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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航空发动机视角对现役民用航空发动机、军用第 3、4 代航空发动机、在研高超声速飞行器组合动力装置、变循环发动

机及智能发动机等设计中的飞 / 发一体化关键技术进行分析，总结了现役发动机进 / 排 / 发一体化设计、飞 / 发隐身一体化设计、第

4 代发动机飞机引气与轴功率提取的发动机一体化管控、高超声速飞行器进 / 排 / 发一体化设计、变循环发动机及智能发动机飞 /

发一体调控等关键技术研究情况，以期为推动航空发动机在飞 / 发一体化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飞 / 发一体化；高超声速冲压发动机；变循环发动机；组合发动机；超机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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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 Issues of Aircraft/Engine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roengine
LI Hong-xin1, XIE Ye-ping2

渊1.Aero Engine Corpor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80, China; 2.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ircraft engine袁the key technologies of integrated aircraft and engine design applied on some

engine types which including civil aeroengine袁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generation military engine袁 combined power device for hypersonic
vehicle袁variable cycle engine and intelligent engine we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key technologies for the intake-engine-nozzle
integration design in service袁 the aircraft and engine integrated design in stealth袁 integration control the air bleed and power extraction on
the fourth generation engine袁the intake-engine-nozzle integration design on the hypersonic flight vehicles袁the integrated aircraft and engine
regulation of the variable cycle engine and intelligent engine were summarized. The study was expected to have positive effect references on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ted aircraft and engine design.

Key words: aeroengine曰integrated aircraft and engine曰hypersonic ramjet engine曰variable cycle engine曰combination engine曰super-
maneuverabl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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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除了为飞机提供推

力以外，还为机载系统提供引气和轴功率，实现传动

附件供 / 回滑油、燃油泵送和环控等功能，并满足机

载电力设备功率需求，是飞机的主能量源。早期，发动

机与飞机各自独立设计或协调设计，飞机的布局使得

飞机与发动机之间在气动性能上相互影响不大。然

而，随着飞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更高机动性、更高隐身

性和更远航程等飞机设计要求被提出，由于发动机与

飞机系统间强关联衍生出的一体化优化设计问题凸

显，例如：发动机与飞机进气道流量和流场匹配对发

动机推力和飞机升 / 阻力存在耦合影响问题；发动机

进 / 排气设计与飞机气动外型的一致性匹配设计问

题；引气与轴功率提取对发动机工作点和机载系统动

态性能需求的兼顾问题等。因此，传统飞机与发动机

独立或协调设计的思路和体系必须从飞 / 发一体化

设计的角度进行提升。飞 / 发一体化技术被提出的主

旨就是实现发动机与飞机各系统功能和性能一体统

筹优化设计。飞机和发动机设计师结合各自专业领域

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理清飞机及系统间交联关系，兼

顾发动机与飞机各系统、各专业潜能，经过融合和提

练得出的以飞机全局性能最优为目标，以联合设计、

联合建模分析、联合试验验证为手段，实现飞 / 发共

同成功的综合优化设计技术[1]。当前，飞 / 发一体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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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技术已成为飞机、发动机设计过程中的重要手段。

通过飞机与发动机联合设计，中国已经实现了飞机马

赫数 2.5 以下的高速、高机动飞行。随着飞机飞行速

度越来越快、飞行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飞 / 发一体化

设计技术也越来越重要，在该技术驱动下飞机与发动

机设计必将融为一体。因此，发动机技术革新除了关

注自身以外，必须从飞 / 发一体化技术发展的角度深

入研究和潜心规划。

本文从航空发动机视角看飞 / 发一体化问题，分

别对在役民机发动机、军用第 3、4 代发动机和正在预

研的高超声速冲压发动机、变循环发动机、组合发动

机及未来的智能发动机所面临和关注的飞 / 发一体

化技术问题进行论述，以期为飞 / 发一体化技术发展

提供参考。

1 在役航空发动机的飞 /发一体化问题

1.1 民机大涵道比发动机的飞 / 发气动一体化问题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涡轮风扇发动机因其特

有的技术优势，在民用航空发动机中一直占据着主流

地位。当今涡扇发动机的发展趋势是实现更高的推进

效率与热效率。其中，通过增大发动机涵道比可显著

提升其推进效率，进而实现总效率提升[2]。随着发动机

涵道比增大，发动机机舱尺寸随之增大，造成机翼升

力损失并且增加飞行阻力，推进系统对飞行的影响更

为突出。此外，发动机舱的外型面、布置位置、安装效

应、反推喷流以及发动机尾喷流都会改变其周围的气

体流动，此处流场又与附近飞机机体、机翼部位及发

动机本身进口等息息相关。民机飞 / 发一体化主要涉

及发动机舱与机体 / 机翼的相互影响以及喷流对飞

机的影响等问题。

欧洲的 DUPRIN 项目专门研究了超高涵道比发

动机与一般发动机对飞行性能的影响[3]。分析了安装

不同发动机时机翼翼展升

力分布情况，试验如图 1

所示。试验表明超高涵道

比发动机的机翼展向升力

损失达到传统发动机的

60%。随着发动机尺寸的

增大，升力损失会更大。

在 NASA 最近的大涵道比飞行器项目 ITD-51A

中，开展了发动机短舱与机身外形的一体化设计构型

研究[4]，将该飞行器的发动机短舱置于飞行器上表面。

该构型的飞行器的低速操纵性及高速巡航阻力对推

进系统与机身、机翼的一体化性能提出更高要求。发

动机短舱与机身外形一体

化 CFD 研究如图 2 所示。

当 飞 行 马 赫 数 较 高 时

（Ma=0.85），发动机短舱与

机身之间会形成激波，造

成较大的阻力损失。Bonet

和 Deere 等[5-6]为了减小发

动机短舱的阻力，也开展

了细致的减阻研究，有效

减小了激波阻力损失。

Zlenko 等[7]基于 CFD

模拟提出了 1 种优化亚声

速发动机短舱内外型面及

结构的方法，并在发动机

短舱优化过程中应用，发

动机舱优化设计如图 3 所

示。在攻角为 1.5%～1.7%

的巡航飞行时，有效增大了

推力，同时发动机短舱的

外阻力系数减小了 8%~

11%。优化后的发动机短

舱结构满足了所有飞行状

态下的稳定性与操纵效率

要求。

同时，发动机舱挂载位置使得其上方产生节流，对

发动机喷流及机身气动性能产生影响，文献[8]对此类

喷流问题开展研究。挂载处的阻力在喷流出口附近形

成再压缩激波，从而显著加速了气体流动。这一局部加

速造成喷管效率损失。发动机内部形成的压缩气体与

喷管上方的局部高压加速气体相互作用（如图4所示），

图 1 大涵道比飞行器试验

图 2 发动机短舱与机身外形

一体化CFD研究

图 3 发动机舱优化设计

图 4 发动机喷流与飞行器一体化气动问题

（a）Ma近壁面分布 （b）Ma同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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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喷流方向改变趋于向下。这一现象表明发动机与

机身气动相互作用形成的阻力很大一部分是在发动

机喷流附近造成的。

1.2 军用第 3代发动机飞 / 发一体化问题

第 3 代战斗机以 F-15、F-16、米格 -29、Su-27、

歼-10、歼-11、幻影2000、狂风ADV等为代表，其发动

机在推进效率上比第 2 代战斗机的有了质的飞跃。作

为军用战斗机，其进气道和发动机安装不同于民机，

其机身结构和气动布局方面采用翼身融合和涡升力

等新技术。当军用飞机的飞行马赫数达到 2.0 以上

时，二者之间的相互耦合作用尤为突出，发动机对飞

机气动性能的影响在飞机各处气动外型设计中都需

要考虑。发动机和机体各自独立设计的方法会限制飞

机和发动机潜能的发挥。飞机与发动机必须要耦合设

计[9]。从发动机与飞机耦合作用角度看，进气道与发动

机、发动机喷管与飞机后体相互作用最明显，且这些

耦合作用对飞机、发动机均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飞机进气道为发动机提供所需的空气，进气畸变

会直接影响发动机的稳定裕度，降低发动机稳定工作

的能力；进气道内流动压力损失会直接减小发动机安

装推力。与此同时，发动机的流量需求量直接影响进

气道的溢流阻力和稳定性等。在发动机稳定性设计

中，需要特别关注进气道的流场畸变问题。压力畸变

不但与进气道类型、飞行速度、飞行姿态有关，还与进

气道内流动马赫数的平方直接关联，即发动机需求换

算流量越大，压力畸变越大，虽然减少发动机换算流

量可以减小畸变，但同时也牺牲了发动机总的推力。

施磊等[10]分析了飞行试验中遇到的发动机在跨声速

小流量状态下出现失速和喘振现象，对跨声速时发动

机小流量与进气道喉道面积的匹配性进行了评估，从

进气道和发动机 2 方面提出改进措施，对进气道通过

改进斜板调节规律来扩大超声速小流量失稳边界，对

发动机通过提高最小燃油流量值和增加喷口面积来

增大发动机空气流量和稳定裕度，提高此状态下进气

道与发动机的匹配性。此外，当超声速飞行器装有多

台发动机时，需要合理设计每台发动机的位置与相互

距离，确保某一发动机进气道不起动或喘振形成的激

波不会对其他发动机进气道造成影响。文献[11]研究

了多台发动机位置及间距对其进气道性能的影响（如

图 5 所示），获得了在前方进气道喘振情况下，后方发

动机仍具有较高总压恢复性能的方法。然而，在改善

发动机来流均匀性与稳定性以及降低发动机对来流

畸变的敏感性问题上，仍需进行深入研究。

发动机尾喷流对飞机气动性能影响较大，喷管面

积不但直接影响发动机推力，也对飞机后体阻力有较

大影响；同时，尾喷流会影响附近机身或尾翼上的受

力。因此非安装推力与后体阻力的一体化设计技术、

内外流耦合作用下的气动优化技术等，都需在第 3 代

飞机飞 / 发一体化设计过程中重点关注。谢业平等[12]

使用数值缩放技术，以飞行安装推力为优化目标，通

过折中发动机的非安装推力和后体阻力，研究了喷管

面积的优化控制方法，结果表明：在保持发动机稳定

裕度不变的前提下，仅优化喷管出口面积，在大马赫

数飞行状态时安装推力就可以增大超过 1%。NASA

以 1 种双发飞机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尾翼布置在不同

位置时尾喷管射流对尾翼受力状态的影响。结果表

明：当尾翼布置较高时，无论射流开闭，都不会影响尾

翼的受力；当尾翼布置较低时，射流开启明显改变了

尾翼的受力状态[13]。

1.3 第 4代发动机飞 / 发一体化问题

第 4 代战斗机以 F-22、Su-57、歼 -20 等为代表，

利用发动机中间状态就可进行超声速巡航，具有远航

程、高隐身性、超声速巡航及非常规机动性等特点。这

些新特点给飞 / 发一体化设计带来了新的挑战。

红外 / 雷达隐身措施均涉及到进气道唇口 / 喷管

/ 喷口形状、进 / 排系统流道形式、冷却流量等因素。

在第 4 代战斗机的涡扇发动机飞 / 发隐身一体化设

计中[14]，红外 / 雷达隐身的涡扇发动机总体设计理论

和方法、发动机进 / 排气系统红外 / 雷达隐身与气动

特性一体化设计方法、发动机进 / 排气与发动机本体

及飞机前体 / 后体的红外雷达隐身与气动一体化设

计等方法是核心关键技术。在第 4 代战机隐身突破性

技术中 S 弯进气道 /S 弯喷管是很重要的红外 / 雷达

图 5 多台发动机的位置及间距对其进气道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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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身手段。S 弯进气道配合吸波涂层能有效提升前向

雷达隐身性能，但需关注 S 弯产生的旋流畸变对发动

机稳定性的影响。S 弯进气道与发动机抗旋流畸变能

力提升设计是飞 / 发一体化设计需要重点考虑的。S

弯喷管可以实现对高温尾喷流的遮挡，提高红外隐身

能力，然而 S 弯流道和喷管冷却等均对发动机推力产

生影响。在有加力燃烧的发动机中 S 弯喷管的应用需

要重点考虑平衡隐身性能的提升与因 S 弯形状及其

冷却设计导致的推力损失。

第 4 代战斗机超机动要求飞机能够进行过失速

机动飞行，过失速机动是指要求飞机能够在很短的时

间内完成大幅度姿态变化的机动动作。超机动期间飞

机迎角变化率可达（30毅～50毅）/s。由于飞机的快速大

幅度俯仰运动，使得作用于飞机上的气动力和力矩随

状态参数变化出现很强的非定常滞环。而正是这种非

定常气动力滞环的出现，产生了非定常超升力，使得

不带推力矢量的飞机实现“眼镜蛇行动”[15]。非定常气动

力迟滞特性不仅对飞机机动飞行性能有重要影响[16]，

并且对第 4 代战斗机飞 / 发一体化技术研究也提出

了新要求，如在高马赫数大迎角下前体 / 进气道内外

流一体优化、发动机舱与机体 / 机翼气动耦合、喷管 /

后体一体优化、进气系统流动畸变等问题研究过程

中，常规的试验和计算方法已无法满足实际设计工作

的需求，这也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新方向。

发动机作为飞机主动力源，同时也是飞机主能量

源，飞机机电系统作为飞机能量转换传输的系统与主

发动机能量交联最紧密，其环控、电力、辅助动力、燃

油、液压等子系统分别通过引气和轴功提取等方式为

飞机提供二次能源。传统飞机机电系统各子系统与发

动机的能量交联形式较为单一单向，例如：环控系统

仅通过发动机引气作为驱动工作满足座舱、电子舱等

环境要求，辅助动力系统仅通过引气产生辅助电能或

轴功，电源、液压、燃油则通过轴功提取来为飞机操

控、航电等系统提供主电源或驱动液压、燃油泵。然

而，在飞机包线内飞行高度和飞行马赫数等不同的状

态下，引气和轴功提取对发动机性能和稳定裕度等的

影响量值不同，同时飞机性能实现所需的二次能源功

率和效率需求也不同，这种单一的能量交联形式会使

二者优化性能发生冲突，导致难以同时实现发动机的

高稳定性、低耗油率和飞机系统的高效率。然而，第 4

代战斗机远航程、高机动的要求却正好有此要求。因

此，第 4 代战斗机的发动机设计除了提升性能之外，

还提出飞 / 发一体化能量综合管理的新命题，以解决

飞机与发动机能量供需矛盾和彼此优化工作状态矛

盾的问题。国外已在飞 / 发一体化能量优化管理技术

上率先开展研究，提出新的飞机能量管理体系，其中

NASA 所提出的变革性的自适应动力与热管理系统

（Adaptive Power and Thermal Management System，

APTMS）技术引人瞩目[17]。该技术通过共轴组合动力

核心机综合了传统机电系统动力部件，除实现机电系

统的综合减质外（零件数目减少 40%），还实现引气

和轴功率提取一体化管控，使得系统燃油代偿损失降

低可达 10%[18]。中国在第 4 代飞机的飞 / 发一体化研

究中，飞 / 发一体化能量综合管理技术势在必行。郭

生荣、罗志会、雷屹坤、张镜洋、常海萍等[18-19]最早针对

APTMS 技术可行性、设计方法、引气和轴功率提取对

发动机燃油代偿损失影响规律、APTMS 工作模式优

化设计方法等开展研究，为飞机与发动机一体化能量

管理技术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在飞机与发动机引气与

轴功提取的一体化管控技术上，从目前发展形势看，

有 3 方面技术亟待研究：（1）高动态条件下引气与轴

功提取对发动机燃油经济性与喘振裕度影响机理；

（2）实现引气与轴功提取自适应调节的 APTMS 技术；

（3）全飞行包线下发动机与 APTMS 一体化管控技术。

2 预研航空发动机的飞 /发一体化思考

2.1 高超声速飞行器组合动力装置飞 /发一体化思考

当前世界各国十分重视高超声速飞行器关键技

术的研究。在其关键技术中，发动机与高超声速飞机

的一体化设计是实现高超声速飞行的核心技术。水平

起降吸气式高超声速飞行器具有大跨度的飞机包线、

高超声速临近空间巡航、采用涡轮发动机与冲压发动

机相结合的组合动力形式（TBCC）等新特征。其一体

化技术重点关注点有：组合动力与飞行器外气动构型

的一体化设计技术和飞 / 发一体化的热 / 能量综合管

理技术。虽然这些技术在常规航空飞机上也有所体

现，然而在高超声速飞行器领域这些技术内涵发生了

本质变化。在高超声速飞 / 发一体化问题上，NASA 的

Lewis 中心开发了 1 套可重复使用的“逐步一体化”工

具，并与美国海军合作通过“逐步一体化”技术探索更

多飞 / 发一体化的关键技术[20]。在此基础上，NASA 的

Langley 研究中心在长期的研究中，开发了大量的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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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升力体外形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机体与发动机一体

化设计技术，并应用到 Hyper-X 研究飞行器 HXRV

的设计中。Blankson 等[21]对乘波体外形高超声速飞行

器机体 / 发动机一体化设计中遇到的许多其他关键

问题进行了分析。

高超声速飞行器为实现临近空间高超声速巡航，

采用新型的气动外型结构，最为典型的是乘波体气动

外型。为了实现超低空气密度下的高升阻比，该气动

外型需要组合动力发动机实现与机体高度一体化、集

约化、扁平化设计。涡轮 / 冲压组合动力装置采用串

联或者并联式布局，该布局形式下的高捕获流量系数

的进气系统设计、高性能涡轮 / 冲压组合动力进 / 排

气一体化设计、进 /排气系统与机体一体化设计问题

等，对发动机性能和飞机气动性能等都有着决定性影

响。此外，高超声速巡航下进气温度高、发动机推力对

引气系统的高敏感性、推进系统高气动热流密度等特

点，也都容易造成高超声速动力超大热负荷与综合热

沉不足等矛盾。在组合动力系统的冲压动力模式下，

又难以依靠轴功提取和引气等方式实现二次能源供

给，这些问题都使得高超声速飞行器飞发一体化必须

更加充分地考虑飞发一体热 / 能量综合管理，以满足

发动机进气预冷、热端部件冷却的需求，实现发动机

能量迁移与循环优化。

高超声速组合动力进气系统与飞行器一体化设

计问题备受学者关注。前体与进气道的一体化设计可

以将前体下壁面作为进气道的预压缩面，为进气道内

压段提供压力较高的入口流场，降低进气道内压缩段

的压缩要求，减少进气道和总体布局在设计上的困

难。为保证发动机稳定工作，还要求进气道能够在宽

马赫数范围内具有良好的气动特性、较高的捕获流量

系数、较高的总压恢复系数、良好的出口流场品质以

及较高的抗反压能力。目前国外已经开展的进气道 /

前体一体化工作主要集中在 2 个方面：常规进气道

（通常为矩形进口）与乘波体外形一体化研究；3 维内

转进气道与前体的一体化设计概念研究。Maryland 大

学 Mark.Lewis 教授研究团队所开展的常规进气道与

乘波体外形一体化研究工作最为系统。O’Neill 和

Lewis考虑到进气道因素，开展矩形进气道进口位置压

力和温度均匀分布的乘波体优化设计。随后，Takashima

和 Lewis 增加了对超声速飞行时非设计工况下的考

虑，并进行吻切流方法最大升阻比优化设计[22]。

在排气与飞行器一体化设计上，超燃冲压发动机

燃气的膨胀分为内膨胀段和外膨胀段，尾喷管与后体

的一体化设计就是将飞行器后体下表面作为发动机

排气的外膨胀段，通过进一步膨胀，使燃气静压下降，

动量增加，以获得更大的推力。后体下壁面外形直接

决定了超燃冲压发动机净推力方向与飞行方向的夹

角。一般而言，尾喷管的性能既取决于其几何外形，又

取决于飞行马赫数、动压和攻角的变化。另外，推力性

能及其与飞行器配平的匹配，又影响着飞行器的飞行

性能。因此尾喷管的设计目标是使燃烧室出口的高压

气流在尾喷管中充分膨胀，以产生尽可能大的推力；

同时保证作用在后体下表面、垂直于飞行方向的分力

即升力不能过大，以免产生过大的俯仰力矩，严重影

响飞行器的配平。如果后体喷管设计不当，为了调整

飞行器配平，可能会增加相当大的配平阻力，因此在

设计尾喷管时必须重点考虑推力的产生和配平。法国

在 PREPHA 计划中专门研究了尾喷管 / 后体的一体

化设计方法[23]，德国宇航中心的 Hirschen 等开展了相

应的风洞试验[24]。Hinz 等在 Ma=0～7 可重复使用组

合循环动力系统设计中特别提到了排气系统面临的

2 个问题：低马赫数下流动过膨胀使喷管推力减小和

转级过程中进 / 排气系统力矩匹配问题。这些问题能

否解决关系到 TBCC 推进系统的设计成败[25]。在德国

的 Sanger 项目中，Berens 还通过在喷管上膨胀面注

入二次射流来改善喷管的推力和推力矢量，并通过数

值模拟和试验进行了验证[26]。后体一体化的风洞试验

与数值模拟结果如图 6 所示。

在发动机与飞行器一体化热 / 能量综合管理上，

组合动力装置采用新型可热解碳氢燃料或低温液氢

燃料，以提高燃料热沉冷却能力。进口空气预冷通常

采用喷水或进口预冷器的方式。其中进口预冷器的方

式被认为可有效提高发动机热力循环效率，最典型的

是“云霄塔”飞行器的“佩刀”（SABRE）发动机[27]，在涡

轮动力阶段该发动机采用氦循环作为中间回路的组

合循环方式（如图 7 所示），以低温液氢燃料作为循环

冷端热沉，梯次进行进口空气预冷、发动机及其他热

负荷冷却、预燃气加热等，同时形成的高温高压介质

通过涡轮膨胀作功梯次驱动压气机、燃料泵等[28]。该

发动机通过组合循环实现飞机与发动机热 / 能量综

合管理，是目前最合理的高超声速飞行器飞 / 发一体

化热 / 能量管理体系方案[29-30]。发动机热力循环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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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型发动机 SABRE4，燃料消耗量降低 40%，比

RB545 发动机的降低 50%，比LACE循环的降低75%。

国内外学者也对飞 / 发一体热管理系统构建方

法和飞 / 发一体能量梯次转化利用方法等开展了广

泛的研究[31]。

最后，对于组合动力系统而言，不同动力形式之

间的模态转换是最为主要的难点之一。模态转换会带

来不同的发动机动力衔接、流量匹配、飞行器力矩平

衡等崭新的飞 / 发一体化问题。如果设计时考虑不

周，很可能发生飞行动力衔接不上或飞行器失去平衡

等严重事故。该问题较为庞大，适合另文单独讨论，本

文不做详细介绍。

2.2 变循环发动机的飞 / 发一体化思考

在 SCR[32]和 HSR[33]项目的支持下，美国洛克希

德、波音和麦道 3 家飞机公司与 GE、PW2 家发动机

公司密切合作，针对超声速运输机与变循环发动机的

一体化设计开展大量研究，为变循环发动机选型提供

了重要依据。

变循环发动机兼顾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在亚声

速飞行条件下的低油耗，以及小涵道比涡扇甚至涡喷

发动机在超声速飞行条件下的高推力、低油耗的优

势，并能有效降低亚声速飞行条件下的安装损失，从

而满足多任务（亚声速和超声速飞行）飞行器的性能

要求[34]。

变循环发动机与常规涡扇发动机流量特性对比

在飞 / 发一体化方面最重要的优点在于其流量特性。

变循环发动机流量特性如图 8 所示。与常规涡扇发动

机的显著区别在于发动机处于节流状态时的流量保

持能力，即：

（1）当常规涡扇发动机在较小推力下工作时（此

时飞机一般处于亚声速巡航状态），需要通过发动机

流量“节流”以实现较低的推力需求；此时，由于进气

道一般按发动机最大需求流量设计，使得发动机与进

气道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流量不匹配，造成较大溢流

阻力，如图 9 所示。

（2）当变循环发动机需要在较小推力下工作时，

其特有的单、双外涵工作模式切换，使得可以在推力

减小时，进口流量保持不变，使得其流量与进气道所

能提供的流量相匹配，大幅度削减溢流阻力。

以上溢流阻力的增大，在不要求“超声速巡航”能

力的发动机上并不显著，但随着飞机“超声速巡航”能

力的增强，这一矛盾将愈发突出。因此，变循环发动机

飞 / 发一体化研究集中在“削减溢流阻力”方面。

然而，变循环发动机“削减溢流阻力”的基础在于

其相比常规涡扇发动机更复杂的调节机构，其代价将

可能是发动机气动稳定性、可靠性、质量、维护性等。

因此，综合“削减溢流阻力”与“实现变循环发动机所

付出的代价”成为后续变循环发动机飞 / 发一体化研

究的 1 个重要关注点。

图 8 发动机空气流量 -

推力关系

图 9 发动机空气流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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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0 150 200 250
50

0

50

100

x/mm

0

-50

-100

20 30 40
Peitol/KPa

图 7 佩刀发动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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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来智能发动机的飞 /发一体化展望

智能发动机是 21 世纪正在发展中的先进新概念

航空发动机，具体特点为：在新的或改变的任务过程，

能感受发动机内、外部的变化，通过发动机和各部件

的自适应控制，进行功能、性能和寿命管理，可以全面

判断发动机流路和机械的状态，根据发动机状态监视

和健康管理（EHM），能够实现自动的优化、故障诊断

和维修预报。

智能发动机是美国 IHPTET 计划及其后继

VAATE 计划的最核心内容，是对综合信息、推进系统

和综合飞行 / 推进控制技术的挑战。VAATE 计划设

有重点领域组、共用技术组和技术应用小组。在重点

领域组中设有通用核心机、智能发动机和耐久性 3 个

小组。智能发动机小组负责将开发、验证和转化先进

空气动力学、先进材料和革新结构与提供传感器、主

动控制器、飞机与发动机一体化、进口与喷口一体化、

实时诊断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在一起，研制并综合那

些提供耐久性长、适应性强以及耐损伤的发动机状态

和寿命管理特征的技术，实现对发动机的健康管理，

提高发动机的性能、可靠性和寿命[35]。

智能发动机能根据进气条件，与进气道共同控制

实现进气道气动或物理形状的改变、脉冲的微型射流

消除分离、降低激波诱导的损失等主动控制，通过改

变蜂窝表面板的孔隙率，控制蜂窝孔隙率的声学特

性，实现对飞机进气道噪声的主动控制。根据任务需

求、飞行环境实现排气噪声、推力矢量、功率提取、引

气等的主动控制。此外，发动机控制系统在保证发动

机控制的同时，还要与飞机管理系统、飞控系统、火控

系统相综合，通过数据交互，实现数据共享，达到推进

系统与飞机各系统的综合控制的目的。

4 结论

飞机和发动机的设计研发由最初的飞发协调、飞

发联合向飞 / 发融合一体化方向发展，该领域的发展

任重道远，需要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在追求综合效

能最优化最大化方面，不断开展技术研究和探索：

（1）民机的飞 / 发气动一体化关注点涉及发动机

舱与机体 / 机翼的相互影响以及喷流对飞机的影响

等问题；

（2）第 3 代战斗机在现阶段还需关注进气道与发

机动机的流量、流场匹配，喷管与后体的流场匹配

性等；

（3）第 4 代战斗机主要需从飞机与发动机的一体

化隐身、非定常一体化设计、以及大功率提取和引气

的一体化管控等方面开展研究；

（4）高超声速冲压发动机主要关注进气道、喷管

与机体进行融合设计以实现其本身功能和性能，进、

排的调节与发动机的匹配性以及飞 / 发一体热 / 能量

总和管理；

（5）变循环发动机需要重点关注发动机流量动态

调控、进气道溢流阻力削减与需付出的气动稳定性、

可靠性、质量、维护性等方面代价折中；

（6）智能发动机的一体化主要研究主动控制，根

据需求目标，在感受发动机内、外部变化的基础上，与

飞机共同主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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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获得机载系统轴功提取和引气一体化管控对发动机燃油经济性的影响机制，建立实现该功能的自适应动力与热管理

系统模型，利用 4 阶龙格库塔法与牛顿迭代法耦合求解，分析了不同巡航高度 H 下轴功提取与引气能量转换效率比 浊、轴功提取与

引气作功比 姿、APTMS 相对转速 Nz 等对系统燃油代偿损失的影响。仿真结果表明：轴功提取与引气能量转换效率比 浊 大于临界值

时，系统燃油代偿损失随着轴功提取与引气作功比 姿 的增大而减小，反之则燃油代偿损失增大，变化幅度最大可达 20%；APTMS 相

对转速 Nz 越大，半闭式空气循环风扇涵道引气越小，动力涡轮低压级引气及功率提取量越大，则燃油代偿损失越大，增量最大可达

1 倍。说明通过轴功提取与引气一体化管控可有效提高发动机燃油经济性。

关键词：自适应动力与热管理系统；燃油代偿损失；轴功提取；引气；一体化管控；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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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Analysis of Integrated Control of Shaft Power Extraction and Air Intake
on Fuel Economy of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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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haft power extraction and air intake integrated control on engine fuel
economy袁an adaptive power and thermal management system 渊APTMS冤model to realize this function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coupling
solution of fourth order Rungokutta method and New-Raphson iteration method袁the effects of shaft power extraction and air intak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ratio 浊袁 shaft power extraction and air intake power ratio 姿袁 APTMS relative speed Nz on the fuel compensation loss of
the system were analyzed under different cruising altitude H.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shaft power extraction and air intake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ratio 浊 is greater than the critical value袁the fuel compensation loss of the system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shaft power extraction and air intake power ratio 姿袁 on the contrary袁the fuel compensation loss increases袁and the maximum variation range
is 20%. The larger the relative rotation speed Nz of the APTMS袁the smaller the air intake of the half-closed air circulation fan袁the higher the
air intake and power extraction of the low-pressure stage of the power turbine袁and the larger the compensation loss of the fue袁the maximum
increment can be up to 1-fold. It is described that the fuel economy of the engine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control
of the shaft power extraction and air in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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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满足未来战机更大作战半径、更高机动性的发

展需求，机载系统综合化、能量优化技术成为当前的

研究热点[1]。机载环控和二动力系统从发动机提取轴

功率或引气转化为二次能源，是影响航空发动机燃油

经济性的主要因素。新型自适应动力与热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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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e Power and Thermal Management System，

APTMS）[2] 综合了传统机载机电系统中的应急动力系

统、辅助动力系统和环控系统的功能[3]，应用燃油和风

扇涵道空气等多热沉形式，增强了系统热管理能力的

同时，采用自适应组合动力单元，实现了发动机功率

提取与引气的综合管控[4-5]。APTMS 通过综合化和能

量优化管理，改善了飞机热 / 能管理效率和燃油经济

性，可适应军机的高隐身性和高可维护性需求[5]。近年

来，世界各航空强国均十分重视 APTMS 的关键技术

研究。Peter 等[6]、Roberts 等[7]对 APTMS 的建模方法进

行研究，获得与飞机主发动机系统、电源系统等关联

的联合仿真模型以及以燃油代偿损失和燃油耗油率

为指标的系统性能评价方法；雷屹坤[5]、Bodie 等[8]对飞

行包线内不同工况下 APTMS 的性能进行仿真，结果

表明系统能够满足设计飞行工况下电能和环控的需

求，同时系统因综合化带来的减重使得燃油代偿损失

大幅减小；Evgeni 等[9]的工程试验数据也获得了相似

的结论；莫骏韬等[10]则针对 APTMS 及其控制策略开

展动态仿真，指出组合动力单元的工作模式对系统

的燃油经济性影响最为显著；Roberts 等[11-12]分析了

APTMS 的不同控制策略对发动机燃油经济性的影

响，定性分析结果表明，系统采用优化工作模式控制

策略可使得系统燃油耗油率有效降低。当前，该领域

研究主要关注 APTMS 综合化减重带来燃油经济性效

益，而对于其实现的发动机轴功提取与引气综合管理

带来的效益研究较为薄弱。中国战机机载系统与发动

机能量综合管理是未来发展趋势，APMTS 作为未来

机载二次能源系统的典型先进技术，完善其性能机理

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国飞发一体化技术发展。

本文建立了 APTMS 系统方案和系统仿真模型，

利用 4 阶龙格库塔法与牛顿迭代法耦合求解方法对

系统参数进行求解。以保持系统性能指标不变为前

提，以燃油代偿损失作为评价指标，分析不同巡航高

度 H、发动机轴功提取与引气作功比 姿、发动机引气

模式下的相对转速 Nz 等对系统燃油经济性的影响。

1 APTMS方案

APTMS 集成了传统环控系统、辅助动力系统和

应急动力系统，主要包括半闭式空气制冷循环单元和

组合动力单元，如图 1 所示。图中 ISG 为集成起动 /

发电机，C 为压气机，CT 为制冷涡轮，PT 为动力涡

轮。组合动力单元包括压气机、集成起动 / 发电机、制

冷涡轮、动力涡轮、双模态燃烧室，为整个系统提供动

力，是 APTMS 的核心组件。半闭式空气制冷循环单元

从主发动机引气，以空气和燃油作为热沉，通过多种

换热器为座舱和航空电子设备制冷。阀门 1、3 分别控

制 APTMS 从主发动机风扇涵道引气和压气机引气。

阀门 9、10 用于切换系统不同工作模式。APTMS 对应

不同的飞行状态，可划分为 5 种工作模式：发动机起

动模式、辅助动力模式、巡航模式、短时作战模式、应

急动力模式[13]。

当飞机处于巡航模式时，飞机电气系统主要由主

发动机集成起动 / 发电机供电，电能供给 APTMS 组

合动力单元，此时 APTMS 的集成起动 / 发电机作为

电动机使用，并从主发动机压气机引气直接驱动动力

涡轮。以组合动力的方式驱动系统完成热管理工作。

APTMS 通过引气和轴功率提取比例调节配合主发动

机负载和压气机状态，使其工作在理想状态。在作战

模式下，飞机机动性对主发动机的性能要求较高，同

时大功率电气设备启动工作，飞机电能需求陡增。此

时，APTMS 集成起动 / 发电机作为发电机使用为飞机

供电，同时通过从主发动机引气和燃油经燃烧使动力

涡轮作功驱动系统工作，从而减少主发动机轴轴功提

取和引气量，保持发动机性能稳定。APTMS 通过组合

动力单元等关联了轴功提取与引气，一方面保持环控

和辅助动力等系统性能稳定，另一方面关联主发动机

的理想工作状态实现引气与轴功率提取的优化管理，

图 1 APTMS方案

10



张镜洋等：轴功提取与引气一体化管控对航空发动机燃油经济性的影响分析第 6 期

提高发动机剩余稳定裕度和燃油经济性。巡航模式在

飞机包线中所占时间最长，对整体的燃油经济性影响

最大，下文对巡航模式下的燃油经济性进行讨论。

2 APTMS建模

2.1 部件建模

组合动力单元中的压气机、制冷涡轮、动力涡轮、

集成起动 / 发电机 4 个部件共轴转子各部件功率平

衡，转子转速保持不变。给出如下转子动力方程[12]

JN 仔
30蓸 蔀 2 dN

dt =浊m（W t+W p）-W c-W o （1）

式中：J为转子转动惯量；N 为转子实际物理转速；浊m

为轴功传递的机械效率；W t 为制冷涡轮功率；W p 为

动力涡轮功率；W c 为压气机功率；W o 为功率提取产

生或系统输出的电能。

换热器采用平板叉流式，基于 2 维热交换器分块

建模方法对其进行动态建模。

建立换热器的偏微分方程组[14]

m觶 cPL
ux

蓸 蔀
h

坠Th坠t +（m觶 cPL）h
坠Th坠x

=（hA）h（Tw-Th）

m觶 cPL
uy

蓸 蔀
c

坠Tc坠t
+（m觶 cPL）c

坠Tc坠y
=（hA）c（Tw-Tc）

Mwcw
坠Tw坠t =（hA）h（Th-Tw）f（hA）c（Tc-Tw）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2）

式中：L 为流道长度；Mw、cw 分别为芯体总质量和比热

容；Tw、Th、Tc 分别为壁面、热流和冷流的当地温度（壁

面各处温度相等，只是时间的函数）；A h、A c 分别为热

流和冷流的总传热面积；hh、hc 分别为热边和冷边对

流换热系数；Cp 为气体定压比热。

压气机进、出口温度和压力为

Tc

'
=Tc 1+ 1

浊c
仔c

酌-1
酌

-1蓸 蔀蓘 蓡，W c=m觶 ccp（T2-T1），仔c=
Pc

'

Pc
（3）

式中：Tc、Tc

'
、Pc、Pc

'
分别为压气机进、出口的温度和压

力；浊c 为压气机等熵压缩效率；m觶 c 为压气机流量；仔c

为压气机压比。

动力涡轮模型为

Tt

'
=Tt 1+浊t 1- 1

酌-1
酌

仔t
蓸 蔀蓘 蓡，W t=m觶 tcpt（Tt-T't），仔t=

Pc

Pc

' （4）

式中：Tt、Tt

'
、Pt、Pt

'
分别为涡轮进、出口的温度和压力；

浊t、仔t 为涡轮等熵膨胀效率和膨胀比；m觶 t、cpt 分别为涡

轮流量、气体定压比热；仔t 为涡轮膨胀比。

2.2 APTMS动态计算

考虑如下状态方程模型：

状态变量向量 X=[仔c 仔t q11 T11]

控制量向量 U=[q1 q2 q3 W 0 啄6 啄7 啄8]

飞行状态向量 V=[H Ma]
系统配置向量 W=[QqPTPqb]

式中：q11、T11 分别为流路

11 处的空气流量和温度；

q1、q2、q3 分别为阀门 1、2、

3 处引气的流量；啄6、啄7、啄8

分别为阀门 6、7、8 的开

度；Q 为液冷和空冷航空

电子设备的制冷量需求

总和；qP、TP 分别为换热

器中载冷剂的流量和温

度；qb 为风扇涵道换热器

冷边流量。

转子动力方程和换热

器热惯性方程组采用 4 阶

龙格库塔差分格式处理，

隐式非线性代数方程则

采用 New-Raphson 迭代，

二者耦合迭代求解，求解

过程如图 2 所示。

3 研究工况及评价方法

以折合燃油代偿损失 m 为评价指标

m= qK
Ceg

[e
Ce子g
K

-1] （5）

式中：q 为主发动机燃油耗油率增加量；K 为飞机升

阻比；Ce 为燃油耗油率；g为重力加速度，取 9.8m/s2；子
为飞行时间。

轴功提取和引气的主发动机燃油耗油率增加量

分别为

qz=W 2.94CpgT3

Hu着cT1

*
（仔0.286-1）

qy=q VCe+
3600Cp,gT3（仔b

0.286
-1）

Hu着c（仔0.286-1）
蓸 蔀 （6）

式中：W 为轴功率提取量；q 为引气流量（本文中包括

图 2 APTMS动态性能仿真

流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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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级和低压压气机引气）；Cpg 为主发动机燃气定压

比热.；Hu 为燃油单位燃烧热值；着c 为燃油完全燃烧系

数；仔 为主发动机总压比；仔b 为压气机引气级压比；T1

*

为主发动机压气机进口总温；T3 为主发动机涡轮进口

温度；V 为飞机飞行速度，可由马赫数求得。

通过计算满足性能需求时引气和功率提取产生

的共轴转子的轴功，进而计算引气量及功率提取量，

通过式（5）、（6）计算其折合燃油代偿损失 m[13-14]。

分析计算中采用的主发动机相关参数见表 1。

轴功提取与引气 2 种能量形式转化为组合动力

装置轴功，其轴功之比定义为[15]

姿=WO /WP （7）

由于过程中均存在能量转化效率，且与组合动力

单元的部件特性以及能量传输环节中的各部件特性

有关。引入能量转化效率比 浊 来表示轴功提取与引

气的能量转化效率之比。

计算工况见表 2。计算中

通过 APTMS 系统模型计

算获得对应制冷量需求

下的引气量和轴功率提

取量，从而计算对应工况

下的燃油代偿损失。

4 结果分析

4.1 轴功提取与引气作功比 姿对燃油代偿损失的影响

保持巡航马赫数 Ma=0.8，半闭式空气循环系统

制冷量为 15 kW，引气流量为 0.5 kg/s，以典型飞行高

度为例，分析轴功提取与引气作功比 姿、浊 与燃油代

偿损失的关系，如图 3 所示。从图 3（a）中可见，在

H=7 km、浊>0.77 时，燃油代偿损失随着 姿 的增大而减

小，在本文的计算参数范围内约在 510~610 kg 内变

化；当 浊<0.77 时，燃油代偿损失随着 姿 的增大而增

大，在本文的计算参数范围内约在 610~740 kg 内变

化，变化幅度约为 20%，在 姿=0~5 时，对燃油代偿损

失的影响较大，变化幅度超过 15%，在 姿=5~12 时，对

燃油代偿损失的影响较小，变化幅度在 5%以内；当

浊=0.77时，随着 姿 的改变，燃油代偿损失不变。在不同

飞行高度下变化规律相同，并且临界转换效率比不等

于 1。其主要原因是引气影响主发动机进气条件带来

燃油代偿损失，而轴功率提取影响主发动机负载大小

而带来燃油代偿损失，二者对燃油代偿影响的机制不

同，因此其临界转化效率比并不等于 1。因此，当 浊高

于临界转化效率比时，APTMS 轴功率提取比引气更

经济；当 浊 低于临界转化效率比时，则引气比轴功率

提取更经济。在本文研究的参数下，姿=0~5 时，引气量

较大，负载较小，处于发动机燃油消耗敏感阶段，因此

引气量减小轴功率提取量增加，燃油代偿损失减小幅

度大，而随着 姿 增大到 5~12 时，引气量较小，而负载

逐渐增大，二者的燃油经济性趋于平衡，因此引起燃

油代偿损失的减小幅度变小。

从图 3 中还可见，在 H=7、9、11、12 km 时，浊 的

临界值分别为 0.77、0.81、0.85、0.93，随着高度的增加

浊的临界值逐渐增大。当 浊 一定时，燃油代偿损失随

着飞行高度的增加而减小。其主要原因是随着飞行高

参数

飞行时间 子/h

飞机升阻比 K

燃油耗油率 Ce /（kg/（N·h））

主发动机涡轮进口温度 T3 / K

单位燃烧热值 Hu /（J/kg）

燃油燃烧完全系数 着c

燃气定压比热 cpg /（J/（kg·K））

主发动机压气机压比 仔

主发动机压气机引气级压比 仔b

主发动机风扇压比 仔f

压气机设计转速 Ndes /（r/min）

数值

3

10

15

1800

44×106

0.98

1130

25

7.5

2.5

15000

表 1 主发动机基本参数

（a）H=7 km （b）H=9 km

（c）H=11 km （d）H=12 km

图 3 姿对燃油代偿损失的影响

参数

飞行高度 H /km

飞行马赫数 Ma

制冷量 / kW

姿

浊

范围

7~12

0.8~1.5

15

0~11

0.60~1.00

表 2 计算工况

浊=1.00
浊=0.77
浊=0.60

浊=1.00
浊=0.81
浊=0.60

浊=1.00
浊=0.81
浊=0.60

浊=1.00
浊=0.93
浊=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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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增加，主发动机工作参数发生变化，主发动机引

气温度和压力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轴功提取和引气

对主发动机燃油代偿损失的影响程度也随之变化，在

本文研究的参数范围内，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由于

空气制冷循环引气温度的降低而使得制冷所需轴功

下降占主导因素。

综上所述，由于临界效率值会随飞行状态变化而

变化，在临界效率比以上时，APTMS 应减小轴功率提

取比例，增加引气比例；反之则应该减小引气比例，增

加轴功率提取比例，以降低燃油代偿损失。

4.2 APTMS不同折合转速对燃油代偿损失的影响

在飞机巡航状态下，APTMS 主要通过引气和功

率提取驱动半闭式循环实现制冷功能。前文研究中保

持了风扇涵道引气Ⅱ处流量不变，其实风扇涵道引气

Ⅱ处和动力涡轮引气Ⅲ处与轴功率提取Ⅳ处在不同

参数匹配下均可以实现相同制冷量，由于发动机风扇

涵道引气、压气机引气以及轴功率提取对发动机燃油

经济性的影响机理不同，可以根据其燃油经济性来调

节三者的匹配关系，这与传统环控系统单一的引气驱

动不同，由于在不同匹配参数下 APTMS 相对转速不

同，主要针对相同制冷量条件下不同相对转速对燃油

代偿损失的影响进行研究。相对转速定义为

Nz=N/Ndes1 （8）

式中：Nz 为相对转速；N 为实际转速；Ndes1 为设计转速

（取 3×104 r/min）。

相对转速 Nz 对总燃油代偿损失的影响如图 4 所

示。从图中可见，保持巡航马赫数 Ma=0.8，半闭式空

气循环系统制冷量为 15 kW，保持 浊=1，随相对转速

逐渐增大，即Ⅱ处流量减小，Ⅲ处发动机低压压气机

引气和Ⅳ处功率提取比例增大，燃油代偿损失 m 逐

渐增大，Nz 在 0.800~1.125 变化时燃油代偿损失 m 约

从 250 kg 增大至 600 kg，在不同巡航高度下增大约 1

倍。APTMS 在相同 Nz 下，在飞行高度 7~12 km 变化

范围内，燃油代偿损失随飞行高度的增加而逐渐减

小，其变化幅度约为 25%~35%。Nz 对各处燃油代偿

损失的影响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产生前述规律

的主要原因是：随着 Nz 逐渐增大，半闭式空气循环制

冷回路从风扇涵道引气（Ⅱ处），保持制冷量不变时引

气流量减少，从而引起燃油代偿损失减小，然而由于

动力涡轮从发动机低压级后引气作功（Ⅲ处）和轴功

率提取（Ⅳ处）作功比例增大，引气燃油代偿损失增大

且幅度较大，因而三者总和增大，使得总燃油代偿损

失随 Nz 的增大而增大。

综上所述，在兼顾发动机风扇和压气机级稳定裕

度的前提下，尽量从风扇级引气来满足制冷量需求，可

以使燃油代偿损失至少减小 1/2。巡航高度越低，

APTMS 的引气和功率提取带来的燃油代偿损失越大。

5 结论

本文在 APTMS 方案和模型基础上，数值分析了

不同功率与提取引气作功比 姿、APTMS 相对转速 Nz

等参数对燃油代偿损失的影响规律，得到以下结论：

（1）保持半闭式空气循环风扇涵道引气不变，轴

功提取与引气能量转化效率比大于临界值时，系统燃

油代偿损失随轴功提取与引气作功比的增大而减小，

反之则燃油代偿损失增大，变化幅度最大可达 20%；

随飞行高度增加，轴功提取与引气能量转化效率比临

界值逐渐增大。

（2）当保持 APTMS 性能不变，APTMS 相对转速

越大，半闭式空气循环风扇涵道引气越小，动力涡轮

低压级引气及功率提取量越大，则燃油代偿损失越

大，增量最大可达 1 倍。

（3）在巡航飞行过程中兼顾发动机稳定裕度等性

能，尽量从风扇涵道引气满足飞机系统需求，可根据

轴功提取与引气能量转化效率比动态变化调节动力

涡轮低压级引气与功率提取量比例。通过轴功提取与

引气一体化管控降低燃油耗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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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降低进气压力畸变对发动机的需用稳定裕度需求，分别从发动机和进气道 2 个方面开展优化匹配研究。在发动机方

面，通过降低转速的方式来降低进气畸变，评估结果表明：采用该方案对发动机剩余裕度增大效果不明显。在进气道方面，局部优化

进气道防护网结构，经过进发联合试验验证表明：采用该措施可降低进气压力畸变相对量 20.4％～32.6％。经过发动机逼喘试验验

证，畸变改善效果显著，大大降低了发动机喘振概率，可在现役飞机进气道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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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Optimization of Inlet and Engine Matching of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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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demand of engine required stability margin for intake pressure distortion, the optimal matching of

engine and inlet were carried out respectively. In the aspect of engine, the intake distortion was reduced by reducing the rotating spee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this scheme on the increase of engine residual margin is not obvious. In the aspect of inlet, the
protective network structure of inlet was optimized locally. The inlet-engine combination test shows that the relative distortion of intake
pressure can be reduced by 20.4%耀32.6%. The results of engine surge test show that the distortion i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probability of engine surge is greatly reduced, which can be popularized and used in the inlet of service aircraft.

Key words: inlet engine matching曰inlet-engine combination test曰required stability margin曰distortion曰surge曰inlet曰aeroengine

0 引言

进气道与发动机匹配设计包括流量匹配和流场

匹配，流量匹配不佳会导致跨声速小流量进发不相容

问题[1]；而流场匹配不佳，则会在进气道出口和发动机

进口产生较大的进气压力畸变，会造成发动机裕度损

失占比过大，从而使发动机剩余稳定裕度不足[2-4]，严

重时可能导致发动机失稳。

压力畸变对发动机风扇和压气机稳定裕度均有

影响[5-11]，压力畸变对风扇的影响，仅与发动机进口综

合压力畸变指数以及风扇的压力畸变敏感系数有关，

畸变和敏感系数越大，局部需用稳定裕度越大。压力

畸变对压气机裕度的影响与压气机进口的畸变有关，

压气机进口畸变由发动机进口畸变通过风扇后衰减

所得，而风扇对畸变的衰减程度由风扇的畸变衰减系

数决定；此外，压力畸变通过风扇时，会在风扇出口产

生温度不均匀分布，即温度畸变，同样影响压气机稳

定裕度。

降低压力畸变对发动机稳定裕度的影响，可以从

2 方面入手：一方面是重新设计风扇与压气机，降低

发动机对压力畸变的敏感系数和传递系数等，但以现

阶段设计水平，技术风险极大，且短时间内无法实现；

另一方面是直接降低压力畸变，在现有飞机进气道和

发动机状态的前提下，优化进发匹配特性，降低压力

畸变的需用稳定裕度。

本文从进气道和发动机两方面研究降低压力畸

变的方法，并对进发匹配优化效果进行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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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降低压力畸变的方法

不同进气道结构类型直接决定其进气压力畸变

特性，在进气道结构一定的条件下，发动机所需流量

直接影响进气压力畸变，即进气压力畸变随着发动机

进口换算流量（马赫数）的增加而增大。故可以通过减

少发动机进气流量的方式来减小进气压力畸变。

在不改变发动机部件

特性和匹配特性的前提

下，通过改变发动机控制

规律，直接降低其使用转

速，从而减少发动机流量，

进而减小进气压力畸变指

数；但同时也会损失发动

机推力，如图 1 所示。

风扇和压气机对压力畸变敏感系数试验结果如

图 2、3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高转速段，随着转速的降

低，风扇和压气机对压力的敏感系数增大。

本文评估 2 种降低转速方案（见表 1），来对比其

对发动机稳定性的改进效果。

风扇和压气机降转前后的裕度变化见表 2、3。从

表中可见，转速从 100%降低到 99%、98%时，风扇与

压气机的特性及共同工作线影响，其原始稳定裕度均

略有增大，但由于风扇与压气机对压力畸变的敏感系

数增大，压力畸变的局部需用稳定裕度增大，降转后，

由于原始稳定裕度、压力畸变局部需用稳定裕度的共

同变化，导致方案 2、3 中风扇的剩余稳定裕度降低

0.63%和 0.88%，压气机剩余稳定裕度略有提高，分别

为 0.03%和 0.02%。

发动机降转使用，如由现状态降到方案 B 使用，

低压换算转速降低 2%，推力损失 5.3%，但裕度基本

无收益，通过降低转速来试图提高发动机稳定性的途

径不可取。

2 进气道改进方法及试验验证

2.1 进气压力畸变大的原因

某型飞机进气道出口的流场畸变图谱如图 4 所

示。从图中可见，飞机在

地面起飞时，发动机处于

最大流量状态，此时飞机

进气道出口畸变处于全

包线内的最大值，该畸变

图谱上半部是高压区，下

半部是低压区，由于高低

压区压力变化较大，导致

进气压力畸变大。

产生这种进气压力畸变大的原因是 2 元外压式进

气道结构导致，如图 5 所示。2 元外压式进气道结构由

进气可调斜板、唇口、防护网、辅助进气门等组成，进入

发动机的气流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从进气道正面的进

口进气，另一部分从进气道下方的辅助进气门进气。正

面进气的气流直接由斜板和唇口之间的流道进入，总压

损失小，气流压力高；而下方进气的气流，首先经过辅助

进气门，然后通过设置在辅助进气门上方的防护网后，

才能进入进气道内部。而防护网由若干小孔构成，气流

通过防护网后，总压损失很大，使得从正面进气和下方

进气的气流压力相差较大，导致进气道出口、发动机进

口的气流不均匀度较大，而这种不均匀度的存在，使发

动机进气条件变差，直接影响发动机稳定工作的能力，

大大增加了发动机喘振概率。

图 1 发动机降转对推力及

压力畸变的影响

图 2 风扇压力畸变

敏感系数

图 3 压气机压力畸变

敏感系数

表 1 降转使用方案

方案 B

0.98

参数 现状态 方案 A

nLc 1.0 0.99

表 2 降转使用方案风扇裕度对比

方案 B裕度 /% 方案 A

+1.62△SMf +0.67

△SMW +1.30 +2.50

剩余稳定裕度变化 -0.63 -0.88

表 3 降转使用方案压气机裕度对比

方案 B裕度 /% 方案 A

+0.12△SMC +0.06

△SMW +0.03 +0.10

剩余稳定裕度变化 +0.03 +0.02

图 4 进气道出口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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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进气道改进设计方案

根据起飞过程中发动机进口进气畸变大，针对性的

研究防护网改进措施，由于畸变图谱的低压区主要集中

在下半部分，对应的气流通过防护网进气，根据仿真结

果如图6（a）所示，气流经过靠近发动机一侧的防护网所

产生的压力损失会更大，故对防护网进行优化改进，将

防护网靠近发动机一侧的网孔封堵，减少气流通过此处

造成的总压损失，如图6（b）所示。

2.3 试验验证

2.3.1 试验条件

进气道改进设计效果，在地面全尺寸进气道与发动

机联合试验台上开展验证，如图 7 所示。该试验台是在

常规发动机地面试车台架的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成的，

安装真实飞机进气道作为试验条件，可模拟飞机地面

静止条件下的进气道与发动机匹配工作条件[12]。在国

外研究中，同样采用地面台架开展进发联合试验，用

以分析亚声速条件下的进发匹配特性[13-15]。

2.3.2 试验方案

在工程可接受的范围内，制定了 2 种封堵防护网

网孔的方案，见表 4。2 种封堵方案仅在封堵面积上有

所差别，且增加的封堵面积是沿着发动机轴向增加，

而封堵宽度相同。试验分别在 2 种方案条件下，录取

进气道特性，获得进气道出口总压恢复系数和综合畸

变指数。

2.3.3 试验结果

2.3.3.1 总压恢复系数

2 种试验方案与进气道原始状态总压恢复系数

对比如图 8 所示。方案 1 基本与原状态相同，方案 2

降低了 0.005。封堵部分进气道防护网后，进气道总压

恢复系数变化不大，说明 2 种方案对发动机性能基本

无影响。

2.3.3.2 进气畸变特性

2 种试验方案与进气道原始状态的综合畸变指

数、稳态周向压力畸变指数、面平均紊流度对比如图

9～11 所示。从图中可见，封堵进气道防护网的优化

措施达到了预期效果，综合畸变指数和稳态周向压力

畸变指数均有所减小，面平均紊流度变化很小。相对

于原始状态，2 种方案的畸变指数减小量见表 5。

图 5 2元外压式进气道结构

图 7 全尺寸进气道 / 发动机地面联合试验

表 4 试验方案

说明方案 封堵占比 /%

防护网放下状态方案 1 8.3

方案 2 13.9 防护网放下状态

图 8 进气道总压

恢复系数对比

图 9 进气道出口综合

畸变指数对比

表 5 100%转速下进气道特性对比 %

动态畸变 2.8 1.3

32.6综合畸变 20.4

稳态畸变 27.2 44.7

方案 2方案 1
畸变类型

相对减小量

图 10 进气道出口稳态

周向压力畸变指数对比

图 11 进气道出口面平均

紊流度对比

进气道进口

百叶窗式辅助进气门 防护网

AIP 截面 I-I 截面

原始
方案 1
方案 2

原始
方案 1
方案 2

换算流量 /（kg/s） 换算流量 /（kg/s）

换算流量 /（kg/s）

原始
方案 1
方案 2

换算流量 /（kg/s）

原始
方案 1
方案 2

（a）改进前 （b）改进后

图 6 进气道流场仿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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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3 进气畸变图谱

选择 2 种优化方案和原始进气道状态下，对发动

机在 100%转速下的进气畸变图谱进行对比，如图 12

所示，同时对各周向测耙的详细数据进行对比，如图13

所示。从畸变图谱的变化和压力分布中可见，随着封

堵网孔面积的增大，进气道出口图谱特征变化如下：

（1）高压区最高总压恢复系数基本保持不变，高

压区范围减小；

（2）低压区最低总压恢复系数有所增大，低压区

范围增大；

（3）低压区平均总压恢复系数增大，而面平均总

压恢复系数基本不变，所以稳态畸变降低。

3 进发匹配优化对
发动机的影响

通过封堵进气道防

护网部分网孔，可以达到

降低发动机进口进气畸

变的效果，同时改变了发

动机进口的畸变图谱，为

了检验畸变降低对发动机稳定裕度的影响，采用打开

高压压气机可调叶片角度来逼喘发动机的方式进行

对比试验，试验仅对比进气道原始状态和方案 1。用

高压压气机可调叶片角度来衡量发动机的裕度变化，

试验结果表明：相对于原始状态，采用方案 1 后，发动

机临界状态高压压气机可调叶片角度打开量增加 2毅。
畸变降低后，发动机喘振时对应的高压压气机可

调叶片角度打开量明显增加，侧面反映出发动机剩余

稳定裕度的增大，说明采用进气道防护网堵孔方案

后，对增大发动机剩余稳定裕度有益。

4 结论

本文通过进气道与发动机匹配优化设计，达到降

低发动机进口进气压力畸变的目的，得到以下结论：

（1）在现有飞机进气道和发动机前提下，采用降

低转速的方式来降低进气畸变对发动机稳定性的影

响效果不明显；

（2）采用封堵进气道防护网的方式，可有效降低

发动机进口畸变相对量 20.4％～32.6％，大大提高进

气道与发动机的匹配性，降低发动机喘振概率；

（3）通过发动机逼喘试验验证，进发匹配优化后，

可有效增大发动机剩余稳定裕度；

（4）本文探索了 1 种基于优化进气畸变图谱的进

发匹配优化设计方法，该方法操作简便，无需对进气

道进行大幅改动，可在现役飞机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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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对进气道和风扇联合流场一体化进行计算，在常规激盘模型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改进的分裂激盘模型，并通过数值

模拟方法与原模型进行对比，验证了分裂激盘模型相对常规激盘模型的准确性。通过使用分裂激盘模型对压气机部分模化，分析了

包含分裂激盘模型的进气道风扇联合流场数值模拟问题。研究表明：分裂激盘模型可以有效地消除激盘模型假设产生的误差，数值

模拟结果更接近全 3 维模拟结果，为进 / 发一体化联合流场的数值模拟提供 1 种可行的准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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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of Inlet/Fan Combined Flow Field Based on Divided Actuator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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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alculate the combined flow field of inlet and fan袁an improved divided actuator disk model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actuator disk model theory. By comparing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with the original model, the accuracy of
the divided actuator disk model relative to the original actuator disk model was verified. By using the divided actuator disk model to model
the compressor partially,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combined flow field of the inlet/fan including the divided actuator disk model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vided actuator disk model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error caused by the hypothesis of the actuator
disk model, an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are closer to the full 3D simulation results, which provides a feasible and accurate method
for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integrated inlet and engine combined flow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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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发动机和进气道是飞机推进系统的 2 大主要部

件，发动机要吸入空气，为飞机提供不同飞行状态所

需的动力，而进气道则需要保证在不同飞行条件下流

入发动机的空气流量和空气品质等，从而保证发动机

正常工作。因此，进气道与发动机之间需要有良好的

适应性关系，否则将对发动机乃至整个推进系统的稳

定性和综合性能产生严重影响[1]。

现代战斗机机身和推进系统的整合涵盖了从飞

机稳定性到控制，再到进气道 / 发动机相容性的多种

问题[2]。为此，在试验和数值模拟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

试验和计算资源，并应用各种分析和辅助计算工具。

其中进气道 / 发动机一体化的试验，尤其是关于进气

道与发动机相容性的试验，通常需要在风洞和高空试

验设施中进行，试验周期长，在前期准备和试验过程

中耗资巨大[3]。相比而言，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可以在试

验前对进气道和发动机的相容性进行预先研究，且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试验无法模拟的飞行条件进行计

算分析。因此，针对试验出现的问题，可以转而寻找准

确、高效的数值模拟方法，来研究进气道和发动机的

匹配问题。

对于发动机单独的数值模拟已经有较为成熟的

计算方法，也发展了一系列快速而精确的计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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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压气机与进气道气流流动的尺度相差较大，当

采用精确的计算方法进行联合计算时，耗时长、效率

低、占用的计算资源巨大。由此发展了对压气机部分

进行模化的方法，现阶段对风扇的模化方法主要采用

激盘模型（Actuator Disk，AD）和彻体力模型，且经过

了多年的发展，2 种模型已经可以满足进气道和发动

机匹配计算的精度要求。激盘模型主要是将风扇的叶

片模化成 1 个无厚度的盘面，原本受风扇作用的气流

在盘面上完成叶片对气流的作用，此时在激盘上下游

都为正常的进气道内流，使压气机与进气道的尺度相

近，提高计算效率[4-6]。而彻体力模型由于在模化时将

风扇部分的控制方程变为无黏条件，因此进气道与模

化后的风扇只能通过进气道出口的参数相互传递边

界条件，而无法进行联合数值计算[7-9]。

在 Joo W G [10] 建立激盘模型过程中由于忽略了

叶栅的厚度，即忽略了叶栅内存储质量和能量的能力

以及叶片的径向力，且激盘轴向的位置选择都会对计

算结果产生影响。Joo 讨论了激盘模型的解与激盘位

置的相关性，同时也研究了对出口气流角的修正问

题。本文基于 Joo W G 的激盘模型建立了 1 种分裂激

盘模型（Divided Actuator Disk，DAD），应用分裂激盘

模型对进气畸变条件下的 3 级轴流压气机性能进行

分析。

1 分裂激盘模型的建立

用进气道和转子流场对 1 个激盘模型进行简单

描述，如图 1 所示。风扇被模化成 1 个平面激盘，位于

某一合适的轴向位置，例如在叶片的后缘或者在弦平

面上。原本真实存在的叶

栅变为转子上、下游的流

场，叶片上下游的流场参

数靠强加在激盘两侧的边

界条件来耦合，从而代替

真实风扇对气流的作用。

即假想风扇叶片对气流的

作用只存在于模化的平面

激盘，激盘的上下游均为

正常的进气道内流。

将这样的激盘的上下游联系起来需要激盘的边

界条件满足以下 5 个条件[10]：质量守恒；径向动量守

恒；滞止焓守恒；指定的相对出口气流角；指定的熵

增。第 1、3 个条件忽略了叶片排存储质量和能量的能

力，第 2 个条件则忽略了叶片作用在流体上的径向

力，第 4 个条件是将风扇对气流的加功作用通过指定

的相对出口气流角确定。

由于常规激盘模型的假设，在使用激盘模型时需

要根据具体情况对模型进行修正，因此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激盘模型的定义是将整个风扇模化成 1 个无厚

度的平面激盘，风扇对气流的作用无法准确、完全地

由激盘模拟，因此需要对激盘模型进行相应的修正。

当平面激盘选择在叶栅的不同位置时，激盘的径向长

度发生变化，与在叶栅后缘和真实风扇径向距离不一

致，造成与真实加功量不一致。最终影响激盘模型计

算的精确性。

为此，本文在 Joo W G 建立的激盘模型基础上，

将 1 个平面激盘分开，分别贴合到叶栅的前后缘，发

展了分裂激盘模型，可以有效地消除因径向力假设而

产生的误差。

分裂激盘模型的网格

边界分别与叶片前、后缘

的扫掠形状一致（如图 2

所示），可避免激盘盘面形

状以及位置引起的误差，

同时也与真实风扇前后气

流的流动情况有一定相关

性。根据特定假设，可将叶

片前、后缘网格单元面上

的参数建立起相关控制方

程，参与流场的数值迭代。

假设叶栅内气流流线满足以下条件，且激盘后的

网格也是依此关系由激盘前网格自动生成的。

Rmax-R
Rmax-Rmin

=C，（C 为常数） （1）

式中：R 为激盘盘面单元格处流线的半径位置；Rmax、

Rmin 分别为机匣和轮毂的半径。

这样前、后激盘盘面位置的参数可沿同一条流线

建立方程。

由滞止熵守恒条件可得

I1-
棕2R1

2

2
=I2-

棕2R2

2

2
（2）

式中：I 为相对坐标系下的滞止熵；棕 为风扇角速度；

下标 1、2 分别指叶片前、后缘位置。

图 1 激盘模型

图 2 分裂激盘模型总体

1

2
Actyatir Disk

Leading Edge Trailing Edge

R

1

Axis

2

Streamline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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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流量守恒条件可得

籽1A 1W姚 1·d姚 1=籽2A 2W姚 2·d姚 2 （3）

式中：A 为叶片进、出口网

格单元面面积；W姚 为旋转

坐标系下 A 所在网格体

的速度向量；d姚为叶片进、

出口网格单元面的法向单

位向量，如图 3 所示。

那么对于W姚 和d姚有

W姚 =W z（tan 琢，tan 茁，1），W z=V z （4）

d姚= 1-dz

2姨 ，0，dz蓸 蔀 （5）

式中：琢 为盘面位置流线与轴线的夹角；茁 为相对坐标

系下的叶片出口气流角；dz 为d姚轴向分量；W z 为相对

坐标系下速度的轴向分量，与绝对速度轴向分量 V z

相同。

相对坐标系下的滞止熵又可表示为

I=W姚·W姚
2

+CpT=W姚·W姚
2

+ 酌
酌-1

p
籽 =

W姚·W姚
2

+ 酌
酌-1 s籽酌-1 （6）

式中：s= p
籽酌 ，s 为方便计算规定的熵；酌 为绝热指数。

由此得到关于密度 籽 的方程为

籽2

2 I2 = 酌
酌-1 s2 籽2

酌+1
+ A 1（1+tan2琢+tan2 茁）
2A 2 tan 琢 1-d2z

2姨 +d2z蓸 蔀 2 m2=

籽2

2

I+ R2

2
-R1

2

2
棕2蓸 蔀 （7）

式中：m 为通过网格单元面的单位流量。

由式（7）求解密度，然后得到流场中其他参数的值。

同时由于转动的叶片与气流的相对速度可能会

大于声速，这种情况下叶栅会发生喘振，前面描述的

分裂激盘模型中不包括叶

片的这种流动堵塞作用，

因此无法预测叶片通道的

堵塞。本文使用 1 种基于

堵塞叶片中 2 维流动特性

的简单模型来确定堵塞流

量。2 维叶片通道中堵塞流

动如图4所示。假设整个叶

片通道流动条件是均匀的，则可简单计算出喉道的有效

面积。

忽略声速线上游的损失，可得到通过叶片通道的

最大质量流量，流量守恒为

籽1V 1|max=
F *P1

rel

CpT1

rel姨
A *

A 1
（8）

式中：A 1 和 A * 为激盘入口和喉道横截面积处流管轴

向的横截面积；上标 rel 指相对于叶片；F * 为合适的

可压流函数。

由于前面假设了叶片通道的流线满足式（1），则

该流量守恒公式可直接对流线两侧单元格参数进行

控制。

分裂激盘模型的边界条件都通过这个堵塞模型

式（8）规定的最大流量进行判断和控制。如果流量比

堵塞流量小，那么分裂激盘的进口边界条件由原模型

给出；否则进口单元格的流量就固定为堵塞的值，这

时通过使用堵塞的流量计算得到出口单元格的流动

变量，直接指定出口单元格的流量并继续计算。

2 分裂激盘模型的验证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 NASA Rotor 67 风扇转子作为研究对象[11]。

Rotor 67 转子设计用于轴向流动，工作时作为孤立转

子，没有进口导叶和静叶。由于叶型数据公开且有详

细的试验结果，因此有大量针对该转子的理论和数值

研究工作[12-13]。其基本参数见表 1，具体的几何参数与

试验数据参考文献[14]。

根据文献[14]中的代

码自动生成叶片与流道的

几何参数，如图 5 所示。

2.2 模型验证

由于激盘模型原则上

是基于 3 维数值模拟的简

化模拟方法，因此本文中

图 3 分裂激盘参数

转子参数

叶片数

设计质量流量 /（kg/s）

设计压比

设计转速 /（r/min）

数值

22

33.25

1.63

16043

转子参数

叶尖线速度 /（m/s）

叶尖入口相对马赫数

展弦比

数值

429

1.38

1.56

表 1 Rotor 67 转子基本参数

图 5 Rotor 67 和流道的

几何模型

A
d

a

图 4 在叶片通道内的

堵塞流动

A 1

V 1

A 2

V 2

Shock Wave

Throat

流动
方向

轮缘

轮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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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部分分裂激盘模型的参数依据 A.Arnone 的计算

结果[15]。通过使用可变系数，采用隐式残差平滑和完

全多重网格的方法，提

高了 4 阶 Runge-Kutta

法的计算效率。使用多

重网格方法对 NASA

Rotor 67 转子计算，结

果如图 6 所示。从图中

可 见 ，模 拟 结 果 与

NASA 公开的试验结

果一致性较好。

根据 Arnone 方法的计算结果，选取风扇在峰值

效率点工作时的出口相对气流角径向分布和绝热效

率，建立分裂激盘模型。其中叶片前、后缘和相对出口

气流角均使用二次曲线进行拟合，沿轴向截面的网格

如图 7 所示。

边界条件设置与 3 维模拟一致，压力入口总压为

101325 Pa，总温为 288.15 K，壁面速度无滑移。设置

不同出口反压，模拟结果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模

型计算的压比整体略高于全 3 维模拟结果，从接近失

速到接近堵塞范围内与 3 维模拟的误差最大约 3%，

在接近最高效率点的一致性很好。在接近失速以及失

速时由于模型的局限性，模型的计算结果与全 3 维模

拟结果偏差较大，这是不可避免的。在风扇正常工作

范围内，模型的压比稍大于 3 维模拟的，究其原因主

要是模型采用的绝热效

率为 3 维模拟中的峰值

效率，所以模型计算的压

比整体偏高[16]。但由于峰

值绝热效率是评价风扇

性能的重要参数，因此在

考虑了模型针对个体的

精确性和普适性后，坚持选择风扇的峰值效率作为模

型的输入参数。

在最高效率点的模型方法与 3 维模拟计算的压

比沿相对叶高的分布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叶

根和叶尖处模型的结果与 3 维模拟结果偏差较大，主

要是由于激盘模型对边界层流动的处理方法有局限

性，且叶尖部分在 3 维模拟中考虑了转子的叶尖间

隙，而在模型计算中没考虑，以上多种原因共同导致压

比偏差。

本文模型与 Joo W G 的激盘模型对 Rotor 67 转

子的压比特性模拟结果对比如图 10 所示，其中激盘

模型的激盘位置位于风扇出口。从图中可见，分裂激

盘模型改进了激盘模型的结果。风扇在正常工作范围

内，分裂激盘模拟的压比特性更接近于 3 维模拟结

果，主要由于分裂激盘模型的边界基本拟合了风扇

进、出口的几何形状，而激盘模型的边界为环形平面，

引起相对出口气流角的误差，进一步产生风扇加功量

不同的问题。而且分裂激盘模型不需要选择激盘盘面

的位置和后续的修正，相对于激盘模型能够更加准确

地模拟风扇的特性。

由于在建立分裂激盘模型时，控制方程的时间复

杂度并没有成比例增加，监控计算过程的残差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2 种模型残差的收敛速度量级

相当。由于本文模型对 3 维定常流场的 N-S 方程采

用 3 阶精度有限体积法离散，隐式 LU-SGS（虚）时间

推进法迭代求解。对流通量采用 Roe 格式计算，扩散

通量采用中心差分格式计算。湍流模型为 CG

K-epsilon 线性湍流模型，模型参数输运方程采用混

合隐式迭代加解析方法求解，因此可以通过 K 和

epsilon 的残差量级判断计算是否收敛。图中 K 与

epsilon 的残差量最终都在 10-4 量级以下，可认为计算

达到收敛。

图 6 NASA rotor 67 转子

在设计转速时的性能

图 7 分裂激盘模型沿流向截面的网格

图 8 压比特性对比

图 9 最高效率点下

总压比径向分布

图 10 分裂激盘模型与激盘模型

的压比特性对比

X

Y

Z

23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5 卷

3 分裂激盘模型对总压畸变的模拟

3.1 压气机模型与畸变条件

本 文 选 用 的 多 级 压 气 机 模 型 为 NASA

Compressor 74A。该压气机为 5 级核心压气机，由于文

献[17]中研究了前 3 级的总体性能，因此本文也仅对

压气机的前 3 级进行模拟和分析。压气机基本结构如

图 12 所示，基本设计参数见表 2。

分别对无畸变和畸变

条件下的压气机气动稳定

性进行分析，以检测分裂

激盘模型对于稳态总压畸

变的模拟能力。其中畸变

条件的进口总压给定如图

13 所示。为模拟进气道出

口畸变情况，设置为既存在径向畸变又存在周向畸

变。无畸变区总压为 101325 Pa，低压畸变区总压为

无畸变区的 90%。

3.2 畸变模拟结果分析

压气机前 3 级叶栅进、出口的总压分布如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见，进口的总压畸变对叶栅区域的总

压分布产生影响，畸变区气流的径向分布引起压气机

内气流径向重新分布；叶尖周向总压的分布也显示出

经过叶栅后，气流发生掺混；经过前 3 级叶栅后，总压

畸变有一定改善。

在设计转速下进口

总压畸变与无畸变的压

气机流量 - 压升特性曲

线对比如图 15 所示。从

图中可见，总压畸变导致

压气机总压比减小，且畸

变时压气机的特性曲线

整体向失速边界靠近，表明该模型能模拟总压畸变对

压气机性能的影响。

（a）AD （b）DAD

图 11 Rotor67 转子计算残差对比

图 12 NASA Compressor 74A 压气机前 3级叶型流道结构

参数

压比

总温比

绝热效率

多变效率

数值

4.474

1.663

0.799

0.836

参数

流量 /（kg/s）

等效旋转速度 /（r/min）

叶尖速度 /（m/s）

数值

29.710

16042.3

430.29

表 2 压气机前 3级基本参数

图 13 进口总压分布

图 15 压气机压比特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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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 1 级

（b）第 2 级

（c）第 3 级

图 14 压气机前 3级进、出口的总压分布

Pt/kPa Pt/kPa

Pt/kPa Pt/kPa

Pt/kPa Pt/kPa

75 80 85 90 95 100 140 160 180 200

140 160 180 200 270 280 290 300

270 280 290 300 440 450 460 470

Clean
Distort

24



张博涵等：基于分裂激盘的进气道 / 风扇联合流场计算第 6 期

4 进气道 / 风扇联合流场数值计算

由于已经验证了分裂激盘模型可以很好地模拟

风扇正常工作时的特性，分别对进气道和风扇的工作

特性进行分析，得到共同匹配点后，用分裂激盘模型

代替 3 维风扇模型进行进气道 - 风扇联合流场的数

值模拟研究。

4.1 进气道模型与工作特性

本文所研究的进气道几何形状已经确定，且斜板

可根据飞行条件调整角度，如图 16 所示。第 1 道斜板

前和第 2、3 道斜

板间的角度是固

定的，只有第 1、

2 道斜板间可根

据来流条件不

同与发动机工

作状态不同绕接缝转动[18]。

对不同来流马赫数和斜板角度的进气道工作特

性进行分析，来流静压均为 22700 Pa。选择的典型进

气道斜板角度与来流马赫数条件分别为：（1）来流马

赫数为 1.33，斜板角度为 -2.7毅；（2）来流马赫数为

1.33，斜板角度为 2毅；（3）来流马赫数为 2.25，斜板角度

为 13.14毅。得到接近临界状态进气道各项参数见表3。

4.2 风扇模型与工作特性

与该变几何进气道匹

配的是 1.5 级风扇，即 1 排

导向叶片、1 排动叶和 1 排

静叶。单级风扇定常模拟所

用的计算网格如图 17 所

示。在不同转速的计算过程

中，导向叶片与轴向的夹角

始终为 0毅。
根据图 17 叶片和风扇流道的几何模型，建立计

算域，在进口导叶前和静叶后延伸 2 个弦的长度作

为边界条件的缓冲。使用 RANS 方法进行数值模拟，

由于计算方法已广泛用于风扇 3 维计算，因此无需对

计算结果与计算方法进行

验证。得到流场的详细参

数与风扇的绝热效率、等

熵效率等特性参数。综合

各转速下的风扇定常特

性，得到风扇压比特性曲

线如图 18 所示。其中设计

最大转速为 7975 r/min。

4.3 包含分裂激盘的进气道 / 风扇联合流场模拟

由前 2 节所得进气道与风扇单独的工作特性，根

据换算流量的定义

m觶 con=
m觶 兹姨

啄 （9）

式中：兹= T2

*

T0
；啄= P2

*

P0
；T2

*
为进气道出口总温；P2

*
为进气

道出口总压；T0 和 P0 为标准大气条件，在本算例中，

T0=288 K，P0=101325 Pa。

对于上节的风扇工作特性，由于设置的进口条件

与标准大气一致，可以直

接将结果作为换算流量和

换算转速使用。换算流量

匹配如图 19 所示，其中 3

条与 x轴平行的线分别代

表 3 个进气道换算流量：

128.44、110.94、76.87 kg/s。

由此选择斜板角度为 2毅，Ma=1.33 的进气道与设

计最大转速为 7975 r/min 的风扇，理论上流量匹配。

应用分裂激盘模型对该状态下的风扇叶栅进行模化，

进气道 - 风扇联合流场的计算域如图 20 所示，真实

的网格划分至动叶的前缘之前，动叶和静叶之间间隙

和静叶后的网格均由程序自动生成，如图 21 所示。

图 16 斜板角度为-2毅的进气道几何截面

斜板

角度 /（毅）
-2.70

2.00

13.14

来流 Ma

1.33

1.33

2.25

出口静压 /

kPa

47

53

140

流量 /

（kg/s）

77.00

68.27

129.32

出口总压 /

Pa

61266.26

62892.37

209734.50

表 3 接近临界状态进气道各项参数

图 17 1.5 级风扇定常计算

所用网格

图 18 风扇总压比特性曲线

图 19 换算流量匹配

图 20 联合流场的

拓扑结构

图 21 风扇部分自动生成

的网格结构

动叶前缘 动静叶间隙

静叶后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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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进气道 - 压气机联

合流场进行数值模拟，可

得联合内流特性，如图 22

所示。从图中可见，联合流

场的最大流量要略小于单

独进气道的内流最大流

量。分析可知主要原因是

进气道出口的总压畸变影

响了风扇的性能，导致风扇能够通过的最大流量受到

限制。

对相同边界条件下的单独进气道与联合流场数

值模拟结果对比，内流马赫数与进气道出口的总压分

别如图 23、24 所示。

由单独进气道与联合流场的结果对比可知，加入

分裂激盘模型进行联合计算对进气道内流特性的影

响可以忽略。由于理论上已经证明进气道与风扇达到

匹配状态，联合流场与单独的数值模拟结果的一致性

证明了分裂激盘模型可对进气道 / 风扇的联合流场

进行一体化分析。

5 结论

本文基于激盘模型建立了 1 个相对更准确的分

裂激盘模型，减小了激盘模型假设产生的误差。通过

对 Rotor 67 转子的数值模拟验证，分析多级压气机在

稳态总压畸变的性能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1）分裂激盘模型对风扇的模化方法使其不需要

相应的修正，比常规激盘模型更精确，同时计算收敛

速度没有明显减慢。且不同于常规激盘模型激盘前、

后流场参数无法使用的问题，该模型由于没有对风扇

几何进行模化，因此激盘前、后的流场参数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2）分别计算进气道和风扇的工作特性，通过折

合流量这一参数，得到进气道与风扇流量匹配的理论

状态点。通过分裂激盘模型对风扇模化，并与进气道

进行联合计算，得到的流场参数验证了使用分裂激盘

模型对进发一体化问题的可行性。

综上所述，该模型在原激盘模型的基础上提高了

计算精度，更准确地描述了叶栅级之间的流动规律，

同时有效地对针对进气道 - 风扇的联合流场进行性

能分析。相对于其他常见的简化模型如黏性彻体力模

型，分裂激盘模型可对进气道 - 压气机流场进行联合

数值计算，使其成为分析进发一体化问题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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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高超声速飞行器一体化设计方法现状的分析，阐明了吸气式发动机与乘波体飞行器之间高效的一体化对于高超声

速飞行的重要作用，并从理论、原理、设计方法 3 方面进行介绍。在激波理论方面，通过从直线激波的求解拓展到二次曲面激波的求

解，为 3 维曲面激波的研究提供了帮助；在乘波原理方面，将乘波原理从外流乘波拓展到内流乘波，继而提出 1 种兼顾内外流需求

的双乘波原理，深化了乘波原理的内涵；在设计方法方面，对于基本流场的气动设计问题，提出更加高效的一体化气动反设计方法。

综上分析并归纳出准 3 维内外流一体化乘波理论与方法，从而在现有“准 3 维”研究体系上，构建并完善了全 3 维内外流一体化乘

波理论与方法，对于复杂 3 维超声速内外流一体化设计技术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关键词：高超声速飞行器；一体化设计；乘波体；进气道；曲面激波；双乘波原理；气动反设计；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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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gration Method of Hypersonic Vehicle
HUANG Li-zhou袁SHI Chong-guang袁ZHENG Xiao-gang袁LI Yi-qing袁YOU Yan-cheng
渊School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Xiamen University袁Xiamen Fujian 36100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integrated design method of hypersonic vehicle袁it was expounded that
the efficient integration between airbreathing engine and waverider body vehicl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ypersonic flight袁and
introduced from theory袁principle and design method. In the aspect of shock wave theory袁it was helpful to study the three dimensional
curved shock wave by extending it from the solution of linear shock wave to the solution of quadric curved shock wave. In the aspect of
waverider principle袁the waverider principle was extended from the external flow waverider to the internal flow waverider袁and then the dual-
waverider principle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lows was put forward袁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waverider principle
was deepened. In the aspect of design method袁a more efficient integrated aerodynamic inverse design method was proposed for the
aerodynamic design of the basic flow field. The waverider theory and method of quasi-three-dimensional internal and external flow
integrated a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us袁based on the existing "quasi-three-dimensional" research system袁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integrated waverider of full three-dimensional internal and external flow are constructed and perfected袁which is help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ex three-dimensional supersonic internal and external flow integrated desig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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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超声速科学与技术是当今世界科技前沿的重

要研究领域。高超声速飞行器最显著的特点是子系统

之间的耦合较其他类型飞行器更加强烈[1-2]。自 1959

年 Nonweiler[3]提出乘波构型概念以来，高超声速乘波

飞行器因其具有更高的升阻比，均匀的下表面流场而

备受关注。然而，单独乘波体的高气动性能并不能保

证高超声速飞行的成功。美国空军首席科学家 Lewis[4]

曾经提出：利用完善的乘波理论可以很容易地设计出

升阻比为 5~7 的飞行器，但目前匹配上吸气式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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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升阻比最大仅为 3.8，因此制约总

体性能的关键在于缺乏高效的一体化设计方法。高超

声速飞行成败关键在于能否将吸气式发动机与乘波

体飞行器之间进行高效的一体化设计，发展 1 种更为

广义的一体化设计体系，为中国的高超声速技术的持

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国外已经公布的高超声速一体化的研究来看，

美国的 X-51A 高超声速导弹已经进行了多次飞行试

验[5]，其采用完全乘波体的前体设计方案与成熟的 2

元进气道方案，在飞行试验中达到马赫数为 5.1；波音

公司在 2010 年公布了 Manta 2025 高超声速巡航飞

行器方案[6]，采用进气道前缘型面作为飞行器前体的

一体化设计，使得前体的外压缩波系对进气道的干扰

问题得到部分解决。国内南向军、张堃元等[7]采用压力

梯度，先增大后减小压升规律轴对称基准流场，结合

流线追踪及截面渐变技术设计了矩形转圆形内收缩

进气道模型，并采用 4毅斜楔模拟飞行器前体，对前

体、进气道一体化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和风洞试验，初

步得到该进气道的流场结构及总体性能。迄今为止国

内外高超声速飞行器一体化研究[8-12]几乎都源自对激

波的数值模拟和试验测量。

随着临近空间飞行器和吸气式高超声速推进系

统的技术发展，对激波的认识也在逐步完善。自 1870

年 Rankin-Hugoniot 建立激波关系式以来，激波求解

理论并没有得到太大发展。虽然直线型激波如正激

波、斜激波和圆锥激波的理论已经非常完善，但是对

于工程应用中常见的弯曲型激波如曲线激波、曲面激

波、3 维激波等相关理论研究仍基本属于空白。开展 2

维乃至 3 维激波理论求解方法的研究，对于推动强烈

依赖于复杂激波形状的乘波体高超声速飞行器一体

化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本文针对高超声速内外流乘波一体化设计方法

这一关键问题，在曲面激波求解方法、内外流双乘波原

理和一体化气动反设计 3 方面开展基础理论和工程应

用研究，构建了准3 维内外流一体化乘波理论体系。

1 准 3维激波求解方法

1.1 曲线激波高阶导数代数运算法

经典的激波求解理论包括正激波、斜激波、圆锥

激波的理论推导及激波前后的压力、温度、密度、速度

等的计算关系式。然而，现有的激波求解理论大都集

中在直线型激波求解问题（平面或轴对称）上，而对于

更加具有工程应用价值的曲面激波求解则研究较少。

针对曲线激波，Van W D 和 Molders 等[13]将斜激波

（式（1））和 Rankin-Hugoniot（式（2））分别沿流线和激

波曲线坐标系推导出1 阶弯曲激波方程组（式（3））。在

此基础上，尤延铖、李怡庆、施崇广等人对弯曲激波方

程组在弯曲激波坐标系中进行 2、3 阶求导，获得波前

波后气动参数 2、3 阶导数

的代数方程组 （式（4）、

（5）），具体推导过程见文

献[14-15]。导出的曲线激

波高阶导数代数运算如图

1 所示。根据已知的波前气

动参数导数信息，利用代数

运算，可快速求解出曲线激

波波后参数的高阶导数，

进而确定激波下游流场。

p2

p1
= 2酌
酌+1 M1

2
sin2兹- 酌-1

酌+1 （1）

p1+籽1V 1

2
sin2兹=p2+籽2V 2sin2（兹-啄） （2）

A 1P1+B1D1+E1祝1=A 2P2+B2D2+CSa+GSb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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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G苁Sb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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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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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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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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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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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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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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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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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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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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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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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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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忆1=f（酌，兹，啄，赚1，M2）（5）

曲线激波高阶导数代

数运算法的计算如图 1 所

示。图中验证了其正确性。

对于指定的轴对称曲线激

波（红线），由 1 阶导数的

代数方程组计算得到的物

面结果与精确的特征线

（MOC）结果相差甚远，而

由 2 阶导数的代数方程组

和特征线计算得到的结果

完全吻合。对于大部分曲

图 1 曲线激波高阶导数

代数运算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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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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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给定流向压力反设计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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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激波，2 阶结果就能够满足应用要求。但对于极端大

曲率弯曲激波，可以进一步采用 3 阶方程来提高精度。

1.2 密切曲面激波求解方法

在曲线激波高阶导数

代数运算法的基础上，结

合超声速流动密切理论，

可以得到 1 种能够计算非

轴对称曲面激波的密切曲

面激波求解法，如图 3 所

示。其最大特点是流动被

限制在激波曲率方向所指当地密切平面内。对于此类

流动，根据密切理论将曲面激波转化为一系列曲线激

波的集合，逐次运用曲线激波高阶导数代数方程组，

由激波面（shock surface）逆向求解获得激波生成体外

形（shock generator）。设计人员可以完全摆脱 CFD 等

数值求解工具，直接通过该方法反求获得曲面激波的

生成体和波后流场。

椭圆锥激波问题是密切曲面激波求解很好的算

例，如图 4、5 所示。对于来流马赫数为 4，底部椭圆长

短轴比为 1.2，长轴半锥角为 42毅，短轴半锥角为 37毅
的直椭圆锥，采用密切曲面激波求解法，可以沿每个

密切平面（osculating plane）快速求解曲线激波并最终

获得的椭圆锥流场（图 4）。将 CFD 计算结果与二次

曲面激波密切求解法（CST）直接求解的结果进行对

比（图 5），其结果一致。

上文所提出的密切曲面激波求解法目前仅适用

于具有明确固定密切平面的流动，暂时还不能处理全

3 维复杂自由曲面的激波求解问题，是 1 种准 3 维激

波求解方法。

总之，根据已知的波前气动参数导数信息，通过

代数运算直接求解出曲线激波波后参数的高阶导数，

确定激波下游流场。在此基础上，结合超声速流动密

切原理，该方法还可以被推广到求解非轴对称、准 3

维曲面激波的问题。这是从数学角度上首次推导出的

曲线激波的高阶导数代数

方程组，并以此为基础构

建了 1 种准 3 维曲面（密

切平面不发生偏转）激波

流场求解方法，具体逻辑

框架如图 6 所示。该方法

是针对气动参数高阶导数的代数运算方法，不涉及数

值离散过程，求解简便、计算效率高。

2 内外流双乘波原理

2.1 内流乘波原理与内乘波式进气道

传统意义的乘波原理，特指在外流流动中预先设

定已知生成体的激波，推导出 1 种前缘“乘坐”在附着

激波形状上的飞行器构型方法。因为具有显著的高升

阻比，乘波体被公认为是高超声速飞行器气动外形的

理想选择。但乘波原理在很长时间内只用于外流气动

设计。

尤延铖等人首次将乘波原理拓展到内流乘波，

提出适用于内流气动设计的内乘波式进气道设计

方法[16-21]，如图 7 所示。由于采用乘波设计原理，因此

获得的内乘波进气道和外乘波飞行器具有类似的气

动性能特点：二者都能够精确地将轴对称的内 / 外激

波系封闭在物面一侧，以保证较高的气动性能（升阻

比 / 流量系数）。从图中可见，乘波原理在外流和内流

中的使用是相通的。对于外锥流场而言，输入飞行器

前缘去相贯追踪外锥流场可以获得飞行器乘波下表

面；而对于内收缩锥流场而言，输入进气道前缘去相

贯追踪内锥流场可以获得进气道封闭流管。

根据内乘波原理，设计出的内乘波式进气道模型

如图 8 所示，在风洞试验中以及数值计算中所得结果

如图 9 所示。试验和数值模拟都得到了预期的气动特

性，证明提出的内乘波式进气道设计方法切实有效，

能够完全实现设计条件下的激波封口特性。

图 3 密切曲面激波求解

图 4 椭圆锥曲面激波

密切求解

图 5 椭圆锥曲面激波密切

求解对比

图 6 曲面激波求解方法

研究路线

（a）外流乘波体 （b）内乘波式进气道

图 7 内外乘波设计原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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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内外流双乘波一体化设计原理

在内流乘波的基础上，利用复杂弯曲激波展向曲

率可在内外流间连续过渡的特点，得到 1 种外流乘波

前体和内流乘波进气道共同“乘坐”的准 3 维复杂弯

曲激波面，如图 10 红线所示。基于准 3 维弯曲激波面

和密切曲面激波求解方法，得到 1 种能兼顾内外流特

点的一体化气动设计原理，命名为内外流双乘波一体

化设计原理[22-24]。由于双乘波是 1 种气动设计方法，当

事先给定内外流联合“乘坐”的复杂曲面激波形状时，

可以快速求解并描绘出 FCT 曲线对应的乘波体 / 进

气道内外流一体化气动分布，如图 11、12 所示。通过

结果验算，利用该设计原

理推导出的复杂 3 维壁面

和激波形状的分析解与

CFD 结果完全吻合。该设

计原理方法准确，能够兼

顾外流乘波体的高升阻比

和内流乘波进气道的性能。

将乘波原理从外向内拓展，并且将外和内乘波通

过激波曲率的连续变化相结合，获得综合内外流特点

的内外流双乘波设计原理。

在此基础上，构建内外流双

乘波原理体系，扩展了乘波

原理在高超声速气动设计

领域（飞行器 - 进气道 - 飞

发一体化）的应用范畴，如

图 13 所示。

3 一体化气动反设计

3.1 基于决定域有界性原理的气动逆向设计方法

高超声速飞行器、进气道、飞行器 / 进气道一体

化设计方案，其设计理念经历了由正向设计（forward

design）到逆向设计（backward design）的变化。结合内

外流双乘波一体化设计原理，针对事先提出明确乘波

形状的气动设计问题，采用沿特征线逆推几何构型的

逆向设计会更加高效。利用超声速流场双曲型偏微分

方程决定域有界性原理，改变了给定物面求激波的传

统思路，从中得到 1 种定制曲线激波乃至曲面激波形

状后逆特征线方向反求决定域物面的逆向设计方法。

有时逆向设计能够解决正向设计无法完成的气动设

计问题。

曲线激波流场的求解问题表明正向设计到逆向

设计的理念变化，如图 14 所示。对于正向设计（图 14

（a））的某轴对称内收缩曲线激波流场，若事先指定壁

面 祝1 形状，便可获得正向设计流场，即壁面决定流场

以及曲线激波的形状。这种传统的正向设计适用于不

断改进、迭代方案的几何构型，同时观察流场的同步

变化以优化几何构型的形状；而逆向设计获得的流场

（图 14（b）），若在流场的下游事先指定激波形状 装1，利

用超声速流场决定域有界性的原理，沿着当地特征线

逆向设计获得上游的决定域流场。可见逆向设计获得

的流场与正向设计是完全吻合的，如图 14（c）所示。

异形乘波鼓包进气道在战斗机中的应用问题，是

基于决定域有界性原理的气动逆向设计方法的 1 个

典型范例。此类鼓包进气道通过精心设计，3 维压缩

面鼓包配合进气道唇口，可以有效排移前机身的附面

层，从而提高进气道高速状态下的效率。传统的鼓包

进气道都是采用锥形流乘波设计，进气道进口的锥形

激波形状惟一，难以同强隐身需求的第 4 代机大后掠

图 8 内乘波式进气道风洞

试验模型

图 9 内乘波式进气道数值

模拟结果

图 11 内外流双乘波一体化

原理验证

图 12 双乘波方案设计 /数值

模拟对比

图 13 内外流双乘波原理

研究路线

图 14 超声速流场的正向设计与逆向设计

（a）正向设计

（b）逆向设计

（c）设计结果对比

3D Reflection Shock

3D Initial Shock
Z Y

X

Spillage Space

E'

D'

f A
B

图 10 内外流双乘波一体化

External flow

Internal flow

Flow direetion
Shock surface

Lower surface
p

FCT

z

ru

兹

Analytical result Numerical result

FCT

Shock surface Lower surface Analytical result

Numerical result

内外流双乘波

外流乘波 内流乘波

内外流
双乘波原理

1.0

0.5

0 0.5 1.0 1.5 2.0

M0

4.7
4.5

4.3
4.2

4.0
3.6

x

0.5 1.0 1.5 2.0
x

丐1（given）

Cylinder

4.7 4.5
4.3

4.2
4.0

3.6

1.0

0.5

0
Cylinder

乇1（given）

M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4.5

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Forward Design r=0.9
Forward Design r=0.7
Forward Design r=0.5
Backward Design r=0.9
Backward Design r=0.7
Backward Design r=0.5

x

31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5 卷

唇口匹配，无法实现气动 / 隐身性能的综合最优。气

动逆向设计方法一改锥形流乘波鼓包正向设计的惯

例，以进气道隐身唇口（cowl lip）为输入条件（如图 15

所示），指定被捕获弯曲激

波面的形状，逆向设计求

解并最终获得异形乘波鼓

包型面（图 15）。异形乘波

鼓包逆向设计理念开拓了

超声速鼓包进气道设计理

论和方法应用的新领域，

具体设计方法见文献[25]。

3.2 指定气动参数的几何边界反设计方法

在许多气动设计过程中，期望获得指定的出口或

者下游气动参数分布，从而反向设计上游的固壁边

界。例如：在进气道设计过程中，通常能够获得指定的

出口气动参数分布，而这通常是指定激波形状的正向

和逆向设计都无法完成的。为此，在逆向设计基础上，

尤延铖等人提出 1 种由沿程气动参数分布和出口气

动参数分布反求流场和固壁外形的超声速流场气动

反设计方法。

再以轴对称曲线激波流场的求解问题说明给定

下游出口气动参数分布的气动反设计理念[26]，如图 16

所示。从图 16（a）中可见，对于壁面形状 祝1，其主要流

场特征是入射激波在中心圆柱上反射，获得 1 道反射

激波；从图 16（b）中可见，在气动反设计方法获得的

流场中，根据反向指定流场下游的进气道出口速度分

布，可以确定流场需要的反射激波形状 装2，再根据压

缩流场弯曲激波之间流动等熵的特点，便可以通过气

动反设计获得入射激波的形状；从图 16（c）中可见，

由入射激波和反射激波 2 道曲线激波形状，再运用曲

线激波高阶导数代数运算法获得满足出口性能参数

的反设计流场；气动反设计方法获得的流场与正向设

计完全吻合，证明了该方法的正确性。

给定沿程压力分布的

气动反设计流场[26]如图 17

所示。对于一体化方案，设

计人员通常希望内外流之

间在展向上没有明显横向

压力梯度，这对内乘波流

动和外乘波流动的流向压

力精确控制提出很高要

求。运用气动反设计方法，

指定不同属性的内流流动

和外流流动的流向必须具

有完全一样的压力分布，如图 17（a）所示。采用曲线

激波高阶导数代数运算法，很快计算出严格满足该压

力分布的内流流动和外流流动，分别如图 17（b）、（c）

所示。在此基础上，运用内

外流双乘波一体化设计原

理便可以获得给定流向压

力分布的反设计一体化气

动布局，如图 18 所示。一

般满足特定气动参数分布

条件气动反设计的问题，

通过常规的正向设计和逆

向设计是不可能完成的。

综上所述，在超声速流场正向设计的基础上，尤

延铖等人发展了超声速流场的逆向设计理论，并将其

成功地应用于鼓包进气道设计。同时将一体化设计问

题由单纯的激波几何求解，获得基于下游气动参数的

气动反设计方法。由正向设计、逆向设计及气动反设

计，构建了一体化气动反设计体系，如图 19 所示。该

体系完全摆脱了气动计算的

正向迭代优化过程，从设计

要求到设计方案，大大提高

了设计能力与效率，进一步

充实了超声速流场气动设计

的理论。

4 准 3维内外流一体化乘波理论体系

本文所提出的准 3 维激波求解方法、内外流双乘

波原理和一体化气动反设计这 3 项创新理论，各自具

有独立的学术研究范畴，彼此间又相辅相成，互为依

托。同时，三者之间又具有明确的递进传递关系，后面图 16 超声速流场的逆向设计与气动反设计

图 17 给定流向压力

反设计流场

图 18 给定流向压力反设计

一体化布局

图 15 基于“逆向设计”理念

的 3维鼓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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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以前面工作为基础，共同构建了 1 个完整的准 3

维内外流一体化乘波理论与方法设计体系，如图 20

所示。该体系对中国高超声速飞行器 / 推进系统一体

化气动设计技术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之所以将现有设计体系称为“准 3 维”，是因为目

前的密切曲面激波求解方法还仅限于类似如图 3 所

示的具有明确固定密切平面的超声速流动，尚不能做

到任意全 3 维流场的乘波设计。

基于准 3 维内外流一体化乘波理论体系，完成的

给定流向压力与进气道出口速度分布的反设计一体

化气动布局如图 21 所示。该布局具有明显的内外流

双乘波一体化特点，飞行器前体与 3 维内收缩进气道

共同在波浪形的准 3 维激波曲面上。对于外流部分，

整个前体的压力分布是事

先指定的；对于内流部分，

进气道出口的速度分布是

事先指定的，而二者的气动

参数共同要求通过准 3 维

激波求解方法、内外流双乘

波原理和一体化气动反设

计联合设计得以实现。

5 结论

本文构建的准 3 维内外流一体化乘波理论体系

完善了现有高超声速一体化设计理论体系，为推动中

国高超声速飞行器 / 推进系统一体化设计理论、方法

和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表现在：

（1）准 3 维激波求解方法将传统直线激波求解拓

展至曲线激波乃至密切曲面激波的求解，建立了 1 套

基于气动参数高阶导数代数运算的准 3 维曲面激波

求解方法，填补了相关理论空白。对于完全依赖于复

杂激波形状的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设计原理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2）内外流双乘波原理体系将外流乘波拓展至内

流乘波，并以此为基础利用曲率中心的连续变化，获

得 1 种综合内外流设计和气动性能双乘波一体化的

设计方法，极大地扩展了乘波原理的应用范畴，深化

了乘波原理的本质和内涵；

（3）一体化气动反设计完成了从正向设计到逆向

设计及气动反设计的理念更新。与准 3 维激波求解方

法、内外流双乘波原理的结合，使得给定物面、激波或

者流场参数中任意项为输入条件的气动设计成为可

能，大大充实了高超声速飞行器 / 推进系统的一体化

气动设计理论，有力地推动了复杂 3 维超声速内外流

一体化设计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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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针对空天飞行器“地面起动 - 高速巡航”的宽马赫数飞行的设计需求，结合乘波体提高升阻比及 2 元进气道型面调节简

单可实现的优势，设计了 1 种基于乘波前体的 2 元 TBCC 变几何进气道，并对不同工作状态下的 2 元进气道进行了数值模拟与分

析计算。所用进气道的总偏转角为 23毅，唇口角为 10毅，可有效抑制溢流阻力。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在飞行马赫数为 2.0～4.0 时，变几

何进气道均能成功起动，流量系数在 0.60 以上，进气道的总压恢复系数为 0.47～0.85，气动性能良好。同时，对过渡模态下的 2 元

TBCC 进气道进行数值模拟分析，探究了不同的流量分配方案对进气道性能的影响，发现随着流量比的增大，冲压通道出口的气动

性能提升，流量系数和总压恢复系数均增大。

关键词：2 元变几何进气道；超燃冲压发动机；乘波前体；数值模拟；过渡模态；流量分配；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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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Design of Two-Dimensional TBCC Inlet Based on Waverider Forebody
YU Zong-han1袁 XIE Ye-ping2袁 HUANG Guo-ping1袁 PU Yong-bin1袁 LI Qian1袁WANG Rui-l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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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wide Mach number flight from land take-off to high-speed cruise of aerial
vehicle袁combined with the advantages of increasing lift/drag ratio of waverider body and simple and realizable adjustment of two -
dimensional inlet channel profile袁 a two-dimensional TBCC inlet was designed based on waverider forebody.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two-dimensional inlet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were carried out. The total deflection angle of the inlet was 23毅 and
the lip angle was 10毅袁 which could effectively restrain the spillage drag.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TBCC inlet can start
successfully when the flight Mach number is 2.0耀4.0. When the flow coefficient is above 0.60袁 the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of the
inlet is 0.47耀0.85袁 and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is good. At the same time袁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two-dimensional
TBCC inlet in the transition mode was carried out袁 a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low distribution schemes on the inlet performance was
explored. It is foun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low ratio袁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the stamping channel outlet increases袁and the
flow coefficient and the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increase.

Key words: two-dimensional TBCC inlet曰 scramjet engine; waverider forebody曰numerical simulation曰transition mode曰flow distribtion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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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世界航天领域的军事竞争日益激烈，对飞行

器装备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结合各类发动机在不同飞

行条件下具有的优势，组合式动力推进系统（如

TBCC、RBCC）的概念被提出，该动力系统能够使飞行

器实现从地面起飞到高速巡航的动力衔接[1]。其中，基

于 TBCC 组合动力系统具有单位比冲大、经济性好、

可循环使用等特点，成为航空领域重点发展方向[2-6]。

变几何进气道的设计方法是实现 TBCC 宽马赫

数飞行的关键技术之一[7]。通过对进气道前体的波系

和通道内分流板角度的调整，实现飞行包线内各状态

下的最优气动性能。与 3 维内转式进气道相比，2 元

进气道的内部构型和调节机理简单，其通道密封性更

易保证，是实现变几何进气道设计的可靠途径，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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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文献[8-11]针对 ATREX 2 元进

气道，通过调节压缩楔板来实现进气流量和波系的调

整，具有流动特征简单、变几何调节难度低的特点，但

该进气道第 2 级斜板的调节会对喉道面积产生明显

影响，从而限制了变几何调节裕度；文献[12-13]针对

X-43B 进气道，通过增加调节自由度来提升其内流性

能，使飞行器在马赫数为 4.0~7.0 下具有较好的性能；

文献[14-15]针对内并联式 TBCC 动力方案，通过调节

TBCC 内部的分流板改变在不同工作状态下各通道

的流量，完成在 2.0~5.0 倍声速飞行条件下的模态转

换；文献[16]提出 1 种 2 元内并联式 TBCC 进气道结

构，在大部分工况下总体性能较好，并且流场质量和出

口参数也表现良好；文献[17]提出 1 种内并联式TBCC

方案，分析了变几何泄流腔及其设计参数对进气道内

部流场特性的影响。综合以上 2 元 TBCC 变几何进气

道的研究可知，其内外流场以及内并联 TBCC 的 2 个

流道的流场具有高度耦合的特性，是 TBCC 飞发一体

化设计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总偏转角和进气道外

唇口角度是 2 元混压式进气道的 2 个关键参数。总偏

转角影响进气道内外压缩段的压缩效率，从而影响进

气道的低马赫数起动性能；而唇口角影响飞行器的整

体力矩平衡和所受外部阻力。

本文基于 1 种推进系统综合推阻性能分析方法，

设计了 1 种 2 元混压式 TBCC 进气道，并对马赫数为

2.0~4.0 的单通道性能进行计算分析；并对过渡模态

下的双通道模型进行气动计算，分析了不同开度下的

进气道性能变化。

1 2 元进气道及其变几何方案设计

1.1 进气道气动构型

2 元混压式 TBCC 进气道外压缩段由按等波强

原理配置的 3 级斜激波组成。设计飞行高度为 24

km，设计马赫数为 4，其他马赫数（Ma=3.5、3.0、2.5、
2.0）的飞行条件根据等动载原则得到。结合基于多级

锥导乘波体设计的前体型面，利用高速巡航飞行器综

合推阻分析方法（如图 1 所示）[18]，得到最佳的 2 元进

气道几何参数（总偏转角为 23毅，唇口角度为 10毅），设
计了 2 元混压式进气道的气动构型，如图 2 所示。

1.2 进气道数值模拟

本文对设计的前体 / 进气道气动造型进行结构

化网格划分与边界条件设置，如图 3 所示。近壁面的

y+=30，第 1 层网格约为 0.1 mm，网格总数约为 300万。

采用商业软件 CFX 进行数值模拟。采用标准 k-
e 湍流模型、标准壁面函数，其校验应用与文献[19]中

相同的造型。沿程压力结果

分析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

见，数值仿真结果与试验结

果吻合度较高，所以标准

k-e 湍流模型可以用于本

文 2 元 TBCC 进气道的模

拟验证。

2 进气道模态转换变几何调节规律

进气道喉道高度 h随
飞行速度变化的调节规律

如图 5 所示。当飞行马赫数

低于转级马赫数时，TBCC

处于涡喷工作模态，所有流

量都流入涡轮通道；当飞行

马赫数高于转级马赫数时，

TBCC 处于过渡态模态，气

图 1 推进系统综合推阻分析方法

图 2 一体化 2元 TBCC变几何进气道完整造型

图 3 带前体的 2元 TBCC进气道网格拓扑结构

图 4 沿程压力分布CFD

结果与试验结果的对比

图 5 基于进气道喉道高度 h
与马赫数Ma的变几何结构

调节规律

机体构型及波系设计

各部分受力求解及配平

前体多级斜激波配波

总偏转角 啄0、唇口角 琢 及
飞行器外廓参数

机体上表面TBCC 推进系统 机体下表面

控制舵面

综合推力分析得到最优 啄0、琢

远场进口 远场壁面 进气道出口

冲压模态
进气道壁面

远场出口

涡轮模态
进气道壁面

1.0

0.8

0.6

0.4

0.2

1 2 3 4 5 6
流向长度 X/m

Down_wall_simulation
Up_wall_simulation
Down_wall_experiment
Up_wall_experiment

0

0.40

0.35

0.30

0.25

0.20

0.15

2.0 2.5 3.0 3.5 4.0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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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分别流向涡轮流路和冲压流路，通过调节分流板来

改变 2 路的流量比，从而实现模态转换。本文选择的

转级马赫数为 2.5，即在马赫数为 0~2.5 时，进气道为

涡轮工作模态；在马赫数为 2.5~4.0 时，进气道为冲压

工作模态；在马赫数为 2.5 时，完成模态转换。对应的

变几何机构包括转动压缩板、转动伸缩板、弧形转动

板、圆弧滑动板和喉道水平板。当飞行状态变化时，通

过调节可调机构改变喉道面积，从而满足飞行状态的

改变，确保进气道具有最好的性能。

3 单通道性能分析

马赫数为 2.0~4.0 时进气道典型飞行状态数值仿

真结果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设计状态马赫数

为 4.0 时，3 道入射激波与设计相符，贴口状态均较

好，仅有少量溢流，流量捕获性能较高。马赫数为 3.5、

3.0 时，来流速度减小，激波脱离唇口向外侧移动，可

见唇口的溢流随马赫数的降低而逐渐增加。当来流速

度处于转级马赫数 2.5 时，2 个通道同时工作，虽然溢

流量比马赫数为 3.0 时的增大，但是由于双通道以及

喉道的放大保证了进气道的通流能力，所以溢流的增

加比例小于冲压工作模态时马赫数减小的溢流变化

比例。当马赫数为 2.0 左右时，TBCC 进入涡轮工作模

态，流量捕获能力相对降低，由于进气道激波强度的

减小，进气道的总压损失也相应减小。

（a）Ma=4.0 时来流速度分布 （b）Ma=4.0 时来流总压恢复系数

（c）Ma=3.5 时来流的速度分布 （d）Ma=3.5 时来流的总压恢复系数

（e）Ma=3.0 时来流的速度分布 （f）Ma=3.0 时来流的总压恢复系数

（g）Ma=2.5 时来流的速度分布（冲压通道） （h）Ma=2.5 时来流的总压恢复系数（冲压通道）

（i）Ma=2.5 时来流的速度分布（涡轮通道） （j）Ma=2.5 时来流的总压恢复系数（涡轮通道）

（k）Ma=2.0 时来流的速度分布 （l）Ma=2.0 时来流的总压恢复系数

图 6 各来流马赫数下对称面的速度及总压恢复系数

Ma 0.2 0.6 1.0 1.4 1.8 2.2 2.6 3.0 3.4

Ma 0.2 0.6 1.0 1.4 1.8 2.2 2.6 3.0 3.4

Ma 0.2 0.6 1.0 1.4 1.8 2.2 2.6 3.0 3.4

Ma 0.2 0.6 1.0 1.4 1.8 2.2 2.6 3.0 3.4

Ma 0.2 0.6 1.0 1.4 1.8 2.2 2.6 3.0 3.4

Ma 0.1 0.3 0.5 0.7 0.9 1.1 1.3 1.5 1.7 1.9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Ma

Ma

Ma

Ma

Ma

Ma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95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95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95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95

0.05 0.15 0.25 0.35 0.45 0.55 0.65 0.75 0.85 0.95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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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道的各项气动性能随马赫数的分布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冲压工作模态下，随着飞行马赫

数的提高，进气道入射激波的强度增加，进气道唇口

溢流量减小，所以流量系数增大，压比增大，出口马赫

数降低，总压损失增大。当进气道来流马赫数达到 4.0

时，其对应流量系数为 0.92，此时冲压通道出口马赫

数达到 0.27 时，可以满足该通路的来流气体进口速

度要求，且在进气道出口的平均总压恢复系数为

0.47。当马赫数高于 2.5 时，进气道为涡轮工作模态，

最大流量系数可达 0.65；由于进气道入射激波的强度

降低，所以相对于冲压工作模态，涡轮通道出口截面

的平均总压恢复系数大于 0.75。总之，数值模拟结果

表明：在工作马赫数为 2.0～4.0 时，变几何进气道均

能成功起动，流量系数在 0.60 以上，进气道总压恢复

系数为 0.47～0.85，气动性能良好。

4 双通道性能分析

对于过渡模态下的气动分析，选择 3 个不同的分

流板位置，形成 3 个定几何构型，并对双通道模型进行

结构性网格划分（如图 8 所示），对壁面网格加密，边界

层高度为 0.1 mm，以保证 y+≈30，网格总量为 350 万。

选用标准 k-e 湍流模型和标准壁面函数进行计算。

3 个不同开度下通流状态的流场结构如图 9 所

示。在开度为 1 时，涡轮通道流量约为冲压通道流量

的 30%，分流段前气流的最大速度为马赫数 1.6，经

过分流段后，冲压通道内气流最大速度为马赫数

2.6，涡轮通道内气流最大速度为马赫数 3.4；由于分

流板的开度不会影响到分流段前的气流流场分布，

因此在开度 2 和开度 3 下，分流段前的气流最大马

赫数约为 1.6。此外，在开度 2 下，冲压通道与涡轮通

道的流量相当，2 个通道扩张程度基本一致，因此 2

个通道内最高马赫数约为 2.7；在开度 3 下，冲压通

道流量仅为涡轮通道的 35%，经过分流段加速后，冲

压通道内最大速度为马赫数 3.3，涡轮通道内最大速

度为马赫数 2.3。

若分别在冲压通道与涡轮通道出口处施加一定

的反压，使得 2 个通道内的结尾激波运动至分流板前

缘位置处（如图 10 所示），此时分流段前的气流仍为

（a）流量系数 准 （b）压比 仔

（c）总压恢复系数 滓 （d）出口马赫数 Maex

图 7 进气道各性能随马赫数的分布

图 8 双通道模型计算网格

来流压力分布 来流流线
（a）开度 1

来流压力分布 来流流线

（b）开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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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道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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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2 1.6 2.0 2.4 2.8 3.2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6.8 7.2 7.6 Ma :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n: 1.2 1.6 2.0 2.4 2.8 3.2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6.8 7.2 7.6 Ma :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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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流压力分布 来流流线

（c）开度 3

图 9 来流 Ma=2.5 时不同开度下通流状态流场结构

速度分布 总压恢复系数

（a）开度 1- 冲压通道 12 倍反压，涡轮通道 5 倍反压

速度分布 总压恢复系数

（b）开度 2- 冲压通道 9 倍反压，涡轮通道 9 倍反压

速度分布 总压恢复系数

（c）开度 3- 冲压通道 5 倍反压，涡轮通道 10 倍反压

图 10 来流速度为Ma=2.5 时不同开度下冲压和涡轮通道的反压特性

超声速，2 个通道之间互不干涉，进气道性能最佳。

从图中可见，在开度 1 下，当冲压通道出口反压

为来流压力的 12 倍，涡轮通道出口反压为来流压力

的 5 倍时，2 个通道内的结尾激波运动至分流板前

缘，此时冲压通道出口平均马赫数为 0.333，涡轮通道

出口平均马赫数为 0.287；在开度 2 下，当双通道出口

压力为来流压力的 9 倍时达到此状态，冲压通道出口

平均马赫数为 0.370，涡轮通道出口平均马赫数为

0.270；在开度 3 下，在冲压通道出口施加 5 倍反压，

涡轮通道出口施加 10 倍反压，结尾激波位于各自通

道内，未进入扩张段，此时冲压通道出口平均马赫数

为 0.364，涡轮通道出口平均马赫数为 0.362。流量大

的通道往往具有承受更大出口反压的能力。

不同的分流板开度对应着不同的通道流量分配，

将冲压通道流量与涡轮通道流量的比值定义为流量

比，得到了不同流量比下 2 个通道的流量系数与总压

恢复系数的变化规律，如图 11 所示。一般情况下，流

量较大的通道出口气动性能参数优越，性能更好。总

体上随着冲压通道流量的增加，从流量系数和总压恢

复系数来看，冲压通道的气动性能逐渐转好，而涡轮

通道的气动性能逐渐变

差。此外，当冲压通道流

量小于涡轮通道流量时，

相较于流量比大于 1 的

情况，冲压通道的气动性

能对流量变化更为敏感。

5 结论

本文设计了 1 种基于乘波前体的 2 元 TBCC 变

几何进气道，并进行了相关工作状态的数值模拟与分

n: 1.2 1.6 2.0 2.4 2.8 3.2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6.8 7.2 7.6 Ma :

Ma : 0.2 0.6 1.0 1.4 1.8 2.2

Ma : 0.2 0.6 1.0 1.4 1.8 2.2

Ma : 0.2 0.6 1.0 1.4 1.8 2.2

滓：0.40 0.48 0.56 0.64 0.72 0.80 0.88 0.96

滓：0.40 0.48 0.56 0.64 0.72 0.80 0.88 0.96

滓：0.40 0.48 0.56 0.64 0.72 0.80 0.88 0.96

图 11 过渡模态（Ma=2.5）气动

性能随流量比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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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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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流量比

冲压通道流量系数
涡轮通道流量系数
冲压通道总压恢复系数
涡轮通道总压恢复系数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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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计算，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通过对飞行器受力及总压损失的综合推阻分

析，得到在最小总压损失前提下净推力最大的 2 元进

气道关键参数：总偏转角 啄0=23毅及唇口角度 琢=10毅，
设计了 2 元 TBCC 变几何进气道；

（2）对 2 元 TBCC 进气道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

在工作马赫数为 2.0～4.0 时，变几何进气道均能成功

起动，流量系数为 0.60 以上，进气道的总压恢复系数

为 0.47～0.85，气动性能良好；

（3）在过渡模态下，针对不同的冲压通道和涡轮

通道的流量分配方案，对双通道模型进行了计算，总

结得到不同的流量分配对 2 元变几何进气道的气动

性能影响规律。

上述结论可有效地为 TBCC 变几何方案应用于

工程实际提供可靠的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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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求叶片平均频率对失谐叶盘振动响应的影响规律，采用有限元缩减模型分别对谐调叶盘和失谐叶盘进行振动响

应分析，通过振动局部化因子对失谐叶盘振动局部化特性进行评估，获得了不同叶片平均频率和失谐标准差下叶盘系统的振幅和

应变能分布，以及失谐叶盘振动局部化特性。结果表明：随着失谐标准差的增大，失谐叶盘振动幅值呈减小趋势，同时共振带变宽；

在平均频率为 1.0044 时出现了严重的振动局部化现象，在失谐标准差为 5%时，叶盘振动局部化程度较轻。

关键词：失谐叶盘；振动局部化；模态综合法；平均频率；压气机；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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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Blade Mean Frequency on Vibration Localization of Mistuned Bladed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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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rule of blade mean frequency on the vibration response of mistuned bladed disk袁the finite

element reduct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vibration response of tuned bladed disk and mistuned bladed disk袁and the vibration
loc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istuned bladed disk were evaluated by vibration localization factor. The amplitude and strain energy
distribution of the blade disk system with different blade mean frequency and mistuned standard deviation were obtained袁and vibration
loc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istuned bladed disk were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mistuned standard deviation袁
the vibration amplitude of mis-tuned bladed disk decreases袁and the resonance band widens. When the average frequency is 1.0044袁there is
a serious phenomenon of vibration localization袁and when the mistuned standard deviation is 5%袁the degree of vibration localization is
li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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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失谐振动是航空发动机压气机叶盘系统振动的

主要问题，失谐即各叶片之间由刚度、质量等因素导

致的固有频率的不同，会进一步导致叶盘系统振动局

部化现象[1-2]，从而造成叶盘系统的疲劳破坏[3]。

很多学者对失谐叶盘振动局部化进行了大量研

究。于长波等[4]采用有限元模型对失谐叶盘振动概率

响应局部化特性进行了研究；王艾伦等[5]采用集中参

数模型和蒙特卡罗分析方法，研究了成组叶盘系统的

随机失谐特性，分析了失谐敏感性和失谐强度的关

系；曾海楠等[6]基于集中参数模型，考虑了榫头榫槽之

间的摩擦与间隙，对失谐叶盘进行振动局部化特性研

究；刘雅琳等[7]基于微滑移模型研究了干摩擦阻尼对

失谐叶盘振动局部化的影响；董明晶等[8]基于整圈自

带冠叶盘模型，研究了冠间间隙失谐情况下的叶盘振

动局部化特性；高阳等[9]以集中参数模型研究了失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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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对模态局部化的影响；Kan X 等[10]在失谐叶盘振

动局部化分析中考虑了科氏力效应的作用；Castanier

等[11-12]从激励阶次角度研究了失谐叶盘振动响应特

性，对叶盘系统进行动力学分析；针对谐调叶盘系统

可以采用循环对称建模技术[13-14]；针对失谐叶盘系统

一般采用子结构缩减建模技术[15-17]。但叶片平均频率

对失谐叶盘振动响应及振动局部化特性影响方面的

研究未见相关文献报道。

为此，本文对航空发动机压气机失谐叶盘振动响

应进行分析，对不同叶片平均频率和失谐标准差对失

谐叶盘振动特性影响作了探讨，并分析了对振动局部

化特性的影响，为失谐叶盘振动特性分析提供了 1 种

新方法，并为控制失谐叶盘振动幅值和降低振动局部

化程度提供了有效手段。

1 叶盘系统动力学模型

由于失谐破坏了叶盘结构的圆周循环对称性，不

能采用循环对称模型进行动力学分析，又由于整体叶

盘模型划分的单元节点数量巨大导致计算困难，因此

基于子结构模态综合法，采用有限元缩减模型进行失

谐叶盘动力学分析，每个叶片及与其相连接的轮盘部

分划分为子结构，按照叶片数将叶盘模型划分为 38

个子结构，叶片和轮盘网格划分分别采用 solid45 单

元和 solid187 单元，每个子结构有限元模型由 52163

个单元和 79174 个节点构成。叶盘系统材料属性见表

1，叶盘有限元模型如图 1 所示。

叶盘子结构的振动方程为

Miq咬 i+Kiqi=Fi，（i=1，2，…，38） （1）

式中：Mi、Ki、qi、Fi 分别为第 i 个子结构的质量、刚度、

位移和作用力矩阵。

采用文献[17]中的子结构减缩建模方法可获得叶

盘系统自由度缩减后的强迫振动方程

MX咬 +KX=F（i=1，2，…，38） （2）

式中：X 为广义坐标下的位移。

2 叶盘振动响应特性

当叶盘系统失谐时，式（2）可以表示为

[M+驻M]{X咬 }+（[K]+[驻K]）{X}={F}（i=1，2，…，38）（3）

式中：驻M 为质量失谐矩阵；[驻K]为刚度失谐矩阵；{F}
为激振力矩阵，激振力载荷的实部值和虚部值由下列

公式[12]确定

Fr=Fi
0
cos[2仔E（i-1）/N]，Fi=Fi

0
cos[2仔E（i-1）/N] （4）

式中：E 为激励阶次；N 为转子叶片数。

叶片频率失谐对于叶盘系统的振动局部化影响

显著，为了便于分析，文中对激励频率、振幅、应变能

和平均频率等都做了无量纲化。为了探究不同叶片平

均频率对失谐叶盘系统的影响，以弹性模量 113、

113.5、114 和 114.5 GPa 分别与 113.5 GPa 的比值作

为平均频率，即无量刚化平均频率分别为 0.9956、

1.0000、1.0044、1.0088。通过获得的4 组叶片无量纲平

均频率分别进行谐调和失谐叶盘强迫振动响应分析。

2.1 谐调叶盘振动响应特性

当不考虑失谐影响

时，即谐调叶盘情况下，设

置所有叶片的弹性模量一

致，求得在 4 组平均频率

下叶盘系统振动响应特性

的幅频特性，如图 2 所示。

从图中可见，当叶盘系统不考虑失谐，即谐调叶

盘在不同平均频率下，叶盘系统发生共振的峰值只有

1 个，且无量纲振幅较小。当平均频率为 1.0088、无量

纲激励频率为 1.074 时，叶盘系统无量纲振幅最大，

最大振幅为 1.133；随着平均频率的增大，叶盘系统的

刚度增大，发生共振的频率也逐渐增大。

2.2 失谐叶盘振动响应特性

对式（3）中的[驻K]按照弹性模量失谐模式进行识

（a）整体叶盘 （b）子结构缩减模型

图 1 叶盘有限元模型

图 2 不同平均频率下谐调

叶盘系统幅频特性

材料属性

叶片密度 /（kg/m3）

叶片弹性模量 /GPa

轮盘密度 /（kg/m3）

数值

4400

113.5

4700

材料属性

轮盘弹性模量 /GPa

泊松比

数值

150

0.3

表 1 叶盘系统材料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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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当失谐标准差分别为 1%、5%、8%时，分析平均频

率对失谐叶盘系统幅值的影响，失谐标准差为 1%时

不同平均频率下叶片的失谐量如图 3 所示。

按照正态分布，选取失谐标准差为 1%，对不同平

均频率下叶盘系统进行振动响应分析，如图 4 所示。

从图中可见，当平均频率为 0.9956、无量纲激励频率

为 1.070 时，叶盘系统发生共振，只有 1 个峰值，最大

振幅为 1.85。当平均频率为 1.0044、无量纲激励频率

为 1.072 时，叶盘系统发生共振的最大振幅为

1.48667。随着平均频率

的增大，叶盘系统的振幅

在平均频率为 0.9956 时

达到最大，在平均频率为

1.0044 时最大幅值最小。

对比图 2、4 可见，失谐导

致了叶盘系统振动幅值

增大。

选取失谐标准差为

1%，对不同平均频率下叶

盘系统进行应变能分析，

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

随着平均频率的增大，当

平均频率为 0.9956 时，叶

片 12、14 的应变能较大，

分别为 2.67、3.25，局部化

程度较高；当平均频率为

1.0000、1.0088 时，叶片应

变能大幅度降低；当平均频率为 1.0088 时，叶片最大

无量纲应变能值最小，小于 2.0。

选取失谐标准差为 5%，对不同平均频率下叶盘

系统进行振动响应分析，

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

当失谐标准差增大到 5%

时，叶盘系统的共振带变

宽，带宽达到 0.08，共振幅

值大幅度降低，只有当平

均频率为 1.0088 时，幅值

大于 1.6。

选取失谐标准差为

5%，对不同平均频率下叶

盘系统进行应变能分析，

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

在平均频率为 0.9956 时，

25 号叶片应变能达到最

大，为 4.09；随着平均频率

的增大，叶片应变能大幅

度降低，在平均频率为

1.0044 时，叶片最大应变

能值最小，只有 2 个叶片的应变能大于 1.5，没有局部

化现象，其他 3 个平均频率都有局部化现象出现。

选取失谐标准差为 8%，对不同平均频率下叶盘

系统进行振动响应分析，得到不同平均频率下叶盘系

统振动幅值分布，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当失谐标

准差增大到 8%时，叶盘系统的共振带变宽，带宽达

到 0.1，共振幅值大幅度减小，只有当平均频率为

0.9956 时，幅值大于 1.6。失谐叶盘系统在标准差为

8%时，叶片应变能随不同平均频率的分布如图 9 所

示。从图中可见，在失谐标准差为 8%时，除了平均频

率为 1.0 时个别应变能较小，其他几个平均频率下应

变能均较大，局部化程度较高。

（a）平均频率为 0.9956 （b）平均频率为 1.0000

（c）平均频率为 1.0044 （d）平均频率为 1.0088

图 3 失谐标准差为 1%时各叶片失谐量

图 4 标准差为 1%时不同平

均频率下叶盘系统幅频特性

图6 标准差为5%时不同平均

频率下叶盘系统幅频特性

图 7 失谐叶盘系统标准差

为 5%时叶片应变能随不同

平均频率的分布

图8 标准差为8%时不同平均

频率下叶盘系统幅频特性

图 9 失谐叶盘系统标准差

为 8%时叶片应变能随不同

平均频率的分布

图 5 失谐叶盘系统标准差

为 1%时叶片应变能随不同

平均频率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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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失谐叶盘振动局部化特性

为了探究不同平均频率和失谐标准差对失谐叶

盘振动局部化特性影响，分别选取失谐标准差为

1%、5%、8%，对不同平均频率下失谐叶盘振动特性进

行分析。不同失谐标准差条件下各叶片最大应变能分

布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平均频率的提高，

大部分叶片应变能大幅度降低；总体趋势上来看，随

着失谐标准差的增大，大部分叶片的应变能也呈降低

趋势，但是随着失谐标准差的增大，应变能集中在少

数叶片上，局部化现象较严重。

为了评价叶盘失谐振动的局部化程度，采用相对

振动局部化因子 L [12]

L= Um,maxEi
-Ut,maxEi

Ut,maxEi

（5）

式中：Um,maxEi
、Ut,maxEi

分别为激励阶次为 i 时失谐叶盘

和谐调叶盘的应变能最大值。

在不同平均频率下

失谐叶盘系统应变能局

部化情况如图 11 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不同失谐

标准差下，叶盘系统应变

能相对局部化因子变化

趋势大体相同，在平均频

率为 1.0044 时出现了严重的局部化现象，由于在平

均频率下失谐叶盘应变能较大，但谐调叶盘应变能较

小，相对局部化因子计算采用失谐和谐调差值再比值

的计算方法，谐调叶盘应变能的大小对于局部化程度

影响较大，导致相对局部化因子较大；在失谐标准差

为 5%时，叶盘系统应变能相对局部化因子变化较

小，相对比较平坦，由此可以说明在失谐标准差为 5

%时，叶盘系统的应变能分布较好。

4 结论

基于子结构有限元缩减模型，开展了叶片平均

频率对失谐叶盘振动局部化特性影响研究，得出如

下结论：

（1）通过对叶片失谐参数选取不同失谐标准差进

行振动响应分析，获得了失谐叶盘振动幅值随失谐标

准差的变化规律：随着失谐标准差的增大，叶盘系统

最大振幅呈现减小的趋势，且共振带变宽。

（2）通过在不同失谐标准差和不同平均频率下对

失谐叶盘系统进行振动响应分析，以及相对局部化因

子计算，获得失谐叶盘振动局部化分布情况：失谐叶

盘系统在平均频率为 1.0044 时出现了严重的局部化

现象；当失谐标准差为 5%时，叶盘系统的振动局部

化程度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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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发动机加力燃烧室典型结构件在空气流场中的流阻特性，对不同种类试验件进行试验，分析了不同速度系数下

的流场压力分布，获得了加力燃烧室典型杆件流阻系数的变化范围和速度系数对流场均匀性的影响规律。为减小杆件产生的流阻

损失，优先选用单杆、光滑、堵塞比小的杆件。利用 Fluent 软件对流体流过试验件的过程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数值计算结果与

试验结果得到的流阻系数相对误差在 2%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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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flow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structural parts of engine afterburner in air flow field袁different
kinds of test pieces were tested. The flow field pressure distribution under different velocity coefficients was analyzed. The variation range of
flow resistance coefficient of typical rod in afterburner and the influence of velocity coefficient on the uniformity of flow field were obtained.
In order to reduce the flow resistance loss caused by the rod袁a single and smooth rod with smaller blockage ratio should be preferred. Fluent
software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process of fluid flowing through the test pie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ve error between the
numerical results and the test results is with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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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加力燃烧室的进口总压和总温不断

提高，对加力燃烧室的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加

力燃烧室的冷态压力损失尽量小，而放置在加力燃烧

室中的喷油杆等不可避免形成堵塞，增加总压损失，

总压损失与阻力系数和流体的动压有关[1-5]。

加力燃烧室流阻损失是涡轮后高速燃气在混合、

扩压及流经火焰稳定器、燃油总管、防振隔热屏、拉杆

等构件过程中，因气体与构件表面摩擦和局部流动分

离等原因造成的，使发动机推力减小，耗油率增加，在

加力燃烧室设计时应尽量减小该流阻损失，为此在设

计各阶段均需进行流阻损失计算，检查其与设计要求

的差距。

国内外学者[6-11]以水为介质对直管、弯管和变截

面管的流动阻力特性进行相关研究，得到影响沿程阻

力系数和局部阻力系数的变化规律；一些学者[12-14]对

管内流动进行相关数值计算，得到影响管路流阻系数

的经验公式；Macagno、Hung 等[15]对突扩管层流流动

进行相关研究；李栋浩[16]对突缩圆管局部阻力系数进

行研究，得出突缩圆管局部阻力系数随进口雷诺数之

间的计算关系式。但已有研究缺少对拉杆、加力燃油

总管（含喷油杆）、测试受感部等构件详细的流阻特性

分析，在流阻计算中，只计算由混合损失、扩压损失和

因火焰稳定器引起的流阻损失，而忽略了加力燃油总

管（含喷油杆）、内部连接拉杆、测试受感部等构件的

流阻损失，存在一定的计算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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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改进加力燃烧室流阻计算方法，提高计算

精度，开展了加力燃油总管、拉杆、测试受感部流阻特

性研究。

1 试验设备及测量方案

试验在加力燃烧室部件试验器矩形管道上进行，

试验段的横截面为 2 元矩形截面。本次试验为冷态试

验，来气温度即为试验件进口温度。试验件进口气流

压力和进、出口气流压差参数采用压力和压差扫描阀

进行测量，试验件进口气流温度参数采用多点热电偶

测量。试验装置如图 1 所示，在前测量段 A-A 截面布

置 1 支 5 点总压受感部、2 点壁面静压受感部；在

B-B 截面布置 1 支 5 点总温热电偶，测量试验件进口

状态参数；在 C-C 截面布置 1 支 5 点总压受感部，测

量试验件出口状态参数。上述测量数据均通过相应的

传感器线路与计算机相连，由计算机采集和处理试验

数据。

试验中空气流量参数采用流量孔板测量，采用流

量法计算速度系数。

2 试验原理

在 D-D 截面安装试验件，流阻损失包括沿程损

失和局部损失

驻P=Pt6-Pt7 （1）

Pt6=籽RgTt6 （2）

qa=籽SV （3）

流阻系数 Cd
[11]为

Cd=
驻P

1/2籽V 2 = 2（Pt6-Pt7）S2Pt6

Rgq
2

a Tt6

（4）

式中：ΔP为流体流过试验件时的压差，Pa；Pt6 为试验

件入口总压，通过在 A-A 截面布置的总压受感部测

量，Pa，测量精度为±0.3%；Pt7 为试验件出口总压，通

过在 C-C 截面布置的总压受感部测量，Pa，测量精度

为±0.3%；Tt6 为试验件进口总温，通过在 B-B 截面布

置的总温热电偶测量，K，测量精度为±1%；qa 为试验

件进口空气流量，通过流量孔板测量，kg/s，测量精度

为±1%；籽 为流体密度，kg/m3；V 为流体流速，m/s；S 为

试验管道内截面面积，m2；Rg 为气体常数，J/（kg·K）。

3 试验项目与试验状态
3.1 试验项目

在试验中，将发动机加力燃烧室中 1 个截面上的

所有杆件简化为 1 个试验件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堵塞

比为 0.0049~0.0240，为此设置 5 种堵塞比试验件。为

了研究试验件分布形式和外形光滑程度对流阻系数

的影响，设置不同布局和粗糙度试验件。试验件外形

为圆柱形（图 1），具体试验项目如下：

（1）空管道流阻系数测量；

（2）在相同堵塞比下不同布局试验件流阻系数测

量，包括单杆试验件和前后 2 个杆串列试验件；

（3）不同堵塞比试验件流阻系数测量，堵塞比分

别为 0.005、0.010、0.015、0.020 和 0.025；

（4）在相同堵塞比下，不同粗糙度试验件流阻系

数测量，表面粗糙度分别为 1.6、6.3 和 12.5。

3.2 试验状态

根据加力燃烧室中杆件实际的工作环境，选取 5

个速度系数状态点进行试验，各状态的设备进口速度

系数见表 1，温度、压力和流量参数保持恒定。

4 试验结果与分析

4.1 试验管道流阻系数

为了测量由试验件自身引起的阻力损失，需要对

空管道所引起的阻力损

失进行测量。在不装试验

件时，在表 1 各状态下，

进行 3 次空管道流阻系

数测量试验，其结果如图

2 所示。

在表 1 中各状态下，即管道入口雷诺数（特征尺

寸为管道当量直径）为 7.5×105～2.3×106 时，3 次试

验测量计算得到的空管道流阻系数的平均值随着管

道入口雷诺数的增大而增大。由于试验管道内壁面比

较粗糙，黏性底层的厚度很薄，此时流动状态应处于

紊流粗糙管区，管壁的粗糙突起部分暴露在紊流区，

紊流区中的流体流过管壁粗糙突出部分时将引起旋

图 1 试验装置

状态编号

速度系数 姿

1

0.15

2

0.20

3

0.30

4

0.40

5

0.50

表 1 试验状态速度系数

图 2 空管道流阻系数随管道

入口雷诺数的变化曲线

C 375 586 试验件D B A D-D

180
AC D B

0.21

0.20

0.19

0.18

0.17
24

管道入口雷诺数 Re/×105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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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造成附加的能量损失。雷诺数越大，近壁面处黏性

底层的厚度越薄，造成附加的能量损失越大。因此，在

上述雷诺数范围内，流阻系数随着入口雷诺数的增大

而增大。

在进口总压为 200 kPa、不同速度系数下，矩形试

验流场出口 5 点总压不均度分布见表 2，5 点总压测

点在矩形管道中等间距分布。不均匀度定义为每点总

压与平均值的相对误差，不均匀度越大，说明流场的

均匀性越差。

从表中可见，5 点总压不均匀度随着速度系数的

增大而增大，当速度系数低于 0.20 时，5 点总压分布

较为均匀，不均匀度在 0.5%以下；当速度系数增大到

0.30 时，靠近壁面的总压测点不均匀度超过 1%；当

速度系数为 0.50 时，靠近壁面的总压测点不均度超

过 3%。从表中还可见，第 3、5 点总压不均匀度较大，

由于测量的是空管道流阻系数，不安装试验件，流场

的不均匀度主要是进口 A-A、B-B 截面布置的受感

部和管道本身的不平整情况引起的，造成下游流场局

部不均匀度增大。

在某型加力燃烧室全尺寸试验中，对流场 5 点总

压的均匀性进行分析，5 点总压测点在环形管道中按

等环面分布，流场总压的不均匀度分布情况见表 3。

从表中可见，当速度系数低于 0.3 时，流场不均

匀度在 1%以下；当速度系数增大到 0.3 以上时，流场

不均匀度超过 1%，这与矩形试验流场的不均匀度具

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4.2 不同布局试验件流阻系数试验结果

在相同堵塞比（ε=0.06）、不同布局试验件流阻

系数随着雷诺数的变化曲

线如图 3 所示。试验件流

阻系数为减去空管道后的

流阻系数。A1 为单杆试验

件，A2 为前后 2 个杆串列

试验件。

从图中可见，在表 1 各状态下，对应试验件雷诺

数（特征尺寸为试验件最大横截面当量直径）为 7.4×

104～2.3×105 时，A1 和 A2 的流阻系数都随着雷诺

数的增大而增大。

上述 2 种布局的试验件流阻系数在 0.07～0.18

范围变化，由于气流流经 A2 后端的喷杆时产生额外

的阻力损失，因此 A2 的流阻系数大于 A1 的。

4.3 不同堵塞比试验件流阻系数试验结果

5 种试验件 B1、B2、B3、B4 和 B5 的堵塞比分

别为 0.005、0.010、0.015、

0.020 和 0.025。不同堵塞

比试验件的流阻系数随着

雷诺数的变化曲线如图 4

所示，试验件流阻系数为

减去空管道后的流阻系

数。

从图中可见，在表 1 各状态下，试验件堵塞比为

0.005~0.025 时，试验件的流阻系数不大于 0.09。

对于试验件 B1，其雷诺数为 4.1×104～1.2×105

时，其流阻系数约为 0，且出现了负值，说明试验件

B1 的流阻系数很小，由于试验中的测试仪器（总压扫

描阀）在工作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波动（电噪声），气流

流经试验件产生的阻力变化小于这种幅值造成，此时

试验件的流阻系数已经超出了试验测量精度范围。

试验件雷诺数为 6.1×104～1.6×105 时，试验件

B3、B4 和 B5 的流阻系数均随雷诺数的增大而增大；

试验件雷诺数为 6.1×104～1.5×105 时，对于试验件

B2、B3、B4 和 B5，随着试验件堵塞比的增大（0.010 增

至 0.025），试验件的流阻系数也逐渐变大。这是由于

在其它条件相同时，试验件堵塞比越大，气流流经试

验件时产生的扰动越大，即旋涡区域越大，产生的流

阻损失越大，因此试验件的流阻系数随着其堵塞比的

速度系数

0.15

0.20

0.30

0.40

0.50

1

-0.09

-0.12

-0.32

-0.48

-0.64

2

0.08

0.12

0.19

0.28

0.33

3

0.18

0.32

0.76

1.45

2.30

4

0.08

0.13

0.39

0.67

1.23

5

-0.25

-0.45

-1.03

-1.93

-3.23

不均匀度 /%

表 2 矩形试验流场总压的不均匀度

速度系数

0.15

0.26

0.32

0.37

1

0.10

0.85

0.85

0.50

2

0.14

0.79

1.13

1.41

3

0.07

0.81

1.09

1.12

4

-0.12

0.06

0.14

-0.29

5

-0.19

-0.89

-1.42

-2.73

不均匀度 /%

表 3 全尺寸试验流场总压的不均匀度

图 3 不同布局试验件流阻

系数随雷诺数的变化曲线

图 4 不同堵塞比试验件流阻

系数随雷诺数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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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入口雷诺数 Re/×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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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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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总压 /kPa

入口流量 kg/s

入口总温 /K

速度系数

试验件雷诺数

流阻系数

计算结果

200

5.135

373

0.299

143678

0.113

试验结果

199.8

5.126

373.2

0.299

143387

0.113

误差 /%

-0.10

-0.18

0.05

0

-0.20

0

计算结果

200

5.452

331

0.299

166705

0.112

试验结果

200.3

5.488

331

0.301

167857

0.114

误差 /%

0.15

0.66

0

0.67

0.69

1.79

入口总压 /kPa

入口流量 kg/s

入口总温 /K

速度系数

试验件雷诺数

流阻系数

表 4 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

入口总压 /kPa

入口流量 kg/s

入口总温 /K

速度系数

试验件雷诺数

流阻系数

计算结果

200

5.661

307

0.299

183302

0.112

试验结果

199.8

5.645

307

0.299

182403

0.11

误差 /%

-0.10

-0.28

0

0

-0.49

-1.79

增大而增大。

4.4 不同粗糙度试验件流阻系数试验结果

在 相 同 堵 塞 比 为

0.143，不同表面粗糙度试

验件 C1、C2 和 C3 的流

阻系数与试验件雷诺数

的关系曲线如图 5 所示，

试验件流阻系数为减去空

管道后的流阻系数。

从图中可见，在表 1 各状态下，对应试验件雷诺

数（特征尺寸为试验件最大横截面当量直径）为 5.7×

105～1.7×106 时，总体来看，试验件 C1（粗糙度为

1.6）、C2（粗糙度为 6.3）和 C3（粗糙度为 12.5）的流阻

系数均随雷诺数的增大而增大，随表面粗糙度的增大

而增大。

5 数值模拟结果

以试验件 A1 为例，利用 Fluent 软件对气体流过

试验件的过程进行数值模拟，试验件进口总压测量截

面为入口截面，出口阀门中心所在截面为出口截面；

矩形管道内壁面为边界，以出口截面为计算出口。湍

流模型选用标准 k-epsilon 湍流模型，近壁面处选用

标准壁面函数，进口选用压力进口、出口选用压力出

口为边界条件。

入口总压为 200 kPa、速度系数为 0.3。入口总温

为 373 K 时流体流过试验件时的速度矢量、速度和压

力如图 6～9 所示。入口总温分别为 373、331 和 307

K 时，模拟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的对比见表 4。

从图 6～9 中可

见，当气流流经圆柱

形试验件时，由于试

验件的阻挡作用，在

试验件的后端形成

漩涡，流体在试验件

前端处速度几乎为

0，在柱体前半部分

是减速增压流动，在

后半部分由于漩涡

作用，压力和速度大

幅降低，之后气流逐

渐趋向均匀。在管道

出口处，由于出口阀

门的阻挡作用，对出

口压力场和速度场

产生一定影响。数

值计算得到的速度

场和压力场符合实

际情况。

表 4 中试验温

度和压力参数通过布置在流场中的受感部测得，并对

各测点进行加权平均得到，数值计算中的温度和压力

等参数是对整个流场进行加权平均得到，进而计算得

出流阻系数。从表中可见，数值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

得到的流阻系数的相对误差均在 2%以内，同时考虑数

值计算数据和试验数据提取方式不同，说明数值计算

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可以使用该方法计算模

拟试验件的流阻系数。

6 结论

（1）空管道流阻系数随着管道入口雷诺数的增大

而增大，流场不均匀度随着速度系数的增大而增大，

图 6 流体流过试验件时的速度矢量（XZ截面）

图 7 流体流过试验件时的速度（XZ截面）

图 8 流体流过试验件时的速度（XY 截面）

图 9 流体流过试验件时的压力（XY 截面）
图 5 不同粗糙度试验件流阻

系数随雷诺数的变化曲线

0.45
0.40
0.35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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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
0.15
0.10
0.05
0

5 10 15 20
管道入口雷诺数 Re/×105

C1C2C3

1.86e+02
1.77e+02
1.68e+02
1.59e+02
1.49e+02
1.40e+02
1.31e+02
1.22e+02
1.13e+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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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9e+01
6.67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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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e+01
3.00e+01
2.08e+01
1.16e+01
2.40e+00

XY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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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速度系数低于 0.3 时，流场不均匀度在 1%以下，当

速度系数增大到 0.3 以上时，流场不均匀度超过 1%；

（2）加力燃烧室中不同堵塞比（0.0049~0.024）典型

杆件的流阻系数不大于 0.09；

（3）加力燃烧室中的杆件应优先选用单杆、光滑、

堵塞比小的，以减小其产生的流阻损失；

（4）数值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得到的流阻系数相

对误差在 2%以内，表明数值模拟方法可以较为真实

地模拟流体流经试验件时产生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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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索液压直角管路内部的瞬态流动特征，熟悉压力波动特性的形成机理，采用大涡模拟方法对某型活门出口处 1

段直角管路进行数值模拟，捕捉局部涡旋结构的动态特性，并与粒子图像测速和激光多普勒测速试验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大

涡模拟方法能精确模拟直角管路内部的瞬态速度场，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在直角拐弯处存在明显的涡旋脱落现象，同时伴随着涡

旋诱导的局部低压区域尺度与位置变化，从而导致压力波动问题的产生。

关键词：直角管路；压力波动；大涡模拟；试验；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6.009

Comparative Study on Calculation and Test of Pressure Fluctu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ydraulic
Right-angle Pipeline

LU Hao, XU Cong, ZHOU Yi-bo
渊AECC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 Wuxi Jiangsu 214063,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transient flow characteristics inside the hydraulic right-angle pipeline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pressure fluctuation, a large-eddy simul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a right-angle pipeline at a valve outlet.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vortex structure was caught and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velocity measurement test of particle image and laser Doppl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rge-eddy simulation method can accurately simulate the transient velocity field in the right-angle pipeline, which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test results. There is obvious vortex shedding at the right-angle corner, accompanied by the variation of local low
pressure regional scale and position induced by vortex, which leads to the problem of pressure fluctuation.

Key words: right-angle pipeline; pressure fluctuation; large-eddy simulation; test; aeroengine

0 引言

燃油计量装置是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主要由计量、压差、回油、定压、增压等活门组

成，各活门间通过内部管路实现压力传递及流量输

送，精确供给发动机所需燃油。在实际工况下燃油泵、

活门运动以及管路流态等效应，一般通过系统阻尼以

燃油压力波动的形式存在，直接影响着液压系统的工

作稳定性，困扰燃油计量装置的整个研制过程。航空

发动机性能的提升，对控制系统提出更高要求，燃油

计量装置趋向小型化、高压力、大流量，使得压力波动

的影响更为明显，是目前液压领域亟需解决的难题。

合理的液压管路设计能有效降低压力波动水平 [1]，包

括管路通径、截面形状以及管路之间过渡形式等的设

计。受加工工艺和结构布局等的限制，直角管路仍是

常见的管路过渡形式，其内部二次流及分离涡的存在

给设计端的精确预测带来较大困难[2-5]。随着设计水平

的提高及仿真、验证技术的进展，直角管路内部的流

动特性逐渐受到重视，被认为是影响液压流场稳定性

的关键因素，并对此开展大量研究工作。在数值仿真

方面，曹娇坤等[6]采用有限体积法研究了矩形截面微

通道直角收缩弯道局部流场及压力损失机理，得出弯

道压力损失系数与雷诺数及进、出口截面面积比的关

系；赖奇暐等[7]建立了液压系统 1 维仿真模型，分析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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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管路的压力波动特性，认为对管路长度和内径组合

进行优化设计能使压力波动的降幅在 50%以上；王

建兴等[8]对旋流雾化喷嘴中的细小直角弯管流道流场

进行 3 维数值模拟，获得流道内的压力分布和不同截

面的迪恩涡结构；林义忠等[9]针对典型直角弯管结构，

采用 k-e 湍流模型对其内流场进行数值仿真，并分析

了工艺孔容腔及偏心距对管道流场的影响；Aoyama T

等[10]对空气静压导轨内的直角过渡区域进行数值分

析，认为其内流场中涡旋运动的存在将导致结构振

动。在试验验证方面，近年来粒子图像测速（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PIV） 和激光多普勒测速（Laser

Doppler Velocimetry，LDV）等非接触测量技术逐渐成

熟，已被广泛应用于液压管道类小尺度内流场的研

究。胡建军等[11]利用 PIV 对液压集成块典型的直角转

弯流道结构开展可视化测量研究，分析了进、出口相

对位置等对流道液流特性的影响；李杰等[12]利用 LDV

对 3 维弯管的流动进行测量，并与稳态数值模拟结果

进行对比，流场数据吻合较好。

液压直角管路流动特性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

直角管路内流场的稳态特性方面，采用基于雷诺平均

N-S 方程（Reynolds Averaged Navier-Stokes，RANS）的

时均流场开展相关分析，而涉及压力波动的液压直角

管路设计是典型的非定常问题，关键在于对瞬态流动

特征的精确预测。为此，本文采用大涡模拟（Large

Eddy Simulation, LES）方法[13-15]对某型活门出口处的

直角管路内流场进行仿真计算，捕捉局部涡区的动态

特性，并结合 PIV、LDV 等测量技术进行验证，为后续

液压管路布局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1 数值模型

1.1 计算域及网格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1 段方转圆截面的直角过渡

管路，外形轮廓及进、出口方向的 3 维计算域如图 1

（a）所示。根据截面形状变化共分为 4 个区域，区域

1、2 考虑了管接头和安装孔的特征，与试验模型保持

一致，截面直径分别为 10、28 mm；区域 3 为 17 mm×

12 mm 的矩形直管，长 55 mm；区域 4 为圆形直管，直

径为 14 mm，长 84 mm。

对直角管路内流场进行非结构网格划分及生成，

如图 1（b）所示。为了提高数值计算的准确性，在壁面

处进行网格加密，以保证计算的 y+≈1，从而有效捕捉

近壁面的流动结构，提高计算精度，总网格量约为

400 万。

1.2 计算方法

因为直接数值模拟（Direct Numerical Simulation，

DNS）对计算机的需求远远超过可实现的范畴，所以

N-S 方程表征的湍流运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大范围

的时间及空间尺度）无法通过 DNS 求解。为此需要对

N-S 方程进行平均处理。应用范围最广的平均处理方

法是 RANS，也是目前工程设计中常用的计算方法，

但是其中所有的湍流结构均被消除，速度和压力场经

平均处理后呈光滑过渡的分布态势。

LES 方法把湍流中的大尺度涡旋和小尺度涡旋

分开处理，大尺度涡旋直接通过 N-S 方程求解，小尺

度涡旋则通过亚网格尺度模型，建立与大尺度涡旋的

关系对其进行模拟。LES 方法需要利用滤波函数对连

续方程和动量方程进行一定滤波处理。

鄣u軈i鄣xi =0 （1）

式中：ui 为速度.；xi 为坐标。

鄣u軈i鄣t + 鄣u軈iu軈j鄣xj =- 1
籽

鄣p軈鄣xi +滋
鄣2u軈i鄣xi鄣xj -

鄣子ij鄣xj （2）

式中：t 为时间；uj 为速度；p 为压力；籽 为密度；滋 为动

力黏度；子ij 为亚格子剪切应力。

对于亚格子尺度模型，采用 Boussinesq 假设

子ij- 1
3
子kk 啄ij=-2滋t Sij （3）

式中：滋t 为亚格子湍流黏性系数；Sij 为求解尺度下的

应变张量分量。

采用涡黏 Smagorinsky 模型

滋t=（cΔ）2 鄣ui

鄣xj（
鄣ui

鄣xj +
鄣uj

鄣xi
）蓘 蓡 0.5 （4）

本文采用 LES 方法对直角管路内流场开展数值

图 1 3维计算域及网格

（a）3 维计算域 （b）计算网格

Inlet

Section1

Section2

WallP4

Section4

P1 P2 P3
Outlet

Z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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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研究。与试验条件一致，对水介质流场进行仿真

分析，密度为 998.2 kg/m3，动力黏性系数为 0.001 kg/

（m·s）。计算中进口采用质量流量进口边界，出口采

用压力出口边界，壁面为无滑移绝热壁面。

2 试验研究

为了研究实际工况下直角管路内部的详细流动

特征，设计了全尺寸透明有机玻璃模型，试验件结构

如图 2 所示。由于 PIV 及 LDV 要求流动介质透光性

好，同时流动介质与示踪粒子的密度应尽可能一致，

保证较好的跟随性，因此折中考虑，选择常用的空心

玻璃珠作为示踪粒子，并以与燃油动力黏性系数相近

的水为介质开展相关试验。其中空心玻璃珠直径约为

20~60 μm，密度为 1×103 kg/m3。

试验中采用 Lavsion 公司的高频 PIV 系统，如图

3 所示。通过合适的光路布置，可以有效地捕捉 2 维

平面上的流动状态，其中 Cmos 相机的空间分辨率为

（1280×800）PPI。在 PIV 测量过程中，采集频率设置

为 1000 Hz，不同位置处的速度场是坐标 x、y 和时间

的函数，即 v（x，y，t），采用时均方法处理得到的时均

流场表示为

v（x，y）= 1
n

n

i=1
移v（x，y，t0+i驻t） （5）

为了获得管路内流场的湍流脉动信息，采用

Dantec Dynamics 公司的 Flow Explorer LDV 系统进行

测量分析，使用红光和红外光测速。其中红光波长为

660 nm，红外光波长为 785 nm，激光焦距为 500 mm。

试验中采用非协同模式采集数据，数据率为 1 kHz 以

上，以保证湍流测量的要求。在试验过程中，只对管路

的矩形段进行 LDV 测量，沿其中心线每隔 3 mm 测 1

组速度数据。

3 结果分析

在进口流量为 3000 L/h、出口压力为 101325 Pa

时，采用 LES 方法计算所得 xoy 截面速度与 PIV 试验

的对比如图 4 所示。对比图 4（a）、（b）可见，采用 LES

方法可以有效地捕捉圆形管内的高速流动结构，高速

流动区域贴近圆管外侧，且范围与 PIV 试验结果吻合

较好；在矩形段进口处，采用 LES 方法可以捕捉到由

管接头引起的射流结构，射流流速大小略高于 PIV 结

果，该射流结构与圆管内的高速流动结构不连续；此

外，在直角拐弯处内侧及外侧均存在低速区。

采用 3 种不同方法所得矩形段中心线上的平均

速度结果对比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LDV 和 PIV

的试验测量结果吻合较好，从矩形段进口开始，平均

速度呈下降趋势，直至圆管壁面滞止为 0，表明试验

结果具有一定的置信度；采用 LES 方法计算所得速

度变化趋势和试验结果基本一致，但 LES 的速度大

小略高于试验值。

在时间 t=0.100~0.106 s 时，xoy 截面速度矢量及

静压力分布的变化趋势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流

动方向的改变使得矩形段流体沿 x 方向的速度降低，

静压力逐渐增大；受惯性力的作用，高速流体将冲击

到圆管段的右侧壁面，对整体流场形成强剪切作用，

将在直角拐弯处形成大尺度涡结构，如图 6（a）所示，

在虚线框区域存在低速涡旋结构；在矩形段与圆管段

图 2 试验件结构 图 3 PIV 测量系统

激光器

CCD
试验台

（a）PIV （b）LES

图 4 xoy截面速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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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矩形管段沿程速度分布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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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S

图 8 不同流量下 P4 点 x方向速度随时间变化对比

图 9 各测点静压力随时间变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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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角拐弯内侧存在明显的涡旋产生和脱落过程，随

着时间的推进，近壁处的涡逐渐向下游推移，并且其

形状及尺度也逐渐发生变化，大尺度涡旋开始向小尺

度涡旋转变，并最终由于流体黏性完全耗散；最小静

压力出现在涡旋的中心，且涡旋脱落现象伴随着低压

区域的尺度与位置变化，影响流场的压力稳定性。3

维计算域内详细的静压力分布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如

图 7 所示。

不同进口流量下采用 LDV 和 LES 2 种不同方法

所得 P4 点 x 方向速度随时间变化的对比如图 8 所

示。P4 点距离矩形段进口约 48 mm，其中 y 轴表征瞬

时速度 v 与时均速度 va 之差。从图中可见，LES 方法

计算结果基本能反映 x 方向瞬时速度的真实变化范

围，与 LDV 测量结果吻合较好，随着进口流量的减

小，x 方向瞬时速度的变化区间逐渐减小，表明湍流

脉动水平逐渐降低。在进口流量为 3000 L/h 时 LES

计算所得圆管中心线上 P1、P2、P3 3 个不同位置点的

静压力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如图 9 所示。相对位置如图

1（a）所示，P1 点靠近直角拐弯处的涡旋中心，P1、P2、P3

点相互间隔 20 mm。受涡旋结构发展的影响，P1 点静

压力重复出现低谷，最大压力波动幅值达到 40 kPa；

越往下游涡旋影响越小，平均静压力逐渐升高，压力

波动幅值逐渐减小。

综上分析可知，直角管路内部存在明显的涡旋脱

落现象，伴随着局部低压区域的周期性发展过程，导

致压力波动问题的产生，对液压流场类近似不可压的

流动介质，局部的扰动将在全场范围内传递，影响管

图 6 xoy截面瞬时速度矢量及静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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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前、后活门的正常工作，具体的影响机理还需开展

深入研究。

4 结论

本文采用 LES 方法对 1 段方转圆直角管路内流

场的压力波动特性开展了数值模拟研究，分析了局部

涡旋结构的瞬态变化特征，并结合 PIV、LDV 等非接

触测量技术进行验证，得到如下结论：

（1）LES 方法对直角管路内部的瞬态速度场有较

好的捕捉能力，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可以为前端设

计提供数据支撑；

（2）矩形管段与圆管段的直角拐弯处存在明显的

涡旋产生和脱落过程，伴随着局部低压区域的尺度与

位置变化，导致压力波动问题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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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发展燃烧室先进冷却技术，在吹风比 0.35~3.28 下试验研究了多斜孔平板的总冷却效率及其梯度。研究所用的多斜

孔平板具有与典型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相似的交叉排列多斜孔布局，但采用低导热系数材料制成，以展示和分析多斜孔平板的传热

过程。采用红外成像技术测量了多斜孔平板的表面 2 维温度场，从而获得壁面总冷却效率及其梯度的分布。试验结果表明：随着吹

风比从 0.35 增大到 3.28，多斜孔平板在充分发展区域的展向平均冷却效率从 0.61 先增大到 0.70 后减小到 0.67，原因是总冷却效

率实质上得益于多斜孔内部的对流换热和冷却气膜的覆壁保护作用。

关键词：多斜孔冷却；总冷却效率；红外成像；燃烧室；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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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Study on Overall Cooling Efficiency and Gradient Distribution of Multi-inclined Hole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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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advanced cooling technology of the combustion chamber袁the overall cooling efficiency and gradient
of the multi-inclined hole plate were studied under the blowing ratio of 0.35 to 3.28. The multi-inclined hole plate used in the study had a
cross-arranged multi-inclined hole layout similar to that of a typical aeroengine combustor袁but was made of low thermal conductivity
material to show and analyze the heat transfer process of the multi-inclined hole plate. The surface 2-dimensional temperature field of the
multi-inclined hole plate was measured by the infrared imaging technique袁and the overall cooling efficiency of the wall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gradient were obtained.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blowing ratio from 0.35 to 3.28袁the average cooling efficiency of
multi-inclined hole plate in the fully developed area increases from 0.61 to 0.70 and then decreases to 0.67袁which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overall cooling efficiency is essentially due to the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in the multi-inclined hole and the wall protection of the cooling
gas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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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对于未来的航空发动机而言，特别是在提高增

压比和降低污染排放的发展趋势下，燃烧室部件的

耐久性备受关注。高增压比导致燃烧室进口空气温

度更高，接近 1000 K。而低排放燃烧技术需要增加

参与燃烧的空气量，并降低壁面冷却气量，防止火焰

筒壁面焠熄。因此，先进的燃烧室冷却技术需要充分

挖掘冷却空气作为冷却剂的潜力[1]。多斜孔冷却是在

现代燃气轮机燃烧室和涡轮叶片中广泛应用的冷却

技术[2]。这种冷却方式在冷却剂形成冷却气膜前通过

壁面内部大量斜孔来增强对流换热，从而达到充分利

用冷却剂热容同时隔离高温燃气的目的[3-5]。虽然多斜

孔冷却在工程上已得到广泛应用[2，6-7]，国内外学者也

对不同结构的多斜孔冷却特性开展了大量研究[8-10]，

为了获得多斜孔冷却的绝热气膜冷却效率，学者采

用热敏液晶（Thermochromic Liquid Crystal, TLC）和

压敏漆（Pressure Sensitive Paint, PSP）等对其进行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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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测量[4，11]，并配合流固热耦合数值模拟分析其总冷

却效率[7，12]，但热敏液晶测量方法需要在后处理中使

用 1 维传热模型，很难捕获到小孔周围以及射流下游

尾迹涡等关键部位的冷却效率 2 维分布细节信息[13]。

而红外（Infrared, IR）成像技术作为非侵入式的表面

温度测量方法，在气膜冷却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应

用[9，14-15]。Ekkad 等[15]基于瞬态红外成像技术，研究了

单孔下游的气膜冷却效率和传热系数，证明了该测量

技术的适用性；张弛等[14]采用红外成像技术研究了冷

却孔偏角对多斜孔冷却平板总冷却效率的影响。与热

敏液晶和压敏漆测量技术相比，红外成像技术可在更

宽的温度范围内测量，获得更详细的 2 维表面温度场

信息。

在影响多斜孔壁面冷却效率的多种参数中，吹风

比是 1 个重要的气动参数[16-17]，代表了冷却射流和高

温主流的对流换热能力之比。与斜孔横向冷却射流相

关的 2 种旋涡流动对冷却孔下游的冷却效率和传热

具有重要影响：围绕冷却射流的马蹄涡（horseshoe vor-

tices），与冷却射流耦合的双肾涡（kidney vortices）[18]。由

于马蹄涡的存在，可将冷却射流卷吸到冷却孔出口的

上游，有利于气膜在壁面上的扩散[19]。此外，当吹风比

增加到 1 时，冷却射流会脱离壁面，伴随着反向旋涡

（counter-rotating vortices）卷吸高温主流到壁面，导致

冷却效率降低[20]。在试验和仿真中均发现：在较大的

吹风比或速度比下，在全覆盖气膜冷却的冷却孔下游

发生射流分离现象[16，21-22]。在以往相关研究中除部分

涉及到宏观的温度梯度外[9]，对冷却效率的梯度结果

没有展示。

本文采用红外成像技术测量了多斜孔平板的稳

态壁面温度分布，重点分析多斜孔气膜冷却的冷却效

率梯度分布。

1 多斜孔冷却及参数定义

1.1 多斜孔平板结构

多斜孔冷却结构如图 1 所示。P为展向孔间距，S
为流向孔排距，d 为孔直径。1 个冷却孔对应的菱形单

元体冷却面积为 P×S，冷却孔流通面积为 仔d2/4。因

此，PS/d2 可表示冷却孔冷却面积与流通面积之比，作

为 1 种无量纲的孔间距参数，表示多斜孔平板的开孔

率。对于给定的火焰筒压降，开孔率 PS/d2 是控制冷

却气量消耗的关键。较小的 PS/d2 表示孔排列较密，

对应着更多的冷却气量消耗。

本文所研究的多斜孔平板采用交叉孔排列，展向

孔间距与流向孔排距之比 P/S=2，属于正菱形排布。

无量纲展向孔间距 P/d=7.2，无量纲流向孔排距

S/d=3.6，因此开孔率 PS/d2≈26。冷却孔直径 d=4.5
mm，平板厚度 tW=9 mm，孔倾角 琢=30毅，因此冷却孔长

径比 L/d=4。平板采用导热系数 姿=0.453 W/m·K 的低

导热系数胶木复合材料制成，截面尺寸为 220 mm ×

80 mm。

1.2 试验工况

吹风比 M 定义为

M= 籽cuc

籽gug
（1）

式中:籽c、uc 分别为冷却射流密度和速度；籽g、ug 分别为

高温主流密度和速度。

在传统的绝热气膜冷却效率后处理方法中，大多

采用沿平板厚度方向的 1 维传热模型，但这种方法无

法捕获到绝热气膜冷却效率在壁面上的梯度分布信

息[13]。由于本文研究对象为多斜孔，1 维传热模型忽略

了斜孔内部的传热分布，因此本文仅评估平板表面总

冷却效率及其梯度的分布。

总冷却效率 浊定义为归一化的温度比[4]

浊= Tg-Tw
Tg-Tc

（2）

式中：Tg 为高温主流的温度；Tc 为冷却射流温度；Tw

为壁面温度。

总冷却效率 浊 代表冷却剂为减少壁面被高温主

流加热而提供的总体冷却效果，包含气膜隔离、对流

换热和热传导等综合效果，在试验中通过直接测量

Tg、Tc 和 Tw 后计算而得。

高温主流温度 Tg 和冷却射流温度 Tc 属于来流条

件，在同一工况下均为定值，但壁面温度 Tw 是不均匀

图 1 多斜孔冷却

S

展向单个
周期区域

分析区域
y

x

ug

uc

主流流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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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在壁面上存在温度梯度和总冷却效率梯度。

根据试验确定的总冷却效率 浊标量场，可计算出

其梯度矢量场

塄浊= 啄浊
啄（x/d）i軆+ 啄浊

啄（y/d）j軆 （3）

该梯度矢量指出了在壁面上总冷却效率变化的

方向，其大小表示变化的程度

滓= 塄浊 = 啄浊
啄（x/d）蓸 蔀 2 + 啄浊

啄（y/d）蓸 蔀 2姨 （4）

此外，展向平均冷却效率可通过计算给定流向位

置x/d 上的平均总冷却效率得到

浊span-av=
Nspan

j=1
移浊j /Nspan （5）

式中：Nspan 为展向上的数据点数。

展向平均冷却效率 浊span-av 在流向上的变化显示

出总体冷却效率在流向上的发展趋势。

2 试验系统及方法

2.1 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的原理如图 2 所示。主流空气采用电加

热器加热，保证了主流空气为纯净热空气，减小主流

空气本身对测试平板和红外热像仪的热辐射影响。高

温主流和冷却空气的温度采用 K 型热电偶测量，壁

面的稳态温度分布利用 ThermaCAM P60 红外热像仪

测量。当改变试验状态时，通常需要 120 s 才能达到

稳定状态，判据为平板上 3 个固定点的红外温度测量

数据，在 30 s 内各点的温度变化不超过 1%时，认为

达到稳定状态，记录壁面温度数据。高温主流的流量

采用孔板流量计测量，冷却空气流量用浮子流量计测

量。为了消除冷却空气对试验平板的冲击作用，冷却

空气先通过 38 个直径为 6 mm 等间距布置的金属多

孔板，然后再用网格尺寸为 0.5mm×0.5 mm 的 6 层

细金属丝网匀流，因此测试板的冷侧壁面（不包括孔

内壁面）的对流换热可以忽略[14]。

根据试验装置和光学测试布置，可确定壁面温度

分布图像的分辨率为 0.62 mm/pix。试验测试主流通

道尺寸为 220 mm ×80 mm ×100 mm（长×宽×

高）。为了便于红外成像测试，在试验平板对面开有

200 mm ×30 mm（长×宽）的窗口。在试验工况下，采

用 CFD 数值模拟方法评估窗口导致的气流泄漏程

度。结果表明，窗口气流泄漏量约占高温主流总流量

的 3.2%~8.4%。因此，主流流场受泄漏的影响较小，但

会导致吹风比的误差增加到 4.9%。

基于主流通道的水利直径，高温主流的雷诺数约

为 75000。为了模拟实际燃烧室的湍流情况，采用 1

个网格孔间距为 22 mm，孔直径为 12.7 mm 的多孔板

湍流发生器，放置在试验平板上游 240 mm 处，充分

发展后可产生湍流强度为 14.7%，累计尺度为 9 mm

的湍流流动[21]。

2.2 试验状态

试验状态条件和参数详细定义见表 1[23]。高温主

流与冷却射流的温度比 Tg /Tc 保持在 1.35 左右。当 Tg

/Tc<1.9 时，壁温 Tw /Tc 随 Tg /Tc 线性增大，冷却效率对

高温主流的温度变化不敏感[23]。通过标定试验，确定

了该平板的热侧对流换热系数为 400 W/K·m2。可知

试验中该平板的毕涡数 Bi=htw /姿≈7.95。在实际燃烧

室中火焰筒壁面的 Bi≈0.031，因此本研究所选用的

较大毕涡数平板试验冷却效率数据，既不是绝热冷却

效率，也不能直接用于实际燃烧室冷却设计，但可以

更显著地展示壁面温度空间分布信息[10]，便于进一步

地分析和理解多斜孔板内部的传热过程。

2.3 试验误差

为了获得精确的壁面温度与红外信号之间的对图 2 试验装置的原理

参数

大气压力 /Pa

大气温度 /K

主流速度 ug /（m/s）

主流雷诺数 Reg=籽gugDh/滋g

主流温度 Tg /K

冷却射流温度 Tc /K

温度比 Tg /Tc

冷却射流速度 uc /（m/s）

冷却射流雷诺数 Rec=籽cucd/滋c

吹风比 M=（籽cuc）/（籽gug）

数值

102435

288.15

20

75178~76300

378.25~382.85

274.49~287.25

1.350±0.044

5.33~44.40

1666~16046

0.35~3.28

表 1 试验状态

孔板流量计电加热器

风机

空气压缩机

湍流发生器 红外热像仪

热电偶测温浮子流量计

测试平板
多层金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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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关系，采用埋入校准平板不同轴向位置上的 3 个 K

型热电偶测量温度作为壁面真实温度，在主流通热空

气但没有冷却空气的情况对被测试壁面的发射率进

行校准[14]，最终发射率为 0.86，在±5℃偏差内具有

91%的数据置信度。根据试验状态参数、仪器精度和

红外成像校准误差，可确定本文试验的总冷却效率及

其梯度的误差分别为 11%、15.6%。

3 结果与讨论

在试验平板上有 5 列孔（图 1），展向可覆盖 2 倍

孔间距的宽度。数据处理的区域位于平板中部，覆盖

1 个展向周期，流向上包含 12 排孔。利用红外成像测

量的表面温度数据，可确定局部和平均冷却效率及其

梯度值等重要的多斜孔冷却性能描述参数，并以 2 维

图和 1 维曲线的方式展示。

3.1 喷口附近的射流结构

在不同吹风比下多斜孔平板的总冷却效率分布

如图 3 所示。横坐标为无量纲流向位置 x/d，纵坐标为

无量纲展向位置 y/d。流向位置的坐标原点 x/d=0 设

置在第 1 排孔的中心线上。需要注意，第 1 排孔上游

的总冷却效率不为 0，说明本试验中平板并不是绝热

的，其内部存在导热[4，10]。

从图中可见，总冷却效率沿流向 x/d 增大而提

高，这是由于多排气膜冷却的叠加效应[4]造成的。在孔

的下游，存在冷却效率相对较高的区域。随着吹风比

M 从 0.35 增大到 3.28，高冷却效率的区域先增加后

减小，呈现非单调的变化趋势，主要是因为当吹风比

M 过高时，气膜射流会穿透主流，覆壁的效果减弱。

与绝热气膜冷却效率不同，总冷却效率的分布还

受到孔内冷却换热和板内热传导的影响[23]。然而，由

于本文使用了低导热材料，孔内“冷源”无法扩散到足

够宽泛的区域，不能获得金属板试验中平滑的表面冷

却效果[10]。

3.2 总冷却效率梯度分布

根据总冷却效率数据（图 3）计算得到其梯度分

布，如图 4 所示。不同吹风比下的总冷却效率梯度值

分布如图 4（a）所示，其在流向上呈现从 1 排孔到下 1

排孔的周期性分布。对于每排孔，展向上总冷却效率

梯度值在除了孔附近区域外大部分区域均匀分布。在

低吹风比 M=0.35 时，在孔出口周围环绕着较高的梯

度区，但在其下游存在低梯度值的“间隙区”。在孔出

口附近的这种梯度分布类似于马蹄涡结构，是在横向

射流中最重要的流动结构之一 [24]。随着吹风比的增

大，冷却效率梯度的马蹄涡状结构得到强化，在吹风比

大于 1.59 的情况下，该结构包裹了整个孔出口，下游

不再有低梯度值的“间隙区”。在横向射流的涡结构[24]

中，近壁区域的马蹄涡通常形成于射流出口的前缘，并

沿着孔边缘生长，对孔附近的冷却效率有直接影响[19]。

而在倾斜孔的几何结构中，孔内冷却效应容易导致孔

上游地区的冷却效率梯度较高[23]，原因在于倾斜孔到

热表面的距离较短，孔内冷却的热传导效应在孔出口

上游比下游更强。然而，通过简单的采用平均绝热冷

却效率和传热特性数据的 3 维热固耦合计算可知[25]，

不考虑流动结构的影响时孔出口上游和下游区域的

冷却效率梯度值并不会相差很大。因此，本文采用的

低导热材料抑制了热传导效应，而且仅是热传导并不

能产生目前观察到的孔下游低梯度值的“间隙区”。另

一原因可能与孔出口附近的局部冷却效率还受到流

动结构的影响有关。

为了更详细地刻画冷却效率的局部梯度矢量，给

出了不同吹风比下第 3 排孔区域的梯度矢量图，如图图 3 不同吹风比冷却效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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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所示。从图中可见，由于孔内对流冷却和特征涡

结构导致孔附近区域的冷却效率朝着孔的方向迅速

提高，具有较高的梯度。随着吹风比增大，总冷却效率

梯度也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近孔附近及其下游。在

每个孔附近有 2 个高梯度值区域（图 4（b）中的“H”和

“W”），分别对应着射流出口上游的马蹄涡和射流两

侧的壁面尾迹涡[24]。在 M=0.35 的低吹风比下，较弱的

马蹄涡不足以包围整个射流出口，并且此时冷却射流

贴壁流动，在孔的下游存在有效的气膜冷却，因此冷

却效率变化较小，梯度较低，在图 4（b）中存在 1 个低

梯度值的间隙区“G”。

3.3 展向平均冷却效率

以上的讨论重点是局部冷却效率，为了更好地观

察吹风比 M 对总冷却效率的影响，绘制了不同吹风

比下展向平均冷却效率 浊span-av 沿流向发展的曲线，如

图 5 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流向位置 x/d<8 的上游区域，吹

风比为 0.35 时展向平均冷却效率值最低，在该区域

随着吹风比的增大，冷却效率提高。在 x/d>8 的区域，

吹风比增大到 1.59 时，展向平均冷却效率达到最高，

随后随着吹风比的增大而降低，这是因为大吹风比导

致冷却射流穿透主流使气膜覆壁效果减弱。当

x/d>35，并且吹风比 M>0.63 时，展向平均冷却效率充

分发展，达到 0.65~0.70，变化变缓，这是气膜叠加效

应产生的结果[12]。

4 结论

不同于直接获取绝热冷却效率等基础数据或者

实际燃烧室工程设计，本文主要研究了低导热材料多

斜孔平板的总冷却效率及其梯度，采用红外成像技术

测量壁面温度，目的是更显著地展示壁面温度空间分

布信息，进而分析多斜孔平板的传热过程。

基于多斜孔平板总冷却效率及其梯度的 2 维分

布图和展向平均冷却效率结果，得到以下结论：多斜

孔平板的总冷却效率得益于孔内对流换热冷却和气

膜隔离作用，气膜隔离作用在大吹风比（>1）时由于冷

却射流与壁面分离而被弱化，而孔内对流冷却和横向

射流特征涡结构影响孔附近区域的冷却效率，导致此

处较高的梯度值和独特的梯度分布形式。因此，可通

过采取措施调整冷却孔附近的横向射流特征涡结构

（a）标量分布

（b）局部矢量分布

图 4 不同吹风比下总冷却效率梯度分布

图 5 不同吹风比下的展向平均冷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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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孔下游的覆壁程度来改善多斜孔的冷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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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的压力损失特性对发动机整机性能有着重要影响。为了解燃烧室进口气流参数对流动阻力的影响规

律，对 3 头部矩形燃烧室进行吹风试验，研究了不同燃烧室进口气流速度、压力、温度及燃烧状态对总压损失的影响。试验结果表

明：燃烧室总压损失系数与进口马赫数的平方成正比关系；进口气流的温度、压力对流动阻力特性基本无影响；燃烧室总压损失系

数随着油气比的增大而增大。

关键词：流阻试验；压力损失系数；油气比；燃烧室；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6.011

Test Study on the Effect of Inlet Condition on Pressure Loss in Combustion Chamber
ZHU Tao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The pressure loss characteristic of the aeroengine combustion chamber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hole engin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inlet air flow parameters on the flow resistance of the combustion chamber袁the
air -blowing test was carried out for the rectangular combustion chamber with triple swirlers. The influence of inlet air flow velocity袁
pressure袁temperature and combustion state on total pressure loss in different combustion chambers were studied.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 of the combustion chamber is proportional to the square of the inlet Mach number. Th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of inlet air flow have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flow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袁and the total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 of combustion
chamber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fuel-air ratio.

Key words: flow resistance test曰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曰fuel-air ratio曰combustion chamber曰aeroengine

0 引言

燃烧室作为航空发动机的核心部件，其工作性能

主要包括压力损失、燃烧效率和出口温升等。现代轴

流式发动机多采用布莱顿循环，假设燃烧室为定压燃

烧，其效率主要由涡轮前温度决定。现代航空发动机

燃烧室的效率可达 99%以上，因此其压力损失就成

为影响整机性能的主要因素。燃烧室的压力损失增加

1%，则会导致发动机推力减小 0.5%，或耗油率提高

0.25%[1]，因此在燃烧室设计时需要尽量减少其总压

损失。一般来说，要减小燃烧室的总压损失，1 个有效

的办法是增加燃烧室横截面积，即减小通过燃烧室的

气流速度，但过小的压力损失对于空气与燃料的掺混

及燃烧均会造成不利影响，需要针对特定发动机使用

特点，在这一矛盾的需求中寻求平衡。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燃烧室的流动特性进行了研

究。Wilfred 和 William 等[2]以等截面 1 维圆管流动为

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外加热源对总压损失的影响，

表明加温比对总压损失的影响随着进口马赫数的增

大而增加，如果在保持相同加温比的情况下要减少总

压损失，则必须降低进口气流的速度；李毅等[3]采用 1

维气体流动理论详细计算了加热阻力，表明采用详细

计算的加热压力损失比经验公式估算的值要大，同时

得到加热导致的总压损失随着气流进口马赫数的增

第 45 卷 第 6 期

2019 年 12 月

Vol. 45 No. 6

Dec. 2019



朱 涛：进口状态对燃烧室压力损失影响试验研究第 6 期

大而增加的结论；丁国玉等[4]研究了进口参数对 3 旋

流燃烧室性能的影响，表明在常温常压下，燃烧室的

总压损失随着进口速度的增大呈线性增加，其总压损

失系数为 0.022~0.042。

以上研究或为理论分析或为常温冷态试验，而关

于燃烧状态下的燃烧室总压损失试验尚未见报道。本

文以 3 头部矩形燃烧室为研究对象，针对不同的进口

气流参数和燃烧状态测量燃烧室的总压损失，可为燃

烧室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试验设备及试验件

试验在某高温高压试验台上进行，试验系统由前

转接段、前测量段、试验件、位移机构、后转接段、喷水

段和测试接口等组成，其原理如图 1 所示。

为了更真实地模拟燃烧室内的气流流动过程，采

用 3 头部的矩形燃烧室，如图 2 所示。其由进口整流

段、燃烧室机匣、火焰筒、喷油嘴等组成，其中在机匣

上、下壁布置引线接口用于参数测量。

扩压器的压力测点布置在 2 股腔道入口处，本试

验采用的燃烧室 2 股腔道内的气流马赫数约为 0.07，

气流静压与总压之比为 0.9966，因此可以将气流静压

近似视为与总压相等，以降低测试成本同时达到适当

精度。

为减少测试装置对进口气流的扰动，在燃烧室进

口参数采用总温总压复合耙；为减少受感部对火焰筒

出口气流的阻塞，出口总压的测量采用高度方向 7 点

的可移动式压力测试耙。

2 试验状态及数据处理方法

2.1 试验状态

为了研究不同进口参数对燃烧室流阻的影响，针

对不同进口气流温度、压力、马赫数及油气比对流动

特性进行测试，具体试验状态见表 1。

2.2 数据处理方法

由于采用 3 头部矩形燃烧室试验件，火焰筒两侧

的壁面会对气流的流动产生干扰，因此在对试验数据

进行处理时舍去靠近侧壁面的半个头部内的测点数

据，即取 3～15 号共 13 个截面的测点数据进行处理，

如图 3 所示。

按照测点等面积分布的原则，出口平均总压为

P4avg=

7

j=1
移 14

i=1
移Pij+

7

j=1
移 P3j+P15j

2
84

（1）

式中：i 为测点水平位置编号；j 为测点竖直位置编号；

Pi 为位于 i、j 处的总压测量值。

3 试验结果及分析

3.1 进口气流马赫数对压力损失的影响

一般可将火焰筒折合成为 1 个气体流动阻力元

件[5]，其出口面积大于进口面积。目前，描述燃烧室流

动阻力的主要参数为总压损失系数[6]

啄= p3

*
-p4

*

p3

* （2）

式中：p3

*
，p4

*
分别为燃烧室进、出口气流总压。

燃烧室进口马赫数对压力损失影响的试验结果

进口温度 /K

300

500

800

进口压力 /MPa

0.4，0.6

0.6

1.2

油气比

0，0.023

0.020，0.024，0.026

马赫数

0.2，0.225，0.26，0.28

0.225，0.28

0.225

表 1 流阻试验状态

图 3 出口总压测点分布

图 1 高温高压燃烧试验设备

前转接段 前测量段 试验件 位移机构 后转接段 喷水段

P4/T4 测量

Ps31 测量
P31 换算T3/P3 测量

4 点总温总压复合耙×2 支

进口流量 W3 测量

图 2 3头部矩形燃烧室

进口整流段

燃油喷嘴

燃烧室机匣

火焰筒

测试引线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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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 所示。

从图中可见，随着进口气流马赫数的增大，燃烧

室的总压损失增加，当来流马赫数从 0.20 增大到

0.28 时，燃烧室的总压损失系数从 0.036 增至 0.076，

其规律为线性增加。根据不可压伯努利方程可知，气

流的流动阻力与其马赫数的平方成正比关系[7-11]，扩

压器和火焰筒的流动损失规律与燃烧室的相似，压力

损失随着气流速度增大而增加，且总压损失系数均与

进口马赫数的平方存在线性关系。扩压器损失和火焰

筒损失占燃烧室总损失的比例如图 5 所示。

从图中可见，尽管随着进口速度的增大，压力损

失不断加大，但是 2 部分的损失比例基本不变，在燃

烧室总压力损失中，扩压器损失占 56%，火焰筒损失

占 44%。本试验件所用扩压器为典型的突扩型扩压

器，其压力损失主要包括前置扩压器的摩擦损失、壁

面附面层损失及突扩段的突扩损失，这几种损失可以

抽象为具有不同损失系数的局部阻力损失，而流体的

局部损失规律一般可以概括为流体速度平方的函数。

同理，火焰筒的压力损失主要包括壁面的摩擦损失、冷

却孔和主燃孔和掺混孔等开孔的阻力损失[12-15]。根据不

可压缩伯努利方程可知，其压力损失与气流速度平方

相关。因此，在扩压器与火焰筒内流动的气流在冷吹风

条件下具有相似的损失模式，其损失比例也基本相同。

3.2 进口温度对压力损失的影响

在进口压力为 0.6 MPa 的条件下，针对进口气流

温度为 300 K 和 500 K 时，分别测量不同来流马赫数

下的燃烧室总压损失，如图 6 所示。

从图中可见，进口气流温度的变化对总压损失的

影响不是很大。一般来说，进口气流雷诺数很大，燃烧

室处于流动的自模化状态，虽然进口温度的提高增加

了气流的黏性，但是对于燃烧室内的气流流态并无影

响。扩压器及火焰筒压力损失的占比如图 7 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自模化状态下的燃烧室扩压器与

火焰筒的流动损失占比基本不受来流温度的影响。

3.3 进口压力的影响

在保证燃烧室进口速度一定的条件下，测得进口

气流总压分别为 0.4 MPa 和 0.6 MPa 时的燃烧室压

力损失如图 8 所示。

从图中可见，进口压力对燃烧室总压损失基本无

影响。进口压力对扩压器及火焰筒的流阻损失分配基

本无影响，如图 9 所示。

3.4 油气比的影响

在进口压力为 1.2 MPa，进口温度为 800 K，进口

马赫数为 0.225 的条件下测得不同油气比对燃烧室

总压损失的影响结果，如图 10、11 所示。

燃料燃烧时相当于给火焰筒内的气流增加了额

外的动量，根据文献[2]的分析，气流的总压损失会随

图 4 不同来流马赫数下的

压力损失

图5 不同来流马赫数下压力

损失占总损失比例

图 6 不同进口气流温度下

的压力损失

图 7 不同进口气流温度下

压力损失占总损失比例

图8 不同来流压力下的燃烧室

压力损失

图9 不同来流压力下的燃烧室

各部分压力损失比例

图 10 不同油气比下的

压力损失

图 11 不同油气比下的压力

损失占总损失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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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加温比的增大而增加。从试验结果可知，燃烧室的

油气比从 0.020 增大到 0.026，燃烧室的总压损失增

加了 5%。

从图 11 中可见，随着油气比的增大，扩压器损失

在整个燃烧室压力损失中的占比逐渐减小，而火焰筒

的损失占比逐渐增大，这是因为燃烧过程仅在火焰筒

中进行，则由燃烧导致的总压损失也主要发生在火焰

筒中，因此其比例随着油气比的增大也即温升的增加

而变大。

在进口气流温度为 500 K、进口压力为 0.6 MPa

的条件下，测得不同燃烧状态下燃烧室总压损失随着

进口马赫数的变化规律，如图 12、13 所示。

从图 12 中可见，在燃烧状态下燃烧室总压损失

比在冷态条件下的有所增加，在本试验条件下其增加

约为 3%，且主要体现在火焰筒的压力损失上，而扩

压器的损失基本不变。从图 13 中可见，燃烧对火焰筒

的压力损失的影响较大，其损失比例增大。

4 结论

针对不同进口气流条件，采用试验方法对燃烧室

的压力损失进行测量，根据试验结果得到以下结论：

（1）燃烧室总压损失系数随着气流进口马赫数的

增大而增加，且与进口马赫数的平方呈线性关系；

（2）扩压器与火焰筒的压力损失规律与燃烧室损

失规律基本相同，可将燃烧室的压力损失视为扩压器

与火焰筒损失的线性叠加；

（3）由于温度升高导致的气流黏性增加，但是对

处于自模态的燃烧室的流动损失特性基本无影响；

（4）燃烧室进口压力对总压损失及压力损失的分

配无影响；

（5）随着油气比增大也即温升的提高，燃烧室总

压损失增加，在本试验条件下增加比例约为 5%，燃

烧时的总压损失相比冷态时增加了 3%，且主要发生

在火焰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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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揭示多级低速压气机静子通道内部流场结构，深入了解引起静子总压损失的机理，提出了使用 2 种探针（2 根 4 孔

探针和 6 根不同长度的 L 型 5 孔探针）同时测量静子进口截面及静子通道内截面的方案，并以某 4 级低速轴流压气机的第 3 级静

子为对象，开展了静子进、出口截面及通道内截面的流场测量。结果表明：在静子通道内的流场结构及涡的发展过程中，叶尖区域的

角区分离不断发展是造成静子通道内总压损失的主要原因；验证了该测量方法在多级低速压气机静子通道内流场测量方面具有工

程应用价值。

关键词：低速轴流压气机；静子；流场测量；角区分离；探针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6.012

Flow Field Measurement in Multi-stage Low-speed Compressor Stator Passages
LIN Xian-qiao, HU Jun, WANG Jia-yu, LI Jun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flow field structure in the the multi-stage low-speed compressor stator passages and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the total pressure loss of the stator, two kinds of probes 渊two four-hole probes and six L-type five-hole probes with
different lengths冤 were proposed to measure the inlet section of the stator and the internal section of the stator passage at the same time.
The flow field measurement of the stator inlet, outlet section and the inner section of the passage were carried out by taking the 3rd stage
stator of a 4-stage low-speed axial compress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rner separation in the tip region is the
main cause of the total pressure loss in the stator passag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flow field structure and the vortex in the stator
passag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measurement method in the flow field measurement is verified in the multi -stage low -speed
compressor stator passage.

Key words: low-speed axial compressor; stator; flow field measurement; corner separation; probe

0 引言

由于固有的强逆压力梯度、强非定常、高度 3 维

性等特点，多级高压压气机的设计研发很困难。要想

进一步提高高压压气机的设计水平，则需要对其内部

的详细流场结构有准确的认知。然而高压压气机后面

级处于高压高温的环境中且具有尺寸小、转速高的特

点，开展其内部流场的详细测量难度大，周期长，成本

高[1]，因此通常采用低速模拟试验的方法来模拟高压

压气机被模拟级的主要流动特征。

针对高压压气机的低速模拟，美英等国家做了大

量工作，技术较为成熟。GE 公司的 Wisler[2-3]对 E3 高

压压气机出口级进行低速模拟，推动了 E3 高压压气

机的发展；英国的 Lyes 等[4-6]对 5 级高压压气机 C147

的第 4 级开展了低速模拟试验，证实了试验的可靠

性。在国内，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提出用于高压压气机

低速模拟的“模拟准则”[7-8]，并通过多轮低速模拟试验

验证了该“模拟准则”的正确性[9-11]。低速模拟试验是

揭示高压压气机内部流场结构和总压损失机理，检验

高压压气机设计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而低速压气机

内部流场的测量技术与测量水平又是决定低速模拟

试验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发展能够准确获得低

第 45 卷 第 6 期

2019 年 12 月

Vol. 45 No. 6

Dec. 2019



林显巧等：多级低速压气机静子通道内流场测量第 6 期

速轴流压气机模拟级的性能参数，深入了解压气机内

部流场细节及主要损失机制的测量方法尤为重要。4、

5 孔探针等气动探针结构简单，操作便捷，能够得到

测量点总压、静压、速度矢量等多个流场参数，在现阶

段叶轮机械 3 维流场测量中被广泛采用。Gilarranz J

L[12]使用 1 根 5 孔探针对 1 台多级离心压缩机的级间

流场进行测量，并与 CFD 计算结果进行比较；

Lakshminarayana B[13]使用 1 根微型 5 孔探针对 3 级轴

流压气机的第 2 级静子出口进行流场测量，得到出口

处速度、压力等参数的分布；闫久坤[14]建立了 1 个 5

孔探针测量系统，并将其应用于压气机级间参数测

量；张晓东[15]利用 5 孔探针对涡轮导向器出口流场进

行测量，发现端区流场存在较强的旋涡结构。

现阶段气动探针多用于叶轮机械叶片进、出口截

面的流场测量，而关于气动探针在叶片通道内流场测

量上的应用鲜有文献报道。多级低速压气机静子叶片

尺寸较大，允许具有较长尺寸探头的 L 型 5 孔探针在

通道内移动，本文发展了 1 种能够深入了解低速压气

机静子通道内的流场细节及主要损失机制的测量方

法（即使用 1 根 4 孔探针和 1 根 L 型 5 孔探针同时对

静子进口截面和通道内某个轴向截面进行测量），并

完成了某 4 级低速轴流压气机的第 3 级静子进、出口

及通道内截面的 3 维流场测量。

1 试验对象及测量设备

1.1 低速压气机试验台

试验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4 级低速轴流压气机

试验台上进行，试验台（如图 1 所示）由进口喇叭口、

进气管道、整流罩、压气机试验件、蜗壳、电机、电动阀

门、排气管道、支撑小车等部件组成。试验所用压气

机为带进口导向叶片的 4 级重复级低速压气机，模

拟级为压气机的第 3 级，进口导向叶片、转子、静子

的叶片数分别为 60、64、84。该压气机的设计转速为

900 r/min，转速的控制精度为±1 r/min。

1.2 位移机构

为了测量各截面不同位置处的流场参数，需要通

过 1 个位移机构来带动测量探针。位移机构具有 3 个

自由度，既可以带动探针上下或者左右移动，也可以

带动探针绕自身轴线转动。其上下、左右的行程均为

150 mm，重复定位精度为±0.1 mm，旋转角度为

360毅，精度为 0.1毅。该位移机构如图 2 所示。在压气机

机匣上每个叶排的出口

都有 1 个位移机构安装

座，测量时把位移机构安

装在安装座上，然后控制

位移机构带动探针移动，

此次试验仅使用第 3 级

转子和静子后的位移机

构安装座。

1.3 测量探针及压力采集装置

为了测量静子进、出口截面及通道内不同轴向截

面的气动参数，依据静子的轴向弦长和位移机构安装

座与静子尾缘之间距离，设计了 2 根相同结构的 4 孔

探针和 6 根含有不同长度探头的 L 型 5 孔探针，具体

结构如图 3、4 所示。

由于 5 孔探针锥形探头的直径 d=3 mm，其横截

面积只占叶片通道面积的 0.47%，因此 5 孔探针对静

子通道的堵塞可以忽略，满足测量要求。

4、5 孔探针的标定均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平

面叶栅风洞上进行，具体的标定流程及方法见文献

[11]，探针角度的测量精度约为±1毅，压力的测量精度

约为±0.2%。

在试验过程中，各测量孔的压力由 DTCnet 差压

式压力扫描阀系统采集，该系统尺寸小，响应快，可靠

性好，压力测量精度为量程的±0.05%，即±3.5 Pa。

2 试验测量方案

2.1 静子进、出口截面测量

由于相邻叶排之间轴向间隙小，考虑到采用 5 孔

图 2 位移机构及安装座

图 3 4孔探针结构 图 4 5孔探针结构

图 1 低速轴流压气机试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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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第 3级静子总压损失

系数径向分布

图 8 第 3级静子扩散因子

径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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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针对模拟级静子进口（模拟级转子出口）进行测量

容易产生安全隐患，故静子进、出口截面的流场测量

统一使用位移机构带动 4 孔探针来完成。

静子出口截面周向布置 19 个测点，径向布置 18

个测点，总测点数为 342 个，如图 5 所示。由于端壁区

域的流场变化较剧烈，为了获取端壁处的流场细节，

对上下端壁附近的测点区域进行加密。考虑到安全因

素，探针需与转轴留有一定间隙，因此径向测点分布

为 6.7%~98.9%叶高，周

向测量范围为 1 个静子

叶片栅距。根据文献[8]中

的结论，下游静子的势扰

动可能引起转子出口稳

态测量值的周向不均

匀，在测量转子出口（静

子进口）的流场时，不只

是测量 1 条径向线，也

按照图 5 的测点分布进

行测量。

由于探针的偏航角和俯仰角标定范围皆为±30毅，
且偏航角和俯仰角在±12毅的范围内，探针的精度更

高[11]，为了减小探针与气流之间的夹角，获取更准确的

测量值，探针在安装时需要给定预偏角。通过 2 维通

流设计结果可知，在设计点时，转子出口的绝对气流

角沿径向的分布值均在 55毅附近，因此给定探针的预

偏角为 55毅。同理，在测量静子出口截面时，给定探针

的预偏角为 25毅。
2.2 静子通道内不同截面的流场测量

与静子进、出口截面测量类似，静子通道内的测

量通过位移机构带动 5 孔探针进行。对于每个轴向测

量截面，分布 342 个测点（19×18），上下端壁测点区

域也进行加密。由于静子通道两侧静子叶片的限制及

L 型 5 孔探针的探头具有 3mm 的直径，静子通道内

各轴向截面的测量范围会比进口截面的测量范围小。

静子通道内各测量截面的相对轴向弦长位置见表 1，

各测量截面在静子通道内

的分布如图 6 所示。从图中

可见，静子通道内的测量区

域占据静子通道的 70%。

在课题组此前的低速

试验过程中，静子通道内

截面与静子进口截面的数

据不是在同一次试验中测

得，因而会出现 2 个测量

截面所处状态点不完全一

致的情况（包括流量系数

和转速等参数存在微小偏

差），在计算总压恢复系数

等需要 2 个截面数据得出的参数时，需要通过修正方

法去修正一些截面的参数，给结果带来误差。

因此，为了更为准确地获取静子通道内各轴向截

面的总压恢复系数分布，与文献[11]不同，在对静子通

道内每个轴向截面进行测量的同时，也对静子进口截

面进行测量。在测量过程中，2 种探针在不同叶片通

道内，前后探针之间不会相互干扰。

3 试验数据分析

3.1 进、出口截面流动参数径向分布分析

将 4 孔探针测得的静子进、出口截面同一径向位

置各测点的流场数据进行周向质量平均处理，得到各

参数沿径向的分布。

在设计流量系数下静子总压损失系数沿径向的

分布如图 7 所示。图中红色线为试验测量值，蓝色线

为 S2 设计值。从图中可见，静子的损失主要集中在叶

尖 60%相对叶高以上的区域，在该区域试验值均高

于设计值；而对于 60%相对叶高以下的区域，总压损

失系数变化平缓，试验值与设计值较为贴合。静子叶

尖损失大与一定程度的分离有关，试验所获得的扩散

因子分布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静子叶尖的扩散

表 1 静子通道内测量截面的相对轴向弦长位置

截面
相对轴向弦长

位置 /%
截面

相对轴向弦长

位置 /%

S1 30 S4 75

S2 45 S5 92

S3 61 S6 103

图 6 第 3级静子通道内测量

截面分布

图 5 静子进出口截面测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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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第 3级静子通道内各

测量截面的轴向涡量分布

图 13 第 3级静子通道内各

测量截面的总压恢复系数分布

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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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第 3级静子通道内各

测量截面的马赫数分布

图 11 第 3级静子通道内各

测量截面马赫数径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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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明显高于根部，这是造成叶尖损失较大的原因。

S2 设计的扩散因子大致呈现“C”型分布，两端数值与

中径处较为接近，对比试

验结果，S2 设计过高估计

了根部的扩散因子。

在设计流量系数下静

子攻角试验值与 S2 设计值

的径向分布的对比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S2 设计

时静子叶尖和叶根采用负

攻角设计，而试验测量值只

在 60%相对叶高以下区域

与设计值比较吻合，在 60%

相对叶高以上由于进口存

在一定的流动堵塞而使气

流轴向速度有所减小，攻角

增大，从而使损失增大。

3.2 静子通道内试验数据分析

马赫数在静子通道内不同测量截面的分布及马

赫数在各测量截面的径向分布曲线分别如图 10、11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大部分区域流体的流动情况都

比较好，从进口到出口能够体现静子减速增压的作

用。从第 3 个截面（61%相对轴向弦长位置）开始，在

静子叶片吸力面与外机匣所形成的角区附近出现了

尺度较小的低速区，且该区域的马赫数变化梯度较

大，表明在此位置静子吸力面的角区分离已经形成。

随着向下游的发展，低速区的范围不断增大，在出口

截面上低速区的范围发展到最大，低速区的范围约占

叶高的 40%。角区的分离流在离开静子通道后会与

尾迹、主流进行掺混，造成更大范围的低速区，带来很

大的总压损失。

定义轴向涡量

赘= 坠Vy坠x
- 坠Vx坠y

（1）

式中：Vx、Vy 分别为空气的绝对速度在水平和竖直方

向上的分量。

在设计流量系数状态下试验测得的低速压气机

第 3 级静子叶片通道内各截面轴向涡量分布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测量截面的上方区域出现 1 个

通道涡，随着向下游的发展，该通道涡的影响范围逐

渐增大，涡核紧贴外机匣。由于静子叶片吸力面附面

层逐渐增厚，同时受到逆压力梯度影响，从第 3 个截

面开始，吸力面与外机匣形成的角区发生流动分离，

形成 1 个与通道涡旋向相反的角涡。随着向下游的推

进，该角涡不断与主流发生掺混，尺度随之增加，并且

不断排挤附近的通道涡，使通道涡向叶中吸力面区域

发展，增大了通道涡的径向范围。在角涡推动通道涡

的过程中，由于 2 个涡的旋向相反，在 2 个涡的接触

面上会有很强的能量耗散，造成很大的总压损失。

根据静子进口截面测量所得到的总压径向分布

及静子通道内各轴向截面测量得到的总压，给出设计

点流量系数状态下静子通道内各截面的总压恢复系

数分布，如图 13 所示。总压恢复系数能直接反映流场

中的总压损失，静子通道内的 60%相对叶高以下区

域流动状态较好，因而呈现很好的总压恢复能力。从

第 1 个截面开始，叶尖就出现 1 个总压损失区，随着

向下游发展，总压损失区的径向范围越来越大，这与

图 12 中通道涡的发展趋势一致。对于静子通道内每

个轴向截面，总压损失区的径向范围会比高涡量区的

略大，这是因为上通道涡、上端壁附面层会与主流掺

混，增大总压损失区的范围。从第 3 个截面开始，叶片

吸力面与机匣构成的角区出现了蓝色的高损失区，其

图 9 第 3级静子攻角

径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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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与图 10 中分离区域的发展过程一致，说明

叶尖角区分离的不断发展是造成叶尖区域总压损失

的主要因素。

从图 10、12、13 中可见，从第 3 个截面开始，叶片

吸力面与机匣构成的角区发生分离，随着向下游发

展，角区分离流与主流之间不断掺混，造成低速区、高

损失区的径向范围不断增加；在出口截面上，低速区

和高损失区的范围达到最大，径向范围为 60%相对

叶高以上；在 60%相对叶高以下区域，静子通道内流

体流动状态良好，没有低速区、高涡量区、高损失区，

这与图 7 示出的静子径向总压损失分布一致。

4 结论

本文使用 2 根 4 孔探针和 6 根 L 型 5 孔探针完

成了多级低速压气机第 3 级静子进、出口及通道内截

面的流场测量，得到如下结论：

（1）模拟级静子通道内损失主要集中在叶尖区域，

角区分离的不断发展是造成总压损失增大的最主要

因素。

（2）静子通道内截面的测量揭示了流场的结构及

涡的发展过程，证明了本文提出的测量方法在多级低

速压气机静子通道流场测量方面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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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某发动机交付试车检查高压导叶控制规律时，在转速上升和下降过程中出现导叶控制规律偏差大的情况，通过对

高压导叶控制原理和试车数据分析，得出高压导叶控制系统负载力为影响偏差的主要因素。利用地面试验设备，采用对顶缸加载方

式，开展负载力对导叶控制偏差影响试验，复现了发动机试车过程中控制规律偏差问题。试验结果表明：负载力越大，导叶控制偏差

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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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he control law of the high-pressure guide vane was checked for a certain engine delivery test run, the deviation of

the guide vane control law was large during the rising and falling of the rotating spe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rol principle of the
high pressure guide vane and the test run data,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load force of the high pressure guide vane control system wa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deviation. By using the ground test equipment and the loading mode of the top cylinder, the influence test of the
load force on the control deviation of the guide vane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problem of the deviation of the control law was reproduced
during the engine test run.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eater the load force is, the greater the control deviation of the guide vane is.

Key words: load Force曰high-pressure guide vane曰deviation曰test; load曰aeroengine

第 45 卷 第 6 期

2019 年 12 月

Vol. 45 No. 6

Dec. 2019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的工作过程是复杂的气动热力过程，

在其工作范围内随着发动机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状态

的变化，发动机的气动热力过程将发生很大变化。为

了保证压气机工作的稳定性以发挥发动机的最优性

能，需对高压压气机进口可调静子叶片角度进行实时

的控制。通过对叶片角度的调整，可以优化压气机的

工作特性，提高发动机的喘振裕度，同时也对发动机

的性能提升有积极影响。目前国内外常见的航空发动

机控制系统包括机械液压式控制系统、带机械液压备

份的全权限数字式电子控制系统以及不带液压备份

的全权限数字式电子控制系统等[1-2]。机械液压式控制

系统采用机械液压式调节器加模拟式综合电子调节

器共同控制发动机的可控变量。某型发动机采用的就

是此种类型的控制系统，此种控制系统易于实现，可

靠性较高，能够保证发动机在一定使用范围内具有较

好的性能。但受控制系统特性影响，无法实现复杂的

控制计划和控制规律，因此在使用过程中也暴露了一

些问题。

在某航空发动机交付试车过程中，按试车程序要

求对高压导叶控制规律进行检查，发动机状态由慢车

缓慢升至中间状态，然后慢拉油门杆使发动机状态由

中间状态缓慢降至慢车状态，此过程中记录高压导叶

角度控制规律一致性，要求控制规律相差不大于 1毅。
但在实际交付试车时多台份发动机出现控制规律偏

差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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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某发动机高压导叶控制原理[3-5]，利用地

面试验设备，采用对顶缸液压加载的方式，开展负载

力对高压导叶控制偏差影响研究[6-12]。

1 高压导叶控制原理和偏差情况

主燃油泵调节器齿轮泵后压力 Pn 为驱动高压导

叶作动筒工作的油源压力，P0 为低压回油压力；导叶

控制系统平衡时，活门处于中立位置。换算转速变化

时，换算转速形成杆将换算转速信号转化为高压活门

的位移，高压活门移动，从而改变导叶作动筒有杆腔

和无杆腔的压力，推动作动筒运动；反馈钢索与导叶

作动筒连接，作动筒运动带动反馈凸轮转动，将高压

活门拉回至中立位置，导叶在新的位置平衡，实现导

叶角度按换算转速变化的控制规律[13-14]。高压角度控

制系统结构原理如图 1 所示。

在对某发动机按程

序检查高压导叶转速上

升和下降过程的控制规

律一致性时，出现角度偏

差大的问题，最大相差约

3毅，如图 2 所示。

2 负载力对高压导叶控制偏差影响理论分析

主泵高压活门组件为活门衬套组成结构，衬套窗

口宽度大于活门台肩宽度，可以视为对称式正开口 4

边滑阀结构（图 1），对高压活门进行理论计算[15-17]。

当高压活门处于中立位置时，工作介质由节流口

1、2 流入，由节流口 3、4 流出，无介质流入作动筒。假

设活门有正向位移 y（定义向右方向为正），则节流口

2、3 开大，节流口 1、4 关小，此时通过 4 个节流口的

流量分别为

qv,1=滋A 1
2
籽（Pn-Pw）姨 =滋b（e-y） 2

籽（Pn-Pw）姨
qv,2=滋A 2

2
籽（Pn-PY）姨 =滋b（e+y） 2

籽（Pn-Pw）姨
qv,3=滋A 3

2
籽（P 无 -P0）姨 =滋b（e+y） 2

籽（Pw-P0）姨
qv,4=滋A 2

2
籽（PY-P0）姨 =滋b（e-y） 2

籽（PY-P0）姨
式中：qv 为通过截流口的流量；滋 为流量系数；b 为窗

口宽度；e 为开口量；Pn 为油源压力；PW 为无杆腔压

力；PY 为有杆腔压力。

由于高压活门为对称式 4 边滑阀，所以有

qv,1=qv,4，qv,2=qv,3

可得

Pn+P0=PY+Pw

令

PL=Pw-PY，qv,L=qv,3-qv,1=qv,2-qv,4

得

Pw=
Pn+P0+PL

2
，PY=

Pn+P0-PL

2

则

qv,L=滋b（e+y） 1
籽（Pn-P0+PL）姨 -滋b（e-y） 1

籽（Pn-P0-PL）姨
在系统稳定或缓慢推拉的准稳态过程，可认为

qv,L=0，则有

PL=-
2ey
e2+y2（Pn-P0）

可知，负载力大小影响高压活门开度，最终影响

高压导叶角度控制偏差。

3 高压导叶控制偏差试验

3.1 试验器改造

在原有地面试验设

备基础上，设计增加对

顶缸液压加载系统和反

馈机构，如图 3 所示。

3.2 试验设计

给定主燃油泵调节器进口温度为 15 ℃；根据

发动机实际试车数据，通过调整主燃油泵调节器输

入的 P31 压力给定主泵齿轮泵后压力与发动机相

当，作为导叶驱动油源压力；在转速上升阶段对作

动筒给定正向载荷，转速下降阶段对作动筒给定逆

图 1 高压角度控制系统结构原理

图 3 改造后试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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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压导叶控制角度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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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载荷，模拟发动机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的载荷换向

情况，在试验过程中给定不同的发动机转速，记录

齿轮泵后压力、作动筒有杆腔 / 无杆腔压力、加载

作动筒有杆腔 / 无杆腔压力、高压导叶反馈刻度盘

角度等试验数据。

3.3 试验程序和结果

按如下程序开展试验：

（1）将主燃油泵调节器气源压力调为 3 MPa；

（2）给定负载力为 1000 N；

（3）对试验点逐渐提高主泵给定转速，试验结果

数据见表 1；

（4）记录每个转速点对应的主泵导叶角度反馈刻

度盘对应的角度值；

（5）给定负载力为 -1000 N，按表 1 要求试验点

逐渐降低转速，记录主泵导叶角度反馈刻度盘对应的

角度值；

（6）调定主燃油泵调节器气源压力分别为 4 、6

MPa，重复步骤（2）～（5）。

表 1 试验数据

1000 -1000 3000 -3000 1000 -1000 3000 -3000 1000 -1000 3000 -3000

上行 下行 上行 下行 上行 下行 上行 下行 上行 下行 上行 下行

4103 16 16.5 16 16 16 15.5 17 16 17 14 17

4396 20.5 22 20 21 21 22 20.5 22 20.5 22 18 22

4689 26.5 27 26 27 26.5 27 26 28.5 26 28 24 28

4982 34 35 34 35 34 35 33.5 36 34.5 34 32 35

5275 43 45 41.5 44 44 45 43 45.5 43 44.5 40 45

5334 45 46 44.5 46 45 46.5 45 47.5 45 46 42 47

5392 47 46 47 49 46 49 46.5 44 49

5451 48.5 50 48 50 49 48 52 49 50 46

5509 50 53 50 52.5 51.5 54 50.5 54 51 52 47.5 54

5568 54 56 53 56 53.5 57 52.5 58 53 50 58

5627 57 55 59 57.5 60 55 61 56 59 51 60

5744 61.5 60.5 64 62 64 62.5 64 62 64 57 64

5861 66 67 65.5 66.5 67 67.5 66 68.5 66 63.5 68

大差值

N2r

P22max/MPa

6 6 4 4 3 3

F/N

3 3 4 4 3.5 3.5 6 6 3 3 8 8

通过表 1 数据可得如下结论：

（1）负载力能够导致高压导叶控制规律出现偏

差，正向负载使高压导叶制规律偏关，逆向负载使高

压导叶控制规律偏开；

（2）在相同试验条件下，载荷越大导叶偏差越大，

±1000 N 负载条件下的控制偏差约为 6毅；
（4）在相同试验条件下，泵后压力（导叶驱动油源

压力）越高，导叶控制规律偏差越小，泵后压力由 3 MPa

提高到 6 MPa，导叶控制规律偏差可减小 8毅。
4 结束语

对某型发动机高压导叶控制原理计算，并在试验

器上通过液压加载的方法验证了负载力对高压角度

控制系统偏差的影响方向和量值，为在发动机实际交

付试车时出现的控制规律偏差大问题的排查和改进

设计提供了数据支撑。根据试验结果和理论分析，提

高主燃油泵齿轮泵后压力，即提高导叶控制系统的输

入油源压力，有助于减小控制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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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量化评估冷气掺混对高压涡轮性能的影响，综合分析现有设备能力，采用动量比相似的模拟方法，在 2 个结构和测

试布局相同，但叶片分别为实心叶片和气冷叶片的涡轮上进行对比试验，并借此开展冷气流量、气膜孔位置因素对涡轮性能影响的

试验研究。结合试验数据对比分析不同的效率计算方法，确定有效效率为气冷涡轮效率的计算方法。试验结果表明：涡轮性能随冷

气流量的增加逐渐恶化，作功能力逐渐下降，效率降低幅度呈先减小后增大趋势；从前缘至尾缘，冷气越靠后进入主流道，气体能量

利用率越低，涡轮效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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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Test Study of Air-cooled High-pressure Turbine
CHEN Qiang袁HAO Sheng-chun袁DING Jian袁MA Yong-feng袁CAI Yan-shua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quantify and estimate the influence of cooling air mixing on the performance of high-pressure turbine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e the existing equipment capacity袁based on simulation method with similar momentum ratio袁 comparative tests were
carried out on two turbines with the same structure and test layout袁but with solid blades and air-cooled blades袁respectively. Test study on
the effect of cooling air flow rate and film orifice position on turbine performance were carried out. Combined with the test data袁different
efficiency calculation method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袁and the calculation method which the effective efficiency was air -cooled
turbine efficiency was determined.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turbine performance degrades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cooling air flow
rate袁and the working capacity decreases gradually袁and the efficiency decreases at first and then increases. From the leading edge to the
trailing edge袁the more backward the cooling air enters the main channel袁the lower the air energy utilization rate is袁and the lower the turbine
efficienc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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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航空发动机涡轮前温度的不断提高，对涡轮

叶片冷却提出了更高要求，冷却叶片的结构越来越复

杂，高压涡轮导向叶片和工作叶片的表面气膜孔也相

应增加。大量的冷气射流与主流气体掺混，势必对涡

轮气动性能产生影响[1]。自 20 世纪以来，国外学者针

对冷气射流掺混对涡轮流场和气动性能的影响开展

了大量研究[2-5]。目前国内在气冷涡轮气动设计验证方

面已经开展过一些平面叶栅或环形叶栅试验，而气冷

涡轮部件性能试验并不多见，冷气掺混在涡轮级性能

变化中的实际表现也不十分明确[6-8]。对于新设计的气

冷涡轮，有必要通过试验验证的方法进行量化评估。

同时，目前不同的研究机构对气冷涡轮的效率定义

不明确，也不统一。对同一涡轮，采用不同的效率定

义方法计算出的效率差别很大，给量化评估带来极

大困难。

本文以某气冷高压涡轮为研究对象，采用冷气射

流动量比相似的模化方法，进行气冷涡轮性能评估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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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并在气冷涡轮上开展冷气流量因素、气膜孔位置

因素的影响研究。此外，还分析了 3 种气冷涡轮试验

数据处理方法的特点。

1 试验总体思路

1.1 试验模拟方法

在地面试验中试验涡轮一般选择与原型涡轮尺

寸一致，因此满足几何相似。在气动相似方面许多有

关涡轮的文献[1，9-10]中都给出涡轮性能试验的相似准

则，即在雷诺数相同或雷诺数自模化（Re≥1.8×105）

时，保证换算转速 n/ T *姨 和总压膨胀比 仔T
*
相同，就

能保证涡轮流动相似。该相似准则所考虑的是无冷气

涡轮试验的气动相似问题，文献[11]认为在无冷气涡

轮模拟试验准则基础上，增加主流与冷气的流量比

Kw、温度比 K t 与原型涡轮一致，可满足气冷涡轮模拟

试验气动相似。而受试验设备能力的限制，在中温中

压模拟试验中原型涡轮温度比 K t 远高于试验涡轮

的。虽然文献[11]提及温度比所产生的影响较小，但该

影响目前仍有待试验验证。

在冷却气对主流掺混产生的气动效应方面，

Holdeman 等[12]研究认为动量比 J是对气动性能产生

影响的主要参数，也是流场结构的决定因素。Osnaghi

等[13]研究也表明，产生流动损失的关键因素是动量

比。保持流量比 Kw 和温度比 K t 相似即可保证主流与

冷气的动量比相似[14]。由于试验状态温度比与原型涡

轮的相差较大，仅流量比相似，动量比会产生严重偏

离，冷气的吹离覆盖等特性都会有很大差异。因此本

气冷高压涡轮模拟试验选择的相似参数为 Re、换算

转速、膨胀比、冷气与主流动量比 J
J=Dr*（V j /Um）2 （1）

式中：Dr 为密度比；V j 为冷气速度；Um 为主流速度。

由于发动机状态涡轮设计主流温度、冷气温度为

定值，试验器的主流温度和冷气温度基本固定。近似

认为总温比与静温比相同，重新匹配冷气流量比即可

保证试验状态动量比与发动机状态相同。

1.2 试验研究方案

1.2.1 冷气掺混影响的量化评估

冷气掺混对高压涡轮性能的影响一直是涡轮气

动设计领域的难题。气冷涡轮的性能不仅取决于涡轮

主流道的气动完善程度，还取决于冷却系统的设计水

平。通过试验对比无冷气涡轮和有冷气涡轮性能是量

化评估冷气引入对涡轮性能带来影响的有效手段。但

是，由于气冷叶片表面的气膜孔容易导致气流的串

流，而使二次流损失增加，在气冷涡轮试验中简单将

冷气停供而得到的涡轮性能并不能代表该涡轮主流

道的气动性能结果。因此本试验采用同一气动方案的

高压涡轮无冷气级性能试验和有冷气级性能试验的

方式对冷气掺混影响进行量化评估。试验中无冷气涡

轮的结构、测试布局与有冷气涡轮的完全一致，只是

将气冷叶片换为相同叶型的实心叶片。

1.2.2 涡轮特性变化规律获取

针对不同的冷却需要，不同的发动机叶片所需的

冷气量并不相同，而不同冷气量下涡轮的性能表现有

很大差别。在低冷气流量条件下，排入的冷却空气量

达到 1%燃气流量时，将导致涡轮效率降低 1%[15]。在

模拟试验中若能获取涡轮一定流量比 Kw 范围内的涡

轮特性变化规律，将对冷气匹配设计有极大参考价

值。因此试验将测取相同换算转速、总压膨胀比下不

同冷气量状态的涡轮特性参数。

1.2.3 气膜孔位置因素影响获取

对比国内各型高压涡轮，本涡轮气膜孔排数比第

3、4 代发动机增加 1 倍以上，而且在叶背型线上增加

了大量气膜孔。气膜出流引起的气动损失随气膜喷射

孔在叶型上的位置不同变化很大，气体可用能差别也

极大[16]。因此，需在级性能试验件上开展气膜孔位置

因素对冷气掺混的影响研究，现方案是对高压涡轮导

向叶片内部冷气腔进行分区，并对各区域冷气实施单

独控制。在试验中保持涡轮进、出口等参数不变，分别

在各腔通以等量的冷却气，测取不同导叶冷气腔供气

状态下涡轮性能差异。

1.3 数据处理方法

1.3.1 国内数据处理方法

综合分析国内已开展的气冷涡轮试验验证研究，

关于气冷涡轮效率定义

方法主要有初始效率和

有效效率。

单级涡轮气体流路

如图 1 所示。图中 0 表

示涡轮入口截面，41 表

示涡轮导叶出口截面，2

表示涡轮出口截面，A、B

分别表示涡轮导叶、动 图 1 单级气冷涡轮气体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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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的冷却气体，a、c 表示涡轮缘板的冷却气体，b 表示

涡轮盘轮缘的封严气体。

初始效率常见于试验标准，主要面向工程应用，

把气冷涡轮简化为只有 1 股气流的无冷却涡轮。不同

的机构简化又有所不同：有的简化为导向器出口气流

为主气的无冷却涡轮，即采用 浊T41；有的简化为导向

器喉部气流为主气的无冷却涡轮，即采用 浊T4a。

浊T41=
NT

W 41
k

k-1 RT41

*
（1-1/仔T

* k-1
k
）

（2）

浊T4a=
NT

W 4a
k

k-1 RT4a

*
（1-1/仔T

* k-1
k
）

（3）

式中：NT 为轴功；R 为气体常数；仔*

T为膨胀比；k 为比

热比；W 41 为主流流量与转子叶片前冷气流量之和；

W 4a 为主流流量与导向叶片喉部前冷气流量之和；T41

*

为转子进口总温；T4a

*
为导向器喉部总温。转子进口总

温、喉部总温均利用加权公式计算获得。

Cp4iT4i

*
=
W 0Cp0T0

*
+

n

i=1
移W ciCpciTci

*

W 0+
n

i=1
移W ci

（4）

式中：Cp4i 为混合后比定压热容；T4i

*
为混合后温度；W 0

为主流流量；Cp0 为主流比定压热容；T0

*
为主流温度；

W ci 为各路冷气流量；Cpci 为冷气比定压热容；Tci

*
为冷

气温度。

有效效率 浊TH 定义为

把涡轮作为 1 个由热能

转变为轴功率的“黑匣

子”，输入“黑匣子”的是

主流的能量和多股冷气的

能量。所有这些能量流都有

从各自的总压 Pi
*
等熵膨胀

到涡轮出口压力 P2
*
的作功

能力。有效效率焓熵如图 2 所示。

浊TH=
NT

W 0（h0

*
-h2s

*
）+

n

i=1
移W ci（hi,0

*
-hi,2s

*
）

（5）

式中：h0

*
为进口总焓；h2s

*
为出口总焓；hi,0

*
为冷气入口

总焓；hi,2s

*
为冷气出口总焓。

1.3.2 国外数据处理方法

国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关于气冷涡轮效率

的定义问题也有多种说法。其中广泛被设计人员使用

也最为经典的气冷涡轮定义由 Hartsel[17]给出，即所谓

的“哈特塞尔效率”，其计算方法与国内的有效效率算

法基本一致。

哈特塞尔效率并不考虑主流与冷气掺混的影响，

对此，Young 及 Horlock 等[18]又假定主流与冷气先经

过掺混后再进入涡轮作功，并给出 3 种不同假设掺混

过程的效率定义方法，而且认为质量 - 压力加权的

“Weighted-Pressure”方法（简称 WP 方法）较为准确。

计算公式为

浊WP-mix=
NT

W 0+
n

i=1
移W ci（h0,m

*
-h2s

*
）

（6）

式中：h0,m

*
为冷气与主流掺混后的总焓。

WP 方法假设冷气与主流先在各自的压强下进行

热交换再经过等温可逆过程掺混，掺混后的温度 Tm

*
、

压力 Pm

*
由式（7）、（8）确定，并以此计算掺混后的总焓

（1-准）
Tm

*

T0

*乙 Cp0（T）dT+
i
移（准i

Tm

*

T0

*乙 Cpci（T）dT）=0 （7）

Pm

*

P0

* =
i
仪 Pci

*

P0

*蓸 蔀 准iRc

R0

（8）

式中：准i 为各股冷气所占的质量分数；准 为总冷气质

量分数；P0

*
为主流压力；Pci

*
为冷气压力；R0 为主流气

体常数；Rc 为冷气气体常数。

2 试验装置及试验件

2.1 试验装置

试验采用的动力涡轮试验器是 1 个宽流量、大膨

胀比范围，并具备多路冷气可调及叶尖间隙主动控制

等能力的综合试验器，由主气、冷气、加温、燃油、滑

油、水等系统及水力测功器、扭矩测量仪等主要设备

组成。试验器参数见表 1。

2.2 试验件

试验采用单级、单转子高压涡轮级性能试验件，

其尺寸为发动机原型涡轮冷态尺寸，主要由前承力机

匣组件、进气机匣组件、进口测量段、高压涡轮导向

图 2 有效效率焓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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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高压涡轮转子组件、出口测量段、排气机匣组件、

封严篦齿、冷气集气腔等零部件组成。

由于要在级性能试验件上开展气膜孔位置因素

影响研究，试验件导向叶

片的各冷却腔单独供气，

互不影响。导向叶片供气

结构如图 3、4 所示。每个

集气腔通过机匣上的通气

孔与导向叶片的各冷却腔

连通；供气管路、集气腔与

叶片冷却腔一一对应，各

腔之间用隔板分隔，防止

集气腔之间冷气互相泄

漏，以确保导叶各腔的供

气路径相互独立。每个供

气管路上都设置有冷气调

节及测量设备。

涡轮设计状态冷气流量与进口流量之比约为

9%，由于试验温度较低，换算后的冷气流量将占进口

流量的 11.5%，导向器各腔冷气流量范围为 0.4~1.2

kg/s。针对大流量的冷气需求，在试验件设计时需详

细考虑并计算冷气流通过程中各截面的有效流通面

积，防止出现冷气量供应不足的问题。

2.3 测试布置

为了准确测取涡轮部件的气动特性，采用

ET5000HS 扭矩测量仪测量试验件输出扭矩和转速，

精度分别为±0.2% FS、±0.04% FS，其余试验测试系

统相关参数见表 2。

高压涡轮试验件测量参数分布如图 5 所示。在涡

轮进口截面（0-0、0’-0’截面）布置涡轮进口总压、总

温和内外壁静压测量；在导向器出口截面（1-1 截面）

布置内外壁静压测量；在涡轮出口截面（2-2、2’-2’

截面）布置涡轮出口总压、总温、气流角和内外壁静压

测量；在主进气管道布置

流量孔板测量主进气流

量；在空气系统各腔布置

压力、温度测量，并对导

叶各腔冷却气、动叶冷却

气进行流量测量布置。

3 试验结果分析

3.1 效率评估方式分析

涡轮变冷气量试验

的结果如图 6 所示。从图

中可见，不同计算方法得

到的涡轮效率差异较大，

在 Kw=9.8%时，效率相差

近 0.05。同时随着冷气流

量增加涡轮效率呈现不

同的变化规律。

（1）以 浊T4a 评价涡轮性能，随着冷气量增加涡轮

的气动特性明显变好。其主要原因是在这种简化处理

中仅考虑了导叶喉部截面前流入主流道冷气的可用

能，而从喉部后流入的冷气仍然能够作功，总冷气量

越大计算中被忽略的能量就越大。

（2）以 浊T41 评价涡轮性能，随着冷气量增加涡轮

的气动特性变化不大。其原因是以 41 截面参数简化

的无冷气涡轮，虽然导叶冷气都算进来了，当冷气温

度和主流温度相近时，41 截面温度随冷气量增加变

化并不明显。

（3）以 浊TH 评价涡轮性能，随冷气流量增加涡轮

效率逐渐降低。其原因是等量冷气压力势能明显高于

主流的，但由于入射掺混问题，其能量利用要低于主

流的，所以冷气量越大计入的膨胀功就越高，而实际

作功能力反而越低，计算出的效率就越低。

（4）以 浊WP-mix 评价涡轮性能，随冷气量增加涡轮

效率也逐渐降低，降低幅度相比 浊TH 计算进一步增

大。这是因为这种计算方法对冷气和主流的掺混方式

进行了假设，在计算掺混后气体总焓时，低温比试验

参数

涡轮进气流量 /（kg/s）

涡轮进气温度 /K

涡轮进口压力 /MPa

涡轮出口压力 /MPa

范围

≤100

≤800

≤0.6

≥0.05

参数

涡轮膨胀比

涡轮转速 /（r/min）

涡轮功率 / kW

范围

≤6.5

≤8800

≤22500

表 1 试验器主要参数

图 4 导向叶片供气结构

图 3 导向叶片分腔结构

测量参数

总压

总温

方向

静压

腔压

腔温

前端受感部

多点球窝型压力探针

多点 T 型带套总温探针

多点 3 孔箭式方向探针

壁面开孔

壁面开孔

单点 K 型热电偶

采集系统

DSA3217

EXI1048

DSA3217

DSA3217

DSA3217

EXI1048

精度

±0.2%

±1.0℃

±0.5°

±0.5%

±0.5%

±1.5℃

表 2 试验测试系统参数

图 5 试验件测试布局

图 6 不同计算方式下效率的

计算结果

封严垫

进气外机匣

供气接口

集气腔

导叶供气机匣

通气孔
导向叶片

冷却腔

0.01

Rotor Speed n =const
Pressure Ratio P4/P4s =const
Turbine Inlet Temp T4=const

浊T4s浊T41浊TH浊WP-max

Kw/%
11109876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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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混后温度降低很小；冷气流量与供气压力成正比，

流量越大掺混后的压力经过加权后就越高，从而计算

的总焓越大，效率越低；在低温比大冷气量时其效率

甚至低于全计算的有效效率。

综上所述，有效效率 浊TH 计及了所有气流，不存

在对每股冷气的作功能力的假设和简化，所得到的曲

线比较符合气冷涡轮的理论特性。同时该方法在国内

外涡轮设计和试验中均有使用，也最为经典，适合用

于评价涡轮气动性能。

3.2 冷气掺混对涡轮级性能影响的量化评估

在相同转速下无冷气涡轮试验与有冷气涡轮试

验结果对比如图 7 所示。图中有冷气涡轮效率计算为

浊TH。从图中可见，在相同换算转速时无冷气涡轮和有

冷气涡轮效率随膨胀比变化规律一致，通入冷气涡轮

效率降低，通入 9.4%流量（发动机设计流量比）冷气

时涡轮效率降低 0.04。

试验同时在安装气冷叶片的涡轮试验件上录取

了导叶冷气全部停供状态下的涡轮性能，在相同转速

下气冷叶片涡轮试验件效率与实心叶片涡轮试验件

效率相差较大，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二者平均相

差约 0.025。这也证明要准确评估冷气对涡轮性能带

来的影响，有必要构建结构相同的实心叶片无冷气涡

轮来进行对比。

3.3 冷气量影响的试验结果分析

试验录取了涡轮在设计换算转速、不同膨胀比和

不同冷气流量下的性能。结合无冷气涡轮的试验数据

得到涡轮效率随冷气流量

比的变化曲线如图 9 所

示。从图中可见，涡轮性能

随冷气流量的增加逐渐恶

化，涡轮在无冷气状态和

有冷气状态下性能发生了

明显改变。其主要表现是：

在低冷气流量条件下涡轮效率降幅较大，即从无冷气

到通入 3.2%冷气，涡轮效率降低近 0.021；而后加大

冷气量效率降低幅度减小，冷气量从 3.2%到 9.4%，

效率降低约 0.018；后段即 7.6%冷气量以后效率降低

幅度又呈现增大趋势。从无冷气状态到冷气引入状态

的效率降低幅度是决定该气冷涡轮性能恶化的主要

阶段，在性能设计中需要重点考虑。

在进行设计点变冷气量试验时，刻意保持涡轮进

口温度、压力、膨胀比、物理转速等参数不变，得到涡

轮的物理流量和输出功曲线，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

见，随冷气流量比增大，涡轮转子进口流量基本维持

不变，冷气的增加量与主流的减小量相当。等量的冷

气在温度与主流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试验温比 1.3），

其压力势能远高于主流的，而转子的输出功反而逐渐

减小，减小量约为 2.5%。这直接反映了冷气与主流在

入射和掺混过程中会有很大损失，随冷气量增加涡轮

作功能力降低，性能随之恶化。而在评价气冷涡轮特

性时以浊T4a 和 浊T41 计算涡轮效率，其随冷气量增加反

而是提高的，也证明了有效效率 浊TH 比较适合用来评

估气冷涡轮的性能变化。

3.4 气膜孔位置影响的试验结果分析

为了解导叶不同位置供气对冷气掺混的影响，试

验中保持涡轮进口压力、温度、膨胀比、物理转速不

变，分别对导叶 1~4 腔通入等量冷气，录取涡轮输出

功率等参数。冷气量分别

为 1.41%和 1.55%下涡轮

效率变化曲线如图 11 所

示。从图中可见，从 1~4

腔分别通等量冷气，涡轮

效率逐渐降低，4 腔单独

供气效率较 1 腔单独供

气效率低约 0.003~0.004。

图 7 冷气掺混对效率影响

量化评估

图 8 实心叶片涡轮与空心

叶片涡轮效率对比

图 9 变冷气量条件下涡轮

效率的变化

（a）物理流量随流量比的变化 （b）输出功率随流量比的变化

图 10 涡轮流量和输出功率变化

图 11 不同位置通冷气涡轮

效率变化

0.01
Guide Vane Cooling Air =0%
Rotor Speed n =const
Turbine Inlet Temp T4 =const

Kw=0%
Kw=9.4%

Pressure Ratio p4/p45

2.92.82.72.62.52.42.3

Pressure Ratio p4/p45

2.92.82.72.62.52.42.3

0.01
Rotor Speed n =const
Turbine Inlet Temp T4 =const

Turbine with soild blades
Turbine with hollow blades

Rotor Speed n =const
Turbine Inlet Temp T4 =const

0.01

Pressure Ratio P4/P45=2.35
Pressure Ratio P4/P45=2.67
Pressure Ratio P4/P45=2.81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Kw /%

1

1

Turbine Rotor Speed n =const
Turbine Inlet Temp T4 =const
Turbine Inlet Presure P4 =const
Presure Ratio P4 /P45 =const

Mein channel Mass Flow
Cooling Air Mass Flow
Rotor Inlet Mass Flow

Kw /%
1098765432

Kw /%
109876543

1.01

1.00

0.99

0.98

0.97

0.96

Turbine Rotor Speed n =const
Turbine Inlet Temp T4 =const
Turbine Inlet Presure P4 =const
Presure Ratio P4 /P45 =const

Turbine Rotor Speed n =const
Turbine Inlet Temp T4 =const
Turbine Inlet Presure P4 =const
Presure Ratio P4 /P45 =const

0.0025

Kw=1.41%
Kw=1.55%

Cooling air supply position（Cavity Number）

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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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从前缘至尾缘，冷气越靠后进入主流道气体能量

利用率越低，涡轮效率越低。该结果虽然与一些吹风

试验结果一致，但在级性能试验件上只是宏观表现，

其中还不乏有其他供气腔不通冷气主气串流带来的

影响。要详细了解气膜孔位置因素对性能的影响还需

要进一步策划和论证。

4 结论

（1）在气冷涡轮性能试验中，效率计算方法的不

同给涡轮性能评估带来很大影响，甚至比试验方法和

控制精度带来的影响更大。结合试验结果分析，有效

效率比较适合用来评估气冷涡轮性能变化。

（2）通过构建 2 个结构和测试布局相同，但叶片

分别为实心叶片和气冷叶片的涡轮来进行对比试验，

可以准确量化评估冷气掺混对高压涡轮性能的影响。

（3）经过冷气量的动量比相似转化，试验录取了

多状态下变冷气量涡轮性能参数，试验结果表明，涡

轮性能随冷气流量的增加逐渐恶化，作功能力逐渐下

降，效率降低幅度呈先小后大趋势。

（4）首次在级性能试验件上尝试开展导叶不同位

置供气对冷气掺混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从前缘至

尾缘，冷气越靠后进入主流道，气体能量利用率越低，

涡轮效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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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反推力装置是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件。对反推装置研制过程中的室内试车试验方法进行了总结，介绍了

所用反推力装置结构、试车台反推力装置控制系统，阐述了反推涡壳装置的设计与安装使用方法，探讨了反推力测量系统，总结了

反推装置静态与全状态的调试方法。试验结果表明：采用的试验方法可有效指导室内反推力装置试验，获得了发动机在不同反推力

状态下的性能数据，对反推装置的室内试车试验方法的建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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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Methods of Indoor Test Bench of a Certain Type Thrust Reverser
JIANG Xin-rui袁 LIN Shan袁 LI Shi-jun袁 WANG Bao-ku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Thrust reverser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援 The indoor test meth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rust reverser were summarized. The structure of the thrust reverser and the control system of the thrust reverser of the test bench were
introduced. The design袁installation and application method of the thrust reverser volute case device were described. The reverse thrust
measurement system was discussed袁and the debugging methods of static and full state of the thrust reverser were summarized.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st methods can effectively guide the indoor test of the thrust reverser袁and the engine performance data in different
reverse thrust states is obtained袁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door test method of the thrust reverser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Key words: thrust reverser曰high bypass ratio曰turbofan engine曰thrust reverser volute case曰test method

0 引言

反推力装置是指通过某种方式改变发动机喷气

气流方向，使作用在发动机上的力沿着与正常前进推

力相反的方向产生推力分量，为飞机提供减速的气动

阻力。反推力装置不仅能有效缩短飞机的着陆滑跑距

离，使制动效果不受跑道潮湿或结冰影响，而且还能

减少刹车磨损[1-6]。

国外一些飞机制造商和发动机制造商，通过多机

型取证，积攒了丰富的反推力系统设计和验证经验[7]。

例如，通用公司某发动机在冰污染跑道上着陆时使用

了反推力系统，使飞机的着陆滑跑距离降低了约

66%[8]。而我国自主研发的民用运输类飞机较少，有关

反推力系统审定方面的研究和取证经验也较少，所能

查阅到的资料中，仅毛文懿等[3]对反推力装置的符合

性验证思路进行了分析；靳宝林等[1]、杜刚等[2]、邵万仁

等[4]和沙江等[5]分别对反推力系统的发展、原理、设计

关键技术等进行了研究。反推装置试验若采用与飞机

联合调试，其试验成本高，试验次数有限，不能充分暴

露反推装置研制过程中的问题。本文基于某型航空发

动机反推力装置试验，研究总结了室内试车台反推力

装置试验的方法并进行试验验证。

1 反推装置简介

试验使用的反推力装置由左右 2 个独立的 C 形

单元体构成，并独立安装。每个 C 形单元体由主承力

框架、移动外罩、液压系统、电气控制系统等构成，结

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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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推装置控制系统

反推装置控制系统由油门杆组件、反推控制器、

反推控制活门、执行机构、传感器等部件组成，系统结

构及工作原理如图 2 所示。

反推力装置控制系统的操作指令由油门杆组件

给出，油门杆组件包括主推力杆与反推力杆，当主推

力杆位于慢车止动位置时，才允许提起或放下通过机

械结构实现的反推力杆，当向反推控制器发出“展开”

或“收起”指令时，反推控制器在接收到指令后，通过

内部逻辑判断是否将指令信号输出至反推控制活门，

反推控制活门将接收到的电指令信号转换为液压信

号供给执行机构，驱动移动外罩运动。

反推力装置的展开和收回通过液压作动筒的伸

出和收回来实现，作动筒的驱动有 2 种方式：

（1）液压泵从发动机提取功率后提供给反推力装

置使用；

（2）地面台架液压站提供驱动力。

通过与反推控制活门连接不同的液压管路实现

2 种方式的切换。方式一可以完全模拟发动机在装机

状态下反推装置的使用情况，缺点是发动机必须运

转，无法实现反推力装置的静态开合检查；方式二可

以提供稳定的液压压力与流量，且不需要发动机运转

即可实现反推力装置的开合，缺点是与真实使用状态

存在略微差异。

3 反推涡壳

反推气流被航空发动机再吸入，造成发动机的进

口流场畸变，导致发动机进入旋转失速或喘振的不稳

定工况，从而对飞行安全造成严重威胁[9-15]。为了避免

并解决反推装置打开时反推气流对发动机进口流场

的影响，针对室内试车台设计反推涡壳装置，如图 3

所示。反推涡壳安装在反推试验车上，反推试验车主

要由左侧涡壳、右侧涡壳、支架、水平导轨、轴向导轨、

固定座组成，如图4 所示。在试车台架安装发动机及反

推力装置后，左、右涡壳由两侧闭合，如图5 所示。在试

验时，反推排气沿涡壳流道排出，避免被发动机吸入。

4 反推力测量系统

国内发动机反推力测量普遍采用双向推力测量

方式，其投入成本高，工作量大，自动化程度较低。本

试验采用标准推力传感器施加预紧力方式测量反推

力，测量系统原理如图 6 所示。试验前通过液压加载装

置对标准推力传感器施加标准力，从而实现给工作推

力传感器施加预紧力，在试车时进行反推力测量[16-17]。

在测量过程中，为保证推力数据测量的准确性，预紧

图 3 反推涡壳装置 图 4 反推试验车

图 1 反推装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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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需持续加载。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反推力测量，不仅

降低了试车台建设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加载

的预紧力值可实时读取，提高了试验数据的准确性。

5 反推装置试验

5.1 反推装置静态调试

完成反推力装置与发动机配装、扣合后，需在发

动机不运转的条件下进行反推力装置静态调试，执行

打开和关闭动作，以检查反推力装置各系统工作是否

正常。为了确保反推力装置展开、收回安全，检查步骤

如下：

（1）利用手动方式分别进行反推力装置展开、收

回；

（2）利用反推液压及控制系统进行反推力装置展

开、收回。

在静态调试检查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1）反推力装置静态开闭前应首先检查反推力装

置的安装工装是否拆除，以免反推力装置进行动作时

损坏反推短舱。

（2）打开反推力装置移动外罩后，观察液压系统是

否有漏油、渗油点，以免在试车过程中漏油引起火灾。

（3）进行反推力装置展开、收回检查时液压系统

供压一定要遵循先低压压力后高压压力的检查原则，

以免出现卡滞损坏反推力装置的情况。

5.2 反推力装置全状态调试

在静态调试检查结束后，进行发动机正反推力性

能录取，联调时通常遵循以下步骤：

（1）对试车台架推力系统进行标定，确定试车台

架正反推力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在正推力的情况下进行发动机试车，此时反推

力装置作为发动机外涵喷口使用，录取发动机各状态

包括稳态、过渡态的性能，及评定该反推力装置性能；

（3）完成发动机稳态、过渡态性能录取后，进行发

动机与反推力装置联合调试。

5.3 试验结果

试验录取了发动机从

着陆慢车状态至最大反推

状态下的性能参数，试验

结果趋势如图 7 所示。

6 结束语

试验完成了反推力装

置的整机配台、调试和随

发动机的初步验证，获得了反推力状态下性能数据。

试验结果表明，反推装置正推力与反推力状态与发动

机匹配性良好，反推力装置状态良好，开合同步性满

足要求，为后续反推力装置适航性持久试验打下了坚

实基础，对建立室内试车台反推装置试验方法具有一

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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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某燃气轮机在试车过程中高压压气机第 4 级转子叶片的断裂失效故障，通过外观检查、断口分析、表面检查、成分

分析、组织检查、硬度测试和模拟试验等手段，对断裂性质和产生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故障叶片为疲劳断裂。在试车过程中叶

尖与机匣涂层严重碰摩，使叶片承受非正常冲击载荷是促使故障叶片产生疲劳裂纹的主要原因，叶片原始加工刀痕和喷丸质量差

起促进作用。提出提高叶片加工质量，控制合理的叶片与机匣涂层之间的间隙的改进建议，以避免类似故障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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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 Analysis of 4th Rotor Blade of High-Pressure Compressor
GAO Zhi-kun袁HU Lin袁ZHANG Kai-kuo袁LI Yang袁 LIU Do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 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fracture failure of the stage 4 rotor blade of high pressure compressor during the test run of a gas turbine袁 the

fracture properties and causes were analyzed by means of appearance inspection袁 fracture analysis袁 surface inspection袁 composition
analysis袁 tissue inspection袁 hardness test and simulation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ault blade was fatigue fracture. During the test
run袁 the blade tip and casing coating were seriously rubbed袁 and the abnormal impact load on the blade wa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failure
of the blade to produce fatigue cracks. The original blade cutting mark and the poor quality of shot peening played a promoting role.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blade processing quality and control reasonable clearance between blade and casing coating袁 so as
to avoid similar faults.

Key words: rotor blade; fracture; fatigue; rubbing; shot peening; tool marks;high pressure compressor; gas turbine

0 引言

压气机是燃气轮机的关键部件之一，其主要作用

是提高工作介质的空气压力。转子叶片数量多、形体

单薄、转速高，以及载荷、工况复杂，使其成为使用中

故障率最高的零部件之一[1]。转子叶片最常见的失效

模式为疲劳失效，其原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共振、外

物打伤、腐蚀、材质缺陷、微动损伤、叶尖碰摩等[2-5]。国

内外学者对碰摩故障的动力学机理和碰摩模型进行

了深入研究[6-10]，认识了由碰摩故障导致的波形截头、

倍频、分频以及混沌等特征和现象，并通过试验验证

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11-13]。然而，碰摩使叶片承受非正

常冲击载荷引起的叶片疲劳失效分析方面未见国内

外相关报道，并且与传统叶片共振的失效模式差异性

较难界定。

在某型燃气轮机试车时，1 片高压压气机第 4 级

转子叶片发生断裂故障，导致该级其它转子叶片及其

后面的转子、静子叶片被打伤、变形。高压压气机第 4

级转子叶片由综合性能较好的 GH4169 高温合金模

锻成形。工艺流程主要为：下料→探伤→锻造→切

边→校正→检验→热处理→粗加工→精加工→抛

光→喷丸→振动光饰等。类似故障在燃气轮机上首次

发生，因而探究其失效机理，对进一步完善设计和改

进工艺有一定借鉴意义。

本文通过对断口的宏、微观形貌观察、表面检查、

第 45 卷 第 6 期

2019 年 12 月

Vol. 45 No. 6

Dec. 2019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5 卷

成分分析、组织检查、硬度检测等多方面对故障叶片

进行分析，以明确其失效模式及原因，并提出相应的

改进措施。

1 试验与结果

1.1 宏观检查

故障叶片宏观形貌如图 1 所示。断裂发生在叶身

根部、距离缘板表面约 1 mm 的叶背与缘板的转接 R

区。从图中可见，断口平坦，呈银灰色，无明显氧化色，

进、排气边和叶盆侧边缘可见剪切唇特征，说明裂纹

应起源于叶背侧；叶背侧裂纹大体平直，中间段有长

约 8.15 mm 的下沉台阶。

故障叶片榫头宏观形貌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

见，故障叶片榫头工作面挤压、磨损痕迹明显，且分布

不均，呈对角挤压特征，如图 3 所示；叶片对应的第 4

级转子外环块涂层磨损严重，并有大面积脱落现象，

表明转子叶片叶尖与机匣涂层碰摩，如图 4 所示。同

级其他叶片榫头工作面损伤痕迹轻微，未见明显的对

角挤压特征，如图 5 所示。

1.2 断口宏观观察

故障叶片断口宏观放大形貌如图 6 所示。从图中

可见，断口处有明显的疲劳弧线特征，表明故障叶片

断口应为疲劳断口[14]；从疲劳弧线的方向判断疲劳源

位于叶背侧表面，向进、排

气边和叶盆侧侧扩展，源

区呈线性特征。

1.3 断口微观观察

采用 LEO1450 型扫描电镜对故障叶片断口进行

观察，低倍形貌如图 7（a）所示。从图中可见，在断口

处有明显的疲劳弧线和放射棱线特征，由其方向进一

步表明故障叶片从叶背侧向进、排气边和叶盆方向疲

劳扩展。疲劳分 3 个台阶线性从叶背侧表面起始，中

间台阶长约 8.0 mm，为主源，次源位于主源两侧，表

明叶片为多源疲劳断裂。对疲劳源区放大观察，形貌

如图 7（b）、（c）所示。从图中可见，源区有一定程度磨

损，未见明显的冶金缺陷，表面有一浅层无明显断裂

特征区域，应为叶片原始加工刀痕，疲劳裂纹起源于

该区域。源区高倍形貌如图 7（d）所示。从图中可见，

浅层区域（加工刀痕）深入基体约 4.4μm，表明疲劳起

源与加工刀痕有关；此外，在疲劳起始区可见疲劳条带

特征。在疲劳扩展区中部，主要呈韧窝 + 疲劳条带特

征，扩展后期为韧窝形貌，分别如图 7（e）、（f）所示。

（a）断口 （b）叶背侧表面

图 1 故障叶片宏观形貌

（a）叶背侧 （b）叶盆侧

图 2 故障叶片榫头形貌

图 3 故障叶片榫头压痕

位置

图 4 转子外环块涂层损伤

形貌

（a）叶背侧 （b）叶盆侧

图 5 同级其他叶片榫头形貌

图6 整流支板断口宏观形貌

（a）低倍 （b）次源放大

（c）主源放大 （d）主源高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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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表面检查

采用扫描电镜对叶片疲劳源区附近叶背表面进

行观察可见，在断口主疲劳源下方还存在多条明显的

平行加工刀痕，形貌如图 8（a）所示；放大观察该加工

痕迹，已局部开裂，如图 8（b）所示，说明故障叶片断

口起始应力较大；疲劳源附近表面为喷丸 + 振动光饰

后形貌，仍可见明显加工痕迹，如图 8（c）所示；叶片

喷丸工艺试片表面喷丸覆盖率远低于 100％要求，如

图 8（d）所示。

1.5 成分分析

利用能谱分析仪对叶片基体、断口源区和扩展区

分别进行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1。从表中可见，故障叶

片基体成分满足标准要求；在断口疲劳源区、扩展区

除基体材料成分外，还含有 O 元素，且疲劳源区氧含

量高于扩展区的，表明可能与叶片断口磨损有关。

1.6 硬度测试

在故障叶片断口附近取硬度试样，用 TH320 型

全洛氏硬度计测定洛氏硬度，结果为 415、415、420

HB，符合≥346 HB 的技术要求。

1.7 金相检查

从与故障叶片相同锻造批次的叶片叶身和榫头

截取金相试样，将其打磨、腐蚀后观察显微组织，形貌

如图 9 所示。结果见表 2，符合标准要求。

1.8 模拟试验

为了明确故障叶片大应力疲劳起始的成因，选取

3 片叶片进行共振频率下的振动疲劳试验，振动应力

为 1300 MPa。其中有 1 片叶片试验后裂纹位置与故

障叶片的相近，形貌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裂纹

（e）扩展中期 （f）扩展后期

图 7 断口微观形貌

（a）低倍 （b）次源放大

（c）主源放大 （d）主源高倍

图 8 断口微观形貌

Items

基体

源区

扩展区

标准要求

O

8.78

4.81

Al

0.24

0.62

0.77

0.30～0.70

Ti

1.00

1.13

1.31

0.75～1.15

Cr

18.76

17.51

18.30

17.00～21.00

Fe

20.21

17.38

18.20

Bal.

Ni

51.46

44.15

46.48

50.00～55.00

Nb

5.30

6.68

6.88

5.00～5.50

Mo

3.03

3.74

3.23

2.80～3.30

表 1 能谱分析结果 W /%

（a）叶身 （b）榫头

图 9 叶片组织形貌

检查项目

同批叶片

标准要求

叶身

细于 10 级

细于等于 7 级

榫头

细于 10 级

细于等于5 级

叶身

短棒状

棒状或颗粒状

榫头

短棒状

棒状、颗粒状，允许针状，

但不超过 4 级

晶粒度 啄 相

表 2 叶片金相组织检查结果

（a）断口低倍 （b）断口高倍

（c）榫头叶背侧 （d）榫头叶盆侧
图 10 断口微观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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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口为单源疲劳，断口较细腻，扩展区未见疲劳弧线

特征，源区呈类解理形貌，近源区未见疲劳条带，榫头

工作面挤压痕迹轻微，未见明显的对角挤压特征，上

述形貌特征与故障叶片断口特征不符。

2 失效原因分析

故障叶片的材料成分、组织和硬度均满足标准要

求，表明该叶片的断裂与材质与冶金缺陷无关。

对断口的宏观和微观检查表明，故障叶片断裂性

质为疲劳断裂，疲劳起源于叶身的叶背与缘板转接 R

处，源区呈多源、线性，起始区即可见到疲劳条带特

征，表明故障叶片疲劳断裂起始应力大。

故障叶片所受大应力的来源有 2 种可能：

（1）叶片存在共振。该型机第 4 级转子叶片动应

力测量结果表明叶片动强度储备满足要求；叶片共振

频率下的振动疲劳模拟试验结果显示裂纹断口为单

源疲劳，断口较细腻，扩展区未见疲劳弧线特征，源区

呈类解理形貌，近源区未见疲劳条带，榫头工作面挤

压痕迹轻微、未见明显的对角挤压特征，均与故障叶

片断口特征不符；此外，超过百台发动机，大于上万小

时使用时间，未发生由叶片共振引发的故障。因此可

排除叶片由于共振产生裂纹或断裂。

（2）由于叶尖与机匣涂层严重碰摩，使叶片承受

非正常冲击力。叶片与机匣每次碰摩，近似 1 个冲击

过程，叶片与机匣接触阶段即发生碰摩，叶片的径向

应力发生急剧变化。在极短时间内，叶尖、叶中和叶根

的最大应力在叶片与机匣“接触 - 碰撞”后依次发生，

叶片沿叶高方向受到 1 个径向冲击加载波的作用，叶

身有明显的应力波传导，叶尖的碰摩瞬时应力最大，

叶根的平均应力水平最大，影响叶片叶身应力的瞬时

分布和变化规律[15]。此外，从叶片型面复查结果可知

（内容从略），故障叶片型面位置度由叶盆向叶背偏移

超差 0.271 mm，造成故障叶片径向变形量增加约

0.12 mm，使故障叶片成为本级叶片中最“长”叶片，

导致该叶片碰摩更严重、碰摩力更大，榫头工作面对

角挤压严重，机匣涂层大面积脱落，使故障叶片在旋

转过程中，在涂层掉块严重的部位受到较大的碰摩冲

击力，是导致叶片根部损伤、萌生裂纹的主要原因。

构件的形状和材料性质急剧改变处（一般在构件

的台阶、转角、沟槽以及材料缺陷等附近），会产生局

部高应力（滓max）应力集中，且缺陷或转角等形状愈

尖锐，材料的强度愈高，应力集中系数也就愈大[16]。本

故障叶片萌生疲劳裂纹的位置恰是叶背与缘板转接

R 处（规定值 1.7+0.5），该处表面存在明显的多条平

直机械加工刀痕，疲劳源处刀痕深入基体约 4.4 滋m，

大于设计表面粗糙度 Ra= 0.8 滋m 的要求，破坏了叶

片表面完整性，提高了源区应力水平，加之 GH4169

合金具有一定的缺口敏感性[17]，在周期冲击应力作用

下促使故障叶片过早诱发疲劳裂纹萌生；但除故障叶

片外，该级有多片叶片叶背与缘板转接 R 处加工痕迹

明显，且复查表面粗糙度 Ra也超出设计要求，但这些

叶片并未出现裂纹，说明故障叶片的原始加工刀痕对

疲劳裂纹的萌生仅起促进作用，并不是主要原因。

从对故障级叶片加工工艺复查可知，叶片后期机

加工艺依次是抛光、喷丸和振动光饰。通常喷丸强化

过程是使用压缩空气将大量的弹丸喷射到工件的表

面上，在工件表面积累大量压应力，表层组织在弹丸

的大力打击下会发生动态再结晶，表层组织细化，叶

片表面粗糙度值会略有提高，对于较浅的加工刀痕有

一定的去除作用；振动光饰是通过磨料和零件的相对

运动，产生微量的磨削加工作用，去除零件表面的尖

边和微小凸起，促使零件表面粗糙度值降低。经过喷

丸 + 振动光饰的叶片表面产生了残余压应力，在交变

应力下裂纹萌生和扩展的势垒提高，抗疲劳破坏的能

力增强，一般喷丸效果好的叶片疲劳裂纹萌生于叶片

的亚表面，而故障叶片疲劳裂纹并未萌生于该处，且

叶片喷丸工艺试片表面检查显示喷丸覆盖率远低于

100%，进一步说明叶片喷丸质量差对裂纹的萌生起

促进作用。

3 结束语

（1）故障叶片断裂为疲劳性质，且与材质和冶金

缺陷无关；

（2）故障叶片叶尖与机匣涂层严重碰摩，使叶片

承受非正常冲击力是叶片疲劳断裂的主要原因；

（3）叶片原始加工刀痕和喷丸质量差对疲劳裂纹

萌生起促进作用；

（4）建议提高叶片加工质量，按照精品工程工艺

加工，控制合理的叶片与机匣涂层之间的间隙，避免

产生非正常碰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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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吞鸟和飞机遭遇鸟撞击极易导致严

重事故，引发公众对航空安全的高度关注[1-3]。世界各

航空大国均针对发动机吞鸟和鸟撞飞机问题制订了

适航规章，规定了发动机和飞机在遭遇鸟的吸入或撞

击后必须具备的基本安全性能和工作能力，同时也以

明确或潜在的方式规定了考核发动机或飞机具备上

述能力所必须开展的设计、分析、考核、验证等的流

程、方法和设备技术要求[4-6]。目前，强制贯彻相应适航

规章要求及其背后隐藏的符合性设计与验证技术方

法已成为保障航空安全和公共利益的主要措施，也是

各类先进航空器装备市场准入的主要手段[7]。

发动机吞鸟和鸟撞飞机的危害性究其本质，

是鸟体与发动机部件 / 飞机部件间高速相对作用所

带来的机械损伤及其衍生的安全性问题[8-9]，鉴于发

动机吞鸟和鸟撞飞机具有一定类似性，国外以美、

欧为代表，依托美国联邦航空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FAA）、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局（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NTSB）、国际鸟撞委员会

（International Bird Impact Committee，IBSC）、欧洲航

空安全局（European Aviation Safety Agency，EASA）等

部门和机构，对发动机吞鸟和鸟撞飞机开展了系统

的事故调查、调研分析、数值模拟与试验验证，以及

部件、组件和整机的适航符合性设计与验证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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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10-16]。国内目前主要针对各自领域的适航符合性

方法开展了初步研究[17-20]，在规章制定、调研分析、验证

工作等方面，需要掌握相关适航规章的内涵和外延，才

能为进一步发展相应的适航符合性设计与验证工作

奠定基础。

本文针对现行有效的适航规章第 14 部（14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14 CFR）CFR 的 Part 25/Part33

中与发动机吞鸟和鸟撞飞机有关的内容，分析了相关

规章产生的背景、来源、历史沿革、发展轨迹、重点涵

盖内容等，掌握了相应规章的内涵和外延，梳理了相

应技术体系与设备技术要求，提出了可借鉴的通用适

航符合性分析方法与流程。

2 规章历史沿革与内容分析

2.1 规章历史沿革

Part25 与 Part33 是美国 FAA 颁布的有关飞机

和发动机的现行有效适航规章，通过梳理美国 CFR

规章的历史沿革，可以清晰地把握规章的发展背景

和技术要求，上述相应规章的历史发展沿革如图 1

所示。

在鸟撞飞机的适航规章方面，早在 1952 年美国

民航局（Civil Aviation Bureau，CAB）颁布的民用航空

规章（Civil Aviation Regulation，CAR）CAR 4b.612 就

规定了空速管系统规避鸟撞的要求 [21]，1953 年，CAR

4b.352 中规定了飞机风挡和支撑必须承受海平面飞行

速度下 1.8kg 鸟的撞击 [22]，FAA 从 1964 年起陆续将

CAR 转变为 CFR，Part25.571[23] 、Part25.775[24]分别对

飞机的结构疲劳、鸟撞风挡做出了规定，继承了 CAR

4b.352 的要求；Part25.1323[25]继承了 CAR 4b.612 的规

定；1962 年，子爵号飞机在飞行中遭遇小天鹅撞击而

失事[26]，随后 Amdt25-23[27]新增了 25.631 尾翼鸟撞评

估内容，Amdt25-45[28]针对鸟撞后飞机的总体结构和

损伤容限进行了规定，Amdt25-72[29]新增了验证时需满

足海平面至海拔高度约 2438m 条件下 Vc 撞击速度的

要求；Amdt25-96进行了撞击速度要求的补充说明[30]。

发动机吞鸟的适航规章制定的时间稍晚于鸟撞

飞机规章。1960 年，美国东方航空公司 Electra L188

型涡轮螺旋桨客机波士顿吞鸟事故[31]引发了对于航

空发动机吞鸟适航管理问题的关注；1965 年 FAA 颁

布了专门针对航空发动机吞鸟适航的规章 Part33.

13/19[32]，首次强制规定了民用航空发动机必须通过吞

鸟符合性验证；1968 年的 AC33-1A[33]提高了吞鸟验

证时采用的大鸟的质量标准，将其质量上限提升为

2.27kg 磅；Part33.77 Amdt33-6[34]进一步规范了吞鸟

适航验证时采用的鸟的质量和数量；Amdt33-20[35]要求

根据发动机迎风面积等参数开展发动机吸群鸟验证

试验；Amdt33-23/24[36]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吞鸟后

的性能要求，并增加了吸入大型群鸟的验证内容；

2009 年的 AC33.76-1A[37]更加重视分析 / 计算与试验

验证相结合的符合性验证方法。

从图 1 中可见，无论是 Part25 还是 Part33，从问

世起就处在不断的动态调整中，Part25 在 46 年内总

共升级调整了 7 次，Part33 在 44 年内同样升级调整

了 7 次，每次的升级和调整都进一步提升了相应的技

术指标，或者对符合性验证的技术要求进行了进一步

说明。从规章的历史发展沿革中可以发现，虽然由于

早期受技术条件限制，FAA 对于航空事故原因调查

时间较长，但一定会有最终确认的调查结果，且调查

结果深度推动了适航规章的发展，FAA 分别经过 8

年和 5 年的调查分析，在管控相应事故原因基础上，

创新性地提出了 Part25.631、Part33.13/19；Part25 最近

更新的时间是 1998 年，Part33 最近更新时间是 2009

年，近年来，Part33 的更新频率比 Part25 的快，这也从

侧面说明了目前航空发动机吞鸟对航空安全带来的

威胁与挑战要高于鸟撞飞机的情况。

图 1 14 CFR Part25 和 Part33 的历史发展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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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规章内容

Part33 中有 2 条与发动机吞鸟相关的规章，分别

从吞鸟后限制出现的发动机故障（33.75）和吞鸟适航

取证的具体规定（33.76）2 个方面给出了发动机吞鸟

的适航符合性要求，分别规定了发动机吸入大鸟和中

鸟后不得出现具有危害性的发动机故障，以及取证时

不同发动机迎风面积要求吸入的鸟的数量、质量及试

验流程的具体要求。具体内容对比见表 1。

从表中可见，发动机吞鸟与鸟撞飞机适航符合性

验证所需要的鸟的质量上限基本相同，但验证时对投

鸟速度有各自特定的要求，投鸟的数量、形式、撞击部

位与飞机和发动机的工作特点密切相关，在适航验证

的具体要求中均考虑了部件、组件、整机的性能、结构

安全和损伤容限。从规章发展沿革可见，国外业界对

鸟撞飞机的认识较早，相应的规范要求制订时间也较

早，对于发动机吞鸟的认识时间跨度较短，但是对发

动机吞鸟的危害性认识较为深刻，对发动机吞鸟适航

验证的具体要求十分详细。无论是 Part25 还是

Part33，都结合了规章起源、事故调查、数据资料升级

等大量工作，使得相应的规章不断保证航空安全。

从条款对比也可见，航空发动机吞鸟的设计和验

证要求的复杂程度要超过鸟撞飞机的情况，主要表现

在：（1）航空发动机吞鸟试验设备需要具备涵盖发射

14 个质量等级弹丸的能力，而飞机鸟撞试验只要求

发射 2 个质量等级的弹丸；此外，航空发动机吞鸟适

航验证早期分析时弹丸投射的相对速度可能达到

350m/s 以上的水平，远超飞机鸟撞分析与试验时的

相对速度范围，因此，发动机吞鸟验证设备设计与分

析技术要求较高；（2）发动机吞鸟试验需要在极短时

间内按约定顺序发射多个弹丸，而飞机鸟撞试验只需

要单发发射，因此吞鸟试验验证还有额外的对鸟体数

量和发射顺序的控制要求；（3）发动机吞鸟试验最大

的特点是需要冲击旋转叶片，而飞行器鸟撞试验只需

要撞击固定标靶，旋转试验中的弹丸落点控制难度远

超固定打靶。上述差别也对航空发动机吞鸟适航符合

性设计与验证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

3 规章内涵与外延分析

3.1 公众安全需求

Part25 中有关鸟撞飞机的 4 个规章设置的主要

目的是保证飞机在一定飞行速度下遭遇一定质量的

鸟撞击后，必须保证主体结构、风挡、尾翼、控制系统

和测量系统具有最低安全性；Part33 中有关发动机吞

鸟的 2 个规章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发动机在一定工作

状态下吸入不同质量和数量的鸟类后，必须保证最低

的工作性能和结构安全性。其规章设计的核心是通过

强制的指标要求和验证手段保障飞行器和发动机的

安全工作，使得乘坐、使用相应飞行器和发动机的公

众航空安全得到根本保障，维护公众的生命安全和财

产利益。因此，维护航空活动中的公众利益是 Part25

和 Part33 相关规章订立的历史背景和根本需求，这

也促使了适航管理部门采用类似的手段不断建立规

章基础、提升技术指标和验证要求，并通过 AC 通告、

AMDT 修正案等不断升级规章，持续保护公众的安全

和利益，久而久之，这也成为成熟航空器和发动机产

品进行市场准入管理的有效尝试。

Part25 和 Part33 有关规章的升级过程也印证了

规章保护公众利益需求的发展过程，由于航空事故极

易造成重大人员财产损失，严重威胁了公众利益，因

此一旦发生事故，管理调查部门一定会进行详尽的原

因调查，从而不断发现和填补强制规章中的漏洞，使

内容 Part25 Part33

投鸟质

量范围

1.8kg/3.6kg ，按撞击部位分 2

个等级

85g~3.6kg ，按迎风面积

分 14 个等级

投鸟速

度范围

海平面 VC 或 2450m 0.85VC

中较严重者
103m/s 及不低于 V 1 速度

投鸟

数量
1 只 / 次

1~16 只 / 次，并有时间、

位置和顺序要求

目标

形式
固定式标靶 旋转式标靶

撞击

部位

飞机任何可能遭遇撞击的主

体部位（包含机头、机翼、尾翼、

风挡、挂架、起落架、发动机短

舱唇口等）

发动机第 1 级风扇转子

及叶片

具体

要求

1. 主体结构受到 1.8kg 鸟撞

后，飞机必须能够成功地完成

该次飞行；

2. 风挡经受 1.8kg 鸟撞不被

击穿，内层碎片危害最小；

3. 尾翼经受 3.6kg 鸟撞之后，

飞机继续安全飞行和着陆；

4、空速管系统必须保证不能

因鸟撞同时损坏

1. 吸入大鸟后不得出现

具有危害性的发动机后

果；

2. 吸入中鸟和小鸟后功

率或推力损失不得高于

25%；

3. 吸入大型群鸟后功率

或推力损失不得高于 50%

表 1 现行有效的 Part25 鸟撞飞机和 Part33 发动机吞鸟

规章内容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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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航空变得越来越安全，历史上的几次著名的航空事

故均促成了相应适航规章的重要升级。保障航空安全

和公众利益，建立完善的

规章建立、事故调查、使用

数据反馈、咨询通告、颁布

修正案、强制准入等措施

和体系，是 CFR 规章对国

内相关适航工作的重要启

示，根据国外先进经验，提

出 了 中 国 CCAR25 和

CCAR33 的鸟撞和吞鸟适

航规章建立、升级与贯彻

流程建议，如图 2 所示。

3.2 相同的故障本质和类似的故障模式

Part33 涉及的发动机吞鸟及 Part25 所涉及的鸟

撞飞机，其故障的本质是鸟体与发动机 / 飞机部件间

高速相对运动而在发动机 / 飞机结构中产生的突加

高能载荷分布、作用和传递导致的机械损伤，以及由

上述机械损伤进一步衍生出的疲劳与损伤容限能力

下降，机械组件结构失稳，部件或组件气动性能恶化

等二次损伤。相应的评估工作、涉及的发动机 / 飞机

部件及对应的适航规章如图 3 所示。

从鸟撞引起机械损伤的机理角度而言，由于相对

高速运动的鸟体撞击目标后极短时间内减速流变，导

致鸟体内产生激波后压力作用于结构表面形成瞬间

高压载荷，当此载荷在结构中引发的动态响应超出了

结构或材料的承受能力时，便会导致结构的弯曲、断

裂、撕裂、变形等机械损伤。无论鸟撞击机头、机身、机

翼、尾翼或其他飞机部件，还是发动机吞鸟后鸟体撞

击帽罩、风扇叶片、支板等发动机部件，其鸟撞击损伤

的机理、过程和失效模式是相同的，因此其分析与验

证方法也是类似的，均须掌握鸟、金属材料、复合材料

等动态力学性能参数和高应变率下的本构模型，鸟撞

击单 / 多个静止和旋转部件的数值模拟技术以及鸟

撞击试验技术。

从鸟吸入和撞击导致的结构安全性分析角度而

言，由于吞鸟和鸟撞击损伤的根源在于鸟体与构件高

速相对作用过程中产生的突加高能载荷的分布、作用

与传递，因此，在 Part25 和 Part33 中涉及的疲劳寿

命、损伤容限、结构安全及其评估等验证工作必须掌

握突加高能载荷在机械结构中的产生、分布与传播规

律，并针对不同的工作情况开展安全性评估，Part25

与 Part33 在此方面的分析与验证方法也是类似的，

必须掌握复杂机械结构载荷传递的建模与数值分析

方法、FMECA 危害性分析方法及机械组件结构冲击

试验与测试技术。

由于 Part25 和 Part33 中均提到了鸟撞和吞鸟后

的飞行工作能力和总体性能，从鸟撞击和吸入导致的

气动性能恶化角度分析，飞行器和发动机性能恶化的

原因是鸟撞击导致部件气动构型变化，破坏了原先的

气动型面，导致流动效率降低、气流分离、气动阻力增

加等问题，此外，由于撞击破坏了原有的流固耦合平

衡状态，部件在复杂气流的作用下可能发生颤振等问

题，导致结构失稳或破坏，严重影响性能，因此，

Part25 和 Part33 要求在气动性能分析方面也可采用

通用的分析方法，即必须掌握变形表面的气动性能分

析方法和流固耦合分析方法。

3.3 通用的特种试验设备和试验方法

在 Part25 和 Part33 中均规定要对飞机部件和发

动机部件 / 整机开展鸟撞和吞鸟试验，以验证其在遭

遇鸟撞或吞鸟后保证基本安全性的能力，由于鸟和飞

机 / 发动机间相互作用带来的冲击动力学分析和验

证需求表明二者的验证手段有较大共通之处，虽然飞

机和发动机具有不同的工作特点，所采用的关键技术

设备和关键试验方法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在早期设

计验证或零部件级的设计和验证工作中，仍可以采用

大量的通用特种试验设备与试验方法。

目前，空气炮冲击试验是世界上主流的鸟撞 / 吞

鸟的试验验证方法，从表 1 中可见，发动机吞鸟试验

的复杂程度要高于鸟撞飞机试验的复杂程度，主要体

现在弹丸投射质量分布、数量和投射方式上，但上述

复杂性仅限于最后的组件与整机吞鸟适航验证，根据

图 2 吞鸟 /鸟撞规章制定、

升级与贯彻闭环流程

图 3 Part25 和 Part33 涉及的部件及评估要求

零 / 组件强度评估
（25.571/631/775、
33.76

气动性能评估
（25.571/631、33.76）
组件结构安全及损伤
容 限 评 估（25.571、
33.75/76）

危害性分析安全性评
估（25.571/631/1323、
33.76）

A1、A2、A4、A5、
A6、A7、A8、A9、
A10、B1、B2、B5

A5、A6、A7、A8、A9、
A10、B1

A6、A7、A8、A9、A10、
B1、B2、B3、B4

A1、A2、A3、A6、A9、
A10、B2、B3、B4、B5

A1 A2

A3

A4
A5

A 飞机
A10

A8

A9

A6

A7

A1：机头

A4：起落架

A7：翼梢小翼

A10：平尾

B3：主承力框架

A2：风挡

A5：短舱唇口

A8：襟翼附翼系统

B1：风扇压气机叶片

B4：轴系及支撑系统

A3：空速管

A6：前缘缝翼系统

A9：垂尾

B2：鼓筒等关键传力件

B5：机匣包容系统
B 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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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从最初的材料力学性能试验到零部件的冲

击试验，Part25 和 Part33 规定可采用基本类似的特种

试验设备与试验方法，见表 2、3。

4 通用的适航符合性设计方法及流程

在审查过程中，为向适航管理当局表明发动机和

飞机产品符合适航规章的要求，需要采取不同方法或

多种方法组合，即向局方说明符合性验证方法，或提

供有说服力的验证手段和结果。

常用的符合性验证方法通过向适航管理当局提

供相应的文件清单、技术说明书、计算报告、试验报

告、分析报告、现场检查记录等证明材料，分别根据需

要验证和说明的实际要求获得应用，可以采用 1 种或

几种方法组合来验证和说明是否符合适航规章的规

定或技术要求。

根据对 Part25 和 Part33 规章的分析对比，考虑

相应验证方法所需要开展的工作和最终向局方提交

的资料，将其反向映射到发动机和飞机产品的设计阶

段，提出 1 套通用的适航符合性设计方法，其流程如

图 4 所示。

从图中可见，根据技术性能指标要求进行关键部

件如机头、机翼、风扇 / 压气机叶片等的气动型面设

计，得到气动外形后按结构强度和机械设计要求进行

结构设计，形成具体部件的几何模型后开展部件的适

航性能预估，主要采用经空气炮冲击试验验证后的数

值模拟方法结合适航规章中的“关键参数”分析方法

进行规章中规定的部件强度性能评估，并对受撞击后

的变形部件开展气动性能分析与校核，推算和评判受

损件能否保证规章中规定的气动性能，如受损变形风

扇的推力、受损变形机翼的升力和气动稳定性等，然

后对含有多个部件的组件开展冲击试验，对组件进行

抗冲击强度校核，评估含有多个零部件的组件在遭遇

鸟撞击时的载荷分布、作用与传递导致的结构安全性

影响，针对受撞击件开展振动、疲劳等损伤容限试验，

判定其在相应的工作循环内是否符合损伤容限的要

求，在上述评估基础上，开展整机的性能与结构安全

预估，在正式取证试验前最终确定整机性能与结构安

试验内容 试验目的

鸟的刚 / 柔性靶冲击试验 获取鸟的动态本构模型

材料动态力学性能试验 获取材料的动态本构模型

模拟件鸟撞试验
获取鸟体撞击载荷与响应，验

证数值模拟算法

真实单个零件鸟撞试验 评估单个零件抗鸟撞能力

鸟撞后变形零件气动试验 评估变形零件气动性能

真实组件鸟撞试验
评估多个零件构成的组件抗鸟

撞能力

真实组件损伤容限试验
评估鸟撞后组件的损伤容限设

计能力和结构安全性

表 2 Part25 和 Part33 需要开展的通用试验

试验设备及试验方法 功能

材料力学试验设备 MTS/SHPB

试验方法

获取材料准静态和动态应力应

变曲线，拟合本构模型参数

撞击载荷测试设备与动态载荷

测试方法

获取零件和组件鸟撞载荷、掌

握载荷变化规律

动态响应测试设备与测试方法
获取零件和组件鸟撞响应、掌

握响应变化规律

空气炮试验设备与高速冲击试

验方法
提供投射鸟体弹丸的试验能力

风洞试验设备与测试方法
提供受损气动部件的性能测试

能力

振动 / 疲劳试验设备与振动信

号、寿命测试方法
提供损伤容限测试能力

表 3 关键试验设备、试验方法及功能

图 4 通用的适航符合性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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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否符合规章需求，否则应回到相应的设计阶段，

在通过了真实件或整机鸟撞、吞鸟试验后，运用相应

的符合性验证方法向适航管理局说明产品的适航性，

最终通过产品使用反馈、事故调查、故障分析等手段

建立使用数据库，向适航管理局和设计单位提供使用

数据和使用经验，进而提升相应的考核技术指标，推

动规章的升级，进一步保障航空安全和公共利益，为

新一代产品的设计、改进、改型提供新一轮初始设计

参数。

5 总结

本文对现行有效的 Part33 中有关发动机吞鸟和

Part25 中有关鸟撞飞机的适航验证规章进行了归纳

与分析，梳理了相关规章的发展历史、实施范畴和实

施重点，揭示了相关规章的设置目的、验证方法、设备

需求等关键技术问题，提出了通用的适航符合性分析

方法与流程，总结如下：

（1）Part33 和 Part25 的发展历史高度相似，均采

用了规章制定、事故调查、数据分析、咨询通告、规章

修正等手段不断地提升技术水平和强制性要求，其实

施范畴均高度集中于吸入 / 撞击相关的零件、部件、

组件、整机及其结构安全和损伤容限判定方法，其实

施重点在于验证发动机吞鸟后和飞机遭鸟撞后的性

能保持与结构安全评估。

（2）公众对航空安全的利益需求促使 Part33 和

Part25 中相关规章的制定背景、技术要求和升级方式

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3）吞鸟 / 撞击的损伤和故障模式决定了 Part33

和 Part25 所涉及的适航符合性设计与验证方法具有

高度的相似性。

（4）Part33 和 Part25 中相关规章的验证要求决定

了发动机吞鸟和鸟撞飞机所需建设和发展的关键试

验设备与关键试验方法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和阶段性，

应在建设过程中予以考虑。

（5）提出了 1 套满足 Part33 和 Part25 相应规章

要求的通用适航符合性设计方法和流程，其核心内容

包含初始设计、关键参数评估、零件 / 组件强度性能验

证、组件气动性能验证、组件结构安全性评估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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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满足中国军用运输机和民用大飞机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研制需求，加速提升中国试验技术能力，根据国外先进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整机试验取得的成果，分析并明确了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整机试验验证依据，制定了未来中国大涵道比涡扇

发动机整机试验验证规划，系统地论证了不同类别整机试验的关注点，总结了中国开展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整机试验需突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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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demand of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 for Chinese military transport aircraf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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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bofan engine was analyzed and clarified according to the test results of foreign advanced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 The
demonstration program of overall engine test of the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 in the future was set up. The focus of different kin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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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具有推力大、耗油率低、寿

命长、可靠性高、污染低、噪声小等特点，广泛应用于

民用客机、运输机、加油机、预警机、无人机等。在《国

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十一五”规划

纲要中，大型飞机被列为重大专项工程，其中包括大

型军用运输机和大型民用运输机，要求配装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这也是必须实现的

国家战略目标，该重大专项工程为中国发展大型飞机

动力装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目前国内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研制已经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开展了整机试验，不过与国际上先进

的同类发动机相比，在试验依据、试验方法、试验时数

等方面仍在一定差距[1-4]。

本文在理清思路、查找不足的基础上，制定了较

为合理的整机试验验证规划，以提升试验技术水平，

为加快中国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研制提供有力支撑。

1 试验验证依据

1.1 民用标准

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研发以保证安全性

为最基本的原则，其设计和验证以满足适航条例为目

标，确保研制的产品在预期的环境中能持续安全地使

用。国际适航条例主要包括美国联邦航空局的

FAR33《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CS-E 欧洲航空安全

局《发动机合格证规范》及加拿大运输部的适航规定

等[5-6]。民用发动机从研制伊始，就制定了满足上述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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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审定基础要求的取证计划，并在部件试验器、整机

试车台、高空台、露天台、飞行台等试验台上开展大量

试验，以证明发动机的性能、功能、强度、可靠性、耐久

性等特性满足安全使用要求。

1.2 军用标准

军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研制一般以国家军

用标准为主要依据，确保研制的产品满足军方和用户

的需求，例如美军标 JSSG 2007B《航空涡喷涡扇涡轴

涡桨发动机联合使用规范指南》[7]。随着对安全性重视

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主要军事大国逐步认识到军机

适航安全性的问题，将军机适航性审查体系纳入研制

过程，并制定了相关的军机适航标准，如美国

MIL-HDBK-516C《国防部手册 军用航空器适航性审

查准则》[8]和英国 Def Stan 00-970《军用飞机设计和适

航性要求，11 部 - 发动机》[9]。目前中国军用发动机研

制主要以相关的国家军用标准为依据，尚无军用发动

机适航的专用标准。

2 试验分类及特点

2.1 试验分类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整机试验主要验证发动机

的性能、功能、可靠性、安全性、结构完整性和环境适

应性等，对于不同类别的试验项目，关注的重点有较

大区别。

（1）可靠性、耐久性类试验。如持久试车、可靠性

累积试车，重点关注试车载荷，包含发动机状态、工作

时间、循环数等，同时应重点关注试车中出现的问题、

解决方式及对后续发动机使用的影响。

（2）性能调试类试验。如新机调试、起动、全流程

参数测量等试验，重点关注发动机技术状态、性能满

足情况、稳定性、参数测量等。

（3）功能性能试验。如飞机引气、功率提取等试

验，重点关注功能满足情况及实现该功能后发动机稳

定工作情况。

（4）稳定性试验。如侧风、进口气流畸变等试验，

重点关注畸变模拟条件、发动机稳定性、稳态及瞬态

性能。

（5）结构完整性试验。如高循环和低循环疲劳、转

子结构完整性、包容性、振动和应力等试验，重点关注

试验条件、发动机状态和载荷等。

（6）环境和吞咽类试验。如高原起动、环境结冰、

吞鸟、吞冰、吞砂、吞雨等试验，重点关注试验环境条

件、试验方法、撞击位置、吞咽物的量和速度等关键参

数，另外需关注发动机的性能变化和结构损伤情况。

（7）高空试验。一般包含飞行试验、高空台试验，

重点关注发动机在全包线范围内的功能、性能，根据

2 个平台的特点和能力，对试验结果进行相互补充和

相互印证[10]。

2.2 试验特点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结构形式与小涵道比发动

机的有一定差异，装配对象多为客机、运输机、加油机

或特种飞机，具有长寿命和高可靠性的特点，因此其

整机试验具有如下特点。

（1）试验考核标准参照适航要求。现今国际上普

遍采用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整机试验考核标准均

参照适航要求进行，适航规定与通用规范有显著区

别，适航是保证航空器安全性的最低标准，即是强制

性标准。适航标准在全球范围内适用较广，随着对安

全性认识逐渐提高，各国不仅在民用领域按照适航标

准制定试验考核标准，同时也将适航理念引入军事领

域，制定了相关的军用适航标准。

（2）试验时数长。由于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具有

长寿命的特点，先进的大涵道比发动机在翼工作时间

可以超过上万小时，使其研制过程中试验、试飞的时

数长。在发动机投入使用后，仍持续进行“取证后加速

循环试验”，如 PW4000 发动机取证后在 2 年内利用

8 台发动机继续进行 PACER 试验；CF6 发动机的

PACER 试验进行 20000 个循环，投入航线运营时已

完成 3600 个，相当于正常航班运行 2 年。

（3）试验方法独特。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具有风

扇直径大、喷管不可调节、VBV 及 VSV 调节的特点，

结合其配装对象用途和装配的方式，使其有自身独特

的试验方法。例如，由于直径大、配装进气道较短，进

气畸变试验一般采用模拟网、模拟板畸变发生装置进

行；由于配装的飞机飞行姿态较平稳，吞水试验一般

采用均匀喷水的方式；由于具有在翼工作时间长的特

点，如果按照正常载荷进行可靠性、耐久性试验，则试

验周期将长达数年，一般采用加速模拟试验方法的等

效考核以缩短试验周期。

（4）试验设备要求高。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由于

涵道比大，风扇直径大，需要试验器尺寸较大，以满足

其大推力、大进排气流量要求。同时大涵道比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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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需配装反推力装置，要求试验台具备正、反向

推力测试能力及正、反向排气能力。参照适航标准，

试验台架还应能满足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特种试验

需求。

3 国外先进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整机试验

3.1 国外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发展

目前，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国际市场上，GE、

RR 和 PW3 大公司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发动机实现系

列化，推力范围覆盖 95kN～490kN[11]。在发动机研制

过程中开展了大量的科研试验和适航取证试验，随着

发动机技术的不断进步，整机试验验证方法和测试方

法等逐步成熟完善。

3.2 国外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典型试验

3.2.1 可靠性寿命类试验

可靠性寿命类试车是耗时最长、对发动机全面

考核最充分的 1 项试验 [12]，例如初始维修检查试

车。国外发动机在进行适航取证时，均开展初始维

修检查试车以验证发动机的可靠性、耐久性等。不

同的发动机公司对相同试验的考核方式存在一定

的差异。

PW4000 发动机初始维修检查分 3 个阶段完成，

共计 3208 次加速循环及 128 次转速递减循环，程序

时间约为 910.0 h，总累计试车时间为 927.8 h，等效

外场 8020.0 h 的载荷试验，载荷加速系数为 8.8。试

验包括 90%“滑跑起飞”加速飞行循环、10%“急跃”加

速飞行循环和 40 个转速递减循环，加速飞行循环用

于模拟时长 2.5 h 的典型飞行循环的低周疲劳和高

温持久蠕变载荷，40 个转速递减循环用于模拟爬升

和巡航段的高周疲劳载荷。

CFM56 发动机也采用加速任务循环试验方法来

确定发动机首次维修时限，其加速任务试车循环又叫

“C”循环，每个“C”循环用于模拟 1 个典型商用飞行

循环。每个循环的运行时间为 20 min，总计运行 750

个循环，共计约 250 h，以此来模拟首次维修时限，大

大缩短试验周期。

2 型发动机初始维修检查试车谱的对比分析见

表 1。2 型发动机均采用加速试车的方式进行考核，加

速系数相当，均针对低周疲劳和高温持久蠕变，由于

考核的侧重点不同，2 型发动机大状态停留时间、循

环数、总等效时间均有较大差别。

3.2.2 吞咽环境适应性试验

根据适航要求，各航空发动机公司均开展了大量

的吞鸟、吞水等吞咽类试验，来验证发动机结构强度

和吞咽后的稳定工作能力[13-14]。

3.2.2.1 吞鸟试验

GE、CFM56 等系列发动机，针对发动机吞鸟能

力，均开展了相应部件、整机试验。GE 发动机地面吞

鸟试验场景如图 1 所示。

3.2.2.2 吞水试验

国外先进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均开展吞水试验，

CMF56 发动机吞水试验如图 2 所示。按照适航要求，

完成了稳态及过渡态吞水试验，吞水量满足不低于发

动机进口空气流量 4%的要求。

3.2.2.3 侧风试验

为评估大涵道比涡扇

发动机在逆风和侧风引

起进气畸变条件下的性能

和稳定性，需在露天试验台

利用侧风试验装置对侧风

试 验 条 件 进 行 模 拟 ，

CF6-50 发动机在 18～20.6

m/s（30～40 节）的侧风条件下对发动机稳定工作能力

进行了评定，如图 3 所示。

表 1 2型发动机初始维修检查试车谱对比分析

PW4000 CFM56

试车方式 加速任务循环试车 加速任务循环试车

加速系数 8.8 7.5

模拟载荷种类
低周疲劳、高温持久蠕

变、高周疲劳

低周疲劳、高温

持久蠕变
反推循环 忽略 保留
单次起飞状态

停留时间 /min
1.5 6.0

最大连续以上状态占

总试车时间比例 /%
12.6 32.5

最大连续以上状态占

总等效时间比例 /%
1.4 4.3

总起飞循环数 3208 750

总等效时间 /h 8020 1875

图 1 GE发动机露天台吞鸟

试验场景

图 2 CFM56发动机露天台

吞水试验场景

图 3 CF6-50 发动机侧风

试验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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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在整机试验方面的差距

4.1 试验标准和规范需完善

中国正在开展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研制，并完

成了大量的整机试验，在试验验证中，考核方案以目

前现有的标准和规范为基础，并引入适航理念，吸取

了大量适航方面的经验，加严了对发动机的考核，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中国首次引入适航标准进行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研制，尚未走完适航取证的全过

程，仍需对适航标准的研究进行经验积累与总结。同

时由于中国国军标是以美国相关标准为蓝本制定的，

不能完全适用于对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考核，因

此，现已开展部分国军标的修订工作，考虑大涵道比

涡扇发动机的研制特点，完善相应的标准及规范。针

对目前中国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研制的现状，在设

计和试验验证中，应继续坚持将国军标与适航标准相

结合的方式，相互补充。

4.2 试验方法需积累

随着中国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研制不断深入，

开展了多个国内首次的整机试验研究与验证，如稳定

性试验、噪声试验及特种试验等，开创性地填补了国

内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整机试验领域的多个空白，积

累了一定的试验方法与经验。但同时还应看到，在试

验的系统性和有效性方面还有待提高，研究性、摸底

性试验还需要加强。

国外航空发动机试验技术经历了长期的技术积

累与发展，对试验方法进行了不断的研究与探索，形

成了成熟的试验方法理论与验证体系，满足了未来军

民用航空发动机先进技术发展的需要。中国在大涵

道比涡扇发动机整机试验方法上仍需加强研究与探

索，在稳定性逼喘试验、可靠性寿命累积加速模拟试

验、整机旋转部件应力测量试验及特种试验等方面，

持续开展试验方法的深入研究，充分利用国内外资

源，不断地总结和积累，为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研制

奠定基础。

4.3 试验能力待提高

各航空强国投入巨资，建立了规模庞大的试验基

地，拥有大量高水平试验测试及研究设备，而中国大

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整机试验设备在数量和技术水平

上仍有较大差距。仅以美国 GE 公司为例，目前其在

伊文代尔、皮勃尔斯、温尼伯共建有室内、高空及露天

试验台共计 20 余座。最近在温尼伯露天台测试的

GE9X 发动机推力达 568kN。美国空军阿诺德工程发

展中心高空模拟试验舱直径达 8.5 m，最大推力为

441kN，进气流量达 1250kg/s。在飞行试验台方面各大

公司多采用成熟客机如波音 747、空客 A380 等进行

改装，可测量参数更多，噪声水平更低，航程更远，飞

行包线更广，可开展更大推力级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

试飞验证。在数据采集和处理上，国际上先进的整机

试验台测量通道多达 3500 个，动态采样速度可达每

秒 20 万个点[15]。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建设了室内、露天、高空

及飞行试验台，基本具备功能性能、可靠性寿命、环境

适应性、稳定性、结构完整性及高空试验的能力，初步

建立了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整机试验验证体系。但同

时应看到，中国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整机试验能力

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16-17]，不能满足

后续多型号研制的发展需求，仍需加大投入进行研究

与建设。

5 试验规划的原则

5.1 在试验标准上，应以适航要求为基础，全面贯彻

国军标要求

中国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整机试验在验证标准

上，应充分参考目前已有的研制基础，结合国内技术

现状，以适航要求为基础，全面贯彻国军标要求，坚持

将国军标与适航要求相结合，相互补充，对于国军标

和适航要求均包含的试验考核项目，应结合型号使用

特点加大考核力度，尽早暴露发动机潜在问题，加速

发动机成熟进程。

5.2 在试验规划上，应先加大考核时数，积累数据和

总结经验

中国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试验规划应结合国内

研制特点充分借鉴国际上成熟经验，加大考核时数，

积累数据和总结经验。可视情增加发动机样本数量，

确保考核试验全面性及准确性，提前暴露潜在问题，

确保交付的产品安全可靠，同时将各类试验有效结

合，尽可能保证各台发动机物尽其用。

5.3 在试验方法上，应融合军标适航要求，确保考核

系统有效

针对目前国内已掌握的试验方法，应加强总结与

提升，同时在立足自主研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合

作，学习国外先进航空发动机整机试验方法及试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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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鼓励支持多做一些开创性的前瞻课题研究与探

索，加速提升国内试验技术水平。

6 建议重点关注的问题

6.1 试验设施

在试验设施上，目前室内、露天、高空及飞行试

验台可基本满足在研型号的需求，也建立了一些能

够满足适航要求的试验设施设备，为了完全满足适

航要求，需开展整机台架、设备设施和测量等方面的

建设。

6.2 验证标准

目前国内民用航空发动机设计和验证按照适

航要求开展设计和验证，军用发动机在研制过程中

引入适航理念，将适航要求与国军标要求相融合，

在设计、试制和试验中贯彻，建议开展军用发动机

适航性体系建设并建立标准，以满足后续军用发动

机研发的需要。

6.3 验证方法

应重点关注目前国内型号研制急需的整机试验

验证方法，如全寿命加速模拟试车，特种试验等，在研

制进程中不断总结完善。

6.4 关键技术

目前中国已基本掌握了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

设计及整机试验验证技术，可以为大涵道比涡扇发动

机的设计及试验验证提供参考，但由于涵道比以及发

动机的用途不同，在关键技术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

异。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开展整机试验验证需掌握的

关键技术包括[18-19]：

（1）整机试验仿真技术。如虚拟样机装配仿真、整

机性能试验仿真等。

（2）试验测试技术。如非接触式发动机转子振动

载荷监测、转子部件参数测试及信号传输、整机振动

测试及诊断技术等。

（3）试验数据分析技术。如可置信度数据智能选

取等。

（4）试验结果评定技术。如特种试验结果评定技

术等。

（5）持久试车载荷谱设计技术。如等效载荷加速

设计技术等。

（6）专项试验关键技术。如整机包容试验叶片断

裂技术等。

7 结束语
（1）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具有高可靠性及长寿命

的特点，使得整机试验时数及周期较长，其试验方法

与其他涡扇发动机的有一定差别，需要专用的试验设

备，为充分保证发动机安全可靠，目前国际上普遍采

用适航标准进行整机试验考核，适航标准要求较高，

整机试验难度大。

（2）在未来国内试验标准制定或修订时，应以适

航要求为基础，全面贯彻国军标要求，完善相关规范

及标准，同时在试验考核时坚持国军标与适航要求相

结合，互为补充。

（3）试验规划应全面科学合理，对新研制型号应

加大样本数量及考核时数，充分暴露潜在问题，同时

对试验技术状态应进行科学预测，合理利用资源避免

浪费。

（4）加强国内试验设施建设及试验能力提升，重

点关注目前研制急需的试验设备，坚持国内自建与国

际引进相结合的原则，为后续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整

机试验验证体系建设奠定基础。

（5）坚持自主研制，对已掌握的试验方法及关键

技术做好总结与提升，同时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学习

国际上先进的试验方法及适航取证经验，缩短研制周

期，加速提升试验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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