分布进行差运算，如图 13

所示。从图中可见，2 个高

效区 A 和 C 与 1 个大低效

区 B 的存在，从展向分布上看与图 12 的吻合。

对高效区 A 的射入流线进行监测，如图 14 所

示。从图中可见，对于 CPmax=+2 的情形，A 区的气体主

要由通道中间的气体发展而来，而对于均匀进口条件

情形，A 区的气体是流经叶片壁面附近发展而来的。

相比之下，在 CPmax=+2 时，气体更少流经近壁面区域，

也没有发生大的涡流与卷曲，保持了入口处的高总压

特征，因此效率更高。

同样的，对高效区 C 的流线进行回溯，如图 15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均匀进口条件下，C 区的流体曾

受到横向二次流的作用撞击到叶片吸力面。而在

时，端区流体的总压更高，横向二次流效应减弱，流线

未经撞壁，更为平直的射入了 C 区，因此损失更小，

使 C 区的效率更高。

低效区 B 由 3 个低效核心区 B1、B2 和 B3 组成。

对这 3 个低效区的流线进行回溯发现，B1 区的流体

主要来自于贴近叶片压力面流动的流体，B2 和 B3 区

的流体主要来自于贴近叶片吸力面流动的流体。进口

靠近端壁区域的流体受进口总压梯度的作用向中展

区域汇集，经过撞击与掺混后流至 B1 区，而在均匀进

口条件下，B1 区的流体由进口处同展高的流体平顺

发展而来，如图 16 所示。从图中可见，流线先通过的

云图 1 为涡量云图，从该云图中可见，在 CPmax=+2 时，

端区流体向中心汇聚的过程中产生较强的涡流，由此

发生动能损失，使最终汇集到的 B1 区流体的效率低

于均匀进口条件下的效率。

相比于均匀进口条件，在 CPmax=+2 时，B2 和 B3 区

回溯流体在进口面的展向分布范围更大，如图 17 所

（a）Cpmax 变化的影响 （b）啄P变化的影响

图 11 总压畸变对单级效率的影响

（a）CPmax>0 （b）CPmax<0

图 12 CPmax 对 浊V的影响

（a）CPmax=+2 （b）均匀进口条件

图 14 A区回溯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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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这同样是由于受到端区总压梯度的作用，而使流

线向中展区域汇集。

但与图 16 相比，其汇集作用并没有流经压力面

的流体所受到的那样强，流线相对平直，无明显旋流

产生，因此，更多的损失应由其他因素造成。B2 区所

处展高位置约 56.5%，绘制该展高位置叶片吸力面上

的形状因子分布如图 18（a）所示。从图中可见，无论

是均匀进口分布还是 CPmax=+2 的情况，延流向发展，

形状因子都存在由高到低的跳跃过程，通常这一过程

由转捩流动导致[15]。但明显可见，在 CPmax=+2 时，形状

因子跳跃过程发生的位置更加提前，所占轴向距离也

更短。说明在 CPmax=+2 时，转捩发生得更快且位置更

加提前。叶片表面湍动能分布中也能较好地观测到这

一现象，如图 19 所示。从图 18（b）中可见，在 CPmax=+2

时，转捩后附面层更厚。附面层内流体速度和总压明

显低于主流区的，因此当附面层增厚时，尾迹中的高

损失区增厚，这也是低效区 B2 产生的原因。推论低效

区 B3 由同样的理由产生。

结合图 12 与 13 可见，在 CPmax>0 时，使出口动能

效率降低的主要因素是 B1 区的产生，亦即受进口总

压梯度影响的压力面流体向中展区的汇集与碰撞。在

啄P 相同时，CPmax 越大，汇集与碰撞的强度越大，因此损

失增大，浊V 线性降低；而在 CPmax 相同时，啄P 越大，汇集

点越提前，如图 20 所示。但 啄P 足够大时，汇集点进一

步提前不能引起汇集点后更多流动形式的改变，因此

啄P的增大没有使 浊V 线性降低。

4.1.2 CPmax<0

观察图 10 可见，在 CPmax<0 时，相比于均匀进口

条件，浊V 变化不显著，仅略有微量提高。从图 12（b）中

可见，中展区的整体流量平均效率有明显提高，而端

区的效率则明显降低，综合来看整体积分面积变化不

大，这与图 10 得到的结论是相对应的。为进一步理解

其原因，做 NGV 效率监测面各展高的流量平均效率

分布和流量分布随 CPmax 的变化曲线，如图 21 所示

（啄P=30%）。从图中可见，在 CPmax<0 时，上、下端区各成

对出现 1 组流量平均效率的高低极值区，但变化幅值

（a）CPmax=+2 （b）均匀进口条件

图 17 B2和 B3区回溯流线

（a）形状因子分布 （b）附面层厚度分布

图 18 吸力面 56.5%展高处的形状因子与附面层厚度

（a）CPmax=+2 （b）均匀进口条件

图 19 叶片表面湍动能分布

（a）CPmax=+2 （b）均匀进口条件

图 16 B1区回溯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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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从图 21（b）可见，与之相比更为显著的，在

时，中展区的流量增加，端区流量降低，同时随 CPmax

绝对值的增大，流量进一步向中展区集中。当取出口

面整体流量平均时，在图 21（b）中各展高流量的大小

相当于图 21（a）中各展高流量平均效率的权值，因此

尽管端区流量平均效率有所变化，但在 CPmax<0 时，对

流量分布带来的影响更为显著，中展区域高动能效率

流体流量比重的增大，在 CPmax<0 时，整体流量平均效

率没有降低甚至有微量提高的原因。

在 3 维流场中，从进口面 90%～100%和 70%～

80%展高的环形面释放流线，对在 CPmax=-2（CP=30%）

的情况与均匀进口情况进行观测，如图 22（a）所示。

其中蓝色流线由 90%～100%展高的环面释放，红色

流线由 70%～80%展高的环面释放。如图 22（b）所示

的云图为对应情况出口面的 籽*V w 分布，以作为流量

分布的参考。对于从 2 种不同展高范围出发的流体，

都可看作 2 部分，一部分的出发位置更靠近吸力面，

另一部分则更靠近压力面。在 CPmax 时，靠近吸力面的

流体流速较高，受进口径向总压梯度的作用效果不显

著，仍保持较为平直的流线贴近吸力面流动。而靠近

压力面的流体流速较低，受到进口径向总压梯度作用

后效果显著。对于从进口 90%～100%展高出发的流

体，其总压较低，在总压梯度作用下向端壁迁移，撞壁

后回流并在靠近进口的区域滚动，最终受横向静压差

的作用汇入靠近吸力面流动的高速流体。对于从进口

70%～80%展高出发的流体，其总压较高，在总压梯

度的作用下，向更高的展高区域流动扩张而未回流，

最终占据贴近压力面流动的 70%～100%展高的区

域，如图 23 所示。而这些流体在通过流道时受到横向

静压梯度的作用，向吸力面迁移，并挤占靠近吸立面

流动的高展高区域。这部分来自进口靠近压力面位置

的流体的流速较低，总压较高，因此最终出口面的高

展高区流量减小，原本贴近吸力面高展高区流动的流

体被挤压至更低展高区域，使得出口面稍低于机匣的

展高区出现了流量汇集。对靠近轮毂的展高区有类似

现象，不再赘述。

当 啄P 不变，CPmax 绝对值增大时，这种挤占和流量

汇集的趋势更加显著，因此出现了如图 12（b）所示的

出口效率分布变化。而根据图 10（b）所示，出口总效

率随 啄P 的变化不明显，说明 CPmax 不变时，啄P 的变化不

会使流动状况发生显著改变，在此不再深入讨论。

4.2 涡轮级内流场分析

4.2.1 CPmax>0

作 CPmax=-2（啄P=30%）时动叶流道内高损失区的云

图，如图 25 所示。其中高损失区定义为 驻浊SI·籽·VW<0。
从图 13 中可见，在 CPmax>0 时，静叶出口形成的流体

动能损失较高的 B，在流入旋转的动叶流道后形成周

向全环形的高损失带。又如图 24（a）所示，作通过动

（a）CPmax=-2 （b）均匀进口条件

图 23 红色流线横向流动，挤占了吸力面高展高区

（a）流量平均效率分布 （b）流量分布

图 21 在 CPmax<0 时流量平均效率与流量沿展高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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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进口高损失带的流线，静叶流道内向中心区汇集的

流体在进入动叶流道后以较为平顺的趋势通过了流

道。静叶流道出口的流动情况较为平顺地传递到动叶

流道出口，因此在 CPmax>0时，浊SI 随 CPmax 和 啄P 的变化规

律与对静叶流道的相似。

4.2.2 CPmax<0

相似的，做在 CPmax=-2（啄P=30%）时动叶流道内高

损失区的云图，如图 26 所示。静叶出口的高损失区在

动叶前形成高损失带，其位置集中于上下端壁附近。

做通过这 2 个高损失带的流线如图 27 所示，可见动

叶出口的高损失带分布与这些流线在动叶出口通过

的位置有对应关系。

因此在 CPmax<0 时，浊SI 随 CPmax 和 啄P 的变化规律与

静叶流道的相似。

5 结论

本文针对涡轮进口总压沿展高方向 1 维分布的

不均匀性，利用总压畸变高度 啄P 和最大总压畸变强

度 CPmax2 项特征因素对其进行模化，开展了不同总压

畸变形式对 GE-E3 发动机高压涡轮第 1 级导叶和第

1 级气动性能影响的数值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当涡轮进口端区总压高于中展区总压时，导

叶出口效率显著降低。这主要由靠近压力面流体向中

展区的汇集碰撞以及靠近吸力面的流体提前发生转

捩流动导致。随畸变强度的增大，导叶出口效率线性

降低，幅值可达 0.5%。畸变高度的增大，会使汇集位

置进一步提前。

（2）当涡轮进口端区总压高于中展区总压时，导

叶出口中展区流量增加，端区流量减少，各展高的流

量平均效率变化不大，整体平均后，进口总压畸变形

式的变化对导叶出口气动效率影响不明显。

（3）从定常解来看，静叶出口的参数分布较为平

直地传递到动叶出口，因此，总压畸变对第 1 级涡轮

气动性能的影响规律与对第 1 级导叶的相似。进口总

压畸变引发的涡轮级绝热效率降低幅值可达 0.59%。

尽管本文所选的型号样本和工况样本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但仍可见在涡轮设计过程中，不均匀的进

口总压边界条件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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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某型弹用发动机燃油液压机械系统搭建的高保真模型存在的结构复杂，并导致其交互性、可扩展性差且难以演示

的问题，采用活性能量指数的方法分析简化其 AMESim 模型，同时基于 MATLAB/GUI 设计了燃油调节器仿真界面，实现了燃油调节器

可视化虚拟仿真平台的构建。结果表明：该可视化界面友好、操作简便，能够直观反映燃油调节器的调节功能，为辅助用户设计和分

析提供了良好的交互性和可扩展性。

关键词：AMESim；燃油调节器；联合仿真；活性指数；MATLAB/GUI；弹用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3.005

Visualization Co-simulation of Fuel Regulator Based on AMESim and MATLAB
YANG Yuan-zhen袁GUO Ying-qing袁MAO Hao-tian

渊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袁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袁Xi'an 710129袁China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high-fidelity model complex structure of fuel hydraulic mechanical system of a certain missile engine袁which

leaded to its poor interactivity and expansibility and difficulty to demonstrate袁the method of active energy index was used to analyze and
simplify its AMESim model. At the same time袁the simulation interface of fuel regulator was designed based on MATLAB/GUI袁and the
visualization virtual simulation platform of fuel regulator was buil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isualization interface is friendly and easy to
operate. It can directly reflect the regulating function of the fuel regulator袁and provide good interactivity and expansibility for assisting the
design and analysis of the users.

Key words: AMESim曰fuel regulator曰co-simulation曰activity index曰MATLAB/GUI曰missile engine

0 引言

某型弹用涡扇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包括燃油调

节器和被控对象发动机，调节器根据控制指令并结合

当前飞行条件与发动机状态给燃烧室供应燃油，并通

过燃油流量控制转速或压比来达到调节发动机推力

的目的[1-2]。一般的燃油调节器多为机械液压式，根据

其结构建立的 AMESim 模型复杂，如需对调节器的某

种工作状态进行仿真，就要设定许多参数，这样使其

操作难度加大，且繁多的底层模型又难以对外演示。

为了提高 AMESim 模型的使用效率及其交互性、可扩

展性和展示性，有必要在设计阶段建立燃油调节器的

人机交互仿真界面。

针对发动机液压系统模型的可视化问题，目前公

开的研究成果较少。付久长等[3]提出将 AMESim 建立

的液压数据模型导入 LabVIEW 中，实现对液压缸驱

动系统的可视化仿真。郭迎清等[4]最早使用 VB 软件

和 ActiveX 技术，针对某型涡扇发动机机械液压主燃

油控制系统进行仿真平台的构建。本文提出直接在燃

油调节器联合仿真软件的架构上，进行可视化仿真平

台的开发。

使用 MATLAB/GUI 软件设计的界面交互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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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可以应用该模型进一步分析。本文针对某型弹

用涡扇发动机燃油调节器，采用 AMESim 对液压机械

系统建模并应用活性能量指数的方法简化，使用

MATLAB/Simulink 对控制算法模块建模，同时由于

要在 GUI 界面中实现对输入参数的调度以及仿真

结果的图形显示，因此将调节器的输入输出也整合

进 Simulink 中，在联合仿真的基础上实现可视化界

面设计。

1 燃油调节器模型

燃油调节器联合仿真模型如图 1 所示。3 维凸

轮、转速、温度输入和燃油流量输出模块通过

AME2SLCoSim 接口导入 Simulink，机械液压部分则

使用 AMESim 软件的标准液压库、液阻库、液压元件

设计库和机械库来搭建。

伺服阀或手柄的位置与要调节到的稳定转速[4]

一一对应，实际转速 n 和发动机进口温度 T1
* 的变化

通过凸轮柱组件、温度传感器综合作用于 3 维凸轮，3

维凸轮输出半径决定了计量活门的型孔开度。同时压

差活门控制计量活门型孔前、后压差恒定，保证计量

燃油量与活门型孔开度成线性关系。这些组件之间通

过这样的相互配合，使得该调节器根据当前飞行条件

与发动机状态给燃烧室供应燃油[5-6]。

2 模型简化

该燃油调节器联合仿真模型较为复杂，再加上该

调节器 GUI 界面控件较多，底层代码量较大，以至于

基于该模型所建立的可视化界面响应十分缓慢。为

此，本文采取基于能量活性的模型简化方法。该方法

能够迅速得出系统运行时各子元件能量变化情况，找

出其中最不活跃的元件的子模型，通过对这些模型修

改，大大降低由于搭建 GUI 界面导致的底层模型仿

真时间陡增的问题。

2.1 模型简化机理

AMESim 中的活性指数工具是基于系统子模型

中能量转换的强大分析工具，能够自动进行活性指数

计算。通过活性指数计算可以确定系统中能量最活跃

和最惰性的元件，从而删除或修改模型中具有“低活

性”的元素来简化复杂的模型[7]。1 个子模型的能量活

性 A t 可以被定义为功率绝对值对时间的积分

A t (子) =
子

0乙 |P(t)|dt （1）

式中：P为该元件的功率；t 为模型设定仿真时间。

通过计算模型中每个子模型的能量活性，便可得

到其活性指数。第 i 个子模型的活性指数 A Ii（Activity

Index）被定义为：子模型的活性与整个系统模型活性

总和的比。表达式为

A Ii = A i

system
移A i

（2）

2.2 简化方法

简化模型首先需要确定阈值，活性指数高于阈值

的子模型不修改；反之，低于阈值的子模型则被列为

修改对象。现采取活性指数计算并结合频域特性分析

的方法，来确定简化该燃油调节器模型所需参考的阈

值。弹用发动机机械液压控制系统的固有频率一般在

40 Hz 以内，而通过 AMESim 活性指数计算工具分析

可知，模型中存在着一些具有高频特性的子模型，有

些固有频率甚至高于 1000 Hz。在 AMESim 中，具有

高频特性的子模型，其活性指数都在 0.01%以下，因

此在该阈值以下的子模型均被列为可修改对象。

可修改对象的分类和化简方法需要大量的判断

确定。可化简对象被分为 3 类：第 1 类是在对液压系

统建模时，为了消除仿真产生的代数环而额外引入的

压力计算单元；第 2 类是带有弹簧腔的滑阀结构；第

3 类是功率虽小但在物理模型中实际存在的物理单

元。对于第 1 类情况的子模型，由于 AMESim 的编程

逻辑导致在结构上无法删除，但该腔体子模型的体积

参数值设得非常小，可以通过增加容腔体积的办法降

低其固有频率。对于第 2 类的弹簧腔，其活性低的原

因是质量块移动很小，所允许的最大位移也很小，说

明在滑阀中弹簧力几乎是 1 个常值，因此采用相匹配

图 1 燃油调节器联合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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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恒值力源来替换弹簧。而对于第 3 类的低活性元

件，该模型中的压力限制阀的活性指数低是由于在当

前设定的仿真环境下该元件未工作，因此不能简单考

虑将其替换或删除，而应当保留。

2.3 仿真对比

对修改后的模型进行步长为 1 ms 的欧拉定步长

积分器求解。设计油门杆角度在发动机的慢车、巡航、

加力状态（分别对应 2.5、7.5、12.5 s）进行 1%的阶跃

跳变。简化前、后的 2 种模型仿真燃油流量响应如图

2 所示，总仿真时间如图 3 所示。

原高保真模型采用变步长积分器求解的仿真燃

油流量（图 2 实线）与简化模型采用定步长积分器求

解的仿真燃油流量（图 2 虚线）对比可见：2 种模型在

稳态点的误差小于 1%。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对 2

种模型采用步长为 1 ms 定步长积分器在 15 s 的仿

真时间计算，可见原模型的 CPU 运行时间为 39.87 s，

而简化模型的仅为 4.71 s。

3 调节器GUI 仿真界面设计及分析

3.1 调节器GUI 仿真界面设计

为了进行可视化界面设计，本文选择将 AMESim

模型导入 Simulink 进行联合仿真。在简化后的燃油调

节器联合仿真模型基础上，通过 Matlab 命令窗口中

输入 guide 打开 GUI 的快速开发环境 GUIDE，在燃油

调节器界面中添加各种控件并编制回调程序，实现对

底层模型的输入参数设定、仿真运行，最终将仿真结

果在可视化界面中显示[8-11]，如图 4 所示。

3.2 仿真验证

设置仿真时长为 10 s，采样时间间隔为 0.01 s。

（1）利用已建立的 GUI 仿真界面进行模型的仿

真演示，启动界面如图 5 所示。

以 3 维凸轮为计算核心装置的燃油调节器，控制

着整个飞行装置在稳态、过渡态稳定工作。在稳定工

作状态下，发动机的控制规律为 mf = f1 (n,T*
1)→n=

const；在过渡态（加减速）下，该系统的控制规律为

mf /P2 = f2(n)。
因此在设计 GUI 界面时，要分别设计稳态控制和

过渡态控制 2 个子界面。利用启动界面（图 5）对这 2

个子界面进行调用，通过点击按钮进入下 1 级子界面。

（2）点击启动界面的稳态控制按钮，即可进入燃

油调节器稳态控制子界面，如图 6 所示。该界面主要

划分为右侧的参数设定区及左侧的图像、数值显示

区。在编辑框内输入油门杆角度，即可绘制出当下稳

态设计点的输出燃油流量响应曲线，又能实时显示出

燃油调节器的关键参数：3 维凸轮半径、计量窗口开

度和计量窗口前、后压差。当外界条件变化或存在人

为干扰时，调节器根据调节规律来保持转速恒定，如

图 7 所示。

从上述仿真结果可见，外界条件不变，当油门杆

角度推至 65毅时，燃油调节器供给发动机燃烧室的燃

图 2 2种模型精度对比

图 3 简化前、后模型CPU运行时间对比

图 5 启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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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调节器稳态控制界面

图 7 调节器阶跃响应

油流量稳定在 322 L/h。从图 7 中可见，通过滑块或可

编辑文本框键入 T*
1（发动机进口温度）或发动机转

子转速来仿真。当外界参数小范围变化使得被控对

象偏离当前稳态点时，此为调节器输出燃油流量的

变化过程。

在如图 7 所示的可视化界面中，系统变量输出界

面实时显示燃油流量变化曲线以及燃油调节器的关

键参数值。以转速 n 变化为例：当发动机转速由均衡

转速 6338 r/min 降至 5699 r/min 时，飞重离心力减

小，3 维凸轮输出半径增大，燃油调节器的供油量增

加，从而调节发动机转速回复 [12-13]。从图 7 中还可见，

燃油调节器在经历 0.1 s 的波动后稳定在新的输出燃

油流量值。

（3）燃油调节器过渡态控制子界面的整体布局

（如图 8 所示）与稳态控制子界面的相类似，通过列表

框选择加速或减速过程，再在可编辑文本框中键入油

门杆角度（PLA）的移动范围，即可仿真发动机从一种

工作状态迅速过渡到另一种工作状态下的燃油调节

器的油气比特性[14]，同时通过该子界面显示出模型底

层的关键参数值。

在发动机过渡态下，燃油调节器的作用是在快速

推动油门杆时，通过设定的油气比控制规律来控制发

动机，使发动机在加、减速的过程中不喘振不超温，且

调节时间短[15]。

通过联合仿真，MATLAB/GUI 直接读取 AMESim

模型产生的数据文件，使燃油调节器的控制过程可视

化，同时绘制出仿真的直观信息，从而可以更加快速

地进行 AMESim 模型参数设置以及建模验证，提高系

统仿真和分析的效率。

4 结束语

针对AMESim 模型的可视化问题，本文提出基于

联合仿真架构的 MATLAB/GUI 设计思路，并对弹用

发动机燃油调节器进行实例分析。结果表明：基于

AMESim 和 MATLAB 的可视化联合仿真，在利用

AMESim 对液压系统进行分析时，可以通过可视化界

面观察整个燃油调节器的稳态、过渡态调节过程，为

设计和分析提供支持；所设计的可视化界面友好，操

作简单，在进行特定状态仿真时，不需要在 AMESim

软件下进行繁杂的输入参数设定，大大提高了

AMESim 模型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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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实现对涡扇发动机高精准稳态控制，在静态输出反馈渐近稳定条件的基础上，考虑控制系统的鲁棒稳定裕度，推导

了闭环极点配置圆的条件，提出了 1 种多变量控制系统闭环极点配置圆的线性矩阵不等式 LMI 设计方法。在双转子涡扇发动机上

进行了仿真验证，双回路控制仿真表明：控制系统对于高压转子转速和涡轮落压比回路具有伺服跟踪和抗回路耦合干扰性能；单回

路控制仿真表明：在不考虑执行机构动态直接进行控制器设计时，其相角裕度将减小 30°左右，导致系统的动态性能和稳定性变

差。

关键词：极点配置圆；线性矩阵不等式；执行机构动态；动态品质；相位裕度；涡扇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3.006

Multivariable PI Control Design for Pole Placing Circle of Turbofan Engine
CUI Ying1袁WANG Xi2袁3

渊1.AECC Guizhou Honglin Aeroengine Control Technology CO.袁Ltd袁Guiyang 550009袁China曰2.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Beijing 100083袁China曰3.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Advanced

Aero-Engine袁Beijing 100083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high precision steady state control of turbofan engine袁on the basis of the asymptotic stability

condition of static output feedback袁the robust stability margin of the control system was considered袁the condition of closed -loop pole
placing circle was deduced and a multivariable control system design method of closed-spool pole placing circle was proposed based on
linear matrix inequalities. Simulation verification was carried out on a dual-rotor turbofan engine. The simulation of double loop control
shows that the control system has servo tracking and anti loop coupling interference performance for high pressure rotor speed loop and
turbine blow down ratio loop. The simulation of single loop control shows that when the controller is designed directly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actuator dynamics袁the phase margin will be reduced by about 30毅袁which will lea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dynamic performance and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Key words: pole placing circle曰linear matrix inequalities曰actuator dynamics曰dynamic quality曰phase margin曰turbofan engine

0 引言

现代航空发动机的控制系统采用先进的全权限

数字电子和多变量控制技术。为了获得优越的性能，

现代航空发动机工作范围非常接近部件的机械、气动

和热负荷的极限最大状态。因此，需要采用先进的多

变量控制技术以保证发动机在全工作范围内的高精

准稳态控制[1-2]，具有先进的伺服跟踪和抗干扰的鲁棒

控制器成为现代航空发动机控制的核心技术。

在工程设计中，许多闭环反馈控制设计问题可以

转化为静态输出反馈进行求解[3-4]。近年来，相关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文献[5]证明了对于严格真的线性

系统都存在 1 个稳定的静态输出反馈控制律的

Riccati 方程解；文献[6]在离散域研究了参数不确定性

的静态输出反馈设计问题；文献[7]提出了 1 种改进的

静态输出反馈线性矩阵不等式的迭代求解算法；文

献[8] 通过最小化 2 个决策矩阵变量的方法将非凸优

化问题转化为凸优化问题进行求解，从而放宽了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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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反馈控制的约束条件；文献[9]提出了 1 种通过求

解线性矩阵不等式 LMI（Linear Matrix Inequality）和矩

阵等式组成的方程组，获得了严格真线性状态空间模

型输出反馈控制律。

LMI 是 MATLAB 软件中解决鲁棒控制问题的有

效工具[10-12]，以椭球法和内点法作为求解凸优化数值

求解问题的基础，近年来在控制领域的应用已十分广

泛[13-15]；采用双目标最优化修正的自适应控制则是近

年来针对系统输入中存在不确定性问题的 1 种鲁棒

控制的有效方法[16]。

在稳态控制器设计中，闭环极点在复平面的不同

位置决定了系统的稳定性及动态性能[17]。本文以高精

准稳态控制为目标，在静态输出反馈渐近稳定条件的

基础上，考虑控制系统的稳定裕度和鲁棒稳定性能，

推导了极点配置圆的条件，提出了 1 种多变量控制系

统闭环极点配置圆的 LMI 设计方法，并对涡扇发动

机的双回路控制和单回路控制进行了仿真验证。

1 输出反馈 PI 控制的转化

设包含执行机构动态特性的被控对象为

移1：
x觶 (t) = AMx(t) + BMu(t)
y(t) = CMx(t)
嗓 （1）

式中：x(t)∈Rn 为系统状态向量；u(t)∈Rp 为系统控制

向量；y(t)∈Rm 为系统输出向量。

考虑被控对象移1 的闭环输出反馈 PI 控制律为

u(t) = Kpy(t) + K i
t
0乙 y(子)d子 （2）

式中：Kp 和 K i 分别为 PI 控制器的比例增益和积分增

益。

以被控对象移1 的状态向量和输出向量构造另

一个被控对象移2 的新的状态向量为

z(t) = [z1(t) z2(t)]T （3）

式中：T 为转置符号。

z1(t) = x(t)∈Rn，z2(t) =
t

0乙 y(子)d子∈Rm （4）

则存在以下关系

y(t) = [CM 0]z(t) （5）
t
0乙 y(子)d子 = [0 I]z(t) （6）

式中：I沂Rm伊m 为单位对角矩阵。

将式（5）和式（6）代入式（2），则

u(t) = Kp[CM 0]z(t) + K i[0 I]z(t)

=[Kp K i]
CM 0

0 I蓘 蓡 z(t) （7）

并定义以下矩阵

A g =
AM 0

CM 0蓘 蓡 ,Bg =
BM
0蓘 蓡 ,Cg =

CM 0

0 I蓘 蓡 （8）

则另一个被控对象移2 可用状态向量 z(t)沂Rn+m、控制

向量 u(t)沂Rp、输出向量 q(t)沂Rm+m 构造如下

移2:
z觶 (t) = A gz(t) + Bgu(t)
q(t) = Cgz(t)
嗓 （9）

由式（7）和式（9）可知，存在移2 的闭环反馈输出

控制律

u(t) = Kgq(t) （10）

则

Kg = [Kp K i] （11）

2 极点配置圆条件

移2 闭环系统等价于如下自治系统

z觶 (t) = (A g + BgKgCg)z(t) （12）

式中：Kg 为被控对象移2 的输出反馈增益矩阵。

选 Lyapunov 二次函数 V (z) = zTQz > 0，则

V觶 (z) = z觶 TQz + zTQz觶=
zT(A g + BgKgCg)TQz +zTQ(A g + BgKgCg)z = （13）

zTQ((A g + BgKgCg)TQ +Q(A g + BgKgCg))z
式中：Q 为正定矩阵。

为使V觶 (z)负定，令 Q-1 = P，则
P(A g + BgKgCg)T + (A g + BgKgCg)P<0 （14）

在上述渐近稳定条件的基础上，考虑控制系统的

稳定裕度和鲁棒稳定性能，设存在 1 个正定矩阵 P>0
和鲁棒稳定性能特征因子 琢 > 0, 茁 > 0，构造如下矩

阵不等式

茁(A g + BgKgCg)P(A g + BgKgCg)T+ P(A g + BgKgCg + 琢I)T+
(A g + BgKgCg+ 琢I)P < 0 （15）

上述不等式（15）的第 2 项 P(A g + BgKgCg + 琢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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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 + BgKgCg+ 琢I)P < 0反映了移2 闭环系统的稳定裕

度，而第 1 项 茁(A g + BgKgCg)P(A g + BgKgCg)T<0 反映了

移2 闭环系统的鲁棒稳定性能。

设 孜 为(A g + BgKgCg )T 的特征值 姿 的特征向量，对

上式左乘 孜* 右乘 孜，得
(茁姿*姿 + 姿 +姿* + 2琢) 孜*P孜 < 0 （16）

式中：姿* 为 姿 的共轭转置，孜* 为 孜 的共轭转置。即

(Re[姿] + c)2 +Im2[姿]<r2 （17）

其中 c = 1
茁 ，r= 1

茁2 -
2琢
茁姨 ，茁 < 1

2琢 （18）

式（17）表示闭环系统的极点矩阵(A g + BgKgCg )T
的特征值 姿 均落在如图 1 所示的以(-c,0)为圆心、r 为
半径的圆域内。

对上述矩阵不等式进行变换，得

-(A g + BgKgCg)P(茁-1P)-1P(A g + BgKgCg )T-
P(A g + BgKgCg+ 琢I)T-(A g + BgKgCg+ 琢I)P > 0 （19）

由 Schur 补引理，得线性矩阵不等式

-(A g+BgKgCg+琢I)P-P(A g+BgKgCg+琢I)T (A g+BgKgCg)P
P(A g + BgKgCg)T 茁-1P蓘 蓡>0（20）

设 Y = KgCgP ，则

-(A gP+PATg+2琢P)-BgY-YTBTg A gP+BgY
PATg+YTBTg 茁-1P蓘 蓡> 0（21）

求式（21）LMI 的解，其解 P若为正定阵，可构造

如下矩阵

M = CgP （22）

Y = KgM （23）

当 M 非奇异时有惟一解为

Kg = YM-1 （24）

当 M 奇异时，存在广义逆的逼近解为

Kg = YM+ （25）

其中 茁 = 1
c > 0 ，琢 = 1

2
1
茁 -茁r2嗓 瑟> 0 （26）

3 多变量控制极点配置算法

综上所述，同时考虑到涡扇发动机多变量控制系

统中不同物理参数量纲变化较大，应对其进行归一化

处理，形成多变量控制极点配置算法：

（1）对在稳态设计点获得的涡扇发动机状态空

间模型进行归一化处理，获得涡扇发动机状态空间归

一化线性模型；

（2）将执行机构动态模型增广到归一化线性模

型中，构建涡扇发动机增广状态空间模型移1；

（3）将被控对象移1 转化为移2；

（4）给定极点配置圆的几何参数 c、r；
（5）由式（26）计算稳定裕度和鲁棒稳定性能特

征因子 琢、茁；
（6）用 LMI 工具箱求解式（21），求得 P、Y；
（7）由式（22）构造 M 矩阵，由 M 的奇异性，通过

式（24）、（25）求得 Kg；
（8）对式（11）分解，可得 Kp、K i 。

4 仿真验证

为了验证上述方法的伺服跟踪和抗干扰性能，分

双轴涡扇发动机的多变量和单变量控制进行仿真和

分析。

4.1 双回路控制

双轴涡扇发动机状态空间模型为

x觶 = Ax + Bu，y = Cx + Du
式中：状态向量为 x = [NL NH]T，NL 为低压转子转速，

NH 为高压转子转速；输入向量为 u = [ W f A 8]T，W f 为
主燃油流量，A 8 为尾喷口喉道面积；输出向量为 y =

[NH 仔T]T，仔T 为涡轮落压比。

在某稳态工作点，W f0= 1.14 kg/s、A 80 = 0.3 m2、

NL0 = 10065 r/min、NH0 = 12832 r/min、仔T = 8.6。

A =
-6.55 4.37

0.16 -3.72
蓘 蓡，B =

4249 66916

7452 -615
蓘 蓡，

C =
0 1

-0.00075 0.00076
蓘 蓡，D =

0 0

0.0019 21.205
蓘 蓡

设

图 1 闭环极点圆在复平面上的分布区域

r

（-c,0）

兹

Im[姿]

Re[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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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
NLmax 0

0 NHmax
蓘 蓡，Tu=

Wfmax 0

0 A 8max
蓘 蓡，Ty=

NHmax 0

0 仔Tmax
蓘 蓡

xn = T-1
x x, un = T-1

x u, yn = T-1
x y

则可得归一化线性模型

x觶 n = Anxn + Bnun，yn = Cnxn + Dnun

式中：An = Tx
-1A Tx；Bn = Tx

-1B Tu；Cn = Ty
-1C Tx；Dn =

Ty
-1D Tu。

An =
-6.55 5.56

0.13 -3.72
蓘 蓡，Bn =

0.483 1.982

0.664 -0.014
蓘 蓡，

Cn =
0 1

-0.88 1.14
蓘 蓡，Dn =

0 0

0.0003 0.736
蓘 蓡

采用双回路控制系统结构，控制目标

W f 寅 NH = const
A 8 寅 仔T = const

设调节主燃油流量回路和尾喷口喉道面积回路

的执行机构传递函数是时间常数为 0.1 s 的 1 阶惯性

环节。

将发动机归一化线性模型与执行机构模型进行

增广，增广状态空间模型的系数矩阵为

A g=

-6.55 5.56 0.483 1.982

0.13 -3.72 0.664 -0.014

0 0 -10 0

0 0 0 -1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Bg=

0 0

0 0

10 0

0 1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

Cg=
0 1 0 0

-0.88 1.14 0.0003 0.736
蓘 蓡，Dg=

0 0

0 0
蓘 蓡

考虑到闭环极点圆的圆心位置在复平面上，若靠

近虚轴，系统的动态响应会变慢；若离虚轴太远，系统

的动态响应太快，与较慢的执行机构动态产生不匹配

的问题。折中考虑后圆心选为（-5，0）；同时，考虑到极

点不能落到复平面的右半平面内，以及极点位置不能

太靠近虚轴，通过半径对极点配置圆进行约束，半径

选为 r = 4，可得 琢 = 0.9，茁 = 0.2，按本文所述方法求

解 LMI，计算结果为

Knp=
2.46 -0.167

-0.097 0.873
蓘 蓡，Kni=

8.26 -0.586

0.351 5.597
蓘 蓡

将上述解按归一化增广对象求得的 PI 控制器进

行反变换，得

Kp=
0.0002 -0.0223

-0.000 0.0303蓘 蓡，K i=
0.0007 -0.0781

0.000 0.1943蓘 蓡
对上述控制系统进行阶跃和斜波响应的双回

路闭环仿真验证。仿真时间为第 5～45 s，其中在第

5 ～30 s 考察阶跃跟踪响应情况，在第 30～45 s 考

察斜波跟踪响应情况。高压转子转速参考指令如图 2

所示，涡轮落压比参考指令如图 3 中所示。

从图 2 中可见，高压转子转速参考指令在第

5～10 s 保持 NH = 10000 r/min 不变，在第 10 s 加入

ΔNH = 2800 r/min 的阶跃信号，在第 10～20 s 保持

NH=12800 r/min不变，在第 20 s加入ΔNH=-2800 r/min

的阶跃信号，在第 20～30 s保持 NH=10000 r/min 不变，

在第30～40 s加入斜波指令信号，斜率为 280 r/min/s，

在第 40～45 s 保持 NH = 12800 r/min 不变。

从图 3 中可见，涡轮落压比参考指令在第 5～15 s

保持 仔T = 8 不变，在第 15 s 加入 Δ仔T = 0.5 的阶跃

信号，在第 15～25 s 保持 仔T=8.5 不变，在第 25 s 加

入 Δ仔T = -0.5 的阶跃信号，在第 25～35 s 保持 仔T =

8 不变，在第 35～40 s 加入斜波指令信号，斜率为

0.1/s，在第 40～45 s 保持 仔T=9 不变。

高压转子转速 NH 和涡轮落压比 仔T 的伺服跟踪

响应曲线如图 2、3 虚线所示。在第 5～30 s 的仿真过

程中可见，在双回路控制中，2 个回路在各自不同的

阶跃输入指令下，在 NH 和 仔T 动态调节过程中存在相

互耦合干扰。

当加入 NH 阶跃指令信号时，NH 响应能够伺服跟

踪第 10、20 s 的阶跃指令，对第 15、25 s 由另一回路

仔T 阶跃响应耦合的干扰具有抑制效果，且进入稳态

后，能够无静差伺服跟踪参考指令。

当加入 仔T 阶跃指令信号时，仔T 响应能够伺服跟

踪在第 15、25 s 的阶跃指令，但在第 10 、20 s 由另一

回路 NH 阶跃响应耦合的干扰，会由于高压转子转速

NH 的突变对涡轮落压比 仔T 带来超调量约为 1.3%的

图 2 NH 阶跃指令、斜波指令和 NH 响应曲线

×104

1.3

1.2

1.1

1.0

454341393735333129272523211917151311975
t/s

图 3 仔T 阶跃指令、斜波指令和 仔T 响应曲线

9.0
8.8
8.6
8.4
8.2
8.0
7.8

45403530252015105
t/s

NH 参考指令

NH 响应曲线

仔T 参考指令

仔T 响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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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这种影响的动态调节时间不大于 2 s，随后进入

稳态后，能够无静差伺服跟踪参考指令。

对于第 30～40 s 的 NH 斜波指令和对于第 35～

40 s 的 仔T 斜波指令，2 个回路之间的干扰作用很小，

NH 斜波跟踪指令误差不大于 1.5%，仔T 斜波跟踪指令

误差不大于 0.4%。

4.2 单回路控制

固定喷口面积的双轴涡扇发动机归一化状态空

间模型为

x觶 n = A nxn + Bnun，yn = Cnxn + Dnun

其中 An =
-3.2 0.05

1 -1.3蓘 蓡，Bn =
0.65

0.7蓘 蓡，Cn [1 0]，Dn = 0

执行机构是时间常数为 0.2 s 的 1 阶惯性环节。

为了考察执行机构动态对控制系统的影响，分以下 2

种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4.2.1 情况 1：不考虑执行机构动态的设计

极点圆配置设计在以（-5，0）为圆心，r = 4 为半径

的圆内，按上述方法对归一化固定喷口面积的双轴涡

扇发动机求解控制器得 Knp=4.8349，Kni=17.1438。其

闭环系统的极点、零点如图 4 所示。

从图中可见，这 3 个闭环极点其中 1 个极点为

-1.4+0i，与 1 个闭环零点距离很近，因此动态性能主

要由 1 对共轭主导极点 -3.2±1.1i 决定，其阻尼比约

为 0.95。

其 Nyquist 曲线如图 5 所示，Bode 图曲线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系统有无穷大的幅值裕度和 86毅
的相角裕度。

首先，进行不带执行机构模型的闭环阶跃响应仿

真，参考指令如图 7 中的实线所示。在稳态点分别在

第 2、6、10、14 s 加入 4 个小阶跃和在第 18 s 加入 1

个大阶跃参考指令信号，获得的低压转子转速响应如

图 7 中的虚线所示。无动态超调，调节时间约为 1 s

左右，稳态误差为 0。

其次，将执行机构模型嵌入闭环中进行仿真，在

不同阶跃幅值下的 NL 响应动态性能变差，在第 18 s

加入较大的阶跃指令幅值下的响应超调量约为 11%，

如图 8 所示。

为了分析动态性能变差的原因，对执行机构

模型增广得到的开环传递函数为

Gopen(s) = 15.71s2 + 76.99s + 75.43
s4 + 9.5s3 + 26.61s2 + 20.55s

其闭环极点、零点分布如图 9 所示。

图 6 情况 1的 Bode 图曲线

图 4 情况 1的闭环系统的极点、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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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这 4 个闭环极点中的 1 个与 1 个闭

环零点距离很近，动态性能主要由 1 对共轭主导极点

-2.3±3.2i 决定，其阻尼比约为 0.55。

其 Nyquist 曲线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

Nyquist 频谱左向弯曲靠近（-1，0i）点。

其 Bode 曲线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虽然具

有无穷大的幅值裕度，但是相角裕度只剩下 55毅。
可见，在不考虑执行机构动态时，闭环系统的阻

尼比将减小 0.4，相角裕度减少了 30毅左右，这是导致

系统动态性能变差的主要原因。

如果进一步考察传感器噪声对控制系统性能的

影响，加入频率为 10 Hz、幅值为±0.5 的均值为 0 的

高斯白噪声测量信号，带噪声的转速测量信号如图

12 所示。

仿真结果如图 13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不同阶跃

幅值下的阶跃响应动态性能进一步变差，不仅超调增

大，还出现不同程度的转速摆动现象。

4.2.2 情况 2：考虑执行机构动态的设计

作为对比设计，将发动机归一化线性模型与执行

图 10 增广执行机构模型后的Nyquist 曲线

图 8 情况 1的带执行机构模型的闭环 NL 阶跃响应曲线

12

10

8

6

4

2

0

2520151050
t/s

图 9 增广执行机构后的闭环系统极点、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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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模型进行增广，增广状态空间模型矩阵为

A g =
-3.2 0.05 0.65

1 -1.3 0.7

0 0 -5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Bg =

0

0

5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

Cg = [1 0 0]，Dg = 0

极 点 圆 配 置 同 上 ， 按 上 述 方 法 求 解 ，得

Knp=2.2048，Kni=7.0648。其闭环极点、零点分布如图 14

所示。其 Nyquist 曲线如图 15 所示。

Bode 图曲线如图 16 所示。从图中可见，系统具

有无穷大的幅值裕度和近 78毅的相角裕度。

首先，在仿真中未加入传感器测量噪声，在不同

阶跃幅值下的低压转子转速响应曲线如图 17 所示。

NL 转速无超调，调节时间为 1.5 s。

其次，在仿真中加入频率为 10 Hz、幅值为 的均

值为 0 的高斯白噪声测量信号，转速传感器信号如图

18 所示。

带传感器噪声的不同转速阶跃幅值下的响应曲

线如图 19 所示。NL 转速无超调，调节时间为 1.5 s。

进一步考虑执行机构建模的不确定性，设执行机

构的实际时间常数 Ta=0.35 s，加入的传感器噪声信号

同前，NL 测量信号如图 20 所示。

仿真结果如图 21 所示。从图中可见，即使在执行

机构未建模动态存在 0.15 s 的情况下，控制系统的动

态性能未明显变差，仍具有鲁棒性能，小阶跃超调量

在 0.5%之内，调节时间小于 2 s，大阶跃超调量在 3%

图 14 情况 2的闭环系统的极点、零点

0.8

0.6

0.4

0.2

0

-0.2

-0.4

-0.6

-0.8

Real Axis/s-1
0

-0.5
-1.0-1.5-2.0-2.5-3.0-3.5

0.986

0.997

0.986

0.997

0.965 0.930 0.880 0.780 0.620 0.350

0.965 0.930 0.880 0.780 0.620 0.350

0.51.01.52.02.53.03.5

图 15 情况 2的 Nyquist 曲线

10

8

6

4

2

0

-2

-4

-6

-8

-10

Real Axis/s-1
0-0.1-0.2-0.3-0.4-0.5-0.6-0.7-0.8-0.9-1.0

0 dB

Nyquist Diagram

图 16 情况 2的 Bode 图曲线

50

0

-50

-100
-90

-135

-180

Bode Diagram

10-2 10-1 100 101 102

Frequency/（r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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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调节时间小于 3.5 s。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 1 种多变量控制系统闭环极点配置

圆的 LMI 设计方法，在双转子涡扇发动机上进行了

仿真验证，得到结论如下：

（1）对双转子涡扇发动机双回路控制的仿真表

明：控制系统对于高压转子转速回路和涡轮落压比回

路具有伺服跟踪性能和抗回路耦合干扰性能；高压转

子转速 NH 的阶跃突变对涡轮落压比 仔T 超调量约

1.3%的干扰，动态调节时间不大于 2 s，进入稳态后，

能够无静差伺服跟踪参考指令。

（2）对双转子涡扇发动机单回路控制的仿真表

明：不考虑执行机构动态直接进行控制器设计，其相

角裕度将减少 30毅左右，导致系统的动态性能和稳定

性变差。
参考文献：

[1] Austin Spang III，H. Brown Harold. Control of jet engines [J]. Control

Engineering Practice，1999，7（9）：1043-1059.

[2] Jaw L C，Garg S. Propulsion contro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R]. NASA-TM-2005-213978.

[3] Cao Y，Lam J，Sun Y. Static output feedback stabilization：an ILMI

approach[J]. Automatica，1998，34（12）：1641-1645.

[4] Jaw L C，Mattingly J D. Aircraft engine controls：design， system

analysis，and health monitoring [M]. Reston：American Institute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2009：95-113.

[5] Kucera V，Souza C A .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output

feedback stabilizability[J]. Automatica，1995，31（9）：1357-1359.

[6] Dong J，Yang G. Static output feedback control synthesis for linear sys-

tems with time-invariant parametric uncertainties[J].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2007，52（10）：1930-1936.

[7] Zheng F，Wang Q，Lee T. On the design of multivariable PID controller

via lmi approach[J]. Automatica，2002，38（3）：517-526.

[8] Ghaoui L E，Oustry F. A cone complementarity linearization algorithm

for static output feedback and related problems [J].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1997，42（8）：1171-1176.

[9] Crusius C A，Trofino A. Sufficient lmi conditions for output feedback

control problems[J].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1999，44

（5）：1053-1057.

[10] Gahinet，P，Apkarian P. A linear matrix inequality approach to

contro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bust and Nonlinear Control，

1994，4（1）：421- 448.

[11] Alotaibi M. Control system design via linear matrix inequalities [D].

Arkansas ：University of Arkansas，2002.

[12] Rami M A，Faiz S E，A Benzaouia，et al. Robust exact pole placement

via an LMI-based algorithm [J].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2009，54（2）：394-398.

[13] Gahinet P，Nemirovski A，Laub A J，et al. LMI Control Toolbox [D].

Natick ：MathWorks，1995.

[14] Boyd S，Ghaoui L E，Feron E，et al. Linear matrix inequalities in

system and control theory [J].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1995，37（3）：21-66.

[15] Richter H. Advanced control of turbofan engine [M]. London：Springer

New York，2012：59-66.

[16] Nguyen N T，Balakrishnan S N. Bi-objective optimal control

modification adaptive control for systems with input uncertainty [J].

IEEE/CAA Journal of Automatica Sinica，1014，1（4），423-434.

[17] Syrmos V，Abdalla C，Dorato P，et al. Static output feedback survey[J]

.Automatica，1997，33（2）：125-137.

（编辑：刘 亮）

图 20 情况 2的含噪声的反馈 NL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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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研制具有技术风险大、研制周期长、

研制经费高的特点，是 1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1]。20 世

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持续总结 F100 等发动机使用中

的可靠性、耐久性和维修性问题，在产品全生命周期

研制程序、管理体系、设计权衡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

施，开发了以“技术验证机→工程验证机→原型机”为

核心的迭代演进、逐步成熟的产品研制途径[2]。中国也

逐渐接受了上述研制途径，“在 GJB 8113 武器装备研

制系统工程通用要求”中，通过“V 模型”定义了技术

验证机、工程验证机、原型机在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的

应用模式，并作为军方管控产品研制过程的基础。

然而，国内航空发动机行业受到长期测绘仿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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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影响，对这 3 类样机研制的过程、特点、成果研究

不够，导致型号应用中经常出现重大设计返工，成为

型号“拖、降、涨”的重要原因[3-5]。本文从这 3 类样机的

技术特点出发，提出了相应的研制过程模型，分析了

各样机在复杂发动机产品开发中的研制特点及研制

成果。

1 技术特点分析

在航空发动机产品全生命周期中，技术验证机

（又称模型机或原理样机）、工程验证机（又称初样机

或地面样机）、原型机（又称正样机或飞行样机）通常

依次出现[6-8]（如图 1 所示），是集中体现产品研制进程

的载体。

1.1 技术验证机的技术特点

技术验证机是为研究或评价型号总体技术方案

的可行性而研制的产品，主要验证新材料、新结构、新

工艺等拟采用的关键技术在整机环境下的可行性，可

不考虑最终的产品技术状态。技术验证机的周期规划

通常不超过 6 a，试验时数为 100～500 h。

1.2 工程验证机的技术特点

工程验证机是针对型号战技指标开发的初级产

品，通过设计、试制及地面联试，验证产品设计的合理

性并获取进一步研制的工程数据，应接近产品的最终

技术状态。工程验证机的周期规划通常不超过 5 a，试

验时数为 200～1000 h。

1.3 原型机的技术特点

原型机是用于全面考核评价产品性能、质量、适

应性的正式产品，其考核试验（试飞）的环境代表了产

品预定使用的真实环境，代表了产品的最终技术状

态。原型机的周期规划通常不超过 13 a，零部件试验

应达到 100000 h ，系统试验应达到 40000～50000 h，

整机试验应达到 8000～10000 h ，高空模拟试验应达

到 500～2000 h，设计定型前发动机试飞应达到

2000～5000 h，发动机小批领先使用的试飞应达到

100000 h。

2 技术验证机的研制过程分析

2.1 研制过程模型

在型号正式立项后，即可启动技术验证机研制，

研制过程如图 2 所示。基于军方作战任务开展需求分

析，确定产品全生命周期、全包线运行功能，研究并建

立发动机总体技术方案，搭建技术验证机并验证关键

技术。

2.2 研制特点分析

通过技术验证机全面识别并评价总体技术方案

所采用的关键技术，尤其是由各产品分解结构（Prod-

uct Breakdown Structure，PBS）单元之间匹配而产生的

关键技术（如大改风扇与已有核心机之间的匹配技

术），其研制具有如下特点：

（1）根据总体技术方案初步建立了产品 PBS，相

对于预研及前期论证阶段，此时的关键技术有明确的

技术载体，可进一步避免关键技术遗漏；

（2）对于技术成熟度等级低于 5 的关键技术，应

组织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以提高成熟度等级，避免型号

进入工程研制阶段后出现严重故障或重大设计反复；

（3）不仅整机级的关键技术需要通过技术验证机

的充分验证，部分零组件级、部件 / 分系统级的关键

技术，在经过试验器验证后，为确定该关键技术对整

机及其他部件的影响，也应通过技术验证机的充分验

证，具体试验项目根据型号特点确定、差别较大；

（4）改进及派生型号的技术验证机的总体技术方

案具有一定的继承性，产品 PBS 改变较小，其技术验

证机可通过改装原型号或基于已有工程数据的高精

度仿真实现。

图 1 产品全生命周期（GJB 8113）

图 2 技术验证机研制过程模型

论证 方案 工程研制 设计定型 生产定型 批量生产 使用保障

模型机或原理样机
研制与试验

初样机
研制与试验

正样（试样）机
研制与试验 升级改进

40



刘庆东等：航空发动机研制中的技术验证机、工程验证机及原型机特点分析第 3 期

此外，以 PBS 为基础，综合考虑执行中的技术、

成本、企业合作关系、风险等因素，可建立型号的工作

分解结构（Work Breakdown Structure，WBS）、成本分

解结构（Cost Breakdown Structure，CBS）、技术分解结

构（Technology Breakdown Structure，TBS）、风险分解

结构（Risk Breakdown Structure，RBS）、合同分解结构

（Contract Breakdown Structure，CBS）、组织分解结构

（Organization Breakdown Structure，OBS）[9-11]。可见，技

术验证机不仅是型号研制的技术基础，也是型号项目

组织管理的基础。

2.3 研制成果分析

技术验证机的研制成果是型号由方案阶段转入

工程研制阶段的重要依据，主要包括[12-15]：

（1）确定产品研制需求，建立型号规范及产品的

功能基线；

（2）验证总体技术方案的可行性；

（3）关键技术成熟度等级提升到 5 以上；

（4）配合军方完成《研制总要求》的报批，签订工

程研制合同。

3 工程验证机的研制过程分析

3.1 研制过程模型

在美国“国防采办系统运行 DOD 5000.02”中[8]，

将工程验证机和原型机合并，仅规划 1 轮研制过程，

代表了研制模式的变革趋势。而中国仍规划开展工程

验证机和原型机 2 轮研制，是考虑到目前中国的工业

基础和技术储备不足，拟通过工程验证机基本达到

“研制总要求”规定的战技指标，并降低原型机研制的

技术风险。

而且，根据发动机的产品复杂程度、工艺因素及

拟达到的战技指标，工程验证机又可细分为若干批

次，以逐步达到研制目的。此时，必须遵循前一批次试

制、试验完成并通过评审后，方可转入后一批次试制、

试验的原则。工程验证机研制在工程研制阶段初期开

始，研制过程如图 3 所示。

3.2 研制特点分析

工程验证机（尤其是首批工程验证机）是型号新

结构、新材料、新工艺等关键技术的首次集成验证，也

是型号设计、试制、试验等全业务链的首次协同，其研

制具有如下特点：

（1）基于产品 PBS 选定了全部技术状态项（Con-

figuration Item，CI），而每个 CI 项的开发都需完整履

行设计、试制、试验过程；

（2）在设计过程中，各 CI 项承接“型号规范”等功

能基线文件要求、优化技术方案及接口关系，编制研制

规范、设计图纸、设计报告、生产及试验要求等文件；

（3）在试制过程中，完成试制工艺工装设计、确定

生产过程检验、检测及质量控制要求，开展工艺攻关

提高制造成熟度，以及必要的首件鉴定工作；

（4）在试验过程中，完成验证产品设计思路及结

果的全部科研性试验，考虑到技术成熟度提升及相应

的风险控制要求，部分原型机考核试验也可以先期开

展。试验类别主要包括：

a.整机性能调试试验，如稳态性能、过渡态性能、

功能试车的调试；

b.地面性能达标试验；

c.性能修正系数验证试验；

d.整机功能验证试验；

e.专项测试试验，如全流程参数、整机振动、轴向

力、级间参数、叶片叶尖径向间隙、转子叶片振动应

图 3 工程验证机研制过程模型

41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5 卷

力、外部放热特性、外部管路振动应力、润滑系统参

数、空气系统参数、关键零部件壁温等的测量；

f.整机结构完整性试验；

g.整机可靠性和耐久性累积试验；

h.高空性能摸底试验；

i.高空性能达标试验。

（5）后续批次工程验证机的研制要求，一方面来

自型号已策划的批次性目标，另一方面来自于前一批

次工程验证机遗留的技术问题。根据研制需求差异，

各批次虽然也按设计、试制、试验的过程开展工作，但

具体工作内容相对于首批工程验证机有所裁剪。

3.3 研制成果分析

工程验证机的研制成果是型号转入原型机研制

的重要依据，主要包括[12-15]：

（1）功能基线中的每项功能都已经被分配给 1 个

或多个 CI 项，制定了研制规范，研制主管部门按“整

机→部件 / 分系统→零组件”的顺序，完成各层级的

初步设计评审（Preliminary Design Review，PDR），建

立分配基线；

（2）验证了产品设计的合理性，基本达到了“研制

总要求”规定的战技指标；

（3）关键技术成熟度等级提升到 6 以上；

（4）试制、试验中暴露的技术问题已经解决或有

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

（5）通过转入原型机研制的转段评审。

4 原型机研制过程分析

4.1 研制过程模型

原型机研制在工程研制阶段后期开始、在设计定

型阶段完成，研制过程如图 4 所示。原型机研制是在

工程验证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设计、工艺以提高产

品质量和可靠性，并通过首飞前考核试验、科研试飞、

定型试验，证明产品已全面达到型号战技指标要求。

4.2 研制特点分析

原型机研制是基于工程验证机研制成果开展的，

因此原则上仅通过 1 轮研制即达到产品最终技术状

态，工作重点在于开展型号的一系列考核试验，其研

制具有如下特点：

（1）原型机设计，主要针对工程验证机研制中暴

露出的技术问题完善或优化设计，确定各 CI 项的最

终技术状态；

（2）原型机试制，主要解决工程验证机暴露出的

工艺问题、提高生产过程质量控制，保证试验件、试验

样机符合原型机技术状态，且能够代表承制单位的工

艺水平、生产质量；

（3）原型机科研性试验，主要验证是否达到对工

程验证机改进的目的，是否解决工程验证机遗留的技

术问题；

（4）首飞前考核试验、科研试飞和设计定型试验

都属于原型机考核试验，主要依据“GJB 241A 航空涡

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机通用规范”开展，且依据型

号规范适当补充试验科目。

首飞前考核试验主要包括关键零部件的结构完

整性试验、成附件“六性”试验、整机 70 h 持久试车及

高空台试验等，试验后应给出型号能否进行科研试飞

的结论；科研试飞指在真实飞行条件和有限飞行包线

内，初步考核产品的性能、功能特性及“六性”指标，试

飞结论是型号能否转入设计定型阶段的重要依据；定

型试验既包括关键零部件和整机的地面及高空台试

验，也包括定型试飞，目的是全面考核验证产品的全

包线使用特性。

4.3 研制成果分析

原型机的研制成果是型号是否具备设计定型条

件的重要依据，主要包括[12-15]：

（1）完成 CI 项的全部设计工作，研制主管部门按

“零组件→部件 / 分系统→整机”的顺序，完成各层级

图 4 原型机研制过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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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详细设计评审（Critical Design Review，CDR），建立

初始产品基线；

（2）建立原型机及其配套保障设备的全套生产工

艺，制定产品的工艺、材料和软件的规范，基本确定生

产全过程；

（3）通过设计定型试验，证明产品全面达到“研制

总要求”规定的战技指标；

（4）关键技术成熟度等级提升到 7 以上；

（5）通过产品设计定型审查。

5 总结

（1）本文基于 GJB 8113 定义的产品全生命周期，

分析了技术验证机、工程验证机、原型机的技术特点，

提出这 3 类样机是集中体现产品研制进程的载体；

（2）从技术特点出发，研究并建立了技术验证机、

工程验证机、原型机的研制过程模型，明确了发动机

产品开发中的相应工作内容及其实现途径，以及 3 类

样机之间迭代演进、逐步实现产品开发的过程；

（3）依托研制过程模型，分析了各样机在复杂发动

机产品开发中的研制特点及研制成果，为加强发动机

产品研制过程管控、提高研制质量和效率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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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含预制分层损伤的树脂基复合材料层合板，利用 3 维逐渐损伤分析方法，建立含预制分层损伤层合板的有限元模

型，提出了 1 种含预制分层损伤的层合板压缩剩余强度的计算方法。采用有限元方法对层合板的应力进行分析，采用 3 维 Hashin

失效判定准则判定单元的损伤类型，并提出相应的损伤退化方式和材料的最终失效准则，在 ANSYS 软件开发平台上利用 APDL 语言

编写相应的计算程序，对 2 种含不同预制分层损伤的层合板计算其压缩剩余强度，结果表明：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

关键词：复合材料；层合板；逐渐损伤；预制分层；压缩剩余强度；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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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of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Composite Laminates with Initial Delamination
WANG Ming-ming袁 ZHANG Hong-jian袁 XU-Ying袁 CHANG Yi-peng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袁China冤
Abstract: For resin matrix composite laminates with prefabricated delamination damage袁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laminates with

prefabricated delamination damage was established by three-dimensional progressive damage analysis method. A calculative method of the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laminates with prefabricated delamination damage was presented. Stress analysis of laminates was carried
out by finite element method. The damage type of the element was decided by three-dimensional Hashin failure criterion. The corresponding
damage degradation modes and ultimate failure criteria of materials were proposed. The corresponding calculation program on ANSYS
software development platform was written by using APDL language. The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two kinds of laminates with
different prefabricated delamination damage were calc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lculated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test
results.

Key words: composite曰laminate曰progressive damage曰prefabricated delamination曰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ngth曰aeroengine

0 引言

与金属材料相比，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具有较高的

比强度和比刚度，优势明显，在航空航天、空间技术及

能源工程等领域[1]应用广泛。在航空航天领域中，飞机

机体结构使用复合材料的比例有明显提高，已达到结

构质量的 70%~80%，在先进战斗机上，复合材料用量

约占结构质量的 30%~40% [2]。

推重比和总压比大、涡轮前温度低、燃油消耗少

及对环境污染程度小是先进发动机的基本要求，因

此，先进复合材料被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发动机结构。

例如将高强碳纤维复合材料用在 F404、F101 和

RB211 等发动机的外涵道整流罩或外涵道机匣上，减

轻了发动机的质量，提高了其推重比[3]。中国某型号涡

轮风扇发动机的外涵机匣也采用碳纤维树脂基复合

材料层合板制成，大幅度减轻了发动机的质量。

复合材料层合结构在生产制造和使用过程中，由

于制造工艺缺陷、湿度和温度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会

无法避免地产生一些损伤，包括分层和孔隙等，其中

分层损伤是复合材料重要的损伤形式。由于制备工艺

不完善、碰撞和湿热效应等因素造成的分层损伤，使

复合材料层合结构的强度和刚度明显降低[4]，从而大

幅度降低了复合材料层合结构的层间性能，导致层合

结构承受外载荷时，分层在远低于设计值时发生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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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造成整体结构的破坏。因此，为了提高层合结构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针对含预制分层缺陷复合材料结构

剩余强度的研究相当必要。

Xu X.W 等[5]根据经典层合板理论，利用混合势能

的方法对含椭圆型孔的层合板进行研究，分别将孔的

数目、间距和尺寸等对剩余强度的影响进行分析；Ali

Al-Mansour 等[6-8]采用局部屈曲、软化夹杂和预制分

层扩展等 3 种模型计算了含分层损伤层合板的压缩

剩余强度，分析了层合板的破坏机理，并研究了层合

板铺层方式、层合板厚度、预制分层位置和分层大小

等因素对压缩强度的影响；任浩雷等[9]采用具有较高

精度的高阶位移模式，结合特定的损伤判据和刚度折

减方法，建立了含预制分层损伤复合材料层合板的有

限元模型，模拟了压缩载荷下层合板的破坏过程，并

计算了层合板的压缩剩余强度，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

较接近；储建恒等[4,10]应用 3 维有限元逐渐损伤分析

方法，对文献[11]中 5 种含圆形初始分层损伤复合材料

层合板的剩余强度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与试验结果

对比，证明了该方法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本文从工程实际应用出发，针对含穿透型预制分

层损伤的 T300/BMP-316 复合材料层合板，发展了 1

种 3 维有限元逐渐损伤分析技术（包括分析模型和分

析方法），并以有限元软件 ANSYS 为开发计算平台，

应用本文所发展的模型和方法对含预制分层的复合

材料层合板进行逐渐损伤分析和剩余压缩强度预测。

1 复合材料逐渐损伤分析方法

利用有限元软件 ANSYS 建立含预制分层损伤

T300/BMP-316 复合材料层合板的 3 维有限元模型，

层合板的单元类型为 3 维 8 节点 Solid46 实体单元，

各层单元之间采用节点合并的方式连接，预制分层区

域节点设置不合并，使用 APDL 程序设计语言对不同

预制分层位置的复合材料层合板进行逐渐损伤分析。

1.1 3 维失效准则

3 维 Hashin 静力失效准则[12]能够简单有效地区

分面内失效的各种形式，并且已应用到实际中[13-14]，所

以将其作为层合板单元的损伤判据。具体形式如下

纤维拉伸失效准则（滓1≥0）

滓1

Xc
蓘 蓡 2 + 子12

S12蓘 蓡 2 + 子13

S13蓘 蓡 2 ≥ 1 （1）

纤维压缩失效准则（滓1<0）

滓1

Xc蓘 蓡 2 ≥ 1 （2）

基体拉伸失效准则（滓2≥0）

滓2

Y c蓘 蓡 2 + 子12

S12蓘 蓡 2 + 子23

S23蓘 蓡 2 ≥ 1 （3）

基体压缩失效准则（滓2<0）

滓2

Y c蓘 蓡 2 + 子12

S12蓘 蓡 2 + 子23

S23蓘 蓡 2 ≥ 1 （4）

基纤剪切失效准则（滓1<0）

滓1

Xc蓘 蓡 2 + 子12

S12蓘 蓡 2 + 子13

S13蓘 蓡 2 ≥ 1 （5）

层间拉伸失效准则（滓3≥0）

滓3

Zc蓘 蓡 2 + 子13

S13蓘 蓡 2 + 子23

S23蓘 蓡 2 ≥ 1 （6）

层间压缩失效准则（滓3<0）

滓3

Zc蓘 蓡 2 + 子13

S13蓘 蓡 2 + 子23

S23蓘 蓡 2 ≥ 1 （7）

式中：滓1、滓2、滓3、子12、子23 和 子13 为铺层坐标下的应力；

Xc、Y c、Y t、Zc、Zt、S13 和 S23 分别为单向层合板各方向强

度（上标 c 代表压缩，t 代表拉伸）。

1.2 材料性能退化准则

复合材料由于其内部结构的特殊性，在某些单元

产生损伤以后，结构并不失去承载能力，但单元的刚

度发生衰减。在逐渐损伤分析中，发生损伤的单元需

要对其材料性能进行退化。本文采用改进后的

Camanho[15]退化准则，具体形式如下：

（1）纤维拉伸失效：E11、E22、G12、G23、G13、v12、v23、v13

分别退化到初始值的 0.07。

（2）纤维压缩失效：E11、E22、G12、G23、G13、v12、v23、v13

分别退化到初始值的 0.14。

（3）基体开裂失效：E22、G12、G23 分别退化为初始

值的 0.2。

（4）基体压缩失效：E22、G12、G23 分别退化为初始

值的 0.4。

（5）基纤剪切失效：G12、v12 完全退化。

（6）分层失效：E33、G13、G23、v13、v23 完全退化。

为了能够准确预测含预制分层损伤层合板的剩余

强度，不仅要确定层合板单元失效的准则，还需要确定

层合板的最终破坏判据。本文采用的层合板最终破坏

判据为：当层合板中单元发生纤维断裂的数目大于层

合板划分单元总数目的 30%时，即认为层合板发生了

最终破坏，此时所对应的载荷为层合板的破坏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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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含预制分层复合材料层合板逐渐损伤分析流程

本文以逐渐损伤方法为基础，对含预制分层的复

合材料层合板进行剩余强度的预测。首先将层合板的

材料参数、尺寸、铺层方式和铺层总数、预制分层的位

置和大小、采用力加载方式时载荷步的大小以及网格

尺寸等作为 APDL 参数化建模的变量，在 ANSYS 软件

中建立含预制分层损伤层合板的有限元模型，并施加

约束边界条件和初始载荷；然后对层合板进行应力分

析，利用 3 维 Hashin 失效准则判断层合板受力单元是

否失效，若单元满足失效准则，则对失效的单元进行材

料性能参数的退化，若单元无损伤，则继续加载，并重

新进行应力分析与失效判定；当层合板满足最终破坏

判据时，完成层合板的剩余强度计算。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2 含分层损伤复合材料层合板失效过程模拟

和压缩强度计算

2.1 含分层损伤层合板计算模型

本文选取的试样为文献[16]中含预制分层损伤的

复合材料层合板，层合板铺层方式为[45毅/-45毅/90毅/0毅/
-45毅/0毅/45毅/0毅/90毅/0毅]s，材料为 T300/BMP316，分层方

式为预制穿透分层，分层区域采用在材料制备过程中

预埋 F4 薄膜的方法。试验件的分层位置和几何尺寸

如图 2 所示，试样参数见表 1。有限元模型左侧面施

加全约束，载荷以面压力的形式施加在模型的右侧面

上。模型的有限元网格划分如图 3 所示。

2.2 含分层损伤层合板损伤破坏

2.2.1 损伤规律分析

A 类层合板的预制分层位于层合板中间，此类层

合板最终的破坏形式为瞬间压缩破坏，即不存在明显

的逐渐损伤过程，而是当单元到达损伤失效时，结构

发生瞬间破坏，破坏的原因为 0毅层纤维沿纤维方向

应力达到了压缩强度极限。在 A 类层合板加载过程

中，载荷 / 位移曲线的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如图 4 所

示。从图中可见，载荷与位移基本上呈线性关系，无明

显屈服阶段。A 类试验件破坏后的形貌及 X 光探伤

图片如图 5 所示。

图 1 逐渐损伤分析流程

图 3 层合板 3维有限元模型

图 4 A类层合板载荷 /位移曲线

14

12

10

8

6

4

2

0
1.41.21.00.80.60.40.2

位移 /mm

试验值
传真值

表 1 试样参数
尺寸 /mm

120×12.5×2.5

120×12.5×2.5

试样

A

B

分层位置

10~11 层间

5~6 层间

图 2 压缩试验件形状

50 mm50 mm

120 mm

预制分层区域 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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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A类试验件的损伤形貌及 X射线损伤

图 9 B类试验件的损伤形貌及 X射线损伤

图 6 层合板发生最终破坏时部分铺层的损伤形式

图 7 层合板在破坏载荷下的应力

分层 基体压裂 基体拉裂 纤维拉裂纤维压裂 基纤剪切

应力 /Pa

0.222E+08
0.221E-09

0.420E+09
0.619E+09

0.818E-09
0.102E+10

0.222E+10
0.141E+10

0.161E+10
0.181E+10

图 8 B类层合板载荷 /位移曲线

14

12

10

8

6

4

2

0
1.21.00.80.60.40.2

位移 /mm

试验值
传真值

当载荷达到 445 MPa 时，层合板中所有的 0毅铺
层均有大量的纤维压缩破坏，±45毅铺层均有纤维压

缩破坏和基纤剪切损伤，90毅铺层均有基体压缩破坏

和少量的纤维拉伸破坏。在所有 0毅铺层上，纤维压缩

损伤都扩展到了层合板的边缘，且发生纤维破坏的单

元数达到层合板单元总数的 30%，根据最终破坏判

据，层合板发生整体破坏。破坏载荷下层合板部分铺

层的损伤形式如图 6 所示，层合板在破坏载荷下的应

力如图 7 所示。

B 类层合板的预制分层位于层合板一侧，层合板

的破坏是逐渐损伤的过程。在 B 类层合板加载过程

中，载荷 /位移曲线的仿真与试验结果如图 8 所示。载

荷与位移基本上呈线性关系，无明显屈服阶段。B 类试

验件破坏后的形貌及 X光探伤图片如图9 所示。

当压缩载荷达到 420 MPa 时，层合板中 0毅铺层

开始出现纤维压缩破坏，在第 17 层还发生少量的基

纤剪切损伤，±45毅铺层开始出现基体压缩破坏和基

纤剪切损伤，在第 14、16、19 层上，还出现了少量的纤

维压缩损伤，90毅铺层开始出现基体压缩破坏，最初产

生的不同类型的损伤均位于层合板的中间位置，这是

由于层合板在压缩载荷下发生变形，层合板中间区域

承受了较大的载荷，导致损伤的发生。

当压缩载荷达到 425 MPa 时，各层的损伤从中

间位置向四周扩展，损伤面积增加，并产生了新的损

伤类型。在第 14 层出现了基体拉伸损伤，在第 20 层

出现了纤维拉伸破坏，在第 7、12、18 层，开始出现了

分层损伤，在第 5、7、14、16 层开始出现纤维压缩失

效，新产生的损伤大多发生在±45毅和 90毅铺层上。由

于层合板含预制分层处存在应力集中，靠近预制分层

的铺层损伤发生扩展，又由于层合板预制分层位于第

5、6 层间，导致层合板受载的不对称，不含预制分层

端的铺层承受了较大的屈曲载荷，损伤扩展较快。其

中部分铺层的损伤形式如图 10 所示。

当压缩载荷达到 435 MPa 时，层合板中各层的

损伤继续扩展，层合板损伤加剧。已有的分层损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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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层合板在 435 MPa载荷下部分铺层的损伤形式

图 10 层合板在 425 MPa载荷下部分铺层的损伤形式

一步扩展，靠近预制分层的铺层，包括第 2、3、5、6 层，

均出现分层损伤。±45毅铺层每层上的损伤类型增多，

纤维压缩损伤和基纤剪切损伤面积增大，尤其是纤维

压缩损伤，90毅铺层每层上的损伤类型增多，分层扩展

明显，0毅铺层上的损伤类型渐趋单一化，所有的 0毅铺
层上纤维压缩破坏扩展明显。以上各层的损伤趋势都

是越靠近预制分层位置和不含预制分层的一端，产生

损伤的区域越大，并且产生损伤所需的载荷越低。其

中部分铺层的损伤形式如图 11 所示。

当压缩载荷达到 440 MPa 时，层合板中所有 0毅
铺层的纤维压缩破坏都扩展到了层合板边缘，且发生

纤维破坏的单元数达到层合板单元总数的 30%，根

据最终破坏判据，层合板发生整体破坏，破坏的原因

为 0毅层纤维沿纤维方向应力达到了压缩强度极限。

层合板发生最终破坏时部分铺层的损伤形式如图 12

所示，层合板在破坏载荷下的应力如图 13 所示。

2.2.2 计算结果分析

本文对 A、B 2 类不同位置处含预制分层损伤的

复合材料层合板在压缩载荷下的损伤扩展规律进行

分析，结果表明：A 类层合板最终的破坏形式为瞬间

压缩破坏，B 类层合板的破坏是逐渐损伤的过程。这

是由于 A 类层合板的预制分层位于中间厚度处，预

制分层的上、下子板厚度相同，其承载能力相当，在压

缩过程中，同时破坏的几率较大；而 B 类层合板，其

预制分层位于 1/4 厚度处，预制分层的上、下子板厚

度不同，上、下子板的承载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在压缩

过程中，较薄子板容易先发生破坏，失去承载能力，载

荷重新分配后导致较厚子板发生破坏，致使层合板最

终破坏，因而是逐渐损伤的过程。2 类层合板压缩剩

分层 基体压裂 基体拉裂 纤维拉裂纤维压裂 基纤剪切 分层 基体压裂 基体拉裂 纤维拉裂纤维压裂 基纤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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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剩余强度试验和计算结果及误差比较

A

428.79

445

3.8

试样

试验结果 /MPa

数值模拟结果 /MPa

剩余强度误差 /%

B

430.82

440

2.1

图 13 层合板在破坏载荷下的应力

余强度试验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的对比见表 2。

从表中可见，A 类层合板剩余强度计算结果与试

验值的误差为 3.8%，B 类层合板剩余强度计算结果

与试验值的误差为 2.1%，由此表明，预制分层的位置

对复合材料层合板的压缩剩余强度影响较小，与试验

所得结论一致，因此本文所建立的有限元模型的计算

精度较高，具有一定的工程价值。

3 结论

本文基于 3 维逐渐损伤分析方法，考虑了碳纤维

树脂基复合材料层合板受载后的非线性，针对含穿透

型预制分层损伤的复合材料层合板，在 ANSYS 软件

平台上建立了有限元模型，并发展了 1 种压缩剩余强

度的计算方法，利用 APDL 参数化语言编写相应的计

算程序，对不同位置处含预制分层损伤复合材料层合

板进行压缩剩余强度的计算和损伤扩展规律分析，得

到以下结论：

（1）A 类层合板最终的破坏形式为瞬间压缩破

坏，主要破坏方式有纤维压缩破坏、基纤剪切和基体

压缩破坏，B 类层合板的破坏是逐渐损伤的过程，各

种破坏方式均有出现，主要破坏方式有纤维压缩破

坏、基纤剪切、基体压缩破坏和分层破坏。

（2）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证明了该方

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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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某航空发动机空气涡轮起动机包容结构对其包容性的影响，采用 LS-DYNA 软件对空气涡轮起动机的包容性进行

数值仿真，并在高速旋转试验台上开展了多次包容性试验。试验中采用涡轮盘预制裂纹的方式，使涡轮均匀破裂成 3 块，针对不同

厚度的包容结构和不同的包容环支承结构分别进行包容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在厚壁包容结构试验中轮盘碎块飞出，包容效果不理

想；在薄壁包容结构试验中轮盘碎块击穿内层壳体并撞击包容环，轮盘碎块无飞出，包容效果较为理想；在薄壁包容结构试验中采

用螺钉固定支承结构，第 1 次试验成功包容，第 2 次试验中涡轮盘被包容但组件倒翻，在第 3 次试验中采用凸台加固支承结构成

功包容，表明选用合适的包容结构及其支承结构对确保其具备有效的包容能力十分重要。研究结果对空气涡轮起动机的包容结构

设计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包容性；包容环；支承结构；涡轮盘；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3.009

Study on Containment Structure of Aeroengine Air Turbine Starter
LI Hong-qin1袁 YANG Zong-yang2袁 JIANG Cong3袁 HONG Wei-rong1

渊1. College of Energy Engineering袁Zhejiang University袁Hangzhou 310027袁China曰2. Aviation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the Army
armament department aviation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Bureau in Shanghai袁Shanghai 200233袁China曰3. Nanjing Mechanical 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袁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袁Nanjing 211106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tainment structure of an aeroengine air turbine starter on its inclusiveness袁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inclusiveness of the air turbine starter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software of LS -DYNA. Several
inclusiveness tests were carried out on a high-speed rotating test-bed. In the tests袁the turbine was cracked evenly into three pieces by the
way of prefabricating cracks on the turbine disk. The containment tests were carried out for the containment structures with different
thickness and the supporting structures with different supporting ring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test of thick wall
containment structure袁the turbine disk fragments fly out and the containment effect is not satisfactory. In the test of thin wall containment
structure袁the turbine disk fragments break through the shell of the inner layer and impact the containment ring袁the turbine disk fragments
do not fly out and the containment effect is satisfactory. The screw-fixed support structure is adopted in the test of thin wall containment
structure and the first test is successful. In the second test袁the turbine disk is contained but the module turns over. In the third test袁the
support structure strengthened by convex abutment is successful. It is shown tha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elect suitable containment
structures and supporting structures to ensure that it has effective containment ability. The study results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sign of containment structure of the air turbine sta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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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航空业的发展，航空发动机中转子

的转速越来越高，而在发动机中存在大量的高速旋转

部件，如空气涡轮起动机轮盘等。当发动机遇到外物

撞击或者发生疲劳损伤时，涡轮轮盘在高转速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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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破裂，破裂的轮盘在高速高能状态下会飞出并击伤

飞机油箱、电器控制线路和液压管路等，导致机毁人

亡的严重事故。因此在试飞前需要检验空气涡轮起动

机包容环的包容能力。依据“GJBZ20339-1996 飞机发

动机用空气涡轮起动机通用规范”要求，包容试验应

是使涡轮在转速等于或大于最大转速条件下产生诱

导 3 块轮盘破裂的破坏，验证试验导致起动机外部着

火，内表面温度超过 371 ℃或起动机不能包容全部

碎片以及本身不能保持在其安装座上等，均视为故

障，零件可从起动机排气口掉出，但其必须无破坏性

能量。

目前，国内外已有较多关于航空发动机机匣包容

断裂叶片的研究[1-7]，但关于轮盘碎片包容性的研究却

较少。在国内，浙江大学的刘璐璐等[8]对某涡轮冷却器

压气机轮盘包容性进行了研究；李娟娟、宣海军等[9-11]

进行了等厚模拟轮盘破裂成均匀 3 块撞击圆环的包

容性试验，并使用 LS-DYNA 软件进行数值仿真计算

对轮盘包容机理进行了研究；唐金等[12]进行了航空发

动机涡轮机匣轮盘包容性研究。在国外，Stamper 等[13]

采用 LS-DYNA 软件对轮盘破裂撞击包容结构进行

了数值仿真计算；Hagg 和 Sankey[14]提出 1 种估算轮

盘碎片撞击圆柱形筒体的方法。现有的研究均是关于

包容环自身能否包容破裂的轮盘的，而对于包容组件

支承结构对包容性的影响尚未见文献报道。

本文采用某型航空发动机空气涡轮起动机作为

模型，结合数值仿真计算对涡轮起动机的包容性进行

了试验验证，并进一步研究了涡轮起动机的包容组件

支座结构对包容性的影响。

1 材料模型及有限元模型

1.1 材料模型

为描述金属材料在冲击载荷下的动力学响应，学

者们提出了相当多的材料本构关系，既有经验公式也

有理论结果[15-17]。经验公式基于实际试验的观测，而理

论结果则基于材料的微观性质。Johnson 等[18]、Zerilli

与 Armstrong[19-21]等学者都提出了基于此类型的材料

本构关系表达式。而材料失效准则则描述材料抵抗破

坏的能力。目前已经提出了一些基于金属材料的失效

准则，包括最大剪应力失效准则、常应变失效准则以

及考虑不同应力状态、应变率和温度下的失效准则

等。Deya 等[22]使用不同本构模型对圆柱形弹体撞击

12 mm 厚圆形靶板过程进行了数值仿真分析，通过与

试验结果对比，发现 J-C 本构模型最适用；Teng 等[23]

使用 6 种不同的失效模型对弹体撞击铝和钢靶板进

行了数值仿真分析，通过与已公开发表的文献中的试

验结果比较，得出 Johnson-Cook 和 Bao-Wierzbicki 失

效准则最适用的结论，但同时也指出 Johnson-Cook

失效准则的不足之处。

为了对包容过程进行准确的数值仿真，仿真中材

料模型均选用 Johnson-Cook 本构模型，此模型能较

好地模拟材料的硬化、应变率和温度软化效应。其本

构方程为

滓e=[A+B（着e

p
）n][1+Cln着觶 *][1-T*m] （1）

式中：滓e 为流动应力；着e

p
为等效塑性应变；着觶 *=着觶 e

p

/着觶 0，为

无量纲等效塑性应变率，其中着觶 e

p

为塑性应变率，着觶 0 为
参考塑性应变率；T*=（T-T0）/（Tm-T0），为无量纲温度，

其中 T 为材料实际温度，T0 为室温，Tm 为材料熔点；

A，B，C，n，m 均为材料常数。

材料失效准则采用基于连续损伤力学的 John-

son-Cook 累积损伤准则，损伤参数 D 定义为

D= 乙（1/着f）d着e

p
（2）

式中：着f 为破坏应变，定义为

着f=（D1+D2e
D3滓*

）（1+D4ln着觶鄢）（1+D5T*） （3）

式中：滓*=P/滓eff，为应力三轴度，其中 P 为静水压力，

滓eff 为 VonMises 等效应力。

本文中使用的各材料的 Johnson-Cook 本构模型

和失效准则参数见表 1、2[24-25]。

材料

TC4

TC11

ZL105-T5

A

1098

1262

225

B

1092

1255

417

n

0.93

0.93

0.73

C

0.014

0.014

0.083

m

1.1

1.1

1.7

表 1 材料的 Johnson-Cook 本构模型参数

材料

TC4

TC11

ZL105-T5

D1

-0.09

-0.08

0.068

D2

0.27

0.31

0.075

D3

0.48

0.55

0.915

D4

0.014

0.014

0.007

D5

3.87

3.87

0

表 2 材料的 Johnson-Cook 失效模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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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薄壁包容整体结构

1.2 有限元模型

在建立有限元模型之前，先对几何模型的拓扑结

构进行简化，清除不必要的线条以及清理小碎面，为

高质量的网格划分提供良好的基础。经过几何处理

后，使用 Hypermesh 软件进行网格划分。考虑到不同

部分对仿真结果的影响以及结构的实际构型，采用不

同位置、不同网格密度的方式对模型进行网格划分，

包容环和排气罩采用 8 节点六面体单元，其中包容环

处需要大密度的网格以确保计算结果的准确性，涡轮

由于几何形状比较复杂而采用 4 节点四面体单元，为

提高计算效率，网格总量控制在 20 万以内。数值仿真

计算使用 LS-DYNA971 求解器进行求解，设定求解

时间为 3 ms。求解完成后可见 t=0~3 ms 时间段内涡

轮碎块的运动情况及包容结构的变形。

2 厚壁包容结构的仿真与试验

2.1 仿真计算

为加强包容能力，在原有包容环内侧增加 1 圈辅

助环辅助包容破裂的轮盘，外壁包容环的材料为

TC4，内壁包容环的材料为 ZL105-T5。整体结构及有

限元模型分别如图 1、2 所示。

在 t=3 ms 时刻整体和各部件的计算结果如图 3

所示。涡轮飞出后，涡轮叶片撞击内壁包容环，受到阻

挡，涡轮继续旋转持续刮擦壳体内壁。计算的最终状

态为轮盘继续旋转刮擦壳体内壁，此时轮盘的动能已

降至初始动能的 1%以下且呈旋转状态，故认为包容

过程结束。可见由于包容结构较厚，涡轮盘与内侧辅

助环长时间刮擦严重影响了轮盘的姿态，最终使其翻

转，有飞出迹象，但是并未直接与包容环接触，内壁辅

助环受到严重的刮擦损伤。

2.2 包容性试验

厚壁包容结构试验结果如图 4 所示。试验中涡轮

转子在转速为 41337 r/min 时破裂，涡轮转子破裂为

3 部分。在试验过程中高速相机所拍照片如图 4（b）所

示。从图中可见，涡轮盘与内侧辅助环长时间刮擦严

重影响了轮盘的姿态（红圈部分），最终使其翻转并飞

出。试验结束后观察试验现场，如图 4（d）所示，破裂

的轮盘撞击包容环后整体翻出，击倒外部验证屏罩，

内壁辅助环受到严重磨损，但外壁包容环几乎无变

形，如图 4（c）所示，试验以包容失败告终。

3 薄壁包容结构的仿真与试验

3.1 仿真计算

薄壁包容结构的包容环材料为 TC4，其余结构的

材料均为 ZL105-T5，其整体结构及有限元模型分别

如图 5、6 所示。

数值仿真在 t=3 ms 时

刻整体计算结果如图 7 所

示。从涡轮撞击外部包容

结构的过程可见，涡轮飞

出后，涡轮叶片撞击内层

图 1 厚壁包容整体结构 图 2 厚壁包容结构

有限元模型

图 3 厚壁包容结构 t =3 ms时刻结果

（a）试验前 （b）试验中

（c）包容环 （d）试验后

图 4 厚壁包容结构试验结果

Fringe Levels
1.665e+03
1.499e+03
1.333e+03
1.167e+03
1.001e+03
8.350e+02
6.690e+02
5.031e+02
3.371e+02
1.712e+02
5.225e+00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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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试验前 （b）试验后

图 9 支座无凸台结构第 1次试验

（a）试验前 （b）试验后

图 10 支座无凸台结构第 2次试验

壳体使其很快碎裂，进一步撞击包容环并持续旋转刮

擦其内壁。在 3 ms 时轮盘和包容环一同呈旋转状态，

涡轮碎块动能较小，不具备继续破坏包容环的能力，

可以认为在 3 ms 时刻撞击过程基本结束。由模拟结

果可知，涡轮破裂后，内层壳体对包容几乎无作用，包

容环吸收的能量最多并变形，但是变形后的包容环并

未接触外部壳体，可见 8 mm 厚的 TC4 合金包容环可

成功包容涡轮，且安全裕度较大。

3.2 支座无凸台结构包容性试验

为了验证不同包容结构对包容性的影响，针对薄

壁包容结构进行了多次试验。其主要区别在于试验中

包容组件的支承结构分别采用有凸台和无凸台 2 种

形式。

在进行无凸台的薄壁包容结构试验时，包容组件

支座结构采用 4 个 M5 螺钉固定，涡轮与主轴采用工

装连接，其整体结构如图 8 所示。图中红圈内位置不

存在凸台结构。试验共进行 2 次。

在第 1 次试验时，涡轮转子在转速为 40280

r/min 时破裂为 3 部分，涡轮破裂转速在预定的转速

范围内。试验结束后包容组件整体完好，外部壳体几

乎无变形，包容环产生较小变形，验证屏罩完好，如图

9 所示。在第 2 次试验时，涡轮转子在 41337 r/min 转

速下停留 27 s 后破裂为 3 部分。试验结束后包容组

件和外部壳体整体完好，包容环产生较小变形，但包

容结构整体倒翻在试验台旁边，如图 10 所示。2 次试

验得到不同结果说明此包容组件支承结构需要优化。

3.3 支座有凸台结构包容性试验

在进行支座有凸台的薄壁包容结构试验时，包容

组件支座结构采用 4 个 M5 螺钉固定，同时在支座处

增加凸台加固，有凸台支座结构如图 11 所示。对比图

11 和图 8 中的标记，多了 1 层 13 mm 厚的凸台结构，

涡轮与主轴采用工装连接，与前述试验相同。得到的

包容性试验结果为：涡轮转子达到上限转速 41337

r/min 停留 8 s 后破裂。试验前、后现场照片如图 12 所

示。涡轮转子破裂为 3 部分，未击穿包容环，包容环产

生较小变形，外部壳体无变形，包容组件没有倒翻，验

证屏罩完好。从高速相机拍摄的完整试验过程可见，

在整个包容过程中除了破裂的叶轮外，包容组件仅有

微小的振动，说明包容结构可靠性较高。

图 6 薄壁包容结构

有限元模型

图7 薄壁包容结构在 t=3 ms
时刻仿真结果

图 8 无凸台支座结构

图 11 有凸台支座结构

13 mm 厚凸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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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对比分析

4.1 厚壁与薄壁包容结构对比

对比厚壁与薄壁包容结构的试验结果和仿真结

果可见，并不是包容环的厚度越厚，包容效果越理想。

在厚壁包容结构整个轮盘破裂的包容过程中，内壁辅

助环吸收了绝大部分能量，外壁包容环仅在初始撞击

时产生很少的一部分弹性应变能用于维持整体形态

不改变。但是由于包容组件太厚，破裂涡轮盘与壳体

长时间相互作用改变了其姿态，使其翻转飞出，涡轮

盘并未直接与外壁包容环作用，外壁包容环失去了其

存在意义。

厚壁包容结构试验与仿真结果均为叶轮翻转飞

出导致包容失败。但是实际试验现场的结果整个包容

组件翻倒被损坏，而仿真中仅仅只是叶轮翻转飞出，

一方面是因为在仿真计算中撞击结束时刻轮盘还有

一定的能量存在，将继续做旋转运动，并不是最终停

止的状态；另一方面考虑到实际中包容组件受力不均

的情况要远比仿真中的严重得多，所以在试验现场损

坏情况更加严重。

反观薄壁包容结构的包容结果，一方面由于包容

环较薄，在破裂轮盘的撞击过程中导致包容环变形，

包容环具有良好的塑性，虽然发生变形但不至于断

裂，其变形过程中吸收了轮盘的大量能量并使轮盘卡

在包容环中而不会翻转飞出；另一方面，包容环变形

后并未撞击外部壳体，说明包容效果理想。数值仿真

结果也验证了薄壁包容结构的结果，即包容环发生变

形，但能够成功包容破裂的轮盘，且效果较理想。

综上所述，包容环厚度应适当，既可以保证充足

的包容裕度，又可以保证破裂的涡轮盘与包容环长时

间接触而不改变姿态，更不会翻转飞出。

4.2 有无凸台支座结构对比

数值仿真结果显示包容环可以包容破裂的轮盘，

即包容环自身可以达到包容要求，在第 2 次试验中出

现倒翻现象与包容环自身的包容能力无关。

高速相机拍摄的轮盘破裂瞬间照片如图 13 所

示。从图中可见，3 块轮盘破裂瞬间具有一定的时间

差，第 1 块轮盘先飞出后，另外 2 块轮盘在离心力的

作用下随之飞出，但是明

显滞后于第 1 块轮盘，

即轮盘撞击包容环不是

同时发生，而仿真中则是

理想情况，3 块轮盘碎块

同时飞出并撞击包容环。

在支座无凸台薄壁包容结构的第 2 次试验中，由

于破裂的 3 块涡轮转子碎块撞击包容环有时间差，整

体结构受到径向力的作用，使得用于固定支承包容环

支座的 4 个 M5 的螺钉被剪短，包容组件及 3 块涡轮

转子残骸整体翻倒在试验器固定装置的旁边。但在

现场没有发现任何零部件飞出，验证罩整体完好，

仅仅是小螺钉从固定处扯开，验证罩整体倒在连接

工装旁边。

分析包容过程，理论上轮盘飞裂的 3 块碎块同时

撞击包容环，对支座的撞击力由于相互抵消可以忽略

不计。但在实际试验过程中，由于轮盘不可能同时飞

裂，撞击包容环存在时间差，支座处承受的应力不可

忽略，所以在支座连接处需要有一定的抗剪切强度。

考虑涡轮碎块撞击包容环时，在初始撞击后，包

容环对破裂轮盘的作用力为改变其运动方向的向心

力。而在单块碎块撞击包容环时，支座处切应力计算

值为 3125.16 MPa，这是试验中采用的 4 个 M5 不锈

钢固定螺钉无法承受的。若在支座连接处增加凸台结

构（图 11），则在同样的单块碎块撞击包容环时，由于

增加了剪应力作用面积，支座处承受的切应力计算值

为 36.62 MPa，小于不锈钢螺钉的许用应力。由分析

结果可知，支座处切应力远大于不锈钢固定螺钉的抗

剪强度，导致在支座无凸台薄壁包容结构第 2 次试验

中包容组件整体倒翻。而在第 1 次试验中，3 块轮盘

撞击较为同步，其撞击力相互抵消，支座处切应力较

小，因此没有倒翻。对比支座无凸台薄壁包容结构的

2 次试验结果，可以发现若支承结构仅采用螺钉连

接，不能保证每次都成功包容破裂的轮盘。为此，在支

座连接处增加了凸台结构以对薄壁包容结构进行优

化。优化后没有发生支座底端被剪断的情况，在试验

（a）试验前 （b）试验后

图 12 支座有凸台结构试验

图 13 轮盘破裂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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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功包容破裂的轮盘，并且包容组件成功保持在其

安装结构上，其包容过程中仅有微小振动。

结合试验结果与计算结果，说明增加凸台加固包

容组件可以确保包容组件的包容能力。

5 结论

本文通过涡轮起动机转子破裂撞击包容环的包

容性试验及数值仿真计算，研究了支座结构对包容性

的影响，为该型发动机涡轮起动机的设计以及保证发

动机在飞行中的安全性提供有效试验依据，对起动机

涡轮包容性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主要结论如

下：

（1）厚壁包容结构包容效果不理想，包容环厚度

需适当，既要保证成功包容不断裂，又要保证长时间

相互作用不使轮盘翻转飞出。

（2）在包容环的支承结构上，仅采用螺钉固定可

能因破裂后的多块轮盘撞击时间差导致支承结构被

剪断。在支承结构上增加凸台优化结构，能够确保包

容组件的包容能力。

综上所述，在涡轮起动机包容性设计中，为满足

“GJBZ20339-1996 飞机发动机用空气涡轮起动机通

用规范”的要求，即轮盘破裂后包容组件本身保持在

其安装座上，包容结构的厚度选择以及包容组件支承

结构的设计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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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究 TC4 钛合金超声喷丸过程中喷丸参数对残余应力的影响规律，基于 ABAQUS 建立了 TC4 钛合金超声喷丸强化

的 3 维有限元模型，分别从超声喷丸模型中振动头振幅、弹丸数量和弹丸直径的变化对 TC4 钛合金表层及亚表层残余应力分布的

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随着振动头振幅和弹丸直径的增加，试件表面及亚表面每层残余压应力分布范围及残余压应力值均增

大，残余压应力层深度增加；随着弹丸数量的增加，仅能提高每层残余压应力的值，对残余压应力层深度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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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Analysis of Residual Stress in Ultrasonic Shot Peening of TC4 Titanium Alloy
WANG Ye-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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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rules of shot peening parameters on residual stress during ultrasonic shot peening of

TC4 titanium alloy袁a three-dimension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ultrasonic shot peening of TC4 titanium alloy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ABAQUS. The influences of vibration head amplitude袁spheres number and diameter on the residual stress distribution in the surface and
subsurface layers of TC4 titanium alloy were analyzed from the ultrasonic sho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vibration
head amplitude and spheres diameter袁the distribution range of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and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value of each
layer on the surface and subsurface of the specimen increase袁and the depth of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layer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pheres number袁the value of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spheres number layer can only be increased袁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depth
of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layer is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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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疲劳被认为是金属构件失效的最大单一过程，导

致了大约 90%的金属失效。构件的疲劳失效是由表面

或近表面损伤造成的。对结构件的表面采用常规的喷

丸[1-2]、深滚压[3]、超声喷丸（USP）[4-5]及激光冲击喷丸[6-7]等

不同工艺进行改性来提高疲劳寿命。随着叶片、叶盘

轻量化和整体化设计，考虑薄壁区域的表面强化工艺

抑制裂纹萌生，同时也要考虑喷丸过程薄壁区域出现

的应力引起的变形。超声喷丸利用超声波发生器，通

过变幅杆和振动头将电信号转换为高频振动的机械

能。通过振动头激励，弹丸在密闭空间随机振动，达到

冲击强化零件表面的目的。

传统的喷丸处理可提高 Ti-6Al-4V 合金的微动

疲劳寿命，并将其归因于诱导的残余压应力和晶粒

细化[8-11]。Tsuji 等[12]研究了离子渗碳和传统喷丸对 Ti-
6Al-4V 合金高循环疲劳（HCF）的影响，并观察到由

于相应的残余压应力和表面区域的加工硬化，疲劳寿

命明显改善；A. Sand佗 等[13]研究分析了 Inconel 718 合

金超声波喷丸硬化的表面状态：加工时间，喷丸材料

和数量以及辐射表面与样品距离的影响。超声波喷丸

（USP）由超声波、变幅杆、振动头以及适合工件几何

形状的腔室及弹丸等组成。李源等[14]采用有限元软件

ABAQUS 建立 1 种弹丸在空间位置随机分布的弹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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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喷丸模型，在此模型基础上研究了喷丸工艺参数与

残余应力间的分布规律；德国 MTU 公司[15]采用超声

喷丸替代传统喷丸进行了大量试验，研究超声喷丸强

化相对于传统喷丸强化对 Ti-6Al-4V （Ti64）和

Ti-6Al-2Sn-4Zr-6Mo（Ti6246）的近表面区域表面粗

糙度和残余应力的影响。详细研究了 2 种材料的疲劳

行为及断裂特性，证明了喷丸处理能够将裂纹萌生从

表面转移到次表面区域，延缓疲劳失效的发生，从而

显著提高部件的疲劳寿命。德国 MTU 公司[16]认为超

声喷丸主要的优势包括：残余应力的精确工艺控制；

能获得较为理想的粗糙度，适应薄壁件强化要求的变

形控制；满足叶片进排气边设计参数要求。喷丸强化

已成为提升零件表面质量、提高表面完整性、满足航

空发动机长寿命及高可靠性要求的的重要技术手段。

因此，对残余应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准确地探究显得尤

为重要。

本文以 TC4 钛合金为对象，基于 ABAQUS 对不同

参数条件下试件的凹痕深度和残余应力场等进行分析。

1 仿真模型

1.1 超声喷丸数值仿真流程

模型工作流程如图 1 所示。该流程主要分为 3 个

阶段：

第 1 阶段：建立 3 维模型，基于 ABAQUS 进行模

型装配，并划分网格；

第 2 阶段：对分析步、接触及约束条件及振动头

振动进行设置；

第 3 阶段：对速度、位移、应力及应变等量进行

提取。

1.2 仿真工艺参数设置

本次仿真通过 UG 建立模型，超声喷丸过程原理

如图 2 所示，腔室设计如图 3 所示。

基于 ABAQUS 进行有限元仿真，通过改变振动

头振幅、弹丸直径和弹丸数量来研究超声喷丸对试件

残余应力产生的影响。在这 3 方面研究中，采用相同

的腔室及试块模型，喷丸时间分别为 3.50、1.00 和

0.85 s。仿真过程中工艺参数及材料属性见表 1、2。

分别对模型分析步、场变量输出、历程变量输出、

接触条件、边界条件约束及网格模型划分进行设置，

仿真过程中对腔室、振动头及弹丸采用刚体约束，不

考虑变形，试件采用变形实体设置。

（a）底部 （b）顶部

（c）上半部分 （d）下半部分

图 3 腔室设计

图 1 模型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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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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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设置和管理（通用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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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声喷丸过程中工艺参数对残余应力场的

影响分析

2.1 振动头振幅对试件残余应力场的影响分析

基于模型 e、f、g 分析振动头振幅对试件的残余

应力场的影响。振动头振幅分别设置为 60、80 和

100 滋m，进行 2.5 s 超声喷丸仿真，对试块的残余应

力场进行对比分析。

输出 200 MPa 以上试块表面残余压应力场如图

4（a）、（b）、（c）所示。从图中可见，表面残余压应力值

及分布面积逐渐增加；输出 800 MPa 以上试块表面

残余压应力场如图 4（d）、（e）、（f）所示。从图中可见，

随着振幅的增加，试块表面残余压应力值及分布面积

有增加的趋势。

在试块下表面以下 0.5、1.0、1.5、2、2.5 mm 深度

截面处，60、80、100 滋m 3 种不同振幅模型中，试块下

表面大于 500 MPa 残余压应力场分布的比较如图 5

所示。从同一振幅不同深度残余压应力场可见，随着

深度的增加，残余压应力分布面积及值逐渐减小；对

比不同振幅同种深度残余压应力场可见，随着振幅的

增加，残余压应力值及分布面积都在逐渐增大。

对试块顶部表面截取相同高度部分，比较不同振

幅下弹坑的深度，通过对比可知，随着振幅的增加，弹

坑的密度和直径逐渐增大。

将最深弹坑底部作为残余应力截面的提取起始

平面，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由基准面向下取截面

比图 5 残余压应力分布稍有减少，说明部分弹坑的存

在对逐层分析会产生一些影响，从位移场可见，在 3

种振幅下，最深弹坑分别为 0.89、1.00、1.14 mm，分别

沿 3 种新建平面向下截取 4 个平面，分别为 0、0.5、

1.0、1.5 mm，明显可见，随着深度的增加，残余压应力

分布面积和值逐渐减小；对比不同振幅同种深度残余

压应力场时明显可见，随着振幅的增加，残余压应力

值和分布面积都在逐渐增大。对每种振幅模型试块下

表面沿较明显的凹坑建立 3 条垂直的路径时可见，每

行的曲线与该行的残余应力分布均可对应，且从纵向

来看，随着振幅的增加，残余应力曲线中残余压应力

层随之变大，与云图分布相符合。

对比每种振幅模型下的残余应力曲线与左侧残余

压应力可见所对应弹坑每层残余压应力所对应的值。

对比 60、80、100 滋m 振幅下的残余应力场及残余

应力曲线可见，随着振幅的增加，在相同时间内，试块

下表面和沿基准面向下每层残余压应力均增加，由残

模型

a
b
c
d
e
f
g
h
i

试件

尺寸 /mm

50×60×5

50×60×5

50×60×5

50×60×5

50×60×5

50×60×5

50×60×5

50×60×5

50×60×5

振动头

半径 /mm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振动头

振幅 /滋m

60

60

60

60

60

80

100

60

60

弹丸

直径 /mm

0.5

1.0

2.5

2.5

2.5

2.5

2.5

2.5

2.5

弹丸

数量 / 粒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50

200

喷丸

时间 /s

0.85

0.85

0.85

1.00

2.50

2.50

2.50

1.00

1.00

表 1 工艺参数及腔室尺寸

部件

试件

弹丸

振动头

腔室侧壁

密度 /

（g/cm3）

4.40

7.81

4.40

7.81

弹性模量 /

MPa

110000

208000

110000

210000

屈服强度 /

MPa

919

泊松比

0.3

0.3

0.3

0.3

表 2 各部件材料属性

（b）80 滋m，输出 200 MPa

（c）100 滋m，输出 200 MPa

（d）60 滋m，输出 800 MPa

（e）80 滋m，输出 800 MPa

（f）100 滋m，输出 800 MPa

图 4 不同振幅下试块下表面残余应力场

（a）60 滋m，输出 200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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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应力曲线也可见，残余压应力层深逐渐增加。由此可

以得出，在单位时间内，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

振动头振幅可以增加试块下表面和试块表层以下沿纵

向的残余压应力，且可以增加残余压应力的平均层深。

2.2 弹丸数量对试件残余应力场的影响分析

基于模型 d、h、i 分析弹丸数量对试件的残余应

力场的影响。弹丸数量分别设置为 100、150、200 个，

进行 1 s 超声喷丸仿真，对试块的残余应力场进行对

比分析。

对试块下表面输出大于 300 MPa 残余压应力

场，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弹丸数量的增多，

残余压应力分布的区域逐渐增大，为了探究沿深度方

向的残余压应力，需要对试块取平均凹坑深度为基准

面向下逐层剖切。

在位移场中，对 100、150、200 个弹丸模型试块下

表面分别取 25 个凹坑深度，得出凹坑深度分别为

0.128、0.129、0.129 mm，在逐层分析中，取距离表面

0.13 mm 为基准面进行分析，如图 8 所示。

取点计算平均凹坑深度：取下表面 0.13 mm 处

为基准面，分别向下取 0.5、1.0、1.5 mm 截面，如图 9

所示。对比 3 组模型可见，随着弹丸数量增多，在同一

图 5 不同振幅下试块沿表面向下每层残余压应力分布

振幅 60 滋m 深度 0.5 mm 振幅 80 滋m 深度 0.5 mm 振幅 100 滋m 深度 0.5 mm

振幅 60 滋m 深度 1.0 mm 振幅 80 滋m 深度 1.0 mm 振幅 100 滋m 深度 1.0 mm

振幅 60 滋m 深度 1.5 mm 振幅 80 滋m 深度 1.5 mm 振幅 100 滋m 深度 1.5 mm

振幅 60 滋m 深度 2.0 mm 振幅 80 滋m 深度 2.0 mm 振幅 100 滋m 深度 2.0 mm

振幅 60 滋m 深度 2.5 mm 振幅 80 滋m 深度 2.5 mm 振幅 100 滋m 深度 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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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振幅下试块沿基准面向下每层残余压应力分布

振幅 60 滋m 振幅 80 滋m 振幅 100 滋m

距水平面距离：0.89 mm 1.00 mm 1.14 mm

距弹坑底面距离：0 mm 0 mm 0 mm

距水平面距离：1.39 mm 1.50 mm 1.64 mm

距弹坑底面距离：0.5 mm 0.5 mm 0.5 mm

距水平面距离：1.89 mm 2.00 mm 2.14 mm

距弹坑底面距离：1.0 mm 1.0 mm 1.0 mm

距水平面距离：2.39 mm 2.50 mm 2.64 mm

距弹坑底面距离：1.5 mm 1.5 mm 1.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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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不同弹丸数量下试块沿基准面向下每层残余压应力分布

（a）100 粒

（b）150 粒

（c）200 粒

图 7 不同弹丸数量下试块

下表面残余应力场

深度截面，产生残余压应力的区域增大，然而等效塑

性应变的深度较为相似，几乎没有变化，仅是同一截

面发生塑性变形的区域增加。

与图 6 中改变不同振幅模型相比，虽然同一深度

截面增加振幅与增加弹丸数量都能使残余压应力区

域增大，但在深度方向，增大振幅可以提高残余压应

力及塑形区贯穿试块深度的能力，而增加弹丸数量仅

能增加同一深度的区域范围。

对比 100、150、200 个弹丸模型的残余应力场可

见，随着弹丸数目的增加，在相同时间内，试块下表面

及沿基准面向下的残余压应力分布范围增加，由此可

以得出，在单位时间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

加弹丸的数目可以增加试块下表面的残余压应力分

布范围，但沿深度方向残余压应力的值并未增大，残

余压应力层深没有明显增加。

2.3 弹丸直径对试件残余应力场的影响分析

基于模型 a、b、c 分析弹丸直径对试件的残余应

力场的影响。弹丸直径分别设置为 0.5、1.0、2.5 mm，

进行 0.85 s 超声喷丸仿真，对试块的残余应力场进行

对比分析。

（a）100 粒弹丸模型

（b）150 粒弹丸模型

（c）200 粒弹丸模型

图 8 不同弹丸数量下试块

下表面凹坑深度统计

距水平面距离：0.13 mm 0.63 mm
距弹坑底面距离：0 mm 0.5 mm

距水平面距离：1.13 mm 1.63 mm
距弹坑底面距离：1.0 mm 1.5 mm

距水平面距离：0.13 mm 0.63 mm
距弹坑底面距离：0 mm 0.5 mm

（a）100 粒弹丸

距水平面距离：0.13 mm 1.63 mm
距弹坑底面距离：1.0 mm 1.5 mm

（b）150 粒弹丸

距水平面距离：0.13 mm 0.63 mm
距弹坑底面距离：0 mm 0.5 mm

距水平面距离：1.13 mm 1.63 mm

距弹坑底面距离：1.0 mm 1.5 mm

（c）200 粒弹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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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移场中，对 0.5、1.0、2.5 mm 直径弹丸模型试

块下表面分别取 20 个凹坑深度，如图 10 所示。由于

0.5 mm 直径弹丸模型中弹坑深度较浅，所以对试块

下表面纵向变形放大 1000 倍，得出 3 个模型中 0.85 s

时试块下表面凹坑深度分别为 0.0003、0.0460、0.1500

mm，在逐层分析中，取距离表面平均凹坑深度的距离

为基准面进行分析。

分别输出 0.5、1.0、2.5 mm 直径弹丸模型中试块

下表面残余应力场，如图 11 所示。对比 0.85 s 时残余

应力场中大于 5 MPa 的残余压应力区域范围，可见，

0.5 mm 直径弹丸模型中试块下表面残余应力几乎在

10 MPa 以下；1.0 mm 直径弹丸模型中试块下表面残

余应力几乎在 300 MPa 以下，大部分区域在 100 MPa

以下；而在 2.5 mm 直径的残余应力场中，残余压应力

值明显高于前二者，约在 700 MPa 以下。所以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增加弹丸的直径，试块下表面

残余压应力值及范围不断增大。

分别向下取 0.0003、0.0460、0.1500 mm 截面为基

准面，如图 12 所示。对比 3 组模型可见，随着弹丸直

径的增加，无论是在同一基准深度截面还是在不同深

度的截面，都与塑形应变场相似，即随着弹丸直径的

增大，每层的残余压应力及分布范围逐渐增大。

（a）0.5 mm

（b）1.0 mm

（c）2.5 mm

图 10 不同弹丸直径模型中

试块下表面凹坑深度统计

（a）0.5 mm

（b）1.0 mm

（c）2.5 mm

图 11 不同弹丸直径模型中

试块下表面残余应力场分布

图12 不同弹丸直径下试块沿基准面向下每层残余压应力分布

距水平面距离：0.0003 mm 0.5003 mm
距弹坑底面距离：0 mm 0 mm

距水平面距离：1.0003 mm 1.5003 mm
距弹坑底面距离：1.0 mm 1.5 mm

距水平面距离：0.046mm 0.546 mm
距弹坑底面距离：0 mm 0.5 mm

（a）0.5 mm 直径弹丸

距水平面距离：1.046 mm 1.546 mm
距弹坑底面距离：1.0 mm 1.5 mm

（b）1.0 mm 直径弹丸

距水平面距离：0.15 mm 0.65 mm
距弹坑底面距离：0 mm 0.5 mm

距水平面距离：1.50 mm 1.65 mm

距弹坑底面距离：1.0 mm 1.5 mm

（c）2.5 mm 直径弹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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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7e+02
-4.196e+02
-5.025e+02
-5.854e+02
-6.683e+02
-7.512e+02
-8.342e+02
-9.171e+02
-1.000e+03

S,S11
（Avg:75%）

+2.553e+00
-5.000e+00
-8.792e+01
-1.708e+02
-2.537e+02
-3.367e+02
-4.196e+02
-5.025e+02
-5.854e+02
-6.683e+02
-7.512e+02
-8.342e+02
-9.171e+02
-1.000e+03

S,S11
（Avg:75%）

+2.741e+02
-5.000e+00
-8.792e+01
-1.708e+02
-2.537e+02
-3.367e+02
-4.196e+02
-5.025e+02
-5.854e+02
-6.683e+02
-7.512e+02
-8.342e+02
-9.171e+02
-1.000e+03

S,S11
（Avg:75%）

+2.741e+02
-5.000e+00
-8.792e+01
-1.708e+02
-2.537e+02
-3.367e+02
-4.196e+02
-5.025e+02
-5.854e+02
-6.683e+02
-7.512e+02
-8.342e+02
-9.171e+02
-1.000e+03

S,S11
（Avg:75%）

+2.741e+02
-5.000e+00
-8.792e+01
-1.708e+02
-2.537e+02
-3.367e+02
-4.196e+02
-5.025e+02
-5.854e+02
-6.683e+02
-7.512e+02
-8.342e+02
-9.171e+02
-1.000e+03

S,S11
（Avg:75%）

+2.741e+02
-5.000e+00
-8.792e+01
-1.708e+02
-2.537e+02
-3.367e+02
-4.196e+02
-5.025e+02
-5.854e+02
-6.683e+02
-7.512e+02
-8.342e+02
-9.171e+02
-1.000e+03

S,S11
（Avg:75%）

+5.238e+02
-5.000e+00
-8.792e+01
-1.708e+02
-2.537e+02
-3.367e+02
-4.196e+02
-5.025e+02
-5.854e+02
-6.683e+02
-7.512e+02
-8.342e+02
-9.171e+02
-1.000e+03

S,S11
（Avg:75%）

+5.238e+00
-5.000e+00
-8.792e+01
-1.708e+02
-2.537e+02
-3.367e+02
-4.196e+02
-5.025e+02
-5.854e+02
-6.683e+02
-7.512e+02
-8.342e+02
-9.171e+02
-1.000e+03

S,S11
（Avg:75%）

+5.238e+02
-5.000e+00
-8.792e+01
-1.708e+02
-2.537e+02
-3.367e+02
-4.196e+02
-5.025e+02
-5.854e+02
-6.683e+02
-7.512e+02
-8.342e+02
-9.171e+02
-1.000e+03

S,S11
（Avg:75%）

+5.238e+00
-5.000e+00
-8.792e+01
-1.708e+02
-2.537e+02
-3.367e+02
-4.196e+02
-5.025e+02
-5.854e+02
-6.683e+02
-7.512e+02
-8.342e+02
-9.171e+02
-1.000e+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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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0.5、1.0、2.5 mm 直径弹丸模型的位移场及

等效应变场可见，随着弹丸直径的增加，在相同时间

内，试块下表面残余压应力场的分布范围及值均增

加，且残余压应力层深增加。由此可以得出，在单位时

间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弹丸的直径可

以增加试块下表面残余压应力的值及分布范围并能

在深度方向增加残余压应力层的深度。

3 结论

模拟分析结果表明：通过改变某些超声喷丸过程

中的工艺参数可以改变试件的残余应力值及残余压

应力层深度，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分析振动头

振幅、弹丸数量及弹丸直径对试件残余应力场的影

响，可以得出：

（1）随着振动头振幅的增加，试件下表面残余压

应力的值逐渐增大，残余压应力分布范围逐渐增大，

逐层分析可知，随着振幅增加，试件下表面每层残余

压应力分布范围及残余压应力值逐渐增大，残余压应

力层深度逐渐增加；

（2）随着弹丸数量的增加，试件下表面残余压应

力分布范围增加，逐层分析可知，残余压应力在每层

的值较为稳定，分布随着弹丸数量的增加有所增加，

而残余压应力层深度并未随之增加；

（3）随着弹丸直径的增加，试件下表面残余压应

力的值逐渐增大，残余压应力分布范围逐渐增大，逐

层分析，可知，随着弹丸直径的增加，试件下表面每层

残余压应力分布范围及残余压应力值逐渐增大，残余

压应力层深度逐渐增加。

（4）重点对 TC4 钛合金超声喷丸强化进行仿真

研究，结合上述 3 方面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出，在超声

喷丸过程中，在其他条件一定时，增加振动头振幅与

弹丸直径既可以提高试件沿深度方向每层残余压应

力的值，又能使残余压应力层深度增加；而增加弹丸

数量，仅能提高每层残余压应力的值，并不能增加残

余压应力层的深度，该结论与试验所得结果一致，针

对不同种类的零件可以定性起到加工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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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某型离心通风器断裂故障，进行结构分析、断口金相检查，并对离心通风器的强度、固有频率、共振转速进行计算和

动应力试验。结果表明：该离心通风器断裂故障属高周疲劳破坏；离心通风器与齿轮轴定位结构不合理，使离心通风器齿轮轴在工

作转速范围内发生共振，是造成离心通风器断裂的主要原因。根据故障原因制定了排故措施，并进行了动态特性分析与试验验证，

取得良好效果。

关键词：离心通风器; 固有频率; 高周疲劳；齿轮轴；共振；故障分析；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3.011

Fracture Failure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Research of an Aeroengine Centrifugal Ventilator
ZHAO Hong-da

渊Key Laboratory of Power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on Aeroengine袁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The structure analysis and metallographic inspection of the fracture were carried out for the fracture fault of a centrifugal

ventilator. The strength袁natural frequency and resonance speed of the centrifugal ventilator were calculated and the dynamic stress test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ult of the centrifugal ventilator is a high -cycle fatigue failure. The unreasonable positioning
structures of centrifugal ventilator and gear shaft cause resonance of gear shaft in the range of working speed袁which is the main cause of
centrifugal ventilator fracture. According to the causes of the fault袁the measures for troubleshooting are formulated袁and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re analyzed and verified by tests袁and good results are obtained.

Key words: centrifugal ventilator曰natural frequency曰high-cycle fatigue曰gear shaft曰resonance曰fault analysis曰aeroengine

0 引言

离心通风器为某发动机润滑系统重要部件[1]，安

装于发动机附件机匣内，主要作用是依靠离心力的作

用，将油气中的滑油分离出来，以降低滑油系统排气

中的滑油含量，降低滑油系统的滑油消耗，从而满足

飞机的续航要求[2]。某型发动机在外场使用时离心通

风器发生故障，导致飞机报 CO 减小转速信号，发动

机空中停车，严重影响了飞行安全。国内某型其他发

动机也曾发生类似的离心通风器故障，可成河等[3]根

据故障件的破坏形貌分析结果、光弹性试验和有限元

计算结果，建立了离心通风器力学模型，通过计算的

名义应力，得到了结构失效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

解决措施。

本文针对离心通风器断裂故障，从结构、动态特

性、动应力、强度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故障原因，并

提出改进措施。

1 故障原因分析

1.1 结构分析

离心通风器安装在附件机匣内的离心通风器齿

轮轴上，依靠花键来传递齿轮轴上的转动。离心通风

器与齿轮轴之间通过单侧止口定位，长度仅为 3.0～

4.3 mm，配合定位面过短，另一侧花键连接端采用螺

母锁片固定，螺母的拧紧力矩较小，仅为 5～10 N·m。

离心通风器齿轮轴组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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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离心通风器应力分布

表 1 离心通风器静频

静频 /Hz

2184

2987

4013

7236

阶次

1

2

3

4

振型

1 扭

1 节径

2 节径

3 节径

图 2 断裂区放大形貌 图 3 裂纹扩展区疲劳条带

表 3 33E/2 激振因素下共振转速（理论）

72

104

245

齿数

33/2

33/2

33/2

振型

1 节径

2 节径

3 节径

频率 /Hz

1717

2322

5122

63

81

170

N2/%

前行波 后行波

表 2 33E激振因素下共振转速

35

48

110

齿数

33

33

33

振型

1 节径

2 节径

3 节径

频率 /Hz

1717

2322

5122

33

43

92

N2/%

前行波 后行波

1.2 断口分析

故障离心通风器整体断裂为 2 瓣，磨损变形严

重，断裂形成 4 对匹配断口[4]，对断面进行观察，扩展

初期断面较为平坦，棱线较为细致，隐约可见疲劳弧

线，如图 2 所示。随后由此区域发散出的棱线粗大，其

外廓隐约呈弧形，在裂纹扩展区可见疲劳条带，如图

3 所示。

从图 3 中断口观察可见扩展区存在疲劳条带，说

明裂纹性质为疲劳裂纹[5-6]。

1.3 强度计算

1.3.1 离心通风器

在工作温度为 120 ℃、工作转速为 9280 r/min、

离心通风器压紧螺母的拧紧力矩为 10 N·m 的条件

下，对离心通风器施加预紧力、离心负荷及温度载荷

进行有限元分析[7]，其应力分布如图 4 所示。当应力水

平较低，不超过 41 MPa 时，在工作中不会发生瞬时

破坏。

对离心通风器进行固有频率分析，其静频见表 1。在工

作转速范围内，无共振转速。

1.3.2 离心通风器齿轮

离心通风器齿轮工作转速为 6650～9280 r/min

（对应发动机高压转速 N2 = 71%～100%），对离心通

风器齿轮轴进行振动特性[8]分析，共振转速见表 2、3，

坎贝尔图如图 5 所示。由分析结果可知，离心通风器

齿轮轴存在 1 节径前行波共振（N2 = 72%）、2 节径后

行波共振 （N2 = 81%）、3 节径后行波共振 （N2 =

92%）。

1.4 动应力测量

1.4.1 离心通风器动应力测量

对离心通风器进行动应力测量，全部应变片上振

图 1 离心通风器齿轮轴组件

锁片

压紧螺母

离心通风器

离心通风

器齿轮轴

选配过盈
0.06~0.04 mm

X Z
Y

0.246305
4.758

9.27
13.783

18.295
22.807

27.319
31.831

36.343
40.855

NODAL SOLUTION
STEP=1
SUB=1
TIME=1
SEQV（AVG）
DMX=0.035301
SMN=0.246305
SMX=40.855

图 5 齿轮轴坎贝尔图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2000 4000 6000 8000
n/（r/min）

3 节径

2 节径

1 节径

33E

33E×2

33E/2

应力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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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改进后离心通风器应力计算

表 5 材料疲劳性能数据

N/ 周期

1×107

5×107

状态

T6

T6

材料

ZL114A（砂型）

2A70

滓-1/MPa

85

98

动应力测量结果均小于 3 MPa，无明显共振。

1.4.2 离心通风器齿轮轴动应力测量

对齿轮轴进行动应力测量[9-10]，测量结果显示，离

心通风器齿轮在 6650～9280 r/min 工作转速内，存在

2 节径型共振（N2 = 93%）、2 节径后行波共振、3 节径

后行波共振、4 节径前行波共振[11]，2 节径型共振最大

振动应力为 48 MPa，其坎贝尔图如图 ６ 所示。

离心通风器齿轮轴动应力实测值为 48 MPa，虽

满足齿轮强度要求，但在工作转速范围内存在的节径

行波共振对装配在该轴上的离心通风器将产生影响。

在振动作用下，离心通风器及相配合的各零件之间发

生微动，导致离心通风器与齿轮轴配合处孔径、端面、

花键发生磨损，从而使离心通风器与齿轮轴配合精度

降低。

1.5 故障分析小结

（1）离心通风器的裂纹性质属于疲劳裂纹；

（2）疲劳裂纹起源于离心通风器花键齿根；

（3）离心通风器断裂的主要原因是：离心通风器

与齿轮轴之间采用单侧止口定位、配合定位面宽度较

窄，并且轴向压紧力不足，不能保证在发动机全工况

条件下有效固定离心通风器，离心通风器在工作中因

振动而松动，与齿轮轴的定位面发生微动磨损，齿轮

轴花键与离心通风器花键反复撞击，在离心通风器花

键齿根萌生疲劳裂纹并扩展直至断裂。

2 改进措施与验证

2.1 改进措施

（1）将离心通风器材料由 ZL114A 更改为 2A70，

并将单侧止口定位改为双侧止口定位，前端增加定位

配合为过盈 0.02～0.06 mm[12]。

（2）将离心通风器齿轮轴的材料由 12Cr2Ni4A 更

改为 16Cr3NiWMoVNbE，并增加齿轮轴辐板厚度，取

消辐板上的减重孔[13]，达到改变零件固有频率的目

的，以消除工作中的共振。

（3）加大拧紧螺母的拧紧力矩。

2.2 改进措施分析验证

2.2.1 材料性能对比分析

改进前、后材料拉伸性能[14]数据见表 4，疲劳性能

数据见表 5。从表中可见，改进后的材料拉伸性能、抗

疲劳性能均大幅提升。

2.2.2 强度计算分析

2.2.2.1 通风器强度分析

在工作温度为 120 ℃、工作转速为 9280 r/min、

离心通风器压紧螺母的拧紧力矩为 10 N·m 的条件

下，对离心通风器施加预紧力、离心负荷及温度载荷

进行有限元分析，应力分布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

离心通风器改进结构应力水平较低，由原来的 41 MPa

降低至 36 MPa，更换 2A70 材料后，其强度裕度提高

约 22％。

对离心通风器的静频进行计算，自由状态离心通

风器的静频见表 6。结果分析表明：离心通风器自身

不存在共振。

2.2.2.2 离心通风器齿轮轴计算分析

对改进结构的离心通风器齿轮轴进行计算，在发

动机工作转速内不存在共振点，计算结果见表 7，坎

表 4 材料拉伸性能（滓b/MPa）数据

175

270

326

125

310

342

20

345

367

ZL114A

2A70

215

296

温度 /℃

图 6 齿轮共振坎贝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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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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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80006000400020000

n/（r/min）

4 节径

3 节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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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0.27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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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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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4
20.074

2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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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X=0.035704
SMN=0.27434
SMX=3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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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在不同拧紧力矩下应力计算值

轴向压紧力 /N

13

26

31

35

拧紧力矩 /N·m

10

40

50

60

150℃时根部应力 /MPa

195

197

197

198

表 6 离心通风器静频

静频 /Hz

1909

3268

3962

7308

阶次

1

2

3

4

振型

1 扭

1 节径

2 节径

3 节径

贝尔图如图 8 所示。

2.2.2.3 装配应力计算分析

在常温状态下，离心通风器与齿轮轴间径向为

过盈配合，对离心通风器装配后在最大过盈量为

0.06 mm 时所受的装配应力进行有限元仿真计算分

析，应力分布如图 9 所示。

由分析计算可知，离心通风器与齿轮轴的径向配

合为 0.06 mm 过盈时，最大装配应力为 108.3 MPa，

小于材料的许用应力[15]，强度储备裕度为 3.4 倍；且离

心通风器在发动机起动后，环境温度升高，在工作过

程中该装配应力很低，满足使用要求。

2.2.3 动应力测量

2.2.3.1 改进叶轮动应力测量

对改进后的离心通风器动应力进行测量，最大值

为 4 MPa，且无共振。

2.2.3.2 改进离心通风器齿轮轴动应力测量

对改进后的离心通风器齿轮动应力进行测量，最

大值为 27 MPa，坎贝尔图如图 10 所示。

根据改进结构齿轮动测结果及理论分析结果可

见，改进结构齿轮成功地消除了激振因素 33E/2 激起

的 2 节径、33E 激起的 2 节径后行波、2×33E 激起的

3 节径后行波共振，改进效果明显，但仍存在激振因

素 33E×3/2 激起的 3 节径后行波、2×33E 激起的 4

节径后行波共振，3 节径后行波最高为 27 MPa，4 节

径后行波最高为 21 MPa，振动应力水平均较低。

2.2.4 拧紧力矩改进验证

为了验证增大装配拧紧力矩对离心通风器强度

的影响，在工作温度下对离心通风器的应力进行计算

分析。计算出在 150 ℃工作条件下，离心通风器的最

大应力，见表 8。

表 7 齿轮轴改进方案共振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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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57

68

133

28

33

63

振型

1 节径

2 节径

3 节径

1 节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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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节径

2 节径

3 节径

频率 /Hz

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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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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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振因素

33E/2

33E

2×33E

104

114

204

54

60

111

27

31

58

N2/%

前行波 后行波

图 8 改进后齿轮轴坎贝尔图

图 10 齿轮轴改进结构坎贝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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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直径过盈为 0.06 mm时周向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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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见，拧紧力矩从 10 N·m 增大到 60 N·m，离心

通风器最大工作应力（压应力）仅增大了 3 MPa，变化

很小。说明拧紧力矩增大对离心通风器强度的影响很

小，不会造成通风器应力变大失效。

2.2.5 部队外场飞行验证

改进后的离心通风器交付外场使用超过 800 台，

累计使用 16 万 h，使用情况良好，未再发生离心通风

器断裂故障。

3 结束语

离心通风器断裂是由于离心通风器与轴定位面

过短，压紧螺母拧紧力矩不足，离心通风器齿轮轴共

振导致的，明确故障机理后，针对故障原因采取在离

心通风器增加定位面，调整齿轮结构降低振动，增大

装配拧紧力矩一系列措施，经验证有效、合理可行，能

有效解决离心通风器断裂故障，保障外场飞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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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某 APU 负载压气机可调进口导叶疲劳失效故障开展了故障原因分析，采用定常与非定常方法研究了工作角度变化

对导叶稳态与交变气动载荷的影响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导叶稳态应力和振动应力进行计算分析及测试验证。结果表明：可调进口

导叶执行装置的“活塞杆”与“接耳”装配不到位，导叶角度严重偏离正常值，使得气动交变载荷显著增大，振动应力过大，从而导致

导叶短时间内疲劳失效；导叶角度偏离提高了叶片的稳态应力水平，加剧了导叶的失效进程。建议完善相应的装配工艺，适当增大

叶根圆角，以降低叶根的应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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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ailure Mechanisms of Variable Inlet Guide Vane of an APU Load Compressor
LI Rong-hua, YUAN Wei, MENG Wei-hua, LI Jian

渊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袁Zhuzhou Hunan 412002袁China冤
Abstract: The cause analysis of fatigue failure was carried out for variable inlet guide vane of an APU load compressor. The influence

law of working angle change on guide vane steady and alternating aerodynamic loads was studied by using steady and unsteady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this袁the calculation analysis and test verification were carried out for the steady-state stress and vibration stress of guide va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ssembly of "piston rod" and "lug" of the variable inlet guide vane actuator are not in place. The angle of the guide
vane deviates seriously from the normal value袁which makes the aerodynamic alternating load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nd the vibration stress
is too large袁which leads to the fatigue failure of the guide vane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 angle deviation of the guide vane increases the
steady stress level of the vane and intensifies the failure process of the guide van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corresponding assembly process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angle of the vane root should be increased properly袁so as to reduce the stress level of the vane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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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辅助动力装置（Auxiliary Power Unit，APU）本质上

是 1 台燃气涡轮发动机，但该装置不直接为飞行器提

供飞行动力，而只是为主发动机起动和飞行器环控 /

液压 /电力等系统提供辅助能源。早期的 APU 主要从

动力段压气机引出高压气体供飞行器使用。因此，压气

机尺寸一般比涡轮大，允许最多引出压气机进气流量

的 30%以满足飞行器的使用需求。并且，通过控制引气

活门的大小可方便地获取所需的电能和压缩空气。但

这种工作模式会极大地影响 APU 的热循环效率，因

此，引入独立的负载压气机来解决这一问题。负载压气

机是 1 个带可调进口导叶 （Variable Inlet Guide

Vane，VIGV）的离心压气机。在工作状态下，通过调节

导叶角度就能获得恒转速条件下飞行器所需的压缩空

气流量[1]。然而，导叶角度变化会使其自身气动载荷随

之变化，导叶与离心叶轮之间的非定常气动干涉也更

为复杂，解决不好，不仅会使压气机气动性能恶化，还

容易引起叶片的危险模态共振或强迫振动，导致叶片

过早发生疲劳失效等故障[2]。

文献[3-10]研究了离心叶轮与扩压器之间的非定

常干涉流动；文献[11-14]则着眼于采用可调进口导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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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叶片裂纹及断口
宏观形貌

改变来流预旋条件，以达到降低动静干涉，提高压气机

性能的目的；王玉川等[15]利用 CFX 对无导叶和带前置

导叶大预旋角度下的离心压气机内部流动特性进行数

值模拟，分析了叶片表面的压力分布规律；陈山等[16]研

究了跨声速离心压气机进口导叶与离心叶轮叶片排的

干涉作用，表明叶片排间距减小会造成流场内压力波

动增大，同时，叶轮激波使叶轮对导叶流场的影响较

导叶对叶轮的影响大几倍甚至十几倍。由此可见，离

心叶轮与可调进口导叶之间的非定常干涉已成为影

响离心压气机安全性和可靠性的重大问题，必须引起

足够重视。

与离心压气机转子叶片相比，可调进口导叶工作

时由于没有离心力的存在，其疲劳失效的风险通常较

低，但不排除在一些偶然或者极端条件下发生疲劳失

效的可能。本文以某型 APU负载压气机可调进口导叶

失效故障为例，通过有限元仿真分析及应力测试验证，

揭示了其失效机理。

1 导叶失效现象

典型的带负载压气机APU 结构如图1 所示。图中

右边由动力段压气机、燃烧室、涡轮等部件组成 APU

的核心机，左边的负载压气机转子与核心机相连，并与

动力段压气机共用 1 个径向进气道。如前所述，为了满

足 APU 恒转速条件下飞行器对压缩空气流量的需求，

负载压气机采用可调进口导叶结构。

故障 APU 按计划进行 1000 h 长试时，在可调进

口导叶角度为 22毅状态下

运转 5 min 后，动力段压

气机出口压力出现异常，

随后紧急停车，并进行孔

探仪检查，发现负载压气

机可调进口导叶有 4 片断

裂，同时有多片产生了裂

纹和变形，叶片裂纹及断口宏观形貌如图 2 所示。

将所有断口超声清洗后在扫描电镜下进行微观

形貌检查，发现断裂叶片的主要断口特征基本一致。

导叶进气边叶根倒圆一侧线源为主疲劳源，侧面局部

小线源为次疲劳源，如图 3 所示。由此可知导叶疲劳

裂纹主要起源于叶盆侧靠近叶根倒圆处，沿叶片厚度

方向扩展，部分叶片存在次疲劳源，位于进气边靠近

叶根表面。疲劳裂纹源区未见材质、加工等缺陷。尽管

侧表面存在一定量的腐蚀产物，但在源区未见腐蚀凹

坑，断面源区及扩展区均有氧化腐蚀产物覆盖，宏观

可见黑色氧化物附着，初步推断为开裂后高温燃气冲

刷所致。材料金相组织正常，各截面抗拉强度均符合

相关标准要求。因此，可基本排除表面腐蚀导致初始

疲劳裂纹的可能。

进一步的断口分析表明，疲劳裂纹均为线性起

源，扩展棱线明显，为承受较大应力所致。在裂纹稳定

扩展阶段，低倍观察可见清晰的疲劳弧线，且弧线间

距较宽，高倍可见细密的疲劳条带。低倍下裂纹扩展

区较宽的疲劳弧线为较大载荷变化所致；而细密疲劳

条带则一般由较小的载荷变化所致。因此，可判断导

叶的失效模式为带有低周特征的高周疲劳开裂。

通过对可调进口导叶前期的气动、强度与振动设

计进行复查，发现在正常情况下导叶的气动载荷相对

较低，导叶产生疲劳失效的风险较小。为了进一步明

确非正常失效载荷出现的原因，对导叶执行装置进行

全面检查，发现其中的“活塞杆”与“接耳”没有贴合。

于是重新复装了执行装置和导叶调节组件，同时将执

行装置复位后检查导叶角度，发现比正常状态普遍减

小了 9毅～11毅，在极限情况下的实际工作角度甚至只

有 4毅左右（如图 4 所示），严重偏离了导叶的设计使

用规定。因此，在导叶角度为 22毅状态下运转 5 min

后，负载压气机可调进口导叶有 4 片断裂，同时多片

产生了裂纹和变形。检查后发现这些故障叶片的共同

图 1 典型的带负载压气机 APU结构[1]

Load compressor

Air in Power compressor
Combustion

Exhaust

Turbine

图 3 叶片断口微观形貌

SEI 20.6X 1 mm SEI 22.1X 500 滋m

次疲劳源区

主疲劳源区
主疲劳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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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工作角度均接近 4毅的极限条件。

理论上，导叶角度减小对稳态气动载荷和交变气

动载荷均会产生影响，因此，结合导叶失效模式，认为

“活塞杆”与“接耳”配合状态改变引起的导叶角度减

小可能是导致非正常失效载荷出现的根本原因。下文

基于有限元分析及应力测试验证等手段深入研究了

导叶角度变化对其自身静强度及振动特性的影响。

2 导叶角度对气动载荷的影响分析

2.1 稳态气动载荷

可调进口导叶角度减小对稳态气动载荷的影响

分析主要基于定常数值模拟进行。

首先对正常关闭（22毅）和全开（92毅）2 种状态下导

叶表面所受的气动载荷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1）在导叶正常关闭（22毅）状态下，叶片吸力面的

静压明显低于压力面的，这一点在叶尖区域体现得更

为明显，如图 5 所示，叶片表面的静压分布如图 6 所

示。图中曲线所围成的面积就是压力面和吸力面的静

压差，亦即叶片所受的稳态气动载荷。通过计算可知

叶片表面由静压差带来的稳态气动载荷约为 20 N，

这一载荷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

（2）在导叶正常全开（92毅）状态下，叶片压力面和

吸力面静压差很小（如图 7 所示），叶片所受稳态气动

载荷比正常关闭状态下的更低。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在正常状态下（导叶角度为

22毅~92毅），导叶的稳态气

动载荷均很小，理论上不

会给导叶带来大的稳态

应力。但是不难发现，导

叶角度越小，压力面和吸

力面静压差越大，导叶所

受的稳态气动载荷也增

大。因此，为进一步了解

非正常状态（导叶角度在

22毅基础上减小 9毅～11毅，
甚至达到极限条件下的

4毅）下导叶所受的气动载

荷，分别分析了导叶角度

为 15毅、12毅、7毅和 4毅时的

叶片表面静压分布，如图

8 所示。结果表明，导叶角度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减小

时，压力面的气动压力略有升高，而吸力面的气动压

力则显著降低，即导叶表面的静压差进一步增大，叶

片所受稳态气动载荷增大。但导叶角度减小到一定程

度后，稳态气动载荷趋于稳定（图 8（c）、（d）），当导叶

角度分别减小到 7毅、4毅时，稳态气动载荷已经没有明

显变化，甚至导叶角度为 4毅时的气动力载荷比 7毅时
的气动力载荷还略小。

2.2 交变气动载荷

可调进口导叶角度减小对交变气动载荷的影响

分析主要基于非定常数值模拟进行。由于工程上结构

图 5 22毅时叶片表面静压（进口总压无量纲化）

st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st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图6 22毅时叶片表面静压分布

1.0

0.8

0.6

0.4

0.2

Normalized are length

1.000.750.500.250

图 7 92毅时叶片表面静压

（进口总压无量纲化）

st

0.9

0.8

0.7

0.6

0.5

0.4

（a）正常关闭状态 （b）极限关闭状态

图 4 正常状态与故障状态下导叶最小角度对比

图 8 不同导叶角度下的叶片表面静压分布

（a）导叶角度 15毅

1.0

0.8

0.6

0.4

0.2

Normalized are length

1.000.750.500.250

（b）导叶角度 12毅

1.0

0.8

0.6

0.4

0.2

Normalized are length

1.000.750.500.250

（c）导叶角度 7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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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导叶角度 4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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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导叶角度 12毅 （c）导叶角度 7毅
图 9 不同导叶角度下 10%叶高的绝对马赫数

件的振动响应分析预测方法并不成熟，因此只关注导

叶角度变化对交变载荷的影响规律，具体的振动响应

结果则借助于后续的动应力测试获得。

在不同导叶角度下 10%叶高位置的绝对马赫数

如图 9 所示。从图 9（a）中可见，附面层低速区速度变

化并不明显，在前缘至 60%导叶弦长范围由于叶片

前缘攻角很大，形成了分离泡；在 60%弦长位置因存

在激波附面层干扰而发生了分离，故此时导叶在

10%叶高处整个吸力面的静压均较低。从图 9（b）、

（c）可见，随着导叶角度的减小，吸力面分离区起始

位置往上游移动，在导叶角度为 12毅、7毅时分别到达

约 50%、25%弦长位置，而且气流马赫数也显著增

大，吸力面静压减小，叶片气动负荷越来越大。同

时，叶尖区域吸力面分离并

不稳定，而且存在一定的脱

落频率，分离区大小和叶片

吸力面压力分布均呈周期性

变化，对导叶产生周期性的

弯曲作用力，而且导叶角度

越小，周期性的弯曲作用力

变化越明显。

3 导叶角度对强度与振动的影响分析

3.1 导叶角度对强度的影响

根据第 2.1 节中的气动计算结果对不同角度下

的导叶静强度进行了有限元分析，得到的导叶应力结

果和强度储备系数分别见表 1，并如图 10 所示。从表

中可见，在导叶正常关闭状态（22毅）下，叶身最大当量

应力只有约 130 MPa，对应的屈服强度储备系数与极

限强度储备系数分别为 2.12、2.38，均满足设计标准

要求。随着导叶角度逐步偏离正常状态（逐步减小），

叶身的最大当量应力也随

之较为明显地增大。但是，

即便在角度达到 4毅的极限

条件下，导叶强度储备系

数仍然满足设计标准要

求，由此可以推断，单纯因

静强度不足使得导叶提前

出现疲劳失效的可能性较小。从图 10 中可见，导叶最

大稳态应力位置与本次故障中的裂纹起始位置较为

吻合。

3.2 导叶角度对振动的影响

由于当前工程上有关结构件的振动响应预测方

法并不成熟，同时可调进口导叶边界条件也比较复

杂，基于非定常气动载荷的导叶振动响应预测结果可

信度较低。因此，只对装配状态下的导叶振动特性进

行分析评估，旨在明确导叶在工作转速范围内的潜在

有害共振，为导叶动应力测试验证提供参考。

本文中可调进口导叶固有频率及裕度计算结果

见表 2。从表中可见，导叶在 2 倍低阶激振下的 1 阶

频率裕度仅为 4.6%，低于相关标准规定裕度要求值

的 10%，此时导叶共振频率约为 1672 Hz。由此可知，

不能排除导叶因 1 阶共振导致疲劳失效的可能。导叶

1 阶振型和振动应力分布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不难

发现，导叶 1 阶最大振动应力部位同样与导叶裂纹起

（a）导叶角度 22毅

导叶角度 /

（毅）
22

12

7

4

最大当量应力 滓m/

MPa

130

172

186

228

屈服强度储备

系数 ny

2.12

1.60

1.48

1.21

极限强度储备

系数 nu

2.38

1.80

1.67

1.36

表 1 不同导叶角度下的导叶应力和强度储备系数

注：屈服强度 滓0.2=276 MPa，极限强度 滓b=310 MPa，屈服强度储备

ny=
滓0.2

滓m

≥1.0，极限强度储备 nu=
滓b

滓m

≥1.0。

阶次

1

2

3

4

固有频率 /Hz

1672.0

6203.1

7222.4

7840.0

K=1

109.1

687.8

1052.6

1092.0

K=2

4.6

293.9

476.3

496.0

K=3

30.3

162.6

284.2

297.3

K=4

47.7

97.0

188.1

198.0

K=18

88.4

56.2

36.0

33.8

共振裕度 /%

表 2 叶片固有频率及共振裕度计算结果

注：激振倍频 18 为离心叶轮叶片数激振。

Absolute Mach Number

1.8
1.6
1.4
1.2
1.0
0.8
0.6
0.4
0.2
0

Absolute Mach NumberRelative Mach Number

2.00
1.75
1.50
1.25
1.00
0.75
0.50
0.25
0

2.25
2.00
1.75
1.50
1.25
1.00
0.75
0.50
0.25
0

图 10 进口导叶当量

应力分布

1.86+002
1.73+002
1.61+002
1.49+002
1.36+002
1.24+002
1.11+002
9.91+001
8.67+001
7.43+001
6.19+001
4.96+001
3.71+001
2.48+001
1.24+001
0

186 MPa

defauit_Fringe
Max 186+002@Nd4733
Min 0 @Nd 4878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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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0%设计转速 （g）100%设计转速

图 12 导叶角度为 22毅时不同转速下的应力频谱

（a）40%设计转速

（b）50%设计转速 （c）60%设计转速

（d）70%设计转速 （e）80%设计转速

始位置相吻合。

4 导叶应力测试验证及评估

4.1 应力测试验证

如第 3.2 节所述，由于当前无法通过计算获得较

为可靠的可调进口导叶振动响应数据，因此，本文通

过在单级试验件上模拟负载压气机可调进口导叶的

真实运行环境，对导叶进行动应力测试，以验证导叶

振动应力水平随工作角度调节时的变化规律。通过测

试还获得了叶身裂纹起源部位附近的稳态应力。

导叶振动应力、稳态应力测试结果见表 3，不同

导叶角度和工作转速下的动应力频谱及时域如图

12～14 所示。通过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从图 12 中可见，导叶角度为 22毅时导叶的最

大应力幅值始终出现在 1500 Hz 左右，较表 2 中的

1672 Hz 低，初步分析主要是由于模拟的安装边界条

件比真实状态的刚性更高。在 40%~100%的转速范围

内，该振动峰值一直存在，尽管其振动频率会有少量

偏移（初步推断该偏移是因不同转速状态的气动载荷

不同导致叶片安装状态发生变化所致）。据此可判定，

导叶在 40%~100%的转速范围内存在以 1 阶振型为

主的强迫振动。同时不难发现，导叶角度为 22毅时，该

强迫振动导致的叶片振动应力很小，最大只有约 7.63

MPa（见表 3），不足以导致叶片出现高周疲劳破坏。而

在共振频率裕度只有

4.6%的设计转速下，这

一振动应力则更小，因

此，在正常状态下由第

3.2 节中的共振导致导叶

发生疲劳失效的可能性

基本可以排除。另外，根

据第 2.2 节的研究，在一

定范围内导叶角度越大，叶片吸力面分离越稳定，所

承受的交变载荷也越小，叶片高周疲劳破坏的风险也

相应降低。

（2）从图 13 中可见，当转子转速达到 70%设计

转速时，叶片振动应力峰值已经达到约 102 MPa，且

测点的动应力水平随着转速的增加一直在增大（图

14（b）），为了确保试验件与测试设备的安全，只能选

择停车。导叶角度为 4毅时的导叶振动响应远大于 22毅
时的，不难预见，随着转子工作转速继续增加直至

100%设计转速，导叶振动应力将进一步加大，从而使

（a）振型 （b）振动应力

图 11 导叶 1阶振型及振动应力分布

导叶角度 /（毅）
22

16

10

4

叶片稳态应力 /MPa

62.6

67.1

94.2

93.5

叶片振动应力 /MPa

7.63

6.65

7.11

102.37

注：铝合金弹性模量为 70.6 GPa。

表 3 在设计转速下不同导叶角度的应力值

16

8

0 500025001489.25
频率 /Hz

10.5

16

8

0 500025001518.55
频率 /Hz

8.17

40

20

0 500025001521
频率 /Hz

8.17

40

20

0 500025001549.07
频率 /Hz

6.07

40

20

0 500025001588.03
频率 /Hz

7.08

40

20

0 500025001538.09

频率 /Hz

7.08

40

20

0 500025001546.63
频率 /Hz

6.76

2.3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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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不同导叶角度下的应力时域

（a）40%设计转速 （b）50%设计转速

（c）60%设计转速 （d）70%设计转速

图 13 导叶角度为 4毅时不同转速下的应力频谱

叶片在短时间内出现疲劳失效。由此可知，导叶角度

严重偏离正常值导致的过大的振动应力是造成叶片

在 5 min 内即出现多片叶片断裂或裂纹的主要原因。

同时，也验证了第 2.2 节中随着导叶角度减小叶片的

交变气动载荷越来越大的预测。

（3）通过分析图 14 中的时域响应图谱可以发现，

导叶角度为 22毅时的稳态应力小于 4毅时的，这一结果

也验证了第 2.1 节中导叶角度减小会导致叶片稳态

气动载荷增大的预测。同时，从图 14（a）中可见，导叶

角度为 22毅时，在整个转速范围内导叶的振动响应幅

值均较小，且随转速升高变化不大；从图 14（b）中可

见，当角度为 4毅时，导叶的振动响应幅值显著增大，

且随转速升高变化明显。

（4）对比表 1、3 可知，表 1 中的稳态应力计算结

果要显著高于表 3 中的实测结果。这是因为峰值应力

一般会出现在结构的几何突变位置，这些位置通常存

在明显的应力集中，但不适合贴片操作，只能选取离

该峰值应力点较近的位置进行测试，因此所测的应力

值会比实际的最大稳态应力值低。同时，表 3 中的结

果还表明，导叶角度为 4毅时的稳态应力比 10毅时的略

小，这也验证了第 2.1 节中关于叶片角度减小到一定

程度后稳态气动载荷趋于稳定的结论。

4.2 高周疲劳评估

目前工程上零件高周疲劳评估普遍采用修正的

Goodman 图进行，根据 Goodman 图得到导叶最高许

用振动应力为

滓a=滓-1 1- 滓m

滓b/kb
蓸 蔀 /ka （1）

式中：滓a 为许用振动应力；ka 为许用振动应力储备系

数，取 1.4；kb 为稳态应力储备系数，取 1.0；滓-1 为对称

循环交变应力的疲劳极限；滓b 为拉伸强度极限；滓m 为

考核点的稳态应力。

根据式（1）得到高周疲劳评估结果如图 15 所示。

图中实线表示根据试验稳态应力换算得到的许用振

动应力，虚线表示动应力实测结果，虚线上的点超过

实线即表示导叶在相应转速下的振动应力过大，可导

致叶片出现高周疲劳。经分析可知：

（1）随着转速的增加，同颜色的实线与虚线相互

接近，表示二者的疲劳裕度在逐步降低；

（2）在同转速下，导叶角度越小，实线与虚线越接

近，导叶振动应力越靠近许用值，说明越容易发生疲

劳断裂，其中在导叶角度为 4毅，转速为 37000 r/min

时，虚线已经高于实线，导叶的振动应力已经高于安

全值。

上述分析说明在非正常状态下过大的振动应力

是导致导叶过早出现断裂或裂纹的主要原因。

5 结论

本文以某型 APU 负载压气机可调进口导叶疲劳

失效故障为例，深入研究了导叶工作角度变化对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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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态与交变气动载荷的影响，并进行了测试验证，得

到如下结论：

（1）在正常状态下，通过合理设计可调导叶角度，

导叶的稳态气动载荷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不会给导叶

带来大的稳态应力。但如果设计或装配不合理，使得

导叶角度偏小，则可能加大导叶的稳态气动载荷，使

自身稳态应力恶化。

（2）可调导叶因设计或装配不合理导致角度偏小，

容易使得叶片吸力面产生气动分离并不稳定，而且存

在一定的脱落频率，分离区大小和叶片吸力面压力分

布均呈周期性变化，将对导叶产生周期性的弯曲作用

力，导叶角度越小，周期性的弯曲作用力变化越明显，

导叶受到的振动交变载荷也就越大。

（3）本文中可调进口导叶执行装置的“活塞杆”与

“接耳”装配不到位，导叶角度严重偏离正常值，使得

气动交变载荷显著增大，导致出现过大的振动应力，

是导叶短时间内疲劳失效的主要原因。同时，导叶角

度偏离提高了叶片的稳态应力水平，这也加剧了导叶

的失效进程。

根据上述分析和所得结论，完善了相应的装配工

艺，以保证导叶及其作动机构的正常装配并严格控制

导叶执行装置的检验过程；从提高导叶疲劳抗力的角

度出发，适当增大叶根圆角，以降低叶根的应力水平。

通过贯彻这些改进措施，最终该型 APU 可调进口导

叶断裂故障得到有效解决并顺利通过 1000 h 长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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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某航空发动机在试车过程中风扇机匣安装边上用于固定管路的多处卡箍发生的断裂故障，通过对卡箍故障件进行

断口分析和设计复查等，确定了卡箍断裂发生的原因：在设计状态下，卡箍上、下瓣之间装配夹角较大，在螺栓拧紧过程中，造成卡

箍结构故障位置产生较大的初始局部应力，在较大的振动环境下导致综合应力增大，由于故障位置结构强度储备不足，从而发生高

周疲劳断裂。通过对卡箍结构采取加装 2 mm 厚钢垫、降低静应力等改进措施优化设计，降低了其静应力，提高了其强度储备，有效

避免此类故障再次发生。

关键词：卡箍；断裂；高周疲劳；故障分析；结构强度；振动；风扇机匣；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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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ure Failure Analysis of Clamp for an Aeroengine
LIU Zhong-hua袁 JIA Duo袁LIU Xi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g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fracture fault of multiple clamps on the side of fan casing installation used for fixed pipes during the test run

of an aeroengine袁the fracture surface analysis and design review of the fauit clamps parts were carried out袁and the reason of clamps fracture
was identified. In the design state袁the angle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lobes of the clamps was large. In the process of tightening bolt袁the
fault position of clamp structure was caused by large initial local stress. Under the larger vibration environment袁the comprehensive stress
increases袁and the high cycle fatigue fracture occured because the strength reserve of the fault location structure was insufficient. The
optimum design of clamp structure was adopted by adding 2 mm thick steel cushion and reducing static stress. Then the static stress was
reduced袁the strength reserve was increased袁and this kind of fault was prevented from happening again.

Key words: clamp曰fracture曰high-cycle fatigue曰fault analysis曰structural strength曰vibration曰fan casing曰aeroengine

0 引言

卡箍在固定和安装航空发动机管路、导线和电缆

等[1]方面有广泛应用。用于支撑管路的卡箍具有调节

管路固有频率和降低管路振动应力的功能，是改善管

路系统动态特性的有效手段[2-4]，也是保障管路系统使

用安全的主要设计手段，其质量直接影响发动机的安

全性。

国内多位研究人员对卡箍的故障原因进行了深

入的分析工作。肖伟[5]研究了由于装配力矩与温度两

者共同作用产生的卡箍衬垫撕裂问题，确定最优装配

力矩，选择适合的衬垫材料；李刚[6]通过卡箍装配状态

在典型环境下的试验，对卡箍橡胶垫内部损伤机理进

行了研究；周宁波[7]利用有限元法进行计算分析，获得

应力分布形式，为强度校核提供依据。

本文针对某型航空发动机在长时间试车过程中

多次发生的卡箍断裂情况，进行了故障排查分析，并

最终确定了故障发生位置及故障发生原因，制定了相

应改进措施以提高发动机安全性和可靠性。

1 故障现象描述

某型发动机在进行厂内台架试车过程中，2 级风

扇安装边用于固定低压作动筒杆腔连通管的卡箍连

续发生多处断裂故障，故障卡箍为同一规格件，且断

裂处均在安装孔附近，如图 1 所示。

第 45 卷 第 3 期

2019 年 6 月

Vol. 45 No. 3

Jun. 2019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5 卷

图 5 故障卡箍金相组织

2 故障分析

2.1 故障定位及故障树分析

通过现场检查，每次断裂故障只有 1 个结构件发

生，其他件未见异常，卡箍断裂为原发故障，是该故障

的顶事件。

依据故障件设计、生产加工、制造、装配和试车

的全流程，找出所有可能造成故障的项目，形成故障

树[1，8-9]，用于指导排故工作和方便找出故障原因。故障

树如图 2 所示。

根据故障现象及故障树，通过故障件断口分析、

设计复查、装配工艺复查、振动环境测量复查等，以确

定故障原因。

2.2 卡箍断口分析

多次断裂的卡箍断口位置相同，均在安装孔附

近，断口处宏观形貌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裂纹断

口表面呈银灰色，在靠近卡箍上表面附近有明显起

伏。箭头所指处的断口表面可见明显疲劳弧线和汇集

于下表面的放射棱线，表明

断口性质为疲劳。疲劳源区

的进一步放大形貌如图 4

所示。未见明显冶金缺陷。

卡箍断口表面疲劳扩展均

比较充分，未见明显的瞬断

区，且疲劳条带较细，表明

断口性质为高周疲劳。

对故障卡箍基体进行组织分析，结果为回火索氏

体组织，未见明显异常，如图 5 所示。

通过上述断口分析结果，可以排除底事件中的

EVENT2 基本组织不均匀及 EVENT3 冶金缺陷项。

2.3 卡箍材料分析

卡箍中板材的材料为 1Cr11Ni2W2MoV，为马氏

体型热强不锈钢，其室温拉伸强度、持久强度极限及

蠕变极限均较高，有良好的韧性和抗氧化性能，通常

以淬火、回火热处理供应。

依据材料手册[10]，1Cr11Ni2W2MoV 在经过 1000~

1020 ℃油淬和 660~710 ℃回火条件下，拉伸性能

滓b=835 MPa，拉伸率 啄5=14%。在多型发动机外部结

构设计时卡箍结构均选用该材料，经强度校核具有

较高的强度储备；同时，在发动机全工况使用条件

下具有较高可靠性。由此可以排除底事件 EVENT1

材料力学性能不足项。

2.4 目视检查

在卡箍发生故障后，对故障件进行目视检查。故

障卡箍表面有磨损痕迹，为卡箍装配后在试车中产

生，未发现卡箍在制造过程中的机械损伤，因此可以

排除底事件 EVENT4 因素。

在更换卡箍、螺栓及锁片的工作现场，均对卡箍及

螺栓的装配状态进行检查，卡箍与管路同轴度均良好，

未发现异常，因此可以排除底事件 EVENT6 因素。

2.5 设计复查

2.5.1 设计状态卡箍装配应力分析

卡箍装配时，通过拧紧螺栓，使卡箍上、下瓣接触

以固定管路。在拧紧螺栓时，由于卡箍上、下瓣之间存

在 2 mm 的间隙，卡箍首先在圆圈位置（如图 6 所示）

发生接触，卡箍上、下瓣之间存在夹角 琢 约为 5毅。随

着螺栓拧紧力矩[11-12]的增大，卡箍下瓣变形才能达到

图 1 故障卡箍

故障下
半卡箍

上半
卡箍

断裂

断裂 裂纹

裂纹

图 2 卡箍断裂故障树

图 3 故障卡箍断口剖面 图 4 疲劳源区放大形貌

上表面

下表面
Signal A=SE1300 滋mMag= 1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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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准

2.0 mm

图 9 卡箍结构参数

a

表 1 卡箍上、下瓣初始装配角度和应力倍数

卡箍系列 椎/mm L/mm 琢/（毅） 应力倍数

A1 8 15 5.2 6.44

A2 8 18 4.4 4.98

A3 8 23 3.6 2.47

B 10 19 4.3 3.63

C1 12 17 4.8 4.95

C2 12 20 4.2 2.90

D 14 21 4.0 2.61

E 16 25 3.5 1.74

F 18 20 4.2 2.76

G 20 25 3.8 1.30

H 24 30 3.0 1.15

I 25 30 3.0 1.00

a

FyF

Fx

卡紧管路的目的，在变形过程中会导致锁片及卡箍下

瓣产生装配应力。在螺栓拧紧的过程中，卡箍下瓣受

到管路所施加的支反力 F，对 F进行力学分解，得到

Fx 及 Fy

Fx=F·cos 琢 （1）

Fy=F·sin 琢 （2）

根据上述受力分析，在 ANSYS Workbench[13]中使

卡箍安装孔 - 螺栓一端位置固定，另一端施加 Fy 方

向强制位移以达到初始装配状态的边界条件[14]进行

相关件有限元数值计算，应力云图中的应力集中位置

与故障件的断裂、磨损位置基本吻合，应力分布与实

物对比如图 7、8 所示。

2.5.2 系列卡箍型号装配角度复查

该结构类型的卡箍主要用于固定管直径为

8~25 mm 的管路，系列卡箍结构参数如图 9 所示。

经复查，该结构系列卡箍的设计状态初始角度及

初始装配应力倍数见表 1。该系列卡箍角度 琢 主要为

3毅~5毅，通过计算得知卡箍 I 的应力值最小，以该卡箍

的最大应力为标准，计算其它系列卡箍最大装配应

力值相对于该卡箍的应力倍数。通过分析可得，应力

倍数随角度成正相关趋势变化，即初始装配角度越

大，产生应力越大，故障卡箍 A1 的初始角度最大，

为 5.2毅，产生初始应力最大，应力倍数为 6.44。由此

可判断底事件 EVENT5 是导致卡箍断裂的可能因素

之一。

图 6 卡箍装配及受力

卡箍下半段

管路

卡箍下半段

螺栓
锁片

2 mm

机匣

支架

a

Fixed supported

图 7 锁片有限元分析与实物对比

图 8 卡箍有限元分析与实物对比

断裂

断裂 裂纹

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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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振动情况复查

2.6.1 卡箍的振动使用情况分析

该故障卡箍广泛应用于某型系列发动机，从未发

生过断裂故障；发生卡箍断裂故障的发动机的卡箍固

定形式、位置及装配状态均与科研批其他台份发动机

一致，除此发动机外，其他台份发动机该位置卡箍均

未发生过断裂故障。通过分析可知，初始装配应力大

并非导致故障的惟一因素。

2.6.2 卡箍的振动环境复查

与其他台份发动机相比，发生卡箍断裂故障的

发动机采用改进状态的风扇机匣和外部管路，其他

主机部分均未发生变化，考虑到发生故障的卡箍位

置均在风扇第 2 级机匣前安装边上，分析认为此处

振动环境[15]发生变化。因此，分别对改进机匣前 / 后

的故障卡箍位置进行 X（径）向、Y（切）向及 Z（轴）

向振动环境测量，在 20~6400 Hz 内的振动加速度

总量[16]随发动机低压相对转速 NL 变化的对比如图 10

所示。

通过分析图 10 可知：在 NL=96%附近时振动加速

度激增，但风扇机匣改进后的发动机（故障卡箍）的最

大振动加速度激增量明显大于风扇机匣改进前的。据

此判断，EVENT7 振动加速度大可能是导致卡箍断裂

的因素。

3 故障机理分析

针对与故障相关的 2 个底事件，对卡箍断裂故障

原因具体分析如下：由于风扇机匣改进后，其振动能

量增大，卡箍结构设计不能适应该处振动环境；在设

计状态下卡箍上、下瓣之间装配夹角大，在螺栓拧紧

过程中，易造成卡箍结构故障位置产生较大的初始局

部应力，在较大的振动环境下导致该处综合应力增

大，由于此处结构强度储备不足，从而发生高周疲劳

断裂。

4 改进措施及验证

4.1 改进措施

针对故障原因及复查问题，制定排故措施如下：

加装 2 mm 厚钢垫以消除卡箍下瓣变形，降低静应力

以提高动强度储备[17]，同时起到限制管路沿轴线垂直

方向振幅的作用，具体如图 11 所示。

4.2 验证情况

排故措施落实后，进行如下验证：

（1）在 ANSYS Workbench 中进行装配应力计算，

最大应力减小 42.3 倍，有效降低了卡箍初始装配应

力；

（2）卡箍下瓣变形消除，卡箍对管路轴向夹持力

减小，由于卡箍中金属橡胶的作用，管路沿轴线垂直

方向的振幅也得到限制；

（3）对卡箍支撑的相关管路进行动应力测量[18]，动

应力符合要求。

排故措施落实后，经过大量的厂内台架试车，均

未再发生此类故障，证明改进措施正确有效。

5 结束语

针对某型航空发动机卡箍断裂故障，采取加装 2

mm 厚钢垫、降低静应力等改进措施，经验证有效，并

在后续试车时未再发生此类故障。为避免此类故障再

次发生，在卡箍的设计中要综合考虑制造、生产、装配

和振动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以提高卡箍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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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对于燃气涡轮发动机，旋转件失效时产生的高能

量碎片会使发动机本身、飞机、操作舵面、燃油箱以及

飞行员处于危险之中[1]。一旦发动机出现非包容现象

就会使飞机受损，轻则飞行功能损失，重则机毁人亡。

文献[2]给出了依据美国波音公司和美国联邦航空局

统计数据绘制的航空发动机非包容事故曲线，曲线数

据显示，随着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推广与验证工

作的开展，航空发动机非包容事故的发生率不断下

降，但随着空中交通运输量逐年增大，每年发生的非

包容事故的总次数仍在增加。

世界范围内的军、民用燃气涡轮发动机规范都无

一例外的对包容性提出要求，内容基本相同，概括地

说就是单个叶片在榫头以外截面断裂后应被包容，或

者对整体叶盘必须至少单个叶片的 80%破损并且被

包容，由此引起的发动机损坏不能对飞机产生任何危

险性影响[3-8]。

一般来说，发动机规范要求在 1 台运转的发动机

上验证风扇叶片的包容性，同时也提供结构极限强度

的验证。然而这种试验的费用极高，所以，在进行这种

试验前，要完成多项部件（或零件）级试验，以验证叶

片、机匣及其他承力结构的强度设计。包容试验从简

单到复杂分为机匣及机匣模拟件的打靶试验、单个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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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飞出后的完整性验证试验（不安装机匣）、试验器条

件下的风扇单元体包容试验、试验器条件下安装主要

发动机结构的包容试验以及整机包容试验[9]。

本文对各类包容试验研究进展以及其关键技术

进行综述，并提出国内包容试验技术的发展重点。

1 机匣及机匣模拟件的打靶试验

机匣及机匣模拟件的打靶试验一般在发动机机

匣研制的早期进行，以降低整机包容试验的风险。打

靶试验一般使用滑膛式火炮或气炮作为发射装置，试

验中的发射物为球形、板条形等金属弹体以及真实叶

片，打靶试验能够从材料动态响应以及高速冲击损伤

等方面研究各种材料、机匣结构的抗冲击特性。

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

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最早使用打靶试验方法研

究机匣的包容性，并且发展了用于冲击力学的数值仿

真软件 LS-DYNA[10]；RR 公司拥有 1 台气炮作为发射

装置的打靶试验设备，发射物从直径为 25.4 mm的轴

承滚珠到质量为 5.5 kg 左右的立方 8 面体等，速度大

约为声速，用来验证高速冲击对单层、多层和钣焊结构

的影响，也广泛用于确定 Kevlar 织物的抗冲击特性[9]；

2002～2009 年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 Roberts

等[11-12]分别用楔形钛合金弹体以及明胶与酚醛树脂微

珠的混合物对玻璃纤维 / 树脂基复合材料以及 3 轴

编制复合材料进行冲击试验，评估复合材料受到冲

击时的动态响应特性与损伤模式；2003 年 NASA

格林研究中心的 Mohan 等[13]通过打靶试验比较 Al

（2024-T3）与多层夹心混杂复合材料 Glare-5 在不同

结构下的抗冲击特性，试验中使用气炮长 2 m、外径

2.54 cm、内径 1.28 cm，弹体材料为 Ti-6Al-4V，弹体

为长 2.54 cm、直径 1.27 cm 的圆柱体；2005 年美国

联邦航空局 Lundin 等[14]对 2024-T351 铝合金、Ti-6Al

-4V 钛合金、Inconel625 高温合金以及复合材料进行

弹道冲击试验，试验数据主要用于发展“未包容的发

动机碎片损伤分析模型”（Uncontained Engine Debris

Damage Analysis Model，UEDDAM）；2009 年美国亚

利桑那州立大学的 Naik 等[15]与 NASA 合作，分别对

环形结构 Kevlar-49、Zylon-500D、Zylon-1500D 进行

了 14 次、9 次、6 次由内向外的弹道冲击试验，弹体为

102 mm×51 mm×8 mm 的条形不锈钢 304 L，质量

为 314.8～320.9 g，撞击速度为 105～280 m/s，试验结

果表明 Zylon 可吸收的能量显著高于 Kevlar 的；2016

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 Andrew[16]使用长 4.7 m、直

径 105 mm 的气炮对不同复合材料平板及风扇机匣

进行弹道冲击试验，以比较不同材料的抗冲击特性，

并使用 3 种不同结构的叶片进行冲击试验，发现使用

预先弯曲的叶片进行打靶试验时，可以获得与旋转叶

片飞断后撞击平板相似的损伤模式。

在国内，2002 年黄英等[17]使用气炮发射球形钢弹

丸以及带球头的圆柱体弹丸对 Kevlar 织物增强复合

材料层合板进行冲击试验，得出 Kevlar 层合板的损

伤模式为分层与穿透，分层区域近似为椭圆形，且向

受冲击背面呈现喇叭形放大；2006 年范志强等[18]为了

验证航空发动机机匣包容性破坏势能法，使用气炮驱

动模型叶片对模型机匣进行了 20 次打靶试验，试验

结果表明所用模型机匣的非包容失效模式主要是剪

切破坏；2010 年杨双林[19]利用空气炮进行了单层及双

层模拟金属机匣在中温下的打靶试验，得到了靶板的

穿透临界速度及花瓣形失效的损伤模式；2012 年杨

乐[20]对加筋铝合金板进行冲击试验，分析了冲击过

程、断口、临界速度及应变响应，分析结果表明加强筋

可以有效提高靶板的抗冲击性能；2012 年张涛等[21]为

研究 TC4 钛合金机匣的包容性能，分别使用 100

mm×40 mm×6 mm 以及 80 mm×35 mm×6 mm 的

2 种不同尺寸的 TA11 条形平板弹体对平板和弯曲的

模拟机匣进行了打靶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平板和弯

曲的模拟机匣的失效模式相似，整体失效模式是有塑

性形变引起的凹陷，而局部失效模式包括弹坑、剪切

冲塞失效以及花瓣式失效；2014 年段玥晨等[22]利用滑

膛炮试验系统对航空发动机真实机匣的包容性开展

6 组打靶试验，验证应用显示动力分析软件 LS-DY-

NA 进行的数值仿真结果具有较好的准确性；2018 年

刘璐璐等[23]应用气炮发射材料为 TC4 的矩形叶片弹

体对 Kevlar 织物 / 环氧树脂层合板进行弹道冲击试

验，得出了靶板随撞击速度增加的破坏模式变化，并

且试验结果表明，当复合材料靶板厚度提高 20%时，

可吸收的极限能量提高约 92%，叶片偏转撞击时靶

板的抗冲击特性有所提高。

在国外，政府机关、科研机构、高校以及发动机厂

商普遍开展针对各种机匣及机匣模拟件的打靶试验，

为新材料、新结构的研制与仿真分析提供试验数据。

在国内，打靶试验多在高校进行，主要用于研究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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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验证数值仿真分析方法。

2 试验器条件下叶片包容试验

在国外，1968 年 Martino 等[24]在 NASA 转子破裂

防护计划的资助下，在立式旋转试验器上开展机匣包

容性试验研究，为轻质包容系统设计提供试验数据，

研究内容包括被包容转子的动力学特性以及影响包

容性的重要参数；进行了包括单个叶片撞击机匣，相

邻叶片影响下断裂叶片撞击机匣以及轮盘破裂碎片

撞击机匣等 3 种类型共 21 次金属机匣包容性试验；

在试验中用预制裂纹的方法控制叶片飞断转速以及

轮盘破裂模式和转速，建立了包括冲击应变响应测

量、高速影像记录以及转速测量的测试系统，并制定

了试验器条件下进行机匣包容试验的试验标准。1981

年 Stotler[25]在立式旋转试验器上进行了 11 次风扇叶

片包容试验，叶片为 2 种，1 种是标准的 TF34 叶片，

另 1 种是混杂结构叶片；通过炸药使单个叶片飞断或

180°对称的 2 个叶片同

时飞断，单个叶片飞断的

试验转子安装全叶片，2

个叶片同时飞断的试验转

子在飞断后方（旋向为正）

各安装 3 个叶片，如图 1

所示；试验数据用于先进

的轻质机匣结构设计及复

合材料机匣设计。

关于试验器条件下的叶片包容试验，国外公开

资料较少，文献[9]给出的试验器条件下叶片包容试

验分为 3 种，分别为不安装机匣验证叶片飞断后对

其他叶片完整性影响的基础试验、安装机匣与转子

组件的单个叶片飞断包容试验、安装主要转子和相

配的附属件以及发动机整个承力框架的单个叶片

飞断包容试验。这些试验由

简单到复杂依次进行，以降

低整机包容试验的风险。安

装机匣与转子组件的包容

试验照片如图 2 所示，安装

主要转子及承力框架的包

容试验如图 3 所示。

在国内，1992 年龚梦贤

等[26]首次在浙江大学立转试

验器上进行了旋转状态下单个模型叶片撞击模型机

匣的试验，分析了机匣与断裂叶片的损伤模式，并进

行包容性计算，验证了斯贝 MK202 发动机应力标准

（EGD-3）中的单个压气机叶片包容曲线可作为类似

单个压气机叶片（仅叶身）包容性计算的依据。2002

年，浙江大学蒋劲松[27]利用立转试验器进行了高速旋

转平板叶片撞击圆筒壳体的试验，依据试验结果分析

给出了理论预估值的方法。2005～2006 年浙江大学

宣海军、张晓锋、张伯熹等[28-30]进行了旋转状态下模型

件包容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平板叶片撞击包容环后，

形成 2 个撞击点，第 2 个撞击点更容易发生破坏；在

撞击过程中平板叶片最终塑性弯曲成 U 型；在撞击

点处包容环的径向变形随初始撞击动能的增大而呈

线性增大。2006 年范志强等[31]在浙江大学立转试验器

上进行了模型机匣的包容性试验，试验用叶片为平板

式模型叶片，机匣为等厚度圆柱金属壳体，试验得出

机匣非包容失效模式为剪切破坏和拉伸破坏；同年，

范志强等[32-33]完成了国内首次带全套压气机以及转子

真实叶片的真实机匣包容性试验，试验测得叶片断裂

甩出时的转速、断裂叶片撞击机匣的应变响应和拍摄

撞击过程的高速摄像照片，试验结果表明断裂叶片与

机匣碰撞了 2 次，第 2 次撞击时在未断裂叶片作用下

断裂叶片击穿机匣，机匣的失效模式主要是剪切破

坏，使用包容曲线法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良

好。2012 年浙江大学何庆[34]完成了某型发动机第 1 级

风扇机匣单叶片、3 叶片包容试验，以及第 2、3 级风

扇机匣全叶片包容试验，通过试验与仿真分析，对涡

轮机匣 / 叶片、风扇机匣 / 叶片的包容机理进行详细

分析，研究了叶片之间相互作用和转速对包容过程的

影响。2013 年浙江大学刘璐璐等[35]进行了高速离心飞

断撞击复合材料机匣的包容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机匣

内壁失效模式主要为纤维剪切失效与基体破裂失效
图 2 安装机匣与转子组件

的包容试验[9]

图 3 安装主要转子及承力框架的包容试验[9]

电机（涡
流耦合）

发动机
支撑钢架

发动机悬臂
连接装置 防爆窗口 可移动端盖

及其支撑

摄像窗口
和摄像机

发动机出入门

真空箱

待试发动机

通向低位摄像机
安放站的入口

通向摄像机安
放站的入口

齿轮箱

图 1 180毅对称的 2个叶片

同时飞断试验[25]

Following
Blades

Release Blade

Witness
Plates

Following
Blades

Release Blade

Containment
C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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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矩形缺口，机匣外壁失效模式为纤维拉伸断裂

与分层失效引起的区域性分层损伤，另外随着机匣壁

厚增加，叶片弯曲变形愈严重，复合材料机匣可吸收

的断裂叶片能量随壁厚增加呈指数倍增加。

与国外相比，国内在旋转试验器上进行的机匣包

容试验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浙江大学，试验结果主

要用于验证包容性计算方法及机匣失效模式，而用于

提升包容性正向设计能力及降低整机包容试验风险

的试验开展较少。

3 整机包容试验

包容性试验不是简单地要求机匣可以防止碎片

飞出，还必须考虑机匣的过度变形可能破坏到连接螺

栓，机匣严重变形后会与剩余叶片发生碰摩，可能造

成这些叶片损坏或断裂，这又可能导致大量叶片飞

出，使承力结构受到无法承受的不平衡载荷，导致发

动机发生更严重破坏。用整机进行包容试验最具代表

性，整机包容试验在露天试车台上进行，由发动机提

供推力，并使用与在飞机上完全相同的系统和安装

节，通过整机包容试验是取得适航许可证的关键因素

之一。

近年来，公开资料显示国外航空公司已完成多项

整机包容试验。RR 公司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完成了

Trent 800 发动机整机条件下的风扇叶片包容试验，

长达 1030 mm 的风扇叶片飞断后被包容在机匣里[36]；

2003 年 8 月 RR 公司成功完成了 Trent 900 发动机风

扇叶片整机包容试验[37]；2007 年 RR 和 GE 公司分别

完成了 Trent 1000 发动机以及 GEnx 发动机的整机

包容试验[38]。文献[39]介绍了国外的 PX-8 涡扇发动机

风扇叶片的整机包容试验方法及试验程序，PX-8 发

动机整机包容试验程序见表 1。该程序已经被一些发

动机制造商用于许多发动机的包容试验，并且已被证

明能够正确地满足管理机构的要求。

国内目前未见航空发动机整机包容试验的文献

披露。

4 包容试验关键技术

4.1 叶片飞断技术

在包容试验中，试验参数控制的最大挑战来自于

叶片飞断转速的精度控制，飞断转速直接影响试验结

果，因此必须被准确地控制，特别是针对成本巨大的

整机包容试验。在国内外开展的包容试验中，叶片飞

断技术主要采用预制缺口、预制缺口与快速加热结合

以及爆破技术。

4.1.1 预制缺口法

预制缺口法采用线切割在飞断截面预制缺口，缩

小叶片飞断截面面积，使其在要求的离心载荷作用下

率先被拉断。这种方法因实施简单被广泛采用，国外

早期曾在包容试验中使用该方法飞断叶片。目前国内

开展的绝大多数包容试验即采用预制缺口方法飞断

叶片，但由于受到材料分散性、加工误差及切口敏感

性的影响，预制缺口法的飞断转速控制精度较低，在

实际应用中通常会保守地预制缺口，导致试验需多次

上下台，试验的成功率难以保证。

4.1.2 预制缺口与快速加热结合方法

预制缺口与快速加热结合的方法是在叶片榫头

处钻孔安装电加热棒，通过滑环给电加热棒供电，使

榫头处局部温度快速升高，叶片拉伸强度随温度升高

而降低，直至离心力将叶片拉断[40]。该方法（如图 4 所

示）相比于预制缺口法具有更高的转速控制精度，但只

适合拉伸强度对温升敏感的金属材料，另外在部件级

及整机包容试验中应用也

面临布线困难的问题。该

方法未在国外有关包容试

验的公开资料中提及，国

内仅有浙江大学使用其开

展了极少数的包容试验。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内容

校准所有记录设备；

移除所有设备的自动跳闸装置；

检查摄像机；

安装炸药；

发动机加速至慢车并稳定运转 5 min（在该时间段将记录

设备设置为低采样率）；

用时 1min 加速至要求的 N1 转速；

手动触发起爆炸药；

确认叶片飞断后，开始倒计时 15 s；15 s 内不准移动油门

杆；如果发动机由电控单元关闭，允许发动机降速；发现无

风扇转速或高压转速指示后，立即通过手动控制关闭燃油；

叶片飞断 15 s 后关闭燃油，允许发动机降速；

评估发动机状况，按工程要求对发动机拍照；

分解、检查发动机。

表 1 PX-8发动机整机包容试验程序

图 4 预制缺口与快速加热

结合的方法[40]

叶片根部开孔 加热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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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爆破技术

对于试验成本巨大的部件级、整机风扇叶片包容

试验，采用预制缺口以及预制缺口与快速加热结合的

方法飞断叶片难以满足试验需求，因此发展了能够在

一定范围内准确控制叶片转速的爆破技术。

在叶片爆破飞断方面国外航空发动机公司技术

成熟，应用爆破技术完成大量部件级包容试验及整机

包容试验的叶片飞断 [9]，Trent 900、Trent 1000 及

GEnx 发动机的包容试验均采用爆破技术飞断叶片。

文献[39] 介绍了 PX8 发动机在进行包容试验时采用

的爆破方案，用于爆破飞

断的 PX8 发动机风扇叶

片改装如图 5 所示。在榫

头处沿轴向钻孔放置炸

药，在孔两侧的外部预制

缺口，起爆系统放置于风

扇轴内部，包括电池、电容

器、触发电路。

国内在将爆破技术应用于叶片飞断的研究方面，

张国静[41]、郭明明[42]、吕登洲[43]等率先开展使用线性聚

能切割器切割 TC4 合金平板的数值仿真分析及静止

与旋转状态下的切割验证工作，验证了使用聚能切割

器在静止与旋转状态下切割叶片的可行性，但设计的

聚能切割器为外置型，而在实际发动机包容试验要求

的榫头断裂位置没有足够的布置空间，外置型聚能切

割器不能直接应用于发动机部件级及整机包容试验。

国外叶片飞断采用的爆破方式为接触爆破，在国

内接触爆破多用于工程爆破拆除[44-45]、采矿工程以及

岩土爆破[46-47]等，这些应用场合包装药量比较大，一般

不要求规整的破坏断口。采用接触爆破飞断叶片，由

于爆轰压力没有方向性，需要工艺的保证及试验验

证，否则可能会增加叶片向外飞出的额外动能，从而

影响试验结果。

国内所选择的线性聚能切割技术由于能够很好

地控制切割方向，并且不增加叶片向外飞出的动能，

更适用于包容试验中的叶片飞断控制。线性聚能切割

器为 1 种在 V 型罩线性装药结构，能够产生线性金

属射流，广泛用于工程爆破切割的聚能射流结构[48]。

线性聚能切割器的 1 种简单制作工艺是拉拔式制作

工艺，如图 6 所示。该工艺制作的聚能切割器外壳与

药型罩一般为同材料金属，通过多次拉拔增加炸药密

度，拉拔完成后压制球缺，

最后挤压 V 型槽。其他线

性聚能切割器，如 V 型聚

能切割器（如图 7 所示），其

制作工艺较复杂，直径较大。因此，针对真实发动机榫

头部位的切割，应优先选择拉拔式工艺制作的线性聚

能切割器开展叶片爆破切割试验。

4.2 响应测量技术

包容事件是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瞬态动力学问题，

飞断叶片撞击机匣并受到后续叶片撞击、挤压而发生

破裂，持续冲击机匣；叶片飞断后转子不平衡力瞬时

增大，使转子运行轨迹发生变化，撞击机匣并对机匣

产生摩擦扭矩，同时转子轴及轴承载荷急剧加大；由

转子向静子转移的能量造成整个发动机结构之间发

生复杂的动态载荷传递[49-51]。在试验中的响应测量对

于试验结果与仿真分析以及结构优化是十分必要的，

但由于结构及载荷传递的复杂性增加了响应测量方

案设计与实施的难度。在包容试验中会出现材料的塑

性变形、大的位移、各结构间的高速碰摩、撞击[52]，响

应测量主要为撞击过程的影像记录以动态载荷响应

测量。

4.2.1 过程影像记录

撞击过程采用高速摄像技术进行记录，高速摄像

是用很高的帧频和很短的曝光时间进行拍摄的方式。

20 世纪 70 年代，胶片高速摄像机已用于科研，20 世

纪末至 21 世纪初，随着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新型

传感器和大容量存储技术的发展，数字式高速摄像机

发展迅速 [53]。目前国际上主要机型包括 WEINBERG

公司的 Visario、VRI 公司的 Phantom 以及 REDLAKE

公司的 100K 等高速摄像系统[54]。

国外在 CFM56-5B1/-5B2/-5B4 发动机的包容取

证试验中共使用了 21 台摄像机，其中高速摄像机 12

台，6 台帧频设置为 2000～6000 的高速摄像机用于

发动机进口拍摄，4 台帧频设置为 800 的高速摄像机

用于机匣外部垂直拍摄，2 台帧频分别设置为 800 和

1000 的摄像机用于尾部拍摄。国内首次在试验器上进

图 5 PX8发动机风扇

叶片改装[39]

Center plane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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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p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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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eter 0.190

Side view

图 6 线性聚能切割器的拉拔式制作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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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药

图 7 V型聚能切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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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真实机匣包容性试验选用的高速摄像机为美国

REDLAKE 公司制造的 HG-100K 型数字高速摄像机。

在包容试验中使用高速摄像机进行撞击过程记

录，需要设置适合的拍摄参数以及触发方式。拍摄参

数设置主要是帧频设置，高的拍摄帧频能记录更短事

件内发生的细节，但会缩短拍摄时间、降低画质以及

提高照度要求，因此需要根据记录需求设置拍摄帧

频，不能折衷时需要增加高速摄像机数量。为保证拍

摄到完整的叶片飞断及撞击机匣过程，需要设计专门

的高速摄像触发系统。在国外的包容试验中，设计了

1 种“黑箱”式的旋转触发系统，通过设置精确时钟控

制高速摄像触发时刻[25]；在国内的包容试验中，将直

径为 0.3～0.4 mm的触发线圈缠绕粘贴在机匣内壁，当

飞断叶片切断触发线圈时高速摄像系统被触发[29，33-34]。

4.2.2 动态载荷响应测量

文献[55]给出了国外整机包容试验中机匣应变、

支点轴承载荷以及轴心轨迹的测试结果，并与仿真结

果进行对比分析，分别如图 8～10 所示，但未介绍具

体的测量方法。

在国内，在试验器条件下的包容试验中，2013 年

何庆等[56]在某型发动机风扇机匣叶片包容试验中进

行了机匣撞击区域的动态应变测量及仿真分析，在机

匣外壁周向均布 8 个测点，每个测点沿周向和轴向粘

贴 2 个应变片，2 号应变测量结果与仿真结果的对比

如图 11 所示。2014 年叶冬[57]、宣海军等[58]在浙江大学

ZUST6D 型高速旋转试验台上进行模拟叶片飞失后

的转子轴心轨迹测量与限位轴承的载荷测量；轴心轨

迹由相隔 90毅的 2 个电涡流传感器测量，数采带宽为

350 MHz，采样频率为 1 MHz，采样时间为 10 s。轴承

载荷由加速度传感器配合 LMS Test Lab 测试分析系

统测量，测试前标定不同力值对加速度的响应。

目前国内尚未开展整机包容试验动态响应测试

工作，但已开展动态响应分析以及缩比简化模型式的

整机包容试验测试与仿真分析工作。2014 年洪杰等
[59-60]针对叶片飞断激励下的整机动态响应问题，分析

了机匣、转子、支撑系统以及安装节在内的整机结构

系统的物理过程和力学行为，并进行了响应特征的计

算和分析；在 2018 年，基于结构 / 力学特征等效原则

建立了高速柔性悬臂转子系统试验器，对突加不平衡

及持续碰摩所产生激励下转子系统振动响应进行试

验测试，试验中的转子振动响应采用电涡流位移传感

图 8 机匣轴向应变测量结果[55]

图 11 2 号应变片测量与仿真结果[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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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进行测量，承力框架的响应采用应变片和振动传感

器进行测量，结果表明试验过程具有显著冲击效应，

并存在转子横向模态振动及谐波振动频率成分。

2016～2018 年，刘璐璐、吴建林等[61-62]参考 CFM56

发动机的结构设计了缩比的飞断叶片包容试验台，

如图 12 所示；通过分别布置在风扇机匣正上方、中

介机匣正上方、涡轮机匣水平方向以及 60毅方向风

扇支板的 4 个振动加速度传感器测量模拟机匣受

到的冲击载荷以及载荷传

递变化规律，共进行了 8

次叶片飞断试验，试验测

试结果较好地反映了叶片

飞断情况下的基本物理现

象以及变化规律，为建立

和验证仿真分析方法提供

了基本数据。

在动态载荷响应测量方面，目前国内已发展了较

成熟的试验器条件下包容试验的响应测量技术，但在

整机包容试验的动态载荷测量方面开展的研究仍较

少，测试技术尚不成熟。

5 结束语

为满足航空发动机适航条例关于包容性的要求，

必须开展必要的包容试验验证，在整机包容试验之

前，需要从简单到复杂进行各类包容试验验证，并结

合数值仿真为结构设计和改进以及最终通过包容性

取证试验提供数据支撑。

近 20 年国内包容试验研究工作发展较快，开展

了大量的打靶试验以及单级转子的机匣包容试验，并

掌握了较成熟的试验器条件下包容试验的测试技术，

但与国外研究进程相比，在参研单位范围、试验数量

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对于包容性正向设计的支撑不

足，应加大试验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国内尚未开展安装主要转子、承力框架的包容试

验以及整机包容试验，针对整机包容试验的叶片飞

断、响应测量等关键技术还不成熟，为满足整机包容

试验的需求，应重点发展叶片爆破切割技术以及整机

包容试验动态响应测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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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行业智能制造的现状与内、外部挑战。认为推进商用航空发动机智能制造的关键是构建产品、生产和业务 3 个维度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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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of the aeroengine袁the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of the abroad aeroengine袁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of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of the
commercial aeroengine industry in China were studi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t was considered that the key to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of commercial aeroengine was to build a highly integrate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cosystem for product袁production and business.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袁 technology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management of the commercial aeroengine industry袁constructing model-based enterprise袁implementing model-based system engineering袁
promoting application of big data袁establishing standard system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袁developing pilot project and demonstration
project were proposed and were the keys to promote the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of commercial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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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system

0 引言

大涵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是商用航空发动机的

主要类型之一。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作为早期商

用宽体客机的动力装置，世界上第 1 代大涵道比涡扇

发动机完成研制和适航认证，并投入航线运行 [1]。

然而，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研制起步较晚，目前还没

有产品取得适航认证，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

近年来，世界各国相继提出了以“智能制造”为核

心，全面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计划。中国也在

2015 年发布了《中国制造 2025》，认为智能制造模式

正在引领制造方式变革，要求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

方向，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2]。推进实施智

能制造，是加速商用航空发动机研制进程，缩小与国

际先进水平差距的重要途径。

本文基于智能制造的本质和特点，在研究国外实

践与发展趋势，以及国内现状与面临挑战的基础上，

提出了构建智能制造生态系统，推进商用航空发动机

智能制造的建议。

1 智能制造的本质和特点

智能制造的概念，是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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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并不断发展而来的，并且还在演进之中，目前尚未

形成公认的学术定义。但是，在实践中，对于什么是智

能制造，各界已经达成相对统一的共识，并体现在各

国的战略性指导文件之中。

1.1 智能制造的本质

德国政府于 2013 年发布的“把握德国制造业的

未来 - 实施“工业 4.0”战略的建议”认为，工业 4.0

是基于信息物理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s ，CPS）

的 1 种全新的制造模式。在该模式下，企业将建立起

全球网络，并将设备、设施等所有资源融入到信息物理

系统中，这些设备、设施等能够通过相互通信和自主决

策与控制，实现自我完善的智能化制造过程 [3]。

中国在 2016 年发布“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中指明：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

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

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

习、自决策、自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4]。

感知、学习以及决策等是人工智能的基本特征，

智能制造的本质是企业面向产品全生命期，建立、运

行具备人工智能特征（局部或整体）的智能制造系统，

以满足顾客需求的 1 种新模式。

1.2 智能制造的特点

智能制造是对制造业的重新定义，是对此前已经

出现过的制造模式的集成和再创新，具有如下特点 [5]：

（1）以互操作性和提高生产力为基础，将制造业

企业各部分数字化。

（2）设备互联及分布式智能实时控制，实现产品

的小批量柔性生产。

（3）协同供应链管理，实现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响

应，并能对供应链中断进行应对。

（4）对能源和资源效率的集成优化决策。

（5）通过贯穿产品全生命期的先进传感器和大数

据分析技术，实现产品创新的快速循环。

实施智能制造，将在上述方面对商用航空发动机

的研制带来积极影响。

2 国外航空发动机智能制造实践与发展趋势

2.1 国外的实践

GE 公司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 CFM 系列商

用航空发动机的制造过程中引入机器人技术，90 年

代末期，随着流程改进等活动的深入开展，自动化解

决方案基本成熟，在锻造、成型、测试和检验等工艺过

程中大量应用。GE 公司还开发了自动检查系统，用于

发动机整机装配完成后的检验 [6]。在此基础上，GE 公

司专门成立了 GE 数字集团，致力于打造基于云计算

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Predix。通过 Predix 构建数字双胞

胎，进行从发动机零件到整机，全部生产、运行和维护

系统的无缝连接，全面获取在全生命期内的多级数据

和信息，实现商用航空发动机产品设计、制造、运行、

维护服务，进行早期警告、预测、学习和优化[7-8]。

PW 公司在其最新的齿轮传动涡扇发动机 GTF

的压气机和涡轮叶片的批量生产中，采用自适应加工

和自动化检测系统 [9]。在 GTF 发动机上安装了超过

5000 个传感器进行在线监测，可智能地调整发动机

工作状态，降低噪声和油耗。在典型双发客机的 1 次

飞行中，每台 GTF 发动机将产生 1 TB 的数据，为了

应对激增的海量数据的采集、存储和应用，PW 公司

与 IBM 公司合作，建立了能够处理超过 4000 台全球

运行的商用航空发动机性能监测和数据分析的平台，

通过对每年超过 12 PB 的数据流进行数据挖掘和预

测分析，实现早期预警和故障检测，从而提高产品的

经济性和寿命 [10-12] 。

RR 公司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经部署了无人

值守的航改燃分布式发电机组 [12]。在公司 2014 年新

建成的涡轮叶片和叶盘工厂中，采用了自动化的在线

检测技术进行质量控制；同期建成的风扇叶片工厂

中，采用物联网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制造环境，实现

了生产过程的数字化，形成了每个叶片 0.5 TB 的数

据记录 [13]。RR 公司还发布了“智慧引擎”概念，打造

产品、服务和数字深度融合的商用航空发动机。公司

持续加大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投入，2017 年成立了航

空公司飞机可用性中心、智能制造技术联合试验室、

以及 R2 试验室等新机构。公司在数据分析领域与微

软公司（Microsoft）和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形成了紧密

的互补合作关系，利用先进的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可提高设计、制造和运营效率，更好地满足

商用航空发动机顾客的需求 [14]。

2.2 国外的发展趋势

《航空周刊》预测：在 2035 年，客户接收 1 架新飞

机时，还会收到 1 套与飞机尾号对应的高度详细的数

字模型，模型包含飞机的机身、发动机以及所有的系

统，是在设计、开发、测试和生产过程中建立，并且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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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飞机的整个生命期，精确地模拟飞机飞行，用来

与真实飞机的数据进行比较，以识别异常情况，预测

维修需求并预测剩余寿命，极为真实（ultra-realistic），

能够反映独特的制造缺陷[15]。

上述预测是针对商用飞机产品和服务进行的，也

反映了国外商用航空发动机智能制造的发展趋势，即

产品、生产和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产品及

其数字模型在整个生命期中，以数字双胞胎的形式，

在工业互联网的云平台上融合存在，包括航空公司、

飞机制造商、适航当局在内的所有干系人、各类资源，

都应用云平台进行协作，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应用，

实现产品和服务的智能化，为顾客提供最优的解决方

案。这种趋势具体表现为：

（1）构建以数字化双胞胎为核心的产品全生命期

的单一数据源管理；

（2）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的集成

优化；

（3）以工业互联网为平台全要素无缝连接。

3 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智能制造现状和挑战

近年来，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行业相关企业在国

家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下，从完善

企业治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角度在智能制造领域

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由于中国商

用航空发动机产业起步较晚，在技术和管理上成熟度

不高，在推进智能制造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3.1 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智能制造的现状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行业相关

企业在传统信息化建设领域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基

本完成了 PLM、ERP 和 MES 等系统建设，并投入使

用，数字化建模和仿真工具已经成为工程设计的重要

手段，而数控加工和检测设备也逐渐成为制造装备的

主流。除了由于国内尚无产品投入运行，商用航空发

动机运行和维护过程的数字化、信息化还是空白外，

管理和技术的各类过程已经初步实现了数字化。但是

上述的信息化系统、工具、设备，并没有全面实现互联

互通和数据源惟一，多数还是面向具体过程数字化、

信息化构建的应用系统或工具。

近年来，中国出台了“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投入资金帮助包括商用

航空发动机行业在内的企业实现智能制造转型升级。

根据方案要求，行业相关企业开展离散型智能制造模

式的试点、示范。与传统信息化建设项目比较，在管理

系统、数字化工具、数控装备建设的基础上，深化了对

ERP 和 MES 协同与集成，突出了工业信息安全管理

和防护机制。通过完成上述试点、示范项目，使得产品

数据的集成管理、关键技术装备网络化集成管理、制

造执行的集成优化、以及各类系统统一平台运行等方

面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但是，试点示范项目更多地

关注“制造”过程本身，在与顾客和供方的协同，以及

产品全生命期中其他方面的涵盖存在不足。试点、示

范项目取得的结果，还未全面实现与商用航空发动机

产品、服务、数字全面融合的目标。

3.2 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智能制造的挑战

针对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现状，推进实施智能制

造，在内部和外部还存在诸多挑战。

3.2.1 内部的挑战

（1）商用航空发动机行业相关各方对智能制造涵

义和价值的认识还不统一。制造过程的自动化改造、

业务流程的信息化使能等传统信息化建设的理念仍

占主流，严重制约了企业在战略层面推进信息化职能

转型，以及“信息化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

（2）商用航空发动机还处于产品研制阶段，还没

有产品全生命期数据。产品的适航取证、生产交付和

运行维护等过程缺少实践经验，产品和服务的集成优

化还需要逐步摸索完善。

（3）“数据”资产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缺少从事“数

据分析”的商用航空发动机产品专职数据工程师，直

接影响“大数据”应用的推进。

（4）工业工程基础研究和应用不够。对中国工业

界而言，商用航空发动机产品设计、制造和服务的过

程设计和资源管理是全新课题，需要积极开展工业工

程研究和应用，以满足智能制造模式下全流程、全要

素动态优化的需要。

（5）数据治理的理念和实践不足。受历史因素影

响，各类已建或在建的信息化系统和数字化工具、设

备，策划阶段并不具备统一数据管理要求的条件，各

类型的信息孤岛不可避免，充分利用数据进行决策、

支持运行的需要受到限制。

3.2.2 外部的挑战

（1）国内智能制造产业链和软硬件产品不成熟。

技术能力强、行业经验丰富的系统集成商较少，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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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能制造生态系统

础工业软件和核心硬件依赖国外进口的情况下，国内

集成商对其技术原理掌握不深，系统实施风险较大。

（2）国外先进智能制造技术及平台引进存在困

难。技术能力强、行业经验丰富的国外系统集成商，主

要客户仍是国外航空航天领域的领先企业，受国际关

系、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除了销售软件或提供一般

性解决方案外，难以为中国企业提供深度工业知识集

成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3）智能制造基础设施平台建设不成熟。智能制

造是利用全球网络构建的信息物理系统，目前还在推

广应用阶段，网络、公共平台等基础设施和相关标准体

系等还不成熟，智能制造的整体生态系统尚未形成，企

业要提前启动智能制造转型，需要面对更多困难。

（4）商用航空发动机智能制造产业链不成熟。智

能制造是对传统生产模式的颠覆，产业链上游的各级

供应商在基础设施、技术能力以及管理理念上的差

异，会对主制造商引领、推进智能制造的进程产生直

接的影响。

（5）智能制造与适航法规的匹配性研究缺乏。商用

航空发动机的设计、制造和服务必须满足适航法规的

要求。智能制造的应用必然能提高产品全生命期的安

全性和环保性，但也会带来适航审查工作模式的变化，

工业方必须与适航当局充分沟通，并得到认可。

4 推进商用航空发动机智能制造的建议

商用航空发动机主承制单位作为商用航空发动

机设计、制造和服务的主体，推进智能制造的核心是

构造符合商用航空发动机行业和产业特点的智能制

造生态系统。

智能制造生态系统基本原理如图 1 所示。该系统

由产品、生产和业务 3 个维度构成 [5]。3 个维度分别

相互影响形成各自的全生命期。商用航空发动机产品

维的生命期涵盖了发动机产品的设计、制造、使用、运

行维护和退役回收等过程；生产维的生命期指面向商

用航空发动机制造的整个生产设施的设计、部署、操

作和退役的全部过程；业务维则涵盖了商用航空发动

机产业链供应商和客户交互的所有过程。

产品、生产和业务维度在智能制造生态系统中心

的“制造金字塔”以产品在 3 个维度的需求为基础形

成相互影响及交汇。在这个金字塔中，制造装备和生

产控制、制造执行和资源计划垂直集成，直接进行产

品的制造活动。智能制造就是通过数字化、网络化的

手段，使得产品、生产和业务 3 个维度之间实现高度

集成，从而进行智能化的决策和执行，使产品创新周

期更快、供应链更高效及质量更好，持续满足顾客的

需要。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建议开展如下工作。

4.1 构建基于模型的商用航空发动机企业

基于模型的企业（Model-based Enterprise），是将

产品生命期中和各种过程中的数据、信息和知识进行

处理，建立产品模型、生产模型和业务模型，并通过模

型支持其生命期活动的企业 [16]。只有建立了基于模

型的企业，才能将企业运行的所有要素融入到信息物

理系统中，实现产品、生产和业务的紧密集成，创造设

计、生产和服务的智能化。企业架构（EA，Enterprise

Architecture）理论为基于模型企业的构建提供可行方

法。企业架构将企业业务、应用、数据及技术基础设施

及其之间的关系，包括基线的、目标的及过渡的动态

关系进行完整地表达，从而使得企业的产品模型和过

程模型可以集成，由此构成最朴素意义的基于模型的

企业。

处于市场竞争环境下的典型商用航空发动机企

业业务架构如图 2 所示。这是最高层次的过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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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了企业运行整体、运行逻辑和内外部关系。在此

基础上，进行逐次分解，直至产品、生产和业务 3 个维

度得到充分解释和表达，产品和过程模型全部建立。

通过管理体系规范了整个企业的运行流程和作业标

准，其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是企业全要素综合和

集成优化的结果。因此，一体化管理体系的建立和有

效运行，是构建基于模型的企业并支持企业实现智能

制造转型的必要基础。

按照业务过程，根据产品、生产、业务 3 个维度紧

密集成，建立商用航空发动机企业智能制造实施架

构，如图 3 所示。

以工业互联网为基础的云计算平台 [17]，使得商

用航空发动机企业的内部架构可以摆脱传统信息化

技术的限制，具备强大的灵活性和可塑性。架构层次

完全按照企业管理的需要进行设定和调整，同时，仍

能保证以统一模型的单一数据源支持企业数据、模型

与知识的可重用，实现产品、生产和业务的高度集成。

4.2 实施基于模型的商用航空发动机系统工程

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 MBSE（Model-based System

Engineering）[18]是建模方法的规范化应用，以支持系统

从概念设计阶段开始一直持续到开发阶段和后续生

命期阶段的需求、设计、分析、验证和确认等全部活

动，是实现产品维信息集成的最优选择。MBSE 的实

施，要求在商用航空发动机产品全生命期内，应用规

范化的建模语言和工具，在气动、热力、结构、强度、传

热、燃烧、电气、控制等多领域建立产品模型，以及设

计、分析、开发、验证、确认等系统工程活动的过程模

型，并且在产品的全生命期内确保模型按照单一数据

源（Single Source of Product Data ，SSPD）进行管理，从

而实现产品全生命期数据闭环。

商用航空发动机产业链中的企业经过长期的信

息化建设，CAx（CAD、CAPP、CAM）、CFD，以及 MPM、

PDM、ERP、MES、CRM 等工具和系统已经得到普遍使

用。但是这些工具和系统所产生、保存和使用的模型

是分散在产品需求分析与定义、概念设计、初步设计、

详细设计、验证与确认、生产交付、服务支持，以及最

终退役等各阶段。面向产品数据的集成研发平台提供

了当前的 MBSE 解决方案 [19]。

产品及产业链的复杂性，使得商用航空发动机研

发成为产品数据集成研发平台具有高价值的应用场

景。同时，也要求平台开发过程和产品研发过程高度

耦合，以持续提高 MBSE 解决方案的效能，满足产品

研发的需求。

4.3 推动商用航空发动机“大数据”应用

“大数据”[20]应用已经成为国外领先商用航空发

动机企业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获取长期竞争优势的

重要手段。商用航空发动机的数据增长和应用价值提

升，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在产品、生

产和业务全生命期中产生的数据，已经是与产品、生

产系统一样的重要资产，对其进行数据挖掘，并创造

价值，是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与国外领先企业竞争需

要具备的基础能力。

现阶段推进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的大数据应用

措施如下：

（1）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在推力、油耗等典型技术

指标之外，关注运营效率、经济性、维修性、可靠性、寿

命等顾客满意的整体需求，从产品和服务融合的角度

将航线运营和维护的大数据应用所需要的数据采集、

分析、传输和处理能力作为产品指标要求，按照系统

工程要求进行设计和验证；

（2）以构建全生命期模型为核心，针对产品设计、

生产、运行、维护和服务过程，将产品和过程生命期内

数据全面采集、完整记录，作为系统工程活动的基本

要求。消除产业链中部分存在的由于机械加工零件手

工检测和装配工序人工监督而导致的过程无数据的

情况[21-22]。

（3）组建专业的大数据工程技术队伍，利用产业

链中各环节长期积累的存量数据，开展商用航空发动

机全生命期大数据应用方法和关键技术研究，将原来

分散在各信息系统的不同类型的数据，通过大数据方

图 3 智能制造实施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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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重新分析、挖掘，为现实产品研制工作提供支持。

4.4 建立商用航空发动机智能制造标准体系

为了实现产品、生产和业务 3 个维度全生命期的

集成，针对商用航空发动机产品和产业特征建立完整

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是推进智能行业应用、建立生

态的基础。《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5）》

从生命期、系统层级、智能功能等 3 个维度建立了

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的参考模型，并提出智能制造标

准体系框架 [23]。框架按照“基础共性”、“关键技术”和

“重点行业”进行划分。其中明确智能制造标准体系与

航空、船舶、石化、钢铁等制造业领域标准体系之间不

是从属关系，而是存在交集，即为智能制造标准体系

中的重点行业相关应用标准。

商用航空发动机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是针对产

品生命期特点，充分考虑适航法规的具体要求，面向

商用航空发动机设计、制造和服务，对基础共性标准

和关键技术标准进行细化和落实，是中国协调商用航

空发动机产业推进智能制造的基础。商用航空发动机

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框架如图 4 所示。现阶段行业智能

制造的标准制定没有统一的模式和可借鉴的经验，需

要结合商用航空发动机生命期产品、生产和业务实践

和集成的需要，与已有行业标准体系结合，对标相关

要求和具体需求进行建设，在产业链完善的过程中逐

步发展，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

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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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商用航空发动机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框架

4.5 开展试点、示范项目建设

智能制造模式在商用航空发动机全产业链推进

中存在内外部诸多挑战，因此，有必要根据企业运营

和产品研制的实际需要开展试点、示范项目，对基于

模型的企业、MBSE、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等关键要素的

顶层设计和实施路径的正确性进行验证，来推动商用

航空发动机产业链、智能制造生态系统成长与完善。

商用航空发动机智能制造试点项目范围如图 5 所示。

试点、示范项目需紧密结合商用航空发动机产品

特点，统筹全局，并逐步探索产品、生产、业务维度的

具体智能制造场景、特征与成效。通过试点、示范项目

逐步达成整体验证目标，实施路径及要素其包括：

（1）对试点产品对象完整建模，实现产品全生命

期数字化管理；

（2）对试点工艺过程建立完整模型，实现全流程

数字化管理；

（3）对试点工艺过程涉及关键技术装备进行连接，

实现基于工业互联网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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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商用航空发动机智能制造试点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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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面向全生命期建立数据管理系统，实现数据

的集成和闭环管理；

（5）建立全流程的工业信息安全管理机制，实现

数据安全。

自 2015 年以来，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企业在国

家和地方支持下，按照上述路径开展了总体规划和多

项试点示范项目，启动实施了新模式应用、核心机装

配、数字化检测等智能制造项目。项目过程中，以企业

一体化管理体系为基础，分析了企业在业务、应用、数

据及技术基础设施层次上的项目建设内容，初步建立

了数据生命期闭环管理的条件。在项目范围内，完成

了低压涡轮单元体大部件对接、高压转子堆叠优化、

高精度螺母自动拧紧等典型对象和生产过程的数字

化建模，实现了关键技术装备的互联互通，建立了基

本的工业信息安全管理机制，呈现了智能车间、工厂

的基本要素和运行特征，已经开始用于智能制造标准

体系的验证。同时，在项目建设中，还组建了包含专职

数据工程师的工业工程技术团队，利用项目运行产生

的数据推进了大数据方法的研究。

5 总结

商用航空发动机研制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学

习国外领先企业实践经验和发展趋势，分析当前问题

和挑战的情况下，重点构建基于模型的企业、实施基

于模型的系统工程、建立完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并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关键技术，通过试点、示范项目

实施，逐步推进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智能制造实施，

将有力支撑研制工作，缩小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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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整体叶盘的加工效率和降低加工成本，将高压水射流技术应用于整体叶盘的粗加工工艺中。分析了高压水射流

技术的加工原理和设备结构，阐述了加工区域规划、工具选择和过程参数设置等关键工艺过程。通过高压水射流技术在钛合金整体

叶盘粗加工中的应用实例表明：相对于数控粗加工，高压水射流技术可以使加工效率至少提高 1 倍，是整体叶盘高效粗加工的 1

种有效方式。

关键词：整体叶盘；高压水射流；粗加工；高效加工；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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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igh Pressure Water Jet Technology in High Efficiency Processing of Blisk
YANG Wei-xue

渊Ministry of Technology袁Advanced Car Technology Railways Co.袁Ltd袁Shanghai 201613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cessing efficiency and cost of blisk袁the high pressure water jet technology was applied to the

rough machining of the blisk. The processing principle and equipment structures of the high pressure water jet technology were analyzed.
The key technological processes袁such as processing area planning袁tool selection and process parameter setting were described. The
application of high pressure water jet technology in the rough machining of titanium alloy blisk shows that the high pressure water jet
technology can increase the processing efficiency at least twice compared with the Numerical Control 渊NC冤 rough machining. It is an
effective way of high efficiency rough machining of bl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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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绿色制造概念的推行，高压水射流技

术的运用越来越广泛。水射流加工是利用添加磨料的

高压细射流束通过磨蚀的方式来切割目标材料的加

工方法[1]，按工作介质分为纯水射流和磨料水射流 2

种[2]。磨料水射流是在高压水射流中加入一定数量、一

定质量和硬度的磨料颗粒。工业上常用的磨料水射流

切割技术包括磨料注射切割（前混合磨料切割）和磨

料悬浮切割（后混合式磨料切割）。这两者的本质区别

在于磨料加入水中的方式不同[3]。前混合式的磨料能

和水充分混合，射流射出时的能量较后混合式的大，

但对管路的磨损也大。因此，工业上应用效果比较好

的是后混合切割技术。目前国外学者已经对磨料水射

流技术进行了大量实验和应用研究[4]，主要集中在硬

岩、碳纤维复合材料、难加工和硬脆金属复合材料的

切割、表面强化和光学抛光。国内的磨料水射流研究

和应用集中于清洗除锈、抛光、韧性材料加工、复合材

料加工、脆性材料加工、脆性材料加工及半导体材料

加工等领域。

叶片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零件，种类多、数量大、

型面复杂、几何精度要求高[5]。目前国外先进大推力发

动机的风扇、压气机和涡轮都大量采用了整体叶盘[6]，

例如 F119-PW-100、F100-PW-229A、F414-GE-400、

EJ200 等军用高性能发动机，以及 P.A.T 验证核心机、

基准发动机等民用发动机。整体叶盘是把发动机转子

的叶片和轮盘设计成 1 个整体[7]，采用整体毛坯去余

量加工或焊接的方法制造而成。避免了叶片榫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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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气流损失，减少了结构重量和零件的数量[8]。与

整体叶盘的诸多优点相比，其制造工艺技术面临着非

常严峻的挑战[9]。叶片型面复杂，为空间自由曲面，且

其材料为钛合金或高温合金等高性能金属材料和钛

基、钛铝化合物等先进复合材料，可加工性差。国外整

体叶盘制造采用的主要工艺有：精锻毛坯 + 精密数控

加工；焊接毛坯 + 精密数控加工；高温合金整体精铸

毛坯 + 热等静压处理等。运用水射流加工叶盘也一直

是研究的方向。TI El-Wardany 等[10]提供了 1 种磨料

水射流加工叶片保持槽的方法。S Berlanger 等[11]提出

了用磨料水射流切割单件叶盘的方法。F. Klocke 等[12]

对整体叶盘加工的 7 种工艺链进行了技术和经济性

评价研究，水射流加工显示出较好的经济性。

本文以钛合金整体叶盘近成形加工为研究对象，

分析高压磨料水射流切割加工技术的原理和整体叶

盘的近成形加工工艺。在此基础上，运用高压磨料水

射流设备进行整体叶盘高效去余量加工应用。从加工

质量和效率方面与传统数控铣削加工进行比较。

1 磨料水射流加工原理

磨料水射流的工作原理是将软化水增压至

300～400 MPa，再通过直径为 0.1～0.3 mm 的喷嘴形

成速度可达 1000 m/s、具有极大动能的水线，对工件

进行切割[13]。水线从宝石喷嘴喷出后增加磨料（常用

60～100 目的石榴砂），高压水与磨料混合后以磨料对

工件的冲击和切削作用为

主，磨料颗粒对工件产生

高频冲蚀，从而提高了高

压水射流的加工能力和工

作效率。磨料水射流切割

原理如图 1 所示。影响磨

料水射流加工能力的因素

有水流压力、磨料颗粒大

小和供给量、喷嘴直径组

合、切割进给速度以及喷

嘴与工件之间的距离等。

磨料水射流加工最终通过水切割设备实现，其切

割设备由高压泵、高压管路、执行机构、磨料供给装

置、刀头（砂水混合器）及控制系统等组成。整体叶盘

加工用磨料水射流切割设备如图 2 所示。工业纯水经

过供水系统软化和过滤后供入高压泵，由高压泵将纯

水增至高压并通过高压管路输送至刀头，刀头内的喷

嘴将水压势能转变为水束动能，同时抽吸磨料供给装

置提供的磨料经混合管聚集形成磨料水射流。执行机

构带动刀头相对于工件运动，实现切割路径。所有的

路径轨迹和过程参数都通过数控系统统一控制。针对

整体叶盘类零件，执行机构采用机械手 + 带分度的旋

转工作台的方式，可实现多个自由度的空间轨迹。通

过旋转工作台的分度控

制，使切割头在 1 个加

工区域，走相同的轨迹

就可以实现多个叶槽的

加工，提高加工的效率

和稳定性。

2 整体叶盘加工工艺分析

2.1 加工区域规划

整体叶盘有开式和闭合式。以某开式整体叶盘的

粗加工为研究对象，叶盘

直径为 500 mm，毛坯厚

度为 80 mm，材质为钛合

金。开式整体叶盘具有叶

片薄、叶展长、扭曲大、受

力易变形、叶片间通道深

而窄及开敞性差的特点[14]，

如图 3 所示。

开式整体叶盘的加工分为近成形粗加工（去余量

加工）、2 次粗加工、精加工及抛光等主要工艺过程。

近成形加工属于粗加工，应该为后续加工需要留有余

量。应根据通道的几何特征分析，对复杂通道空间进

行合理的计算和规划来确定加工区域[15]。

将同一通道内的 2 个叶片曲面和轮毂曲面偏置

并延伸相交后，把叶尖子午线回转后得到 4 个回转面

与毛坯轴向的上、下平面充分相交截取，得到叶盆和

叶背的临界曲面，以及通道加工底面和通道上、下表

面。这 5 个面共同围成的 1 个封闭区域就是规划的通

道加工区域，也是整个叶

盘铣削毛坯去除大量材料

的通道区域，如图 4 所示。

由于水射流实现的是

贯穿式加工，所以需要对

切割通道区域进行重新处

图 3 某整体叶盘 3维结构

图 1 水射流切割原理

零件

混合管

磨料混合腔

宝石喷水孔

磨料管

高压水管

图 2 水射流切割设备

高压泵

高压管路

执行机构供砂装置

刀头

控制系统

图 4 加工区域

叶盆临界曲面 通道上表面

叶根临
界曲面

叶背临
界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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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避过切。对于厚度较

大的零件，为了更好地趋

近叶片的截面轮廓线，可采

用多个轨迹逼近。磨料水射

流去余量加工整体叶盘的

轨迹截面如图 5 所示。

2.2 离线编程

由于磨料水射流切割

是 1 种流态磨削，随着对材料切割深度的增加，切割

效力减弱，出现偏转和分离。表现为沿切割面弯曲[16]，

称为“扫尾”现象。为减小“扫尾”现象对工件尺寸的影

响，在编程时，需要根据试切的结果对走刀路径和切

割角度进行偏移补偿。

根据切割厚度和材料设置水射流的切割参数，具

体见表 1。

按照规划好的加工区域和工艺参数，运用 Robot

Master 软件进行执行机构轨迹的编程，最后生成控制

系统可识别的程序语言如下：

PRODUCT=Blisk // 产品名称

TOOL=180.1，0.5，23.4，0.0，0.0，60.0// 工具偏移

TOTALELEMENTS=1 // 单个切削

FRAME=87.0，86.1，96.9，0.0，0.0，210.0// 坐标系

OFFSET=0，0，0，0，0，0 // 坐标偏移

BEGIN= Blisk_1 // 开始

CUTTYPE=10 // 切割类型

WORKPLACE=0，0，0，0，0，0// 工件位置坐标

MOVEJ=0.0，0.0，90.0，0.0，0.0，0.0/50，25// 轨迹

MOVEL=8.2，8.4，8.1，4.1，3.7，16.1/30，80// 轨迹

DELAYON=0 // 供水打开，磨料打开，打孔延迟

…

MOVEL=61.9，16.6，32.3，19.5，20.3，22.9/30，80// 轨迹

DELAYOFF=0// 供水关闭，磨料关闭

MOVEJ=52.5，56.8，73.8，25.9，88.6，37.1/50，250// 轨迹

END=YEPIANRM_1 // 结束

3 加工过程与验证

将轨迹程序导入磨料水射流加工设备的控制系

统，按照规划的工艺路线，

进行叶盘的去余量粗加

工。粗加工后的叶盘如图

6 所示。加工表面在出水

端出现了轻微扫尾现象。

水射流粗加工后的表面粗糙度和尺寸公差与数控

铣削加工的对比见表2。

以加工单个叶槽加工区域的时间与传统数控铣

削加工的进行对比，见表 3。

从表 2、3 中可见，在整体叶盘的去余量粗加工

后，水射流加工的表面粗糙度和尺寸误差精度较数控

铣削加工的差，但在去余量加工阶段可以被接受。从

经济效益上看，水射流加工的效率比数控铣削提高了

1 倍以上，效果明显。

4 结束语

本文阐述了高压磨料水射流技术和高压磨料水

射流切割设备的原理，分析了整体叶盘的结构特点、

加工难点和常用加工方法的优缺点。

将高压磨料水射流技术应用于整体叶盘的去余

量粗加工中，并以某开式整体叶盘为对象，进行工艺

设计和试件加工。验证了此方法的可行性。对磨料水

射流加工开式整体叶盘的效率和数控铣削进行了对

比，证明了高压磨料水射流切割的高效性。但高压水

射流加工也有自身的弱点，不适用于叶片扭曲程度大

不能进行穿透加工的叶盘。对于厚度薄、叶槽区域窄

小、可去除余量小的叶盘，水射流加工不能发挥其优

势。同时，如何修正加工过程中存在的“扫尾”现象对切

图 5 叶片加工截面

压力 /

MPa

喷嘴内径 /

mm

磨料直径

/mm

磨料供给 /

（kg/min）

切割进给 /

（mm/ min）

350 0.25 0.18 0.5 30

表 1 去余量时间对比

图6 水射流加工后的整体叶盘

加工方式 粗糙度 /um 尺寸误差 /mm

水射流 6.4～25 ≤0.8

数控铣削 3.2 ≤0.2

表 2 粗糙度和尺寸误差对比

注：数控铣粗糙度和尺寸精度为经验数值。

加工方式 刀具尺寸 /mm
进给速度 /

（mm/min）
时间 /min

水射流 0.25∶0.76 30 36

数控铣削 囟16+囟10 500 92

表 3 加工时间对比

注：数控铣削加工时间为软件模拟。

通道上表面 轨迹 1 轨迹 2 轨迹 3

水射流
加工轮廓

通道
下表面

后续粗加工
余量线

理论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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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尺寸和表面质量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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