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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涡扇发动机起动过程出现失速的问题，对典型失速现象进行分析，提出了 1 种基于数字式控制系统的涡扇发动机

起动过程失速检测方法。通过对比压气机失速和整机起动过程失速之间的特征差异，识别出失速检测的判据，建立起动过程失速检

测的基础算法模型，并依据相似原理对模型进行修正，提高了算法的适应性。以某型发动机为平台对该检测方法进行仿真和试验验

证，结果表明：该方法可有效检测出发动机起动过程的失速，尤其是在辅助动力工作时，失速检测的灵敏性、适用性和准确性明显提

高。

关键词：涡扇发动机；起动；失速；机理分析；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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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ll Detection Method of Turbofan Engine Starting Process Based on Digital Control System
YANG Huai-feng袁BING Lian-xi袁SHI Lei袁HAN Wen-ju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Institute Research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the turbofan engine stall starting袁the typical stall phenomenon was analyzed. A stall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digital control system was presented for turbofan engine starting process. The criterion of stall detection was identified by
comparing the characterist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mpressor stall and the engine starting process stall. The basic algorithm model of stall
detection during starting process was established袁and the model was modifi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imilarity袁which improved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algorithm. The detection method was simulated and tested on the platform of a certain engi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can effectively detect the engine starting stall袁especially in auxiliary power operation袁the sensitivity袁applicability and accuracy of
stall detection are obviously improved.

Key words: turbofan engine曰starting曰stall曰mechanism analysis曰detection method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的起动能力是实现其他所有功能的

前提，起动过程要求时间短，成功率高，且不能出现超

温、失速或喘振等异常情况。良好的起动是保证飞机出

勤率和准点率的必要条件。在军用发动机的考核标准

中，要求发动机的地面起动成功率达到 99.5%以上[1]。

在发动机外场使用中，当侧风、吸入尾烟、控制系统偏

离期望等现象超出发动机容忍能力时，压缩系统会进

入不稳定的失速工作状态，导致压气机出口压力和压

缩效率降低，从而使发动机排气温度迅速升高至超过

限制值进而导致起动失败。为避免上述起动失败情况

的发生，工程上希望能够检测该失速并通过处置措施

退出失速，提高发动机起动能力。

针对失速的检测国内外开展过大量研究。文献[2]

中详细叙述了国外针对失速的理论和试验研究，主要

关注失速初始扰动问题，通过对试验数据开展时域分

析、频域分析、时频域分析、统计特征分析和相关分析

等方法发现初始扰动[3-5]。国内的张靖煊、李应红、刘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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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6-8]采用时域分析法发现了失速先兆；吕建伟、程晓

斌、林峰、毛发金等[9-12]采用时频分析法开展失速检测

研究；李长征[13]提出 1 种基于 D-S（Dempster-Shafer）

证据融合监测算法；文壁[14]在整机试验中采用小波分

析方法检测起动过程的失速。上述方法虽然都能检测

出失速，但无法在整机的控制系统中使用。另外，第 3

代航空发动机采用的压差式喘振压力传感器仅能可

靠检测高状态的喘振，无法兼容检测起动过程的失

速。数字式控制系统应用后，检测温度变化量与转速

变化量比值 驻T6/驻n2 的方法用于检测起动失速，但该

方法在兼容加载、引气、辅助动力差异上存在不足，其

灵敏性、适用性和准确性也存在一定问题。

本文在发动机起动过程失速机理研究的基础上，

基于数字式控制系统提出 1 种基于压气机出口压力

检测发动机失速的方法。

1 失速机理

失速是压缩系统不稳定工作的 1 种典型情况，在

失速情况恶化到一定程度时，可能导致更加具有危害

性的喘振发生。在压气机工作时叶片推动气体对其作

功产生压比，气流是逆压力梯度流动，限制了压气机

稳定工作。

在给定转速时，减小压气机出口面积增加节流比

时，压气机空气流量减小，使压气机进口气流攻角增

大，当攻角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会使叶片吸力面叶背

处产生气流分离。虽然所有叶片都处于相同的气流攻

角下，但只有某个叶片首先出现气流分离失速，形成

局部的失速气团，失速气团内总压和流动性降低。该

失速气团在转子的相对坐标中以与转子相反的方向

转动，其转动速度为转子转速的 10%~90%[2]。当继续

减小压气机出口面积增加节流比时，空气流量进一步

降低，气流攻角继续增大，此时失速气团数量增加，可

能扩展到整个叶栅中堵塞流道，导致发动机工作完全

失稳。

压气机的失速分为 2 种：渐进失速和突变失速。

渐进失速在失速开始后压比逐渐减小，而突变失速具

有压力突降的不连续压比特性[2]。出现失速后，会使压

气机的出口压力降低并且出现频率较高、幅值较低的

周期性振荡波动，进一步恶化后可能出现频率较低而

幅值较高的周期性振荡波动，即发生喘振。

2 起动过程失速机理

在发动机结构中，压气机后面有主燃烧室和涡

轮。充当节气门对压气机起节流作用的是高压涡轮导

向器（简称高导）。在起动或加速过程中，由于燃烧室

燃油流量的增加，主燃烧室的“热节流”作用使压气机

出口压力上升，发动机工作点有向喘振边界移动的趋

势。“热节流”的工作原理可从流量方程上解释，在稳

态时燃烧室出口高导处流量的流量方程为

G = m· p
T姨 ·q(姿)·A （1）

式中：m 为常数；P为总压；T 为总温；q (姿) 为流量系

数；A 为流通面积。

在起动或加速过程中燃烧室喷入多余的油量时，

温度升高，假设压力不变，流量系数 q(姿)不变时，为把

增加的质量流量排出，需增大流通面积 A。而 A 通常

是不可改变的，加速过程喉道处于临界状态 q (姿)=1
也不可变（起动过程即使未达到 1，其变化量也很

小），此时只能改变压力或者质量流量 G。燃油流量增

加时，温度升高，此时为保证正常的流通只能把压力

升高或者把进气流量降低（式（2）），在转速不变的前

提下二者均会使压气机的工作点向喘振边界方向移

动，这就是“热节流”使发动机工作线向喘振边界移动

的原理。

G↓+驻G↑= m· p↑
T↑姨 ·q(姿)·A （2）

在起动过程中，当供油不合理或不准确导致油量

偏多时，就可能导致发动机出现失速，从而由于排气

温度超温而导致起动失败。出现超温的主要原因是压

气机出现失速导致压气机效率、压比降低，从而使涡

轮膨胀比降低，涡轮膨胀作功能力下降，不能把以温

度为形式的内能有效地转化为动能作功使转子加速

转动，导致出现排气温度不断升高而发动机转速不上

升或者缓慢上升的物理现象，当排气温度超出规定的

限制值时，就出现了超温现象。该过程中若通过高频

压力传感器检测压气机出口压力，会发现出口压力明

显降低且出现高频、低幅的摆动现象。发动机起动过

程的失速类型根据其出现的起点分为点火失速和起

动过程中失速 2 种类型：（1）点火失速是由于点火点

油量过多，导致点燃后对压气机的“热节流”过强，直

接使压气机工作点越过稳定边界而进入失速状态；

（2）起动过程中的失速是由于在起动供油后的某段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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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下供油过多，“热节流”过强导致发动机越过稳定边

界而进入失速状态。

区分起动过程超温失败的原因是点火失速还是

点火成功后在起动过程中的失速，主要有 2 种方法：

（1）借助压气机出口脉动检测结果查看脉动量超标的

时间点来区分；（2）通过对比相同转速下起动失败与

正常起动时的压比（对比高压换算转速 n2R 与压气机

压比 仔C 的关系）来判断，若是点火失速，则所有转速

下的压比都低，若是在起动过程中出现的失速，则仅

在部分转速时出现压比较低的现象。

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发生的是失速还是喘振，可

以通过 Greizer 在 1976 年建立的系统模型来描述和

解释[15]。Greizer 通过 4 个方程描述发动机整个系统的

动态响应过程

Lc

A c
·d(籽·A c·Cxc)

dt = Lc

A c
·d(mc)

dt = -驻P+C （3）

LT
AT

·d(mT)
dt = 驻P- m2

T

2·籽·A 2
T

（4）

mc-mT=Vp· 籽
酌·P·d(PP)

dt （5）

子·d(C)
dt = CSS-C （6）

式中：Lc 为压气机当量管道的有效长度；LT 为节气门

当量管道的有效长度；A c 为压气机流通面积；A T 为节

气门流通面积；C 为压气机压升；CSS 为压气机稳态压

升；mc 为压气机空气质量流量；mT 为节气门空气质量

流量； Cxc 为压气机空气轴向速度；mc 为压气机空气

质量流量；籽 为密度；驻P 为稳压箱压升；Pp 为稳压箱

压力；子 为失速发展时间（压气机流场时间常数）；酌 为

比热比；F为节气门压降。

对式（3）～（6）进行无因次方程转换，籽·U·Ac 表

示质量流量，U 为平均叶片速度； 1
2
籽·U2 表示压差；

棕-1 表示时间，棕=a· A c

V P·Lc姨 ，a为声速，V P 为稳压箱

体积。无因次量用波纹符号表示，其形式为

压气机流量

d（m軗C）
d t軇 =B·（C軒-驻P軌） （7）

节气门流量

d（m軗T）
d t軇 =BG· 驻P軌-m軗2

T ( A C

A T
)2蓘 蓡 （8）

稳压箱流量守恒

d（驻P軌）
d t軇 = 1

B·(m軗C-m軗T) （9）

压升时间滞后

d（C軒）
d t軇 = 1

子軌·(C軒SS-C軒) （10）

其中

B= U
2·Lc·棕 = U

2a·
V P

A C·LC姨 （11）

G= A C·LT

A T·LC
（12）

子軌与 B 的关系为

子軌=仔·R
LC
·N
B （13）

式中：N 为发动机转速；R 为叶片平均半径。

对式（7）～（10）利用 4 阶预测修正法求解，得出

系统模型中 B 值是决定系统发生的是失速还是喘振

的 1 个判断准则，并通过试验验证了理论方向的正确

性，即：B 值大时系统发生喘振；B 值小时系统发生失

速；B 值的理论临界值为 0.65。

在式（11）中：V P 为发动机主燃烧室容积；A C 为压

气机出口的面积；LC 为压气机出口到燃烧室进口的

长度。当 1 台发动机确定时，上述 V P、A C、LC 为定值。

声速 a为相对发动机转速的函数；U=2·仔·R·N，也为

发动机转速的函数。经推导可确定 B 值是发动机转

速的单调递增函数，当转速升高，B 值变大到超过系

统的临界值时，系统会发生喘振；当转速较低时，B 值

较小，低于临界 B 值，系统会发生失速。

上述论述表明，发动机起动过程若进入不稳定工

作状态时，一定会存在失速这一工作状态，这就为起

动过程的失速检测提供了充足的时间窗口，在理论上

确定起动失速的检测和处置，在工程上具有实用价值。

3 起动过程失速检测方法

从上文针对压气机失速机理和整机起动失速机

理的分析得知，在二者出现失速时均有典型“特征”出

现：（1）压气机出口压力明显降低；（2）压气机出口压

力出现频率较高、幅值较低的周期性振荡波动。

而发动机起动失速时还有排气温度迅速升高，转

速不上升或上升缓慢的宏观典型特征。

在进行压气机或整机台架试验时，为了对压气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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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情况进行实时检测，在工程上一般采用采样率极

高的压力传感器来检测压气机出口频率较高、幅值较

低的周期性压力波动（压力脉动）来判断失速，其理论

上的优点是一旦失速即可检测出来，并且能够捕捉早

期的失速。但上述检测方法不能移植到整机上用于整

机控制，主要原因是该方法采样率要求高，目前的控

制器硬件能力无法满足要求，所以依据该特征而采用

高频压力传感器检测失速的方法在控制系统上不具

备工程可实现性。

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发动机采用数字控制系

统后，可以开展一些复杂的算法。针对整机起动过程

失速的排气温度迅速升高，转速不上升或上升缓慢的

特征，提出 1 种通过单位时间内温度变化量与转速变

化量比值（驻T6 /驻n2）判断发动机失速的方法。该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判断出发动机的失速，相较以前有

了很大进步，但其缺点也较明显，主要表现为起动过

程中若辅助动力工作时，在其作用下，发动机转速仍

旧上升较快，此时虽然由于失速排气温度也会快速升

高，但二者比值较小且容易波动，因此无法检测出起

动过程出现的浅度失速，从而导致发动机出现起动超

温失败。

本文主要针对发动机失速过程的另一典型特征

即压气机出口压力显著降低来进行设计，检测起动过

程的失速。设计的总体思路是从压气机出口压力变化

着手，通过方法或模型将发动机的失速现象识别出

来，用于发动机控制系统判断和处置。

典型的发动机起动过程失速与未失速时，压气机

出口总压 P31 的对比如图 1 所示。该现象也是整机起

动过程出现失速时发动机表现出的 1 个最重要特征。

从图中可见，起动过程出现失速时，宏观表现上是在

相同换算转速下压气机出口总压比正常起动时的要

低。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将这一现象数字化，提取

出可用来衡量判断的准则和指标。

通过进一步研究图 1 的数据可知，失速时相同转

速下绝对压力较低，在同

一边界条件下可以通过对

比压力来判别发动机是否

失速。但发动机不可能在

同一环境条件下使用，必

须通过引入无量纲参数和

对外界参数进行修正来兼

容不同条件下起动失速的判断。通过分析发现，在起

动过程中发动机压比是 1 个不随环境条件变化的无

量纲参数，但由于发动机不进行进气总压的测量，无

法使用压比来判断。另外该参数为绝对值，工程上可

影响其数值的因素较多，不利于直接对比使用。考虑

到 P31 波动的影响，本文提出对单位转速内 P31 变化

斜率进行回归拟合，然后

基于 P31 斜率来判断发动

机是否失速，失速与未失

速时 P31 曲线斜率变化对

比如图 2 所示。该方法采

用相对量变化来进行判

断，对外界变化影响的容

忍能力更强。

为进一步提高该判断方法的兼容能力，克服 P31

参数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采用间隔单位转速的方法

进行滤波，并且针对起动过程辅助动力带转的特点，

选定特定转速进行处理。基于上述考虑形成的起动过

程失速技术方案为：在高压换算转速 n2R=15%～45%

范围内，判断压气机出口压力变化斜率（P31 斜率）小

于 P31 斜率判断阈值（见表 1）要求时，认为发动机出

现失速。在进行 P31 斜率计算时，由于 P31 参数受外界

环境影响，而另一参数换算转速不随环境改变，计算

时必须依据相似原理通过进气压力对 P31 进行修正，

发动机不测量 P1，可以通过高度 H、马赫数 Ma 构建

P1，由于起动过程空气流量小，进气道总压损失极小，

可以不考虑进气道总压损失。

需说明的是：

（1）表 1 中 P31 斜率可调范围为 0～10；

（2）P31 斜率 =（P31X-i-P31X-（ i-1））/（n2R-i-n2R-（ i-1））；

（3）在起动过程中，当首次 n2R≥15%时记录连续

4 个控制周期的 n2R-15、P31-15 数值，然后取平均值；当首

次 n2R≥20%时记录连续 4 个周期的 n2R-20、P31-20 数值，

然后取平均值；
图 1 失速与未失速时压气机

出口压力对比

图 2 失速与未失速时 P31

曲线斜率变化对比

表 1 P31 斜率判断阈值

25

P31-25

1.1788

45

P31-45

3.2201

20

P31-20

0.6160

40

P31-40

3.0769

15

P31-15

35

P31-15

2.0747

n2R/%

P31-i

P31 斜率

n2R/%

P31-i

P31 斜率

30

P31-30

1.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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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空中Mai-Maoi 对应关系

0.1

1.007

0.6

1.275

0

1.000

0.5

1.186

Mai
Maoi

Mai
Maoi

0.4

1.117

0.9

1.691

0.3

1.064

0.8

1.524

0.2

1.028

0.7

1.387

（4）按照发动机舱压 PH 和飞行马赫数 Ma修正第

（3）项中记录的 P31-i，P31X-i=P31-i×101.3/（PH-i×Maoi），

Maoi 是根据当前的飞行马赫数 Mai 按表 2 中数据插

值确定；

（5）用修正后的 P31X-i 通过第（2）项的方法计算平

均值数据的 P31 斜率，若 P31 斜率小于表 1 中 n2R=20%

时的斜率值，则认为发动机出现失速，进行失速的相

关处置；后续转速点按此方法依次计算并对比 i 与
（i-1）点之间的斜率值。

4 检测算法的仿真及试验验证

为验证上述检测方法的有效性和适应性，基于某

发动机的 3 次起动成功数据和 1 次起动失败数据，利

用 Matlab 软件进行计算，通过编制程序分别实现基

于 P31 斜率的失速检测算法和基于△T6/△n2 的失速

检测算法，进行仿真对比

验证。

该发动机 4 次起动过

程压气机换算转速与压气

机出口总压的变化关系如

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起

动失败时的压气机出口压

力明显偏低。

基于 P31 斜率和基于△T6/△n2 比值的方法检测失

速的仿真结果对比如图4 所示。从图 4（a）中可见，起动

失败时，P31 斜率明显低于阈值，在 30%高压换算转速

时，实际计算的 P31 斜率小于阈值，已检测出失速；从图

4（b）中可见，虽然在 30%转速时实际计算的△T6/△n2

值也达到了阈值，但该值波动较大，无法满足其持续一

定时间的要求，未能检测出失速。在高压换算转速为

30%～40%范围内，该值有超过阈值的情况，但由于波

动较大，未满足持续时间要求，未能检测出失速。

通过上述对比可知，基于 P31 斜率检测失速的方

法比基于△T6/△n2 值的方法检测更准确，更迅速。

将基于 P31 斜率检测失速的方法落实在某发动机

控制系统软件中，在某发动机上开展整机地面起动验

证。为创造起动失速的真实条件，通过上调起动供油

的方法使发动机起动过程进入不稳定工作状态，起

动试验共进行 5 次，其中 3 次出现失速情况，控制算

法检测出失速，处置后起动成功。其中 1 次起动失速

检测的处置如图 5 所示。在高压换算转速为 25%时

检测到发动机处于失速状态，进行切油后发动机退

出不稳定工作状态，最终起动成功。在高压换算转速

为 25%时，△T6/△n2 值仅为 19.6 K/%，尚未达到 35

K/%的阈值，在高压换算转速为 25%之前最高仅达

到 24 K/%。

通过上述仿真验证及

整机试验验证结果可知，

基于 P31 斜率的失速检测

方法比△T6/△n2 值失速检

测方法更加准确、迅速，可

以有效减小发动机由于失

速出现的温度积累，有利

于发动机起动成功。

5 结论

综上所述，得出如下结论：

（1）整机起动过程失速时存在压力降低、压力出

现周期性波动、排气温度迅速升高而转速上升慢 3 个

典型特征，其中压力降低和排气温度迅速升高而转速

上升慢 2 个特征可以用于起动过程失速的检测，研究

结果表明，基于压力降低特征设计的检测方法更加准

确、高效，适用范围更广；

（2）基于压力降低特征的 P31 斜率失速检测方法

判断迅速，可以有效缩短发动机温度积累的时间，

有利于发动机的起动及安全，该方法有一定的工程

应用价值。

（a）基于 P31 斜率的失速

检测方法

（b）基于△T6/△n2 比值的

失速检测方法

图 4 2种失速检测方法仿真验证结果对比

图 5 基于 P31 斜率的失速

检测方法试验验证结果图 3 起动成功与失败时

压气机出口压力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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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合理利用叶片周向弯提升紧凑 S 形过渡段内静子的气动性能，以某压缩系统过渡段内的静子为研究对象，利用 3

维计算软件对 S 形过渡段内采用不同周向弯的静子在设计 Ma可用攻角范围内的性能进行数值计算。结果表明：气动负荷是控制

静子叶片损失的主要因素，叶片周向弯改变了负荷的径向分布，叶片根部正弯使根部气动负荷减小，根部性能明显改善；低能流体

径向迁移也是影响叶片损失的重要因素。相对于直叶片，L 形叶片最小损失减小 48.5%，且低损失攻角范围较宽，可以增大压缩系统

的喘振裕度，提升航空发动机性能水平。

关键词：紧凑 S 形过渡段；周向弯；数值计算；气动负荷；喘振裕度；压气机；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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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Circumferential Curved Stator Performance in Aggressive S-shaped
Transition Duct of Compressor

ZHANG Yao-guang袁YANG Li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tator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within aggressive S-shaped transition duct by using the vane
circumferential curve reasonably袁taking the stator in the transition duct of a compression system as the research object袁the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performance with different circumferential curved stator in the design Ma available incidence in the S-shaped transition duct
was carried out by three-dimensional calculation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factor of controlling the loss of stator vane is
aerodynamic load. The radial distribution of the load is changed by the vane circumferential curve袁and the aerodynamic load of the endwall
is reduced by the positive curve of the vane endwall. The endwall performance is obviously improved. The radial migration of low energy
fluid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stator loss. Compared with the straight blade袁the minimum loss of L blade is reduced by 48.5%袁
and the range of low loss incidence is wide袁which can improve surge margin of compression system and aeroengine performance.

Key words: aggressive S -shaped transition duct曰circumferential curve曰numerical calculation曰aerodynamic load曰surge margin曰
compressor曰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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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绝大多数航空涡扇发动机采用双转子结构，

压缩系统包括风扇（低压压气机）和高压压气机 2 部

分。通常风扇转速低、半径大，而高压压气机转速高、

半径小，需要通过接近 S 形的过渡段连接高、低压压

缩系统[1]。近年来，随着飞机对发动机单位流量推力要

求越来越大，风扇负荷逐渐提高，为了降低后面级负

荷，风扇出口流路逐渐抬高，同时由于发动机向结构

更紧凑方向发展，造成高、低压压缩系统之间的径向

落差越来越大。传统设计思路是在风扇末级静子后再

进行高、低压压缩系统之间流路转接，使静子处在 1

个平直或收缩流路里，流动条件较好，但是气流在过

渡段内的转折困难，不得不通过增加过渡段长度来避

免分离，造成压缩系统轴向长度增加，从而使发动机

质量增加。

近年来，研究人员对风扇末级静子和 S 形过渡段

进行一体化设计，将静子放置在 S 形过渡段的第 1 个

折转处，显著缩短了压缩系统的轴向长度，从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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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发动机质量，称为紧凑过渡段设计。针对过渡段设

计，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过渡段内流动现象[2-3]、

过渡段流道的优化[4-5]、流动控制措施[6-7]和过渡段压缩

系统一体化设计[8-9]等方面，而风扇末级静子弯掠设计

是流动控制方面的主要措施之一。Britchford [10]和

Walker 等[11-12]研究了紧凑过渡段内的静子叶片采用

周向正倾斜和轴向前掠对紧凑过渡段设计点性能的

影响；高金满[13]对 S 形过渡段内静子采用周向倾斜

前、后进行整机试验对比，结果表明倾斜叶片明显改

善了低压压气机根部性能，而且出口流场不均匀度减

少。公开文献中均对末级静子采用周向正倾斜，且往

往只关注过渡段设计点的性能，并未涉及对静子采用

周向倾斜前、后在整个工作攻角下性能的变化以及不

同周向弯对静子性能影响的研究。

本文对某紧凑 S 形过渡段内 5 种不同周向弯的

静子叶片在设计进口 Ma和不同攻角下的气动特性

进行数值计算分析，以期为工程设计人员在紧凑过渡

段设计时合理利用叶片周向弯，提高过渡段气动性能

提供借鉴。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某紧凑 S 形过渡段流路如图 1（a）所示。流路在

静子叶片尖、根部径向折转角为 12毅和 28毅，通流计算

静子在设计点的相关气动参数见表 1。为了简化计

算，本文在静子前设计了可调进口导叶，通过导叶和

边界条件的配合来实现静子在风扇环境下的进口场，

计算模型如图 1（b）所示。具体计算方法是：对原始风

扇方案在设计转速进行 3 维特性计算，得到静子在设

计转速工作范围内的进口气动参数。在计算模型中通

过导叶的转动来实现导叶出口气流角（即静子进口气

流角）的变化，在导叶每个出口气流角下通过给定导

叶进口总压控制静叶进口总压的变化，然后调整静子

出口背压可以控制静子进口静压的变化，即 Ma的变

化。通过以上方法合理调整进、出口边界条件，保证静

子进口周向平均气动参数（Ma、气流角和静压等）的

径向分布与风扇环境下基本一致。

静子叶型采用中弧线叠加厚度分布的形式造型，

导叶和静子叶片数分别为 35 和 53。

关于进、出口位置的说明：下文中进、出口边界条

件施加的位置分别为计算域的进、出口。叶片

Dehaller 数（Dehaller 数为小流管出口与进口的气流

速度之比，表示压力扩散的程度）和损失计算的进、出

口位置分别为导叶出口和计算域出口。

1.2 静子周向弯

叶片倾斜包括沿弦向倾斜和弦向法向倾斜，叶片

各 S1 流面重心连线形成的积叠线沿弦向的法向倾斜

称为弯，沿弦向倾斜称为掠。弯掠设计能够改变叶片

通道及边界层内的压力梯度，改善主流区流动及抑制

端壁二次流损失[14-18]等，是提高紧凑过渡段内风扇末

级静子气动性能的重要手段。

为了进行对比计算，除直叶片外设计了 4 种周向

弯的静子叶片，分别为 S 叶片、弓叶片、L 叶片和正倾

叶片。理论分析及计算表明，径向折转流路中叶片根

部正弯（吸力面向压力面弯曲）可以显著减小根部的

流动损失，因此 4 种弯叶片根部均为正弯，从计算损

失的径向分布可见：直叶片根部约 1/3 高度损失较

大，因此叶片弯曲的叶高范围均为 33%叶高，根据以

往工程经验弯角选为 30毅。
弯叶片的周向积叠方式如图 2 所示，3 维叶片如

图 3 所示。

（a）S 形过渡段流路 （b）计算域

图 1 真实流路和计算域

径向位置 进口 Ma 气流转角 /（毅）
根 0.75 44.9

中 0.65 40.0

尖 0.55 45.3

表 1 静子设计点气动参数

图 2 叶片周向积叠方式

转子 静子
静子

中介机匣

进
口
位
置

导叶

导
叶
出
口 出

口
位
置

压
力
面

吸
力
面

直叶片 S 叶片 弓叶片 L 叶片 正倾叶片

30° 30°30°30°

3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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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值计算方法

采用 NUMECA/AutoGrid5 生成 O4H 结构化网

格，单排叶片周向×径向×轴向网格数为 49×81×

109，2 排叶片网格总数约为 110 万，壁面 y+ 控制在

10 以内。

数值模拟采用 NUMECA/FINE Turbo 软件，计算

模 型 为 RANS 的 定 常 计 算 ， 湍 流 模 型 选 择

Spalart-Allmaras 低雷诺数湍流模型。边界条件给定方

式：进口给定总压、总温和气流角，出口给定静压，导

叶和静子之间采用周向守恒耦合掺混面模型。在计算

中不断调整边界条件保证静子进口气流参数与通流

计算转子出口参数一致。

计算软件和相关设置经过多个风扇 / 压气机试

验件设计校核，满足工程设计精度范围。

2 数值计算结果分析

2.1 攻角总压损失特性

直叶片和 4 种弯叶片

在设计 Ma下的攻角 - 总

压损失特性对比如图 4 所

示。攻角指静子根部叶型

周向平均进口气流角与叶

型几何进口角的夹角（攻

角沿径向大致相同），总压

损失系数 孜 为

孜= p軈*
in-p軈*

out

p軈*
in-p軈in

式中：p軈*
in 和p軈in 分别为静子进口平均总压和静压；p軈*

out

为静子出口平均总压（均为按质量平均）。

从图中可见，在低损失攻角范围内，从直叶片、S

叶片、弓叶片到 L 叶片、正倾叶片的总压损失系数依

次减小，其中 L 叶片和正倾叶片的损失相差不大；在

攻角为 0毅时，相对于直叶片，S 叶片、弓叶片、L 叶片

和正倾叶片最小损失分别减小 10.4%、42.0%、48.0%

和 48.5%，弓叶片、L 叶片和正倾叶片的损失大幅度

减小。各类叶片的最小损失攻角不尽相同，直叶片、S

叶片最小损失攻角在 -3毅左右，弓叶片、L 叶片和正倾

叶片最小损失攻角向正攻角方向偏移，在 0毅左右。从

攻角范围来看，直叶片和 L 叶片的低损失攻角范围较

宽，S 叶片、弓叶片和正倾叶片在负攻角较大时损失

急剧增大。

2.2 总压损失和叶片负

荷径向分布

不同攻角下 5 种叶片

周向平均总压损失径向分

布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

见，直叶片根部损失较大，

为了明显区分其他叶高的

损失对比，根部损失没有完

全显示。

攻角为 0毅时叶片 10%和 90%相对叶高的 Ma如

图 6、7 所示。

图 3 3维叶片

图 4 攻角 -总压损失特性

（a）攻角 -9°

（b）攻角 -3° （c）攻角 0°

（d）攻角 3° （e）攻角 9°

图 5 周向平均总压损失特性

（a）直叶片 （b）正倾叶片

图 6 10%叶高 Ma

直叶片 S 叶片 弓叶片 L 叶片 正倾叶片

Absolute mach number 1.0

0.8

0.6

0.4

0.2

0

Absolute mach number 1.0

0.8

0.6

0.4

0.2

0

9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6 卷

分析攻角为 0毅时的 5 种叶片的损失对比情况。

在叶根区域：直叶片的损失绝大部分在根部（30%叶

高以下），该区域损失约占总损失的 80%，此时该区

域气流已经大面积分离（图 6），这也是直叶片总损失

较大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减小根部流动损失是提高过

渡段静子性能的关键。相对于直叶片，其他 4 种叶片

30%叶高以下采取正弯（正倾斜）措施后，气流损失大

幅度减小，气流分离现象大幅度减弱或消除（如图 6

中的正倾叶片）。4 种弯叶片中正倾叶片根部损失要

低于其他 3 种叶片的，虽然 4 种弯叶片根部积叠相

同，但根部损失却不同，说明叶根以上径向积叠方式

的差异导致根部流场不同。在叶中区域：弓叶片叶中

损失略大于其他 4 种叶片的，整体上看 5 种叶片叶中

损失均较小。在叶尖区域：5 种叶片尖部径向积叠方

式的不同导致损失不同。S 叶片损失最大，其次是正

倾叶片，其他 3 种叶片损失较小。S 叶片的损失大部

分是在尖部（80%叶高以上），攻角为 0毅时该部分损失

占总损失的 50%左右，此时该区域气流已经分离（图

7）。这说明尖部反弯（反倾斜）导致尖部流场品质变

差，损失增大。相对于直叶片，弓叶片尖部正弯略改善

了尖部的流动状况，但却使叶中的损失增大，且叶中

损失的增大量大于尖部的减小量。

分析不同攻角下 5 种叶片损失的变化情况。在全

部计算攻角范围内直叶片根部损失均很大，且随着攻

角增大根部的高损失区域向叶中扩展；随着攻角从

0°向正、负攻角方向增大，弯叶片根部的损失明显增

大，而叶根以上区域损失变化不大，说明限制弯叶片

可用攻角范围的是叶根区域。4 种弯叶片根部的负攻

角特性优于正攻角的，设计时应适当减小其根部的设

计攻角。

分析 5 种叶片负荷的径向分布情况。攻角为 0毅
时 5 种叶片 Dehaller 数径向分布如图 8 所示。从图中

可见，由于叶片径向积叠的不同导致气动负荷径向分

布发生变化，总体上看呈现越靠近叶根负荷越大的分

布规律。直叶片根部气动

负荷最大，15%叶高以下

区域 Dehaller 数甚至小于

0.6，叶根以上气动负荷较

小，在尖部 Dehaller 数已

经大于 1.0。叶根正弯后，

其他 4 种弯叶片根部的气

动 负 荷 大 幅 度 减 小 ，

Dehaller 数大于 0.6，20％

叶高以上气动负荷增大。弓叶片、L 叶片、正倾叶片和

S 叶片尖部的气动负荷逐渐增大。

分析 5 种弯叶片损失

和负荷差异产生的原因。

攻角为 0毅时 5 种叶片 10%

弦长处的 S3 截面静压和

子午面流线如图 9 所示。

从静压云图中可见，由于叶片周向弯曲，导致叶

片 S3 截面的静压场发生变化。在叶片根部区域，直叶

片静压等值线大致沿径向分布，其他 4 种叶片根部弯

曲后通道内的静压等值线也发生倾斜，这样叶片根部

通道内除由压力面指向吸力面的横向压力梯度外，还

产生由外向内的径向压力梯度。从子午面流线图中可

见，直叶片根部通道内由于径向压力梯度不足，根部

气流在折转过程中受到离心力作用，无法达到预期的

转折，使根部流线的径向折转程度小于根部流路的，

逐渐远离轮毂流动，导致根部流管呈明显扩张形状，

根部气流沿流向存在较大的逆压梯度，使气流在叶型

50%左右弦长处发生严重流动分离（图 6）。而直叶片

叶根以上区域损失小且低损失攻角范围宽，其原因

（a）直叶片 （b）S 叶片

图 7 90%叶高 Ma

图 8 攻角为 0毅时周向平均

Dehaller 数

（a）直叶片

（b）S 叶片 （c）弓叶片

（d）L 叶片 （e）正倾叶片

图 9 静压（左）和子午面流线（右）

Absolute mach number 0.7
0.6
0.5
0.4
0.3
0.2
0.1
0

Absolute mach number 0.7
0.6
0.5
0.4
0.3
0.2
0.1
0

Static pressure/kPa Absolute mach number

220

200

180

160

140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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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直叶片根部流管的较大扩张使叶根以上区域

流管相对收缩，气动负荷减小，有利于气流减速扩压；

（2）叶根以上 Ma相对较小。与直叶片相比，其他 4 种

叶片根部采用 3 维正弯的造型在由外向内径向压力

梯度作用下，使气流更容易发生径向折转，根部流管

的扩张度减小，气动负荷减小（图 8），避免了气流的

流动分离，根部损失大幅度减小。而根部流管的相对

收缩必然造成叶根以上区域的流管相对扩张，气动负

荷增大。S 叶片尖部通道在叶片反弯作用带来的从外

向内的径向压力梯度大于尖部气流沿径向折转产生

的离心力，使尖部气流的径向折转程度大于尖部流路

的，逐渐远离机匣流动，使流管扩张度相对较大，最终

导致流动分离（图 7），而在 65%～80%叶高区域流管

由于上面气流的挤压导致收缩度增加，气动负荷减

小。弓叶片尖部通道内基本不存在径向压力梯度，尖

部气流径向折转时在离心力的作用下逐渐靠近机匣

流动，使尖部流管相对收缩，气动负荷减小。

攻角为 0毅时 5 种叶片

吸力面静压和叶片出口

（计算域出口）的熵如图 10

所示。

从吸力面静压云图中可见，弓叶片在 80%叶高

以上区域存在由叶尖指向叶中的径向压力梯度，根据

边界层迁移理论[19]，在该压力梯度作用下，吸力面尖

部边界层的低能流体从叶尖向叶中迁移，这也是弓叶

片尖部损失较小而叶中区域损失较大的原因。从熵云

图中也可见，尖部的低能流体厚度相对较小而叶中相

对较厚。直叶片吸力面叶根以上区域、S 叶片叶尖以

下区域和 L 叶片全叶高基本不存在径向压力梯度，边

界层低能流体沿径向基本无迁移。正倾叶片吸力面

10%叶高以上区域存在由叶根指向叶尖的径向压力

梯度，使得边界层低能流体由叶根向叶尖迁移。从熵

云图中还可见，在 10%～40%叶高区域低能流体的厚

度明显小于其他叶片相同区域的，而尖部的低能流体

厚度大于其他叶片的，这也与损失的径向分布相吻

合。此外，从吸力面静压云图中还可见，在 40%叶高

以下区域正倾叶片吸力峰压力值高于 S 叶片、弓叶片

和 L 叶片的，而尾缘出口压力相当，这意味着该区域

正倾叶片吸力面气流扩压段的逆压梯度小，且气流沿

流程扩压更均匀，因此扩压损失更小。

2.3 出口气流角和静压升径向分布

分析 5 种弯叶片出口气流角的差异。攻角为 0毅
时 5 种叶片周向平均出口气流角径向分布如图 11 所

示，茁2k 为叶片出口几何角。从图中可见，直叶片根部

以及 S 叶片尖部由于气流分离，出口气流角出现较大

欠转（落后角 > 平均落后角），根部采用正弯或正倾斜

后，其他 4 种叶片根部（30%叶高以下）的欠转减小，

尤其是根部端壁区域。弓叶片、L 叶片和正倾叶片在

两端壁区气流出口角过转（落后角 < 平均落后角），在

10%～30%叶高附近以及 80%～95%叶高区域气流

出口角欠转，该径向分布

形式是由通道涡引起的，

未来在设计过程中可以适

当增大该区域的落后角。

在叶根以上区域直叶片气

动负荷小，落后角最小；其

他 4 种叶片气动负荷大，

落后角较大。说明叶片周向

弯引起负荷径向重新分布，

导致落后角也发生变化，在

设计过程中要根据落后角

的改变量进行适当修正。

分析 5 种弯叶片静压

升的差异。攻角为 0毅时 5

种叶片周向平均静压升径

向分布如图 12 所示。从图

中可见，直叶片和 S 叶片

由于气流分离分别造成根

部和尖部静压升严重不

（a）直叶片

（b）S 叶片 （c）弓叶片

（d）L 叶片 （e）正倾叶片

图 10 静压（左）和叶片出口熵（右）

图 11 周向平均出口气流角

（i=0）

图 12 静子周向平均静压升

（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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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且引起其他区域流管出口面积缩小，因此这 2 种

叶片其他叶高区域静压升也小于其他 3 种弯叶片的。

说明在静子通道内气流的静压升由气流转角和流管

出口面积共同决定。对叶片进行合理的周向弯曲后，

叶片根部区域气流分离大大减小，气流转角增大，增

压能力大幅度提高。由于根部分离的消失，在叶根以

上区域避免了根部分离流对上面气流的“挤压”引起

的流管出口面积减小，因此叶根以上区域静子增压能

力也得到提高。

2.4 小结

综上所述：直叶片和 S 叶片在全攻角范围内分别

由于根部和尖部大面积分离导致性能较差；弓叶片叶

中损失较大；正倾叶片总损失特性较好，控制根部损

失效果较好；L 叶片总损失特性最好，低损失攻角范

围最宽，有利于提高压缩系统喘振裕度，可作为紧凑

S 形过渡段内静子的首选。

3 结论

（1）在S 形过渡段内根部流路的折转使得静子叶

片在周向气流扩压的基础上，叠加了径向气流折转的

扩压，从而造成根部负荷明显增大。如果设计不好，会

造成叶根区域损失大幅度增大，且攻角范围明显减

小。因此 S 形过渡段内静子的性能主要取决于叶根区

域，合理的根部设计是关键。

（2）通过叶片 3 维造型，利用叶片力的作用，增加

流体向下折转的控制力，从而控制叶片根部的负荷水

平，减小和消除分离，大幅度减小损失，提高过渡流路

和静子叶片的性能水平。将直叶片与 4 种弯叶片对比

分析可知，L 叶片更好地实现了叶片力与折转流路的

匹配作用，可作为紧凑 S 形过渡段内静子的首选。

（3）由于叶片径向积叠的不同导致叶片通道及叶

片表面的压力分布不同，从而使叶片气动性能不同：

直叶片和 S 叶片总压损失较大，正倾叶片和 L 叶片的

总压损失特性较好，二者最小损失相当，但 L 叶片低

损失攻角范围更宽。

（4）在静子通道内气流的静压升由气流转角和流

管出口面积共同决定。对叶片合理的周向弯曲可以使

静子增压能力提高。

（5）对全攻角特性的研究发现，叶片根部正弯，根

部的负攻角特性优于正攻角的，因此设计时必须考虑

适当减小根部的设计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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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HIFiRE-2 超燃发动机内流道的

激波边界层干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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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高超声速流激波边界层干扰特性，选取 HIFiRE-2 （The Hypersonic International Flight Research

Experimentation 2）项目的高超声速流道为研究对象，采用 k-棕 SST 模型在无燃油工况下模拟计算地面试验过程，所得计算结果

与试验结果接近。在此基础上，分析激波边界层干扰过程、流动分离现象及入口马赫数对气动热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入口马赫数增

大，激波角变小，激波强度提高，在尾喷管中激波反射次数减少；随着入口速度增大，边界层分离区范围变小，回流区的位置逐渐向

下游移动；加入气动耗散项后，流场的温度有一定升高，最大温升约为 50 K。

关键词：超燃发动机；高超声速流；激波边界层干扰；流动分离；气动耗散热；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1.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3.003

Analysis of Shock Wave Boundary Layer Interactions Based on Internal Flowpath of HIFiRE-2 Scramjet
WANG Li-jun袁YUAN Wei-wei袁XU Yi-jun袁MEN Kuo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袁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袁Shenyang 110136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ock wave boundary layer interactions of hypersonic flow袁the hypersonic

flowpath of HIFiRE-2 project i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k-棕 SST model was used to simulate and calculate the ground test
proces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o fuel and the calculated results were close to the test results. On this basis袁the influence of the process of
shock wave boundary layer interactions袁flow separ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inlet Mach number on the aerodynamic heat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nlet Mach number袁the shock intensity increases袁shock angle and the number of shock reflection
decreases in the exhaust nozzle. With the inlet velocity increases袁the boundary layer separation zone becomes smaller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recirculation zone gradually moves downstream. After adding the aerodynamic dissipation term袁the maximum temperature of the flow
field is increased by 50K.

Key words: scramjet曰hypersonic flow曰shock wave boundary layer interactions曰flow separation曰aerodynamic heat曰aeroengine

0 引言

在许多高速流动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激波 / 边

界层干扰 （Shock wave Boundary Layer Interactions，

SBLI）现象，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边界层分

离，气动热 / 力效应等会严重影响相关设备的正常使

用。自 Ferri[1]的早期研究以来，SBLI 研究已经得到了

长足发展[2]。Doyle 等[3]研究表明，流动分离及 SBLI 会

对飞行设备产生较大的气动热载荷。而且，这种相互

作用会导致壁面处的压力和传热产生波动[4]。这些负

面的作用效果使得黏性耗散急剧增强，从而使流道内

的阻力增大。此外，边界层的厚度变化也使流道截面产

生一定的变化，也会对整体的流动产生不良影响。在理

论上，对超声速乃至高超声速进气道而言，总压恢复系

数是 1 个较为重要的设计参数，然而，SBLI 的存在或

多或少会对这些流道产生影响，从而偏离设计初衷，导

致设备性能降低[5]。因此，深入研究SBLI 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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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FiRE-2[6-9]项目的流道作为 1 种较为典型的高

超声速试验设备，近些年被广泛关注。相关的飞行试

验乃至地面试验[8-10]研究都给出不少数据，成为 CF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研究的重要佐证。不少

研究[11-16]基于上述试验，从不同角度分析了 HIFiRE-2

流道的一些流动特性，主要集中在模态转换、燃烧流

动特性等方面。然而，HIFiRE-2 流道中的流动是 1 种

极其复杂的 3 维高超声速流动，其内部集膨胀波、激

波、SBLI、边界层分离、气动热等特性于一体，是 1 种

较为典型的研究结构。

本文基于 Fluent R商业软件，在选取用于限制湍

流剪切应力的系数 a1 后，重点分析了入口马赫数对

内部流场的 SBLI、流动分离现象及气动热的影响。

1 物理模型与建模

1.1 模型结构

本文的研究模型采用 HIFiRE-2 项目的模型，2

维结构如图 1 所示。模型总长 711 mm，其中入口段

（B1B2）长 203 mm，隔离段（B2B3）长 92 mm，燃烧室

（B3B6）长 106 mm，喷管部分（B6B7）长 310 mm，入口段

长×宽为 101.6 mm×25.4 mm。1 级喷嘴 P1 直径为

3.2 mm，2 级喷嘴 S1 直径为 2.4 mm。其他详细参数见

文献[6，17]。

1.2 边界条件及参数 a1 的修正

入口边界条件采用质量流入口，计算域出口采用

压力出口，在无燃料工况下模拟。所有流道壁面采用

无滑移、壁面温度恒定为 500 K 的边界条件，所有喷

嘴壁面采用无滑移、绝热壁面。所用流体的导热系数

和黏度均用多项式曲线进行拟合确定。数值模拟中用

的边界条件见表 1，这也是地面试验模拟高超声速飞

行试验的主要边界条件。

湍流模型选用 k-棕 SST 模型，在该湍流模型中，

用于限制湍流剪切应力的系数 a1，在文献[18]中取值

0.31，但是取 a1=0.31 时会过度预测在逆压梯度中的

分离，特别是在预测激波边界层干扰时，而且会过低

预测恢复区的湍流黏性率。Nicholas 等[19]研究发现，取

a1=0.355 计算效果会极大地增强，特别适合于某些复

杂的流场结构计算。此外，Steve 等[20]进一步研究发

现，当 a1>0.35 时可以减小分离区域，这与试验和其他

类型的数值计算结果相一致。因此，在本文的后续模

拟计算中适合取 a1=0.355。

1.3 网格划分

几何模型的网格质量（包括网格数量）对模拟计

算的影响比较大。如果网格数量太少，不能准确计算

和捕捉流场结构，降低了计算精度，从而导致模拟计

算出错；但若网格数量过大，计算误差减小了，但又会

导致计算时间过长，占用较大的计算资源。因此，在此

过程中需要进行网格无关性验证，选取合适的网格

数。针对本文选取的几何结构，选取 3 种不同数量的

网格（160，360 和 460 万），网格质量在 0.4 以上，壁面

y+=1~3，长宽比最大值为 30。利用 ICEM 软件进行网

格划分，且第 1 层网格厚度相同。360 万网格采用混

合网格结构，分布情况如图 2 所示。

1.4 网格无关性验证

针对所选的 HIFiRE2 模型在工况下，3 种不同网

格计算结果（采用标准 k-棕 SST 模型计算）如图 3 所

示。从图中可见，160 万网格计算结果与 360 万和 460

万网格的相比稍差，在 0.457 m 处峰值较另外 2 个的

低。限于计算资源和时间，同时考虑到要满足激波的

准确捕捉，综合考虑最终确定网格数约为 360 万，而

且此结果与试验值基本一致。

1.5 算例验证

取 Ma=2.5 作为验证算例，计算结果（壁面压力）

如图 4 所示。经过计算，试验值与本文计算结果最大

误差为 23%，平均误差为 4.5%，壁面压力分布计算结

表 1 HDCR测试模拟边界条件

Case

1

2

3

4

5

TT/K

1550

1847

2100

2387

2570

Facility

nozzle Mach

number

2.5

2.5

3.0

3.46

3.46

Simulated

flight Mach

number

5.8

6.0

7.0

7.5

8.0

PT/MPa

1.48

1.49

2.62

4.37

4.27

Plenum conditions

注：TT=Total Temperature；PT=Total Pressure。

图 2 中等网格分布

图 1 燃烧室 2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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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数值模拟结果与理论计算结果

T/K
735

717

702

712

P/kPa

94

87

78

84

Ma

2.567

2.613

2.675

2.638

籽/（kg/m3）

0.405

0.383

0.359

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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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0

理论计算结果 数值模拟结果

果与试验值符合较好，可以认为本文所得到的计算结

果是有效的。

2 结果与分析

国外针对 HIFiRE-2 项目的 HDCR[8-10]（HIFiRE

Direct-Connect Rig）试验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分析；

Andrea[16]等也针对该试验结果进行了数值模拟对比，

研究发现二者吻合程度较好。鉴于该试验数据的可信

性，本文也采用上述试验数据作为参照，对数值计算

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和论证。

2.1 SBLI 及流动分离过程分析

在入口 Ma=2.5 的情况下，内部流场的压力分布

及速度分布如图 5 所示。激波边界层干扰过程可描述

如下：

高超声速入流经过 B2 处时，由于在 B2 处存在 1

个扩张角，流体经过时会产生 1 道膨胀波。由于整个

流道是对称的，在 C2 处也会产生 1 道膨胀波。随着流

体流动，这 2 道膨胀波会在 B2/C2 下游的流场中心撞

击在相交点的下游位置。随后这 2 道膨胀波在壁面处

经反射在下游某处再次相交，重复上述过程，直到到

达凹腔位置消失。由于 1 级喷嘴的存在，会对流场产

生一定影响：喷嘴的形状也会在边缘处产生激波，会

促使流场减速，而温度、压力、密度会则有一定上升

（如图 6 所示）。到了凹腔之后，由于面积急剧扩大，使

得压力骤降。此后，在凹腔的后壁面（B5B6）处，流道截

面收缩，气流受到挤压，沿着壁面产生新的激波，同

时，在 B6 处由于拐角的存在，气流经过时形成 1 道膨

胀波。而且因为二者相距较近，随着激波 / 膨胀波的

传播，膨胀波强度逐渐减弱，后续基本都是激波作主

导。返回到 B5B6 处产生的激波，如前所述，激波会在

B6B7 之间的壁面产生反射，直到出口处激波消失。

前面已经提到，1 级喷嘴处激波的存在会对流场

产生影响，该影响在图 6 中 A 处（激波作用区）也有

体现。由于激波的存在，其特殊的形状势必会影响周

边流场，理论上，如没有激波，A 处的 Ma会平滑增

大，不会在此处有 1 个平缓后再上升的趋势，这对压

力、温度和密度曲线同样适用。

将数值模拟与采用激波 / 膨胀波前、后关系式计

算得到的值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见表 3。从表中可见，

理论计算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存在一定偏差。其原因

包括气体黏性的影响、计算的舍入误差、截断误差等

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按照公式计算得到的完

全是理想情况下的结果（无黏流），但是在计算机中进

行的数值模拟属于接近真实情况（黏性流），再加上受

气体模型和流体穿过波后的转角计算误差等的影响，

图 3 不同网格数量对应的

壁面压力分布

图 4 壁面压力计算结果与

试验值对比

（a）Ma分布

（b）压力分布

图 5 Ma和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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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流体经过膨胀波 / 激波后的特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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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计算结果与理论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是可以接

受的。

由于 1 级喷嘴处激波形状的特殊性（受喷嘴外缘

形状影响），该激波发射到壁面时的干扰强度较低，达

不到边界层分离的效果。但是，对于 B5B6 处形成的激

波，其形状较为剖面近似于 1 条直线，其与边界层干

扰的强度较大，与发射处产生边界层分离现象如图 7

所示。图中顺气流方向中心剖面，取局部显示。结合图

5 和图 7，气流经过 B5B6 处产生激波后，压力急剧上

升，在边界层的上方形成强烈的逆压梯度[21]，从而导

致边界层分离。由于激波后面的压力较高，激波穿过

边界层亚声速部分向上移动，从而分离发生在激波出

现之前。而分离的边界层由于其形状的关系又导致诱

导分离激波的产生。随后，分离的边界层又重新附着

到壁面，在附着点边界层相对较薄，压力很大，因此这

个区域为强气动加热区[21]。在分离的边界层重新附着

到壁面过程中，形成再附着激波。在壁面较远位置处，

上述分离激波和再附着激波相交形成“反射激波”，这

一现象可由经典无黏流动理论预测。

2.2 边界条件对 SBLI 及流动分离的影响

不同马赫数下分离区变化如图 8 所示。图中截取

从 B6 处开始往下游延伸一部分的流场的上半部分。

从图中可见，分离区有 2 个明显的特点：随着 Ma 增

大，分离区逐渐减小，回

流 现 象 减 弱 。 当 入 口

Ma=3.46、温度为 2570 K

时，分离现象很微弱，近似

于未分离状态；分离区位置随 Ma 增大逐渐向下游移

动。这一现象可分析如下：随着速度的增大，激波强度

也随之提高，但是激波角会进一步减小，使得激波在

垂直于边界层方向的逆压梯度减小。因此，分离区域

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小。另外，在激波产生位置不变的

情况下，激波角的减小使得激波与边界层干扰的位置

向下游移动。

2.3 气动耗散热分析

不同于 N-S 方程中湍流对黏性系数影响的黏性

项，文中的黏性耗散为 N-S 方程中湍流黏性摩擦而

产生的耗散热源项。黏性流体的黏性耗散以及 SBLI

都会产生较大的气动热效应。较高的温度使空气的黏

性进一步提高，黏性效应使空气的动能转化成内能，

从而使空气温度升高。因此，研究流道内的气动热效

应来改进相关设备的设计具有现实意义。在航空航天

领域中的高速气体动力学中，空气动力学中可压缩流

体能量守恒方程为

鄣鄣t (籽E)+ ·（ur (籽E+p)）=

·（keff T-
j
移hjJj+ (子eff·u寅 )）+S忆h （1）

气动耗散热源项[22]为

S忆h=Sh+滋 鄣u鄣x蓸 蔀+ 鄣u鄣y蓸 蔀+ 鄣u鄣z蓸 蔀蓘 蓡 （2）

式中：E=h- p
籽 + 鄣u2

2 ，为流体微元体的总能，J/kg，包含

微元体的内能、动能及势能；h 为焓值，J/kg；

hj=

T

Tref
乙 Cp , jdT，为组分 j的焓值，Tref=298.15 K；keff=k+k t，

为有效导热系数，W/（m·K），k t 为源于湍流模型的湍

流导热系数；Jj 为组分 j 的扩散通量；Sh 为包含化学反

应热和用户定义的体积热源项等。

将式 （2） 中的气动耗散热源项用 UDF（User

Defined Function）函数 C 语言编程，加入控制方程组，

模拟气动耗散热对超燃燃烧室内高超声速流场特性

的影响。

加入气动耗散热源项后流场中心线位置的温度

分布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将气动耗散热源项加

入流场计算后，流场温度受到一定影响，特别在尾喷

管部分（0.40~0.72 m）温度升高得更明显，这是因为

该处的气动耗散热效应更加激烈。这一结果与预期一

致。在图 9（a）中，加入气动耗散热源项后温度升高程

（a）Ma=2.5、T=1550 K

（b）Ma=2.5、T=1847 K （c）Ma=3.0、T=2100 K

（d）Ma=3.46、T=2387 K （e）Ma=3.46、T=2570 K

图 8 分离区随边界条件变化

（a）流动分析分离现象 （b）局部放大

图 7 流动分离现象（入口 Ma=2.5）

B4 B5

B6

0 391.8 783.6 1175.4 1567.2

Velocity vector/（m·s-1）

0.015

0.010
0.005

0

B6

0.41
Axial length,x/m
0.42 0.43 0.44 0.45 0.46

0.015

0.010
0.005

0

B6

0.41
Axial length,x/m
0.42 0.43 0.44 0.45 0.46

0.015

0.010
0.005

0
0.41

Axial length,x/m
0.42 0.43 0.44 0.45 0.46

0.015
0.010
0.005

0
0.41

Axial length,x/m
0.42 0.43 0.44 0.45 0.46

0.015
0.010
0.005

0
0.41

Axial length,x/m
0.42 0.43 0.44 0.45 0.46

B6

17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6 卷

表 5 热边界层平均温度对比 K
算例

不含气动耗散热源项

含气动耗散热源项

中心线位最大置温度变化

4

1210

1240

30

3

1100

1140

40

2

1030

1060

30

1

877

896

19

5

1280

1330

50

度最弱，但是整个流场的

平均温度分布提高。而对

其余几个算例而言，不仅

总体平均温度升高，其最

高温度也均有不同幅度地

升高。但与未加气动耗散热源项的算例相比，流场结

构基本没有变化，仅流场参数得到一定提升。

流场中最高温度的分布见表 4。从表中可见，随

着入口 Ma的提高，增加气动耗散热源项的结果与未

加的最高温度的差距越来越明显：从算例条件 1 的最

高温度基本不变，到算例条件 5 的温差 55 K 可以看

出。就平均温度升高而言，在流场中心位置的平均温

升基本处于个位数值。

同样的，在温度边界层中，由于加入了气动耗散

热源项后对流体边界层处的温度分布产生了一定影

响：耗散作用的增强，促使

流体动能向热能转化，导

致耗散作用显著的区域流

体温度也随之升高。流场

热边界层处加入气动热源

项与未加时的温度对比如

图 10 所示。取值点为流道上壁面中心距离壁面 1 mm

处。从图中可见，加入气动热源项后热边界层处的温

度明显升高，说明在边界层位置处的气动耗散作用较

为显著，也同样证明气动耗散对高速飞行具有重要影

响。而随着速度的提高，这一现象愈发明显。各算例的

边界层处平均温度的变化见表 5。从表中可见，加入

气动耗散热源项后边界层处温度明显升高，而且温度

变化最大的是算例 5，温差可达约 50 K。总的来说，随

着速度的增大，气动耗散导致的温升也越来越大。

3 结论

针对流道 HIFiRE 2 模型试验进行了数值模拟，

重点分析和讨论了试验模型的激波边界层干扰过程、

边界层分析现象、气动热问题及入口 Ma的影响等，主

要结论如下：

（1）对某超高声速流道冷态流动特性进行数值模

拟，对计算结果中流场壁面压力进行比较分析，计算

结果与试验结果基本一致；

（2）流体穿过激波 / 膨胀波后，其特性参数发生

变化，与理论计算相比存在一定差异，其原因是受流

体黏性变化等因素影响；

（3）随着入口速度增大和激波角的减小，导致激

波边界层干扰的面积增大而强度降低，即逆压梯度减

（a）Case1

（b）Case2 （c）Case3

（d）Case4 （e）Case5

图 9 加入气动耗散热源项前后流场中心温度分布对比

（a）1550 K

（b）1847 K （c）2100 K

（d）2387 K （e）2570 K

图 10 加入气动耗散热源项前、后边界层温度分布

表 4 流场温度最大值对比 K
算例

不含气动耗散热源项

含气动耗散热源项

中心线位最大置温度变化

4

1850

1894

44

3

1655

1663

8

2

1499

1504

5

1

1268

1268

0

5

2001

2056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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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导致边界层分离区范围变小，激波角的减小也导致

分离区位置逐渐向下游移动；

（4）将气动耗散项加入控制方程后，流场的温度

有一定升高，最大温升约为 50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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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螺旋桨拉力确定问题，以某型螺旋桨飞机为研究对象建立 3 维实体模型，采用 CFD 方法进行数值计算。利用分区拼

接网格对螺旋桨及飞机短舱复杂组合体进行分块处理；在此基础上基于滑移网格方法，采用雷诺平均 NS（RANS）湍流模型，针对不

同高度、来流速度及桨叶角进行仿真计算。根据计算结果分析螺旋桨飞机流场特性，并以螺旋桨拉力为重点，总结了螺旋桨工作特

性随飞行 Ma和飞行高度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螺旋桨拉力随飞行 Ma的增大而减小，随着桨叶角的增大而增大，可为后续涡轮螺

旋桨发动机总净推力的确定方法提供技术支撑。

关键词：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螺旋桨飞机；数值计算；拼接网格；拉力；飞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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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Method of Propeller Thrust Based on CFD
WANG Ding-qi袁QU Ji-yun袁LIU Yu

渊Chinese Flight Test Establishment袁Xi'an 710089袁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propeller thrust determination袁a three-dimensional solid model was established with a certain

propeller plane as the research object袁and CFD method was used for numerical calculation. The block of the complex combination of
propeller and nacelle was carried out by subarea patched-grid. On this basis袁the Reynolds Mean NS (RANS) turbulence model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different height袁flow velocity and blade angle based on the sliding grid method.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results袁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peller plane flow field were analyzed袁and the variation of propeller working characteristics with flight Ma and flight
height was summarized with the emphasis of propeller thru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eller thrust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flight
Ma and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blade angle袁which can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determination method of turboprop total net
thrust.

Key words: turboprop曰propeller plane曰numerical calculation曰patched-grid曰thrust曰flight test

0 引言

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是将转动功率转化为拉力或

推力的动力装置，具有油耗低、效率高的优势；其巡航

速度与涡扇发动机的相当，燃油消耗率降低 20%，对

机场跑道要求低，起飞着陆性能好，广泛应用于各类

运输机和预警机等。随着国内军机和民机研制工作的

开展，对涡桨发动机及螺旋桨性能提出了试飞需求[1]。

确定螺旋桨拉力一般采用直接法或间接法。国外曾尝

试借助发动机安装节系统和总压测量法来直接获得

螺旋桨拉力[2]，但误差较大，效果并不理想；而利用发

动机 - 螺旋桨模型法间接获得的拉力只适用于孤立

螺旋桨，无法评定螺旋桨飞机表征拉力。当前国内螺

旋桨拉力确定试验技术还处在探索阶段，GJB 243A

《航空燃气涡轮动力装置飞行试验要求》[3]中只对涡轮

螺旋桨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及响应提出明确的设计考

核要求，而没有对螺旋桨的飞行拉力提出测试要求。

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计算流体力学逐渐被引入

螺旋桨流场的数值计算中。国外学者将等效盘模型[4]

应用于螺旋桨的数值模拟，但计算中螺旋桨近似为作

动盘，仅能得到平均计算结果，无法考虑叶片的外形

及其流场细节；为得到精确的流场细节，采用结构 /

非结构嵌套网格对螺旋桨进行非定常 Euler 数值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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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5-6]。国内张立东等[7]采用结构型

网格分块生成技术，构造了具有复杂流动的结构网格

生成方法；许何勇等[8]采用基于非结构重叠网格方法

研究了螺旋桨与机身的气动干扰；洪俊武[9]进行多重

拼接网格技术应用研究，表明该方法可以在不降低精

度的情况下，减小网格数量，提高计算速度。

本文针对当前未解决的螺旋桨拉力确定问题，采

用 CFD 对螺旋桨飞机的复杂流场进行数值模拟，定

量的确定螺旋桨的拉力特性[10]。

1 螺旋桨发动机受力分析

本文所研究的动力装置采用“前置牵引式螺旋

桨”形式，参考 SAE-AIR 4065A（2012）[11]动力装置总

净推力 Foverall 计算表达式，如图 1 所示，分别取上、下

游无穷远截面，取向右为受力正方向，则控制体受力为

Foverall=W 10（V 0+w）-W 10V 0+W 9V∞-W 0V 0 （1）

式中：V 0 为远前方来流速度；W 10 为螺旋桨滑流截面

流量；w 为流体增加的速度；W 9 为核心机产生的流

量；V∞ 为核心机产生的排气速度。

对于外部控制体，考虑定常流动状态，则有

TS-Dstr-Dnac-准pre+准post=W 10（V 0+w）-W 10V 0 （2）

对于内部控制体，从 9 截面至下游无穷远截面，

则有

（PS9-PS0）A 9+准plug-准post=-W 9V 9+W 9V∞ （3）

将式（3）变化后，可得

W 9V∞=W 9V 9+（PS9+PS0）A 9+准plug-准post （4）

因此，总净推力变化为

Foverall，n=TS-（Dstr+Dnac）-渍pre+W 9V 9+

（PS9-PS0）A 9+渍plug-W 0V 0 （5）

式中：TS 为螺旋桨装机条件下测量的拉力，下称“表征

拉力”；（Dstr+Dnac）为短舱和吊挂的阻力项；准pre 为内部

流管附加阻力；准post 为后锥体阻力；W 9V 9+（PS9-PS0）A 9+

准plug-W 0V 0 为带中心体时内部流管净推力。

从式（5）中可见，螺旋桨发动机的总净推力由表

征拉力、短舱和吊挂阻力、内流管附加阻力、内流管净

推力 4 部分组成。由于飞行试验中无法直接测量螺旋

桨上的拉力，而间接测量的误差较大，目前无法准确

获取安装条件下的螺旋桨表征拉力，也无法直接测量

中心体及短舱阻力。而内部流管附加阻力和内部流管

净推力，可以通过在发动机上加装测量耙测量截面上

的总温和总压，结合大气条件和发动机喷管特性计算

得到，故此 2 项本文无需研究。

根据 SAE-AIR 4065A 中的推 / 阻力划分体系，

计算重点为螺旋桨的表征拉力。选取常用的飞行参

数，调整计算的初始条件，得到一系列拉力系数与前

进比和桨叶角的工作特性线，建立完备的数据库以备

飞行试验中调用。

2 数值计算方法

2.1 控制方程

由于螺旋桨做旋转运动，使得流过螺旋桨的气流

是非定常的。整个计算域选用非定常、可压 N-S 方

程，其控制方程为

坠坠t 蓊 赘QdV+蓦 F·ndS=0 （6）

式中：Q= [籽, 籽u, 籽v, 籽w, e t]T；籽、u、v、w、e t 分别为大气密

度、x、y、z 轴方向的流体速度和单位质量流体的总能；

赘 为控制体；F为黏性通量；n 为垂直于单元体外表面

的法线单位矢量。

对控制体中网格单元进行积分

V i
坠Qi坠t +撞（Fi,j·ni,j）Si,j=0 （7）

式中：V i 为单元 i 的体积，下标“i，j”为单元 i 与单元

j；Fi,j，ni,i，Si,i 分别为网格单元 i、j 的通量，其外法线单

位矢量及面积；Fi,j·ni,j 为通量，由 2 部分构成

Fi,j·ni,j=Fi,j
E
+Fi,j

F
（8）

式中：Fi,j
E
为无黏通量；Fi,j

F
为黏性通量。

2.2 计算方法及湍流模型

在流场求解中，采用有限体积法对控制方程进行

空间离散，黏性项采用中心差分格式离散，无黏项采

用 2 阶 Rose 迎风偏置通量差分方法离散。时间推进

采用隐式近似因子分解法，且采用了多重网格加速收

敛算法[12-15]。螺旋桨周围的流场受到轴向和周向气动

力，选择适用于强旋转效应和速度梯度 RNG k-着 湍

流模型。

图 1 牵引式涡桨发动机安装控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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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螺旋桨飞机表征拉力确定

3.1 计算模型及网格

半模计算区域选择长

250 m、宽 100 m 和高 60

m 的长方体作为计算控制

域，模型在计算域中的位

置如图 2 所示。

计算模型为某型上单翼 4 发螺旋桨飞机，6 叶螺

旋桨，机翼的参考面积约为 50 m2，定义螺旋桨的旋转

方向为顺航向逆时针，模型如图 3 所示。螺旋桨采用

结构化网格划分，单个旋转区域网格量为 300 万；飞

机机身、机翼、短舱采用非结构化网格划分，靠近机身

区域进行网格加密，远离机身区域计算网格逐渐稀

疏，固壁面均采用 7 层网格进行加密，第 1 层网格高

度为 1 mm，增长率为 1.2，飞机半模网格量为 450 万，

网格总数量约为 1100 万，模型整体网格分布如图 4

所示。

由于机身、机翼、短舱处网格静止不动，而螺旋桨

处网格相对于机体高速旋转，故网格分为旋转域网格

和静止域网格 2 部分。螺旋桨处旋转网格用圆盘包

裹，圆盘的直径为螺旋桨直径的 1.4 倍，前后距离为

桨帽长度的 1.5 倍，如图 5 所示。计算时设置滑移网

格的旋转来模拟螺旋桨的旋转效果，螺旋桨与短舱交

接处网格如图 6 所示。

3.2 流场分析

为了研究螺旋桨滑流对后方机翼表面流场的影

响，分别沿机翼展向截取 5 个平面（其中 y/b=0.25 和

0.55 截面同为螺旋桨正后方截面，仅保留 0.55 截面

图像），如图 7 所示。桨叶角为 30毅，前进比为 0.3Ma，

某瞬态下各界面 Ma 对比

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

螺旋桨旋转时桨叶脱出的

涡系使得机翼表面 Ma 变

化较大，越靠近螺旋桨后

方，影响越明显。

3.3 计算结果

分别对高度为 4 和 8

km 下的螺旋桨流场进行

数值计算，其拉力系数曲

线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

见，总体系数偏差在 1.5%

以内，在工程应用的精度

范围内，表明高度对螺旋

桨性拉力性能的影响可以忽略。

在飞行试验中加载的扭矩装量装置可获得不同

飞行条件下螺旋桨的输入功率。在整机流场数值计算

中，设置其边界条件与飞行试验的相同，计算出装机

螺旋桨的功率系数。取其中某 2 个特征点进行误差对

比，结果见表 1。从表中可见，误差在 5%以内，满足精

度要求，验证了计算方法的正确性。

螺旋桨拉力系数和功率系数特性如图 10、11 所

示。从图中可见，螺旋桨拉力系数和功率系数都是随

着前进比的增大而减小。桨叶角越大所对应的前进比

越大，30毅桨叶角在前进比为 1.5 时拉力系数为 0，说

明此时螺旋桨不产生轴向拉力；而桨叶角增大至

图 2 整体计算域

图 3 飞机 3维模型 图 4 模型网格分布

图 5 旋转域表面网格分布 图 6 螺旋桨与短舱交界处

网格分布

图 7 机翼展向站位截面分布

（a）y/b=0.15 （b）y/b=0.35

（c）y/b=0.55 （d）y/b=0.70

图 8 滑流对机翼展向不同截面Ma的影响对比

图 9 拉力系数随高度变化

W=1075 r/min

Ma:0.1 0.22 0.28 0.400.34 Ma:0.1 0.15 0.400.340.16 0.22 0.28
W=1075 r/min

No fanNo fan

W=1075 r/min

Ma:0.1 0.22 0.28 0.400.34 Ma:0.1 0.15 0.400.340.16 0.22 0.28
W=1075 r/min

No fanNo fa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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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毅，在工作范围内拉力均大于 0。

4 飞行试验中的应用

将数值计算出的螺旋桨特性数据整合成如图 10

和 11 所示的特性图。在飞行试验中，通过飞行中的扭

矩、转速、总压和总温等参数，换算为飞行速度和高

度。参考 SAE-AIR-4065A 中推荐“兹”和“J”方法。如果

桨叶角可测或测量满足工程精度，可直接使用“兹”法：

利用前进比和桨叶角在拉力特性图中插值得到安装

条件下螺旋桨的拉力系数，反算得到表征拉力。若桨

叶角的测量误差较大，难以满足精度要求，则采用“J”
法：通过桨轴上的测扭装置获得扭矩及转速，可以得

到轴功率。在功率特性图中利用前进比和功率系数插

值得到桨叶角，然后在拉力系数图中插值得到拉力系

数，反算得到表征拉力。

5 结论

针对螺旋桨拉力确定问题，本文以某型螺旋桨飞

机为研究对象，建立 3 维模型；基于分区拼接网格对

螺旋桨和飞机进行拼接，并进行数值计算；选取飞行

试验中常用的工况点，分析螺旋桨特性参数及飞机表

面的流场变化规律。得到以下结论：

（1）整机流场计算获得的功率特性与飞行中测扭

装置获取的功率特性对比，误差在 5%以内，满足工

程应用精度要求。

（2）螺旋桨滑流对机翼表面流场分布影响明显，

可以加速机翼上表面的流体流动，有效改善了机翼的

升力。

（3）通过 CFD 方法获取螺旋桨发动机的特性，为

后续螺旋桨发动机性能试飞提供参考。

（4）后续通过对发动机外表面积分，获得短舱阻

力，结合数值计算的表征拉力，及飞行试验中获取的

附加前体力和排气推力，最终确定螺旋桨发动机的总

净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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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评价涡轮流体介电常数对电容式高压涡轮叶尖间隙测量精度的影响，通过理论分析获得航空发动机涡轮流体介质

的成分，并计算各成分的体积分数。由于水蒸气的体积分数对涡轮流体介电常数影响较大，仿真计算了不同工况和不同水蒸气体积

分数下涡轮流体介电常数的变化范围，在此基础上计算了涡轮流体介电常数对涡轮叶尖间隙测量误差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涡轮

流体介电常数对涡轮叶尖间隙测量带来的误差最高为 0.3%，在工程应用时可以忽略。

关键词：叶尖间隙；涡轮流体；介电常数；间隙测量；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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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Turbine Fluid Dielectric Constant on the Tip Clearance
Measurement of High Pressure Turbine

REN Rui-dong
渊Chinese Fight Test Establishment袁Xi'an 710089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turbine fluid dielectric constant on the precision of the capacitive tip clearance
measurement of high pressure turbine袁the composition of the turbine fluid medium of aeroengine was obtained by theoretical analysis袁and
the volume fraction of each component was calculated. Because the volume fraction of water vapor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turbine fluid
dielectric constant袁the variation range of turbine fluid dielectric constant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and different volume fraction of
water vapor was calculated by simulation. On this basis袁the influence of turbine fluid dielectric constant on the error of the tip clearance
measurement of turbine was calculate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error caused by the turbine fluid dielectric constant
is 0.3%袁which can be neglected in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Key words: tip clearance曰turbine fluid曰dielectric constant曰clearance measurement曰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叶尖间隙是指发动机转子叶片叶尖

与机匣内壁之间的径向间隙。涡轮的效率与叶尖间隙

有着密切联系，叶尖间隙过大导致更多的气体泄漏，

使燃气涡轮的效率降低；叶尖间隙过小，容易引起叶

尖和涡轮机匣碰摩，使涡轮叶片折断，导致发动机失

效。王大磊等[1]研究了叶尖间隙对叶尖泄漏流的影响，

表明间隙高度每增加 1%相对叶高，间隙泄漏流量占

总流量的比例约增加 2.1%；张剑等[2]研究了涡轮叶尖

间隙对发动机效率的影响，表明相对叶尖间隙增加

1%，发动机效率降低约 0.84%。为减少泄漏流提高发

动机效率，叶尖间隙的主、被动控制技术已经广泛应

用于发动机设计当中；杨家礼等[3]研究了 1 种主动间

隙控制方法，通过仿真分析获得了发动机不同工况下

叶尖间隙计算值；贾丙辉等[4]分析了机动飞行条件下

叶尖间隙的变化规律。发动机工作时，涡轮叶尖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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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随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发生变化，变化范围仅为几

毫米。叶尖间隙的测量技术能够为发动机主、被动控

制技术提供依据，并在发动机健康管理方面起到一定

作用，因此如何提高航空发动机的叶尖间隙测量技术

水平已经成为发动机相关专业人员研究的重要方向。

Craig L 等[5]研究了电容式叶尖间隙测量系统的应用，

并指出由于调频式电容传感器不会受到燃气电离效

应的影响，目前多采用电容式叶尖间隙测试技术进行

涡轮的监控或发展闭环的主动叶尖间隙控制系统。

根据电容式高压涡轮叶尖间隙测量原理，在传感

器与涡轮叶片正对面积和涡轮流体相对介电常数（下

文统称介电常数）不变的情况下，叶尖间隙测量值与

电容（叶尖平面与传感器平面构成电容器的 2 极板）

呈反比例关系，通过测量电容可实现叶尖间隙的测

量。但实际上涡轮内的流体为燃烧室排出的混合气

体，成分复杂，既有各种带电颗粒又有极性气体水蒸

气，混合气体的介电常数会随水蒸气的体积分数、气

体温度和压强发生变化，可能会给叶尖间隙的测量结

果带来误差。

本文为了分析航空发动机涡轮转、静子间流体介

质介电常数在真实工作环境下的变化，对涡轮流体的

主要成分进行分析，计算了流体主要成分的体积分

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发动机不同进气水质量分数的

情况下，涡轮流体介电常数随温度和压强的变化，并

给出真实工况下涡轮流体介电常数的变化范围，为涡

轮叶尖间隙测量精度的评估提供依据。

1 涡轮内流体成分及体积分数

1.1 涡轮内流体成分

在航空发动机工作时，燃油与氧气在燃烧室内发

生剧烈复杂的多步燃烧化学反应，随后产生的高温、

高压燃气进入高压涡轮带动转子高速旋转，燃烧过程

的基本反应式为

CxHy+（x+ y
4
）Oz→ xCO2+

y
2

H2O （1）

燃油燃烧后的产物成分非常复杂：由于燃油中含

有少量硫和氮，在燃烧产物中形成硫的氧化物；若氧

气不足或燃油与空气混合不均匀，会有部分燃油不充

分燃烧生成少量一氧化碳；即使燃烧很均匀，也有小

部分二氧化碳因高温分解为一氧化碳和氧气；另外，

在燃烧过程中将产生大量离子，离子与气相分子及其

聚合物连续反应，逐步形成各种碳氢化合物[6]。因此航

空发动机燃油燃烧后的产物主要包括二氧化碳、氮氧

化物、水蒸气、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硫氧化物和由

于不完全燃烧而产生的碳烟颗粒，但最主要的成分是

二氧化碳和水蒸气[7]。进入发动机的干燥空气主要成

分：氮气为 78%，氧气为 21%，二氧化碳为 0.03%，稀

有气体为 0.94%，其他及杂质为 0.03%，其中氧气参

与燃烧几乎完全消耗，少量氮气在氧气富足的情况下

产生氮氧化物，大部分氮气、二氧化碳及稀有气体不

参与反应[8]，直接进入涡轮构成涡轮流体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若燃油与氧气均匀混合充分燃烧，涡

轮流体的主要成分为氮气、二氧化碳和水蒸气。

1.2 各成分的体积分数

假设消耗燃油的质量为 a，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和

燃油燃烧的化学方程式（1）计算获得消耗氧气的量以

及生成的二氧化碳、水蒸气的质量分别为

MO2
= 32 x+y/4蓸 蔀

12x+y a；MCO2
= 44x
12x+y a；MH2O

= 9y
12x+y a

根据氧气、二氧化碳及水的摩尔质量可得到 3 种

物质的摩尔数，分别为

nO2
= x+y/4
12x+y a；nCO2

= x
12x+y a；nH2O

= y
24x+2y a

由于空气中氮气与氧气的体积分数比为 78颐21，
可知进入发动机的氮气的量为

nN2
= 78×（x+y/4）
21×（12x+y）a

根据气体状态方程，得到二氧化碳、水蒸气、氮气

的体积分别为

V CO2
=
nCO2

RT
P （2）

VH2O
=
nH2O

RT
P （3）

V N2
=
nN2

RT
P （4）

式中：P为涡轮流体压强；T 为温度；R 为气体常数。

各气体成分的体积除以总体积即为各气体成分

的体积分数

浊CO2
=

V CO2

V CO2
+VH2O

+VN2

=
nCO2

nCO2
+nH2O

+nN2

（5）

浊H2O
=

VH2O

V CO2
+VH2O

+VN2

=
nH2O

nCO2
+nH2O

+nN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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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N2
=

VN2

V CO2
+VH2O

+V N2

=
nN2

nCO2
+nH2O

+nN2

（7）

2 介电常数的理论计算公式

若涡轮流体中包含 i 种不同的成分，则总的介电

常数可表示为[9-10]

着r=1+
i
移 Ni

着0
（aei+aoi+

滋2

i
3kT ） （8）

式中：滋i 为第 i 种气体的偶极矩；aei 为第 i 种气体的平

均电子极化率；aoi 为第 i 种气体的平均原子极化率；

Ni 为第 i 种气体的质点数。

Ni=
V i
V A （9）

式中：V i 为第 i 种气体的体积；V 为气体的总体积；A
为单位体积内气体的总质点数，当气体的压强和体积

不变时，A 保持恒定。在己知每种气体成分介电常数

的情况下，式（8）可表示为

着r=1+
i
移 V i

V （着ri-1） （10）

式中：着ri 为第 i 种气体的介电常数，各成分气体的介

电常数必须是同温同压下的值。

根据上述分析，涡轮流体主要由水蒸气、二氧化

碳和氮气组成，只需要分别计算水蒸气、二氧化碳和

氮气的介电常数，并根据各成分的体积分数就可得到

涡轮流体的介电常数。

2.1 水蒸气介电常数

水分子是 1 个典型的极性分子，其正电中心和负

电中心不相重合，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偶极矩

不等于零，属于极性比较大的分子[11-12]。水在不同温度

压力下以固态、气态、液体 3 种不同状态而存在，本文

讨论的水蒸气是水的气态形式。

国际水和水蒸气性质协会提供了 IAPWS-IF97 公

式[13-14]，针对水的不同状态给出各种参数的计算公式。

IAPWS 于 1997 年认可的水蒸气的介电常数方程为

着r=
1+A+5B+（9+2A+18B+A 2+10AB+9B2）0.5

4-4B （11）

由式（11）可以得到水蒸气的介电常数随温度和

压强的变化曲线。其中

A= 103NA 滋2籽g
M着0 kT

（12）

B= 103NA 琢籽3M着0
（13）

式中：k、NA、琢、着0 和 滋 均为常数；g为 Harris-Alderg 因

子；M 为水的摩尔质量；籽 为水蒸气的密度。

水蒸气的密度并非 1 个常量，与温度和压强有

关。一般有 3 种较为常用的计算方法，即查表法、状态

方程法和公式拟合法。状态方程法中比较常用的有莫

里尔状态方程和乌卡诺维奇状态方程，莫里尔状态方

程[15]简单，实现较为容易，对于压强不高的过热蒸汽

具有一定的准确度

1
籽 =0.0004611 TP - 1.45

（T/100）3.1 - 603100P 2

（T/100）13.5 -0.0022 （14）

2.2 二氧化碳和氮气的介电常数

二氧化碳和氮气都是非极性气体，分子极化率只

包含电子位移极化。如果知道分子极化率就可根据克

- 莫方程估算介电常数[9]

着r-1
着r+2

= n0 琢3着0
（15）

式中：着r 为气体的介电常数；n0 为单位体积内的质点

数；着0 为真空的介电常数；琢 为电子极化率。

在实际应用中，n0 使用不便，常用 NA 来代替，NA
与 n0 的关系为

n0= NA籽
M （16）

式中：NA 为阿弗加德罗常数；M 为物质的摩尔质量；籽
为物质的密度，与气体温度与压强有关，根据气体状

态方程可得

籽= PMRT （17）

非极性的多原子分子的分子极化率为

琢=4仔着0∑nir
2

i （18）

式中：ni 和 ri 为分子中第 i种原子的数目和原子半径。

3 仿真计算结果及分析

空气经过压气机进入燃烧室时已经是高温、高压

气体，结合某型涡扇发动机设计手册中燃烧室及涡轮

温度、压强的设计值，设置仿真条件：温度范围为

400～1800 ℃，压强范围为 200～2000 kPa；氧原子、

碳原子、氮原子半径分别为 60、70 和 65 pm；航空发

动机燃料一般使用航空煤油，化学式为 C8H18。根据第

2 章理论计算公式，可获得不同压强和温度下各气体

的介电常数。水蒸气介电常数随温度的变化曲线如图

1（a）所示，二氧化碳和氮气介电常数随温度的变化曲

线分别如图 1（b）、（c）所示。根据各气体的体积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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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计算得到涡轮流体介电常数在不同压强下随温度

的变化曲线，如图 1（d）所示。

从图中可见，温度一定时，随着压强的增大，各气

体的介电常数增大；压强一定时，随着温度的升高，各

气体的介电常数减小。二氧化碳和氮气的介电常数随

温度和压强的变化范围很小，水蒸气的介电常数变化

范围相对较大。

以上仿真分析是基于进入航空发动机的空气为

干燥气体的情况，但实际上，空气湿度会因地域和气

象条件的不同而不同，这样的空气进入航空发动机使

得涡轮流体介电常数不恒定。参考航空发动机适航规

定第 33.78 条的发动机吸雨验证试验[16]，试验规定给

定的吸入发动机雨水的量与空气流量的总质量之比

至少为 4%，对不同水质量分数的空气进入发动机后

涡轮流体介电常数进行仿真计算，得到的结果见表

1。其中，发动机的状态包括慢车、巡航、起飞等典型工

作状态，在计算中涡流流体介电常数时，将空气水质

量分数换算为水蒸气体积分数。

从表中可见，在发动机正常工作条件下，空气含

水质量分数不同，涡轮流体介电常数的变化范围为

1～1.003。根据电容式叶尖间隙测量的原理公式及误

差传递规律，因流体相对介电常数变化 驻着 带来的叶

尖间隙测量偏差为

驻d= G着0S
U 驻着 （19）

式中：G 为放大倍数；S 为面积；着0 为真空介电常数；U
为测量电压。

由式（19）可知，流体相对介电常数变化将对叶尖

间隙测量结果带来最高 0.3%的相对误差，在工程应

用中可忽略涡轮流体介电常数偏差对叶尖间隙测量

误差的影响。

4 结论

本文对涡轮流体的主要构成成分进行了分析并

计算了各成分的体积分数，计算了航空发动机不同工

况、不同进气水质量分数下涡轮流体的介电常数，分

析了介电常数对叶尖间隙测量结果的影响程度，得到

以下结论：

（1）构成涡轮流体的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碳、氮气、

水蒸气，二氧化碳、氮气的介电常数随温度、压强的变

化范围很小，而水蒸气的介电常数变随温度、压强的

变化范围相对较大。

（2）在发动机正常工作条件下，不同进气水质量

分数时，涡轮流体介电常数的变化范围为 1～1.003，

并对叶尖间隙测量结果带来最高 0.3%的相对误差，

该误差的影响可以忽略。

本文介绍的涡轮流体介电常数计算方法可对电

容式传感器的工程应用提供借鉴。研究中忽略了涡轮

流体中带电离子对介电常数的贡献，在后续工作中需

要进一步开展两相流介质的介电常数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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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温 /℃

900

1410

1250

1260

1220

涡轮进口参数 水质量分数 /%

总压 /kPa

300

2500

1580

1000

1550

0

1.005

1.0017

1.0013

1.0008

1.0014

4

1.0006

1.0020

1.0016

1.0010

1.0016

10

1.0007

1.0026

1.0020

1.0012

1.0021

15

1.0008

1.0029

1.0023

1.0014

1.0024

20

1.0009

1.0033

1.0026

1.0016

1.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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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某型航空发动机适航取证项目要求，对该发动机自由涡轮盘开展寿命研究。综合考虑自由涡轮盘标准工作循环内

温度场和转速载荷，采用线弹性有限元应力分析法对轮盘进行应力分析，据此确定轮缘和盘心为轮盘应力水平及疲劳寿命的关键

考核部位；充分考虑试验器能力及试验过程的可监控性等因素，设计并开展了能够对该自由涡轮盘关键部位进行有效考核的试验

载荷系数为 1 的试验器循环疲劳试验；根据试验结果对轮盘低循环疲劳寿命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该自由涡轮盘的预定安全循环

寿命为 6500 次。

关键词：自由涡轮盘；低循环疲劳；预定安全寿命；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3.006

Test Study on Low Cycle Fatigue Life of Aeroengine Free Turbine Disk
WEI Yong袁CHEN Chen袁PENG Yu袁HOU Xian-yong袁LEI Xiao-yu袁FU Jun

渊AECC South Industry Co.袁LTD袁Zhuzhou Hunan 412002袁China冤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project of a certain aeroengine袁life study of the engine free turbine

disk was carried out. Considering the temperature field and rotational speed load in the standard working cycle of the free turbine disk袁the
stress analysis of the turbine disk was carried out by the stress analysis method of linear elastic finite element袁and the flange and disc
center were determined to be the key assessment sites for the stress level and fatigue life of the turbine disk. Considering the capability of
the tester and the controllability of the test process袁the cyclic fatigue test of the tester with a load coefficient of 1 which can effectively
examine the key parts of the free turbine disk was designed and carried out. The low cycle fatigue life of the turbine disk was analysed
based on the test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dicted safe cycle life of the free turbine disk is 6500 cycles.

Key words: free turbine disk曰low cycle fatigue曰predicted safe life曰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压气机和涡轮转子等高速转动部件

失效破裂后的碎片能量巨大，为防止破裂碎片导致飞

机发生灾难性事故，在军、民用飞机的研制中，均要求

发动机机匣能包容叶片断裂。机匣无法包容的轮盘被

列为发动机限寿件，需对其工作寿命进行计算分析和

试验验证，确定其预定安全循环寿命，在发动机装机

使用前需给出初始安全使用寿命，并在后续装机使用

中开展零件安全寿命延长与管理工作，结合零件装机

使用情况及抽样检查结果，逐步延长零件安全使用寿

命，直至其等于预定安全循环寿命[1-3]。

对于轮盘的寿命研究，国内外早有开展，中国某

型发动机涡轮盘定寿就进行过比较系统、详尽的分

析；国外从英国的斯贝发动机开始至今，寿命研究已

有 50 多年的经验积累。这些研究的主要思想是以

Miner 线性累积损伤原理为指导，以载荷谱与零件的

S-N 曲线（或 着-N 曲线）为基础，主要考虑了离心载

荷和温度载荷的影响。该方法所用的材料性能是基于

固体力学假设的，即假设材料是弹性、各向同性、均匀

连接和没有缺陷的，通过考虑疲劳寿命分散度后给出

轮盘的安全寿命，国外发动机公司以大量的全尺寸盘

的试验结果为依据，利用该方法进行寿命研究有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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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性。

采用真实轮盘或轮盘模拟试验件开展低循环疲

劳试验是确定发动机轮盘安全循环寿命最重要、最关

键的工作。开展发动机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时，应尽

可能模拟真实工作载荷，可根据试验设备的实际情况

适当调整试验载荷或优化试验件，以达到对轮盘关键

部位强度的有效考核[4-8]。

本文介绍了某发动机自由涡轮盘低循环疲劳寿

命试验研究中开展的轮盘寿命考核部位确定、疲劳试

验载荷确定、试验件与陪试件设计、试验结果及预定

安全循环寿命确定等工作，其研究结果可为发动机适

航取证提供依据。

1 自由涡轮转子结构及工作

某型发动机自由涡轮盘是盘轴一体结构，叶片与

盘采用枞树形榫齿榫槽连接，盘缘上装有自由涡轮叶

片、锁片及减振片，如图 1 所示。在正常情况下，该自

由涡轮以恒定转速工作。

2 应力分析

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自由涡轮除了承受自身高

速旋转产生的离心载荷以及叶片、锁片和减振片的离

心载荷外，还承受因盘体温度分布不均匀而产生的热

载荷。由于零部件寿命试验通常在试验器上进行，为

使试验结果能准确地反映零部件实际工作水平，试验

前需对自由涡轮盘各类载荷进行分析并开展应力计

算，确定轮盘最大工作应力和应力循环幅值，以此开

展试验方案设计，确定试验载荷及相关陪试件结构。

轮盘寿命研究主要是研究轮盘的标准循环寿命，从而

可根据工作载荷谱开展工作循环与标准循环之间的

换算[9]。标准循环通常定义为零应力到最大工作应力

之间的循环，即应力循环幅值等于最大工作应力。

2.1 轮盘载荷分析

自由涡轮盘在工作中受离心载荷和热载荷的综

合作用。在发动机工作时，燃气热量通过叶片传到轮

体上，而冷却轮盘的气流是由盘心流向盘缘，从盘心

到盘缘，温度呈递增分布。在发动机起动和加减速过

程中，轮盘的温度场处于非稳定状态，且轮缘部位的

温度较轮心部位变化快，轮盘在该过程中通常承受最

大热应力。而离心载荷主要受轮盘工作转速的影响，

通常认为最大离心载荷处于轮盘最大工作转速下。轮

盘最大工作应力是考虑上述 2 种载荷综合作用后的

最大应力。

根据自由涡轮盘在发动机各种工作状态下温度

分布及工作转速，采用线弹性有限元应力分析法[10-11]

对轮盘进行应力分析。计算确定自由涡轮盘在轮缘温

度为 580 ℃，轮心温度为

490 ℃（如图 2 所示），工

作转速达到 43005 r/min

时，轮心部位应力达到最

大，该状态为正常工作条

件下轮盘最危险的工作状

态，轮盘寿命研究选取该状

态为标准循环上限状态。

2.2 线弹性有限元分析

采用 MSC.PATRAN 软件进行有限元前、后处理，

采用 MSC.NASTRAN 软件进行线弹性有限元分析。

2.2.1 计算模型网格划分

自由涡轮盘为实心盘，盘上均布有 37 个榫槽，取

包含 1 个榫槽在内的整个自由涡轮盘（其 UG 模型如

图 3 所示）的 1/37 循环对称段作为计算模型，采用 20

节点六面体单元进行网格划分，共包含 58204 个节

点，15891 个单元，计算模型有限元网格如图 4 所示。

2.2.2 计算载荷和边界条件

（1）载荷施加。自由涡轮盘承受载荷包括自身离

心载荷、热载荷、叶片和锁片以及减振片的离心载荷：

轮盘自身离心载荷以转速形式施加在整个计算模型

图 1 自由涡轮转子

图 2 最大工况下自由涡轮盘

温度分布

图 3 自由涡轮盘 3维

UG模型

图 4 自由涡轮盘计算模型

有限元网格

自由涡轮盘

自由涡轮叶片

锁片
（减振片未示出）

Z
XY

3.00+0.02

n6+0.02

5.963+002

5.726+002

5.489+002

5.253+002

5.016+002

4.779+002

4.542+002

4.305+002

4.069+002

3.832+002

3.595+002

3.358+002

3.122+002

温度 /℃

3.003+002

Z
XY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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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由涡轮盘榫头榫槽接触面应力计算结果[12]

单个叶片离心载荷 /N

单个锁片离心载荷 /N

单个减振片离心载荷 /N

接触面积 /mm2

接触面应力 /MPa

45475.78

463.68

303.92

19.49

1677.99

上；热载荷以节点温度形式施加在节点上；叶片、锁

片、减振片的离心载荷以分布力的形式施加在榫头榫

槽接触面上，分布力计算结果见表 1。

（2）边界条件。计算中约束图 4 中 A 端面节点的

周向位移以及 B 端面节点的轴向位移，并约束轮盘

轴线上节点的径向和周向位移，同时在 2 个切割面上

施加循环对称约束。

2.3 应力计算结果

自由涡轮盘当量应力分布计算结果如图 5、6 所

示。其轮缘和轮心最大当量应力分别为 630.9、742.7

MPa。

根据应力计算结果，自由涡轮盘在工作转速为

43005 r/min 下，轮缘（图 5 中 C 处）和轮心（图 6 中 D
处）部位所承受的应力最大，因此，确定轮缘和轮心部

位为自由涡轮盘的低循环疲劳寿命关键部位。

3 试验方案设计

根据自由涡轮盘的应力分析可知，自由涡轮盘的

最危险部位为轮心和轮缘，因此这 2 个部位是寿命考

核部位。

3.1 试验件及陪试件

为保证疲劳寿命试验中自由涡轮盘应力分布与

工作中的基本一致，拟以

自由涡轮转子（包含自由

涡轮盘、叶片、锁片及减振

片）作为试验组件，如图 7

所示。

鉴于试验器的特性，试验下限转速不能取 0，而

且该试验器只能在均温状态下试验，无法模拟标准循

环下的温度场，为保证试验循环载荷等同标准循环载

荷，采取提高试验上限转速的方法，使自由涡轮盘考

核部位的应力水平达到标准循环的。但提高试验转速

会导致叶片和盘缘榫槽处的离心力提高，而且实际试

验是在真空状态下，叶片榫头及盘轮缘（榫槽）部位所

受弯矩与实际有差异，会使试验叶片榫头和轮盘榫槽

处的应力较标准循环时的高出许多，可能导致轮缘考

核部位提前失效，而轮心关键部位不能得到有效考

核。为避免这类情况发生，需截短叶片，使轮心考核部

位 D 处在试验中的应力接近标准循环时的，经计算

需将叶片高度截到距轮心 78 mm 处。

3.2 试验循环载荷的确定

3.2.1 标准循环应力

在发动机工作时轮盘的应力循环随着发动机工

作过程变化，可简化为起动———最大应力工作状

态———停车。

（1）最小应力。轮盘工作应力是离心载荷和热载

荷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离心载荷与轮盘转速成正

比，在发动机起动前和停车后，其转速为 0，离心载荷

为 0。热载荷与轮缘和轮心的温度差有关，根据自由

涡轮盘在发动机各种工作状态下的温度分布可知，在

所有工作状态下，轮缘温度均不会低于轮心温度，即

在所有工作状态下轮盘不会产生因温度场引起的负

应力，因此自由涡轮盘最小热应力也为 0，即在发动

机工作循环中自由涡轮盘的最小应力为 0。

（2）最大应力的确定。根据自由涡轮盘的应力分

析可知，自由涡轮盘在工作转速为 43005 r/min 下，轮

缘和轮心部位所承受的应力最大，分别为 630.9、

742.7 MPa。

（3）标准循环应力。根据上述分析确定的最小应

力和最大应力，考核部位轮缘和轮心的标准循环应力

分别为 630.9、742.7 MPa。

3.2.2 试验载荷及试验加载谱的确定

试验循环为：试验下限转速———试验上限转

速———试验下限转速。根据试验设备特性，试验下限

转速取 2000 r/min，试验温度设定为 480 ℃均温，经

计算，试验下限转速下应力为 1.08 MPa。

试验载荷系数[13]为

K= 滓t

滓w

滓w,b

滓t,b
（1）

图 5 轮缘局部当量应力分布 图 6 轮心局部当量应力分布

图 7 试验组件

ZX
Y

02
C

应力 /MPa
6.309+002

5.94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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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滓t 为试验器循环的有效应力；滓w 为发动机标准

循环的有效应力；滓t,b 为试验温度下的材料强度极限；

滓w,b 为工作温度下的材料强度极限。

参考《斯贝 MK202 发动机应力标准》（EGD-3），

试验载荷系数[14]为

K=
（滓t,max-滓t,min）×

滓t,b

1.1

滓w,max×（
滓t,b

1.1
-滓t,min）

× 滓w,b

滓t,b
（2）

式中：滓t,max 为试验上限转速下应力；滓t,min 为试验下限

转速下应力；滓w,max 为标准循环上限转速下应力；滓t,b 为

试验温度下的材料强度极限；滓w,b 为工作温度下的材

料强度极限。

根据自由涡轮盘应力分析结果，在标准循环上

限状态，轮心应力为 742.7 MPa，温度为 493 ℃，此

时材料强度极限为 1242.3 MPa，此外已知 480 ℃下

材料强度极限为 1247.46 MPa[15]。经计算，要使试验

载荷系数为 1.00，在上述设定的试验条件下（试验下

限转速为 2000 r/min，试验温度为 480 ℃均温），试

验循环上限应力应为 746.15 MPa，即试验上限转速

为 52618 r/min。

在标准循环上限状态下，轮缘应力为 630.9

MPa，温度为 568 ℃，此时材料强度极限为 1212.54

MPa[15]；经计算，要使试验载荷系数为 1.00，在上述设

定的试验条件下，试验循环上限应力应为 649.55

MPa，即试验上限转速为 48208 r/min。

DEF STAN 00-971 推荐：为避免在没有代表性

的条件下进行试验，要求经温度修正后试验器的试验

应力既不低于发动机的（有效）应力，也不大于该（有

效）应力的 1.3 倍。在许多情况下，合适的试验载荷系

数是 1.10~1.15；EGD-3 推荐：低循环疲劳试验的载荷

系数应尽可能取为 1.00；

综合考虑，取自由涡轮盘轮心危险部位的载荷系

数为 1.00：当自由涡轮盘轮心危险部位试验载荷系数

为 1.00 时，低循环疲劳试验上限转速为 52618 r/min。

轮缘危险部位试验载荷系数为 1.19。

据此确定自由涡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循环转速

为：2000～52618～2000 r/min；为保证试验中试验件

材料变形充分，规定每次循环时须在上限点和下限点

保载停 2 s，确定试验加载谱，如图 8 所示。

4 低循环疲劳试验

自由涡轮盘在真空度为 400 Pa 以下、均温 480℃

的立式轮盘旋转试验台上进行，如图 9 所示。分阶段

完成了 1.2、1.6、2.0、2.2、2.4、2.6 万次低循环疲劳试

验，在试验过程中转子扭矩平衡稳定，转子振动无异

常，各项监控参数正常，在每个阶段完成后对试验件

进行相关尺寸测量（如图 10 所示）和无损检查。

检查结果表明，自由涡轮盘在完成 2.6 万次低循

环疲劳试验后，相关尺寸无明显变化，无损检查无

裂纹。

5 预定安全寿命的确定

根据 DEF STAN 00-971 规定的安全寿命[13]为

Fr= Na5.28

Y （3）

式中：Fr 为由 1 个或多个试验结果，用寿命和 / 或应

力散度系数导出的关键部位的预定安全循环寿命；N
为试验循环数；a为试验载荷系数，轮心部位为 1.00，

轮心部位为 1.19；Y 为寿命散度系数，当用 1 个盘进

行试验时，Y=4。
DEF STAN 00-971 给出 2 种可以接受的确定 N

的方法：

（1）N 的计算是基于裂纹出现前或开始出现时的

试验循环数。该裂纹是用常规检验方法可以检查出来

的（典型的是 1 条长 0.75 mm 的表面线裂纹）。

（2）N 的计算是基于试验到破坏，或者试验到出

现 1 条长裂纹的试验循环数。由试验结果除以 1 个系

数（典型的是 1.5）得到，以保证一定的安全裕度。

自由涡轮盘完成 2.6 万次试验器循环后，无损检

查未发现裂纹，因此 N=2.6 万，可以计算出轮心部位

图 9 试验台

图 10 自由涡轮盘尺寸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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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定安全寿命 Fr=Na5.28/Y=26000×15.28/4=6500 次循

环；轮缘部位的预定安全寿命 Fr=Na5.28/Y=26000×
1.195.28/4=16285 次循环。

预定安全寿命应取各关键部位寿命最小值。因

此，给出自由涡轮盘的预定安全寿命为 6500 次循环。

6 结论

（1）本文在综合考虑某型自由涡轮盘各种工作温

度分布及工作转速的情况下，采用线弹性有限元应力

分析法对其进行全面的应力分析。依据分析结果确定

盘体和盘缘为轮盘寿命考核关键部位，确定了自由涡

轮盘标准循环应力；针对选定的试验设备，确定了试验

方案及试验载荷，并完成试验件及陪试件的结构设计。

（2）依据确定的试验方案与试验载荷，在立式轮

盘旋转试验台上开展了某型自由涡轮盘低循环疲劳

试验，在试验过程中转子扭矩平衡稳定，转子振动无

异常，各项监控参数正常，试验数据真实有效。

（3）自由涡轮盘在试验器上经 2.6 万次循环后，

经无损检查，轮盘无裂纹，相关尺寸无明显变化，依据

试验结果，采用 DEF STAN 00-971 规定的方法确定

了该型涡轮盘可批准的预定安全寿命，为该轮盘使用

寿命控制提供了关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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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飞行过载和推力销安装间隙对推力测量结果的影响，根据安装节推力测量原理开展一系列推力校准试验，获

得了不同过载和安装间隙下的推力校准方程。通过结果分析得出飞行过载和安装间隙对推力测量结果的影响关系和解决措施。结

果表明：当飞行过载不超过 2g时，安装间隙为 4～6 mm，且在发动机慢车以上状态时，可以忽略飞行过载和推力销安装间隙的影

响；当飞行过载超过 2g时，需要根据实际的过载系数和安装间隙对主安装节推力进行修正，以获得更高精度的推力测量结果。

关键词：主安装节；推力；飞行过载；安装间隙；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41.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3.007

Influence of Flight Overload and Installation Clearance on Thrust Measurement of Mounts
ZHANG Qiang

渊Chinese Flight Test Establishment袁Xi爷an 710089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flight overload and thrust pin installation clearance on thrust measurement results袁a series

of thrust calibration tests wer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hrust measurement of mounts袁and the thrust calibration equations
were obtained under different overload and installation clearance. The influence relation between flight overload and installation clearance
on thrust measurement result and the solutions were obtained by analyzing th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flight overload is not
more than 2g袁the installation clearance is 4~6 mm. The influence of flight overload and thrust pin installation clearance can be neglected
when the engine is above the idling rating. When the flight overload exceeds 2g袁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 the mount thrus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overload coefficient and the installation clearance袁so as to obtain higher precision thrust measurement results.

Key words: mount曰thrust曰flight overload曰installing clearance曰aeroengine

0 引言

对于航空发动机而言，主安装节是发动机将推力

传递给飞机的最主要部件。测量发动机主安装节的推

力是国内外发动机飞行推力测量领域的研究热点之

一。美国的主安装节推力测量技术比较成熟。20 世纪

80 年代，为了评定 F-14 飞机舰上复飞时的性能以及

大迎角时的机动性，美国 NASA、格鲁门公司以及海

军联合开展试验，第 1 次在装备于 F-14A 的 TF30

发动机上开展了推力直接测量技术研究[1]；90 年代，

NASA 为了研究推力矢量与飞机的综合控制技术，又

在先进飞行器高级控制技术（ACTIVE）的 F-15 飞机

上开展了发动机推力直接测量飞行试验[2]。ACTIVE

试验项目是 NASA 德莱顿飞行试验中心、美国空军、

PW 公司和波音公司联合开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

对矢量推力系统的优势（包括改善飞机的性能、操纵

性和控制性）进行演示验证。安装节推力测量是

ACTIVE 项目的关键研究单元之一。通过在发动机主

安装节上布置应变计，将其改装成为 1 个推力测量传

感器，在地面开展推力销的推力校准试验，获得应变

- 推力校准方程。在飞行试验中，将实测的应变代入

地面试验获得的推力校准方程，从而获得不同飞行条

件下的发动机安装节推力。安装节直接推力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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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利用空气动力学模型计算的结果相比，最大状态平

均相差 4.2%，全加力状态平均相差 3.8%，获得了令

人满意的结果。

国内长期以来在发动机推力测量方面开展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但都集中在以空气动力学模型为

主的气动计算方法[3-11]上，而对发动机安装节推力测

量技术的研究起步较晚。“十一·五”期间，张强等[12]

率先以涡喷发动机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发动机安装

节推力测量的地面试验研究；“十二·五”期间，雷小

波等[13-18]以涡扇发动机为试验对象，借鉴 NASA 的试

验方法，开展了发动机推力直接测量的地面和飞行试

验研究，充分表明了对发动机安装节开展推力测量的

可行性和有效性。目前该技术还处于深入研究之中。

安装节推力测量的核心是在地面试验中建立的

应变 - 推力校准方程。地面车台与飞行装机环境的 2

个主要差异是飞机过载和发动机装机条件。本文通过

在地面推力校准试验中，模拟不同的过载和安装条

件，获得推力校准方程的差异，并分析这 2 个因素对

推力测量结果的影响程度，最终为发动机主安装节推

力测量提供了技术支持。

1 主安装节推力测量力学原理

1.1 主安装节受力分析

以某型发动机为研究对象，安装节对发动机的作

用力如图 1 所示。该发动机有 3 个安装节支点，前 2

个为主安装节，承受发动机的推力和部分质量；后面

1 个为辅助主安装节，仅承受发动机的部分质量。理论

上发动机通过前面 2 个主安装节将推力传递给飞机。

主安装节推力销的几何模型如图 2 所示。从图

中可见，推力销左侧被车台安装节支座完全包裹，

处于全约束状态；中间圆锥段是外露区；右侧圆柱

段被发动机轴承包裹，承受并传递发动机的航向推

力和部分重力。

1.2 主安装节推力测量方程

此处主安装节推力销推力测量使用的是剪力测

量。根据材料力学知识[19]，

在纯剪切状态下，1 点的主

应力 滓1 和 滓3方向为±45毅，
其数值等于剪应力 子，如图

3 所示。

滓1=-滓3=子 （1）

由广义胡克定律可知

着1=
1
E（滓1-滋滓3）

着3=
1
E（滓3-滋滓1）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2）

式中：ε1 和 ε3 为 2 个方向的主应变；E 为弹性模

量；滋 为泊松比。

将式（1）代入式（2）得

着1=-着3=（1+滋）子/E （3）

在剪力作用下，圆形

横截面的应力分布规律如

图 4 所示。

最大剪应力 子max 发生在中性轴处

子max=k QA （4）

式中：k 为与截面形状有关的系数，对于圆截面，

k=4/3；Q 为剪力；A 为横截面面积。

将式（3）代入式（4）得

着1=
k（1+滋）Q

EA （5）

剪力测量的应变计布置位置及组桥如图5、6所示[20]。

在全桥电路中，桥路输出应变 着d 与单个应变片

着i（i=1，2，3，4）的应变关系为

着d=着1-着2+着3-着4=着1-（-着1）+着1-（-着1）=4着1 （6）

由式（5）、（6）得

Q= EA着d

4k（1+滋） （7）

图 1 安装节对发动机作用力 图 2 主安装节推力销模型

图 3 纯剪切状态下 1点的

应力状态

图 4 圆截面剪应力分布

图 5 应变计布置位置 图 6 应变计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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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7）即为剪力 Q 与桥路应变 着d 的关系式，也就

是主安装节推力测量的基本方程。

2 过载及间隙对推力校准方程的影响

要获得推力销承受的

推力，必须开展推力校准试

验，试验设备如图 7 所示。

推力校准试验至关重

要，其精度直接决定测试结

果的误差，因此必须考虑多

种因素对推力校准方程的

影响。此处考虑的影响因素

有 2 项：

（1）在发动机实际安装

时，主安装节轴承端面与推

力销端面间隙为 4～8 mm，

如图 8 所示。

由于在实际安装条件下，此处间隙不固定，因此

需要研究间隙对于推力校准方程的影响精度。

（2）在飞行试验中，飞机在做机动飞行时，往往会

产生较大的过载，使得主安装节承受的垂向力超过发

动机的质量。因此，需要评估飞行过载对推力测量结

果的影响。

2.1 安装间隙对推力校准方程的影响

由材料力学可知，横截面内的剪力与力的作用点

到该截面的距离无关。因此当改变间隙时，也即改变

剪力的作用距离时，应变片中心截面的剪应力不会变

化。但是工程与理论存在着差别，主要表现在：

（1）应变片测量的应变是一定区域内的平均应变，

不是某个点的应变；

（2）在实际测量中，当距离改变时，在该截面的弯

矩会随之变化。应变片覆盖的区域横跨中性层，应该

会产生弯矩应变。

因此，为了研究间隙对推力校准方程的影响，需

要开展相应的试验研究。分别保持不同的间隙为 4、6

和 8 mm，获得的推力校准

曲线和方程如图 9 所示。

从图中可见，间隙为 4、6

mm 下的方程几乎相同，

但是间隙为 8 mm 下的方

程已经有所差别。

以间隙为 4mm 下的推力为参考，间隙为 6、8mm

下获得的推力值以及相对偏差（推力偏差 / 间隙为

4 mm 下推力×100%）见表 1。

从图 9 和表 1 中可见：

（1）间隙为 6 mm 下的校准方程斜率不变，截距

略变小，在同一应变下，间隙为 6 mm 下的推力偏差

均为正，范围为 0.186～0.196 kN；

（2）间隙为 8 mm 下的校准方程斜率变大，截距

略增大，在同一应变下，间隙为 8 mm 下的推力偏差

均为负，范围为 -1.137～-2.068 kN；

（3）由于偏差绝对值变化范围为 0.186～2.068 kN，

而发动机推力变化范围为 9.8～117.6 kN，前者远小

于后者，因此发动机推力对相对偏差的影响起主要作

用，出现了相对偏差随推力增大而减小的现象；

（4）在小推力状态下，间隙为 6 mm 下偏差最大

为 3.33%，间隙为 8 mm 下偏差最大为 18.27%。此小

推力状态与 AL-31F 发动机的慢车推力相当。

因此在飞行试验中，应控制发动机安装间隙为

4～6 mm，在慢车以上状态开展发动机推力测量试

验，这样可以忽略间隙对推力测量结果的影响。

2.2 飞行过载对推力的影响

推力销同时承受重力方向垂向载荷和水平方向

推力载荷。在飞行过程中，由于过载，使得推力销承受

的垂向载荷发生变化。这种垂向载荷的变化对推力校

准方程会产生多大的影响，需要开展试验研究。

已知发动机质量为 2 t，假设每个主安装节承受

图 7 主安装节推力校准

试验台

图 8 主安装节轴承与

推力销端面间隙

表 1 不同间隙下的推力值

应变

0.025

0.050

0.075

0.100

0.125

0.150

0.175

0.200

0.225

0.250

0.275

0.300

4 mm

5.76

10.56

15.38

20.18

24.98

29.78

34.58

39.40

44.20

49.00

53.80

58.60

6 mm

5.96

10.76

15.56

20.36

25.18

29.98

34.78

39.58

44.38

49.20

54.00

58.80

8 mm

4.71

9.43

14.13

18.85

23.56

28.27

32.98

37.69

42.40

47.12

51.82

56.54

4 mm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mm

3.33

1.82

1.25

0.95

0.77

0.65

0.56

0.49

0.43

0.39

0.36

0.33

8 mm

-18.27

-10.84

-8.05

-6.59

-5.70

-5.09

-4.65

-4.32

-4.06

-3.85

-3.67

-3.53

推力 /kN 推力偏差 /%

图 9 不同间隙下的推力校准

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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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为 1 t。分别模拟飞机的法向过载系数为 1g、2g
和 3g（g为重力加速度），

即对推力销施加垂向载荷

分别为 9.8、19.6 和 29.4

kN。在不同的垂向载荷

下，开展水平推力校准试

验，获得的曲线和方程如

图 10 所示。

以 1g过载下的推力为参考，2g和 3g过载下获得

出的推力值以及相对偏差（推力偏差 /1g 过载下推

力×100%）见表 2。

从图 10 和表 2 中可见：

（1）与 1g过载下的方程相比，2g和 3g过载下的

校准方程斜率不变，截距逐渐变大。因此在同一应变

下，2g和 3g过载下的推力偏差均为负。其中，2g过载

下的偏差范围为 -0.294～-0.392 kN，3g过载下的偏

差范围为 -0.588～-0.686 kN；

（2）由于偏差绝对值变化范围为 0.294～0.686

kg，而发动机推力变化范围为 9.8～117.6 kN，前者远

小于后者，因此发动机推力对偏差的影响起主要作

用，出现了推力偏差随推力增大而减小的现象；

（3）与前面类似，在小推力状态下，2g过载下的偏

差最大为 -7.41%，3g过载下的偏差最大为 -14.81%。

此小推力与 AL-31F 发动机的慢车推力相当。

因此在飞行试验中，应控制法向过载不超过 2g，
在慢车以上状态开展发动机推力测量试验，这样可以

忽略过载对推力测量结果的影响。

3 结论

（1）在飞行试验中开展发动机主安装节推力测

量，需要考虑飞行过载和发动机安装间隙对推力测量

的影响；

（2）当飞行过载不超过 2g，安装间隙为 4～6mm，

且发动机在慢车以上状态时，可以忽略上述 2 种因素

的影响，在地面建立的推力校准方程所获得的推力测

量值精度较高；

（3）当不满足（2）所述条件时，需要根据实际的过

载系数和安装间隙对主安装节推力进行修正，以获得

更高精度的推力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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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明某航空发动机油管固定支架断裂故障的性质和原因，对断裂支架进行外观检查、断口宏观和微观分析、表面检

查、成分分析、组织检查、重熔层检查和有限元分析。结果表明：支架断裂故障的性质为疲劳断裂，其原因为在装配结构拉力和振动

应力共同作用下，在支架内侧表面重熔层中微裂纹处萌生了疲劳裂纹，最终导致支架断裂。建议采用激光 - 电解复合加工技术对

支架表面进行加工以去除重熔层、微裂纹和无热影响区，并在装配过程中严格控制预紧力以提高装配质量。

关键词：固定支架；重熔层；疲劳断裂；有限元分析；失效分析；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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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ure Failure Analysis of Fixed Bracket for Aeroengine Oil Tube
BU Jia-li袁GAO Zhi-kun袁TONG Wen-wei袁SUN Jia-si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fracture failure of the fixed bracket for a aeroengine oil tube袁the appearance

inspection袁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analysis袁surface inspection袁composition analysis袁organization inspection袁remelting layer
inspection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the fracture bracket we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acture fault of the bracket is
fatigue fracture袁which is caused by the initiation of fatigue crack at the microcrack in the remelted layer on the inner surface of the bracket
under the action of assembly structure tensile force and vibration stres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urface of the bracket should be machined
by laser-electrolysis to remove the remelted layer袁microcracks and heat-free zone袁and the pretightening force should be strictly controlled
during the assembly process to improve the assembly quality.

Key words: fixed bracket曰remelted layer曰fatigue fracture曰finite element analysis曰failure analysis曰aeroengine

0 引言

油管是航空发动机供油系统中的重要零部件之一，

其工作状态的稳定性直接影响发动机的可靠性和使用

性能。固定支架为油管的紧固件，不仅起着支撑油管的

作用，而且对于减小油管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的振动具

有重要作用。油管固定支架一旦失效，会使油管振动增

大，甚至导致油管断裂，直接影响发动机供油系统的稳

定性，从而影响发动机正常工作。某型发动机油管固定

支架材料主要以 TC4 钛合金为主，该合金具有密度小、

比强度大、工作环境温度高和抗腐蚀性好等特点，在航

空航天飞行器上得到广泛应用[1-6]。某航空发动机油管支

架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了断裂故障，该支架主要加工工艺

流程为热处理（淬火）、线切割（切出形状钻孔）、铣倒圆、

打磨去除重熔层、钻螺纹孔对应底孔、攻螺纹。

国内外多数相关研究通常采用外观检查、断口宏

观和微观分析、表面检查、材质分析等常规手段对断

裂的零部件进行失效分析[7-10]，只能对零部件失效断

裂的类型进行定性分析。本文在常规失效分析方法基

础上，加入工艺流程检查和有限元分析，不仅可以对

零部件失效断裂的类型进行定性分析，还能得出具体

的失效原因。

1 检测试验结果

1.1 宏观检查

该支架安装于发动机顺航向右下方，如图 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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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故障支架宏观形貌如图 2 所示。断裂发生在无螺

纹的安装孔附近，断裂处周围可见明显的挤压损伤痕

迹。故障支架外侧有螺纹的安装孔附近表面宏观形貌

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明显的偏压现象，主要集中

在靠近安装边一侧，呈凹陷挤压损伤特征，挤压损伤

与管路上的卡箍安装锁片形状、大小相吻合。

支架安装时，先将支架的无螺纹安装孔和附件机

匣安装边通过螺栓相连接，然后再将支架有螺纹的安

装孔和管路上的卡箍安装锁片通过螺栓相连接。支架

的凹陷挤压损伤特征表明，在连接支架有螺纹的安装

孔和管路上的卡箍安装锁片过程中，安装位置有一定

的偏差，通过施加外力的方式将有螺纹的安装孔和管

路卡箍安装锁片的安装位置对齐（如图 4 所示），然后

再通过螺栓将其连接在一起，使支架受到装配结构

力———拉力的作用，致使

螺纹安装孔（靠近安装边

一侧）附近表面和管路上

的卡箍安装锁片发生挤

压，这与支架外侧有螺纹

安装孔附近表面有偏压现

象相吻合（图 3）。

1.2 断口分析

支架断口宏观形貌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

断口呈灰白色，起伏不大，局部可见明显的磨蹭痕

迹，没有明显的塑性变形，可见清晰的放射棱线和

疲劳弧线，表明此断口为

疲劳断口。根据疲劳弧线

及放射棱线的方向判断，

疲劳起始于支架内侧表

面中间区域。

通过扫描电镜观察，断口疲劳源区呈多源、线性

特征，起源于支架内侧表面，断口表面有明显的挤压

磨损痕迹，无明显的冶金缺陷，如图 6 所示。断口疲劳

扩展区大部分区域呈磨损特征，如图 7（a）所示，局部

区域可见较细的疲劳条带特征，如图 7（b）所示。瞬断

区面积约为整个断口面积的 20%，为典型的撕裂韧

窝形貌，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韧窝沿内侧表面向

外侧表面方向撕裂。

1.3 表面检查

故障支架源区附近表面宏观放大形貌如图 9 所

示。从图中可见，存在挤压磨蹭所致的凹陷现象，凹陷

位置为红色虚线圆圈内。

故障支架断口疲劳源区附近表面微观形貌主要

（a）安装位置

图 1 故障支架安装位置

无螺纹

外
侧

内
侧

支架断裂位置

有螺纹
卡套

管路卡箍锁片

安
装
边

图 2 故障支架宏观图像 图 3 故障支架外侧有螺纹的

安装孔附近表面宏观形貌

没有螺纹
安装孔

挤压损伤痕迹

内
侧

外
侧

有螺纹
安装孔

内
侧

外
侧

凹
陷
挤
压
损
伤
痕
迹

图 4 故障支架安装位置偏差

F
F

图 5 断口宏观形貌

（a）低倍

瞬断区

图 6 断口源区微观形貌

Mag= 32X200滋m*

H
20滋m Signal A=SE2

Mag=500Ｘ

图 7 疲劳扩展区微观形貌

Mag= 500X20滋m*

Mag= 5000X2滋m*

图 8 断口瞬断区微观形貌

Mag= 500X10滋m*

Mag= 500X2滋m*

（b）结构

（b）高倍

（a）磨损区 （b）未磨损区

（a）断口侧 （b）对偶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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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内侧表面 （b）外侧表面

图 13 故障支架重熔形貌

微裂纹

=20.46 滋m

重熔层

Mag= 500X 20滋m*
Mag= 500X 20滋m*

网格细化

（a）螺栓 （b）支架

图 14 支架与螺栓的有限元模型

表 1 故障支架基体能谱分析结果

元素

质量分数

标准

Ti

90.36

余量

V

4.13

3.50～4.50

Al

5.51

5.50～6.80

wt%

图 12 故障支架组织形貌

（a）源区附近低倍

（c）远离源区表面

图 10 疲劳源区附近表面微观形貌

断口 疲劳源

Mag= 50X300滋m*

Mag= 500X20滋m*
Mag= 500X20滋m*

图 9 故障支架源区附近

表面宏观放大形貌

外侧
源区

500.00滋m

呈挤压损伤特征，局部存在微裂纹（如图 10（a）所示）

和挤压所致的褶皱（如图 10（b）所示），远离源区表面

形貌如图 10（c）所示，主要为电加工痕迹，重熔层里

存在微裂纹。对故障支架外侧断口附近表面放大观

察，可见沿轴向的磨痕（如图 11 所示）。

1.4 成分分析

对故障支架基体进行

能谱分析，结果见表 1。从表

中可见，主要合金元素质量

分数符合技术标准要求。

1.5 组织检查

对故障支架进行金相

组织检查，组织形貌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见，支架

为典型的（琢+ 茁）双态组织，组织未见异常。

1.6 重熔层检查

故障支架重熔层检查

结果如图 13 所示。从图中

可见，内侧表面有重熔层和

微裂纹，重熔层厚度约为

20.46 滋m，而外侧表面没有

重熔层。

1.7 有限元分析

由上述分析结果可知，支架发生断裂故障应与异

常的装配拉力有关，为了模拟异常装配拉力对支架的

影响，对支架进行有限元分析。

在 ANSYS 中建立支架与螺栓的有限元模型，如

图 14（a）所示，采用 20 节点 solid95 号单元进行网格

划分，共划分 11295 个单元，45176 个节点，对支架故

障部位进行网格细化处理，如图 14（b）所示。

支架通过螺栓与机匣安装边相连接，机匣安装边

相对于支架刚度大、变形小，因此假设安装边固定，并

限制了螺栓的平动，约束螺栓下侧的平动自由度，即

模型中的 x、y 方向位移。支架通过螺栓与机匣安装边

连接，固定支架下侧与安装边接触并被支撑，因此约

束支架下侧的垂直自由度。定义螺栓和支架无螺纹的

安装孔内表面之间为面与面接触；定义螺栓头和支架

上表面之间同样为面与面接触。

为了确定螺栓的真实拧紧力矩，使用力矩扳手

对螺栓进行拧紧力矩测量，结果显示螺栓的拧紧力

矩为 14 N·m，采用在螺栓头部加载面力模拟拧紧

力，14 N·m 拧紧力矩对应 1MPa 的面力。

根据支架断口疲劳的起源位置、源区附近表面形

貌以及支架与螺栓的连接结构，可以判断支架内侧表

面受到 1 个拉力。为了模拟拉力对支架表面的影响，

在安装孔附近表面区域施加垂直于安装孔表面的压

应力。由于支架内侧表面受到的拉力大小无法测量，

也很难评估，假设一系列的作用力，研究该拉力作用

下支架和螺栓间接触情况以及随拉应力的变化规律。

（b）源区附近高倍

图 11 故障支架外侧断口

附近表面微观形貌

Mag= 500X20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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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局部挤压应力随加载

面力的变化

1.6

1.4

1.2

1.0

0.8

0.6

0.4
20 40 60 80 100

Loading surface force/MPa

（d）80 MPa 面力时 （e）100 MPa 面力时

0
138.28

276.56 553.11 829.66 1106.22
414.83 691.39 967.94 1244.5

MPa
0

170.6
341.2 682.4 1023.6 1364.8

511.8 853 1194.2 1535.4

MPa

X Y
Z X Y

Z

图 17 接触面挤压应力分布

支架拉力 /N

加载面力 /MPa

表 2 加载面力与拉力的对应关系

2063

30

3439

50

4127

60

5502

80

6878

100

加载的面力和拉力的对应关系见表 2，具体载荷加载

如图 15 所示。

支架与螺栓的变形如图 16 所示。支架内侧表面

在拉力的作用下，使支架右侧向右发生变形，整个支

架翘起。在螺栓与支架无螺纹安装孔连接区域，由于

受螺栓和机匣安装边的位移限制，接触面出现局部接

触，在支架不同拉力的作用下，接触面挤压应力如图

17 所示。只在故障部位附近接触，且在故障部位产生

较大的局部挤压应力。局部挤压应力随加载载荷的变

化如图 18 所示。从图中可见，故障位置附近的局部挤

压应力随支架所受的拉力呈线性变化，局部挤压应力

随支架所受拉力的增大而增大。

有限元分析结果表

明，支架在拉力的作用下，

螺栓与故障部位（无螺纹

的安装孔附近）会发生局

部接触，产生较大的局部

挤压应力，导致故障部位

易形成应力集中和发生

挤压磨损，从而破坏故障

部位的表面完整性。

2 故障原因分析

根据故障检测试验

结果对故障原因进行如

下分析。

（1）材质正常。由扫描电镜观察结果可知，断口未

见冶金缺陷；金相检查也未发现组织异常；能谱分析

表明该故障支架成分符合 TC4 钛合金技术要求，综

上所述，该故障支架材质正常。

（2）多源、线性疲劳。由断口宏、微观观察结果可

知，故障支架多源、线性疲劳起始于螺栓孔边缘内侧

表面，说明疲劳裂纹萌生起始应力较大；扩展区断口

起伏不大，疲劳条带细腻，挤压磨损特征明显，瞬断区

面积约为整个断口面积的 20%，表明疲劳裂纹扩展

应力不大。

（3）有微裂纹、褶皱和凹陷。从源区附近表面观察

结果可见，源区附近有微裂纹、褶皱和凹陷现象，表明

故障支架与配合螺栓存在挤压磨蹭。

（4）未去除重熔层。组织检查时发现，支架外侧表

面没有重熔层，而故障支架内侧表面有重熔层且存在

微裂纹，表明该故障支架没有按照加工工艺流程要求

打磨去除重熔层。钛合金表面有重熔层且重熔层中有

微裂纹，这样会加剧钛合金表面的缺口敏感性，降低

钛合金表面的抗疲劳性能[11]。在振动应力和结构拉力

的共同作用下，支架内侧表面重熔层中微裂纹萌生为

图 15 模型载荷

支架面力加载方向

螺栓面力加载方向

拧紧力矩产生
的作用力

支架拉力

1 11.87 22.78 33.67 44.56
6.44 17.33 28.22 5039.11

x y
z

MPa

（a）30 MPa 面力时

52.82
105.64 211.28 316.92 422.56

158.46 264.10 369.74 475.39

MPa

X Y
Z

0

实线为固定支架
原结构边界

实体为固定支
架受力后的变
形云图，在拉
力作用下发生
弯曲变形

在拉力的作用下，固定支架翘
起，与螺栓出现局部接触X Y

Z

0.05
0.20

0.35
0.50

0.64
0.79

0.94
1.09

1.24
1.39

MPa

图16 固定支架与螺栓的变形

（b）50 MPa 面力 （c）60 MPa 面力时

0
84.12

169.24 336.47 504.71 672.94
252.35 420.59 508.82 757.06

MPa
0

98.52
197.05 394.09 591.15 788.19

295.57 492.62 699.67 886.72

MPa

X Y
Z X Y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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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裂纹，最终导致支架断裂。为了达到支架去除重

熔层、微裂纹和无热影响区的效果，可采用激光 - 电

解复合加工技术进行加工[12]。

（5）存在装配结构拉力。有限元分析结果表明，故

障支架断裂位置存在偏压和应力集中，这与源区附近

表面观察结果相吻合，说明故障支架的断裂与源区附

近表面的挤压磨蹭和应力集中有关，进一步证明支架

有装配结构拉力的存在。建议支架在进行装配时控制

预紧力，提高装配质量和可靠性[13-18]。

综上所述，故障支架内侧表面受到较大的振动应

力和装配结构拉力作用，内侧表面重熔层中存在微裂

纹，在较大的振动应力和拉力作用下萌生疲劳裂纹，

是导致故障支架断裂的主要原因[19]。

3 结论

（1）支架断口性质为多源疲劳，疲劳起源于支架

内侧表面；

（2）支架疲劳断裂与冶金缺陷和材质无直接关系；

（3）在振动应力和装配结构拉力的共同作用下，

支架内侧表面重熔层中的微裂纹萌生为疲劳裂纹，最

终导致支架断裂故障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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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传感器故障检测方法的适用范围缺乏量化数据问题，提出以故障检测性能指标为依据，对基于卡尔曼

滤波器和基于自适应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方法适用性进行对比分析。分别设计了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残差生成和自适应滑模观

测器的故障估计检测方法，根据故障检测策略实现故障检测；以蒙特卡罗法生成随机故障，对比分析在故障和干扰同时存在的情况

下 2 种方法的故障检测效果和适用范围；基于 DGEN 380 发动机进行仿真，仿真结果表明：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故障检测方法对高

斯噪声的处理能力较强，但故障检测率不足 50%，尤其是针对软故障效果较差；而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方法在不考虑测量噪

声的情况下，针对软硬故障检测的效果均较好，但处理传感器测量噪声的能力较差。

关键词：故障检测；性能指标；传感器；卡尔曼滤波器；滑模观测器；软硬故障；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3.009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Sensor Fault Detection Methods Based on Observer
TAO Li-quan1袁2袁LIU Cheng1袁ZHANG Zheng2袁WANG Qian1袁WANG Wei1袁2

渊1. Airworthiness College袁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袁Tianjin 300300袁China曰2. Civil Aircraft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袁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袁Tianjin 300300袁China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lack of quantitative data on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aeroengine sensor fault detection methods袁a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fault detection methods based on Kalman filter and adaptive sliding-mode observer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performance index of fault detection. Kalman filter was designed to generate residual error and adaptive sliding-mode observer
respectively to obtain fault estimation. Fault detection was realized based on fault detection strategy. Random faults were generated by
Monte Carlo method袁and the fault detection effect and application range of the two method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in the presence of
both faults and disturbances.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engine of DGEN 380.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ult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Kalman filter has a strong ability to deal with Gaussian noise袁but the fault detection rate is less than 50%袁especially for
soft faults. The fault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sliding-mode observer has better effect on soft and hard fault detection without considering
measurement noise袁but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sensor measurement noise is poor.

Key words: fault detection曰performance index曰sensor曰Kalman filter曰sliding-mode observer曰soft and hard faults曰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传感器常常处于高温、高压、强振动

等恶劣环境中，容易发生故障[1-2]。据统计，传感器故障

占控制系统总故障的80%[3-4]。作为控制系统中参数传

递组件的传感器若发生故障，可能造成飞行事故。而

航空发动机作为航空器的“心脏”，须有极高的可靠性

和安全性[5]。对于发动机控制系统，FAA 在 FAR33.28

（d）[6] 条款中有明确的规定:“发动机控制系统部件的

单点失效不会导致危害性发动机后果”。因此必须采

取有效措施防止导致危害性发动机后果的故障发生，

从而保证其可靠性和安全性。故障检测是 1 个行之有

效的方法,若传感器发生故障，设计合理的故障检测

方法及时检测出故障，是避免事故发生的前提之一。

目前国内外对于航空发动机传感器故障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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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分为基于数据和基于模型的方法[7]。据于春

梅等[8]统计与分析，工程中超过 50%的传感器故障是

采用基于观测器的方法来解决的。而基于观测器的故

障检测方法是基于模型的故障检测方法中的典型代

表，主要包括基于卡尔曼滤波器和基于滑模观测器的

故障检测方法。Kobayashi T[9]提出采用 1 组卡尔曼滤

波器实现航空发动机传感器故障检测与诊断；孔祥兴

等[10]提出 1 种采用双路容错设计的卡尔曼滤波器故

障检测隔离系统，实现双重传感器故障检测。由于卡

尔曼滤波器对模型精度要求较高，而滑模变结构是 1

种非线性控制，对于模型中的扰动、误差等具有强鲁

棒性，因此部分学者将研究方向转向滑模控制。

Sandy Rahme[11]针对工业发动机设计的滑模观测器应

用于故障诊断领域取得了良好效果；刘尚[12]针对汽车

电子节气门角度传感器提出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

检测和故障重构方法。

以上研究针对基于模型的故障检测较多，但在控

制领域对于不同类型的故障及不同类型的干扰，鲜有

学者以故障检测性能指标[13]为参考，研究基于卡尔曼

滤波器和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效果以及方法适

用范围等问题。本文以含有未知干扰的航空发动机为

研究对象，分别设计了卡尔曼滤波器和自适应滑模观

测器，以故障检测性能指标为依据进行了故障检测对

比分析。仿真结果表明了所提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1 问题描述

考虑含有传感器故障的航空发动机

x觶 (t) = Ax(t) + Bu(t) + Q着(x,u,t)
y(t) = Cx(t) + Nf(t) （1）

式中：u∈Rm,x∈Rn,y∈Rp 分别为系统输入、状态、输

出；A∈Rn伊n,B∈Rn伊m,C∈Rp伊n,Q∈Rn伊h,N∈Rn伊r,n≥p≥r，
着∈Rh伊1 为模型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f∈Rp 为传感器

故障。

假设 1：传感器故障 f 未知有界，且界已知，即

||f(t)||≤琢(t)，琢(t)为已知函数。

假设 2：不确定因素 着 未知有界，且界已知，即

||着(t)||≤茁，茁 为已知函数。

本研究的设计目标为：在假设 1、2 的前提下，通

过系统可测的输入和输出分别设计卡尔曼滤波器和

滑模观测器进行故障检测，建立故障检测评估方法以

评估故障检测性能指标，且在不同干扰存在的情况下

对比这 2 种方法对于软故障和硬故障的检测效果。这

里的故障检测性能指标主要考虑故障检测率、漏检

率、虚警率。其中故障检测率定义为 渍1=
字1
鬃 ×100%，

字1 为基于卡尔曼滤波器或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方法

中检测到的实际随机故障数，鬃 为注入随机故障的总

数；漏检率的定义为 渍2=
字2
鬃 ×100%，字2 为基于卡尔曼滤

波器或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方法中未检测到的实际

随机故障数；虚警率的定义为 渍3=
字3
鬃 ×100%，字3 为基于

卡尔曼滤波器或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方法中实际未

发生故障但检测到的随机故障数。根据蒙特卡罗法生

成随机故障，样本数量越大，用频率代表概率的可信度

就越高，文献[14]提出样本数量应不少于 30 个。

2 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故障检测

2.1 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残差生成

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故障检测原理如图 1 所示。

从图中可见，卡尔曼滤波器的输入需要系统初值，但

是由于卡尔曼滤波器具有滤波稳定性[15]，滤波器的误

差方差阵和状态估计不受初值变化的影响，从而保证

系统的状态达到最优估计。

设计卡尔曼滤波器后，将输出估计与测量值进行

对比得到输出估计误差。为了减小检测误差，将输出

估计误差进行处理得到残差，最后基于残差进行故障

检测。

2.2 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故障检测策略

在构建单个卡尔曼滤波器生成残差后，设定残

差决策函数进行故障检测。采用残差加权平方和

WSSR（Weighted Sum of Squared Residual）[16] 检测方

图 1 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残差生成原理

开始
给定初值

x（0|0）

进行一步预测

x赞（k|k-1）
误差方差阵
P（k|k-1）

否

是

k=k+1

递推

结束？
滤波方差阵

P（k|k）
最优估计

x赞（k|k）
卡尔曼增益阵

K（k）

输出估计

y赞（k|k-1）
测量值
y（k）

+ -

残差
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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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义为

Xi = Wr
i(酌i)T(Ri)-1酌i （2）

式中：Xi 为第 i 个传感器使用残差加权平方和方法得

到的故障指示信号；W ri 为第 i 个传感器故障的权重；

酌i 为第 i 个传感器的残差；Ri 为第 i 个传感器的噪声

矩阵。

设计决策函数为

X > Jth
X ≤ Jth嗓

式中：Jth 为所设定的门限值。

其故障检测逻辑为：当传感器没有发生故障时，

对应的 X 都保持在较小的水平；当某个传感器发生

故障时，由于其输入中不包含该传感器的测量信号，

因此该传感器对应的 X 仍保持在较小的水平，但其

他传感器由于输入了该传感器的测量信号，其对应的

X 将会增大，若其他传感器的 X 增大到一定程度,即

大于所设定的门限值，则说明该传感器发生了故障。

3 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

3.1 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估计

在建模误差、扰动等存在的情况下，通过将故障

建模为未知信号，设计滑模观测器以估计故障，其原

理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

见，滑模观测器的输入为

系统可测的输入和输出，

滑模观测器的输出为故障

估计。在满足假设 1、2 的

情况下，进行滑模观测器

的设计，并以机理阐述故

障估计的产生原理。

这里引入 1 个滤波器，由 y 经滤波得到的新状态

zf∈Rp

z觶 f(t) = -A fzf(t) + A fCx(t) + A fNf(t) （3）

其中 -A f∈Rp伊p，联立式（1）、（3）可得 n+p 阶的增广状

态空间系统

x觶 (t)
z觶 f(t)
蓘 蓡 =

A 0

A fC -Af
蓘 蓡

A a

x(t)
zf(t)蓘 蓡
森xa

+
B
0蓘 蓡
森Ba

u(t) +

0
A fN蓘 蓡
森Ma

f(t) +
Q
0蓘 蓡
森Qa

着(t) （4）

y(t) = 0 Ip蓘 蓡森Ca

x(t)
zf(t)蓘 蓡 （5）

根据式（4）、（5）设计以下形式的自适应滑模观测

器

x赞 a = A ax赞 a(t) + Bau(t)-G ley(t) + Gnv
z赞 f(t) = Cax赞 a(t)
嗓 （6）

其中 v=
-姿(t)sign(ey)，姿≥籽0

-籽0 sign(ey)，姿<籽0
嗓 （7）

式中：Gn=
-L
Ip蓘 蓡TTP0

-1；G l=P-1CTV -1,L=[L0 0]，L0∈R(n-p)×(p-q),

P0=P0
T，为设计矩阵；ey(t)=Cx赞 (t)-y(t)，为输出估计误差；

e(t)=x赞 (t)-x(t)，为状态估计误差；籽0 为设定值。

联立式（4）、（5）、（6），得到

e觶 (t) = A 0e(t) + Gnv - Ma f(t) - Qa着(t,x,u) （8）

式中：A 0=A-GlC；干扰分布矩阵分为 Q=
Q1

Q2
蓘 蓡 ，其中

Q1∈R (n-p)×h。

再引入坐标变换 Tl=
In-p L
0 T蓘 蓡，使系数矩阵变为

A =
A 11 A 12

A 21 A 22
蓘 蓡 , M =

0
M2
蓘 蓡 ,

Gn =
0
Po

-1蓘 蓡 , 祝 =
Q1+LQ2
TQ2

蓘 蓡 , C = [0 Ip]

e觶 (t) = A 0e(t) + Gnv - Mf(t) - 祝着(t)。
将状态估计误差进行分解：e=col(e1,ey)，其中 e1∈Rn-p

e觶 1(t) = A 11e1(t) + (A 12-G l,1)ey(t)-
Q1着(t,x,u)
e觶 y(t) = A 21e1(t) + (A 22-G l,2)ey(t)+
P0

-1v-M2 f(t)-Q2着(t,x,u)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9）

运用 Schur 补引理将观测器增益求解方法转化

为 LMI 约束下多目标优化问题

mintrace(X);
s.t

PA + ATP - CTV -1C P
P -W -1蓘 蓡 <0 （10）

-P In
In -X蓘 蓡 < 0

P =
P1 P1L
LTP1 TTP0T+LTP1L蓘 蓡= P11 P12

P12
T P22

蓘 蓡 > 0 （11）

图 2 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

估计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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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Rn×n,V∈Rp×p 为设计的对称正定矩阵。P11∈

R (n-p)×(n-p);P12=[P121 0],P121∈R (n-p)×(n-2);根据矩阵 P得到观

测器增益矩阵 G l、Gn。

3.2 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策略

根据上述自适应滑模观测器的设计，当到达滑动

模态时应满足 e(t)=e觶 y(t)=e1(t)=0，式（9）变为

0 = P0
-1veq - M2 f(t) - Q2着(t,x,u) （12）

将式（12）左乘矩阵 H∈Rp×p[17]，得到

L1 L2

0 L4
蓘 蓡 着(t)

f(t)蓘 蓡 = HP0
-1v （13）

得到

f(t) = L4
-1HlP0

-1veq(t) （14）

得到精确的估计信号后，根据决策函数进行故障

检测。决策函数为

f(t) > Jth，有故障

f(t) ≤ Jth，无故障
嗓

4 仿真算例

以某型民用发动机为对象，研究其在典型工况

点———设计点的传感器故障检测问题，数学模型为

x觶 (t) = Ax(t) + Bu(t) + Q着(t)
y(t) = Cx(t) + f(t)

式中：状态量 x=[驻nL 驻nH]T，驻nL 为低压转子转速变

化量，驻nH 为高压转子转速变化量；输入量 u=驻W f，
驻W f 为燃油流量的变化量；输出 y=[驻nL 驻nH]T。

由于系统状态量、控制量的单位不同，造成系统矩

阵的数量级相差太大，这对于控制系统的仿真不利，因

此下列参数全都做归一化处理。系统系数矩阵为

A =
-11.6028 7.1632

6.4904 -27.837
蓘 蓡 ,

B =
3.086

5.4458
蓘 蓡 ,C =

1 0

0 1
蓘 蓡

在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故障检测方法中，将航空

发动机模型离散化，其系数矩阵为

F =
0.7995 0.0972

0.0881 0.5790
蓘 蓡 ,

G =
0.0612

0.0868
蓘 蓡 , H =

1 0

0 1
蓘 蓡。

在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方法中，滤波器矩

阵选为 A f = 10I2，则增广矩阵为

Aa =

-11.6028 7.1632 0 0

6.4909 -27.837 0 0

10 0 -10 0

0 10 0 -1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

Ba =

3.086

5.4458

0

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Ma =

0 0

0 0

10 0

0 1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

Qa =

0

1

0

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 Ca =
0 0 1 0

0 0 0 1蓘 蓡。
运用 LMI 工具箱求得

P =

20.1593 10.7218 0 0

10.7218 19.4310 0 0

0 0 25.7949 4.4010

0 0 4.4010 56.0968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则 P1=P11=
20.1593 10.7218

10.7218 19.4310蓘 蓡 , L=0
P0 =

25.7949 4.4010

4.4010 56.0968蓘 蓡 ,

Gn =

0 0

0 0

0.0393 -0.0031

-0.0031 0.0181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

G l=

0 0

0 0

0.0786 -0.0062

-0.0062 0.0361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

本文中 Q2=
0

0蓘 蓡，根据式（13）得

0 = P0
-1veq - M2 f(t) （16）

根据等效输出估计误差注入原理得到相应的故

障，将相应矩阵带入式（14）得

f(t) = M2
-1P0

-1veq =
0.0039 -0.0003

-0.0003 0.0018蓘 蓡 veq。

根据故障指示信号 X 的特性，故障检测门限值取

传感器无故障时 X 的上、下界最大值，如图 3、4 所示。

从图中可见，当高、低压转速传感器无故障时，NL 转速

传感器故障指示信号 X1 的上界是 0.0000792，NH 转速

传感器故障指示信号 X2 的上界是0.000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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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含噪声时基于卡尔曼的故障检测性能指标 %
漏检率

72

44

故障检测率

28

46

NH 传感器性能指标

软故障

硬故障

虚警率

0

0

表 1 典型航空发动机传感器

测量噪声

传感器

低压转子转速传感器

高压转子转速传感器

测量噪声

标准差

0.0025

0.0025

根据故障重构信号的特性，无故障时，输出估计

误差如图 5 所示，传感器故障重构信号如图 6 所示。

从图 5、6 中可见，当高、低压转速传感器无故障时，NL
转速传感器故障指示信号的上界是 0.0000032，NH 转

速传感器故障指示信号的上界是 0.0000123。这里仅

对 NH 传感器进行研究。

为了验证本方法对变化缓慢的斜坡故障和变化

较快的硬故障的检测效果，采用蒙特卡罗法随机生成

变化不一的故障。在 2000 s 的仿真时间内每隔 20 s

在 NH 传感器中注入随机故障，每个故障只持续 10 s，

总共注入 100 个随机故障。以蒙特卡罗法生成随机斜

坡故障和随机阶跃故障，随机斜坡故障斜率范围为

0～0.001，随机阶跃故障幅值范围为0～0.01。加入的时

刻为 t=10n s（n=0，1，2，…，200），试验组数为 100 组。

传感器在测量时可能存在测量噪声，这将影响故

障检测灵敏度。根据文献[18]确定传感器测量噪声，具

体数据见表 1。下面分别对不考虑传感器测量噪声和

考虑传感器测量噪声 2

种情况，进行基于卡尔曼

滤波器和基于滑模观测

器的故障检测效果以及

方法适用范围等问题开

展研究。

情形 1：不考虑传感器测量噪声。

（1）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故障检测。

不含噪声随机斜坡故障检测 1 仿真结果如图 7

所示，不含噪声随机阶跃故障检测 1 仿真结果如图 8

所示。将图 7、8 的结果转化为表格形式，得到不同故

障下的故障检测性能指标，见表 2。

从图 7 中可见，在门限值为 0.0000792 的条件

下，检测出的软故障数为 28 个，未检测出的软故障数

为 72 个。检测出的软故障与未检测出的相比差距较

大。从图 8 中可见，在门限值为 0.0000792 的条件下，

检测出的软故障数为 46 个，未检测出的软故障数为

44。检测出的软故障和未检测出的均为总故障的

50%左右。从表 2 中可见，对于不同的故障类型，基于

卡尔曼滤波器的故障检测效果差距较大。

（2）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

在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方法中，需保证传

感器发生故障时系统仍处于滑动模态，即使输出估计

误差保持在滑模面并保持滑动。

NH 传感器故障时输

出估计误差如图 9 所示。

从图中可见，即使发生故

障，输出估计误差始终处

于滑模面，故障并没有破

坏滑模到达条件，从而保

证故障重构的准确性。

不含噪声随机斜坡故障检测 2 仿真结果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门限值为 0.0000123 的条件下，

检测出的软故障个数为 100 个，未检测出的软故障数

为 0 个。不含噪声随机阶跃故障检测仿真结果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检测出的硬故障数为 100 个，

未检测出的硬故障数为 0 个。故得到相应的故障检测

性能指标，见表 3。结果表明，该方法对于 NH 传感器

不论是发生变化缓慢的斜坡故障还是变化较快的阶

跃故障都有良好的检测效果。

图 3 传感器无故障时 X1 图 4 传感器无故障时 X2

图 5 无故障时输出

估计误差

图 6 无故障时传感器故障

重构信号

图7 不含噪声随机斜坡故障

检测 1仿真结果

图8 不含噪声随机阶跃故障

检测 1仿真结果

图 9 NH 传感器故障时输出

估计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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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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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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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 传感器重构故障
NH 传感器重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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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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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门限值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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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8
0.6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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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0005000
t/s

门限值
x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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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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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NL 传感器输出估计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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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故障检测性能指标 %
漏检率

0

0

故障检测率

100

100

NH 传感器性能指标

软故障

硬故障

虚警率

100

100

表 3 不含噪声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性能指标 %
漏检率

0

0

故障检测率

100

100

NH 传感器性能指标

软故障

硬故障

虚警率

0

0

表 4 含噪声基于卡尔曼故障检测性能指标 %
漏检率

74

42

故障检测率

26

48

NH 传感器性能指标

软故障

硬故障

虚警率

0

0

文献[19]提出的发动机故障检测率达到 98%，且

虚警率保持在 1%左右。对比表 2、3 可知，针对变化

缓慢的软故障，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故障检测率只有

28%，远远低于 98%，且漏检率达 72%；而基于滑模观

测器的故障检测率达到 100%，漏检率和虚警率均为

0%，满足相关文献提出的要求。针对变化较快的硬故

障，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故障检测率只有 46%，远远

低于 98%，且漏检率达 44%；而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

障检测率达 100%，漏检率和虚警率均为 0%，也满足

相关文献提出的要求。且分别对比图 7、10、8、11 可

知，在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故障检测方法中，故障指

示信号 X1 受故障的影响变化较小，较难检测故障；而

在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方法中，故障检测信号

受故障的影响变化较大，容易检测出故障。故基于滑

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方法比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故

障检测方法更适用于不考虑传感器测量噪声的发动

机中。

情形 2：考虑传感器测量噪声。

（1）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故障检测。

含噪声随机斜坡故障检测 1 仿真结果如图 12 所

示，含噪声随机阶跃故障检测 1 仿真结果如图 13 所

示，故障检测性能指标见表 4。

分别对比图 7、12、8、13 可知，由于测量噪声的存

在，故障指示信号 X1 发生变化，但总体趋势一致。对

比表 4、5 可知，无论是对于软故障还是硬故障，故障

检测性能指标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从而说明卡尔曼滤

波器对于高斯白噪声的处理能力较强。

（2）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

含噪声随机斜坡故障检测 2 仿真结果如图 14 所

示，含噪声随机阶跃故障检测 2 仿真结果如图 15 所

示，其故障检测性能指标见表 5。分别对比图 10、14、

11、15 可知，由于测量噪声的存在，NH 传感器重构故

障信号发生严重的“抖振”，使得重构信号值大于所设

定的门限值，从而造成严重的虚警情况。

对比表 4、5 可知，针对变化缓慢的软故障，基于

卡尔曼滤波器的故障检测率只有 26%，远远低于

98%，且漏检率达 72%；而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

测率达 100%，漏检率为 0%，但虚警率都为 100%，不

满足相关文献提出的要求。针对变化较快的硬故障，

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故障检测率只有 48%，远远低

于 98%，且漏检率达 42%；而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

检测率达 100%，漏检率为 0%，但虚警率为 100%，也

图10 不含噪声随机斜坡故障

检测 2仿真结果

图11 不含噪声随机阶跃故障

检测 2仿真结果

图 12 含噪声随机斜坡故障

检测 1仿真结果

图 13 含噪声随机阶跃故障

检测 1仿真结果

（a）故障检测整体 （b）故障检测局部放大

图 14 含噪声随机斜坡故障检测 2仿真结果

（a）故障检测整体 （b）故障检测局部放大

图 15 含噪声随机阶跃故障检测 2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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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性能指标 %
漏检率

0

0

故障检测率

100

100

NH 传感器性能指标

软故障

硬故障

虚警率

44

43

不满足相关文献提出的要求。说明基于卡尔曼滤波器

的故障检测方法对于传感器噪声是高斯白噪声的处

理能力较强，而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方法对于

高斯白噪声的处理能力较差，其原因是卡尔曼滤波器

使参数估计均方差最小化，因此有无高斯白噪声对该

方法的影响较小；而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方法

将传感器测量噪声当成额外的“虚拟”传感器故障，因

此故障重构信号大于真实注入的传感器故障值，从而

造成较为严重的虚警情况。

为了减少虚警情况，提高故障检测的准确率，将

故障重构信号进行故障检测前，设计滑动平均滤波器

进行白噪声滤波处理，仿真结果如图 16、17 所示，并

见表 6。

从表 6 中可见，在故障检测率为 100%情况下，

软、硬故障虚警率分别为 44%、43%。分别对比图 14

和图 16、图 15 和图 17 可知，滑动平均滤波器能够有

效地滤除故障重构信号中的高斯白噪声，使得无故障

时重构信号稳定在门限值左右，从而降低虚警率。

5 结论

本文针对含未知干扰的航空发动机，以故障检测

性能指标为参考，研究基于卡尔曼滤波器和基于滑模

观测器的故障检测效果以及方法适用范围等问题，得

到如下结论：

（1）不考虑传感器测量噪声时，针对软故障和硬

故障，对于相关文献提出的故障检测率 98%的目标，

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方法均可达到，而基于卡

尔曼滤波器的故障检测方法远达不到；

（2）考虑传感器测量噪声时，基于滑模观测器的

故障检测率达到 100%，但同时造成 100%的虚警率，

无法满足相关文献提出的要求；而在基于卡尔曼滤波

器的故障检测方法中，虽然故障检测率依旧较低，但

并没有产生较大的虚警率，且对比不考虑测量噪声的

情况，故障检测性能指标变化较小，故考虑测量噪声

时卡尔曼滤波器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将故障重构信

号进行滤波处理后，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方法

能够有效地减少虚警情况；

（3）针对变化缓慢的软故障，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

故障检测效果较差，而基于滑模观测器的故障检测率

较高，故在不考虑虚警的情况下，该方法有一定优势；

（4）在考虑传感器测量噪声的发动机故障检测领

域中，2 种方法的故障检测效果均较差，需要改进卡

尔曼滤波器或滑模观测器的设计方法，使得检测效果

满足相关文献提出的要求，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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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种新型燃油分配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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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分级燃烧燃油分配的高精度、变比例需求，提出了 1 种基于主、副油路分路计量的新型燃油分配设计方

案，并对该方案进行了理论分析以及仿真和试验验证。结果表明：该方案的燃油分配精度高，燃油分配比例调节灵活，可以满足发动

机日益复杂的低污染设计和控制的需求；在主、副油路同时供油时，燃油分配最小比例与泵后压力负相关，与副油路喷嘴节流特性

正相关。

关键词：燃油分配；分级燃烧；调节器；燃油计量；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5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3.010

Design of a New Fuel Distribution Scheme
WU Ji-lin1袁CHEN Fei1袁ZHU Jia-hui2袁LI Ming-lei1袁JIN Lin-shan1

渊1.AECC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袁Wuxi Jiangsu 214063袁China曰2. Wuxi Yunhe Experimental Middle School袁Wuxi Jiangsu
214100袁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requirement of high precision and variable proportion of fuel distribution in fractional combustion of engine袁a
new type of fuel distribution design scheme was put forward based on shunt metering of the main and pilot fuel passage袁and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袁simulation and test verification of the scheme we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uel distribution accuracy is high and fuel
distribution ratio adjustment is flexible of the scheme袁which can meet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low emission design and control
requirements of the engine. The minimum proportion of fuel distribution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ump discharge pressure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nozzle restri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ilot fuel passage when the main and pilot fuel passage are supplied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 fuel distribution曰fractional combustion曰adjuster曰fuel metering曰aeroengine

0 引言

为了满足发动机的污染排放要求，国外已经研制

出一系列先进的高性能、低排放燃烧室，如 GE 公司

研制出用于 CFM56 发动机的双环腔低污染燃烧室

（Dual Annular Combustor，DAC）以及采用贫油直接混

合燃烧技术（Lean Direct Mixing，LDM）为其 GEnx 发

动机研制的双环预混旋流燃烧室 （Twin Annular

Premixing Swirler，TAPS）。在这些研究中，燃烧室分区

或分级燃烧技术是基础[1-6]。而徐丽等[7]、姚照辉等[8]、程

明等[9]、张军龙[10]的研究表明，对于结构确定的发动

机，2 级燃油分配比例直接影响发动机内流道的流程

参数分布、燃烧模态、温度场分布，从而影响发动机的

燃烧性能及排放物比例。因此，燃油分配技术又是燃

烧室分区或分级燃烧技术的基础。燃油分配技术就是

根据发动机燃烧室在不同工况下的燃油分级工作

需求，自动控制燃油流量的分配，使得燃烧室的燃

烧效率与污染排放物性能最佳，从而充分提高发动

机使用的经济性和低污染性，实现发动机的最优控制。

随着发动机低污染设计技术的发展和控制技术

的进步，发动机分级燃烧对于燃油分配高精度变比例

的要求也逐渐提高，对应的燃油分配技术研究也势在

必行。目前国内对于燃油分配器的研究较少，且都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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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传统的燃油分配方案[11-15]。

本文设计了 1 种可以根据发动机工况的需要自

动调整燃油分配比例，用于燃油分级燃烧的新型燃油

分配方案。

1 传统燃油分配方案

1.1 传统机械式燃油分配方案

传统机械式燃油分配方案原理如图 1 所示。通过

来油压力与控制腔燃油压力、弹簧力的平衡来调节燃

油分配阀的型孔大小。当控制腔燃油压力与弹簧力之

和大于来油压力时，燃油分配阀完全关闭，主、副油路

均不供油；当来油压力大于控制腔燃油压力与弹簧力

之和时，燃油分配阀阀芯右移（此时弹簧力也会逐渐

增大），首先打开副油路供油，随着来油压力逐渐增

大，燃油分配阀阀芯继续

右移，打开主油路供油，

此时主、副油路同时供油，

燃油分配比例（主油路流

量与主、副油路流量和之

比）由分配阀型孔和主、副

油路喷嘴特性决定。

在该方案中，燃油分配阀的型孔位置主要受油源

压力和弹簧性能参数的影响，因此燃油分配特性比较

固化，而且易受来油压力扰动的影响，分配精度不高。

同时，弹簧作为弹性敏感元件，其特性易受温度、工作

疲劳的影响而产生变化，影响燃油的分配特性。

1.2 传统电控式燃油分配方案

传统电控式燃油分配方案原理如图 2 所示。从图

中可见，传统电控式燃油分配方案，在燃油分配阀未

打开之前，仅由副油路供油；燃油分配阀打开以后，由

主、副油路同时供油，燃油分配比例由分配阀型孔和

主、副油路喷嘴特性决定。

在该方案中，在燃油分配阀的型孔位置由控制器

通过电液转换元件将电气控制信号转换为液压控制

信号进行控制，并通过直线位移传感器线性可变差动

变 压 器 （Linear Variable Differential Transformer，

LVDT）将燃油分配阀的位置信号反馈给控制器，形成

燃油分配阀的位置闭环控制。因此该方案的燃油分配

特性比较灵活，可以通过控制器的算法改变燃油分配

比例，方便满足燃烧室的分级燃烧比例需求。但由于

燃油分配比例与燃油分配阀的位置不是线性关系，因

此使用差值算法时必然会带入对应的误差，这主要由

控制算法中的差值密度、线性度决定。通常在燃油分

配阀位置控制精度为±2%的情况下，可实现的燃油

分配精度为±5%左右。但在燃油分配比例较小的状

态下，该方案分配比例的控制精度受主、副油路特性

的影响一般会比较低。

2 新型燃油分配方案设计

新型燃油分配方案原理如图 3 所示。主油路和副

油路流量各采用 1 个调节器进行供油，燃油流量分配

比例由主、副油路的计量流量决定。这种采用 1 个燃

油泵加多路燃油调节的燃油分配供油方式在加力燃

烧和超燃冲压燃油控制方案中也是常见的[16-17]。

对比传统的燃油分配方案可知，新的燃油分配方

案不再局限于对某一特定来油进行分配，而是直接根

据主、副油路燃油流量需求进行调节，将燃油分配比

例的控制转换为燃油计量流量的控制，分配精度由燃

油计量精度决定。由于主、副油路均采用独立调节器

控制，燃油流量均可实现较高精度计量，可以达到更

高的燃油分配精度。通常燃油计量精度可以达

到±2.5%，对应的燃油分配比例精度为±3.5%左右。

但由于主、副油路调节器油源均为同一泵后油源，因

此需要考虑 2 路调节器耦合带来的影响。

为了研究该方案的特性和可行性，对该方案开展

分析、仿真和试验验证。

3 分析与仿真

3.1 燃油分配方案分析

在方案中主油路调节器采用传统燃油计量方式

即可，主要对副油路调节器及其与主油路调节器耦合

图1 传统机械式燃油分配方案

图 2 传统电控式燃油分配方案

图 3 新型燃油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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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影响进行分析。副油路调节器燃油流量调节原理

如图4 所示。

在副油路调节器燃油流量调节方案中，采用压差

节流的方式进行燃油计量，泵后压力是实现稳定调节

的主要因素，因此，泵的供油应为压力油源，最好采用

离心泵。

增压计量阀是副油路调节的关键部件，当该阀稳

定工作时，计前油压力、计后油压力与弹簧力之和平

衡，即

P1A=P2A+k(L0+X) （1）

式中：P1 为计前油压力；P2 为计后油压力；A 为计前油

和计后油作用腔面积；k 为弹簧刚度系数；L0 为弹簧

在活门初始位置（关闭）时的压缩长度；X 为活门打开

位移。

由此可得

(P1-P2)=k(L0+X)/A （2）

将式（2）代入小孔节流公式得

Q=CdWX 2(P1-P2)
籽姨 （3）

式中：Q 为经过节流小孔的燃油流量；Cd 为燃油流量

系数；W 为节流小孔的面积梯度；籽为燃油流量密度。

Q=CdWX 2k(L0+X)
籽A姨

=CdW (L0+X) 2k(L0+X)
籽A姨 -CdWL0

2k(L0+X)
籽A姨

=CdWX′ 2kX′
籽A姨 -CdWL0

2kX′
籽A姨 （4）

其中：X忆=L0+X。
由此得到经过增压计

量阀的燃油流量与阀芯位

移的单位增益曲线 （取

L0=0.003）如图 5 所示。燃

油流量与阀芯位置一一对

应，因此燃油流量调节可

以对应地转换为增压计量

阀的阀芯位置调节。通过在增压计量阀上安装位置传

感器就可以实现阀芯的位置闭环控制，从而提高流量

计量精度。

对于发动机某特定工况下主、副油路给定需求流

量，其泵后压力 Ps 和副油路喷嘴压降是确定的，增压

计量阀的阀芯位置和计量前后压差是确定的。因此，

要使增压计量阀位置调整到副油路所需流量位置，需

要通过调整调节阀两端的压降来实现。当调小调节阀

过流面积时，调节阀两端压降增大，增压计量阀两端

压降减小，为了维持平衡，关小增压计量阀，即对应地

减小流量。反之亦然。

调节阀理论调节过流面积范围为[0，+∞），当过

流面积为 0 时，对应副油路流量为 0，此时燃油分配

比例为 1；当过流面积为 +∞ 时，可以看做调节阀两

端压降为 0，此时有（假设副油路喷嘴特性为压差△P0

对应流量 Q0）

Ps-P0=P1-P2+P2-P0 （5）

P2-P0=
Q2·驻P0

Q2
0

（6）

结合式（2）、（4）可得

Ps-P0=
驻P0C2dw2X2·2k（(L0+X）

Q0 籽A
+ k（(L0+X）

A =ax3+aL0x2+bx+bL0 （7）

其中：a、b 均为正数，令 f (X)=aX3+aL0X2+bX+bL0-Ps+
P0，易得 f(0)=bL0-Ps+P0<0，f(X)>0

由此可知，此时方程有且仅有惟一解，此解与副

油路喷嘴特性、泵后压力 Ps 有关。当主油路流量为 0，

仅由副油路供油时，燃油分配比例为 0。

由上述分析可知，当仅由副油路供油时，燃油分

配比例为 0；当仅由主油路供油时，燃油分配比例为

1；当主、副油路同时供油时，燃油分配比例最大值接

近 1，最小值受副油路喷嘴特性和泵后压力影响，与

泵后压力负相关，与副油路喷嘴节流特性正相关。

3.2 燃油分配方案仿真建模

利用 AMESim 软件对

燃油分配方案进行建模，

如图 6 所示。

在主油路调节固定的

条件下，对副油路调节阀从

最小开口到最大开口进行仿

真，仿真结果如图7所示。

由仿真结果可知，在主油路调节器状态固定时，

图 4 副油路调节器流量调节原理

图 5 燃油流量与阀芯位移的

单位增益曲线

图6 新型燃油分配方案模型

副油路调节器

主油路调节器
泵

副油路喷嘴

主油路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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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工况下副油路计量流量

工况 1

350

360

380

400

425

470

480

520

位置 /（毅）

47

48

49

51

53

55

56

58

工况 2

361

375

389

420

446

477

494

524

流量 /（kg/h）

注：工况 1 测试条件：泵后压力为 3.75 MPa，主油路流量为 1500 kg/h；

工况 2 测试条件：泵后压力为 4.45 MPa，主油路流量为 4740 kg/h。

工况 1

540

575

610

643

695

800

882

位置 /（毅）

60

62

64

66

70

75

80

工况 2

559

587

619

649

710

795

880

流量 /（kg/h）

图 9 泵后压力波动对主、副油路调节器的影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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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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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油路调节器的调节只改变副油路的流量，不影响主

油路调节器控制。由于仿真中泵后压力由主燃油喷嘴

特性决定，因此，该方案的最终分配比例与主、副油路

喷嘴特性比例（约 0.894）非常接近。

在副油路调节固定的条件下，将主油路调节阀

从最小开口到最大开口进行仿真，其仿真结果如图

8 所示。

从图中可见，保证副油路调节器不变时，主油路

调节器的变化会影响副油路调节器的变化，主要是由

于主油路调节器供油流量改变会影响泵后压力的大

小，从而影响副油路调节器供油流量的大小。说明副

油路调节器容易受泵后压力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在实

际选择泵时，可以不使用离心泵，而采用定量泵或者

变量泵。

同时，根据仿真结果中主油路和副油路燃油流量

变化的线性度可知，在副油路调节固定的条件下，燃

油分配比例保持不变（约为 0.887）。

主、副油路调节器不变时，增加泵后压力扰动，其

仿真结果如图 9 所示。

从图中可见，当泵后压力存在扰动时，会对副油

路调节器产生一定影响，在泵后压力为（4.5±2）

MPa 的压力脉动下，副油路流量波动为（1050±20）

L/h，泵后压力脉动的影响不会太大。

4 试验验证

以某型发动机燃油调节器为主调节器进行改造，

增加副油路调节器设计工装进行验证。对不同工况下

副油路计量特性进行测试，结果见表 1。

对上述测试结果进行

一致性分析，得到副油路

流量随位置的变化曲线，

如图 10 所示。

由测试结果可知，对

主、副油路分别计量的燃

油分配方案可行，且副油

路调节器的流量特性与理

论分析结果吻合。

5 结论

（1）通过仿真分析和试验验证结果可知，采用主、

副油路独立计量调节的新型燃油分配方案具有燃油

图7 主调节器对副油路调节器影响（主油路调节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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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主调节器对副油路调节器影响（副油路调节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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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副油路流量随位置的

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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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精度高，燃油分配比例调节灵活的特点。

（2）在分析时发现，主、副油路独立燃油计量调节

的方式可以根据燃油系统架构需要进行选取，但不能

都选用压差回油的方式。出于验证的便利，本轮试验

验证中主油路采用了压差回油的燃油计量调节方式，

副油路采用了压差节流的燃油计量调节方式。

（3）新型燃油分配方案为燃油系统架构设计提供

了更多的选择，本文关于新型燃油分配方案的理论分

析和验证方法可用于指导实际工程设计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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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航空发动机典型部件内部残余应力分布，介绍了材料残余应力常用的测试分析方法和中子衍射测试分析方

法，并对各方法的分辨率和穿透深度进行了对比，详细阐述了中子衍射技术在航空发动机机匣、叶片、涡轮盘等部件的残余应力测

试分析及材料微观变形机理研究方面的应用。与其他残余应力测试方法相比，中子衍射测试分析方法具有穿透能力强、分辨率高等

优点，能够准确、无损地测试和分析材料的内部残余应力，可用于测量材料或工程部件的 3 维残余应力，为评估航空发动机部件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提供依据。

关键词：中子衍射；残余应力；无损检测；机匣；叶片；涡轮盘；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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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and Analysis on Residual Stress of Aeroengine Components Based on Neutron Diffraction
SHI Jun-dong袁GENG Chang-jian袁XING Pi-chen袁WANG Yu袁WANG Ga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nal residual stress of aeroengine typical components袁the common test and analysis

methods of material residual stress and neutron diffraction were introduced. The resolution and penetration depth of each method were
compared. The application of neutron diffraction technique in residual stress test and analysis of aeroengine casing袁blade袁turbine disk and
the study of micro deformation mechanism of materials were described in detail. Compared with other residual stress test methods袁neutron
diffraction test and analysis method have the advantages of strong penetration ability and high resolution. Neutron diffraction test and
analysis method can accurately and nondestructive test and analyse the internal residual stress of materials袁can be used to measure the
three-dimensional residual stress of materials or engineering components袁and can provide the basis for evaluating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aeroengine components.

Key words: neutron diffraction曰residual stress曰dondestructive testing曰casing曰blades曰turbine disk曰aeroengine

0 引言

残余应力是指在没有外加载荷和力矩的作用下，

材料自身为保持平衡而存在的弹性应力。材料中的残

余应力可分为 3 类：第 1 类残余应力分布于材料较大

区域内（多个晶粒范围），通常称为宏观残余应力；第

2 类残余应力分布于材料较小区域内（1 个晶粒或少

数几个晶粒内的区域）；第 3 类残余应力在材料极小

区域（几个原子间距）内保持平衡，在晶体亚结构范围

内大小不均匀。材料的残余应力主要来源于材料本身

温度分布不均匀形成的热应力、弹塑性变形不均匀导

致的机械应力以及相变不均匀导致的相变应力。

目前工程上使用的残余应力测量和评估方法都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X 衍射法只能获得表面应力信息[1]；

小孔法和散斑法均为有损测试；磁测法和超声波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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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是应力平均值等。中子衍射技术是 1 种无损检查

技术，能测试分析部件内部残余应力分布，具有以下

优点：（1）穿透力强，有利于测量材料内部的应力状

态，能够提供从表层以下 100 滋m 到深度为几厘米的

应力应变信息；（2）有毫米级的空间分辨率，可以实现

部件内的应力梯度测量；（3）深穿透能力允许自由地

选择材料内部应变的测量方向；（4）能测定材料内部

特殊相应力及晶粒间应力；（5）可加载不同环境（如

热、力或热力耦合）模拟服役条件，获得服役条件下多

尺度应力分布；（6）可以获得材料的组织结构信息，如

织构等。因此，中子衍射是工程部件内部应力测量和

评估的强有力工具[2-3]。

此外，中子还可用于材料的 3 维成像，具有快速、

分辨率高的特点，也可加载耦合不同环境，原位研究

材料 3 维结构、缺陷等问题 [4-6]；中子小角散射技术

（Small Angle Neutron Scat-tering，SANS）可以测量材

料纳米至微米尺度大微结构，包括空位、位错、析出相

等[7-9]，结合原位环境加载，可研究材料内部微结构的

演变过程和规律等[10-11]。因此中子技术是研究工程材

料的独特工具，可为工程材料开发与服役可靠性研究

提供技术支持。

本文介绍了残余应力产生的原因及其测量方法，

并着重介绍了中子衍射技术在航空发动机盖板 T 型

高能束焊接接头、涡轮盘、涡轮后机匣、整流叶片、环

锻件内部残余应力测试分析中的应用。

1 残余应力的产生与测量

残余应力可以在几乎所有的制造过程中产生，也

可以在部件的服役过程中发展。当材料受到外部环境

（如载荷、温度梯度等）作用时，在部分区域产生不协

调的局域形变，周围的材料必须进行弹性变形才能够

保持空间尺寸的连续性，残余应力由此产生。在工程

材料中产生残余应力的一些典型过程包括：

（1）不均匀塑性变形。在制造过程中改变材料形

状的工艺过程包括锻造、轧制、弯曲、拉伸和挤压等，

以及表面处理过程如加工、磨削、电镀、喷丸、渗碳等，

极易产生宏观残余应力。在喷丸处理过程中，通过硬

质小球对材料的表层进行垂直挤压，表面的塑性变形

层需要沿水平方向扩展，但由于下层材料的约束产生

了表面压应力，并由内部的拉应力平衡。

（2）材料的相变和（或）密度的变化。当存在较大

的温度梯度时，例如在焊接、铸造、淬火、合金的沉淀

硬化和塑料的聚合过程中，由于发生相变或者相间晶

格常数和热膨胀 / 收缩系数的差异，也会导致较大的

残余应力产生。在焊接过程中，金属焊料在熔融时是

无应力的，金属焊料和热影响区的冷却温度范围比其

他部分更大，因此，为了保持空间尺寸连续性，在焊缝

处会产生较大的纵向残余拉应力，同时周围材料中会

产生压应力与之平衡。

与最常用的 X 射线、透射电镜等其他衍射技术

相比，由于中子具有高的贯穿能力，成为探测金属材

料与工程部件内部晶体结构与多尺度微观组织／应

力的有效手段。透射／扫描电镜具有非常高的空间分

辨率，可以直接给出原子尺度的微观形貌及晶体结构

信息，但由于电子束通过原子核外电子交互作用获得

衍射信息，穿透深度一般不超过几十纳米；X 射线也

是与原子核外电子交互作用，穿透深度随能量变化而

变化一般从几微米到几十微米，对于 1 种同步辐射高

能 X 射线（也叫硬 X 射线，能量在 50 keV 以上，相当

于波长小于 0.0248 nm），可以穿透厚度为几毫米的大

多数金属；由于中子直接与原子核交互作用，可以穿

透很深的金属材料（对于铁基合金一般可以穿透几厘

米，而对于铝合金可以穿透几十厘米）。与 X 射线衍

射相同，中子衍射不仅可以获得工程合金材料中晶体

结构信息，而且可以通过布拉格衍射获得衍射面间距

的弹性相对变化（点阵应变），最后通过胡克定律确定

宏观与微观应力。中子的空间分辨率一般在毫米量

级，较好的中子应力测量装置可以实现 1 维分辨小于

0.1 mm。中子衍射技术由于具有高的穿透性，可以在

3 个主应力方向实现工程部件 3 维弹性应变／应力

扫描，一般扫描范围很大（米级），此特点是中子衍射

应用于工程部件研究的巨大优势，也是其他技术无法

比拟的。中子穿透深度、分辨率及费用成本与其他方法

的比较如图 1 所示。

图 1 几种残余应力测试方法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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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中子的高穿透性，易于施加各种应力、

温度、磁场及气氛等多种环境，可以模拟甚至实现热

处理、冷热加工、再结晶／相变、凝固焊接、电磁场处理

等真实外场作用下组织演化与微观力学行为的研究。

可以说，中子衍射技术的出现，为包括多尺度应力配

分、晶粒旋转及裂纹形核与扩展损伤在内的工程材料

微观力学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2 中子衍射测残余应力的原理

中子衍射测量应力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晶面

间距d 的变化以计算弹性应变 着，从而计算出应力场。

当波长为 姿 的单能中子束通过多晶材料样品时，对

应晶面间距 d 在满足布拉格关系（姿=2dsin兹）的位置

出现衍射峰，通过测量晶面间距的改变 d-d0 计算出

弹性应变 着，中子衍射的原理如图 2 所示，然后根据

应变计算应力 滓。

应变 着 的计算公式为

着= d-d0

d0
（1）

着=-cot 兹0驻兹 （2）

应力 滓 的计算公式为

滓x=
Ex

（1-2v）（1+v）[（1-v）着x+v（着y+着z）] （3）

式中：滓x 为 x 方向的应力；Ex 为弹性模量；着x、着y、着z 分

别为 x、y、z 方向的应变；v 为常数。

中子衍射测量的待测体积是 1 个由衍射狭缝和

入射狭缝相交的空间区域决定的。直接测量的平均体

应力易与有限元计算结果进行比较。通过平移和转动

待测部件，使中子束中心与部件待测位置重合，得到

不同位置的正应变，并据此计算相应位置的 3 向应力。

中子衍射法通过测量某一晶面的弹性应变来计

算残余应力。由于材料的弹性和塑性是各向异性的，

不同的衍射晶面对宏观应力场的响应也不同，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黑色线

为宏观拉伸应力 - 应变曲

线的弹性阶段，其余为不

同晶面的晶格应变响应。

在面心立方金属的弹性区

域内，用于测量的任何晶

面都是线性响应的，{311}

晶面与材料宏观应力应变响应最接近，即受晶间应力

影响较小。因此，作为面心立方金属的高温合金通常

选取{311}作为衍射法测量残余应力的晶面。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上在反应堆中子源上开

展了金属材料织构与残余应力测量研究，同时建立了

专门的应力测量装置[12-14]。反应堆中子源产生的连续

波长中子一般利用单色器或中子导管聚焦成单一波

长中子，应力需要较高的空间分辨率与倒空间应变分

辨率，精确确定衍射峰峰位需要高质量的衍射峰[15-17]。

由于反应堆中子源上的应力测量中使用恒定波长，一

般探测器很难覆盖大的布拉格衍射角（单色器的聚集

几何较小，决定其很难大范围使用），固定探测器角度

仅可收集有限数目衍射面的极图与点阵应变[18-20]。另

外，有些面间距较大晶面（具有较小的衍射角）的点阵

应变测量精度很低，这些低衍射角晶面点阵应变测量

过程中也很难限定有效衍射体积在 1 个合理的范围。

70 年代末美国、英国相继建立了散裂中子源，利用慢

化器和中子导管聚焦的连续波长中子实现了应力与

织构的高效研究[21-24]。21 世纪美国、日本建立散裂中

子源专门应力谱仪，由于通量极大提高，使用效率进

一步提升，应力、温度等外场环境也极大改善，已经开

展了分钟甚至秒级与时间相关热机械处理过程中组

织与应力演化的研究工作[25-26]。

中国工程材料中子散射研究起步较晚，随着中子

科学研究装置的发展及国内对工程材料中子应力与

织构研究的迫切需要，21 世纪初中国研制了专门的

应力谱仪，如图 4 所示。该应力谱仪分辨率等重要指

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配备的 500 kg 载重台为测量

大型工程部件提供了保证，

已经开展了部分基础与工

业应用研究[27-28]。建立在散

裂中子源基础上的时间飞

行技术对多尺度应力与组

织研究更具特色，特别是对

（a）有效中子衍射体积 （b）点阵畸变

图 2 中子衍射原理

驻兹

2兹

图 3 不同晶面对单轴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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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子衍射应力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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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力学与相变模型的验证更具优势。中国的散裂中

子源也有应力谱仪的规划。

3 应用进展

近几年，随着航空发动机研制和生产技术的深入

发展，在国内利用中子衍射技术对航空发动机相关部

件开展了残余应力分析。

3.1 盖板 T型高能束焊接接头的残余应力与疲劳裂

纹扩展测试分析

高能束焊接接头中的残余应力取决于焊接工艺参

数、接头几何形状、工装约束以及材料自身的强度。在

无相变的结构材料中，通常沿焊接方向产生强烈的纵

向残余拉应力，与热影响区母材的压应力达到平衡并

伴随着接头几何形状的改变。虽然为抵消残余拉应力

而通过构件预置进行矫正，但仍有一定水平的残余应

力场分布在构件中并影响疲劳裂纹扩展和损伤容限。

为研究残余应力对疲劳裂纹扩展行为的影响，需

在确定初始残余应力场的基础上，考虑裂纹生长引起

的应力松弛和再平衡。中子衍射技术被用于测量铝合

金部件焊接接头中的残余应力，随着疲劳载荷作用和

裂纹扩展的演变，对采用不同焊接工艺时平板和带槽

平板 T 型接头的疲劳寿命和横向残余应力进行了测

量，同时，将基于模拟的裂纹闭合有限元模型的预测

结果与测量结果进行对比，如图 5 所示。结果表明，该

模型有效地预测了残余应力场中的疲劳裂纹扩展，揭

示了疲劳裂纹扩展过程中裂纹闭合区域附近的残余

应力场演变规律[29]。

3.2 涡轮盘内部残余应力测试分析

镍基单晶 / 多晶高温合金的力学性能主要取决

于 酌' 析出相的形貌、分布和尺寸。将中子衍射与中子

小角散射技术相结合，可原位观察构件在加工和服役

条件下，酌' 析出相微观结构演变。

与具有晶体取向各向同性或有一定特定取向的

多晶叶片相比，被用作涡轮叶片的镍基单晶显示出显

著的抗蠕变性。在不同温度和载荷下发生蠕变变形

后，镍基单晶合金中析出相微观结构特征的演化过程

十分复杂[30]。而在发动机大型零件中，镍基高温合金

涡轮盘件经热锻后，由于塑性变形不均匀而在厘米级

宏观尺寸范围内引起较高的残余应力，在设计过程中

须考虑。Staron 等[31]利用中子衍射技术精确地确定热

锻盘件内部的残余应力，涡轮盘件的固溶冷却温度场

和残余应力场的分布如图 6 所示。

利用国内的中子衍射平台和面探 X 射线衍射技

术，分别对涡轮盘制造过程中、固溶处理和时效处理

后从表面到内部的残余应力分布进行研究，从而对涡

轮盘件中相同位置的 3 向残余应力演化过程有了清

晰认识，并利用有限元法对空冷淬火应力场模拟结果

进行验证[32]，镍基涡轮盘件的淬火残余应力模拟和测

量结果如图 7 所示。该项工作对关键工程构件的低应

力制造和延长服役寿命提供了重要依据。

3.3 涡轮后机匣内部残余应力测试分析

涡轮后机匣的残余应力测试方法与其他常规工

件的测试方法有较大区别。因机匣自身体积大、结构

复杂，在某些位置只能测试特定方向的晶面间距 d；
机匣采用的 K4169 合金组织不均匀（部分位置存在

大晶粒）以及可能存在的成分偏析造成不同部位的无

应力状态晶面间距 d0 不同，不能使用无应力标样作

（a）疲劳寿命 （b）横向残余应力

图 5 采用不同焊接工艺时平板和带槽平板 T型接头的

疲劳寿命和横向残余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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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涡轮盘件固溶冷却温度场和残余应力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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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镍基涡轮盘件的淬火残余应力模拟和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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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位置测试点晶面

间距的计算结果

图 9 各测试点的应变

1.088

1.087

1.086

1.085

1.084

1.083

原件
切割件

dave=1.0864
d0ave=1.0855着ave=8.0×10-4

位置 /mm

20151050

2000

1500

1000

500

0
10987654321

为 d0 的测试标样，必须在机匣原件选定的位置测试

完成后，将其切割释放应力，并重新定位，准确寻回初

始测试的位置进行 d0 的标定，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

切割及重新准确定位等工作。

涡轮后机匣残余应力测试过程为：（1）选定待测

区域和待测晶面（311），规划样品的摆放以及衍射矢

量方向；（2）通过吊车将机匣放置于测试台面上并固

定牢靠；（3）通过调节样品台的 x/y/z 轴位移及样品台

转角 棕，利用经纬仪与垂直激光或者铅锤将机匣待

测位置大致定位；（4）通过中子束扫边准确定位衍

射位置后进行测试，获得不同位置的晶面间距 d；
（5）切割机匣，释放应力后重新通过上述方法定位，

测试相同位置的残余应力d0；（6）进行数据处理和分

析得到结果。

根据各点的衍射角度及布拉格方程计算出（311）

晶面的晶面间距，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切割释放

应力后，晶面间距减小，说明 d>d0；在衍射矢量方向

上，机匣产生拉应变。较多的测试点可以保证较好的

统计性，因此可以用平均的晶面间距进行大致分析，

计算出释放应力后的平均晶面间距为 d0=1.0855 魡，

机匣原件的平均晶面间距为 d0=1.0864 魡，该方向的

平均应变约为 800 个微应变，各点应变的计算结果如

图 9 所示。

由于机匣体积大且形状复杂，很难测试到主应力

（周向）方向，只能通过主应力方向的泊松效应即衍射

矢量方向的拉应变推算出主应力（周向）方向受到压

应力作用，其压应力约为 滓=-E着/淄，其中 淄 为材料的

泊松比，E 为弹性模量。又由于机匣中含有大晶粒，在

定位过程中，角度产生一点点偏差就会导致大晶粒的

衍射峰位偏移，该偏移并不一定是由残余应力产生

的，这就是对于铸态试样测试的定位要求非常准确的

原因。尽管在测试过程中尽量保证了定位的准确性，

为了使计算结果更加准确，将各点的细晶部分或者大

晶粒部分提取出来进行计算。

各点的残余应变和周向残余应力分别如图 10、11

所示。计算表明，机匣的平均周向压应力约为300 MPa。

3.4 整流叶片内部残余应力测试分析

为了比较 2 种热处理工艺条件下 TC4 合金整流叶

片的残余应力分布状态，对 1#（750 ℃出炉）、2#（900 ℃

出炉+磁力抛光）2个叶片的残余应力进行分析，共测

量了 1#-1、1#-2、2#-1 和 2#-2 4 个位置的残余应力。

测量晶面选为 琢 相的（10-13）晶面，按照中子波长

0.1592 nm计算该晶面对应的衍射角约为73.4毅。为提高

中子衍射的信号强度，所选的衍射体积为（2×2×10）

mm3。

4 个测量点的衍射峰分别如图 12 所示。通过拟

合可获得 4 个点位置对应的衍射角、晶面间距、应变

等信息。

按4点平均的晶面间距计算，其相对微应变分别为

-24.59、88.90、-69.99和 5.67 滋着。由于没有无应力状态

下的标样，无法计算每个测量点的绝对应变值，也就无

法获知每个点的残余应力值，但通过4个测量点的相互

比较可以得到其相对应力的大小。TC4钛合金的弹性模

图 10 各测试点的应变 图 11 各测试点的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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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取为 110 GPa，则 4 个测量点之间的应力差值均不大

于15 MPa。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2种热处理工艺条件下整流

叶片的残余应力分布差异不大。

3.5 环锻件胀形前后内部残余应力测试分析

为了研究涨形工艺对发动机环锻件内部残余应力

分布的影响，开展了 GH907

合金环锻件胀形前后内部残

余应力分布的测试工作，测

试结果如图 13 所示测试点

分布如图14 所示。从图中可

见，环锻件经胀形工艺处理

后残余应力分布更加均匀，

且压应力增大。

4 结论

（1）由于中子衍射技术具有穿透性强的特点，在

航空发动机涡轮盘、机匣、叶片等部件的内部残余应力

测试分析中得到一定应用，为航空发动机部件的安全

使用提供技术支持；

（2）将中子衍射技术与有限元模型相结合，能有

效地预测残余应力场中的疲劳裂纹扩展规律；

（3）将中子衍射技术与面探 X 射线衍射技术相

结合，可以得到涡轮盘件锻造、固溶处理和时效处理

后从表面到内部的残余应力分布；

（4）涡轮后机匣的平均周向压应力约为 300 MPa；

（5）750 ℃出炉、900 ℃出炉 + 磁力抛光 2 种热

处理工艺对整流叶片的残余应力分布影响不大；

（6）环锻件经涨形工艺处理后残余应力分布更加

均匀，且压应力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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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建立钛合金空心风扇单叶片大鸟撞击试验方法，针对宽弦钛合金空心风扇叶片开展了大鸟撞击叶片位置敏感性分

析、鸟撞参数设计及鸟弹姿态控制研究，制定了大鸟撞击风扇叶片试验方案，完成了试验装置设计并进行了验证试验。结果表明：钛

合金空心风扇叶片对大鸟撞击位置敏感性强，撞击最危险位置为 50%叶高处；通过采用人工明胶鸟弹、优化弹托和增加泄压段，可

有效提高鸟弹姿态控制精度；验证试验结果与设计预期吻合度良好，表明风扇叶片静止且鸟与风扇叶片的相对速度为工作状态下

的大鸟撞击试验可有效模拟大鸟撞击叶片的冲击历程。

关键词：宽弦空心风扇叶片；钛合金；大鸟撞击；鸟撞试验；参数设计；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3.012

Study on Big Bird Strike Test of Wide-chord Hollow Fan Blade
LI Di袁LIAO Lian-fang袁CHEN Lu-lu袁HOU Liang

渊AEC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袁Ltd.袁Shanghai 200241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test method of big bird strike with single blade of titanium alloy hollow fan袁the position sensitivity

analysis袁bird strike parameter design and attitude control of big bird strike blade were carried out for wide-chord titanium alloy fan blade.
The test scheme of the big bird strike fan blade was established袁the design of the test device was completed and the verification test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ollow fan blade of titanium alloy is sensitive to the strike position of big bird袁and the most dangerous
strike position is 50% leaf height. The bird attitude control accuracy can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by using artificial gelatin bird shell袁
optimizing the shell case and adding the pressure relief section. The test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design expectation袁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big bird strike test can effectively simulate the big bird strike course on the blade when the fan blade is static and the
relative velocity of bird and fan blade is working.

Key words: wide-chord hollow fan blade曰titanium alloy曰big bird strike曰bird strike test曰design parameters曰aeroengine

0 引言

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风扇叶片一般具有宽

弦复合掠的特征[1]，进气道内第 1 级旋转叶片采用空

心结构设计[2-6]，且其前方无支板等遮挡物，当外来物

尤其是大鸟撞击发动机时，如果风扇叶片受到损伤甚

至出现叶片飞失，将导致机匣出现包容性问题或转子

出现较大的不平衡响应问题，严重时可能造成发动机

失效。因此大涵道比民用发动机的风扇叶片须具备足

够的抗外物损伤能力。为保证发动机安全运转，中国

民航局在《CCAR-33R2 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的第

33.76 条中要求必须对可能进入进气道的鸟体对发动

机前部的撞击进行试验。国内外在发动机叶片遭到鸟

撞等外物冲击损伤方面开展了较多仿真分析[7-16]，试验

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平板或实心叶片的模型校验

方面[17-18]，而关于空心风扇叶片鸟撞研究的公开文献

较少。

在某型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研制过程中，结合

CCAR33.76 条款的要求，针对其采用的钛合金空心

风扇叶片开展相应的鸟撞试验研究，本文介绍了 1

套有效的鸟撞试验方法，为空心风扇叶片研制提供

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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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对象及方案选择

试验对象为研发中的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带瓦

伦空心结构的空心风扇叶

片，其模型如图 1 所示。该

风扇直径约 2 m，材料为

TC4 钛合金，榫头为圆弧

形轴向燕尾结构。

按照 CCAR33.76（b）条对发动机吞大鸟做出的专

项规定，必须根据发动机进气道喉道面积选用 1 只合

适质量的大鸟开展试验，且该鸟应投向第 1 级旋转叶

片最关键的暴露位置，以确保验证的适航符合性。大

鸟撞击考核的适航符合性验证通常采用全台发动机

吞鸟试验来实施，但各发动机公司在新机研制阶段的

思路相似，均采用 3 步走（部件 - 单元体 - 整机）的

策略：第 1 步采用静止状态的等效试验进行考核，以

验证风扇叶片自身能否满足设计要求，并用于修正设

计；第 2 步采用单元体级的旋转风扇叶片抗鸟撞试验

进行考核，以验证风扇单元体能否满足鸟撞要求；第

3 步采用全尺寸发动机进行吞鸟试验，以验证整机能

否满足鸟撞要求，并用于适航取证。

考虑到民用航空发动机的特点，在研制初期即开

展空心风扇叶片鸟撞试验对于支撑空心风扇叶片设

计并贯彻适航的要求具有重要意义。鉴于中国目前还

不具备在旋转状态下进行钛合金宽弦空心风扇叶片

鸟撞试验的能力，为支撑空心风扇叶片研制，考虑到

空心风扇叶片的结构特点及风扇叶片在静止状态下

鸟撞试验的优点，本文采用了风扇叶片静止且鸟与风

扇叶片的相对速度为工作状态下空心风扇叶片单叶

片大鸟撞击的试验方案。

与风扇单元体级鸟撞试验和整机吞鸟试验相比，

风扇叶片静止且鸟与风扇叶片的相对速度为工作状

态下的风扇叶片鸟撞试验具有如下优点：（1）可直接

考核风扇叶片空心结构是否满足鸟撞要求；（2）试验

件简单，仅需要单风扇叶片即可开展试验，无需风扇

单元体组件或全尺寸发动机，单次试验成本低；（3）试

验不需要试车台或旋转试验器，仅采用固定气炮即可

开展试验，实施迅速。

2 鸟撞敏感性分析及参数设计

研发中的某型航空发动机进气喉道面积约为

3 m2，根据 CCAR33.76（b）（1）适航条款的要求，当发动

机喉道面积大于等于 1.35 m2 且小于 3.90 m2 时，单只

大鸟的质量为 2.75 kg，大鸟吞入速度为 103 m/s，发动

机工况为高温起飞状态，且满足 CCAR33.75（g）（2）的

要求，最严苛情况为不产生非包容的高能碎片。因此

结合 CCAR33.94（a）（1），在风扇叶片大鸟撞击设计

时，重点关注风扇叶片在风扇盘上最外侧的固定榫槽

处的强度。

为确定大鸟撞击风扇叶片时的最危险位置，按高

温起飞状态转速 棕ht 分别对鸟体撞击风扇叶片不同叶

高位置（10%、30%、50%、70%、90%）的情况进行显式

动力学计算，以分析空心风扇叶片对大鸟撞击位置的

敏感性，风扇叶片有限元模型如图 2 所示。在进行鸟

撞数值分析时，风扇叶片材料采用应变率相关弹塑性

材料本构模型，撞击叶片不同位置的鸟撞有限元模型

如图 3 所示。

鸟撞不同叶高位置时风扇叶片等效塑性应变如

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鸟撞击不同叶高时，撞击区域

图 2 风扇叶片有限元模型

图 3 鸟撞叶片不同叶高位置的鸟撞有限元模型

图 4 鸟撞不同叶高位置时风扇叶片等效塑性应变

图 1 空心风扇叶片模型

（a）几何模型 （b）空心结构

（a）叶片有限元模型 （b）空心区网格截面

（a）鸟撞位置 （b）叶片位置

10% 30% 50% 70% 90% 叶高

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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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发生塑性变形乃至损伤，但叶根处均未发生断裂。

鉴于考核位置为叶根，建立了叶根塑性应变区与

鸟撞不同叶高位置的变化关系，如图 5 所示。从图中

可见，随着鸟撞位置的升高，叶根处的塑性应变区域

先增大后减小，当撞击

50%叶高位置时塑性应变

达到最大。因此大鸟撞击

的最危险位置为 50%叶高

位置，鸟撞后叶根塑性应

变区域最大，在撞击区域

出现塑性变形和损伤，但

叶根未发生断裂。

在此基础上开展风扇叶片静止且鸟与风扇叶片

的相对速度为工作状态下的鸟撞关键参数设计。鸟体

飞入发动机叶片时叶片与鸟体的相对位置关系如图

6 所示。根据发动机风扇转子转速 棕、叶片数 Nb、叶片

被撞击位置 r、鸟体速度

V b、鸟体直径 D、鸟体密度

籽，可按式（1）~（4）确定鸟

体被风扇叶片切割形成的

切片长度 Lsl、质量 msl、鸟

撞速度 V r 和撞击角度 茁。

Lsl=
2仔V b

Nb棕
（1）

msl=籽LslπD2/4 （2）

V r= V b

2
+（棕r）2姨 （3）

茁=sin-1（V b/V r） （4）

研发中的某型发动机风扇转子叶片数为 18、高

温起飞转速为 390 rad/s、鸟体速度为 103 m/s 时，当

大鸟撞击 50%叶高、采用的鸟体直径为 117 mm、密

度为 925 kg/m3 时，切片的质量为 0.92 kg、长度为 92

mm、撞击角度为 68毅、鸟撞速度为 270 m/s。

3 鸟弹姿态控制

针对该空心风扇叶片，其静止状态下大鸟撞击速

度为 270 m/s，如采用禽类鸟弹，由于包装完成的鸟弹

为不对称体，鸟弹装入弹壳后，鸟弹的实际质心位置

与炮管中心线存在偏差，使得脱壳过程中产生不平衡

力矩，从而影响鸟弹姿态；炮口的残余高压气体膨胀

加速使得炮口的流场特性紊乱，也会对鸟弹的飞行轨

迹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撞击位置和速度。因此，为

保证鸟撞位置和速度的有效性，需要在大鸟撞击试验

中对鸟弹姿态进行控制。

为提高鸟弹撞击姿态控制精度，采用如下技术手

段：（1）根据密度和质量等效原则，使用人工明胶鸟弹

代替禽类鸟弹，使得鸟弹的几何重心和质心重合，避

免脱壳引起的附加惯性力矩；（2）对弹壳进行优化设

计，将原始弹壳（如图 7 所示）优化设计为改进后的弹

壳（如图 8 所示），使得人工明胶鸟弹与弹壳尽可能贴

合，减少加速过载引起的鸟弹变形，从而提高姿态控

制能力；（3）在炮管末端与

脱壳器之间设置泄压段（如

图9 所示），以减小炮口气

流撞击对鸟弹姿态的影响；

（4）考虑试验现场的安装条

件，在考虑炮口残余压力对

试验件影响的前提下缩短

炮口与试验件之间的距离。

在鸟撞试验中，采用改进后的弹壳（图 8），使人

工鸟弹与弹壳尽可能保持贴合，在炮管末端和脱壳

器之间安装泄压段（图 9），通过高速摄像系统可见

弹壳对鸟弹的支撑良好；同时泄压段有效地减少了

从脱壳器向试验件喷出的气量，减缓了气流向前的

冲击，降低了炮口气流冲击对鸟弹姿态的影响；弹

壳和人工鸟弹分离时，鸟弹的姿态没有变化，大大

减少了加速过载引起的鸟弹变形，有效提升了鸟弹

姿态控制精度。

图 5 叶根塑性应变区与鸟撞

不同叶高位置的变化关系

图 6 大鸟进入叶片

图 7 原始弹壳

（a）弹壳几何模型 （b）弹壳实物

图 8 改进后的弹壳

（a）泄压段几何模型 （b）泄压段实物

图 9 泄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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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设计及实施

基于第 2 章鸟撞参数设

计中获取的风扇叶片静止状

态下的鸟撞角度，设计试验

件安装角为 68毅，安装误差

不大于 1毅，如图 10 所示。

为模拟风扇叶片与风扇盘的装配关系，在试验夹

具设计时，需采用与空心风扇叶片匹配的圆弧形榫头

榫槽连接结构，故在夹具上设计了适合叶片的圆弧形

榫槽，同时为保证鸟撞时空心风扇叶片能够稳定保持

于夹具上，在榫槽底部设计了 20 个 M12 螺栓，通过

螺栓预紧载荷设计，模拟风扇叶片在工作时所受的离

心载荷，以保证风扇叶片在大鸟撞击时不会因连接失

效飞出而导致试验失败，试验夹具结构如图 11 所示。

钛合金空心风扇叶片试验件通过专用试验夹具连接

到承力墙上，试验件与夹具及承力墙的装配如图 12

所示。

为确保鸟弹按照设计的试验参数撞击空心风扇

叶片，设计了包括空气炮系统、控制系统、冷瞄仪、测

试系统、摄影系统、缓冲段、鸟弹收集器、试验夹具、承

力墙在内的鸟撞试验系统，如图 13 所示。测量设备主

要包括数据采集仪、应变放大仪、冷瞄仪、激光测速

仪、应变片等。高速摄像系统采用 3 台数码摄像机，在

1024×1024 的最高分辨率

下拍摄速度为 5400 fps。采

用高速摄像系统记录撞击

过程中鸟弹的动态变形图

像，通过图像分析法计算

鸟撞速度和撞击姿态。

鸟撞试验采用空气炮系统实施，将人工明胶鸟弹

放入弹壳，装进空气炮管中，启动空气压缩机，当压力

容器中的压力达到所需值时，打开空气释放机构，在

压缩空气的作用下发射鸟弹，并在炮口处由弹壳剥离

装置剥离弹壳后仅将鸟弹射出，穿过测速装置，按设

定的速度和方向撞击试验件的特定部位。

宽弦空心风扇叶片鸟撞试验的步骤包括试验安

装、试验调试、预试、正式试验 4 个阶段：（1）安装夹具

及试验件，标识撞击点，风扇叶片撞击区域的中心如

图 14 所示；（2）采用设计的鸟弹，撞击鸟弹收集器进

行系统调试，以得到速度为 270 m/s 所需的设定压

力；（3）完成调试后，按照调试得到的主气罐设定压力

进行 1 次预试，保证鸟撞击速度的准确性，同时保证

测量系统、高速摄像系统工作正常；（4）正式试验阶

段，在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用空气炮发射鸟弹，对安装

在试验台上的宽弦空心风扇叶片试验件进行大鸟撞

击试验。

在试验中，实际鸟撞速度为 268.19 m/s，与目标

速度的误差为 0.67%，满足速度误差在±3%范围内

的要求。撞击前鸟弹保持完整、不破碎，弹着点位置 B
与预定撞击位置符合性良好，如图 15 所示。试验前后

叶片对比如图 16 所示。从图中可见，撞击后叶片在撞

击点 A 处产生凹坑，尺寸为 24.5 cm×13.4 cm，深度

为 4.8 cm。在试验后叶片榫头处未出现松动，夹具未

损坏，即夹具满足设计要求。试验后无损检测结果表

明，大鸟撞击后宽弦空心风扇叶片根部未发生断裂，

仅在撞击区域出现塑性变形和损伤，与仿真分析结果

图 10 试验件安装角度

图 11 试验夹具 图 12 试验件与夹具及

承力墙的装配

图 13 鸟撞试验系统

图 14 风扇叶片撞击点 图 15 弹着点位置

图 16 试验前、后叶片对比

（a）试验前 （b）试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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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一致，表明该试验有效模拟了大鸟撞击叶片的冲

击历程，可用于开展后续风扇叶片的抗鸟撞设计。

5 结论

（1）针对钛合金空心风扇叶片，大鸟撞击的最危

险位置为 50%叶高处；

（2）采用人工明胶鸟弹、优化弹托和增加泄压段，

有利于提高鸟弹姿态控制精度；

（3）风扇叶片静止且鸟与风扇叶片的相对速度为

工作状态下的大鸟撞击试验有效模拟了大鸟撞击叶片

的冲击历程，可用于宽弦空心风扇叶片抗鸟撞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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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某型发动机机匣的包容性，在立式旋转试验器上进行了包容性试验。在进行叶片飞断转速控制时，提出 1 种改

进的预置切口的方法，并通过拉伸试验和有限元法确定了切口预留面积。考虑了相邻叶片对飞断叶片的影响，制定了试验方案，获

得了叶片的飞断转速、断叶与机匣的撞击影像、转子的冲击载荷、试验过程中的轴心轨迹和机匣受到撞击后的动态响应。结果表明：

涡轮叶片在 5620 r/min 转速下飞断，准确控制在预定范围内，该型机匣能够包容失效叶片，测试方案合理有效，可为航空发动机机

匣包容性试验提供参考。

关键词：包容试验；机匣；飞断转速；高速摄像；轴心轨迹；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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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eroengine Casing Containment Test
LIU Chuang袁CHEN Guo-dong袁HUANG Fu-zeng袁WANG Hong-bin袁ZHANG Xin-dong袁TIAN Hao

渊Key Laboratory of Aeroengine on Impact Dynamics in Liaoning Province袁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clusiveness of a certain engine casing袁a containment test was carried out on a vertical rotary test-rig.
An improved method of preset cut was proposed with the control of failure rotation speed袁 and the preset area of cut was determined by
tensile test and finite element method. The influence of adjacent blades on failure blades was considered in the test. The test scheme was
developed to obtain the failure rotation speed袁the impact image of the failure blade and the casing袁the impact load of the rotor袁the axis orbit
during the test and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the casing after the impa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urbine blade is broken at 5620 r/min袁
which is accurately controlled within a predetermined range. The casing can contain the failure blade. The test scheme is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and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tainment test of aeroengine casing.

Key words: containment test曰casing曰failure rotation speed曰high-speed photography曰axis orbit曰aeroengine

0 引言

随着航空发动机技术的不断发展，转子转速越来

越快。涡轮叶片作为非常重要的零件之一，其工作环

境恶劣，且受到离心载荷、热负荷及振动载荷的多重

作用，容易在使用中失效。据统计，在 1976~1989 年所

发生的各类非包容事故中，由涡轮叶片失效引起的占

24.3%[1]。叶片飞断后如不能被机匣包容，可能会击穿

机舱，对乘客造成伤害，如果击中油路或油箱还会导

致火灾，造成机毁人亡的严重事故[2]。为了保证飞行

安全，确保失效叶片能够被涡轮机匣有效包容尤为

重要。

世界各国航空发动机军用标准及适航性规范均

对发动机机匣的包容能力提出相应要求，内容基本相

同[3-8]，即在航空发动机瞬态最高允许转速下，最危险

的压气机或涡轮叶片在榫头以外位置失效后应被机

匣包容，且不能对发动机产生危险性影响。

发动机机匣包容问题非常复杂，在毫秒量级的时

间内失效叶片与机匣及相邻叶片相互作用具有冲击时

间短、应变率高、变形大、材料黏塑性变形等特点[9-10]。

对此，国外进行了大量理论和试验研究，分析叶片与

机匣的碰撞机理，建立包容性设计准则，为转子部件

及机匣的设计提供有效指导[11-14]；国内也开展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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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但是多为仿真和模拟件试验方面[15-17]。而真实涡

轮叶片包容试验成本高、风险大，试验周期长，因此国

内开展较少。包容事件通常包含 2 部分：叶片失效后

与机匣及相邻叶片撞击作用；叶片飞失后转子在不平

衡载荷作用下对支承系统的冲击作用[18]。目前国内对

机匣包容方面的研究较多，而不平衡载荷对支承系统

的冲击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对某型发动机真实涡轮机匣进行了包容试

验，并对试验结果进行有效分析。

1 飞断叶片设计

在包容试验中，叶片的飞断转速直接影响试验结

果，因此对叶片飞断转速进行精确控制是非常必要

的。目前国内开展的包容试验多采用预制切口的方法

来控制叶片的飞断转速，

使叶片在预定转速下飞

断。通常采用线切割在榫

头伸根处预制切口，降低

榫头的承载能力，使叶片在

自身的离心力作用下失效

的预制切口方法[19]，预置切

口叶片如图 1 所示。此时，

在叶片伸根处预留面积为

A=m棕2RC/滓bt （1）

式中：A 为切口预留面积；m 为失效叶片质量；棕 为转

子角速度；RC 为失效叶片质心半径；滓bt 为叶片材料极

限拉伸强度理论值，可在材料手册中查取。

上述方法未考虑材料分散性、切口尖端应力集中

效应及在旋转状态下弯曲作用的影响，无法精确控制

叶片的飞断转速，容易引起叶片提前失效，严重影响

试验结果，在试验中仅用

来确定初始预留面积。

本试验的试验件为某

型涡轮叶片及涡轮机匣，

在立式旋转试验台上对

机匣的包容能力进行考

核。在进行叶片切口时，

改变叶片的切口方式并

与有限元方法相结合，确

定叶片的切口预留面积，

其流程如图 2 所示。

在榫头根部切口时采

用在叶片两端进行对称线

切割，在切口末端切割 2 个

直径为 2 mm 圆孔的方式，

如图 3 所示。在切口末端加

工圆孔能显著降低切口尖

端的应力集中，从而有效提

高飞断转速的控制精度。

某型发动机最高转速为 4900 r/min，涡轮机匣在

高温状态下工作，由于机匣温度在工作状态和试验状

态下存在差异，导致其包容能力随之改变。通过修正

叶片的试验飞断转速来保持 2 种状态下机匣的包容

系数一致，修正后叶片飞断转速为 5403 r/min。考虑

到飞断转速控制精度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叶片预期飞

断转速为 5403～5653 r/min，材料为 K417G 合金，其

几何参数与材料属性见表 1。

结合表 1 中叶片参数，转速按照飞断转速范围的

中值确定，根据式（1）计算出伸根处切口预留面积为

15.17 mm2。由于真实叶片的极限拉伸强度通常与材

料的理论极限强度有很大不同，因此对切口叶片进行

拉伸试验，获取真实叶片的极限拉伸强度。为了使拉

伸试验结果更具代表性，选择与包容试验同炉批次叶

片进行拉伸试验。

拉伸试验夹具设计为

上、下 2 部分。在拉伸试验

中用上夹具拉住叶片缘

板，用下夹具拉住叶片榫

头，如图 4 所示。实际叶片

缘板结构较薄，为防止缘

板在拉伸试验中失效，在装配拉紧后对试验上夹具与

叶片组合加工直径为 10 mm 的圆孔，以及加工直径

为 10 mm 的销钉采用过盈配合连接，保证销钉与圆

孔之间连接可靠。

试验中为了防止上夹具受力后张开，使用螺栓将

其夹紧。在拉伸试验机上按照 0.05 kN/s 的加载速率

进行加载，加载曲线如图 5 所示。

图1 现有包容试验预置切口

图 3 切口叶片模型

质量 /

g

102.5

质心半径 /

mm

413.4

理论强度极限 /

MPa

935

密度 /

（kg/m3）

7850

弹性模量 /

GPa

207.5

表 1 K417G合金叶片几何参数与材料属性

图 4 叶片拉伸试验

图2 确定切口预留面积流程

滓av>滓b
比较 滓av

和 滓b

滓av=滓b

滓av<滓b

滓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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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系数

2.0

引线方式

单片、2 线法

电阻 /Ω

120

贴片数量

20×3

表 2 应变片参数要求

从图中可见，叶片在

载荷达到 17774 N 时失

效，根据式（2）获得切口叶

片 的 极 限 拉 伸 强 度 为

1170 MPa。

滓b=F/A （2）

式中：F 为静拉伸试验最

大载荷。

采用 ANSYS 有限元

软件对叶片切口模型进行

分析，单元类型为solid185，

在两侧榫齿上斜面施加位

移约束，转速为5528 r/min。

有限元模型如图 6 所示。

计算获得叶片拉伸应力分布结果如图 7 所示，切

口截面拉伸应力分布如图 8 所示。

提取切口预留截面节点的拉伸应力，计算出在旋

转状态下预留面积处的平均拉伸应力，按照切口面积

确定流程（图 2），最终确定切口预留面积为13.12 mm2。

2 试验与测试方案

为了考虑相邻叶片对

失效叶片的影响，采用在

涡轮盘上一侧位置安装 7

个转子叶片的方式（如图 9

所示）进行试验，其他位置

全部安装配重块，图中沿

顺时针方向第 3 个叶片设

为飞断叶片。

试验在立式旋转试验台上进行。试验转子转速可

在 0～25000 r/min 之间调节，稳态精度可达 0.05%。

试验件包括某型发动机涡轮盘、叶片和低压涡轮

机匣，并且设计了相应的转接段及机匣安装结构，试

验时由试验驱动轴通过转接段带动试验转子旋转，试

验机匣通过机匣安装结构固定在试验器舱盖上，如图

10 所示。

2.1 转子转速与振动测量

试验转速通过电磁式转速传感器从转子支点轴

的测速齿上采样，通过 MONITOUCH 型转速数字显

示仪显示，测速精度可达 0.1 r/min。试验中当叶片飞

断后，突然产生的不平衡量会引起振动突升，试验器

自动停车，转速迅速降低，转速测量仪记录转子运行

过程中的最高转速，并大致记录叶片失效时的转速。

在试验转子驱动法兰处安装非接触式电涡流位

移振动传感器，测量转子的轴心轨迹，记录在包容试

验过程中转子轴心轨迹的变化。

2.2 应变测试

对低压涡轮机匣受飞断叶片撞击后的动态应变

进行测量，在机匣外壁叶片撞击对应位置粘贴应变

计，如图 11 所示。应变计沿周向 20 点均布，编号为

1～20，在各测点粘贴应变花，应变片参数要求见表2。

应变信号经 PFI 28454A 型滤波器滤波后，由 NI

PXIe-1075 高速数据采集设备采集并存储。失效叶片

撞击机匣的作用时间极短，通常只有几十微秒，相当

于频率达数十千赫的谐波振动。本次试验使用的

28454A 卡具有 64 测量通道，滤波带宽可达 204.6

kHz，采样频率为 1 MHz，满足应变测试要求。根据各

图 5 切口叶片拉伸曲线

图 6 切口叶片有限元模型

图 7 叶片的拉伸应力分布 图 8 榫头截面拉伸应力分布

图 10 试验装置

图 11 应变计的粘贴位置及方式

应力 /MPa
-1069.21

-86.3305 896.545
1879.42

2862.3 3845.17

应力 /MPa

-1069.21
-113.31 842.586 1798.48

2754.38 3710.27

图 9 叶片安装方式

飞断叶片

X Y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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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应变可求出总应变。

着t=
着1+着3

2
+ 着1-着3

2蓸 蔀 2 + 着1+着3-2着2

2蓸 蔀 2姨 （3）

式中：着t 为总应变；着1、着2、着3 分别为轴向、45毅方向、周

向应变。

2.3 包容过程高速摄像

采用高速摄像技术对叶片与机匣及相邻叶片的

撞击过程进行记录。高速摄像系统由高速摄像机、高

强度直流灯、触发系统和计算机组成。高速摄像机选

用美国 Vision Research 公司的 Phantom V711 型数字

高速摄像机，最大分辨率为 1280×800，在满幅分辨

率下的最大拍摄速度为 7530 f/s。试验中在高速摄像

机上配置 14 mm 广角镜头，同时在拍摄窗口上使用

防爆玻璃进行防护。该型高速摄像系统对触发时刻之

前的影像信息进行存储，本次试验采用手动方式触

发，在试验中叶片飞断后，操作员通过按钮手动触发

高速摄像系统进行记录存储。

2.4 转子冲击载荷测量

在航空发动机包容事件中，叶片飞失后转子轴受

到突加不平衡载荷作用，运行轨迹发生变化，撞击机

匣与机匣碰摩，冲击载荷通过承力框架传递给静子结

构，对飞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因此了解包容事件中

转子的冲击载荷是非常必要的。

本试验中设计了转子冲击载荷测试装置，对试验

中叶片飞失后转子的冲击载荷进行测试，测试装置结

构如图 12 所示。测试装置在安装边处通过螺栓固定

在试验舱盖上。测试轴承座由外部的筒形支承结构与

内部轴承座 2 部分构成，之间由 4 根编号为 1～4 均

布的方截面承力支柱连接，在承力支柱上粘贴有动态

应变计。在承力支柱设计中，确保在冲击时应力水平

不超过材料的屈服强度。

在包容试验中，叶片飞失后，轴承座受到的冲击

载荷通过承力支柱传递到外部的筒形支承结构，承力

柱上粘贴的应变计发生变形，采用应变采集系统获得

应变计的冲击应变。通过相邻支柱的应变合成换算出

转子对支承结构的冲击载荷。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在试验中，转速升至

5620 r/min 时，叶片飞断与

机匣发生撞击，设备自动

停车。试验运行的转速和

振动曲线如图 13 所示。

3.1 飞断转速分析

叶片真实飞断转速是确定试验有效性的重要依

据，叶片飞断后，试验器迅速停车，转速快速降低，根

据试验运行曲线（图 13）即可大致确定叶片飞断转速。

基于高速摄像技术，对包容试验中叶片的飞断转

速进行分析。具体方法为：由飞断点向前选取 a圈，记

录飞断点照片帧号 N2 和 a圈起始点照片帧号 N1。在

a圈内加速度为 琢，由设备设定，在转子加速过程中为

恒定值，本试验中设置加速度为 50 r/s2。高速相机帧

频为 f。a圈内叶片平均转速 nJ 为

nJ=
a

（N2-N1）
×60×f （4）

在此 a圈内试验转子处于加速状态，可根据平均

转速计算叶片飞断时转子转速 nD

nD=nJ+0.5×琢×（N2-N1）
f （5）

为确保叶片飞断转速控制的准确性，在正式试验前

进行叶片飞断转速验证试验，根据式（4）、（5）计算出本

次低压涡轮机匣包容试验中叶片的飞断转速，见表3。

从表中可见，验证试验和正式试验的叶片飞断转

速均在预定范围内（5403～5653 r/min）且重复性良

好，说明飞断转速控制方法准确。

3.2 叶片与机匣撞击情况

在试验中叶片在预定的转速范围内断开。断叶飞

出后撞击试验机匣此过程被高速摄像机完整记录下

来，如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见，叶片在榫头根部断裂

向外飞出，在飞出过程中与机匣及相邻叶片发生撞

图 13 包容试验运行曲线

验证试验

正式试验

N1/ 帧

-5356

-4164

N2/ 帧

-6075

-4885

圈数

9

9

帧频 /（帧 /s）

7500

7500

nD /（r/min）

5635

5620

表 3 叶片飞断转速计算

（a）测试原理 （b）测试结构实物

图 12 冲击载荷测试装置

安装边

筒形支承结构

应变计
内部轴承座

球轴承
卡圈 轴承衬套

试验转子

测试轴承座

6000

4500

3000

1500

0
700650600550500450400

时间 /s

振动 转速

300

200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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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叶片飞断时的轴心轨迹

图 19 包容试验中轴心轨迹

击、变形扭曲、折断，最后

包容在试验机匣内。

断叶与机匣撞击后损

坏情况如图 15 所示。从图

中可见，叶片大致断裂成 3

块，叶根部分和叶中部分

跌落在真空舱底部，叶尖

部分镶嵌在防护铅砖上。

涡轮机匣成功包容了失效

叶片，撞击过程主要发生在 1 个扇区内，机匣外壁出

现轻微鼓包，断叶对机匣撞击后在机匣内壁形成 1 个

明显凹坑，而后在相邻叶片的推挤作用下将附近蜂窝

铲平，如图 16 所示。

3.3 机匣动态应变测量结果

本试验应变测量的采样率为 1 MHz，采样持续时

间约 40 s，量程为 -10000～

+10000 滋着。机匣损伤严重

位置集中在 1 个扇区范围

内，对损伤严重撞击扇区内

测点总应变进行计算。其中

共 5 个测点应变值较大，应

变曲线如图17所示。

从图中可见：

（1）断叶与机匣发生撞击后，各测点动态应变均

突然增大，其中测点 13 最大应变达到 9000 滋着，而后

振荡衰减至较低水平，最后趋于稳定，稳定值即为机

匣的残余应变，在远离机匣撞击位置测点处，残余应

变逐渐降低至 0；

（2）各通道到达应变峰值时间依次滞后，反映了

叶片飞断后受相邻叶片的挤压过程以及应变波在机

匣内的传播过程；

（3）各通道应变峰值逐渐减小，反映了应变波在

传播过程中不断衰减。

3.4 转子冲击载荷结果

在试验中，冲击载荷测量装置的 4 根承力支柱受

到冲击后的应变如图 18 所示。图中应变 1～4 分别代

表了承力支柱 1～4 的动态应变，可见支承结构主要

存在 2 个压应变峰值，其中第 1 个峰值稍小，为叶片

飞失后转子对支承结构的首次撞击，撞击位置位于承

力支柱 1 处；第 2 个峰值为飞断叶片与机匣及相邻叶

片的挤压作用下，转子对支承结构的撞击，此次撞击

更为剧烈，应变达到冲击全过程最大值。最大冲击载

荷撞击位置在承力支柱 2、3 之间，靠近支柱 2 的位

置，最大合成应变为 1108 滋着，计算出转子冲击载荷

为 58431 N。叶片飞断的不平衡静态载荷为 14201

N，冲击载荷为静态载荷的 4.1 倍。

3.5 转子轴系振动情况

在试验中，在试验轴驱动法兰处安装非接触式电

涡流位移振动传感器，测得转子的径向振动和轴心轨

迹如图 19 所示。

从图中可见，转子在

低转速时轴心轨迹为椭

圆；随着转速的增大，油

膜涡动的频率也相应地

升高，频谱中的半频谐波

振幅不断增大，使转子振

动加剧，产生油膜振荡，

此时的轴心轨迹随着转

速的增大呈“花瓣”形状；

叶片飞断后，轴心轨迹迅速扩大，最后试验轴的振动

幅值超出了振动传感器的测量范围（≥1mm）。转子轴

图 14 叶片飞断及与机匣

撞击过程

图 15 叶片损坏情况 图 16 机匣蜂窝破坏情况
图 18 承力支柱应变

（a）转子运行中的轴心轨迹

图 17 机匣应变曲线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测点 13
测点 14
测点 15
测点 16
测点 17

0 2 4 6 8 10 12
时间 /ms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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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0

-1000

-1500
122.01 122.02 122.03 122.04 122.05

应变 1

应变 2

应变 3

应变 4

时间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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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轨迹清楚地反映了转子在转速增大过程中与机匣碰

摩，叶片飞断后与机匣撞击的全过程。

4 结论

本文进行了某型真实涡轮机匣的包容性试验。结

果表明，涡轮机匣成功地包容了失效叶片。建立了试验

器条件下的机匣包容试验方法，形成以下主要结论：

（1）运用新型切口方式与拉伸试验及有限元法相

结合的叶片飞断转速控制方法，合理有效且具有较高

的控制精度；

（2）高速摄像技术可用于叶片的飞断转速计算，

简单有效；

（3）机匣受到叶片撞击后的动态响应表现为：应

变迅速增大，而后振荡衰减，且高应变区主要集中在

很小的扇区内，向扇区两侧迅速衰减；

（4）叶片飞断后，转子对支承系统的冲击载荷显

著高于静态不平衡载荷，可达静态载荷的 4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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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开展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反推力装置的性能试验，设计了涡扇发动机反推力装置模型试验台。该试验台具有六分力

测量、外流场测量、内涵气体加温等功能，以及双涵道喷管矢量推力和性能测量能力。通过直接排气和反推力排气试验对该试验台

的主要功能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试验台满足最大排气流量 60 kg/s 的双涵道喷管直接排气和反推力排气性能试验要求，内涵可

加温到 650 ℃，测量精度较高，可用于航空发动机反推力装置及功能喷管、排气装置等部件的基础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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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Model Test-rig of Thrust Reverser
XIE Liang袁ZHAO Yu袁LI Qing-lin袁YU Zhong-qia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performance test of the thrust reverser of the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袁the model test-rig

of the thrust reverser of the turbofan engine was designed. The test-rig has the functions of six-component force measurement袁outflow field
measurement袁intension gas heating and so on袁as well as vector thrust an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capability of dual separate flow nozzle.
The main functions of the test-rig were verified by the test of direct exhaust and thrust reverser exhau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st-rig
can meet the performance test requirements of direct exhaust and thrust reverser exhaust of dual separate flow nozzle with maximum exhaust
flow rate of 60 kg/s袁the core stream can be heated to 650 益袁and the measurement accuracy is high袁which can be used in the basic test of
aeroengine thrust reverser and functional nozzle袁exhaust system and other components.

Key words: thrust reverser device曰test-rig曰turbofan engine

0 引言

随着中国大型飞机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大涵道比

涡扇发动机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目前，几乎所有先进

的大型飞机都采用发动机反推装置来进行减速[1-4]，虽

然反推装置会增加发动机的质量及其设计复杂性，但

还是以其独有的集成度高、可靠性高、对不同发动机

工况适应性强等优点，在国外得到较广泛应用[5]。国外

为研制反推力装置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和工程应用

研究，其中模型吹风试验是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反推

力装置模型吹风试验器在反推力装置研制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例如，拥有反推力装置模型吹风装置的俄

罗斯彼尔姆航空发动机科研生产联合体先后研制出

带反推力装置的 Д-30КП、ПС-90 等发动机。另

外，国外学者也进行了多项试验研究，Robert 等[6]研究

了瓣式转动折流门反推器性能，并应用于 A330、A340

客机中；Chen[7]通过二次流喷射在风扇涵道形成气动

阻流板代替机械式阻流板实现反推；Gilbert [8]和

Marconi 等[9]基于二次流喷射的涡扇发动机反推力控

制技术，研究二次流喷射位置、喷射孔直径对反推效

果的影响，验证了将流动控制技术引入到反推力控制

领域的可行性；Asbury 等[10]对 6 种类型反推器的性能

进行了风洞试验。国内目前对反推力装置的研究处于

起步阶段[11]。何艳等[12-13]研究了压比和几何进气角对

反推力装置性能的影响；单勇等[14]通过数值计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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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叶栅参数对反推性能的影响规律；王占学等[15]通过

试验方法研究了二次流喷射角度对无阻流板式反推

装置的影响；谢业平等[16]研究了阻流门运动规律对反

推装置气动性能的影响。上述研究多为仿真计算，试

验研究也偏向单一方向，因为中国没有这种试验台，

无法开展反推力装置综合性能试验研究。

为了提高反推力装置的性能，最大限度发挥反推

力装置的优点，本文介绍了自行研制的涡扇发动机反

推力装置试验台的工作原理、组成和关键技术，并对

该试验台的性能进行了试验验证，为反推力装置的开

发研究奠定基础。

1 试验台技术方案

1.1 试验台工作原理及流程

反推力装置试验台的工作原理、组成系统及工作

流程分别如图 1、2 所示。气源供气压力约为 1 MPa，

试验时可根据需要通过进气阀门和放气阀门调节。

来气经过气源总管后分为 4 条管道：1 条内涵进

气管道，2 条外涵进气管道（用于不同量程空气流量

测量），1 条通往消音塔的放气管道。

内、外涵气流经稳压箱进入各自的进气密封装

置。其后，是由密封芯体、内涵加温器（通过燃烧煤油

直接加温保证内涵温度）、内外涵转接段、试验件 4 部

分组成的受力体，固定在六分力测力台架上。为保证

测力时受力体不受干扰，受力体与进气管道之间采用

篦齿结构的非接触密封装置密封。

试验排气包括正向排气和反向排气。正向排气时

进入排气筒，排气筒前端有降温装置，保证将排气温

度降到 250 ℃以下，经消音塔排入大气；外涵反向排

气时，直接排入试验间，通过 2 个导流装置将气流导

向厂房顶部排气塔排入大气。

1.2 试验台主要技术指标

涡扇发动机反推力装置试验台总空气流量最大

为 70 kg/s，采用标准孔板流量计，测量精度为 1%；内

涵温度最高为 650 ℃；轴向力为±50 kN，测量精度为

1%；俯仰力为±20 kN，测量精度为 2%；偏航力为±

20 kN，测量精度为 2%；具备喷管 0毅～90毅排气及反推

排气试验能力及外流场测试能力；压力测量采用自行

设计的总静压探针，经过风洞校准，由压力扫描阀采

集，精度为 0.3%；温度测量采用自行设计的总温探

针，精度为 1%。

1.3 试验台组成及布局

反推力装置试验台主要由进气系统、密封加温系

统、排气系统、燃油系统、电气系统、测控系统、测力系

统和冷却气系统、冷却水系统等组成。

测力台架、试验件等位于试验厂房中心偏后的位

置。为减小反向排气气流对试验的影响，试验件及排

气管道中心标高定为 2 m。厂房内部有效高度为 8 m，

以保证厂房的主体结构不会对反向排气产生不可接

受的干扰。

2 关键技术及解决方案

2.1 六分力测量

六分力试验是进行发动机喷管推力矢量控制研

究的重要试验手段。试验用六分力测量装置设计的优

劣，将直接影响试验数据的可靠性和可信性。

测力天平安装于试验台架上，利用刚体的平衡原

理，在空间方向布置 6 支高精度力传感器，以限制发

1—外涵管道；2—内涵管道；3—密封装置；4—测力台架；5—加

温装置；6—反推试验件；7—外涵排气器；8—内涵排气器；9—

冷却水系统；10—排气消音器；11—外涵大管；12—外涵小管；

13—流量标定管；14—内涵管道；15—高压供油系统；16—进气

分配器；17—散热器

图 1 反推力装置试验台工作原理

图 2 反推力装置试验台组成系统及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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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的 6 个自由度（3 个移动自由度和 3 个转动自

由度），使其处于静定平衡状态。当试验件工作时，通

过传感器测得相应方向上的分力，根据分力的作用

点和方向进行空间向量合成，求出推力向量的大小、

方向和作用点。其主要由

定架、动架、6 组测力组

件、8 组保险限位装置和

原位标定装置 5 大部分

组成，如图 3 所示。

定架设计具有足够的刚性，在承受主推力和侧向

力时变形很小，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各分力的相互干

扰，以满足力值测量精度的要求。

动架外部有 6 个着力点，试验件产生的矢量力通

过固定管道和动架传递到 6 组测力组件上。动架具有

足够的刚性和合理的着力点，同时尽量减轻质量，以

减小对力值测量的影响。

测力组件由 6 支高精度力传感器（Interface 1200

系列，其综合精度为 0.03%）、挠性件和相应接头组

成。为保证测力组件的安装精度，与定架相连的一端

装有 1 个对中调节座；为增加测力组件的柔性，减小

其相互影响，每组测力组件均使用 2 个挠性件。

测力台架力学模型图 4 所示。各分力布置时在动

架 F4 测力组件处增加 1 组水平约束，可以有效减小

动架的横向位移。

按照如图 4 所示的力学模型，根据空间力系平衡

条件，即主矢量和主矩分别在 3 个坐标轴上的投影同

时为0，得到各分力和分力矩的计算公式

Fx=F1，Fy=F2+F3，Fz=F4+F5+F6，

Mx=（F6-F5）×0.5×dc，My=F4×doe-F1×doa （1）

Mz=F2×doe
式中：F1～F6 分别为传感器测得的 6 个分力；Fx、Fy、Fz

分别为主矢量在 3 个坐标轴上的投影；Mx、My、Mz 分

别为主矩在 3 个坐标轴上的投影；ddc 为 F5、F6 测力组

件轴线间的距离；doe 为 F4 测力组件轴线与 F5、F6 测

力组件轴线的距离；doa 为 F1 测力组件轴线与固定管

道轴线间的距离。

主矢量力的值为

F=（Fx
2
+Fy

2
+Fz

2
）

0.5
（2）

主矩的值为

M=（Mx
2
+My

2
+Mz

2
）

0.5
（3）

推力偏心角是指试验件实际推力作用线与其几

何中心轴线的夹角，其计算式为

琢=arctan Fy
2
+Fz

2姨
Fx

（4）

2.2 采用密封装置消除管路传递的力

为准确测量六分力，需要消除管道约束力和气动

力。由于测力台架空间有限，还要安装加温装置，密封

装置尽可能结构紧凑。

消除管道中传递的力通常采用软管（膨胀节）连

接，这种方法结构简单，但空气流量达到几十千克时，

其气流扰动不可消除；同时当软管直径较大时，其刚

度也会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这时需要采用解耦方法

对测力台架校准数据进行修正[17]，但仍有较大误差。

试验台内、外涵进气密封装置均采用非接触篦齿

密封，内、外涵密封结构高效地统一成整体，气流泄漏

力可以前后抵消，其俯视结构如图 5 所示，实物形貌

如图 6 所示。篦齿密封结构简单，没有附加的力，便于

测量矢量力，但加工、安装、调整难度较大；进气安装

了过滤装置，用于过滤掉进气中超过间隙尺寸的硬杂

质，以防止其将间隙卡死而导致无法测力。

篦齿密封每次安装调整之后泄漏量都会变化，因

此每次安装调整后均需对泄漏量进行标定，测出试验

状态下的泄漏量。泄漏量预计为 0.2～2.0 kg/s，与篦

齿设计参数、试验压力等有关。该结构的密封装置仅

会对六分力中的轴向力有影响，其实际测得的轴向力

经修正为

Fx=F1-啄P·A （5）

式中：啄P为内涵密封处管道静压；A 为内涵密封处管

图 3 测力台架

坐标：a（3000，0，-536）；b（3000，600，0）；

c（0，600，0）；d（0，-600，0）；

e（3000，0，0）；f（-1560，0，0）。

图 4 测力台架力学模型

图 5 试验台内、外涵进气

密封装置（俯视）

图 6 试验台内、外涵进气

密封装置外部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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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面积。

2.3 内涵空气加温

对于采用篦齿密封结构的喷管矢量力测量试验

台，为减少热膨胀和密封泄漏等对测力的干扰，方便

测力台架布置，要求空气加温装置尺寸尽可能小。

为满足上述使用要求，选择成熟的航空发动机单

管火焰筒进行改造，并借鉴加力燃烧室结构，自行设

计 V 型稳定器与离心喷嘴相结合，结构紧凑、体积

小，适用于喷管测力试验台的空气加温装置；可将流

量为0.5～10 kg/s 的空气加温至 650 ℃，加温范围广，

在同尺寸量级内燃烧室单位体积热密度高；在火焰筒

气流核心区域和外部区域采用分级供油方式，可通过

匹配油量使出口温度场更为均匀。反推力装置试验台

加温装置[18-19]如图 7 所示。

2.4 反推叶栅出口流场测量

为了掌握反推力装置叶栅出口复杂流动机理，获

取外流场及构件表面流场分布信息，对反推力装置优

化设计提供技术支持，需要进行反推力装置外流场测

试方法研究。

反推叶栅出口气流流场采用 PIV 系统测试，PIV

系统硬件在试验件区域的布置如图 8 所示。考虑系统

处于气流流场边缘，设计加工光源及相机防护装置进

行保护。

该系统的组成主要有光源部分（双脉冲激光器、

导光臂、片光镜）、图像拍

摄部分（CCD 相机、镜头、

滤波片）、同步控制器、控

制采集及数据处理部分

（软件、计算机）。数据处理

应用美国 TSI 公司开发的

软件 INSIGHT 4G 中的互相关算法，最终得到气流的

速度流场。

2.5 多角度排气收集

反推力装置试验台在设计之初就要满足不同排

气角度的试验需求，在进行反推试验件性能试验时，

对出口参数不进行测量，可以安装反推蜗壳（如图 9

所示）将反推气流导成后

方向。对于大角度排气试

验，采用便于安装导流的

排气装置，满足 0毅～90毅排
气试验需求。大角度排气

方案如图 10 所示。

3 试验器性能验证

3.1 推力测量及重复性试验

推力测量的准确性是反推力装置试验台的主要指

标，为验证该指标，按 NACA[20]中的喷管为标准试验件，

进行轴向力推力系数 Cf 测

量并验证其重复性，结果如

图11 所示。从图中可见，推

力系数与 NACA 中的数据

符合性很好，推力系数重

复性在 1%以内。

3.2 正推力试验件性能

试验

正推力性能试验件内、

外涵分开排气，如图 12 所

示。共完成推力与流量关系

等试验，试验结果如下。

图 7 反推力装置试验台加温装置

图 8 PIV 系统布置

图 9 反推排气蜗壳

（a）喷管角度为 45毅 （b）喷管角度为 90毅
图 10 大角度排气方案

图 11 轴向力推力系数对比

玉区供
油装置

外涵
筒体

内涵
筒体 火焰筒

点火
装置

Ⅱ区供
油管路

环形
稳定器

供油环离心
喷嘴

拉杆
传焰槽

图 12 正推力试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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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正推力试验外涵单独排气试验结果

正推力试验外涵单独排气时外涵落压比 Nf、实测

轴向力 Fx 随外涵流量 W 16 的变化规律如图 13 所示。

从图中可见，外涵落压比、实测轴向力均随外涵流量

的增加而增大，曲线光滑平顺，与理论趋势相符[21]。

3.2.2 正推力试验内、外涵同时排气试验结果

在正推力试验时内涵落压比 Nc、外涵落压比 Nf、
轴向力 Fx、内涵流量 W 6、W 16 的变化规律如图 14 所

示。从图中可见，CN、Nc、Nf 随内、外涵空气流量 W 6、

W 16 的增加成一定规律增大，轴向力随着内、外涵流

量的增加持续增大。

3.3 叶栅式反推力试验件性能试验

反推力试验件采用叶

栅结构，左右非对称，如图

15 所示。本轮调试完成了

反推力测量、落压比与反推

力关系试验等。

3.3.1 反推力试验外涵单独排气试验结果

在不同试验状态下，轴向力 Fx、俯仰力 Fz、外涵流

量W 16 随落压比 Nf 的变化规律如图 16 所示。从图中

可见，试验曲线光滑，相互关系明显。

3.3.2 反推力试验理论轴向力和俯仰力计算结果

由于反推力试验件的气流不同于直排试验，其排

气存在轴向和径向的角度，作用力角度如图 17、18 所

示。假设叶栅出口气流角度与叶栅角度相同，同时气

流从每个叶栅单位角度出口的速度和流量均相等，即

每个叶栅的单位角度理论气动力均为 Fi/n，对于轴向

推力系数，建立力的平衡方程

Fxj
cos 琢j tan 茁j

蓸 蔀 2 +Fxj
2
=Fj

2
（6）

式中：Fj=Fi/n 为单位力；琢 为周向排气偏角；茁 为轴向

排气偏角。

故理论轴向力 Fxi 为

Fxi=
n

j=1
移Fi

n（cos-2 琢j tan-2 茁j+1）-0.5 （7）

对于俯仰力，Fi 在 z 方向的力为

Fj（cos2 琢j·tan2 茁j+1）-0.5sin（兹j+琢j） （8）

故理论俯仰力 Fzi 为

Fzi=
n

j=1
移Fi

n· sin（兹j+琢j）
cos2 琢jtan2 兹j+1姨 （9）

根据式（7）、（9）计算出理论轴向力 Fxi 和理论俯

仰力 Fzi。实测轴向力 Fx、实测俯仰力 Fz、理论轴向力

Fxi、理论俯仰力 Fzi 随落压比 Nf 的变化关系见表 1，从

表中可见，Fx、Fz 与 Fxi、Fzi 相近，证明该试验台反推力

测量准确。

3.4 反推力叶栅出口流场测量试验

采用 PIV 方法对试验件顺航向左侧叶栅出口水

平面进行测试，外涵落压比 Nf=1.2，对原始图像使用

图 13 仅外涵排气时 Nf、Fx 与W16 的相互关

图 14 正推力试验的落压比、空气流量与 Fx的相互关系

图 15 反推力试验件

图 16 Fx、Fz、W16 和 Nf 的相互关系

图 17 作用力角度 图 18 作用力角度（顺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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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PIV 测量叶栅出口速度 图 20 数值计算叶栅出口

速度

表 1 理论计算值与实测数值对比

INSIGHT 4G 软件进行后处理中互相关算法得到的结

果如图 19 所示。从图中可见，气流从叶栅排出后，核

心气流沿原方向未发生改变，测得速度矢量方向与轴

向呈 47毅角斜向喷管入口方向排出。在该状态下核心

气流速度为 170 m/s，分布在排气气流的中间，随着气

流向核心气流外及两端推移，速度呈减小趋势，主流

的气流速度为 135 m/s。采用 Fluent 软件进行数值计

算得到相同截面的叶栅出口气流速度如图 20 所示。

从图中可见，2 种方法得到的结果相同，验证了 PIV

方法测量的准确性，即本套 PIV 测量系统满足外流量

测试需求。

4 结论

涡扇发动机反推力装置试验台的研制成功填补

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在应用中各分系统相互协调、

匹配，运行良好，满足设计要求，技术水平国内领先，

具有下列优点：

（1）采用新型密封装置消除了气动力和管道对测

力台架的干扰，具备大型喷管正反推力、矢量力等六

分力的测量能力，精度较高。

（2）可完成先进喷管和排气装置的性能试验，包

括流阻测量、PIV 方法内外流场测试、高速气流总静

压测量等，试验数据可靠性高。

（3）采用自主设计的小体积、宽温升的多级加温

装置对内涵空气进行加温，可真实模拟涡扇发动机喷

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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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射流预冷试验中气流温度难以测量的问题，设计了 1 种温度探针，并提出了测温方法，给出了计算气流

总温的修正公式。在射流预冷试验台上开展了试验验证，该试验台具有加温、喷射冷却水、使用温度探针测量喷水后混合气流温度

的能力。测温试验结果表明：除临近机匣内壁面的测点外，当水气比小于 5.5％时，温度探针的测点不遇水。为验证测量方法的准确

性，在不同水气比条件下对测量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的偏差进行了比较，并针对截面平均总温的偏差建立拟合曲线。比较结果表

明：当水气比在 3％以下时，测试结果与模拟结果基本吻合，证明了本测试方法具有可行性。

关键词：射流预冷；温度探针；测试方法；数值模拟；水气比；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41.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3.015

Design and Test of Temperature Probe for Jet Pre-cooling Test
GENG Xin袁XUE Xiu-sheng袁WANG Xiao-lia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air flow temperature was difficult to measure in jet pre-cooling test of aeroengine袁a

temperature probe was designed袁and a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method was put forward. Modified formula was given to calculate the total
air flow temperature. Test verification was carried out on the jet pre-cooling test bench袁which had the ability of heating袁spraying cooling
water and measuring the temperature of mixed air flow after spraying with temperature probe.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ratio of
water to gas is less than 5.5%袁the measuring point of temperature probe is not met with water except the measuring point near the inner wall
of casing. In order to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he measurement method袁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an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is compared under different water to gas ratio conditions袁and the fitting curve is established for the deviation of the
average total temperature of the section. The comparison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ratio of water to gas is less than 3%袁the test results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simulation results袁which proves that the test method is feasible.

Key words: jet pre-cooling曰temperature probe曰measurement method曰numerical simulation曰water to gas ratio曰aeroengine

0 引言

近年来，高速飞行器已经成为航空领域的重点研

究方向，射流预冷技术作为其中 1 种方便而又经济的

关键动力技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该技术在压气

机进口前喷入适量冷却水以降低压气机进口温度，使

气流温度降低，密度增大，从而使进入发动机的空气

的质量流量和排气速度增大。同时，喷入的液态水汽

化也会增大发动机的推力[1]。从 1951 年 Wilcox 等[2]提

出射流预冷技术的理论后，国内外开展了大量相关研

究。Meher 等[3-4]从组合燃气轮机设计的角度对该技术

进行大量的试验和理论研究；Daniel 等[5]对该技术在

小压比发动机上应用时的燃气排放和推力进行了研

究；商旭升等[6]根据预冷却涡轮基发动机的工作机理，

建立了考虑变比热的预冷却涡轮基发动机性能数学

计算模型。除了组合燃气轮机设计方面的研究，喷水

雾化技术的研究也已经相继开展。Chaker[7]从试验和

理论 2 方面对喷水雾化、水滴运动和喷嘴设计等开展

研究；Sepehr S 等[8]、张海等[9]和涂洪妍等[10]分别通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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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流体力学的方式对喷水蒸发、气流降温、管路降压

进行研究。上述研究从理论上分析了喷水后的气动

参数变化，但尚缺乏测试技术，特别是温度测试。采

用常规的测温方法，探针的测点会被水附着使结果

无效[11]。对此，Phillips 等[12]设计了 Rosemount 离心温

度探针，该探针的整流罩内包含 2 条流路，呈近似垂

直的角度，利用惯性将水和气体分离；Willems 等[13]针

对大型汽轮机试验设计了 1 种温度探针，在腔体内设

计多重隔板来分离水和气体。上述 2 种温度探针的共

同特点是在探针的内部分离水和气体，导致探针体积

过大，仅适合单点测温，难以满足航空发动机径向多

点温度测试的实际需求。

为此，本文设计了 1 种多点温度探针，在喷水环

境下对流场径向进行多点温度测试。为检验测试效

果，在模拟试验台上进行验证，并将测试结果与数值

模拟结果进行对比。

1 试验装置

为研究射流预冷环境下的温度测试技术，在射流

预冷试验温度测试模拟试验台上开展试验，如图 1 所

示。从图中可见，气源的来流经燃烧室加热至目标温

度后，进入射流段内。射流段为壁厚 10 mm 的圆柱筒

体，内径 D=300 mm。经加温试验验证，筒体可认为是

绝热的。在射流喷杆上均布喷嘴，并连接水箱，可实现

喷水对气流进行冷却。经测试，喷出水滴的平均直径

为 50 滋m。在喷嘴前 2.5D 截面测量进气温度，定义为

截面 0，喷嘴后 3.0D、5.5D 和 8.0D 截面测量水气混合

后的气体温度，定义为截面 1～3。

在每个测试截面均布 4 支温度探针和 4 支壁面

静压探针，每支温度探针与水平方向夹角为 45毅，如
图 2 所示。温度探针采用 T 型偶丝，静态不确定度为

0.4％。

所设计的温度探针

如图 3 所示。在常规多点

带罩温度探针的基础上，

该探针在支杆背部和端

部设计了防护罩，防止喷水直接堆积在支杆上。在防

护罩和支杆之间形成中空夹层，利用空气是热的不良

导体这一性质，减少附着水滴的防护罩与测点间的传

热。测点的位置按照等环面法设计，测点 1~3 与流场

中心的距离分别为 0.2D、0.35D 和 0.45D。

2 试验方法

在射流预冷试验中，采用常规的测试方法时温度

探针的测点容易遇水，导致探针无法测到气体温度。

为此，提出反向测试方法以获取气流温度，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基于现场的正反向校准方法，获得修正公

式，计算气体总温。

2.1 反向测试方法及原理

反向测试方法是将温度探针的测点背对气流进

行测试，依据惯性定律达到在测点处分离水滴的目

的，其测试装置如图 4 所示。试验中气体以分子形态

存在，水滴以多分子聚合物形态存在，所以水滴的惯

性比气体的大，运动轨迹不容易改变。反向测试的原

理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水滴在运动过程中，一部

分会冲击防护罩产生吸附和飞溅，另一部分几乎会继

续维持直线运动。而气流因惯性较小，运动轨迹容易

改变，在绕过防护罩后可以冲刷测点。这样，在一定水

气比下，在测点端形成水滴遮蔽区[14-15]，以此获取分离

水滴后的气流温度。

2.2 基于现场测试的正反向校准方法

反向测试结果并不是气体总温，有必要对试验的

探针进行校准。根据反向测试的原理，提出基于试验

现场的正反向校准方法。在不喷水的条件下，建立探

图 1 射流预冷试验温度测试模拟试验台

气源 燃烧室

射流段

温度探针
水箱

射流喷杆

温度探针

排气出口

数据采集

图 2 各截面测试探针分布

T4 温度探针

T3 温度探针

T1 温度探针

T2 温度探针
壁面静压探针

图 3 温度探针

防护罩 支杆 A-A 中空夹层
测点 2测点 3

防护罩
A

A

测点 1

热电偶

机匣

气流方向

水滴

支杆

防护罩

水滴吸附

来流水滴

水滴飞溅

防护罩支杆
气流轨迹

测点

图 4 反向测试装配 图 5 反向测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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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测点背对气流和正对气流的测温结果的拟合计算

公式。假设喷水试验中测点不遇水，则可利用该公式

计算得到正对气流的气体温度，即气体总温。

校准的具体方法：（1）在测试的温度区间内选取

若干用作参考的温度梯度 x；（2）按照如图 6（a）所示

的装配形式，将 4 支探针正对气流，按照不同温度梯

度进行试验；（3）按照如图 7 所示的校准曲线，以 T1

和 T3 探针的平均温度 T13 为横坐标 x，T2 和 T4 探针的

平均温度 T24 为纵坐标 y1，建立拟合公式 y1=f（x）；（4）

按照如图 6（b）所示的装配形式，保持 T1 和 T3 探针不

动，使 T2 和 T4 探针测点背对气流，按照温度梯度进

行试验；（5）按照如图 7 所示的校准曲线，以 T13 为横

坐标 x，T24 为纵坐标 y2，建立拟合公式 y2=g（x）；（6）建

立 y1 和 y2 之间的拟合公式

y1=渍（y2）=1.0067y2+0.3095 （1）

拟合结果表明，在

350~650 K 的测试区间

内，反向测试温度比正向

测试温度低 0.7%~1.0%。

3 试验过程

保持进口空气流量

为 4.87 kg/s，总压为1.25×105 Pa，Ma=0.23 不变，在水

气比分别为 2.0%、3.0%、4.0%、5.0%、5.5%的 5 种试

验状态下进行测温试验。在每种状态的试验中，先将

气体加温至 616 K，然后按目标水气比喷水，录取稳

态温度数据后停止喷水。按此程序完成所有试验状态

的测温试验，每种试验状态重复进行 3 次试验，以排

除偶然性结果。

4 数值模拟

在射流预冷试验中，在对气流喷水冷却后，形成

的两相流流场比较复杂，目前尚缺乏该环境下的校准

技术研究。而两相流方面的计算流体力学技术已经较

为成熟，试验台的条件也适合建模分析，所以采用数

值模拟来评估测试结果。

4.1 计算模型及边界条件

忽略流场中插入的测试探针，计算水气混合后的

温度。简化流场计算模型

为直径 300 mm、长 6000

mm 的圆柱体，用 Work

bench 中的 Meshing 软件

生成六面体 / 三棱柱混合

网格并定义边界，其数值

模拟模型如图 8 所示。

本文采用的控制方程与文献[10]中的一致，并忽

略了辐射误差。边界条件：环境压力为 1.21 MPa，空气

质量流量为 4.86 kg/s，静温为 609 K，出口相对静压

为 0 Pa，壁面为绝热且无滑移条件。喷嘴为 cone 喷

嘴，给定喷嘴位置、喷射角度和喷射水滴的平均直径等

参数，并将喷水总的质量流量平均分配到每个喷嘴上。

4.2 计算方法

试验状态为水气两相流环境，采用标准 k-ε 湍

流模型和欧拉 - 拉格朗日坐标系进行计算。气体设

为连续相，在欧拉坐标系下计算。水滴设为离散相，在

拉格朗日坐标系下计算，并考虑水滴和气体的双向耦

合作用。采用 1 阶迎风格式离散方程，以残差小于

1×10-5 判断结果收敛。

4.3 网格独立性验证

以水气比为 2％的试验状态为例，划分了 3 种网

格，进行网格独立性验证。网格数分别为 13 万、79

万、134 万，对 8.0D 截面顺航向与水平方向呈 45毅的
径向温度分布进行计算，将径向高度 r 除以流场半径

R 进行归一化，所得结果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13

万的网格与其他网格的

温度差别较大，79 万和

134 万 网 格 的 差 别 在

0.3%以内，满足网格独立

性要求，所以采用 79 万

网格进行数值模拟。

5 结果分析与讨论

5.1 测点遇水情况分析

采用常规测试方法测温时，测温探针测点难免遇

（a）正向装配 （b）反向装配

来流

T1 或 T3 温度深针 T1 或 T3 温度深针

T2 或 T4 温度深针

来流

T2 或 T4 温度深针

图 6 正、反向校准方法装配

图 7 校准曲线

front
back

y1=0.9986x+0.1721
R2

1 =1

y2=0.992x-0.1365
R2

2 =1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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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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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35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T13/K

图 8 数值模拟模型

图 9 网格独立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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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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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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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本试验的首要目的是要检验探针测点是否遇水。

在 5 种试验状态中，8.0D 截面静压引线管路中都存

在水滴，说明水滴没有完全蒸发。试验后数据取稳态

平均值，并按照式（1）进行数值修正。以测点的温度是

否高于试验压力下水的沸点（同时给出 5 K 余量，并

将结果取整）作为判断基准，得到结果见表 1。

从表中可见，在水气比为 4％以下的环境中，3 个

截面的所有测点都没有遇水。在水气比为 5％及以上

的环境中，部分测点遇水，且全都发生在测点 3 上。测

点 3 距离机匣的内壁面仅为 13 mm，受附面层影响，

该处气流速度较低。水滴被喷射到该处后，随着喷水

量的增加，堆积的水滴变大。气流速度将不足以将水

滴吹离，导致测点遇水。在实际的整机试验中，随着流

场直径的增大，测点 3 与机匣内壁面的距离加大，该

问题得以改善。在试验中，截面 1 测点遇水数量最多，

这与该截面距离喷嘴近，水滴喷射量较大有关。

综上所述，在水气比为 4％及以下的环境中，反

向测试后所有测点都能避免遇水。若不考虑临近机匣

的测点 3，则在水气比为 5.5％及以下的环境中，所有

测点都能避免遇水。

5.2 试验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对比

5.2.1 截面平均温度对比

通过数值模拟得到不同水气比下各截面的温度

分布。以水气比为 5.5%为例，其截面温度分布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同一水气比下，从 3.0D～
8.0D 的位置，随着距离的增加，截面温度逐渐均匀。

排除喷嘴分布对温度不均匀性的影响，8.0D 截面的

温度分布与文献[10]中出口处的仿真结果吻合。

从图中还可见，3.0D 截面和 5.5D 截面的温度分

布比较不均匀，8.0D 截面有了较大改善，中心区域温

度比较均匀，近壁面区域温度较高。在 3.0D 截面，喷

嘴投影的边界位置温度梯度甚至达到 10 K/mm。而温

度探针上 3 个测点是按照等环面布置的，如果所在区

域温度梯度较大，直接用

测点温度的算术平均值计

算截面平均总温会与数值

模拟结果存在一定偏差，

对温度探针测点的排布需

进一步研究。

测点 3 与机匣内壁面的距离为 13 mm，容易产生

导热误差，甚至导致遇水。所以在计算截面的测试平

均温度时，不考虑测点 3。这样 3 个测试截面的温度

测试和数值模拟结果如图

11 所示。数值模拟结果表

明，随着喷水流量的增加，

相同距离上的温度降低；

在相同水气比条件下，随

着与喷嘴距离的增加，气

体温度降低。温度测试结

果的分布趋势与数值模拟结果的一致，但存在偏差，

且温度梯度比数值模拟结果的小。

定义截面 n 的相对降温量

啄= Tn-Tn-1
T0

（2）

式中：Tn 为截面 n 的平均总温；T0 为进口截面的平均

总温。

计算数值模拟降温量 啄t 和试验降温量 啄c，结果见

表2。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截面 1 的降温量较大，截面

2、3 的降温量较小。测试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的规律

一致，但截面 1 降温量比理论降温量大 7％~13.7％，

截面 2、3 的降温量比理论降温量小，都在 2%以下。

这可能是由于数值模拟没有考虑流场中插入了受感

部，而实测时喷水会冲击和附着在受感部的支杆上，

表 1 遇水测点数

水气比 /%

2.0

3.0

4.0

5.0

5.5

测点数（T1 <400 K）

3.0D截面

0

0

0

2

4

5.5D 截面

0

0

0

1

1

8.0D 截面

0

0

0

1

1

（a）3.0D 截面

Total Temperature/K
plane1

616.9
605.1
593.2
581.4
569.5
557.7
545.8
533.9
522.1
510.2
498.4 Y

XZ0
0.05

0.10/m

Total Temperature/K
plane2

609.2
597.5
585.9
574.2
562.6
550.9
539.3
527.6
516.0
504.3
492.6

Total Temperature/K
plane3

0

0.05

0.10/m

Y
XZ 0

0.05

0.10/m

Y
XZ

581.0
571.8
562.5
553.2
544.0
534.7
525.4
516.1
506.9
497.6
488.3

图 10 截面温度分布（水气比为 5.5％）

2%理论
3%理论
4%理论
5%理论
5.5%理论
2%测试
3%测试
4%测试
5%测试
5.5%测试

620
600
580
560
540
520
500
480
46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X/D

图 11 在不同距离上温度的

测试和数值模拟结果对比

（b）5.5D 截面 （c）8.0D 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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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较大的测温误差。在测试结果中，截面 1 的测试

相对降温量最大，而截面 2、3 的测试相对降温量较

小。这是因为喷水造成的测试误差在整体的误差因素

中比重最大，所以截面 1 的相对误差最大。而 3 个截

面上的受感部都不同程度存在喷水造成的导热误差，

且沿着气流运动方向，喷水的速度和直径减小，该导

热误差会减小，所以截面 2、3 的相对降温量比数值模

拟结果小。

在不同水气比条件下，数值模拟结果与测试结果

的偏差如图 12 所示。测试结果表明，在水气比为 2％

以下的环境中，3 个距离上的测温偏差接近，且都在

7.5％以下。随着水气比增大，3.0D 截面与 5.5D 和

8.0D 截面的偏差加大，而 5.5D 和 8.0D 截面的偏差比

较接近。这是因为水气比增大后水滴的蒸发率降低，

3.0D 截面受到水滴直接冲击后的降温影响较大，而

5.5D 和 8.0D 截面受到的影响较小。对 3 个距离建立

2 次拟合曲线，得到不同水气比下测试值与理论值的

偏差。当水气比在 1％以内时，3.0D 截面测试值比计

算值低 3％以内。该结果与文献[10]的结果相近。所不

同的是，文献[10]是通过测量筒体外侧的壁面温度推

算筒体内侧临近壁面处的温度；而本探针可用于测量

流场中不同径向深度的温度，但在临近壁面处测试效

果较差。当水气比为 2％

时，3.0D 截面测试值比计

算值低 7％；水气比为

3％时，3.0D 截面测试值

比计算值低 9％。测试结

果与数值模拟结果基本吻

合，说明测试方法可行。

5.2.2 测点温度对比

去除遇水的测点，不同测试截面在不同水气比

下、相同径向高度上测点的平均温度计算值与测试值

的偏差如图 13 所示。其中 Tjm 为计算的截面平均温

度，Tj 为测点的计算温度，Tc 为测点的测试温度。从图

中可见，随着受感部与喷嘴距离的增加，测试结果与

数值模拟结果的偏差减小。在同一截面内，距离轴心

0.9R 的测点偏差最大，0.4R 和 0.7R 的偏差接近，且

0.4R 的测试偏差最小。例如，当水气比为 2％时，3.0D
截面 0.4R 测点的偏差为 6％，0.9R 测点的偏差为

11％。这与机匣内壁面上附着水滴而造成测点 3 的导

热误差大有关。当水气比为 3％时，在 3.0D 截面，距离

轴心 0.4R 和 0.7R 的测点

测量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

的偏差为 7％左右；在水气

比为 4％以上的试验中，本

探针的测点温度偏差为

10％以上。

上述数值模拟温度与实测温度出现偏差的原因

主要有 2 方面：（1）数值模拟没有考虑插入探针对流

场的干扰；（2）探针存在测试误差，主要包括导热误

差、辐射误差和速度误差等。射流预冷试验温度低于

616 K，试验 Ma=0.23，与常规测试相比，探针的辐射

误差和速度误差没有变化，主要区别是喷水造成的导

热误差不同。根据测试结果，探针在低水气比条件下

测量误差较小，而在高水气比条件下测量误差增大。

说明探针有一定的防水隔热能力，但是在高水气比环

境下还需要减小导热误差。本文主要验证测试探针设

计和测试方法的可行性，相关的误差分析还需要进行

进一步试验研究。

6 结论

（1）设计了 1 种用于射流预冷试验的温度探针，

并提供了测试方法。通过测点反向测试避免测点遇

水。试验结果表明，除临近机匣内壁面的测点外，当水

气比为 5.5％时探针的测点不遇水。

（2）进行了射流预冷降温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

表 2 相对降温量

水气比

2.1

3.1

4.1

5.1

5.5

啄t 啄c

截面 1

10.1

12.9

16.0

19.4

20.6

截面 2

0.2

0.3

0.5

0.5

0.5

截面 3

0.2

0.5

0.7

1.4

1.9

截面 1

3.0

4.1

5.3

6.5

6.9

截面 2

1.0

1.4

1.8

2.2

2.3

截面 3

0.8

1.2

1.5

1.8

1.9

% 1.2

1.1

1.0

0.9

0.8

0.7

2%
3%
4%
5%
5.5%
+5%
+10%
+20%

0.7 0.8 0.9 1.0 1.1 1.2
Tc /Tjm

（a）3.0D 截面

（c）8.0D 截面（b）5.5D 截面
Tc /Tjm Tc /Tjm

图 13 不同测试截面、不同径向测点的平均温度

2%
3%
4%
5%
5.5%
+5%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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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5.5%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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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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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在不同水气比条件下

的测试偏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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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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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

1.0

0.9

0.8

0.7

0.7 0.8 0.9 1.0 1.1 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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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温度梯度较大，因此温度探针的测点排布还需要

完善，以合理反映截面的平均总温。

（3）通过正、反向校准试验获取修正公式，利用反

向测试结果计算气流总温。为了验证测试方法的准确

性，将测试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

当水气比为 1％时，对于 3.0D 截面二者的偏差为

3％；当水气比为 3％时，对于 3.0D 截面二者的偏差

为 9％。数值模拟结果与测试结果基本吻合，证明测

试方法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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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满足大、中涵道比发动机进气畸变测量中对总压耙的装配容差性和抗疲劳性要求，减小支杆与安装座的装配应力，

设计了可调式总压耙。采用 Workbench 软件对可调式总压耙进行了静强度、动强度校核。结果显示：总压耙应力安全系数为 11，挠

度为 0.051%，安全储备系数满足使用要求；在发动机工作频率范围内对可调式总压耙根部应力集中区进行动应力测量。结果表明：

无共振和应力过载。总压耙振动测量数据符合强度校核试验标准，满足进气畸变使用需求。

关键词：总压耙；畸变试验；强度计算；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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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an Adjustable Total Pressure Rake
LIU Yan袁LIU Guo-yang袁YUAN Shuai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ssembly tolerance and fatigue resistance of total pressure rake and reduce the

assembly stress of support rod and mounting seat in intake distortion measurement of large and medium bypass ratio engine袁an adjustable
total pressure rake was designed. The static and dynamic strength of the adjustable total pressure rake was checked by Workbench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afety factor of the total pressure rake stress is 11 and the deflection is 0.051%袁and the safety reserve coefficient
meets the operating requirements. Dynamic stress measurement of adjustable total rake root stress concentration was carried out in engine
operating frequency ran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no resonance and stress overload are existed. Total pressure rake vibration measurement
data meet the strength check test standard and meet the operation requirements of intake distortion.

Key words: total pressure rake曰distortion test曰strength calculation曰aeroengine

第 46 卷 第 3 期

2020 年 6 月

Vol. 46 No. 3

Jun. 2020

0 引言

现代战机对机动性和隐身性要求越来越高，在设

计中大量采用 S 弯、蚌式进气机匣，带来的进气畸变

对飞机推进系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已成为现代发

动机研制的 1 项重要内容。进气畸变的评定已被各航

空大国列为发动机设计定型的重要评定项目[1-5]。在进

气畸变对推进系统稳定性影响的研究中，搞清压气机

与其上游畸变流场的相互作用机理是问题的关键。目

前国内外发动机进口流场测量均采用进气机匣测量

耙来获取发动机进口流场分布[6-8]。国内主要针对小尺

寸发动机或歼击机等小型飞机进气机匣使用测量耙。

随着大中涵道比发动机的逐步发展，为满足更全面测

量进气压力畸变流场的需求，有必要进行大尺寸进气

总压测量耙（下文简称总压耙）的研制[9-11]。随着进气

总压耙支杆长度逐步增大，单支点总压耙在动强度测

量方面逐渐无法满足要求。目前国内常用的总压耙为

根部固支、端部简支结构，在总压耙径向内端用支撑

环串联，减小其振动影响；总压耙端部与支撑环间采

用螺母连接固定，但进气机匣安装孔、支撑环通孔位

置度和总压耙端部、根部同轴度公差累计大于总压耙

在进气机匣安装孔内的活动量，导致总压耙装配容差

性差，产生装配应力。总压耙在装配应力上叠加发动

机激振后，容易产生高频、高周疲劳，导致总压耙使用

寿命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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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某中涵道比发动机进气畸变试验需求，

设计了 1 种大尺寸可调式总压耙。

1 总压耙结构设计

根据发动机进气畸变试验的测量需求，总压耙采

用“水”字形分布，由 6 支

总压耙和支撑环组成，如

图 1 所示。

为提高装配容差性，

消除装配应力，在不改变

总压耙测试性和可靠性的

前提下，将总压耙安装座

与支杆焊接结构改为分体

结构。支杆与安装座间通过压板固定，增大支杆与安

装座的配合间隙，使支杆在安装座内沿周向有一定的

活动量，在总压耙装配过程中，根据支撑环通孔位置

调整支杆在安装座内的位置。

根据总压耙支杆与安装座的配合间隙，计算出支

杆在支撑环通孔位置的

活动量为 1 mm，如图 2

所示。对可调式总压耙支

杆与支撑环通孔的干涉

量进行计算，在极限公差

的情况下，仍有 0.55 mm

的活动间隙（见表1）。由

此可知，可调式结构总压

耙改善了装配容差性，消

除了装配应力。

装配时将总压耙支杆端部依次穿过安装座、进气

机匣安装孔插入支撑环通孔内，将总压耙安装座装入

进气机匣安装孔，支杆根部放入安装座，压板安装在

支杆根部端面，将支杆压紧在安装座上。支杆端部与

支撑环通过螺母固定，压板与安装座通过 4 个螺钉将

总压耙固定在进气机匣上。可调式总压耙结构及其在

进气机匣上的装配关系如

图 3 所示。

2 强度校核

测试探针的强度校核

是非常重要的环节，直接

关系到测试探针的使用安

全。特别是用于发动机畸

变试验的总压耙，位于发动机进口，受到高速、高压不

均匀气动载荷及发动机连续激振作用，直接关系到发

动机的安全，因此对总压耙的静强度和动强度方面提

出了更高要求。

2.1 静强度校核

总压耙试验中所受的载荷主要是作用在总压耙

支杆和支撑环迎风面上的气动载荷[12-13]PL，在数值上

等于发动机进口的动压

PL=Cx（P*-P） （1）

p=p*/ 1+ k-1
2

Ma2蓸 蔀 k
k-1

（2）

式中：Cx 为阻力系数；P* 为气流总压；P为气流静压；k
为空气绝热指数；Ma为进口气流马赫数。

根据发动机进口气动参数，由式（1）、（2）计算发

动机最大状态时的 PL＝21 kPa。

根据总压耙及支撑环装配状态，设置静强度计算

边界条件：对 6 支总压耙安装座和压板施加位移限制

约束，对支杆和支撑环迎风面加载气动载荷。

应力计算结果如图 4 所示。最大应力位于总压耙

支杆根部，滓max＝24.826 MPa，经计算 n0.2= [滓0.2]/滓max＝

11＞2（总压耙支杆材料为 1Cr18Ni9Ti，根据材料数据

手册，常温下 滓0.2=275 MPa[14]），应力安全系数储备充

分。挠度计算结果如图5所示。最大挠度位于总压耙支

杆端部，ymax＝1.4432×10-4 m。挠度系数 ny=ymax/l=0.051%
<0.4%，满足要求。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可知总压耙的

静强度满足使用要求。

图1 “水”字形分布的总压耙

图 2 支杆活动量

图 3 可调式总压耙在

进气机匣上装配

图 4 应力计算结果 图 5 挠度计算结果

表 1 总压耙支杆与支撑环通孔干涉量

公差带

0.15

0.15

0.15

0.45

支撑环通孔位置度

进气机匣安装孔位置度

支杆端部、根部同轴度

极限情况累计

活动余量

支杆活动量

1

1

1

1

0.55

mm

滓/Pa
2.4826e7 Max
2.2067e7
1.9309e7
1.6551e7
1.3792e7
1.1034e7
8.2755e6
5.5171e6
2.7587e6
270.16 Min

y/m
1.4432e-4 Max
1.2829e-4
1.1225e-4
9.6215e-5
8.0179e-5
6.4143e-5
4.8107e-5
3.2072e-5
1.6036e-5
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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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动强度校核

根据总压耙及支撑环装配状态，对总压耙和支撑

环整体进行模态分析，设置模态分析边界条件：6 支

总压耙安装座和压板施加位移限制约束。

经计算可知，总压耙

及支撑环第 1～3 阶固有

频 率 分 别 为 155.59、

167.38、305.29 Hz。第 1 阶

振形如图 6 所示。

总压耙及支撑环装配

在发动机进气机匣上，承

受发动机进气机匣的振动载荷，进气机匣振动频率可

等效为低压转子的转动频率，因此激振频率为

f= n
60

（3）

式中：n 为发动机低压转子转速。

对于发动机稳态测试探针的动强度校核，主要判

断依据是测试探针固有频率（3 阶内）与激振频率差

值是否大于 15％[15]，即

nf = f-fn
f ≥15% （4）

式中：f 为激振频率；fn 为自振频率（n＝1，2，3）。

为了更加直观地说明总压耙及支撑环固有频率

与激振频率情况，绘制总压耙及支撑环第 1～3 阶固

有频率与激振频率曲线，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发动机最大转速时，激振频率与总压耙及支撑环固有

频率最接近，因此先考

核在发动机最大转速时

总压耙及支撑环动强度

安全裕度。根据式（4）计

算的总压耙及支撑环前

3 阶固有频率动强度裕

度见表 2。从表中可见，

总压耙及支撑环在发动

机试验过程中动强度安

全裕度均大于 15％，满

足使用要求。

3 试验应用

本文设计的总压耙应用于某中涵道比发动机畸

变试验中，为监测总压耙状态，在试验过程中选取 4

点钟位置的总压耙进行动应力监测，动应力监测位置

选取总压耙支杆根部应力

集中区，共 2 个测点，如图

8 所示。

动应力监测结果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试

验开始阶段至发动机相对

转速为 0.45 时，2 个监测

点的动应力随发动机转速

升高而增大。在发动机相

对转速为 0.55 时动应力达

到峰值 29 MPa，此时发动

机工作频率与单支点结构

总压耙第 1 阶固有频率接

近，由于支撑环的支撑与

阻尼作用抑制了总压耙的

振动，动应力峰值并未大

幅度提高。之后随着发动机相对转速的升高，应力值

减小并趋于平稳。在试验过程中，总压耙支杆根部应

力集中区未出现应力过大及应力突变的情况，说明总

压耙在试验过程中未发生共振，与计算结果一致。试

验结束后对总压耙及支撑环进行无损检查，未发现任

何问题。

4 结论

在发动机进气畸变试验过程中，风扇前气流波动

较大，总压耙受到机匣和气流的双重激振，工作环境极

为严苛。总压耙靠近机匣的根部位置为应力集中区，容

易出现疲劳断裂等问题，影响试验的安全性。将总压耙

设计为间隙可调式结构，支杆根部与安装座配合面在

周向有调节间隙，提高了零件的装配性和减振性。

本文完成总压耙及支撑环整体的模态分析，前 3

阶固有频率均与发动机工作频率错开，无共振隐患。

在完整的进气畸变试验过程中，对总压耙根部进行动

应力监测，振动应力未超过 29 MPa，试验后对所有零

件进行无损检查，均无缺陷。通过强度计算、试验应用

以及试验后检查可知，可调式总压耙结构设计合理，

满足装配、抗疲劳和发动机进气畸变试验需求，可为

大涵道比发动机进气总压测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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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制订稳定批量生产高强度 GH2132 合金螺栓的控制措施，全面归纳了影响高强度 GH2132 合金螺栓力学性能的主要

因素，并阐释各影响因素对 GH2132 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原材料的原始晶粒度及冷拉变形量、热处理工艺、镦制过

程及滚 R 过程等方面对高强度 GH2132 合金螺栓力学性能的影响较大，因此在螺栓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对上述相关参数及加工过程

进行确认和控制。

关键词：GH2132 合金；力学性能；螺栓；晶粒度；热处理；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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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Factors Analysis of the Bolts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High Strength GH2132 Alloy
FENG Guang-yong袁ZHAO Feng

渊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袁Tianjin Sino-Germa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袁Tianjin 300350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formulate the control measures of stable mass production of high strength GH2132 alloy bolts袁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high strength GH2132 alloy bolts were comprehensive induced袁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ach
factor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GH2132 alloys was expl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riginal grain size and cold tensile
deformation of raw materials袁heat treatment process袁upsetting process and rolling R process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high strength GH2132 alloy bolts. Therefore袁it is necessary to confirm and control the above-mentioned relevant parameters
and processing during the production of bolts.

Key words: GH2132 alloy曰mechanical properties曰bolt曰grain size曰heat treatment曰aeroengine

0 引言

GH2132（美国牌号为 A286）合金是 1 种铁基高温

合金，主要通过时效析出 酌'-Ni3（Ti，Al）相进行强化[1]。

该合金由于含有铬元素，具有良好的抗腐蚀性能[2]；在

650 ℃以下具有高的屈服强度、持久强度和蠕变强度，

并具有较好的加工塑性和满意的焊接性能。常被用于

制造在650 ℃以下长期工作的飞机承力部件，如涡轮

盘、叶片和紧固件等[3-8]。

随着航空工业的快速发展，对航空用零部件的力

学性能要求也逐步提高。如 1100 MPa 级的高强度螺栓

近年来在飞机连接件中得到广泛应用。该强度级别的

螺栓之前主要采用 40CrNiMo 和 30CrMnSiA 等低合金

结构钢，但由于其不耐腐蚀，逐渐被兼具良好综合力学

性能和耐腐蚀性能的 GH2132 合金所替代[9]。目前国内

对于 GH2132 合金螺栓的成熟制造工艺仅达到 900

MPa级，而针对 1100 MPa 级在批量生产中质量稳定性

较差，还存在力学性能不合格的现象。GH2132 合金螺

栓力学性能的影响因素较多，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该类

螺栓由于抗拉强度不能满足技术要求而报废的情况十

分严重。

本文对 GH2132 合金螺栓力学性能的主要影响因

素进行梳理，分析了各影响因素的机理及应对措施，以

期为 1100 MPa 级 GH2132 合金螺栓稳定批量生产提

供理论依据及处理措施。

1 高强度GH2132 合金螺栓制造工艺路线及

制造难点

高强度 GH2132 合金螺栓的主要制造工艺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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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料→镦制（头部成型）→热处理（固溶、时效）→

车→磨→滚螺纹→滚 R→无损检测→表面处理→成品

检验→入库。与 900 MPa 级 GH2132 合金螺栓相比，

1100 MPa 级 GH2132 合金螺栓的制造难点主要体现

在零件热处理后，其抗拉强度通常不能达到 1100 MPa

的技术指标要求而造成报废，质量稳定性较差。其主要

原因是 1100 MPa 级 GH2132 合金螺栓的强度指标要

求较高，原材料、热处理工艺参数等力学性能参数都需

达到最优才能确保制造出合格的螺栓。另外，高强度

GH2132 合金螺栓的制造工艺路线较复杂，在制造过

程中其力学性能的影响因素较多。

2 高强度GH2132 合金螺栓力学性能的影响

因素

2.1 原材料的影响

原材料对 GH2132 合金螺栓力学性能的影响是

多方面的，在保证满足材料标准的前提下，材料的原

始晶粒度及变形量对 GH2132 合金螺栓的力学性能

影响较大。

2.1.1 材料原始晶粒度

晶粒度对 GH2132 合金螺栓的力学性能有较大

影响。一般情况下，细小的晶粒可以提高其抗拉强度

和屈服强度，较粗大的晶粒具有更好的高温持久性能

和抗蠕变性能[10]。影响零件晶粒度的因素较多，材料

原始晶粒度是其影响因素之一。如果原材料为固溶

态，且在后续加工过程中没有经过变形或变形量较小

时，那么材料原始粗晶便会保留在零件中，不能通过

热处理进行细化。吕晶晶等[11]研究了不同原始晶粒度

的 GH2132 合金经不同程度的变形并固溶处理后的

晶粒度，表明在变形量较小（3%）时没有产生新的再

结晶晶粒，且晶粒长大了，且原始晶粒度越大，晶粒长

大的趋势越明显。

因此，加工高强度螺栓用的 GH2132 合金原材料

的晶粒度不能过大，在原材料入库或零件投产前需对

其晶粒度进行测试，确保投产的 GH2132 合金原材料

的晶粒度等于或小于 5 级。

2.1.2 原材料状态

GH2132 合金原材料状态主要有固溶和冷拉 2

种[12]。其中冷拉变形量对 GH2132 合金螺栓显微组织

及力学性能也有较大影响。秦鹤勇等[13]对 GH2132 合

金经不同变形量加工及热处理后的金相组织及力学

性能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经过面缩率为 10%～40%的

变形后可得到内外性能均匀的合金，且随着冷拉变形

量的增大，合金强度提高，但塑性显著降低；同时，在

冷拉变形后采用 980 ℃固溶将会大大减弱冷作强化

效果，需要采用直接时效处理才可得到较高的强度。

这主要是因为冷拉变形使晶粒发生滑移和变形，出现

位错的缠结，从而显著提高了合金的强度；但经过固

溶处理后，合金发生再结晶，产生新的等轴晶粒，从而

减弱了冷作硬化效果。

许永春等[10]发现 A286 合金在经过 2%～10%的

变形后再进行高温固溶处理会出现晶粒异常长大现

象，导致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降低；郭慧敏等[14]认为

A286 螺栓杆部粗晶的主要原因是螺栓的变形量在临

界变形区内；吕晶晶等[11]对 GH2132 合金经不同程度

的变形并固溶处理后的晶粒度的研究表明：最终晶粒

尺寸随着变形量的增大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在经过小变形（临界变形区内）时，晶粒会变得更加粗

大。上述研究表明，冷拉的变形量对零件的最终晶粒

尺寸也有较大影响，从而影响零件的力学性能。因此，

生产高强度 GH2132 合金螺栓应根据不同的强度要求

采用不同变形量的冷拉状态的原材料。如采用固溶态

的原材料则需在后续加工过程中采用缩杆等工艺，使

螺栓杆部发生一定量的变形，且变形量不能在临界变

形区内。

2.2 镦制过程的影响

GH2132 合金螺栓的镦制工序一般采用热镦工

艺。在镦制之前采用高频加热，提高合金塑性，便以镦

制成型。在高频加热过程中，如果加热温度过高、加热

时间过长可能导致合金过热过烧，从而严重影响零件

的力学性能。通常采用的控制手段是固定加热功率及

保温时间，并对加工的前 3 件零件进行金相测试，合

格后才能进行批量生产。也有企业采用红外测温的方

式控制加热温度不超过固溶温度[14]，确保零件不发生

过热过烧现象。

2.3 热处理工艺的影响

热处理工艺是 GH2132 合金螺栓力学性能的主

要影响因素，其主要工艺参数有固溶温度、固溶时间、

固溶冷却速度、时效温度、时效时间、时效冷却速度

等。GB/T 14994-2008《高温合金冷拉棒材》推荐的

GH2132 合金的热处理工艺为：固溶 980～1000 ℃，

1～2 h，油冷；时效 700～720 ℃，16 h，空冷[12]。合金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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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组织中的各种组成相的形态、尺寸、分布并非处于

最大强化作用状态，固溶处理的目的是使这些组成相

溶入基体，获得 1 个成份均匀的过饱和固溶体，为时

效处理在组织上做好准备。时效处理通常在略高于使

用温度下进行，其目的是为了使强化相 酌'、酌"从过饱

和固溶体中呈非常细小、圆整、弥散的形态析出，以获

得高的强度。

2.3.1 固溶参数的影响

在固溶参数中，固溶温度和固溶时间对固溶效果

影响较大。固溶温度太低，保温时间较短，原始组织中

的组成相可能尚未充分溶解；固溶温度过高易于引起

晶粒长大，虽然大晶粒组织能获得高的持久强度，然

而，会造成其持久延伸率、瞬时强度、高温机械疲劳、

低周疲劳性能都比较低[15]。张月红等[16]对热轧和冷拉

2 种状态下的 GH2132 合金经过 900、920、940、960、

980、1000 及 1020 ℃固溶处理后的金相组织的研究

表明：2 种状态下的合金在经低温固溶处理后晶粒尺

寸基本没有变化，但随着固溶温度的升高，晶粒尺寸

逐渐增大；姚志浩等[17]研究了 劓7.5 mm 的冷轧 A286

合金盘条经过不同固溶温度（930、960、990 和 1020

℃，固溶时间均为 4 h）及不同固溶时间（0.2、0.5、1、2

和 4 h，固溶温度均为 960 ℃）处理后的显微组织及

维氏硬度，结果表明：随着固溶温度的升高，晶粒尺寸

有一定程度的增大，由最初的原始晶粒直径 24 滋m

增大到 1020 ℃处理后的 36 滋m，其硬度由原来的

182 HV 减小到 160 HV；随着固溶保温时间的延长，

晶粒尺寸基本未变，但硬度有一定的减小，但减小不

明显。这主要是随着合金固溶时间延长，虽然晶粒尺

寸增大不明显，但是合金中强化相进一步回溶，从而

导致合金硬度有一定的减小。

2.3.2 时效参数的影响

在时效参数中，时效温度、时效时间和时效冷却

速度等参数都对时效效果产生较大影响。时效的目的

是为了使强化相 酌'、酌" 从过饱和固溶体中呈非常细

小弥散的形态析出以获得高的强度，但时效的温度、

保温时间及时效冷却速度等都会影响析出相的大小

和种类，另长期时效（或长期使用）的过程中还可能析

出 滓、Laves 等有害相。欧梅桂等[18]对经过 982 ℃×1 h

固溶、982 ℃×1 h 固溶 +700 ℃×1 h 时效、982 ℃×

1 h 固溶 +718 ℃×1 h 时效 3 种热处理后 GH2132

合金金相和力学性能的研究表明：酌' 相的数量对合金

的力学性能有显著影响，固溶 + 时效处理后合金基体

析出大量的 酌' 相，相比固溶处理显著提高了合金的

抗拉强度，但塑性指标有所降低；718 ℃时效处理相

比 700 ℃下析出更多的 酌' 相，合金抗拉强度也有一

定的提高。邰清安等[19]对经过 6 种热处理后 GH2132

合金的金相和力学性能的研究表明：酌' 相的尺寸和数

量是影响 GH2132 合金强度的主要因素，推荐在

690～720 ℃进行时效；代礼斌等[20]对 GH2132 合金在

720 ℃进行 4、8、10、12、14、16 及 18 h 保温、空冷时

效处理后的抗拉强度和金相组织的研究表明：合金抗

拉强度随着时效时间的延长呈现先提高后降低再趋

于稳定的现象。这主要是随着时效时间的延长，酌' 相
逐渐析出，数量不断增多，导致抗拉强度不断提高。但

时效一定时间后，酌' 相的尺寸不断增大导致其数量逐

渐减少，从而引起抗拉强度降低，最后趋于稳定。樊开

伦等[21]在 720 ℃×16 h（气冷）、680 ℃×16 h（缓慢冷

却）、680 ℃×24 h（缓慢冷却）、650 ℃×24 h（缓慢冷

却）4 种时效制度下对 GH2132 合金力学性能及金相

的研究表明：采用 680 ℃×24 h（缓慢冷却）的时效制

度相比 720 ℃×16 h（气冷）的标准时效制度可大幅

提高合金的硬度和室温强度。这主要是 酌' 相的开始

析出温度约为 650 ℃，因此在 680 ℃时效保温结束

后缓慢冷却到 650 ℃的温度区间，会持续析出不同

尺寸的 酌' 相，既增加了 酌' 相的数量，还获得了多种尺

寸的 酌' 相，从而显著提高了合金的硬度和强度。叶文

君等[22]在多段时效下对 A286 合金抗拉强度的研究表

明：通过高温 + 低温时效的工艺可显著提高合金的抗

拉强度。这主要是通过多段时效可在高温时效时获得

较大尺寸的 酌' 相，而在低温时效时获得较小尺寸的

酌' 相，从而获得尺寸不一的 酌' 相，增加了 酌' 相的数

量，导致合金抗拉强度的提高。

以上研究表明，热处理工艺对螺栓力学性能的影

响较复杂，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在制定热处理工艺时，

需根据原材料的状态、金相组织及后续的加工内容合

理选择参数。一般情况下，如原材料为固溶态且晶粒

小于 5 级，可选择 980 ℃×1 h 固溶（油冷）+720 ℃×

16 h 时效（空冷）的热处理工艺。如经上述热处理工

艺处理后抗拉强度不满足要求，可增加 1 段 650 ℃

保温 16 h 的时效工艺，以析出更小尺寸的 酌' 相，从

而增加 酌' 相的数量及弥散度，提高抗拉强度。如原

材料为冷拉态，可直接采用 720 ℃保温 16 h 的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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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

2.4 滚 R的影响

滚 R 工序是影响螺栓疲劳寿命的关键工序。R
是指螺栓的支撑面与杆部之间的过渡区。在该区域由

于车削加工存在金属流线不连续的现象，是螺栓的应

力集中点之一，因此 R 处的疲劳强度比螺栓其余部

位的要低。为了提高螺栓的整体强度，需要对有疲劳

强度要求的螺栓实施滚 R 工序。即使用滚轮对螺栓

的支撑面与杆部之间的过渡区进行滚压，赋予过渡区

压应力，提高其疲劳强度。影响滚 R 质量的主要因素

是滚压时间和滚压力，通常采用的控制手段是固定滚

压时间及滚压力，并对加工的前 3 件零件进行疲劳寿

命测试，合格后才能进行批量生产。

3 总结

高强度 GH2132 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因素较多，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GH2132 合金的原始晶粒度及变形量对螺栓

的显微组织有较大影响，从而影响螺栓的力学性能。

当合金的变形量位于临界变形量时，螺栓在热处理过

程中其晶粒度会变得异常粗大，使螺栓的抗拉强度降

低。当合金的变形量较小时，合金在固溶过程中不会

再结晶，原始粗大的晶粒会保持在螺栓中；当合金的

变形量较大时，合金在固溶过程中会发生再结晶，合

理控制固溶温度及固溶时间，能将原始粗大的晶粒转

化为合适的晶粒度。因此在选材时，原材料的变形量

必须避开临界变形区。优选晶粒度合格的原材料，当

原材料晶粒粗大时，可对原材料实施较大变形量的冷

拔或缩杆。

（2）GH2132 合金的变形量对螺栓的力学性能也

有直接影响。一般情况下，随着变形量的增大，合金的

抗拉强度会逐渐提高。因此对于高强度螺栓，最好选

用冷拉状态的原材料且热处理采用直接时效工艺。

（3）热处理工艺对螺栓力学性能的影响较复杂，

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在制定热处理工艺时，需根据原

材料的状态、金相组织及后续的加工内容合理选择参

数。当零件采用常规热处理工艺处理后抗拉强度不合

格时，可采用增加 650 ℃保温 16 h 的时效工艺，以提

高零件抗拉强度。

（4）螺栓的镦制、滚 R 等机加工工序对螺栓的力

学性能也有较大影响，需严格控制参数。在批量生产

之前可加工 3 件试样测试其金相、疲劳等数据，验证

工艺参数的合理性，并在批量生产过程中严格按验证

的参数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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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钛合金扩散焊接头在航空航天领域焊接性能的稳定性，制备了双搭接形式的接头试样，在温度为 910 ℃、压力

为 3.4 MPa 条件下对 TC4 钛合金板材进行扩散连接，并对双搭接接头试样开展静强度试验，获得试样在焊缝界面处的平均剪切强

度约为 199.4 MPa，试样断裂前后接头没有发生明显的塑性变形。此外，对双搭接接头试样还开展了不同载荷水平下的疲劳性能试

验。结果表明：疲劳试样存在 3 种不同破坏模式。在高载荷水平下，试样会在切应力主导下发生基板与搭接板的完全脱焊；在低载荷

水平下，试样会在正应力主导下发生基板沿厚度方向的断裂；在中等载荷水平下，试样先发生局部脱焊随后沿基板厚度方向断裂。

在上述失效模式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疲劳寿命试验数据分别得到接头的正应力 - 寿命和切应力 - 寿命曲线。

关键词：扩散连接；钛合金；搭接接头；剪切疲劳寿命；疲劳性能试验；静强度试验；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1.3+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3.018

Study on Shear Fatigue Performance of TC4 Titanium Alloy Diffusion Bonded Joints
ZHAO Wen-long袁LIU Xiao-gang袁XIE Pei-yu袁GUO Hai-ding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00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stability of the welding performance of titanium alloy diffusion bouded joints in aerospace field袁a

double lap joint specimen was prepared. Diffusion bonding of TC4 titanium alloy plates was carried out at temperature of 910益 and
pressure of 3.4MPa. A static strength test was carried out on the specimen of double lap joint袁and the average shear strength of the specimen
at the weld interface was about 199.4 MPa袁and no obvious plastic deformation occurred before and after fracture of the specimen. Fatigue
performance tests at different loading levels were also carried out on the specimen of double lap joi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failure modes in fatigue samples. At the high load level袁the specimen will undergo complete dewelding between the substrate and
the lap plate under the shear stress. At the low load level袁the fracture of the substrate along the thickness direction occurs under normal
stress. At the medium load level袁local de-welding occurs first and then fracture along the substrate thickness direction. Based on the above
failure mode analysis袁the normal stress-life and shear stress-life curves of the joints are obtained by combining the fatigue life test data.

Key words: diffusion bonding曰titanium alloy曰lap joint曰shear fatigue life曰fatigue performance test曰static strength test曰aeroengine

0 引言

扩散焊连接作为 1 种精密的固相连接方法，具有

焊接质量好，热应力变形小，能够实现大面积稳定焊

接等优点，被广泛用于钛合金等高性能合金、陶瓷、异

种材料等精密构件的连接[1-2]。特别是对于钛合金，只

要选取合适的工艺参数便能够得到性能稳定的焊接

接头，因此被应用于航空领域重要部件的连接[3-4]。

随着钛合金扩散焊结构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

日益增多，国内外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一些成

果。Glatz 等[5]在温度为 1000 ℃、压力为 20～40 MPa、

保温时间为 1～3 h 的条件下对某钛合金板材进行扩

散连接，获得无损伤的焊接接头；贺跃辉等[6]对细晶粒

的 TiAl 基合金进行扩散连接，得到与母材相一致的

相组织，并且拉伸时的断裂位置位于母材处；Cam G[7]

在 1100 ℃下对 酌-TiAl 合金进行扩散连接，获得性能

良好的扩散焊构件；Wickman H A 等[8]对 TiAl 基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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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C4钛合金室温力学性能

屈服极限 /

MPa

870

泊松比

0.34

弹性模量 /

GPa

110

抗拉强度 /

MPa

925

表 3 剪切强度试验结果

剪切强度

子b /MPa

188.0

204.3

205.8

试件

编号

1

2

3

平均剪切强度

子/MPa

199.4

199.4

199.4

表 2 TC4钛合金化学成分

O

0.20

C

0.10

Fe

0.50

V

3.50~4.50

Al

5.50~6.75

合金元素 杂质元素

wt%

N

0.05

材料、钛合金、Al2O3 陶瓷材料进行扩散连接，并研究

了加工温度对钛合金的影响；Kurt 等[9]对 TC4 钛合金

及碳素体不锈钢进行扩散焊，研究加工温度对焊接区

域微观组织及剪切性能的影响；Calvo 等[10]对 TC4 钛

合金进行固相扩散连接，并从抗拉强度、剥离强度及

抗剪强度 3 个方面研究不同工艺下焊接接头的力学

性能。

目前，对钛合金扩散焊接头的研究大多针对扩散

焊工艺参数的优化，而对于接头的力学性能特别是疲

劳性能的研究较少[11-12]，尤其是针对钛合金扩散焊接

头剪切性能的研究相对缺乏。航空发动机中钛合金扩

散焊构件的工作环境比较复杂，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剪

切载荷的作用。本文以发动机中常用的 TC4 钛合金

为研究对象，进行扩散连接，并设计搭接试验件，对扩

散焊焊缝的抗剪切疲劳性能进行试验研究。

1 扩散焊接头剪切强度试验

1.1 扩散焊接头试件制备

试件材质为 TC4钛合金板材，材料基本力学性能

和化学成分见表1、2。扩散连接试验在 ZC-ZK-YL150

真空扩散炉中完成，焊接温度为910 ℃，焊接压力为3.4

MPa，保温时间为1 h，具体的扩散连接过程见文献[13]。

制备好的板材搭接的形式和尺寸以及实物如图1 所示。

2 块基板尺寸为160 mm×100 mm×2 mm，用 2 块尺寸

为 10 mm×100 mm×2 mm的搭接板上下搭接，每处搭

接区域的宽度为4.5 mm，中间留有1 mm的缝隙。

1.2 静强度试验

从上述制备的 TC4 钛

合金焊接板材上取样，进

行搭接接头的静强度试

验。静拉伸试件采用双搭

接形式，几何形状及尺寸

如图 2 所示。双搭接接头

的设计保证了试验过程中

作用力始终在同一轴线上，避免接头拉伸变形后受到

附加弯矩[14-15]的影响。

双搭接试样共有 4 块焊接区域，当试件两端承受

拉力 F时，每个搭接面积

会分别承受 F/2 的剪切

力，如图 3 所示。试验在

MTS793 液压伺服材料试

验机上进行，共进行 5 次

重复性试验，各试样实际

断裂情况如图 4 所示。

在拉伸过程中，随着载荷逐渐增大，焊接接头部

分没有出现明显的塑性变形，而是在载荷到达最大值

后直接在焊接的薄弱区域发生脱焊，并导致整个焊接

区域脱焊。从图 4 中可见，试样存在 3 种破坏形式：单

面脱焊、搭接板双面脱焊和 3 面脱焊。其中 4 号和 5

号试样分别为单面脱焊和搭接板双面脱焊，但并未完

全发生破坏，而且在试验过程中也形成了弯矩，造成

试件弯曲变形。

为此本文以单侧基板完全脱焊为有效试验，即基

板完全脱焊分离。选取 1、2、3 号 3 根试件试验数据作

为评价焊缝剪切强度的依据，试件的切应力 - 应变曲

线如图 5 所示。其试验结果重复性较好，扩散焊接头

试件的平均剪切强度达到 199.4 MPa，见表 3。

2 扩散焊接头剪切疲劳性能试验

2.1 疲劳试验方案

疲劳试验同样在 MTS793 试验机上进行，疲劳试

（a）搭接板形式及尺寸 （b）搭接板实物

图 1 扩散焊板双搭接板材

图 2 双搭接拉剪试样

图 3 拉剪试样受力

图 4 拉剪试样断裂模式

图 5 试样切应力-应变曲线

1 号 2 号 3 号 4 号 5 号

单面脱焊

双面脱焊

3 面脱焊

A
A

100160
焊缝区域

10
A-A 截面示意图

FF 1 3
42

F/2
F/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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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模式 1

样与静强度试样相同。试验设定载荷以试验得到的剪

切强度为依据，最大循环载荷 Fmax 分别选取 2.4 kN

（30%）、2.8 kN（35%）、3.6 kN（45%）、4.0 kN（50%）、

4.4 kN（55%）、4.8 kN（60%）6 个载荷级别。采用拉 -

拉正弦波载荷，应力比为 0.1，频率为 10 Hz。每个载

荷级别至少进行 2 次重复试验，记录疲劳破坏寿命。

2.2 剪切疲劳试验结果及分析

试验得到的双搭接接

头的剪切疲劳寿命结果如

图 6 所示。疲劳寿命数据

分散性较小，且寿命随疲

劳载荷的增大明显降低。

在双对数坐标系下，疲劳

载荷 F与寿命 N 呈较好的

线性关系，通过拟合，得到

载荷 - 寿命曲线方程为

lgF = -0.1647lgN + 1.1767 （1）

疲劳试验后试件的失效模式如图 7 所示。通过观

察将失效模式大致分为 3 种：（1）基板和搭接板的焊接

区域发生小面积脱焊，基板表面产生裂纹源，并沿着母

材厚度方向扩展，最终基板发生断裂，如图 7（a）所示；

（2）基板与搭接板的焊接区域发生大面积脱焊，随后基

板产生裂纹并沿着母材厚度方向扩展，最终导致基板

断裂，如图 7（b）所示；（3）

基板直接与上、下 2 个搭接

板完全脱焊分离，致使试样

破坏，如图 7（c）所示。

试件发生的疲劳失效模式与疲劳载荷水平的高

低有直接关系。模式 1 主要发生在 30%、35%子b 低载

荷级别下；模式 2 则发生在 40%、50%子b 中等载荷级

别下；模式 3 发生在 55%、60%子b 高载荷级别下。失效

模式的不同说明在不同载荷水平下试件疲劳失效的

机理也不同：无论在哪种载荷水平下，对于双搭接试

件，一方面焊接区域会承受剪切应力；另一方面，基板

本身也会承受正应力。2 种应力都会导致试件破坏失

效，二者在试验过程中是 1 种竞争模式，由于受应力

集中的影响，裂纹开裂会最先发生在搭接板与基板的

直角过渡处，但在低载荷水平时，正应力起主导作用，

裂纹会向基板的厚度方向扩展，直至整个基板沿着厚

度方向发生断裂，随后失效，即模式 1 的破坏形式；在

高载荷下，剪切应力的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在切应力

的主导下试样直接发生焊接面整体脱焊、基板拔出的

现象，即模式 3；而模式 2 是正应力和剪切应力同时

作用以及不断竞争所导致的，在中等载荷下，裂纹会

在切应力的作用下不断沿着焊接面向里扩展，同时，

正应力也导致裂纹有向基板厚度方向扩展的倾向，最

终产生试件搭接面发生大面积脱焊后，沿着基板厚度

方向断裂的现象。

因此，在进行双搭接扩散焊接头疲劳寿命数据处

理时，应对 2 种应力破坏模式加以区分考虑。根据搭

接接头疲劳试件失效模式

的不同，将其区分为正应

力主导破坏以及切应力主

导破坏 2 种形式。根据试验

结果分别得到搭接接头正

应力 - 寿命曲线和切应力

- 寿命曲线，如图 8 所示。

对应的曲线方程分别为

lg滓=-0.2119lgN+3.4189 （2）

lg子=-0.6585lgN+2.2581 （3）

3 结论

（1）本文设计并制备了 TC4 钛合金双搭接扩散

焊接头，通过静强度试验获得接头的剪切强度约为

199.4 MPa。在试验过程中焊接接头没有明显发生塑

性变形，当载荷达到最大值时，焊接面瞬时脆性脱焊，

试件破坏。

（2）通过开展疲劳试验研究了搭接接头剪切疲劳

性能，获得应力比 R=0.1 下的载荷 - 疲劳寿命曲线。

研究表明，在不同载荷水平下，搭接接头存在 3 种疲

劳破坏模式：基板与搭接板焊合面发生小面积脱焊，

沿基板厚度方向断裂；基板与搭接板发生大面积脱

焊，沿基板厚度方向断裂；.基板与搭接面完全脱焊，

基板整体拔出。

（3）双搭接接头在拉伸载荷作用下，一方面焊接

区域承受剪切应力；另一方面，基板本身也会承受正

图 6 疲劳试样载荷

-寿命曲线

（b）模式 2 （c）模式 3

图 7 疲劳试样典型失效模式

图 8 试样的应力 -疲劳

寿命曲线

小面积脱焊

断裂位置

弯折 大面积脱焊

断裂位置 完全脱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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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在高载荷下，出现以剪应力为主导的焊接区脱

焊失效；在低载荷下，出现以正应力为主导的基板断

裂失效。根据试样疲劳破坏机制不同，对试验数据进

行处理，分别得到接头正应力 - 寿命和切应力 - 寿

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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