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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高压轴止推轴承载荷分析不准确的问题，提出 1 种综合考虑发动机转子质量、高压转子气动轴向力、机

动过载以及中央锥齿轮附加载荷的载荷计算方法。以某发动机高压轴止推轴承为研究对象，采用新计算方法完成了载荷分析，并与

常规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新计算方法可以得到更全面的载荷谱组合状态，计算结果也更加精确；计算结果表

明轴承轴向载荷在慢车工况下较轻，与轴向力测量结果更加接近，且在该工况下容易引起轴承打滑，这与该轴承的实际使用情况相

符，验证了新计算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止推轴承；高压轴；载荷分析；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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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 Analysis of Thrust Bearing of Aeroengine High-pressure Shaft
LIU Wen-long1袁WANG Ke2袁 WANG Dan-dan1袁 YANG Yu1

渊1. AECC Key Laboratory of Power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on Aeroengine,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曰2.Shenyang Area 2nd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Room of Air Force Equipment Department袁Shenyang 110042袁China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inaccuracy of load analysis of thrust bearing of aeroengine high-pressure shaft袁a load calculation method was

proposed considering the mass of engine rotor袁aerodynamic axial force of high-pressure rotor袁maneuver overload and additional load of
central bevel gear. Taking the thrust bearing of an engine high-pressure shaft as the research object袁the load analysis was completed using
the new calculation method袁and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the conventional calculation method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calculation method can obtain more comprehensive combination state of load spectrum袁 a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re more accurate. The
new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xial load of bearing is lighter under the idle condition袁which is closer to the result of axial force
measurement. It is easy to cause bearing slip under this condition袁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bearing袁and the
validity of the new calculation method is verified.

Key words: thrust bearing曰high-pressure shaft曰load analysis曰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主轴轴承具有高温、高速、高载荷等

特点，是制约发动机整机寿命和可靠性的关键部件[1-4]。

一般情况下，相比于低压轴，发动机高压轴的转速更

高、高压转子气动轴向力更大，因此高压轴止推轴承

的运转工况更为恶劣，更容易发生故障[5-7]。高压轴止

推轴承所承受载荷是发动机设计研制的重要指标之

一，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意义重大[8-9]。

在工程研制中，普遍认为高压轴止推轴承的径向

载荷来源于发动机高压转子质量，轴向载荷来源于发

动机高压转子气动轴向力，并依据上述载荷计算结果

开展轴承的性能和寿命分析。王秋阳等[10]在分析某发

动机滚珠轴承承载力时，将转子气动轴向力作为轴承

分析的载荷输入，同时指出该载荷计算结果与发动机

转子轴向力测量试验实测结果存在一定差异；蔡毅

等[11]在研究燃机轴承载荷时，同样以转子气动轴向力

作为分析输入，且进一步提出影响转子气动轴向力的

关键因素。但将上述载荷计算方法用于高压轴止推轴

承载荷分析时，一方面忽略了发动机随飞机工作时机

动过载过程中产生的惯性载荷；另一方面由于发动机

第 46 卷 第 5 期

2020 年 10 月

Vol. 46 No. 5

Oct. 2020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6 卷

表 3 高压轴止推轴承支点单位载荷

R3y

0

1100

0

R3x

-2630

0

0

过载系数

Nx=1

Ny=1

Nz=1

R3z

0

0

1100

注院R3x尧R3y尧R3z 分别为沿 X尧Y尧Z 轴方向的支点单位载荷曰X尧Y尧Z 为

发动机轴向尧切向尧径向袁顺航向向前尧向右尧向下为正曰Nx尧Ny尧Nz 分别

为 X尧Y尧Z 方向的过载系数遥

表 4 径向过载系数 Nz与时间比例

7.5

5

4.0

9

2.5

20

1.0

65

Nz

时间比例

9.0

1

最大

413.6

中间

366.1

巡航

292.8

慢车

177.5功率

最高转速

621.6

表 5 中央传动锥齿轮传递功率

表 1 某发动机典型工作状态

最大

4

14675

中间

30

14380

巡航

55

12770

慢车

10

10270

时间比例 /%

转速 /（r/min）

最高转速

1

15115

表 2 高压转子气动轴向力 Fxq N
最大

-37588

中间

-35094

巡航

-21400

慢车

3061轴向力

最高转速

-49192

注院野-冶代表轴向力方向为顺航向向后遥

高压轴一般通过 1 对锥齿轮与附加机匣连接，锥齿轮

啮合产生的载荷同样会作用于高压轴止推轴承。这 2

方面因素未被考虑将影响轴承载荷分析的全面性和

准确性，并进一步影响轴承的性能和寿命分析。发动

机随飞机工作时机动过载过程中产生的惯性载荷可

以根据发动机实际使用情况，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获

得，宋迎东等[12]在开展发动机载荷谱研究时采用雨流

计数法得到发动机机动过载的过载大小和持续时间。

锥齿轮啮合产生的附加载荷可以根据齿轮结构参数、

发动机转子结构参数以及附件机匣传递功率等计算

获得[13]。

本文提出 1 种综合考虑发动机转子质量、高压转

子气动轴向力、发动机机动过载以及锥齿轮啮合产生

附加载荷的高压轴止推轴承载荷分析方法，以某发动

机为研究对象，介绍了该方法的计算过程，并将该方

法与常规方法得到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1 载荷计算输入

1.1 发动机典型工作状态及转速

发动机工作状态影响主轴转速、气动载荷、提取

功率等，与高压轴止推轴承受力密切相关，某发动机

典型工作状态见表 1。

1.2 高压转子气动轴向力

高压转子气动轴向力受发动机腔压、截面积、发

动机流道压力等多种因素影响，是发动机设计的重要

指标。根据状态不同，高压转子气动轴向力 Fxq 计算结

果见表 2。

1.3 转子质量产生载荷

转子质量产生载荷一般是在仅考虑发动机转子

重力情况下主轴轴承所承受的外部载荷，一般又称为

支点单位载荷。高压轴止推轴承支点单位载荷计算结

果见表 3。

1.4 发动机过载系数

飞机飞行状态、姿态等会使发动机产生不同程度

的过载，导致主轴轴承承受一定的附加惯性载荷，而

在某些剧烈过载的情况下，由此产生的附加载荷甚至

会占据主导地位。本文发动机设计指标要求发动机最

大可承受 9g 的径向过载（即 Nz=9）。结合该型发动机

实际使用经验，其典型的径向过载系数及时间比例见

表 4。

1.5 锥齿轮传递功率

一般情况下，发动机高压轴与附件机匣通过 1 对

中央传动锥齿轮连接，中央传动锥齿轮传递的功率主

要与附件机匣上各附件在发动机不同状态下的提取

功率有关。典型状态的传递功率计算结果见表 5。

2 载荷计算过程

2.1 锥齿轮啮合产生的附加载荷

中央传动锥齿轮装配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中央传动锥齿轮装配关系

%

N

kW

发动机轴线 从动锥齿轮 主动锥齿轮 止推轴承

Ft Fx1

Fr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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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8250

4

4400

2.5

2750

1

1100

Nz

Rz= NzR3z

9

9900

表 9 典型过载情况下径向载荷 Rz N

琢n /（°）

20

茁m /（°）

35

dm1/mm

165.2809

啄1/（°）

53.3258

表 6 中央主动锥齿轮结构参数

最大

3256

-965

2522

中间

2942

-872

2279

巡航

2533

-750

1962

慢车

1940

-575

1504

齿轮受力

Ft

Fr1

Fx1

最高转速

4752

-1408

3680

表 7 中央主动锥齿轮受力

最大

-2522

-3533

-1047

中间

-2279

-3193

-946

巡航

-1962

-2750

-814

慢车

-1504

-2105

-624

附加载荷

Nx3

Ny3

Nz3

最高转速

-3680

-5156

-1528

表 8 齿轮啮合产生的止推轴承附加载荷 N

表 10 各状态下止推轴承径向载荷

已知中央锥齿轮传递功率情况下，其主动锥齿轮

啮合力[14]为

Ft=
2000×9549P

dm1n
（1）

Fr1=
Ftcos 茁m

(tan 琢ncos 啄1-sin 茁msin 啄1) （2）

Fx1=
Ftcos 茁m

(tan 琢ncos 啄1+sin 茁mcos 啄1) （3）

式中：Ft 为齿轮切向力，垂直纸面向外为正；P为传递

功率；dm1 为中点分度圆直径；n 为齿轮转速；Fr1 为齿

轮径向力，指向轮心为正；Fx1 为齿轮轴向力，离开锥

顶中心为正；茁m 为螺旋角；琢n 为法向压力角；啄1 为分

度圆锥角。

中央主动锥齿轮结构参数见表 6，计算得到中央

主动锥齿轮受力情况见表 7。

发动机高压轴由止推轴承和滚棒轴承支撑，锥

齿轮啮合力由 2 个轴承共

同分担，在发动机主坐标

系中进行受力分析，保持

锥齿轮受力方向不变，如

图 2 所示。

根据高压轴受力平衡分析可知

-Ft×(L1+L34)+Fy3×L34=0 （4）

-Fr1×(L1+L34)+Fz3×L34=0 （5）

-Fx1+Fx3=0 （6）

式中：Fx3、Fy3、Fz3 分别为止推轴承对高压轴施加的轴

向、切向、径向附加载荷。

根据力的作用关系，轴承所受附加载荷（Nx3、Ny3、

Nz3）与上述载荷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根据发动机结

构尺寸，L1=86.64 mm，L34=1019 mm。由此可得中央锥

齿轮啮合力产生的附加载荷，见表 8。

2.2 过载情况下的径向载荷

根据表 3 中单位载荷情况，止推轴承单位径向载

荷 R3z=1100 N，并根据表 4 列出的其径向过载情况，

可知典型过载下的径向载荷见表 9。

3 载荷计算结果

3.1 径向载荷

径向载荷包括中央锥齿轮啮

合力作用在止推轴承上的附加载

荷（含径向分量 Nz3 和切向分量

Ny3）以及机动飞行时过载导致的

惯性载荷 Rz，其具体受力情况如

图 3 所示。

止推轴承所受的径向载荷 Fz 为

Fz= N2
y3+(Nz3+Rz)2姨 （7）

根据表 8 中锥齿轮附加载荷 Ny3、Nz3，表 9 中径向

过载载荷 Rz，同时参考发动机实际使用，考虑径向过

载与发动机状态之间的配比，计算各状态下的径向载

荷Fz，见表 10。

3.2 轴向载荷

止推轴承轴向载荷 Fx 主要来源于气动轴向力

图 2 高压轴受力

图 3 止推轴承受力

Rz /N
1100

1100

2750

1100

2750

4400

8250

1100

8250

9900

Nz3 /N
-624

-814

-814

-946

-946

-946

-946

-1047

-1047

-1528

Ny3 /N
-2105

-2750

-2750

-3193

-3193

-3193

-3193

-3533

-3533

-5156

Fz /N
2160

2764

3362

3196

3667

4703

7971

3533

8023

9833

Nz

1.0

1.0

2.5

1.0

2.5

4.0

7.5

1.0

7.5

9.0

状态

慢车

巡航

巡航

中间

中间

中间

中间

最大

最大

最高转速

时间

占比 /%

10

50

5

15

9

4

2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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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3

-1504

-1962

-2279

-2522

-3680

Fxq

3061

-21400

-35094

-37588

-49192

Rx

-3260

-3260

-3260

-3260

-3260

状态

慢车

巡航

中间

最大

最高转速

Fx

-1703

-26622

-40633

-43370

-56132

表 11 各状态下止推轴承轴向载荷 N

表 12 某发动机止推轴承载荷谱

Fx /N

-1703

-26622

-26622

-40633

-40633

-40633

-40633

-43370

-43370

-56132

Fz /N

2160

2764

3362

3196

3667

4703

7971

3533

8023

9833

状态

慢车

巡航

巡航

中间

中间

中间

中间

最大

最大

最高转速

时间比例 /%

10

50

5

15

9

4

2

3

1

1

表 13 传统分析方法的载荷谱

Fx /N

3061

-21400

-35094

-37588

-49192

Fz /N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状态

慢车

巡航

中间

最大

最高转速

时间比例 /%

10

55

30

4

1

Fxq、中央锥齿轮附加载荷 Nx3 和轴向过载产生的惯性

载荷 Rx

Fx=∑(Fxq,Nx3,Rx) （8）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发动机实际轴向过载最高为

1.24g（Nx=1.24），止推轴承的轴向过载载荷 Rx=

NxR3x=-3260 N。

根据表 2 中气动轴向力 Fxq，表 8 中中央锥齿轮

附加载荷 Nx3，则轴承轴向载荷 Fx 计算结果见表 11。

4 计算结果分析

根据本文提出的高压轴止推轴承载荷计算方法，

得到典型状态下的径向载荷与轴向载荷。根据发动机

状态的不同，将径向载荷与轴向载荷统筹匹配，得到

该发动机高压轴止推轴承载荷谱，见表 12。

按此载荷谱，根据 GB/T 6391-2010，计算该止

推轴承的 L1 循环寿命约为 671 h；根据 Hertz 接触理

论[15]，计算最大接触应力为 2149 MPa。

按传统载荷分析方法（即仅考虑气动轴向力及转

子质量产生的径向载荷）计算其载荷谱，见表 13。由

于传统分析方法忽略了机动过载情况，导致其计算得

出的载荷状态较少。

按此载荷谱，采用相同的轴承计算分析方法，计

算该止推轴承的 L1 循环寿命约为 1245 h，最大接触

应力为 1966 MPa。从表中可见，根据新方法得到的载

荷谱更加细化，组合状态由 5 种提高到 10 种，止推轴

承的计算寿命降低约 46%，最大接触应力提高约

10%，新载荷谱对轴承的考核将更加精细、严格。

此外，新的计算方法暴露出高压轴止推轴承的一

些工况问题。例如在该发动机慢车状态下，常规计算

方法得到轴向载荷与径向载荷的数值比例接近 3，该

比例对于止推轴承（双半内圈角接触球轴承）是可以

接受的；但采用新载荷计算方法得到在慢车状态下轴

向载荷与径向载荷的比例小于 1，属于轴向轻载，极

易引起轴打滑。根据同型发动机在慢车状态下的最新

轴向力测试结果（1000～1500 N），采用新的载荷计算

方法所得结果更加接近实际测量值，而对试车后轴承

的分解检查发现，在该轴承实际使用中也经常出现打

滑蹭伤情况[16-17]，符合计算分析结果，一定程度证明了

本文计算方法的准确性。

5 结论

（1）本文提出了 1 种新的航空发动机高压轴止推

轴承载荷计算方法，综合考虑了发动机转子质量、高

压转子气动轴向力、机动过载以及锥齿轮附加载荷，

计算输入更加全面；

（2）以某发动机为研究对象，采用新方法计算得

到了轴承载荷谱，与常规方法相比，新的载荷谱组合

更多，载荷要求更严格，会进一步影响轴承的性能和

寿命分析；

（3）与常规计算方法不同，新方法计算结果显示

轴承在慢车状态下轴向轻载容易打滑，这与轴向力测

量结果更加接近，也与轴承的实际应用情况相符，证

明了本文所述计算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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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中轴承故障诊断困难的问题，提出基于人工鱼群算法（AFSA）优化的级联随机共振轴承故障诊

断方法。建立 1 个 2 级级联随机共振系统对轴承微弱故障信号进行增强，以故障信号的输出信噪比为优化目标函数，采用 AFSA 算

法同步优化双稳态随机共振系统的结构参数 a和 b，采用优化后的级联随机共振系统分别处理仿真信号和试验信号，提取故障特

征频率验证算法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所建立的故障诊断算法具有良好的滤波降噪特性，提取的滚动轴承故障特征频率与理论值的

误差小于 0.1%。

关键词：人工鱼群算法；级联随机共振；滚动轴承；故障诊断；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2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5.002

Bearing Fault Diagnosis Method Based on Cascaded Stochastic Resonance Optimized by AFSA
WANG Shu-guang袁TIAN Jing袁ZHOU Jie袁LI Ke-nuo

渊Liaoning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Measurement and Test Technology for Aviation Propulsion System袁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袁
Shenyang 110136袁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difficulty of bearing fault diagnosis in aeroengine rotor system袁a bearing fault diagnosis method was proposed
based on cascaded stochastic resonance optimized by Artificial Fish Swarm Algorithm 渊AFSA冤. A 2-stage cascade stochastic resonanc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o enhance the weak fault signal of bearing. Taking the output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of the fault signal as the
optimization objective function袁the structural parameter a and b of the bistable stochastic resonance system were optimized synchronously
by AFSA algorithm. The simulation signal and the test signal were processed by the optimized cascade stochastic resonance system袁and the
validity of the algorithm was verified by extracting the fault characteristic frequ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ult diagnosis algorithm has
good characteristics of filtering and noise reduction袁and the error between the calculated value and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fault
characteristic frequency of the extracted rolling bearing is less than 0.1%.

Key words: AFSA曰cascaded stochastic resonance曰roller bearings曰fault diagnosis曰aeroengine

0 引言

转子系统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转

状态直接影响发动机的运行状况，滚动轴承发生故障

会直接影响转子系统的工作状态。在航空发动机在线

监测中，传感器主要安装在机匣处，信号传播路径长，

振动信号衰减严重，获取的故障信号信噪比低，故障

特征难以提取[1]，因此，对滚动轴承微弱故障信息进行

诊断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重点与难点[2-4]。王宜静等[5]

引入互近似熵的方法对轴承振动信号进行分析，并提

出 1 种多维度互近似熵的特征提取方法；郑近德等[6]

采用滑动均值的方式代替粗粒化过程，提出 1 种改进

的多尺度模糊熵算法，并结合支持向量机实现对滚动

轴承的故障诊断。

随机共振理论是 Benzi 等[7]在研究古气象冰川问

题时提出的，其主要思想是在某些特定的非线性系统

中，噪声的存在能够增强微弱信号的检测能力，因此

被广泛应用于弱信号检测领域。随着随机共振理论的

进一步发展，级联随机共振进入学者的视野[8-10] ；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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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等[11]对级联随机共振的滤波特性进行分析，结合广

义维数提出 1 种多重分形的故障诊断方法，能够有效

降低高频噪声；崔伟成等[12]采用果蝇优化算法设计了

随机共振系统，能够增强信号周期特征，但运算效率

不高；林敏等[13]认为周期信号时间尺度与级联随机共

振系统的势阱波动、势阱跃迁达到随机同步时，能够

增强随机共振效应，但未给出参数选择方法；李一博

等[14]利用量子粒子群算法设计了随机共振系统，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寻优范围，但也存在收敛过慢的问题。

本文以级联随机共振为研究对象，采用人工鱼群

算法对双稳态结构参数进行优化，进而设计随机共振

系统，并利用该系统对滚动轴承故障信号的数据进行

处理。

1 级联双稳随机共振系统

双稳态随机共振系统能够将输入信号的调制频

率在双势阱之间反复切换，使得输出信号与微弱周期

信号同步，进而实现微弱信号的增强。受随机白噪声

与外力作用的双稳态系统的数学模型表达式可以由

Langevin 方程描述[15]

dxdt =V '(x)+s(t)+祝(t)

〈祝(t)〉=0,〈祝(t),祝(0)〉=2D啄(t)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1）

式中：V （x）为非线性双稳态势函数；x 为系统输出；

s(t)为外力作用，即外部输入信号；祝(t)为高斯白噪声，其

均值为 0；D为噪声强度；啄(t)为 1 个时间的广义函数。

V（x）=- a
2
x2+ b

4
x4, a>0,b>0 （2）

将式（2）代入式（1）可得

dxdt =ax-bx3+s(t)+祝(t) （3）

式中：a、b 分别为大于0的非线性双稳态系统结构参数。

将多个单级双稳随机共振串联起来就构成了级

联随机共振系统。类似于开环模式的控制系统，级联

随机共振系统是将前一级的输出信号作为下一级的

输入信号，以此类推，直到获取最后一级的输出信号。

n 级级联双稳随机共振数学表达式为

dx1dt =ax-bx3+s(t)+祝(t)

dx2dt =ax-bx3+x1(t)

dx1dt =ax-bx3+x2(t)

……

dxndt =ax-bx3+xn-1(t)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4）

含有高频噪声的输入信号经过级联随机共振系

统处理后，高频域噪声能量不断向低频域转移，周期

信号的特征响应不断增强。因此级联随机共振系统与

单级随机共振系统相比具有更好的滤波降噪特性。在

中介轴承的故障诊断中，利用级联随机共振系统对故

障信号进行处理，能够更好的实现噪声频率与故障特

征频率的分离，从而实现对中介轴承的故障诊断。

2 基于 AFSA的级联双稳态随机共振系统

随机共振系统的降噪能力主要取决于双稳态结

构参数 a、b 的影响，若 a、b 的选取不当，则故障信号

很难与系统双势阱之间产生随机共振，进而无法实现

故障特征信息与噪声频率的分离。因此，本文采用

AFSA 对级联随机共振系统的结构参数 ai、bi 进行优

化。AFSA 是由李晓磊等[16]提出，根据鱼群在外部环境

下的生物行为（觅食、聚群、追尾等）对鱼群的所有个

体进行寻优，并根据目标函数对优化的个体进行评

价，进而找到鱼群中的最优个体。

AFSA 具有较好的全局搜索能力，在优化参数的

过程中具备较好的鲁棒性和收敛能力，利用 AFSA 优

化双级联随机共振的具体步骤如下：

（1）鱼群初始化。首先需要确定 a1,b1,a2,b2 的寻优

范围，在范围内随机生成 N 个个体构成第 1 代人工

鱼群体作为初始种群；

（2）计算目标函数。在 AFSA 中，为了探寻算法优

化的方向需要计算人工鱼群个体当前位置的食物浓

度 Foc(X)（目标函数）并在群体中进行比较，将浓度最

大的人工鱼个体状态赋值给公告牌。本文采用输出信

噪比来构造目标函数，定义目标函数为

Foc(X)=NSNRout(a1,b1,a2,b2,x) （5）

式中：NSNRout 为输出信噪比，定义为

NSNRout=101g PSig-pas
PNig-pas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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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Sig-pas 为输出信号的功率谱密度；PNig-pas 为背景

噪声的功率谱密度。

（3）个体行为评价及最优个体的更新。选择人工

鱼群个体要执行的行为，包括觅食、聚群、追尾行为

等。通过对个体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执行选择的

个体行为，从而生成新的鱼群个体。执行完 1 次个体

行为后再次计算鱼群个体当前位置的食物浓度 Foc(X)
并与公告牌值进行比较，将浓度较大的个体状态赋值

给公告牌。

利用AFSA优化级联随机共振的原理如图1所示。

3 仿真信号验证

为了验证基于 AFSA 的级联双稳态随机共振系

统的有效性，采用所建立系统对仿真信号进行分析。

对正弦信号施加噪声强度为 D的高斯白噪声 祝(t)构成

输入信号 x(t)。
经典的随机共振理论必须满足绝热近似条件，即

信号幅值 A、噪声强度 D、信号频率 f0 均小于 1。因此

设 A=0.3，f0=0.03 Hz，D=0.6，采样频率 fs=5 Hz。则第 1

级双稳态系统的模拟输入信号为

x(t)=Asin (2仔f0t)+祝(t) （7）

加入高斯白噪声的模拟输入信号如图 2 所示。

设定级联双稳随机共振的结构参数可行域为 a1

∈（0,5]，b1∈（0,100]，a1∈（0,5],b2∈（0,100]。并设置最

大迭代次数 m=50。采用 AFSA 对双级联随机共振结

构参数 a1,b1,a2,b2 进行优化。最终获取最优结构参数

a1=2.793，b1=13.291，a2=4.153，b2=63.083。双级联随机

共振系统输出信号如图 3 所示。同时采用未对结构参

数进行优化的双级联随机共振系统对输入信号进行

增强，其处理结果如图 4 所示。

从图 3、4 中可见，相对于图 2 的输入信号，采用

级联随机共振对输入信号进行处理后，时域信号的周

期性明显增强，噪声得到明显抑制，原始信号故障频

率更加明显地显示出来；特征信号的周期性更加明

显，特征频率的峰值更加突出，具有更好的降噪性能。

因此基于 AFSA 的随机共振系统优于未优化的随机

共振系统。

4 试验验证

为了验证提出的基于 AFSA 的级联随机共振系

统的有效性与实用性，对滚动轴承试验数据进行测

试。选取振动试验台的驱动端加速度信号代入第 2 部

分模型计算，采样频率为 12000 Hz，轴承转速为 1797

r/min，故障种类为外圈故

障，故障损伤直径为 0.1

778 mm，经轴承故障理论

特征频率计算得 f=107.3
Hz。得到的外圈故障的时

域信号如图 5 所示。

利用 AFSA 对级联随机共振系统参数进行优化，

设定级联双稳随机共振的结构参数可行域为

a1∈（0,5]，b1∈[104,106]，a1∈（0,5]，b2∈[104,106]，最大迭

代次数 m=50。最终获取最优结构参数为 a1=0.071，

b1=688440.825，a2=43.018,b2= 362944.081。

对处理后的故障信号进行包络分析，得到的包络

谱如图 6 所示。

从图中可见，经过随机共振后的故障信号的包络

图 1 基于 AFSA级联随机共振原理

Time/s Frequency/Hz

图 2 仿真输入信号时域频谱

Time/s Frequency/Hz

图 3 AFSA 优化结构参数后输出信号

Time/s Frequency/Hz

图 4 未优化结构参数输出信号

图 5 外圈故障时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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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频率成分清晰，可以清

楚地看到外圈的故障频率

（107.3 Hz）及其 2 倍频，同

时可以观察到以故障特征

频率为中心，以转频为边

带的各种调制频率。提取的频率是 107.7 Hz，因此，计

算误差值小于 0.1%。通过包络谱明显看出在轴承外

圈发生故障。因此利用基于 AFSA 优化的级联随机共

振能够有效地提取工程中轴承故障的特征频率，进而

实现对滚动轴承的故障诊断。

5 结论

本文提出的基于 AFSA 的级联双稳态随机共振

系统对微弱特征信号的提取方法，在转子滚动轴承故

障的诊断和检测中得到以下结论。

（1）与一般降噪提取特征信息的方法不同，利用

级联双稳态随机共振对微弱信号的增强作用，能够更

好地保留和获取故障特征信息；

（2）利用人工鱼群算法对级联随机共振结构参数

进行优化后效果显著，输出信号的周期性明显增强；

（3）采用本文所建立的轴承故障诊断方法，可以

更加有效提取滚动轴承故障特征频率，且与理论值的

误差小于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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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球轴承外圈滚道发生的剥落故障，利用视频显微镜、扫描电镜等设备对剥落外圈滚道表面进行宏、微观

观察和分析，明确故障外圈的剥落性质为滚动接触疲劳。在滚道剥落起始位置存在严重的碳化物偏聚现象，在未剥落区存在大量由

于基体碳化物脱落所致的麻坑，在滚道表面局部可见机加过程中混入的氧化铝颗粒，导致表面划伤和剥落。经分析表明：碳化物偏

聚及残留的氧化铝颗粒是引起轴承外圈剥落的主要原因。建议在原材料生产过程中严格控制碳化物的形状、尺寸及分布状态，避免

碳化物偏聚，同时在机加过程中优化磨削加工、表面清洗等工艺，消除滚道表面残留的氧化铝颗粒。

关键词：球轴承；疲劳剥落；滚动接触疲劳；碳化物偏聚；氧化铝颗粒；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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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lling Mechanism Analysis on Outer Ring of Aeroengine Ball Bearing
LI Qing1袁YANG Chun-hui2袁TONG Wen-wei1袁CHEN Chun-sheng1袁ZHANG Qian1袁HAN Zhen-yu1袁WANG Li1

渊1.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曰 2. Shenyang Area 2nd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Room
of Air Force Equipment Department袁Shenyang 110042袁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spalling failure of the outer ring raceway of aeroengine ball bearing袁the surface of the spalling outer ring
raceway was observed and analyzed by video microscope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It was clear that the spalling property of fault
outer ring was rolling contact fatigue. There was serious carbide segregation at the starting position of the raceway spalling袁and there were a
lot of pits in the no spalling areas due to the shedding of the matrix carbide袁and the alumina particles mixed in the process of machining
could be seen locally on the raceway surface袁which leaded to the surface scratch and spall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carbide segregation and
residual alumina particles are the main causes of the bearing outer ring spall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hape袁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carbides should be strictly controlled in the process of raw material production to avoid the segregation of carbides袁and the grinding process
and surface cleaning should be optimized in the process of machining to eliminate the residual alumina particles on the raceway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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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轴承对航空发动机的工作性能、寿命、各项经济

指标及可靠性都有很大影响。主要用来支撑机械旋转

体、转动轴或其他旋转零件，引导旋转运动，减小设备

在传动过程中的机械载荷摩擦系数。其运转条件为高

温、高速、重载，所以是故障多发部件。一旦失效，就会

导致转子振动加大、振动状态或轴心轨迹形状发生变

化，严重影响发动机的使用和安全，甚至在某些情况

下，导致机毁人亡的严重后果[1-5]。轴承失效原因很多，

也存在多种模式，按其最初失效的原因可分为接触疲

劳剥落、断裂和开裂、磨损、腐蚀、塑性变形和电蚀 6

大类。其中接触疲劳剥落为轴承最常见的失效模式，

钢中夹杂物、钢中碳化物、热处理质量、磨削加工等均

是轴承抗疲劳剥落性能的重要影响因素[6]。

目前，国内外对滚动轴承的疲劳破坏机理存在不

同意见。Miller 等[7]研究认为，滚动接触疲劳主要有 2

种形式：亚表层（subsurface）起始的滚动接触疲劳和

近表层（near-surface）起始的滚动接触疲劳，前者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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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外圈滚道表面能谱分析结果

裂纹的引起是由于宏观接触产生的剪切应力，常出现

在应力比较集中的地方，后者由于接触表面的粗糙

度、润滑油中含有污染杂质使局部应力扰动导致疲劳

裂纹的产生；郑逊昭等[8]认为，接触疲劳浅层剥落在亚

表面最大应力夹杂缺陷处形成微孔洞，应变使得微孔

洞变大，通过微孔洞扩展连接并贯穿聚集，最终失稳

并沿阻力最小途径扩展，与表面相连形成剥落坑；

John 等[9]介绍了在正常条件下，轴承表面材料受高接

触应力的反复作用，在表面或亚表面处萌生裂纹，导

致滚动轴承的疲劳失效破坏；Necla 等[10]总结了微裂

纹起源点理论，提出微裂纹可能产生于表层并向材料

内部扩展。

某发动机轴承在工作后检查，发现外圈滚道发生

了剥落故障。故障轴承为球轴承，外圈和钢球材料为

轴承钢 Cr4Mo4V。在 YB/T 688-1976 标准中各元素的

质量分数，Mo 元素为 4%～4.5%、Cr 元素为 3.75%～

4.25%、V 元素为 0.9%～1.1%、其余为 Fe 元素。外圈

硬度 HRC 设计要求为 60～64。本文针对剥落轴承外

圈进行断口的宏观与微观、材质分析等工作，确定故

障轴承的剥落性质，分析剥落原因，提出了改进建议。

1 检查与分析结果

1.1 宏观观察

故障轴承外圈滚道表面未见高温变色现象，也没

有外物损伤痕迹。滚道剥

落区宏观形貌如图 1 所

示。从图中可见，剥落位于

滚道中间区域，呈约 86

mm×20 mm 的长条形。

1.2 微观观察

故障轴承外圈滚道表

面剥落起始区微观形貌如

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剥

落呈层状特征，为多块剥

落连接所成。利用背散射

观察该剥落起始区，可见

大量白色片状物质，对白

色物质进行能谱分析，结果如图 3 所示。白色片状物

质中的 Mo、V 元素质量分数明显高于轴承基体，表明

该白色片状物质为轴承外圈基体中的碳化物。

放大观察剥落区，未见明显的外来物质及异常损

伤痕迹，可见疲劳弧线特征和挤压痕迹，但剥落程度

较浅，如图 4 所示。结合宏观形貌特征判断，外圈滚道

表面剥落为滚动接触疲劳所致[11-15]，剥落部位局部也

可见大量碳化物，如图 5 所示。

放大观察外圈滚道未

剥落区表面，可见大量的

麻坑（如图 6 所示），部分

麻坑已连通，如图 7 所示。

这些麻坑为轴承外圈基体

碳化物脱落所致。滚道表

面碳化物分布不均匀，存

在偏聚[16]现象。偏聚碳化物

的剥落加剧钢球和外圈滚道表面接触的不连续性，在

正压力和摩擦力的周期性作用下，在滚道表面麻坑部

位产生塑性变形，使表面塑性区温度升高。当表面塑

性流动达到产生裂纹的程度时，裂纹萌生，裂纹在周

期性挤压循环中逐渐扩展，当裂纹长度达到断裂临界

值时，材料被剪断，产生薄片状磨屑，即发生剥落[17]。

图1 外圈滚道剥落区宏观形貌

（a）轴承外圈滚道表面 （b）白色片状物质

图 4 剥落区微观形貌

（a）低倍 （b）放大

图 5 外圈滚道剥落区碳化

物偏聚形貌

图 2 外圈滚道剥落起始区

微观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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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背散射下观察外圈滚道表面，局部可见黑色物

质，此处多伴有划伤和剥落，如图 8 所示。对黑色物质

进行能谱分析，结果见表 1。主要为 Al 和 O 元素，表

明该黑色物质为铝的氧化物颗粒。轴承在正常保存、

运输、使用等环节不会存在铝的氧化物颗粒，而在新

品轴承外圈滚道表面发现铝的氧化物颗粒，表明铝的

氧化物颗粒是在轴承机加过程中所混入。

在轴承滚道表面残留硬度较高、形状不规则的氧

化物颗粒，在周期性或脉动载荷作用下，会导致滚道

表面局部产生应力集中，降低轴承的接触疲劳抗力，

促使疲劳裂纹或疲劳剥落的过早萌生[1]。

1.3 材质分析

1.3.1 能谱分析

对故障轴承外圈基体进行能谱分析，结果见表2。

主要合金元素质量分数与轴承钢 Cr4Mo4V 的标准成

分（YB/T 688-1976）基本相符。

1.3.2 金相分析

故障轴承外圈基体的

组织形貌如图9所示，该组

织为回火马氏体+碳化物组

织，未见夹杂等冶金缺陷。

1.3.3 硬度（HRC）测试

对故障轴承外圈基体进行硬度（HRC）测量，结果

见表 3。符合设计要求，轴承未发生超温现象。

2 分析与讨论

通过以上检查和分析可知，在轴承外圈滚道表面

发生了滚动接触疲劳剥落。

接触疲劳是工件表面在周期脉动接触压力长期

反复作用下引起的 1 种表面疲劳损坏形式。滚动接触

疲劳损伤是轴承常见的失效模式之一，主要特征表现

在疲劳初期引起表面金属小片剥落，在表面上形成麻

坑。当麻坑较小时，在循环应力作用下可被磨平；当尺

寸较大时，麻坑逐渐变成舌状[18]，造成接触表面的不

连续。即在轴承工作过程中，滚道表面的碳化物脱落。

如果碳化物弥散分布且尺寸较小，碳化物脱落后，麻

坑可以被钢球碾平，对轴承的疲劳性能影响不大；如

果碳化物偏聚严重或尺寸较大，轴承滚道表面的不连

续面积不能被钢球碾平，这就会显著削弱轴承钢的疲

劳抗力。轴承钢中碳化物形状、尺寸及分布状态对其

抗接触疲劳性能有较大的影响。大块状、粗粒状碳化

物容易引起应力集中，沿碳化物界面萌生裂纹，导致

接触疲劳寿命降低[19-20]。因此，轴承钢中的碳化物以细

小、弥散分布为佳。

碳化物偏聚[21-23]是故障轴承外圈滚道过早发生疲

劳剥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次发生故障的轴承外圈滚

道表面剥落区存在严重的碳化物偏聚现象，在未剥落

区表面也可见大量由于碳化物脱落产生的麻坑，且部

分麻坑已连通，如果轴承继续工作，连通的麻坑可能

发展成新的剥落区。

轴承外圈滚道表面残留铝的氧化物颗粒与滚道

加工过程中的细磨、精磨直接相关。在外圈冷加工时，

滚道表面的碳化物受到砂轮磨粒切线方向的切削冲

击，一旦碳化物脱落，或由于其他原因导致滚道表面

不平滑，砂轮、精研油石的磨粒就会镶嵌在滚道表面，

滚道表面残留铝的氧化物颗粒硬度较大，会起到磨料

的作用，在轴承工作过程中易使滚道表面产生划伤和

麻点等缺陷，从而促进疲劳剥落。因此，轴承滚道表面

存在的铝的氧化物颗粒也是导致故障轴承疲劳寿命

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3 总结及建议

（1）某发动机故障球轴承外圈滚道表面剥落为滚

图 9 轴承外圈金相组织

Mag=1.00KX 10 滋m

图 8 外圈滚道宏观未剥落区表面残留铝的氧化物颗粒

（a）滚道中部 （b）滚道边缘

Mag=1.00KX 10 滋m Mag=1.00KX 10 滋m

质量分数

YB/T 688-1976

V

1.08

0.9 ~1.10

Cr

4.23

3.75~4.25

Fe

90.50

余量

Mo

4.19

4.00~4.50

表 2 故障轴承外圈基体能谱分析结果 wt /%

O Al Si Ti V Cr Fe Mo

质量

分数
22.75 48.81 1.21 1.24 1.32 6.51 13.95 4.21

表 1 外圈滚道表面黑色颗粒能谱结果 wt/%

HRC

外圈基体HRC

设计要求 HRC

部位 1

62.0

60～64

部位 2

62.5

60～64

部位 3

62.5

60～64

表 3 故障轴承外圈基体硬度（HRC）测量结果

测试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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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接触疲劳所致；
（2）滚道表面的碳化物偏聚以及残留有铝的氧化

物颗粒是故障球轴承外圈过早发生疲劳剥落的主要
原因；

（3）建议控制原材料碳化物的原始形状、尺寸及
分布状态，在机加过程中改善磨削加工、滚道表面清
洗等工艺，避免滚道表面残留铝的氧化物颗粒，提高
轴承滚道的接触疲劳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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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CA-LMD 的滚动轴承信号混合特征

选取与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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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为了对非平稳、低信噪比的轴承振动信号进行分析，提出 1 种基于 PCA-LMD 的滚动轴承振动信号混合特征选取及智能

故障诊断方法。基于 Hankel 矩阵对实测轴承振动信号进行主成分分析（PCA）降噪处理。对降噪后的非平稳信号进行局部均值分解

（LMD），得到一系列具有瞬时物理意义的乘积函数（PF）。通过特征分析和对比，选取前 5 阶 PF 分量的能量比特征、样本熵、均方根及

波形指标作为信号混合特征向量。将特征向量输入到支持向量机（SVM）分类器进行训练与测试，从而实现故障诊断。结果表明：通过

对包含不同故障程度的滚动体、内圈、外圈故障的轴承实测数据进行分析，故障诊断正确率达到 98%，验证了本方法的有效性，对航

空发动机轴承的故障诊断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混合特征选取；主成分分析；降噪；局部均值分解；支持向量机；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4.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5.004

Hybrid Feature Selection and Fault Diagnosis of Rolling Bearing Signals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Denoising and Local Mean Decomposition渊PCA-LMD冤

ZHU Tian-xu袁ZANG Chao-ping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bearing vibration signals with nonstationarity and low signal-to-noise ratio袁a hybrid feature selection
and intelligent fault diagnosis method of rolling bearing vibration signal were proposed based on PCA-LMD. Based on the Hankel matrix袁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渊PCA冤and denoising of the measured bearing vibration signal wer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Product
Functions 渊PF冤with instantaneous physical meaning were obtained by Local Mean Decomposition 渊LMD冤of nonstationary signal after
denoising.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features袁the energy ratio feature袁sample entropy袁root mean square and waveform
index of the first 5 PF compon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hybrid eigenvectors of the signal. The eigenvectors were input into Support Vector
Machine渊SVM冤classifier for training and testing to realize fault diagno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rect rate of fault diagnosis is 98% by
analyzing the measured data of rolling body袁inner ring and outer ring which contain different fault degree. The validity of this method is
verified袁and i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fault diagnosis of aeroengine bea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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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的滚动轴承长期工作在高温、高压和

交变负载条件下，是故障发生频率较高的部件之一[1]。

滚动轴承的故障诊断方法研究对航空发动机的维护

与减少飞行事故具有重要意义[2]。滚动轴承故障特征

往往呈现于振动信号中，可以利用振动信号进行滚动

轴承故障诊断。

基于轴承振动信号的故障诊断，主要由轴承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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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预处理、特征提取及故障诊断 3 部分组成。故障

特征提取及其故障诊断方法可分为时域法[3]、频域法[4]

及时频域法[5]。由于轴承信号往往呈非平稳、非线性[6]，

且信号常淹没在噪声当中[7]，如何进行信号的预处理

以及提取正确的轴承故障特征是诊断的难点。近年来

预处理常用方法有小波降噪[8]、奇异值分解（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SVD）降噪[9]、主成分分析（Prin-

ciple Component Analysis，PCA）降噪[10-11]等。本文采用

PCA 降噪的方法进行轴承振动信号预处理，旨在研

究 1 种在 PCA 降噪基础上的时域特征提取及故障诊

断方法。轴承振动信号的时域特征提取方法包括原始

信号的时域特征直接提取、基于自适应分解的轴承振

动信号分解及分解得分量的时域特征提取及上述 2

种方法的组合。基于时域特征的故障诊断多利用智能

化的方法实现。Xu 等[12]通过对信号进行混合降噪，将

提取降噪后信号 LMD 分解得到的能量比特征作为故

障特征，通过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Least Square Sup-

port Vector Machine，LSSVM）实现了滚动轴承的故障

诊断；刘乐等[13]通过提取经 LMD 分解得到的模糊熵

作为轴承的故障特征，并通过概率神经网络（Proba-

bilistic Neural Network，PNN）实现滚动轴承的故障诊

断；黄文静[14]将原始信号的均值、标准差、峭度、偏度、

样本熵和经 LMD 分解得到的能量特征结合以表征轴

承的真实运行情况，并使用粒子群优化的 BP 神经网

络进行诊断，获得了不错的结果。尽管上述方法都取

得了很好的结果，却忽略了轴承在不同故障深度情况

下，不同类型故障信号的时域特征的分析情况；也没

有分析故障深度变化对故障分类效果的影响。事实

上，故障信号的时域特征随着轴承故障深度的加大而

发生变化，但不同故障信号的时域特征变化情况不

同，会导致不同故障类型、不同故障深度的时域特征

有所重叠，给故障诊断带来困难。

本文在对轴承振动信号进行 PCA 降噪处理的基

础上，分析了不同故障类型信号经 LMD 分解所得 PF

分量的几种时域特征分别在不同故障深度下，对不同

故障类型的分类情况及故障深度变化对所选取的时

域信号分类效果的影响；并采用处理小规模数据具有

一定优势[15]的支持向量机（SVM）机器学习方法对故

障信号进行分类与判断。

1 基于 PCA-LMD 混合特征及 SVM 的滚动

轴承故障诊断方法

本文的轴承故障诊断方法主要由以下 4 个步骤

组成，其流程如图 1 所示。

首先，对轴承振动信号进行 PCA 降噪；其次，对

降噪后的轴承振动信号进行 LMD 分解；再次，提取分

解得到的 PF 分量混合特征以表征轴承的运行情况；

最后，将提取到的混合特征输入到支持向量机多分类

器进行诊断。

1.1 PCA 降噪

近年来，PCA 降噪的主要思路为：对单一信号进

行相空间重构，将信号扩展为多维，而后进行主成分

分解与重构，PCA 降噪的具体方法见文献[11]。

1.2 局部均值分解

LMD 局部均值分解是 1 种自适应时频分析方

法，对于 1 个信号，局部均值分解可以将其分解为一

系列 PF 分量，每阶 PF 分量都是由 1 个包络信号和 1

个纯调频信号相乘得到的单分量调幅 - 调频信号，其

具体的步骤见文献[16]。对 1 个降噪后的轴承振动信

号 XR(nt)的分解结果为

XR(nt)=∑k
p=1PFp(nt)+uk(nt) （1）

式中：PFp 为 LMD 分解得到的第 p 阶 PF 分量；uk 为

LMD 分解完成后的残余分量。

局部均值分解可采用滑动平均法[17]对局部均值

函数和局部包络函数[18]进行平滑处理。滑动平均法的

步长对于分解结果的好坏有很大影响，轴承振动信号

的非平稳特性使得滑动平均法分解结果并不理想；通

过样条插值代替滑动平均求取局部均值和局部包络

函数，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分解效果。故本文采

用 3 次样条插值代替滑动平均法求取局部均值函数

和局部包络函数。

1.3 PF 分量特征提取

提取了降噪后信号 XR 经 LMD 分解所得 PF 分量

的能量比特征、样本熵特征、均方根特征、均值特征、

歪度特征、峭度指标特征、波形指标特征、脉冲指标特

征及裕度指标特征共 9 类特征。通过使用单一特征进

行故障诊断与分类，得到一系列故障诊断结果。根据

诊断结果最终选取对于不同故障数据可分性较好的

图 1 轴承故障诊断方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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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比特征、样本熵特征、均方根值特征、峭度指标特

征及波形指标特征作进一步分析与选取。

1.3.1 能量比特征

对于降噪后的轴承振动信号 XR，LMD 可以将其

分解为多阶 PF 分量，各阶 PF 分量的能量与总能量

的比值为能量比特征，反映了各阶分量在能量上的混

乱程度。其第 k 阶 PF 分量能量比特征为

pk=
Ek
E =∑N

j=1PF2
k(j)

∑N
i=1Ei

（2）

式中：PFk 为第 k 阶 PF 序列第 j 个元素值；Ei 为第 i
阶 PF分量所包含的能量；E 为各阶 PF 分量的总能

量；pk 为第 k 阶 PF 分量的能量占比。

1.3.2 样本熵

样本熵可以反映时间序列的复杂程度，对于第 k
阶 PF 分量[PFk(1),PFk(2),PFk(3)…PFk(N)]，其样本熵计

算步骤如下。

给定维数 m，根据原始序列形成矢量 M（i）
M(i)=[PFk(i),PFk(i+1)…PFk(i+m-1)]，

i=1,2,3…N-m+1 （3）

定义矢量 M(i)与 M(j)之间的距离为

d(i,j)=max|PFk(i+l)-PFk(j+l)|，
l=0,1,2…m-1 （4）

设定相似容限参数 r，对于每个给定的 M(i)，统计

其小于 r 的 d(i,j)的点位数 Ki 及其与样本总数 N-m+1

的比值，记作

Bm
i(r)= Ki

N-m+1 ,i,j=1,2,3…N-m+1，i屹j （5）

求取 Bm
i(r)的平均值得

Bm(r)= 1
N-m+1 ,移

i=1

N-m=1
,Bm

i(r) （6）

令 m+1，重复步骤（3）~（6），得到 Bm+1(r)；由此，可

得此 PF 分量序列的样本熵为

S(m,r)=lim
N→∞

-ln B
m+1(r)
Bm(r)蓘 蓡 （7）

若 N 为有限值，那么长度为 N 的序列的样本熵

的估计值为

S(m,r,N)=-ln B
m+1(r)
Bm(r) （8）

本文设置样本熵模式维数为 2，对其相似容限参数设

置为 0.25stdk，stdk 为选取序列的标准差。

1.3.3 均方根值

均方根值是 1 种传统的有量纲时域特征，对长度

为 N 的第 k 阶 PF 分量序列，均方根值特征定义为

姿PFk_RMS= 1
N ∑N

i=1x2
i姨 （9）

1.3.4 峭度指标

峭度指标特征是 1 种传统的无量纲时域特征，反

映了轴承的冲击成分，对于长度为 N 的第 k 阶 PF 分

量序列，其峭度指标特征定义为

姿PFk_Kurt=
1
N ∑N

i=1（PFk（i）-P軈F軈k）4

1
N ∑N

i=1（PFk（i）-P軈F軈k）2蓸 蔀 2 （10）

式中：P軈F軈k 为第 k 阶 PF 分量的均值。

1.3.5 波形指标

波形指标是 1 种传统的无量纲时域特征，对长度

为 N 的第 k 阶 PF 分量序列，其波形指标特征定义为

姿PFk_shape= 姿PF_RMSk
1
N ∑N

i=1|xi|
（11）

1.4 支持向量机

支持向量机是 1 种二分类器，是 1 种机器学习方

法，在处理小规模数据分类方面，其效果优于神经网

络等分类器，支持向量机的主要步骤见文献[18]。由于

支持向量机只能处理二分类问题，而轴承的故障诊断

是多目标分类问题，必须对支持向量机使用方法做出

改变，才可适用。传统的支持向量机多目标分类器有1

对 1 和 1 对多 2 种形式，本文采用 1 对 1 的形式构建

支持向量机多目标分类器，用于滚动轴承的故障诊断。

2 试验分析

试验数据来源于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实验室的轴

承故障数据库[19]，试验用轴承为 SKF6205RS 深沟球

轴承，轴承的内、外径和宽度分别为 25、52、15 mm，钢

球直径为 7.94 mm，节圆直径为 39.04 mm。轴承位于

电机驱动端，采用加速度传感器采集信号，采样频率

为 12 kHz，使用电火花切割轴承内、外圈，滚动体制

造单点损伤，电机转速为 1797、1772、1750 及 1730

r/min，损伤点直径分别为 0.1778、0.3556 和 0.5334

mm，其不同损伤点直径对应的故障信号分别定义为

轻微、中度和严重故障信号。使用每组信号前 40960

个点位的数据进行截断，截断成 10 组，每组长 4096

个点位，共 400 组，由于转速为 1750 r/min、中度故障

的滚动体故障信号缺失，使用转速为 1772 r/min、中

度故障的滚动体故障信号后 40960 个点位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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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故障深度变化引起的 PF分量能量比特征重叠

（a）轻微流动体 - 严重内圈 （b）中度外圈 - 严重流动体

2.1 PCA 降噪

以轴承转速为 1772 r/min、轻微内圈故障信号为

例，验证 PCA 降噪的效果。内圈故障的时、频域信息

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信号存在明显的噪声，据文

献[13]，噪声会使轴承振动特征频率产生偏移，增加故障

特征提取的难度。因此，需要对原始信号进行预处理。

选取 Hankel 矩阵的行数 m=2048，列数 n=2049，
则Hankel 矩阵的主成分数为 2049，可用特征值数为

2048，对根据内圈故障数据构建的 Hankel 矩阵进行

主成分分解，得到其特征值 姿 和累计方差贡献率如

图 3 所示，累计方差贡献率及特征值见表 1。从图中

可见，对于分解得到特征值，其主要特征值集中在前

500 个，对应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0.9543，而后方

1548 主成分的贡献率仅为 0.0457。从表中可见，随着

特征值数的增大，每提升

0.05 的累计方差贡献率所

需的特征值数也在不断增

加，从 0.90 增大到 0.95 需

要 164 个特征值，而从

0.95 增大到 0.99，则需要

435 个特征值。

可见，后方较小的特征值及其所对应的主成分对

数据的贡献率较小，且随着特征值数的增加，其对数

据的贡献率在不断减小，因此，选取贡献率为 0.90 为

判据进行降噪，结果如图 4、5 所示。

从图 4、5 中可见，降噪后信号的域波形没有发生

太大变化，而其频谱的毛刺被去除很多，变得更加光

滑，且突出了故障特征频率。据此，在 PCA 降噪的基

础上进行特征提取是有效的。

2.2 混合特征提取

对降噪后的内圈故障信号进行 LMD 分解，得到

的结果如图 6、7 所示。从图 6 中可见，LMD 将信号自

适应分解成 6 个 PF 分量；从图 7 中可见，6 个分量所

处频段大小依次降低，同时，发现其主要的频率信息

集中在前 5 阶 PF 分量中，故本文选取前 5 阶 PF 分

量作为分析用 PF 分量。

2.2.1 能量比特征

现以在1730 r/min转速下，3种故障深度的滚动体、

内圈与外圈故障为例，进行

故障特征的研究与选取，每

种深度的故障信号 8 组，所

得的结果如图8、9 所示。

图 2 内圈故障信号时频域信息

图 3 特征值 姿及其累计

方差贡献率

图 4 降噪信号与原始信号

频域图像

图 5 降噪信号与原始信号

时域图像

图6 信号LMD分解时域信息 图7 信号LMD分解频域信息

图 8 不同故障不同程度的信号 PF分量能量比值特征

（a）时域 （b）频域

表 1 累计方差贡献率及特征值

特征值数

79

96

117

141

174

累计贡献率

0.60

0.65

0.70

0.75

0.80

个数差

17

21

24

33

特征值数

227

313

477

912

累计贡献率

0.85

0.90

0.95

0.99

个数差

53

86

164

435

（a）轻微

（b）中度 （c）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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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8 中可见，在单一故障深度下，PF 分量能量

比特征可以区分轻微故障信号和中度故障信号。对于

轻微故障，可分性较好的特征为前 2 阶；对于中度故

障，可分性较好的特征为第 2、3 阶；对于严重故障，其

对内外圈故障信号的可分性不大，但可区分滚动体故

障与其余 2 类故障。由故障深度的变化，轻微滚动体

故障信号和严重内圈故障信号 PF 分量能量比特征产

生一定的重叠，严重滚动体故障信号和中度外圈故障

信号的PF分量能量比特征也产生一定的重叠（图9）。

综上，采用能量比特征作为混合特征之一，但由

于能量比特征产生了多处重叠，需要其他特征来补充

能量比特征的不足。

2.2.2 峭度特征

进一步对比不同故

障、不同深度的故障信号

PF 分量的峭度指标特征，

如图 10、11 所示。

从图 10 中可见，在同一故障深度下，PF 分量峭

度指标特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区分 3 种故障信号，故

可以对 PF 分量能量比特征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但

是，PF 分量峭度指标特征稳定性较差；对于轻微故

障，外圈故障信号后 4 阶特征稳定性较差，内圈与滚

动体故障信号后 3 阶特征稳定性也较差；对于中度故

障，滚动体信号和内圈信号的第 1 阶特征稳定性不

好；对于严重故障，外圈故障信号的 PF 分量峭度指

标特征稳定性不好。

从图 11 中可见，由于

故障深度的变化以及受 PF

分量峭度指标特征本身稳

定性的影响，轻微滚动体

故障信号和中度外圈故障

信号的 PF 分量峭度指标

特征产生了一定重叠。

虽然 PF 分量峭度指标特征对于故障信号有一

定的可分性，且可以对能量比特征起到一定的补充作

用，但其稳定性不好，本文最终未选取 PF 分量峭度

指标特征作为故障诊断用特征。

2.2.3 波形指标

同样，对比不同故障、

深度的故障信号 PF 分量

的波形指标特征如图 12、

13 所示。

从图 13 中可见，随着故障深度的变化，轻微与严

重滚动体故障信号同中度外圈故障信号的 PF 分量

波形指标特征产生一定的重叠，但轻微滚动体故障信

号和严重内圈故障信号的 PF 分量波形指标特征并

未因故障深度的变化而产生重叠，可以对 PF 分量能

量比特征起一定的补充作用。

PF 分量波形指标特征对故障信号有一定的可分

性，且可以对 PF 分量能量比特征起一定的补充作

用，本文采用 PF 分量波形指标特征作为混合指标的

1 种，但仍需要其他特征来补充其不足。

2.2.4 样本熵特征

对比不同故障、深度的

故障信号 PF 分量的样本

熵特征，如图 14、15 所示。

从图 14 中可见，在同一故障深度下，PF 分量样

本熵特征可以区分轻微故障信号和严重故障信号。对

于轻微故障，前 3 阶 PF 分量样本熵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区分 3 种故障信号；对于严重故障，前 4 阶 PF 分

图 10 不同故障不同程度的信号 PF分量峭度指标特征

图 11 故障深度变化引起的

PF分量峭度指标特征重叠

图 12 不同故障不同程度的信号 PF分量波形指标特征

图 13 故障深度变化引起的 PF分量峭度指标特征重叠

图 14 不同故障不同程度的信号 PF分量样本熵特征

（a）轻微

（b）中度 （c）严重

（a）轻微

（b）中度 （c）严重

（a）轻微流动体 - 严重内圈 （b）中度外圈 - 严重流动体

（a）轻微

（b）中度 PF （c）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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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故障信号数据

内圈故障信号

轻微 20 训练 /20 检验

中度 20 训练 /20 检验

严重 20 训练 /20 检验

60 组训练 /60 组检验

3

滚动体故障信号

轻微 20 训练 /20 检验

中度 20 训练 /20 检验

严重 20 训练 /20 检验

60 组训练 /60 组检验

2

正常信号

20 组训练 /20 组检验

20 组训练 /20 组检验

1

训练与检验集

合计

类标签

外圈故障信号

轻微 20 训练 /20 检验

中度 20 训练 /20 检验

严重 20 训练 /20 检验

60 组训练 /60 组检验

4

注院S 代表轻微故障曰M 代表中度故障曰H 代表严重故障遥 下同遥

表 3 故障诊断结果 1

外圈

故障

误诊

S0/M0/H0

内圈

故障

误诊

S0/M0/H0

滚动

体故

障误诊

S0/M4/H0

正常

信号

误诊

0

特征

a

诊断率

0.98

量样本熵特征有一定的可分性；对于中度故障，由于

滚动体故障信号第 1 阶 PF 分量样本熵稳定性不好，

滚动体与内圈故障信号的 PF 分量样本熵特征会产

生一定重叠。

考虑故障深度变化对 PF 分量样本熵特征的影

响，发现严重滚动体故障信号和中度外圈故障信号的

PF 分量样本熵特征产生了一定的重叠现象（图 15），

同时，由于轻微滚动体故

障信号与中度外圈故障信

号的样本熵特征并未因故

障深度的变化而产生重

叠，PF 分量样本熵可以对

PF 分量波形指标特征起

到一定的补充作用。

本文选用 PF 分量样本熵特征作为混合特征的 1

种，但需要其他特征补充 PF分量样本熵特征的不足。

2.2.5 均方根值特征

最后，对比不同故障、

深度的故障信号 PF 分量

的均方根值特征，如图 16、

17 所示。

从图 16 中可见，在同一故障深度下，PF 分量均

方根值特征可以有效地区分故障信号，可分性较好的

特征为前 3 阶 PF 分量均方根值特征。通过对比，发

现故障深度的变化并未使 PF 分量均方根值产生太

大的重叠。从图 17 中可

见，严重滚动体故障信号和

中度外圈故障信号的 PF

分量均方根值特征并未产

生重叠，故可以对前面所选

取的特征起到很好的补充

作用。

由 PF 分量均方根值特征可以有效地区分故障

信号，且可以对前面所选特征起到补充作用，本文选

取 PF 分量均方根值作为混合特征之一。

2.3 SVM 故障诊断的验证

采用 1 对 1 的形式构建支持向量机多目标分类

器进行故障诊断，考虑到转速对故障诊断的影响，使

用各种转速下故障与正常信号前 5 组特征作为训练

集，其余特征作为检验集，共有训练集 200 组，检验集

200 组，具体的数据见表 2。

为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采用本文特征（特征

a）进行 SVM 故障诊断，得到的结果见表 3。

从表中可见，故障诊断结果在中度滚动体故障处

出现 4 个错误，故障诊断正确率为 98%。

为检验考虑 PF 分量峭度指标混合特征的诊断

效果，使用特征 b，用峭度指标代替波形指标和特征

c，同时引入峭度指标和波形指标进行对比验证，得到

的结果见表 4。

从表中可见，对于特征 b，将 PF 分量峭度指标特

征替换掉 PF 分量波形指标特征后，滚动体故障、内

圈故障和外圈故障均出现了误诊，诊断率降为 95%；

相较于特征 a，分类效果变差。对于特征 c，在本文所

选特征的基础上加入PF分量峭度指标，对中度和严重

内圈故障诊断各出现1 个错误，故障诊断率略有降低。

进一步采用本文所使用特征与文献[13]使用的特

表 4 故障诊断结果 2

外圈

故障

误诊

S0/M3/H1

S0/M0/H0

内圈

故障

误诊

S0/M1/H1

S0/M1/H1

滚动

体故

障误诊

S0/M3/H1

S0/M3/H0

正常

信号

误诊

0

0

特征

b

c

诊断率

0.950

0.975

图 15 故障深度变化引起的

PF分量样本熵特征重叠

图 16 不同故障不同程度的信号 PF分量均方根值特征

图 17 严重滚动体故障与中

度外圈故障的信号 PF分量

均方根值特征

（a）轻微

（b）中度 （c）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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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故障诊断结果 3

外圈

故障

误诊

S13/M0/H0

S0/M3/H1

内圈

故障

误诊

S0/M14/H2

S7/M0/H0

滚动

体故

障误诊

S0/M5/H1

S0/M2/H1

正常

信号

误诊

0

0

特征

d

c

诊断率

0.825

0.930

征 d、文献[14]使用的特征 e，进行故障分类对比；在本

文所选取的分类条件下，所得结果见表 5。

从表中可见，对于特征 d，经过 SVM 故障诊断

后，在中度和严重滚动体故障处各出现 5 个和 1 个错

误，在中度和严重内圈故障处各出现 14 个和 2 个错

误，在轻微外圈故障处出现 13 个错误，错误主要集中

在内圈与外圈故障处；对于特征 e，发现其诊断结果

在中度和轻微滚动体故障处各出现 2 个和 1 个错误，

在轻微内圈故障处出现 7 个错误，在中度和严重外圈

故障处各出现 3 个和 1 个错误，主要在内圈故障处出

现一些错误。2 种方法的正确诊断率与本文方法对比

明显降低。

3 结束语

提出 1 种基于 PCA-LMD 混合特征的故障特征

提取方法，用 PCA 对轴承振动信号去噪，采用 PF 分

量样本熵、能量特征、均方根值和波形指标所构成的

混合特征进行支持向量机故障诊断，可以同时综合识

别轴承的不同故障类型、不同深度的故障，提高故障

诊断率。本方法可推广应用于航空发动机轴承的故障

诊断。在实际工程中常常存在同一特征对应多种不同

故障，同一故障又有多个特征的现象，给轴承的故障

诊断带来困难，使得利用混合特征进行诊断尤为重

要。如何融合各信号特征，特别是多种故障和多种故

障程度同时存在时的正确诊断，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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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混相回流泵送密封结构开启过程试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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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为了揭示油气混相回流泵送密封（OG-RPS）结构开启过程的动态泄漏特性和开启特性，分别进行 4 种典型密封结构的开

启过程运转试验。测量记录密封开启过程的动态泄漏量，进行泄漏特性和开启特性对比分析。结果表明：OG-RPS 的泄漏率变化分为

3 个明显的阶段，分别对应密封结构开启过程的 3 种状态，通过泄漏率变化可有效监测密封结构开启过程。随着线速度的增大，密

封结构未开启时泄漏率逐渐增大，泄漏率为正值；密封结构不完全开启时泄漏率逐渐减小，泄漏率为正值；密封完全开启时泄漏率

逐渐减小，泄漏率为负值。槽数为 12 个、槽深为 5 滋m 和槽坝比为 0.7 的 OG-RPS 结构密封性能和开启性能最佳。研究成果为

OG-RPS 的优化设计、理论分析验证及实际应用提供了基础，并建立了 1 种基于泄漏率监控密封结构开启过程的方法。

关键词：油气混相；密封；泄漏；开启过程；运转试验；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5.005

Test Analysis on the Opening Process of Oil-gas Miscible Reflux Pumping Seal
LI Qing-zhan1袁LI Shuang-xi1袁ZHENG Rao1袁ZHONG Jian-feng2袁LI Shi-cong1袁LIAO Hao-ran1

渊1. Research Center of Fluid Sealing Technology袁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袁Beijing 100029袁China曰2. 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袁Zhuzhou Hunan 412002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dynamic leakage characteristics and open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il-gas miscible reflux pumping
seal渊OG-RPS冤structure during the opening process袁four typical seal structures were tested during the opening process.The dynamic leakage
of seal opening process were measured and recorded and the leakage characteristics and opening characteristic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akage rate of the OG-RPS is divided into three obvious stages袁which correspond to the three states of
the opening process of the seal structure袁and the opening process of the seal can be effectively monitored by the change of the leakage rate.
With the increase of linear velocity袁the leakage rate increases gradually when the seal structure is not opened袁and the leakage rate is
positive.When the seal structure is not fully opened袁the leakage rate decreases gradually袁and the leakage rate is positive.When the seal
structure is fully opened袁the leakage rate decreases gradually袁and the leakage rate is negative.The properties of seal and opening of OG-
RPS structure with 12 slots袁5滋m depth and 0.7 ratio are optimum.A method of monitoring the opening process of seal structure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leakage rate袁which provides the basis for OG-RPS optimization design袁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 oil-gas miscibility曰seal曰leakage曰opening process曰operational test曰aeroengine

0 引言

油气混相回流泵送密封是近些年国际上发展的

1 种基于油气混相润滑技术，是以气体密封油液的新

型动压密封，适用于高转速和油气混相介质的工况，

实现气封液[1]和零泄漏[2-3]。OG-RPS 技术对航空发动

机、液体火箭发动机等重要设备[4-5]上的密封结构有参

考和借鉴意义。目前，关于 OG-RPS 的研究偏少，其

他动压密封的研究成果可为之提供参考。在理论分析

方面，Faria 等[6]用有限元法分析结构参数对端面泄漏

率等稳态性能的影响；陈汇龙等[7]采用空化模型[8]模拟

内流场特性，研究工况参数对密封泄漏特性的影响；

郝木明等[9]对泵出型螺旋槽机械密封端面间隙气液两

相流进行数值分析，发现液相介质会在密封结构端面

内径处发生少量泄漏。此外，众多学者还研究了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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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操作参数[10-11]和结构参数[12]对密封泄漏特性的影

响，将研究方向转向参数优化设计方面。陈汇龙等[13]

以泄漏量为优化目标，利用响应面法对密封结构参数

进行优化设计，给出最优参数取值范围；丁雪兴等[14]

对比分析 2 种不同槽型的液体上游泵送密封结构，通

过计算 2 种槽型的密封泄漏量，得出较优的槽型结

构；李欢等[15]对油气两相动压密封结构端面结构参数

进行正交优化设计，得到稳态工况下的最优动压槽结

构参数。在试验研究方面，王晓彦等[16]对中间开槽、双

列同向及双列反向 3 种槽型的密封结构进行不同工

况下的水介质试验，得到泄漏量与密封参数之间的关

系；李小芬等[17]、李欢[18]采用喷油试验验证了动压密封

在油气两相介质工况下应用的可行性。

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单相、稳态分析和优化设计

方面，对混相介质密封及其试验的研究偏少。本文针

对油气混相介质，研究 4 种典型结构的 OG-RPS 开

启过程的动态泄漏特性，基于动态泄漏特性分析密封

结构开启状态，揭示操作参数和结构参数对 OG-RPS

结构开启过程的动态泄漏特性的影响规律，得出优选

的密封结构参数和动态泄漏率变化规律。

1 密封结构

1.1 结构说明

OG-RPS 结构如图 1 所示。动环和静环的接触部

分为密封端面，是介质泄漏的通道。密封腔内为高压

油气混相介质，密封腔外为低压空气。动环的密封结

构端面上开设螺旋槽，螺旋槽结构如图 2 所示。螺旋

槽的结构参数包括槽数、槽深和槽坝比（无量纲）。螺

旋槽采用激光加工，加工完成的 OG-RPS 动环密封

结构端面分为槽区、堰区和坝区。

1.2 密封参数

密封的具体结构参数及操作参数分别见表 1、2。

2 工作原理

OG-RPS 结构启动时，当密封结构动环转速逐渐

提高时，动环密封结构端面螺旋槽区流体的黏性剪切

力逐渐增大，逐渐平衡密封结构端面内、外侧的压力

差，从而阻止密封介质从高压侧流向低压侧。当动环转

速足够高时，螺旋槽能将泄漏到低压侧的密封流体泵

送回高压侧（即回流泵送），同时流体受迫流动，在槽区

形成高压流体，形成密封结构运转的端面动压开启力，

迫使密封结构端面开启。

密封受力分析如图 3

所示。PI 为密封腔内压力，

PO 为密封腔外压力。密封

端面的总闭合力 FTC 及总

开启力 FTO 为

FTC=FS+FI+FC （1）

FTC=FMO+FSOI （2）

式中：FS 为弹簧力和 O 形圈摩擦的综合作用力；FI 为

密封腔内压力对密封结构端面的闭合力；FO 为密封

结构腔外压力对密封结构端面的闭合力；FMO 为运转

时密封结构端面的动压开启力；FSO 为密封结构端面

的静压开启力。

密封结构端面开启前

FTC逸FTO （3）

密封结构端面开启后

FTC=FTO （4）

3 试验装置

研制了 1 种新型试验装置，搭建试验系统，模拟

直升机发动机油气混相工况进行试验，密封试验装置

模型和试验台如图 4、5 所示。

为了保证试验的准确性，需要注意：（1）尽量减小

试验误差，尤其是安装误差；（2）控制弹簧压量保证弹

簧力的一致性；（3）保证联轴器的调整精度，避免振动

表 1 结构参数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端面外径 /mm

84

槽数 / 个

8、12

端面内径 /mm

71

槽深 / 滋m

5、10

平衡直径 /mm

73

槽坝比

0.7、0.8

表 2 操作参数

转速 /

（r/min）

0~20900

腔外压力 /

MPa

0

腔内压力 /

MPa

0.03~0.07

介质

油气

工况

参数

数值

温度 /

K

288

图 1 OG-RPS结构 图 2 螺旋槽结构

图 3 密封受力分析

23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6 卷

过于剧烈，干扰试验结果；（4）轴承必须选用高精密高

速轴承，保证试验过程中轴承不会失效，并且监测轴

承温度。本试验装置的创新性：（1）采用高速轴承将油

气混相介质充分混合；（2）泄漏测量腔体采用高强度

可视化工程塑料制成，便于观察油液泄漏情况和密封

结构运转情况。

在试验前，N1 接泄漏采集测量装置，N4 接压力

传感器。试验时，N2 通入润滑油，N3 接入高压气，N5

为油气混相介质出口。由于密封结构的高速旋转，润

滑油和高压气在图 4 中的 3 腔中形成油气混相介质。

微小流量测量的准确性是试验成败的关键，本试验采

用自主研发的基于排水法和差压传感器的机械密封

微小流量泄漏量测量系统[19]（如图 6 所示），测量相

应转速下的密封泄漏量，测量精度可达 1.692 滋g/s。

密封泄漏量非常小，在试验中采用排水法测量，通过

将泄漏量测量转换为细长水管的高度测量，采用差压

传感器测量细长水管内的水位高度变化，计算得出密

封泄漏率。测量正值泄漏

量（气体外泄）时，关闭电

磁阀 SV1、SV4、SV6、SV7，

打 开 电 磁 阀 SV2、SV3、

SV5；测量负值泄漏量（大

气倒吸）时，关闭电磁阀

SV2、SV4、SV6，打开电磁

阀 SV1、SV3、SV5、SV7。

运转试验对 4 种结构依次进行，具体见表 3，其

余试验条件见表 1、2。试验分为静态气密封检测和运

转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分别改变密封腔内压力、转速、

槽深、槽数及槽坝比，测量 OG-RPS 结构开启过程的

动态泄漏量，得出 OG-RPS 结构开启过程的密封泄

漏特性。在运转试验前、后分别进行静态气密性检测，

对比分析 OG-RPS 结构运转开启过程对密封性能的

影响。

4 结果与分析

4.1 开启过程动态泄漏特性对比分析

试验时首先设置腔内压力为 0.03 MPa，分别对 4

种典型密封结构进行运转试验，试验过程中通过增加

动环转速增加密封结构端面线速度，加速运转过程中

密封结构逐渐开启，测量密封开启过程的动态泄漏

量；改变腔内压力，重复上述操作。

试验结果如图 7 所示。密封结构端面开启过程

中，由于螺旋槽的回流泵

送作用，密封动态泄漏率

出现由正值到负值的变化

现象，泄漏率为正值时，密

封介质向腔外泄漏，泄漏率

为负值时，外部大气和密封

介质被泵送至密封腔内。

结合图 7 中（a）、（b）、（c）可知，不同压力运转试验

时的密封结构单位周长动态泄漏率变化趋势基本相

同，即随着密封端面平均线速度的增大，密封结构单位

周长动态泄漏率先增大再逐渐减小。以图 6（a）中 S4 曲

线为例具体说明密封结构的动态泄漏率变化趋势。单

位周长动态泄漏率的变化可分为 3 个明显的变化阶

段：（1）当动态泄漏率随速度增大而增大时，此时密封

结构端面未开启，密封结构端面处于接触摩擦状态；

（2）当动态泄漏率达到极大值以后，泄漏率开始随速度

增大而减小，但数值仍为正值，此时密封的回流泵送作

用开始抵消密封介质向外泄漏，密封结构端面处于不

表 3 4种典型密封结构

槽深 / 滋m

5

5

10

5

槽数 / 个

12

8

12

12

结构形式

S1

S2

S3

S4

槽坝比

0.7

0.7

0.7

0.8

1- 泄漏测量腔体；2- 轴承和密封结构组

件；3- 密封结构腔体；N1- 泄漏测量；N2-

进油口；N5- 油气混相介质出口

图 4 OG-RPS试验装置

N1- 泄漏测量；N2- 进油口；N3- 进气口；

N4- 压力测量

图 5 OG-RPS试验台

图 6 测量系统

（a）0.03 MPa

（b）0.05 MPa （c）0.07 MPa

图 7 不同压力下的密封开启过程动态泄漏率

N1 N2

N4N3

N1

N5

1 2 N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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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压力对密封静态

泄漏率的影响

完全开启的过渡阶段，密封结构端面容易发生碰摩；

（3）随着线速度继续增大，回流泵送作用越来越强，并

完全抵消密封介质向外泄漏，密封泄漏率由正值向负

值变化，泄漏率继续减小，此时密封结构完全开启，密

封结构端面处于非接触运转状态。密封动态泄漏率变

化的 3 个阶段分别对应密封开启过程的 3 个状态：未

开启状态（State 1）、不完全开启状态（State 2）和完全开

启状态（State 3），通过密封动态泄漏率的变化可有效

监控密封结构的开启状态。

4.2 基于动态泄漏特性的开启特性对比分析

基于 OG-RPS 结构动态泄漏特性，分析 4 种结构

的 OG-RPS 开启特性。为方便分析，定义 V St1 为

OG-RPS 开始开启时的端面平均线速度；V St3 为

OG-RPS完全开启时的端面平均线速度；ΔV 为State 2

阶段的端面平均线速度跨度，以图7（a）中 S4曲线为例

ΔV=V St3-V St1 （5）

ΔV 数值越大，OG-RPS 结构跨越 State 2 越困

难，OG-RPS 越容易发生碰摩，进而导致密封失效；

V St3 数值越大，OG-RPS 结构完全开启越困难；V St1 数

值越大，OG-RPS 结构开始开启越困难。而 OG-RPS

结构开启越困难，OG-RPS 结构越容易发生摩擦磨损

甚至导致密封失效，在实际应用中更希望密封端面容

易开启，即 V St1、V St3 和 ΔV 的数值越小越好。回流泵

送动压密封的开启困难程度与密封结构端面的开启

力大小有关，开启力越大，密封结构端面越容易开启，

而密封结构端面螺旋槽的结构决定了密封结构端面

开启力的大小。

OG-RPS 结构开启线速度变化如图 8 所示。从图

8（a）中可见，OG-RPS 结构开始开启时的端面平均线

速度随压力增大而增大，4 种典型密封结构开始开启

时的端面平均线速度从大到小依次是：S2、S4、S3、S1，

其中 S1 开始开启时的端面平均线速度约为 S2 的

24.73%~24.99%，约为 S3 的 50%~53.03%，约为 S4 的

32.76%~41.26%。从图 8（b）中可见，OG-RPS 结构完

全开启时的端面平均线速度随压力增大而增大，4 种

典型密封结构完全开启时的端面平均线速度从大到

小依次是：S2、S4、S3、S1，其中 S1 完全开启时的端面

平均线速度约为 S2 的 26.97%~28.26%，约为 S3 的

56.38%~63.01%，约为 S4 的 45.23%~48.99%。从从图

8（c）中可见，ΔV 随压力增大基本不变，4 种典型结

构的 ΔV 从大到小依次是：S2、S4、S3、S1，其中 S1 的

ΔV 约为 S2 的 28.57%~31.90%，约为 S3 的 66.67%

~73.11%，约为 S4 的 55.08%~58.61%。由此可以得出

在 4 种典型密封结构中，S1 的结构参数能有效降低

密封结构的开启速度和开启难度，即槽数为 12 个的

OG-RPS 结构的开启性能

比槽数为 8 个的更好，槽

深为 5 滋m 的 OG-RPS 结

构的开启性能比槽深为 10

滋m 的更好，槽坝比为 0.7

的 OG-RPS 结构的开启性

能比槽坝比为 0.8 的更好。

基于以上关于 OG-RPS 结构动态开启特性对比

分析可得，密封的优选结构参数是槽数为 12 个，槽深

为 5 滋m，槽坝比为 0.7，此时密封端面的流体剪切力

最大，密封端面开启力最大，密封的开启难度最小。

4.3 摩擦磨损情况对比分析

通过编程设置试验的载荷步和时间步，每种结构

累计运转时间为 15600 s。通过密封结构运转前后的

静态气密性检测对比和运转前后的动环、静环表面质

量对比判断密封结构的摩擦磨损情况。在试验运转

前，在 0.03~0.07 MPa 范围内改变腔内压力，分别测

量在不同压力下的密封结

构静态泄漏量；改变结构

形式，重复上述步骤，得出

不同结构形式下的密封静

态泄漏率随压力的变化趋

势。在运转试验结束后，再

次进行静态气密性检测。

试验得到压力对密封静态

泄漏率的影响如图 9 所示。

从图中可见，不同结构的密封静态泄漏率变化趋

势相同，都随压力增大而增大；密封“跑合”效果明显，

“跑合”后摩擦副接触更加紧密，密封运转后静态泄漏

（a）OG-RPS 开始开启

（b）OG-RPS 完全开启 （c）OG-RPS State 2 时的 ΔV

图 8 OG-RPS结构开启线速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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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较运转前的偏小；对比分析 S1 和 S2 可得，槽数为

12 个的 OG-RPS 比槽数为 8 个的泄漏率小；对比分

析 S1 和 S3 可得，槽深为 5 滋m 的 OG-RPS 的泄漏率

比槽深为 10 滋m 的小；对比分析 S1 和 S4 可得，槽坝

比为 0.7 的 OG-RPS 的泄漏率比槽坝比为 0.8 的小。

S3 和 S4 运转前后静态泄漏率相差较大的原因是：S3

槽深较深、S4 槽坝比较大，导致运转后槽内储油较

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阻止气体泄漏。

从宏观上看，4 种密封结构的动环、静环密封端面

几乎无磨损，试验后密封端面质量较好，如图 10 所示。

采用光学表面形貌仪将试验前后动静环同一位

置放大 50 倍观察其微观形貌，运转后 4 种密封结构

的动环、静环密封结构端面上存在油渍，但是无明显

的磨损情况，如图 11 所示。

综合密封结构运转前后气密性检测对比结果和

运转前后的动环、静环表面质量和微观形貌对比结果

可知，在运转试验后密封结构端面无明显磨损情况，

动、静环密封结构端面磨合较好，4 种典型密封结构

结构的试验都取得了成功。

5 结论

（1）在 4 种典型结构参数下的运转试验都取得了

成功，但密封性能和开启性能有所不同；

（2）OG-RPS 的泄漏率变化分为 3 个明显的阶段，

分别对应密封结构开启过程的 3 个状态，通过泄漏率

变化可有效监测密封结构开启过程；

（3）随着密封端面平均线速度的增大，在密封结

构未开启状态时密封泄漏量逐渐增大，泄漏量为正

值；在密封结构不完全开启状态时密封泄漏量逐渐减

小，泄漏量为正值；在密封结构完全开启状态时密封

泄漏量逐渐减小，泄漏量为负值；

（4）基于 OG-RPS 的泄漏特性和开启特性分析，

槽数为 12 个、槽深为 5 滋m、槽坝比为 0.7 的结构参数

能有效降低密封结构的泄漏率、开启速度和开启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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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2

（c）S3

（d）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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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OG-RPS试验前后动环、静环表面宏观形貌

（a）S1

（b）S2

（c）S3

（d）S4

试验前动环 试验后动环 试验前静环 试验前静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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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获得地面台架试车条件下涡扇发动机部件特性，基于 ISIGHT 软件搭建了部件特性辨识平台，提出了 1 种工程上通用

的辨识方法。通过试验设计对可调参数进行了敏感性分析，获得地面台架试车条件下需辨识的主要部件特征参数，并结合优化算法

获得精度高的辨识结果。对该辨识方法进行了验证，并基于某发动机地面台架试车数据，进行了实例应用。结果表明：验证结果中的

辨识误差在 0.22%以下，在实例应用中，个别参数辨识误差在 4%以下，其余均在 2.5%以下，满足精度要求，验证了该辨识方法的正确

性，为涡扇发动机部件特性辨识提供了 1 种高效的方法。

关键词：台架试车；部件特性；辨识；ISIGHT 软件；涡扇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5.006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 for Turbofan Engin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Ground
Bench Test Based on ISIGHT Software

TANG Lan袁WANG Jun袁HAN Wen-jun袁REN Do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urbofan engine component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ground bench test袁the
identification platform of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was built based on SIGHT software and a general identification method in engineering
was proposed. The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the adjustable parameters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test design. The identified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the main components were obtained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ground bench袁and th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with high
accuracy were obtained by combining th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was verified and an example was applied based
on data of the engine ground bench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error in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is less than 0.22%. In the
application of examples袁the identification errors of individual parameters are less than 4%袁and the rest are less than 2.5%袁which meets the
accuracy requirements袁and verifies the correctness of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It provides an efficient method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turbofan engine components.

Key words: ground bench test曰component characteristic曰identification曰ISIGHT software曰turbofan engine

0 引言

在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地面台架试车是考核发动

机是否达到设计指标的重要手段。由于发动机加工、

装配等存在误差，地面台架试验结果与设计指标存在

较大偏差，需要对风扇、压气机、涡轮等部件进行详细

分析，获得各部件在整机条件下的实际特性，从而指

导后续优化改进工作，使发动机性能达到设计指标[1-2]。

此外，获得发动机使用过程中各部件的性能变化对整

机性能衰减研究及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研究均具有

重要意义[3-5]。但受测试能力、成本及发动机本身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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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在地面台架整机试车过程中无法获得各部件

的全部期望的测量值，因此，基于现有的试验测量数

据辨识出部件特性参数具有重要意义。常用方法是利

用系统辨识（System Identification，SI）的思路建立发动

机辨识模型获得部件特性[6-7]。发动机辨识模型分为参

数估计法和部件特性法。参数估计法是非基于发动机

气动热力模型的辨识方法[8-10]，而是基于大量的试验

数据并结合不同的数学算法辨识出发动机模型[11-13]，

从而评估发动机整机性能；部件特性法基于发动机气

动热力模型，可辨识出整机条件下发动机的部件特

性。白磊等[14]采用变分加权最小二乘法对发动机试验

数据进行模型辨识分析，修正发动机部件特性，获得

各部件的实际特征信息；王军等[15]利用条件数分析了

部件特性参数之间的相关性，构造了工程上可解的辨

识问题，并采用最小二乘法完成设计状态的部件特性

辨识。上述方法主要针对发动机设计状态的部件特性

辨识，对非设计状态下的辨识较少，此外尚未在国外

文献中发现发动机部件特性辨识方法相关内容，为

此，有必要开展不同发动机状态下的部件特性辨识方

法研究。

本文在发动机气动热力模型辨识研究的基础上，

开展地面台架试车条件下涡扇发动机部件特性辨识

方法研究，将部件特性辨识问题转化为典型的优化问

题，基于多学科优化软件 ISIGHT 搭建了工程上可用

的部件特性辨识平台，利用该辨识平台成功辨识出地

面台架试车条件下不同发动机状态下的部件特性。

1 基于 ISIGHT软件的部件特性辨识方法

1.1 部件特性辨识问题构造

利用发动机性能计算模型将部件特征参数（如总

压恢复系数、部件效率等）作为可调变量，将地面台架

试车中测得的参数（如转速、部件截面压力、温度、燃

油流量、推力等）作为辨识目标。辨识过程就是通过调

整发动机模型中的可调变量，使得仿真的发动机性能

参数与试验测量的参数匹配，从而获得整机条件下的

部件特性的过程。为了避免参数匹配过程中的盲目性，

本文将部件特性辨识问题转化为典型的优化问题。

设计变量即为各部件可调特性参数，理论上包括风

扇特性系数、压气机特性系数、高压涡轮特性系数、低压

涡轮特性系数、引气系数和总压恢复系数，根据文献[15]

的研究结果及工程经验选取的设计变量见表1。辨识目

标为工程上可以试验测得的整机参数，见表 2。

为更好地进行优化，将调整参数后发动机模型计

算参数与试验测量参数的相对误差作为辨识精度的

标准，定义目标函数为

E= 1
m

m

i=1
移wi·| ytesti-yModeli

ytesti
|×100 （1）

式中：m 为试验测得的整机参数；wi 为各测量参数的

权重，该权重根据工程上试验测量精度给定（测量精

度高的测量参数权重相对较大，测量精度较低的测量

参数权重相对较小）；ytest 为试验测量值；yModel 为发动

机模型计算值。

综上所述，将在地面台架试车条件下涡扇发动机

部件特性辨识问题转化为在不同的发动机状态下的

优化问题。

1.2 部件特性辨识平台搭建

为了更快、更好地实现工程上的应用，基于成熟

的商业软件 ISIGHT[16]搭建在整机条件下涡扇发动机

部件特性辨识平台，如图 1 所示。该平台集成了发动

机总体性能计算程序和数据辅助处理程序。利用

ISIGHT 软件的试验设计模块，可快速地对部件可调

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得到对部件特性辨识误差产生

影响的主导因素，为后续优化设计选取设计变量提供

依据[17-18]。利用 ISIGHT 软件的优化设计模块在当前

表 1 设计变量

参数

W 1X

仔fX

浊fX

W 25X

仔cX

浊cX

物理意义

风扇流量系数

风扇压比系数

风扇效率系数

压气机流量系数

压气机压比系数

压气机效率系数

参数

浊htX

浊ttX

仔whX

yq9

A 8

物理意义

高压涡轮效率系数

低压涡轮效率系数

外涵总压恢复系数

压气机级后引气系数

喷口喉道面积

表 2 常规测量参数

参数

T0

P0

n1

n2

P13 /P23

P3

P6

测量项目

环境温度

环境压力

低压转子转速

高压转子转速

风扇后气流总压

压气机后气流总压

涡轮后排气总压

参数

P16

T13 /T23

T3

T6

W 1

F

W f

测量项目

外涵出口气流总压

风扇后气流总温

压气机后气流总温

涡轮后排气总温

风扇进口流量

发动机推力

主燃油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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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优化算法中寻找最适合的优化算法，获得辨识

误差最小的部件特性辨识结果。

1.3 试验设计

试验设计的方法是在设计空间内综合协调各设

计因子水平，使设计点在设计空间满足统计意义上的

最优分布。ISIGHT 软件提供了多种试验设计方法，其

中最优拉丁超立方设计使所有的试验点尽量均匀地

分布在设计空间，具有非常好的空间填充性和均衡

性，可获得非线性程度更高的响应，因此，应用最优拉

丁超立方设计算法将表 1 中 11 个设计变量作为试验

因素，各因素的取值范围为±5%，试验次数为 500

次，得到不同参数组合下的误差 E。反映所有因素对

E 的影响规律的 Pareto 和主效应分别如图 2、3 所示。

样本点拟合后的模型中所有变量对每个响应的影响

程度的百分比如图 2 所示，图中虚线红色的条形表示

正效应，实线蓝色条形则表示负效应。图中只列出影

响较大的前 15 项，W 1X 和 A 8 对 E 影响最大，其中 W 1X

影响为正效应，A 8 影响为负效应，其次为 浊cX、浊fX、浊htX、

浊ttX、W 25X。从图 3 中可见，误差 E 随着 W 1X 的增大而增

大。综合考虑，想要获得更小的误差，则需选择较小的

W 1X 值，这与图 2 中 W 1X 对 E 的影响为正效一致，其

他参数的影响分析类似。

通过试验设计的方法对优化变量进行初步的探

索，对优化变量的敏感度进行分析，得到影响辨识误

差的关键部件特性因素及各因素水平对辨识误差的

影响趋势，但试验设计方法无法自动探索最优的设计

点，需要在试验设计的基础上进行优化。

1.4 优化设计

1.4.1 优化数学模型

根据试验设计结果可知，对 E 影响最大的是风

扇流量系数 W 1X，根据文献[15]中的研究结论，该系数

可根据发动机进口流量测量值给定。因此，在进行优

化设计前，通过地面台架试车过程中发动机进口流量

测量值直接给定 W 1X，在后续优化过程中不作为变

量。此外，4 大部件的效率系数、喷口面积及压气机流

量系数是发动机匹配的重要参数，结合上述试验设计

结果，最终选定 浊cX、浊fX、浊htX、浊ttX、A 8、W 25X 6 个参数作为

优化变量。

在地面台架试车条件下涡扇发动机的部件特性

辨识的优化数学模型如下：

输入条件：T0、P0、n1；

优化变量：浊fX、浊cX、浊htX、浊ttX、A 8、W 25X；

优化目标：E 最小。

1.4.2 优化算法确定

采用 ISIGHT 软件中的优化算法对上述数学模

型进行优化，ISIGHT 软件中提供了梯度优化算法、直

接搜索方法和全局探索法 3 类。以在某一状态下发动

机地面台架试车为例，采用 ISIGHT 软件中不同优化

算法（根据试验测量精度给定的试验测量参数权重见

表 3，优化算法的参数配置均采用 ISIGHT 默认值）对

上述数学模型进行优化，优化结果及完成优化所需步图 2 各因素对 E的 Pareto

图 3 各因素对 E的主效应

图 1 涡扇发动机部件特性辨识平台

任务

试验
设计

任务

优化
设计

任务

总体性能
计算程序

数据辅助
处理

数据辅助
处理

总体性能
计算程序

W 1X

A 8伊W 1X

A 8
浊cX

浊fX

浊htX

浊fX伊W 1X

浊ttX

W 1X
2

浊cX伊W 25X

A 8伊浊fX

仔fX

浊cX伊W 1X

仔fX伊W 1X

浊ttX伊W 1X

86420

E effec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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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代表优化时长）见表 4。从表中可见，采用不同的

优化算法得到的 E 值比较接近，E 值最小的是 Pointer

优化算法，该算法是 1 种全局优化算法，但耗时较长，

优化步骤为 7797 步。而 DS 算法优化结果与 Pointer

算法的仅差 0.16，但优化步骤仅为 Pointer 算法的 1%

左右，优化效率大幅提高。在综合考虑优化结果和优

化效率后，本文采用 DS 优化算法。

DS 优化算法是求解多维空间非线性优化问题的

优化搜索方法，应用了单纯形（Simplex）的概念，并通

过改变单纯形顶点位置以及尺寸，持续在设计空间中

移动。通过反射、反射并扩张、收缩和多维收缩 4 个变

换方法计算目标函数最小值。

1.4.3 优化算法配置给定

DS 算法有 2 个配置参数，分别是 Simplex 起始尺

寸 （Initial Simplex Size） 和优化迭代的最大次数

（Maximun Iterations）。起始尺寸表示最初开始寻优时

单纯形在设计空间中所具备的尺寸（0＜起始尺寸≤

1），当起始尺寸较大时，得到最优解的可能性也较大。

优化迭代的最大次数是整型，选值越大，优化步骤越

多。为获得辨识精度更高的配置参数，将设计点的高

压压气机的效率给定为 0.98 进行计算，将该计算值

作为目标参数（未考虑试验测量精度的影响，在优化

过程中各项参数的权重系数均为 1），获得不同参数

配置下的优化结果 E 和优化步骤，如图 4 所示，部件

特性辨识结果相对误差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综

合权衡辨识精度和优化速度，选取起始尺寸为 0.3，迭

代的最大次数为 60。

2 部件特性辨识方法验证

在地面台架试车条件下涡扇发动机部件特性辨

识的步骤如下：

（1）输入地面台架试车参数 T0、P0、n1；

（2）根据试验发动机进口流量测量值给定风扇流

量系数 W 1X；

（3）给定优化变量（浊fX、浊cX、浊htX、浊ttX、A 8、W 25X）取值

表 3 各测量参数的权重

符号

n2

P13

P3

P6

P16

T13

序号

1

2

3

4

5

6

权重

20

25

25

20

10

10

符号

T23

T3

T6

W 1

F

W f

序号

7

8

9

10

11

12

权重

10

10

15

5

10

10

表 4 不同优化算法的优化结果对比

优化结果 E

8.27

8.99

7.55

9.29

6.83

9.44

优化算法

MMFD

MOST

Particle Swarm

NLPQL

Pointer

Stress Ratio

优化步骤

46

190

500

18

7797

21

优化结果 E

10.38

6.99

8.30

8.28

9.00

9.29

优化算法

Multi-island GA

DS

Evol

Hooke-Jeeves

LSGRG

MISQP

优化步骤

1000

75

100

100

66

14

（a）优化结果 E （b）优化步骤
图 4 不同参数配置优化结果和步骤

（a）浊f 相对误差 （b）浊c 相对误差

（c）浊ht 相对误差 （d）浊tt 相对误差

（e）A 8 相对误差 （f）W 25 相对误差

图 5 不同参数配置辨识的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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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在地面台架试车条件下部件特性辨识结果

0.972

7.79

1.028

1.010

1.002

1.007

0.952

0.983

0.932

9.30

1.030

1.008

1.007

1.014

0.934

0.964

0.911

9.38

1.036

0.999

1.003

1.026

0.942

0.939

0.864

11.71

1.043

1.018

0.994

0.998

0.932

0.917

参数

E

浊f

浊c

浊ht

浊tt

A 8

W 25

0.995

7.93

1.018

1.041

0.983

1.006

0.953

1.000

n1

范围；

（4）给定试验测量参数（n2、P13、P3、P6、P16、T13、T23、

T3、T6、W 1、F、W f）权重；

（5）利用搭建的部件特性辨识平台进行辨识，获

得辨识结果。

为验证所采用的部件特性辨识方法的正确性，将

设计点的高压压气机效率给定为 0.98 进行部件特性

辨识，获得辨识结果与实际值对比如图 6 所示。图中

数据以设计点参数进行无量纲化，下文同。从图中可

见，高压压气机效率为 0.978，与实际值 0.980 基本一

致，各参数的辨识相对误差均在 0.22%以下，验证了

所采用的部件特性辨识方法的正确性。

3 台架试车条件下部件辨识结果及分析

针对带加力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在地面台架试

车不同状态下的部件特性进行了辨识，辨识相对误差

如图 7 所示。

从图中可见，除了 P16 相对误差较大外（4%以

下），其余参数的相对误差均在 2.5%以下，辨识精度

满足工程要求。辨识精度一方面取决于辨识方法本身

（根据验证结果可知，辨识方法本身误差较小，在

0.22%以下），另一方面取决于试验数据测量的准确

度。在试验过程中 P16 只有 1 个测点，试验结果与真实

结果存在较大误差，所以辨识误差相对较大。

部件特性辨识结果见表 5。采用本文的部件特性

辨识方法可辨识出在地面台架试车不同转速下的部

件特性，反馈整机条件下各部件的实际特性信息，可

为各部件分析及完善设计提供参考和依据。

4 结论

本文基于多学科优化软件 ISIGHT 搭建了工程

上可用的部件特性辨识平台，可实现可调参数的敏感

性分析，获得在地面台架试车条件下需辨识的主要发

动机部件特征参数，同时实现精度满足要求的发动机

地面台架试车条件下的部件特性评估。得到如下结论：

（1）利用现有成熟商业软件的优势搭建的部件特

性辨识平台效率高、精度满足要求，具有较大的工程

应用价值；

（2）在地面台架试车条件下涡扇发动机需辨识的

部件特征参数主要有 6 个，分别为 浊fX、浊cX、浊htX、浊ttX、

A 8、W 25X；

（3）对某涡扇发动机在地面台架试车不同状态下

的部件特性进行辨识，结果表明在保证工程上辨识结

果合理的基础上，个别参数辨识误差小于 4%，其余

参数辨识误差在 2.5%以下，满足工程要求，该误差绝

大部分取决于试验测量数据的精度，根据验证结果，

该平台的辨识误差小于 0.22%；

（4）本方法具有广泛的通用性，可应用于不同条

件下发动机的部件特性辨识，后续可考虑进行基于飞

行试验数据的部件特性辨识及发动机性能衰减过程

中的部件特性辨识研究。

图 6 部件特性辨识方法验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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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种宽马赫数二元超声速进气道性能快速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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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在设计过程中快速估算二元超声速进气道性能，通过对二元超声速进气道内流场结构进行分析，基于斜激波、膨胀

波公式及流量连续方程等理论提出了二元超声速进气道性能快速计算方法，并对其进行黏性修正。为验证方法的准确性，对 1 个

工作马赫数范围为 2.5~4.5，设计马赫数为 3.7 的定几何二元进气道进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仿真结果与快速计算结果对比误差

在 5%以内。该方法可以用来快速计算宽马赫数二元超声速进气道的临界总压恢复系数、流量系数及喉道马赫数等性能参数；在计

算进气道超临界性能时具有一定的准确性；该方法也适用于变几何二元进气道的初步选型设计及性能计算。

关键词：二元进气道；宽马赫数；变几何进气道；快速计算方法；性能参数预测；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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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ast Calculation Method for the Performance of a 2-D Supersonic Inlet with Wide Mach Number
LIU Yu1袁 WANG Ding-qi1袁 XIE Lyu-rong2

渊1.Chinese Flight Test Establishment袁Xi'an 710089袁China曰2.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quickly estimate the performance of a 2-D supersonic inlet in the process of design袁according to analyz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l flow field in the 2-D supersonic inlet袁a fast calculation method for the performance of a 2-D supersonic inlet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oblique shock袁expansion wave formula and flow continuity equation and its viscosity was modified. A fixed
geometry 2-D inlet with a working Mach number range of 2.5~4.5 and a design Mach number of 3.7 was numerical simulated to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he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arison error between simulation results and fast calculation results is less than 5%.
The method can be used to quickly calculate the critical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袁flow rate coefficient and throat Mach number of
the 2-D supersonic inlet with wide Mach number. The method has certain accuracy in calculating supercritical performance of inlet and is
also suitable for the preliminary selection design and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of variable geometry 2-D inlet

Key words: 2-D supersonic inlet曰wide Mach number曰variable geometry inlet曰quick calculation method曰performance parameters
prediction曰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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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进气道是现代高性能超声速飞行器推进装置的

重要部件，对于 1 个工作在宽马赫数范围内的超声速

飞行器，几何型面固定的进气道无法满足不同飞行速

度下的性能需求[1-4]，这种能力不匹配问题会随着飞行

器速度的提高而愈发突出。因此设计人员开始考虑宽

马赫数范围内性能表现更优的变几何进气道方案[5-7]。

通常采用的方案是根据相关准则设计不同的进气道

压缩楔角调节规律[8-10]。美国的 X-43A 飞行器的部分

唇罩可以转动来匹配不同的飞行马赫数[11]；日本JAXA

研究的 TBCC 发动机采用了 1 个第 2 级压缩楔面可

转动的二元变几何进气道方案[12]；金志光等[13]研究了

唇口可以转动调节的变几何进气道设计方案，可以实

现不需要附面层抽吸装置即可在唇口开启过程中实

现接力点起动。但由于设计参数多、参数调节范围大等

因素，想要通过计算流体技术来初步设计进气道几何

型面和参数调节方案要花费巨大的计算资源和时间。

尽管可以对模型进行简化并且应用自动化设计[14-15]，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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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存在耗时巨大、过程复杂的问题，不利于变几何进

气道型面调节方案设计和初步性能计算。因此国内外

研究者都开展了不同的进气道性能快速计算方法，来

满足变几何进气道设计快速迭代的需求。JOHN[16]结

合弹用超声速进气道的数值模拟和试验结果，提出了

超声速进气道工作在临界状态时，扩张段内黏性损失

的的快速估算方法，应用于进气道扩张段快速设计；

Bruce 等[17]在矩形进气道扩张段内激波 - 边界层干扰

性能的研究基础上，总结了伪激波串和正激波对气流

压缩的规律，提出了扩张段内伪激波串性能快速计算

方法，并应用于超声速进气道超临界状态性能快速计

算中；张红军等[18]提出了采用进气道超声速段的数值

计算与亚声速段的工程计算相结合的方法解决常规

超声速进气道临界性能计算中需要不断试凑反压的

问题，极大提高了优化过程中进气道临界性能的计算

效率；关祥东等[19]通过 0 维流动分析，提出了 1 种基

于流管收缩比计算临界总压恢复系数的理论公式，并

结合大量风洞试验和数值模拟数据对理论分析进行

实证研究，获得了临界总压恢复系数随流量系数与来

流马赫数对应的流函数之积呈正相关的变化规律。

本文对二元超声速进气道流场结构进行分析，建

立进气道全流场的 0 维性能快速计算方法，利用 1 个

二元超声速进气道对计算方法进行了仿真校验，并将

该方法应用于变几何二元进气道方案设计中。

1 二元超声速进气道性能计算方法

1.1 进气道流场结构分析

混压式二元进气道流场结构如图 1 所示。首先是

在进气道前体楔板产生的 2 道斜激波，其次进气道唇

罩内壁面与来流不平行也会产生 1 道斜激波，这道斜

激波会在扩张段内不断反射，最终形成结尾激波串。

超声速来流经过这 3 道斜激波和结尾激波系的压缩

增压后，其压力与燃烧室入口压力相等。

1.2 进气道外压缩段参数计算

1.2.1 无黏激波计算

气流流经前体楔面产生 2 道斜激波时，波后马赫

数、总 /静压比等参数可以通过求解斜激波公式获得。

正 / 斜激波理论公式为

tg 兹=2cot 茁 Ma2
sin2 茁姨 -1

Ma2
（酌+cos 2茁）+2

（1）

式中：兹 为激波角；茁 为气流偏转角；Ma为马赫数。

1.2.2 边界层修正方法

在气体黏性作用下，进气道前体上存在 1 层附面

层。平板附面层厚度估算为

d啄
dx = 0.382

Rex
1/5 （2）

式中：啄 为附面层厚度；x 为到平板起点的距离；Rex为
当地雷诺数。

可以看到附面层厚度增长率随着到平板起点距

离的增加而减小。本文从

平板起点取长度 L，利用

等效三角形求得斜激波修

正转角，如图 2 所示。

即有

驻兹=tan-1 啄
x蓸 蔀=tan-1

0.382
籽VL
滋

5姨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3）

式中：L 为楔板长度；V、籽分别为未修正的激波后参数。

另外，内压缩通道入口处的总附面层厚度是 2 道

压缩楔面的附面层厚度之和。

利用等效修正转角修正后的斜激波理论公式为

tg（兹+驻兹）=2cot 茁 Ma1

2
sin2 茁-1

Ma2
（酌+cos 2茁）+2

（4）

1.3 内收缩段参数计算

在进气道肩部圆弧过渡段处会产生膨胀波扇，将

其简化为 1 道 P-M 膨胀波求解。利用连续方程求解

内收缩段和扩张段进、出口参数。

当进气道在高于设计马赫数时工作，2 道外压斜

激波会在进气道唇口前方交汇，在交汇点上方形成 1

道更强的激波，由于交汇点上下流场不同，形成滑流

层。利用同侧激波相交规律求解滑流层上下气流参

数，然后利用质量加权平均方法求解得到内收缩段的

入口气流参数。

进气道内收缩段的气流同时受到膨胀波和内收

缩壁面的作用，本文采用简单的平均方法对这 2 种作

用进行简化。计算出第 2 道斜激波后气流通过膨胀波

扇和内收缩通道后的参数平均值，将其作为唇口处第

图 1 混压式二元超声速进气道流场结构

外压激波段
激波相交

滑流层

膨胀波

内收缩波

反射波段

结尾激波前扩张段

结尾激波串

结尾激波后扩张段

出口等直段

图 2 等效修正角度

兹

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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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斜激波前气流的参数。

1.4 压缩段壁面黏性损失修正

根据文献[20]，在来流马赫数低于 5.0 时，对总压

恢复系数进行黏性损失修正

滓vis=滓×0.9

式中：滓vis 为修正后的总压恢复系数；滓 为计算得到的

无黏总压损失系数。

1.5 扩张段性能计算

1.5.1 临界状态进气道扩张段参数计算

当进气道处于临界工作状态时，其唇口内流场可

以简化为进入唇口外压缩面斜激波的反射激波 + 喉

道处的正激波 + 唇罩内壁面斜激波。

在临界工作状态下扩张段的黏性损失估算[16]为

滓=1-0.075×（Ma-1）1.35 （5）

琢=1-
0.2×tan-1 Ca-1

L蓸 蔀× 1- 1
Ca

蓸 蔀 2
18

-

0.02×0.1412×L× 1- 1
Ca

2蓸 蔀
2×（Ca-1）

（6）

滓=滓*琢 （7）

式中：Ca 为扩张比；L 为扩张段长度 / 入口高度；琢、滓*

分别为修正系数和扩张段内总压恢复系数。

1.5.2 超临界状态进气道扩张段参数计算

当进气道处于超临界工作状态时，由于激波 / 边

界层干扰，使得扩张段内出现“伪激波”形式的结尾激

波串。计算进气道性能时，以气流经过扩张段一系列

反射激波后的参数作为伪激波前气流参数。气流经

过 1 道正激波的增压比约为经过伪激波后增压比的

1.25 倍[17]。根据这一规律便可以通过流量守恒方程

求解伪激波后的气流参数。

KPnor（Manor）A
T *姨 = KPshocksy（Mashocks）A

T *姨 （8）

Pnor=1.25Pshocks （9）

y（Ma）=Ma[ 2
k+1 1+ k-1

2
Ma2蓸 蔀 k+1

2（k-1）
1+ k-1

2
Ma2蓸 蔀 k

k-1

] （10）

K= k
R

2
k+1蓸 蔀 k+1

k-1姨 （11）

式中：Manor、Pnor 和 Mashocks、Pshocks 分别为正激波后的马

赫数、静压和伪激波后的马赫数、静压；A 为扩张段伪

激波处截面积；k 为空气比热比；R 为气体常数；T* 为

气流总温。

2 进气道几何模型

设计了定几何二元超声速进气道，如图 3 所示。

其设计马赫数为 3.7，工作马赫数范围为 2.5～4.5。进

气道喉道高度 H th=41.5 mm，扩张段中心线根据前缓

后急的变化规律设计，楔面及唇罩前缘采用半径为

0.3、0.2 mm 的钝化处理。

3 程序验证

3.1 数值仿真方法校验

3.1.1 数值仿真方法

采用商用仿真软件 Fluent 对进气道流场进行数

值模拟，采用标准 湍流模型对边界层网格进行加

密。采用结构化网格，数量约为 12 万。仿真计算来流

条件见表 1。

3.1.2 算例验证

文献[21]中的 2 波系混压式进气道试验模型如图

4 所示。利用其试验数据对本文采用的数值仿真方法

进行校验。试验条件为：来流马赫数为 4.03，来流总压

为 1378 kPa，来流静压为 8.721 kPa，总温为 1273.85

K，进气道出口保持通流。

数值仿真得到的进气

道下壁面压力值与试验值

的对比结果如图 5 所示。

二者的壁面沿程压力分布

吻合程度较高，捕获到的

激波位置相近。说明本文

采用的数值仿真方法计算

飞行高度 /km

10

Ma
2.5~4.5

来流静压 /Pa

26499

来流静温 /K

223.25

表 1 进气道来流参数

图 4 超燃冲压发动机进气道构型[16]

图 3 定几何进气道几何型面

2.42H th

7.8°
9.5° H th=41.5

9.64H th

0.84H th

3.62H th

1.84H th

Sidewall
Flow Fence

Foreplate
Ramp

lnlet

Cowl

Step locations

lsolator

Diffuser

Throttling device

图 5 试验与仿真结果对比

12

10

8

6

4

2

Fluent
Experiment

X/Hth

3025201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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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准确的。

3.2 定几何进气道结果对比

编制了进气道 0 维性

能计算程序，针对前文设

计的定几何进气道，利用

数值模拟和程序分别计算

了进气道临界状态的喉道

马赫数、流量系数和总压

恢复系数，如图 6 所示。

参考第 3.1 节数值方法校验结果可知，Fluent 软

件仿真结果可以准确反映进气道流场特征及性能参

数，因此采用仿真结果做标尺来检验编制的进气道性

能快速计算程序结果。对比发现程序计算的进气道喉

道马赫数和流量系数均略大于 Fluent 软件的仿真结

果。这可能是因为程序较低地估算了黏性损失和附面

层发展厚度，并且没有考虑前体压缩面和唇罩前缘的

钝化处理效应，从而导致程序计算得到的临界总压恢

复系数偏小。但是误差在 5%以内，因此该程序可以

用来初步快速估算进气道的性能。

程序计算和数值仿真得到的来流马赫数为 3.25

和 3.50 时，进气道在超临界工作状态时出口总压恢

复系数随出口压比（进气道出口静压 / 来流静压）的

变化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出口压比的增大，

进气道结尾激波串前移，激波串前马赫数降低，结尾

激波损失减小，进气道

出口总压恢复系数增

大。第 1.4 节扩张段激

波串的处理方法是较合

理的，并且进气道出口

压比越大、越接近临界

工作状态时，该计算方

法的误差越小。

3.3 变几何进气道初步设计及结果对比

为了改善定几何进气道工作在低马赫数和高马

赫数时对应的流量系数和临界总压恢复系数偏小的

问题，针对前文的定几何进气道提出 1 种第 2 级压缩

楔面角度可调的变几何方案，如图 8 所示。

利用前文编制的程序计算进气道性能，并对变几

何进气道型面调节规律进行初步设计，依照 2 点原则

筛选调节规律：（1）前体压缩楔面的第 2 道斜激波在

大的工作马赫数范围内封口；（2）进气道的综合性能

较高。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在整个工作范围内具有较大

临界总压恢复系数和流量系数。尤其当进气道工作在

设计马赫数之上时，外压楔面第 2 道斜激波封口能改

善高马赫数时定几何进气道前体斜激波进入内通道，

造成较大气流分离的现象。

将变几何进气道的第 1 级压缩角度 啄1 固定为

7.8毅。啄2、啄3 按第 2 道外压斜激波封口原则设计时，结

果见表 2。进气道性能参数变化如图 9 所示。将变几

何进气道的第，2 级楔面压缩角度和唇罩气流压缩角

度的调节规律记为 variable-1。从图 9（a）中可见，程

序计算结果显示在低马赫数 variable-1 方案进气道

的临界总压恢复系数偏小。所以重新设定起始第 2 级

压缩角度为 4.01毅，从来流马赫数为 3.0 开始，第 2、3

级压缩角度按照表 2 中 啄'2、啄'3 所示的规律进行调节，

记为 variable-2，程序计算结果显示在来流马赫数为

（a）喉道马赫数

（b）流量系数 （c）总压恢复系数

图 6 程序与仿真计算结果对比

图 8 变几何进气道

Ma∞

2.50

2.75

3.00

3.25

3.50

3.70

3.75

4.00

4.25

4.50

啄2 /（毅）
0

1.14
4.01
6.30
8.15
9.50
9.65
10.89
11.93
12.81

啄3 /（毅）
2.77
3.91
6.78
9.06
10.91
12.14
12.41
13.66
14.69
15.57

啄2 /（毅）
4.01
4.01
4.01
6.30
8.15
9.50
9.65
10.89
11.93
12.81

啄3 /（毅）
6.78
6.78
6.78
9.06
10.91
12.14
12.41
13.66
14.69
15.57

variable-1 variable-2

表 2 变几何进气道楔面调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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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程序与仿真计算超临界

状态总压恢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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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时的进气道临界总压恢复系数显著增大。同时，从

图 9（b）中可见，在低马赫数时 variable-2 方案的流量

系数同样明显超过定几何进气道，说明此方案满足了

最初所提的要求。

随后采用数值仿真方法对 variable-2 方案的进

气道临界状态性能进行计算，并与程序计算结果进行

对比。从图 9（c）、（d）中可见，处于临界状态时

variable-2 方案变几何进气道流量系数和总压恢复系

数随来流马赫数的变化，程序计算的性能参数变化趋

势与仿真结果的基本一致，但是总压恢复系数的误差

要比计算定几何时的大，其原因可能是变几何进气道

在各工作马赫数下型面变化较大，通道内流场更复杂

的缘故。但是误差小于 8%，在可接受范围内，所以该

方法可用于楔面调节的变几何进气道型面的初步设

计和性能快速计算。

3.4 误差分析

本文提出的进气道性能快速计算方法的误差主

要有 2 方面：（1）附面层黏性损失及厚度估算误差；

（2）进气道扩张段内伪激波在超临界状态下与正激波

相差较远，导致此时误差较大。程序计算的定 / 变几

何进气道性能参数和 Fluent 仿真计算的性能参数的

误差比较见表 3。从表中可见，流量系数的误差较小，

在 3%以内，这是因为进气道外压激波系流场比较简

单。但是临界总压恢复系数误差较大，最大误差达到

8.01%，而且在来流马赫数为 3.50 左右时计算出的变

几何进气道临界总压恢复系数误差较大，分析是因此

时进气道楔板调节幅度较大造成的。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 1 种二元超声速进气道性能快速计

算方法，以 1 个工作马赫数范围为 2.5~4.5 的进气道

为算例，将程序计算结果与 CFD 结果进行比对，得出

以下结论：

（1）本方法是在分析进气道内流场结构的基础

上，利用激波理论、黏性修正和工程经验修正建立的，

对于宽马赫数工作的二元超声速进气道流量系数和

临界总压恢复系数等性能参数估算有较高精度；

（2）通过对进气道扩张段内伪激波串进行简化处

理后，该方法也可用于估算进气道的超临界状态性

能；

（3）本文的性能估算方法计算速度快，精度较高，

可用于变几何二元进气道楔面调节规律的初步型面

选型设计和性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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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对航空发动机吸鸟适航符合性设计与验证方法的初始设计输入提供数据支持，综述了影响航空安全的高风险鸟类

概况，获得其在中国境内的大致分布情况，调研收集中国 50 余个机场周边鸟情的生态学调查及其对航空安全影响分析的文献资

料；结合 CCAR140 规章要求，对高风险鸟种及其分布数据进行统计对比，得到中国境内影响航空安全的鸟种、质量分布、地区分布

和地区间差异情况；并与中国民航 2008~2015 年鸟击数据进行对比验证，提出影响中国航空安全的高风险鸟种及其地区分布规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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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the initial design input of aeroengine bird ingestion airworthiness compliance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method袁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high-risk birds affecting aircraft safety was summarized袁 and the general distribution law of
birds in China was obtained. The literature data of ecological survey of birds around more than 50 airports in China and the analysis of their
impact on aircraft safety were coll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CCAR140袁 the high-risk birds specie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statistical data were conducted袁 and the bird species袁 mass distribution袁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affecting aircraft
safety in China were obtained袁 which was compared and verified with the bird strike data of CAAC from 2008 to 2015袁 and the high-risk
bird species and their regional distribution law affecting aircraft safety in China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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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飞机起飞或着陆过程中，航空发动机极易吸入

飞鸟，对航空安全造成严重危胁[1]。为此，一方面，通过

对发动机抗吸鸟机械损伤研究，不断增强航空发动机

吸入相应质量鸟类后的安全性和基本工作能力；另一

方面，对吸鸟事件的源头进行分析，掌握极易被发动

机吸入的鸟类情况及其分布，通过工程学、统计学、生

态学等相关研究，在发动机设计阶段针对不同的抗吸

鸟需求提高初始设计水平，在发动机使用阶段规避固

有鸟种的吸入风险，采取主动控制的方法管控机场周

边高风险鸟种活动范围及程度，降低发动机吸鸟的概

率也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2-3]。国外以美国联邦航空

局、美国农业部、欧洲航空安全局、澳大利亚航空安全

局等为代表，对影响航空安全的鸟类分布开展了大量

研究[4-6]。美国联邦航空局的研究发现，吸鸟后发动机

损伤的概率与吸入鸟的质量成正比，吸入多只鸟后发

动机损伤的概率要高于吸入单只鸟的情况[7-9]，并制定

了适航规章[10]，规定必须开展的吸鸟试验数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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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英国 RR 公司的研究经验证明[11]，在发动机

产品设计之初，需进行环境调研，以掌握发动机所面

临的吸鸟威胁情况，对发动机抗鸟撞击设计与适航符

合性验证提供初始输入，对鸟类种类及其大致的质量

分布作出相应要求。国内的相关工作集中在适航管理

部门的方法建议，针对机场周边的生态学调研与鸟情

分析及其风险控制手段等，但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国内

某几个区域或地点，缺乏一定的归纳和总结。

本文对国内多个机场周边鸟情的生态学调查及

其对航空安全影响分析文献进行调研，结合民航规章

要求，开展影响航空安全的高风险鸟类种类及其分布

数据的统计对比研究，提出全国范围内高风险鸟类地

区及质量分布规律。

1 高风险鸟类分布

1.1 中国民航规章要求及基本方法

1.1.1 实地调查方法

“中国民用航空局民用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

CCAR140”以及“民用机场鸟情生态环境调研指南

AC-140-CA-2009-2”规定了相应的调查原则与方

法，机场附近鸟类分布的实地调查方法一般采用样带

调查法。在抽取样

地时至少应从样地

类型、抽样强度和

面积及样地设置等

3 方面入手。典型机

场样带调查的设置

方法如图 1 所示。

某机场附近的生态环境比较复杂，包括机场飞行

区跑道两侧的低矮草坪区、临近机场跑道的河流湿地

区和林区、高草荒地、丘陵地带、湖泊湿地、农田以及

有人聚居的郊区。在实际调查中可以取 7 条样带，分

别覆盖上述生态环境，可以观察到各种不同生态环境

的鸟类活动。

1.1.2 鸟类威胁分级方法

针对不同鸟种的威胁程度，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

分析。在定性分析中，一般根据长时间不间断的实地

观察，直接根据观测结果与经验等将危险鸟类列出；

在定量分析中，一般采用重要性值 IV 或危险评估指

数 R 描述鸟类的威胁程度，IV（R）是一系列指标的函

数，可定义为

IV（R）=f（N，T，U，W，L，H，……） （1）

式中：N=（某种鸟的个体数 / 数量最多的鸟的个体数）

×100，为相对数量；T=（某种鸟出现的调查次数 / 总

调查次数）×100，为相对出现时间；U=（某种鸟出现

的样带数 / 总样带数）×100，为相对出现空间；W=

（某种鸟质量 / 最重鸟的质量）×100，为相对质量；L=
（某种鸟体长 / 体长最长鸟的长度）×100，为相对体

长；H 为相对飞行高度威胁指数，按鸟类飞行高度，超

低空 / 超高空时 H=0.1，低空 / 高空时 H=0.5，中空时

H=1，等等。

预估鸟类威胁程度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数学公

式，在式（1）的基础上，研究者们发展了算数平均值预

估法、多项式综合预估法和风险评价因子聚类法等不

同算法，并根据分析计算结果的排序将不同鸟类分为

极度危险、非常危险、比较危险和一般危险 4 级。

1.2 总体情况

据 FAA 统计，发动机吸鸟绝大多数发生在飞机

起飞爬升和接近着陆阶段，即发生于机场周边低空空

域。国内针对此领域，采取降低高风险鸟类活动范围

的方法，对不同机场周边的鸟类种群及其分布、活动

规律，风险等级评估。本文将调研的全部地区分为 8

个地理区域，地区和机场情况见表 1。

1.3 调研统计数据

根据文献调研的结果，通过归纳分析得到了文献

中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所列出的危险鸟类威胁程

图 1 样带调查法

地区

东北

华北

华东

东南

华南

华中

中北

西南

涵盖机场或区域机场

大庆萨尔图[12]，抚远东极[13]，哈尔滨太平[14]，牡丹江海浪[15]，齐

齐哈尔三家子[16]，长春大房身[17]，大连周水子[18]，沈阳东塔[19]，沈

阳桃仙[20]，扎兰屯成吉思汗[21]

北京首都[22]，二连浩特赛乌素[23]，呼和浩特白塔[24]，天津滨海[25]

安庆天柱山[26]，池州九华山[27]，合肥新桥[28]，上海虹桥[29]，上海

浦东[30]，杭州萧山[31]，阜阳西关[32]

福州长乐[33]，厦门高崎[34]

佛山沙堤[35]，梅州梅县[36]，桂林两江[37]，柳州白莲[38]，南宁吴圩[39]，

梧州长洲岛[40]

老河口光化[41]，宜昌三峡[42]，武汉天河[43]，常德桃花源[44]，张家

界荷花[45]，南昌青云谱[46]

巴彦淖尔天吉泰[47]，乌海[48]，西安咸阳[49]，榆林榆阳[50]

南充高坪[51]，西昌青山[52]，成都新津[53]，大理荒草坝[54]，昆明巫

家坝[55]，临沧博尚[56]，重庆江北[57]

表 1 研究涉及的地区与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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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数据，经统计，中国境内

对航空安全影响程度为“非

常危险”级别以上的高风险

鸟类共 131 种，鸟种平均

质量从最小的 5 g 分布到

最大的 9000 g 以上[58]，131

种高风险鸟类的连续质量

分布如图 2 所示。

其中部分代表性鸟种名称及其平均质量见表 2。

2 高风险鸟类分布分析

高风险鸟类的机场和地区信息[12-57]数据来源于中

国境内上述 8 个地区的 50 余个机场，位置涵盖了中

国从南到北，腾冲 - 漠河一线以东的各种生态环境。

2.1 高风险鸟类分区域分析

根据各地区机场的鸟情调研数据，总结分析了各

地区的高风险鸟种及其质量分布与出现频率等数据。

2.1.1 东北地区高风险鸟类

东北地区机场共记录了 48 种高风险鸟类，按平

均质量从高到低排序的前 15 种高风险鸟类情况如图

3 所示，相应的机场占全部机场的比例（即不同高风

险鸟类的地区出现频率）如图 4 所示。

从图中可见，东北地区较为危险的鸟类包括普通

鸬鹚、大鵟、苍鹭、赤麻鸭、环颈雉、绿头鸭、毛脚鵟、夜

鹭、小嘴乌鸦等，除毛脚鵟、夜鹭和小嘴乌鸦外，其余

鸟种均属于平均质量超过 900 g 的大鸟。此外，赤麻

鸭、绿头鸭和小嘴乌鸦属于集群活动和迁徙的鸟类；

大鵟、毛脚鵟等猛禽一般在机场飞行区等开阔地区飞

行觅食，环颈雉、小嘴乌鸦一般在机场草坪及周边荒

地活动，环颈雉还经常横穿跑道，普通鸬鹚、苍鹭、夜

鹭等鸟类栖息在湿地环境，数量分布较多。由此可见，

东北地区高风险鸟类主要为猛禽、水禽和雁鸭类，且

质量和体型较大。

2.1.2 华北地区高风险鸟类

华北地区机场共记录了 38 种高风险鸟类，按平

均质量从高到低排序的前 15 种高风险鸟类情况如图

5 所示，出现频率如图 6 所示。

从图中可见，华北地区较为危险的鸟类包括草原

雕、普通鸬鹚、大鵟、苍鹭、银鸥、环颈雉、红隼、喜鹊、

家鸽等，以 900 g 以上和 1800 g 以上的中型和大型鸟

类为主，水鸟类的分布与东北类似，喜鹊、家鸽等属于

高度适应人类聚居区的分布鸟类，红隼经常悬停在机

场和附近荒地中空觅食，并围绕机场区域进行大面积

的巡逻飞行，本地区高风险鸟类的特点是出现了体型

巨大的鸟类，如鹤类和雕类，平均体重超过 2850 g，因

此在华北地区的草原地带机场要十分注意该类鸟类。

由此可见，华北地区高风险鸟类主要是大型的草原型

鸟类、中型猛禽和适应人类聚居区的小型鸟类。

2.1.3 华东地区高风险鸟类

华东地区机场共记录了 32 种高风险鸟类，按平

均质量从高到低排序的前 15 种高风险鸟类情况如图

7 所示，出现频率如图 8 所示。

从图中可见，华东地区较为危险的鸟类包括豆

雁、环颈雉、普通鵟、夜鹭、池鹭、牛背鹭、喜鹊、家鸽、

椋鸟等，其中豆雁为平均质量超过 2850 g 的大型鸟

类，其余为 1000 g 以下的中型和小型鸟类，华东地区

是中国主要的鸟类迁徙通道，如豆雁、普通鵟等每年

均通过华东区域进行长距离迁徙，此外，大部分鹭鸟

图 2 高风险鸟类自然顺序

质量分布

鸟种

柳莺

绣眼

家燕

金腰燕

云雀

丝光椋鸟

灰椋鸟

质量 /g

5.25

11.5

18

19.5

34

74

85

鸟种

八哥

山斑鸠

家鸽

小白鹭

绿头鸭

环颈雉

豆雁

质量 /g

114

249

270.5

427.5

1100

1265

3150

表 2 代表性鸟种及其质量

图 3 东北地区高风险鸟类

平均质量排序

图 4 东北地区高风险鸟类

出现频率排序

图 5 华北地区高风险鸟类

平均质量排序

图 6 华北地区高风险鸟类

出现频率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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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在本地区属于留鸟，分布广泛。另外，华东地区的丝

光椋鸟、灰椋鸟等超大群聚居鸟类分布广泛。由此可

见，华东地区高风险鸟类主要为迁徙大型鸟类、鹭鸟

和群居型中小鸟类。

2.1.4 东南地区高风险鸟类

东南地区机场共记录了 32 种高风险鸟类，按平

均质量从高到低排序的前 15 种高风险鸟类情况如图

9 所示，出现频率如图 10 所示。

从图中可见，东南地区较为危险的鸟类包括夜

鹭、小白鹭、八哥、家鸽、红嘴鸥、喜鹊、斑鸠、棕背伯劳

等，以 300~900 g 鸟类为主，夜鹭等水鸟栖息在机场

周边的湿地中，家鸽、八哥、红嘴鸥等属于集群活动的

鸟类，红嘴鸥是本地区极其常见的鸥类，家鸽、喜鹊、

棕背伯劳等基本生活在人类聚居处，不甚怕人，分布

广泛。由此可见，东南地区高风险鸟类主要为水鸟和

人类聚居区鸟类，质量和体型中等。

2.1.5 华南地区高风险鸟类

华南地区机场共记录了 43 种高风险鸟类，按平

均质量从高到低排序的前 15 种高风险鸟类情况如图

11 所示，出现频率如图 12 所示。

从图中可见，华南地区较为危险的鸟类包括环颈

雉、夜鹭、白鹭、池鹭、家鸽、珠颈斑鸠、山斑鸠、秧鸡、

沙锥等，质量分布以 1000 g 以下的中型鸟类和小型

鸟类为主。华南地区的全部鹭鸟为留鸟，一年四季均

在机场周边湿地活动，分布及其广泛，可能单独或集

群穿越机场飞行区，家鸽、斑鸠等鸠鸽类在华南地区

也属于优势种群，集群活动，贴近人类聚居区，不怕

人，不易驱离，秧鸡、沙锥等涉禽在本机区也属于优势

种群，沿湿地边缘活动，一旦受惊扰，会突然飞起爬高

而进入航线。由此可见，华南地区高风险鸟类主要为

鹭鸟、鸠鸽类和小型涉禽。

2.1.6 华中地区高风险鸟类

华中地区机场共记录了 24 种高风险鸟类，按平

均质量从高到低排序的前 15 种高风险鸟类情况如图

13 所示，出现频率如图 14 所示。

从图中可见，华中地区较为危险的鸟类包括环颈

雉、夜鹭、白鹭、池鹭、家鸽、椋鸟、白头鹎等，质量分布

在 1000 g 以下的中小型鸟类为主。本地区纬度与生

态环境与华东和华南地区类似，各类鹭鸟在本地区为

优势种群，生活在机场周边湿地区域，各种集群活动

的鸠鸽类、椋鸟类和小型雀类均生活在人类聚居区，

生活习性不甚怕人，不易驱离，分布广泛，数量众多。

由此可见，华中地区高风险鸟类主要为鹭鸟、鸠鸽类、

椋鸟类和小型雀类等群居型中小型鸟类。

2.1.7 中北地区高风险鸟类

中北地区机场共记录了 35 种高风险鸟类，按平

均质量从高到低排序的前 15 种高风险鸟类情况如图

15 所示，出现频率如图 16 所示。

从图中可见，中北地区较为危险的鸟类包括天

鹅、豆雁、苍鹭、大白鹭、大麻鹣、家鸽、红隼、椋鸟等，

大型鸟类质量分布超过 3650 g，其余鸟类为 1000 g

图 7 华东地区高风险鸟类

平均质量排序

图 8 华东地区高风险鸟类

出现频率排序

图 9 东南地区高风险鸟类

平均质量排序

图 10 东南地区高风险鸟类

出现频率排序

图 11 华南地区高风险鸟类

平均质量排序

图 12 华南地区高风险鸟类

出现频率排序

图 13 华中地区高风险鸟类

平均质量排序

图 14 华中地区高风险鸟类

出现频率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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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各地区机场高风险

鸟类出现频率

图 22 各地区机场高风险

鸟类统计总出现频率

以下的中小型鸟类为主。中北地区由于人类分布程度

较低，生态环境保持较好，因此大型鸟类分布较多，体

型较大，中北地区分布的鹭鸟一般为大型鹭鸟，其余

集群分布鸟类和人类聚居处鸟类与中国其他地区分

布基本相同。由此可见，中北地区高风险鸟类主要为

大型鸟类和群居型中鸟。

2.1.8 西南地区高风险鸟类

中北地区机场总共记录了 47 种高风险鸟类，按

平均质量从高到低排序的前 15 种高风险鸟类情况如

图 17 所示，出现频率如图 18 所示。

从图中可见，西南地区较为危险的鸟类包括蜂

鹰、普通鵟、小白鹭、池鹭、家鸽、家燕、金腰燕等，质量

在 1000 g 以下的中型和小型鸟类为主。西南地区是

中国另一条比较重要的猛禽迁徙通道，每年有上万只

以上的凤头蜂鹰和普通鵟迁徙经过此地。此外，鹭鸟

中相对体型较小的种类在本地区均为留鸟，分布广

泛，有时也集群活动，穿越机场飞行区，家燕和金腰燕

在西南地区越冬，数量分布极其广泛，在机场飞行区

呈极大群活动。由此可见，西南地区高风险鸟类主要

为越冬猛禽、中小型鹭鸟和越冬燕类。

2.2 全国范围内高风险鸟类分析

全国范围内高风险鸟类机场出现次数比较和高

风险鸟类地区出现次数比较分别如图 19、20 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国内范围出现频率较高的高风险

鸟类包括家燕、家鸽、斑鸠、树麻雀、白鹭、夜鹭、苍鹭、

池鹭、喜鹊、八哥、椋鸟、红隼、云雀、白头鹎等，基本为

1000 g 以下的中型和小型鸟类，其中大部分质量分布

在 400 g 以下，300~700 g 之间的鸠鸽类、燕类、鹭鸟

类是中国范围内比较危险的鸟种，此外，生活在人类

聚居区的椋鸟类、喜鹊、白头鹎、麻雀等中小型群居型

鸟类也是不可忽视的威胁，1000 g 以上的大型鸟类分

布较少，威胁程度相对较低。

高风险鸟类在全国各地区样本机场内出现的统

计见表 3，各地区机场高风险鸟类出现频率和统计总

数出现频率如图 21、22 所示。

从图 21 中可见，东南地区每个机场出现的平均

高风险鸟类超过 10 种，为最高，华南地区每个机场出

现的平均高风险鸟类数不到 4 种，为最低。高风险鸟类

分布密集程度次序为：东南地区、中北地区、华北地区、

西南地区、华南地区、东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

从图 22 中可见，中北地区每个机场出现的平均

高风险鸟类统计总次数超过 14 次，为最高，而华东地

图 15 中北地区高风险鸟类

平均质量排序

图 16 中北地区高风险鸟类

出现频率排序

图 17 西南地区高风险鸟类

平均质量排序

图 18 西南地区高风险鸟类

出现频率排序

图 19 高风险鸟类机场出现

次数比较

图 20 高风险鸟类地区出现

次数比较

地区

东北

东南

华北

华东

华南

华中

中北

西南

机场样本数

11

3

5

9

8

7

4

8

高风险鸟类数量

48

32

38

32

43.

24

35

47

高风险鸟类出现总数

115

41

60

48

68

49

58

107

表 3 高风险鸟类地区出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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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各区域机场高风险

鸟类平均质量

鸟质量 /g

＜85

85~350

350~450

450~700

700~1150

调研

51

40

5

7

12

民航

33

19

2

2

5

表 4 按 CCAR33.76 标准划分高风险鸟类质量段

序号

1

2

3

4

5

调研

家燕

家鸽

树麻雀

喜鹊

小白鹭

民航

家燕

金腰燕

树麻雀

红喉歌鸲

云雀

序号

6

7

8

9

10

调研

红隼

池鹭

金腰燕

环颈雉

珠颈斑鸠

民航

白头鹎

红隼

家鸽

夜鹭

环颈雉

表 5 高风险鸟类与中国民航统计数据对比

区每个机场出现的平均高风险鸟类统计总次数不到

6 次，为最低。高风险鸟类出现次数密集程度次序为：

1、中北地区、东南地区、西南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

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

各地区内调研机场出

现高风险鸟类平均质量的

算术平均值如图 23 所示。

从图中可见，中北、华

北和东北地区的高风险鸟

类平均质量较大，超过

400 g，其余地区的高风险

鸟类以中小型为主。

3 中国民航 2008～2015 年鸟击数据对比

为进一步说明调研数据的合理性，本文还收集了

中国民航安全技术中心发布的 2008～2015 年民航鸟

击航空器事件分析报告，经统计，中国境内总计发生

完全确认撞击鸟类物种的共 513 起，涉及鸟类物种

63 种，在本文调研的 131 种高风险鸟类和中国民航

2008～2015 年鸟击统计数据报告可以确定鸟击物种

数据库中，按 CCAR33.76 标准划分高风险鸟类质量

段数据见表 4，经无量纲处理后的数据对比如图 24

所示。

从表 4 和图 24 中可见，350 g 以下的鸟类占多半；

在中型以上鸟类中，鸟质量分布以 1000 g左右的中鸟

为期望呈准正态分布。

本文调研得到的高风险鸟类与中国民航 2008～

2015 年鸟击数据库中鸟击数据排名前 10 位的鸟种

按质量排序的对比见表 5。

从表 5 中可见，本文调研数据中近 70%的鸟种

与中国民航的统计数据是重合的，二者较为一致，中

国境内高风险鸟类分布主要以小型鸟类和中型鸟类

为主。

4 总结

（1）根据国内机场鸟情调研，共汇总危险程度在

“非常危险”级别以上的高风险鸟类 131 种及其平均

质量，高风险鸟类分布较为广泛，平均质量从 5 g 连

续分布至 9000 g 以上。

（2）分析得到国内 8 个区域的地区高风险鸟类

种类及其分布概况，列出各地区标志性的高风险鸟类

种类。

（3）分析了全国范围内高风险鸟类的总体分布情

况，指出出现频率较高的高风险鸟类包括家燕、家鸽、

斑鸠等中小型鸟类；东南、西北和华北等地区为高风

险鸟类出没频率较高的地区；中北、华北和东北地区

为大质量高风险鸟类出没频率较高地区。

（4）将调研数据与中国民航 2008～2015 年鸟击

数据对比表明，二者较为一致，质量在 350 g 以下的

高风险鸟类占据总数的过半部分；对于中型以上鸟

类，高风险鸟类平均质量分布以 1000 g 左右的中鸟

为期望呈准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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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热障涂层隔温温度测量方法缺乏规范性及精确测量体系欠缺的问题，提出在热障涂层上、下两侧制作薄膜型

热电偶测量热障涂层隔温温度的试验方案，利用 MEMS 工艺在热障涂层两侧实现 Pt/PtRh 薄膜型（< 1 um 厚）热电偶微制造工艺，

进行热障涂层在高温热流动态环境下的隔温效果初步测定试验，并提出 1 种热障涂层隔温效果的标准化测量体系与测量规范。结

果表明：该 Pt/PtRh 薄膜型传感器可以测量 1200 ℃左右的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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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te Measurement of Insulation Temperature of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Based on Dual Thin-film
Thermocou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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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lack of measurement method standardization and accurate measurement system of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渊TBC冤袁a test scheme of making thin-film thermocouple on both sides of TBC was proposed to measure the insulation
temperature of TBC. Micro-manufacturing of Pt/PtRh thin-film 渊1 um thick冤thermocouple was carried out on both sides of TBC by using
MEMS process. A preliminary test of thermal insulation effect was carried out for TBC under the dynamic environment of high temperature
heat flow袁and a standardized measurement system and measurement specification were proposed for insulation effect of TBC.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t/PtRh thin-film sensor can measure about 1200 益 high temperature遥

Key words: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渊TBC冤曰temperature measurement曰thin-film sensor曰Micro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渊MEMS冤曰
insulation temperature曰aeroengine

0 引言

21 世纪航空发动机的发展，侧重于其商业化及

提高效能，而提高航空发动机的燃动效能就需要提高

涡轮进口的燃气温度，该温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涡轮叶

片金属基底材料的最高温度承受能力，必须对合金材

料的表面进行冷却。冷却气流和热障涂层（Thermal

Barrier Coating，TBC）是最常用的 2 种冷却方法：提高

冷却气量会有显著的冷却效果，但会大大降低航空发

动机的运行效率；涂覆 TBC 给涡轮叶片降温是目前

不可或缺的提高航空发动机工作温度的方法，研发高

效能、高可靠性的 TBC 也成为目前航空发动机关键

技术之一[1]。TBC 的研发主要有 3 部分工作：（1）通过

改良 TBC 基本材料[2-5]和组成结构[6-7]来提高 TBC 的

隔温性能；（2）研究 TBC 隔温性能的物理机制[8]；（3）

TBC 性能测量和表征[9]，如温度隔离能力、应力匹配、

稳定性和可靠性、抗氧化性，其中隔温效能是表征测

量非常重要的 1 项指标。

但是，在国内外的众多文献中，对于 TBC 隔离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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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报道不甚统一。例如 Andress 等[10]在某型发动机

高压涡轮工作叶片上进行 TBC 试验时，喷涂厚度为

0.254 mm 的涂层，平均降温 120 ℃；Meier 等[11]在现

有涡轮冷却技术下，涂层厚度为 0.25 mm 的 TBC 可

使合金温度降低 111～167 ℃；而 Maricocchi 等[12] 研

究的 0.125 mm 的 TBC（EB-PVD）降温效果为 56～83

℃。造成以上数据不统一的主要原因在于：混淆了

TBC 材料本身特征表征与冷却效果的表征，前者属于

材料学的范畴，而后者与航空发动机具体结构和气动

状态有关。比如航空发动机涡轮前 1 导叶片，叶片背

面有冷却气流，气流状况及其内外表面温度都会对冷

却效果产生影响。此处谈到的温度隔离指冷却效果，

更加关注叶片表面的实际温度，因为这关系到涡轮叶

片的可靠性预估，但是这种热障涂层的隔热测量受内

壁和外壁 2 个界面的温度状况的影响，内外表面温度

边界条件会造成 TBC 隔温效能的差异。段力等[13]利用

计算机仿真得到：当内外壁温差为 700 ℃时，TBC 隔

温温度为 300 ℃左右；当内外壁温差为 1000 ℃时，隔

温效果高于 700 ℃。所以，测量环境设定标准与严格

掌控是准确测量的第 1 个必要条件。而第 2 个必要条

件是测量方法的精准性，传统的表面温度测量常常采

用红外测温仪，但其误差较大。

本文回顾了航空发动机温度测量技术，比较了各

种测量方法的优缺点。提出了利用薄膜热电偶技术对

TBC 隔热性能的测量方法、方案以及实践情况，对热

障涂层隔热性能的测量规范进行了探讨。

1 温度测量技术现状分析

常规的壁面温度测量测试技术包括：非接触式的

光学高温测试[14]、示温漆[15]、测温晶体[16-17]、热电阻和热

电偶温度传感器[18-19]技术，其特点见表 1。比较的方式

主要考虑这些测温技术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可行性主

要考虑温度传感测量实施的难易程度；必要性主要考

虑测量的精准度、精确度、测量的重复性及实时性等

因素。各种测温技术的优缺点也不尽相同，比如非接

触式的光学高温测试技术，其静态标定精度受被测物

体表面的粗糙度、气体介质的成分、氧化程度及黑体

度等因素的影响，测试精度难以保障；晶体测温技术

尺寸小、精度高、可制作成测温阵列，不需要引线，但

该技术和示温漆测试壁面温度测量都是“马后炮”测

量方式，即在做完试验后才可以获得整个测试过程中

测点位置处历经的最高温度，无法实现实时测量和重

复性测量，更无法实时对温度进行动态跟踪测量，比

如涡轮叶片某一点长期处于高温状态（但不是最高

温）下，用这种一次性的方法就无法判定。声表面波传

感器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测温方法，因为其为无线遥

感的非接触方式，可以用于航空发动机转子器件与转

动器件的传感测量，这种传感器目前在低温测量方面

已经实现商用化，但在高温测量面临严峻的挑战，目

前还没有完全攻克。迄今为止，利用热电偶和热电阻

测温是保证测量精度的最佳方式，也是航空发动机高

温测量的主要手段。这种接触式的温度测量又分为 2

种：常规的浸入式和露端型热电偶[20-21]和薄膜热电阻

和热电偶传感器测温，二者都可以达到精准测量的目

的。第 1 种为传统的测量壁面温度的常规方式，必须

利用绝缘陶瓷套管将热电偶埋设在涡轮叶片金属中，

由于材料之间导热系数的差异及其热电偶系统尺寸

偏大，会造成温度场的漂移及测量点的误差。而薄膜

表 1 涡轮叶片表面测温技术方法

传感器阵

列的形成

困难

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容易

容易

容易

定点测

量难度

大

小

小

大

大

小

小

小

涡轮叶片

表面安装

难易度

容易

容易

一般

不容易

不容易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实时测量的

能力，信号

响应能力

快

最高温度

最高温度

快

快

快

快

快

重复性与稳定性

连续测量，稳定

一次性

一次性

好

好

好

好

好

测量精度

一般

一般

一般

精确

精确

精确

精确

精确

信号连接方式

非接触式

非接触式

非接触式

有线测量

有线测量

有线测量

有线测量

无线遥感

测温技术

光学高温测试技术

示温漆

测温晶体技术

热电阻温度计

热电偶温度计

薄膜热电阻传感器

薄膜热电偶传感器

SAW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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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偶在这方面体现出其独特优势[22]，薄膜传感器直

接贴在壁面上，且尺寸微小，可以精准测量该点温度，

易于形成传感器的阵列。所以，利用 MEMS 薄膜温度

传感器对 TBC 进行精准温度测量和隔温性能的表征

尤为重要，MEMS 温度传感器尺度很小（微米量级），

对涡轮叶片表面传热和温度分布，附着热流轨迹及厚

壁扰动影响极小，并且比常规热电偶在局部温度测量

的精度要高得多。本文利用薄膜型铂铑热电偶测量热

障涂层的隔离温度[23]，保证了温度测量的准确性和精

确性。

常规热障涂层温度隔

离测量系统如图 1 所示。

采用高温乙炔气流给

热障涂层表面加热，用光

学的方法来测量火焰温

度，作为热障涂层表面的

温度。在测试样片的背面采用 1 个标准的热电偶来测

试背面的温度，2 个温度之间的差值就是热障涂层的

隔温温度。这种方法测量的精度非常受限：光学测量

本身存在几十摄氏度的误差；不能完全消除背面热电

偶和叶片表面之间的空气间隙，使背面测量的样片表

面的温度产生误差。

本文提出利用 MEMS 薄膜热电偶的方式测量

TBC 两侧的温度差，并藉此算出隔温温度，对温度测

量的条件及其测量系统的标准化进行探讨，初步设立

了 TBC 隔温温度的测量规范。

2 测量原理诠释

利用薄膜热电偶的方法测量热障涂层温度隔离

效能的测量结构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2 层热电

偶的测温节点都位于小圆片的中间位置，用高温热流，

给 TBC 表面加温，测量 2 个热电偶的温差就可以得到

TBC 涂层两边的温差，即隔温温度。由于热电偶的测温

精度高、温度响应速度快，

利用此法可以精确地测量

热障涂层两端的温差。这

项技术的主要难点是 TBC

下表面薄膜传感器的制

作，因为热障涂层的喷涂

过程可能会破坏第 1 层

薄膜热电偶的薄膜结构，

本研究的应对策略是在薄膜传感器制作过程予以

详细说明。

3 测量样品的制作

选用直径为 25 mm、厚度为 5 mm 的小圆钢片作

为基底，在此之上沉积 30 um 厚度的 MCrAlY 层之

后，先喷涂 1 层比较薄的（厚度为 30 滋m）的 TBC，然

后用 MEMS 方法在涂层的表面制作 Pt/PtRh 热电偶，

制作过程为：利用光刻的方法把有 Pt 线条的地方露

出来，采用磁控溅射的方式溅射 1 层 500 nm 厚度的

Pt 薄膜，应用剥离工艺后形成宽度为 5 mm 的 Pt 薄

膜线条；再做 1 次 PtRh 线条（也是 5 mm 宽）的光刻

过程，其线条与原有的 Pt 线条垂直，形成 1 个十字

形，这个十字形的交点就是热电偶的节点，也是采用

磁控溅射和剥离的方式形成 PtRh 的线条。然后使用

直径为 0.1 mm 的 Pt 和 PtRh 细线高温焊接在薄膜热

电偶上，在此基础上，再用等离子喷涂法沉积 1 层厚

度为 300 滋m 的热障涂层，考虑到薄膜热电偶的厚度

很薄，在第 2 次喷涂的过程省去了喷砂过程，在喷涂

之后用万用表确认薄膜热电偶的连接状况，确认无误

后，再用 MEMS 方法制作第 2 层 Pt/PtRh 薄膜热电

偶，最后使用直径为 0.1 mm 的 Pt 和 PtRh 细线连接

出顶层的薄膜热电偶。制

作好的样品如图 3 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在第 2 次喷

涂的过程中，由于高温冲

击可能造成第 1 层薄膜热

电偶损坏，在制作第 1 层薄

膜热电偶时，线条的宽度不

宜过窄，需达到100 滋m以上。

4 测量过程与结果讨论

在马弗炉中对 2 个热电偶进行温度校准：将标准

的 R 型热电偶放置在小

圆片上，在升温过程中，

同时测量 3 个热电偶的

热电压，并画出对应的热

电压和温度曲线作为薄

膜型热电偶的温度测量

标准。在做完温度校准之

后，进行热障涂层的温度

隔离试验。高温施加过程

图 2 利用薄膜热电偶的方法

测量热障涂层温度隔离效能

的测量结构

图 3 双层 Pt/PtRh 薄膜

热电偶样品

图 1 常规热障涂层温度

隔离测量系统

样片背面的
高温传感器 高温火焰

光学温度探测器

Hot beam TC1

TC2

TBC
Ni-Cr

PtRh

Pt 驻TTBC=TC1-TC2
TBC 测评体系设立
利用两个薄膜热电偶（TC）测量热障涂层
（TBC）的隔热能力

第 2 层薄膜热
电偶及其引线

第 1 层薄膜热
电偶及其引线

Pt

PtRh
PtRh

Pt

图 4 热障涂层隔温效果

测量高温施加与测量系统

高温火焰

试验样品：热障涂层 +
薄膜热电偶 + 高温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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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 所示）为：使用丁烷液化气高温喷枪喷射火

焰，将样品置于高温火焰之下，采用耐高温双层护管，

高温喷嘴最高温度可达 1300 ℃，调整喷枪与样品的

距离即可调整热障涂层表面的温度及热流状况。用 2

个标准的 R 型热电偶分别放置在热障涂层和样片下

部，用来测量热障涂层表面火焰温度和背面金属温

度，通过测量比较 4 个热电偶（2 个标准热电偶 +2 个

薄膜热电偶）的温度差别来评估热障涂层的隔温效果。

4.1 测量的结果分析

对热障涂层上下 2 层的热电偶进行温度校准测

量，将样品放置在马弗炉中缓慢升温，升温速率为

400 ℃/h，在这一过程中使用多通道数据采集进行热

电压的测量，考虑到马弗炉温度读数及其高温腔内温

度场迟滞可能造成的误差，在样片表面放置 1 个标准

的 R 型热电偶进行同步测量，并以此为判定温度的

依据。2 个薄膜热电偶的热电压随温度变化的曲线如

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曲

线的重复度很好，以此温

度校准曲线作为标定，得

到热电压与温度的对应关

系。在下面的热障涂层温度

隔离测试当中，把所测热电

压的值根据温度校准曲线

转换为相应的温度值。

初步的温度隔离试验采用高温枪将高温热流射

向样片表面，并利用高速率的数据采集器对 4 个热电

偶的电压进行瞬态数据采集，在升温和降温过程中 4

个热电偶反应的温度变化趋势如图 6 所示。试验证实

了利用双层的薄膜热电偶对于测量 TBC 两侧温度差

值的可行性，TBC 温差变化趋势和规律也符合预期。

从图中可见，外部施加火焰的温度上升趋势和内外 2

层热电偶的温度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在开始时热障

涂层外部的热电偶对温

度的反应很快，而内部的

上升速度就比较慢，最后

逐渐达到平衡，样品底部

的热电偶由于样片金属

的高温氧化层及其空气

的间隙有一定的温度隔

离作用，所以上升速度始

终很慢。外部的热流火焰

撤离之后（第 470 s 处），热障涂层内外热电偶的温度

逐次降低。在本试验中，样片下是石棉绝热体，也就是

说不散热。当达到热平衡时，热障涂层两面的温度趋

于相同。在未来的试验设计中（见下面讨论部分），样

片底部的温度控制在 1 个稳定区间，如在水温低于

100 ℃附近，上下表面的温度可以达到稳定的差值，

利用热障涂层两面的温度差，就可以对热量涂层的隔

温效果做出标定。

随后进行了瞬态的冷却试验，也就是在刚刚撤掉

火焰之后的热障涂层上喷 1 层冷水进行冷却，同时监

测 2 层薄膜热电偶的瞬态温度。瞬态试验结果如图 7

所示。显然外层的热电偶迅速冷却，而内层热电偶的冷

却速度偏慢，比较 2 层的热电偶温度差值，可得 TBC

的温度隔离效果为150 ℃左右。从结果还可知，由于

TBC 冷却的时间缓冲量级为秒，采用高速数据采集系

统（精度可以达到 10-5 s），

可以利用瞬态温度降低温

差来衡量热障涂层两端的

隔离温度，这种试验方式的

可重复性容易实现。

4.2 结果讨论

要衡量 TBC 温度隔离效果，测量系统应该标准

化；此外，测量体系的应用环境为可控的试验室环境，

而不是航空发动机的气动环境。为此设计了 1 种试验

装置，用水来进行基底的冷却。在测试时，利用高温热

流来吹击 TBC 前表面及其上设置的薄膜温度传感

器，获得 TBC 表面温度的测量读数；在施加高温的同

时，同步监测底层热电偶的温度读数。在测量过程中，

利用水冷装置对测试样品的基底金属进行冷却（并实

时监控测量水温）。利用达到热平衡之后 TBC 两侧薄

膜热电偶的温度差作为热障涂层隔温温度。标定方法

可以用 TBC 温度隔离系数

S驻TBC= |TC2-TC1|
tTBC

（1）

式中：TC1 和 TC2 为热障涂层内、外表面温度，取自薄膜

热电偶的读数；tTBC 为热障涂层的的厚度。

从式中可见，热障涂层的冷却效果应该考虑厚度

及其热障涂层内、外表面温差的影响，由于这 3 个量

都可以精准测量，可以在热流量一致的情况下用 TBC

温度隔离系数 S驻TBC 作为热障涂层隔温温度的标准化

标定，单位为℃/滋m，也就是用每微米能够达到的冷

图 5 热障涂层两端热电偶

的温度校准曲线

图 6 热障涂层隔温效果动态

测量结果

图 7 温度冷却瞬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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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梯度表征 TBC 隔温效能。比如本试验的热障涂层

的厚度为 300 滋m，可以达到的冷却效果为 150 ℃，则

S驻TBC=0.5 ℃/滋m。在后续工作中，会用这种系统来对热

障涂层进行测量表征。后续研究还应该包含测量的重

复性、误差方面的分析方

法及影响因素，及其在不同

高温温度 TC1 下 S驻TBC 可能

的差异，热障涂层隔温温度

测量装置如图 8 所示。

5 结束语

本文利用 MEMS 技术在 YSZ 热障涂层的上下表

面（TBC 表面和 NiCr 合金与 TBC 的界面处）制作了

薄膜型热电偶，用来精准测量热障涂层两侧的温度，

并且用二者温度差来衡量 TBC 的隔温温度。试验表

明，该 Pt/PtRh 薄膜型传感器可以成功测量 1200 ℃

左右的高温。本试验还设计了 1 套测量热障涂层隔温

的标准化体系，并制定了 1 种热障涂层隔温测量标

准，可供未来 TBC 测量标准制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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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在设计状态和非设计状态下的性能，建立压气机、涡轮及换热器等主要部件的部

件模型。给出各部件在共同工作时需要满足的平衡方程，同时建立求解稳态特性计算模型的非线性方程组，进而发展出 1 种超临

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非设计点性能计算方法和对应程序。针对简单布雷顿循环和再压缩布雷顿循环分别建立 2 种模型，并计算

分析了转速、压气机和涡轮进口温度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设计状态下，再压缩布雷顿循环的效率高于简单布雷顿循

环的效率；在非设计状态下，再压缩布雷顿循环的性能降低速率更快。

关键词：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性能计算；部件模型；再压缩布雷顿循环；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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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Calculation of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Brayton Cycle Based on Component Models
ZHENG Hua-lei袁WU Xue-bei袁LIU Bin

渊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袁Zhuzhou Hunan 412002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performance of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brayton cycle in design condition and non -design

condition袁the component models of compressor袁turbine and heat exchanger was established. The equilibrium equations that each component
needed to satisfy when working together were given袁and the nonlinear equations for solving the steady-state characteristic calculation model
were established. A method and corresponding program for calculating the non-design points performance of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brayton cycle were developed. Two kinds of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for the simple brayton cycle and the recompression brayton cycle
respectively袁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speed袁the inlet temperatures of compressor and turbine on engine performance we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compression brayton cycle is more efficient than that of the simple brayton cycle in the design
condition. In the non-design condition袁recompression brayton cycle performance reduces faster.

Key words: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brayton cycle曰performance calculation曰component model曰recompression brayton cycle曰
aeroengine

0 引言

超临界二氧化碳（Supercritical CO2，SCO2）循环动

力系统采用闭式布雷顿循环，其工质为处于超临界状

态的二氧化碳，压气机进口工作在临界点附近，在同

样的压比下，压气机所需功较小，整机热循环效率较

高；SCO2 的密度远大于水蒸气朗肯循环和氦气布雷

顿循环中工质的密度，在同功率级别下，SCO2 循环动

力系统的压气机和涡轮的体积和质量远小于蒸汽轮

机和氦气轮机的，如果考虑换热和冷却设备，SCO2 循

环动力系统在体积和质量方面极具竞争力；此外，

SCO2 循环动力系统在较低的热源温度（400～750

℃）下，同样具有较高的热循环效率，被认为是太阳能

及核能等新兴能源领域最具应用前景的能量转换系

统之一。

在 20 世纪 60 年代，Angelino[1]和 Feher[2]提出超临

界二氧化碳闭式循环动力系统的概念，但是由于压气

机、涡轮及紧凑式换热器设计和制造技术不成熟，此

概念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Wright 等[3]认为正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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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初随着制造技术的提高及材料工艺的发展，

SCO2 布雷顿循环的研究才再度兴起；Dostal[4]系统的

研究了 SCO2 循环用于下一代核反应堆的叶轮机械设

计以及换热装置设计；Michael 等[5]对比了 SCO2 循环

动力系统和蒸汽轮机，认为 SCO2 循环可以取代蒸汽

轮机；Steven 等[6]和 Kenneth 等[7]分别研究和分析了美

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

SNL）、美国原子能国家实验室（Knolls Atomic Power

Laboratory ，KAPL）的 100 kW 级集成演示实验的运

行以及发展；Jekyoung 等[8]和 Yoonhan 等[9]研究并讨论

了 SCO2 循环以及循环中叶轮机械的设计特征参数；

在关于 SCO2 循环系统性能计算分析文献中，一般都

是关注系统在设计工作状态的性能，黄潇立等[10]和段

承杰等[11]基于热力学第一定律，研究了不同设计参数

（分流系数、压力及温度等）下循环系统的热力学特性

和参数限制；郑开云[12]进行了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

循环效率分析；John 等[13]对 SCO2 循环系统的非设计

点性能进行计算分析，主要给出了压气机和涡轮进口

温度对系统性能的影响，但是人为指定了压气机和涡

轮在非设计状态下的性能，而实际上，当 SCO2 循环系

统设计点循环参数确定后，其部件的特性也就随之确

定，系统正常工作要遵循部件特性和共同工作原理。

本文在 SCO2 循环系统部件建模的基础上，利用

各部件共同工作原理，建立 SCO2 循环系统的性能计

算方法。

1 计算模型的搭建

在 SCO2 布雷顿循环系统中，包含压气机、涡轮及

换热器 3 大主要部件，本文介绍这 3 种部件设计点和

非设计点性能计算模型，分析压气机和涡轮满足相似

准则前提的条件，指出简单循环和再压缩循环所要遵

守的平衡关系，并建立对应的性能计算模型。采用美

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 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下流体物性参数数据

库 REFPROP [14]（NIST Reference Fluid Thermodynamic

and Transport Properties Database）计算 SCO2 工质的

物性参数。

1.1 相似准则

对于叶轮机械，如果不考虑雷诺数影响，只要保

证尺寸不变和比热比 k 不随压力变化，即可满足相似

准则[15]。由于声速是温度和比热比 k 的函数，在相同

温度下，如果声速随压力不变，即可认为 k 值不变，满

足相似准则。

压气机进口参数变化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

压气机进口温度 Tci 变化范围为 305～320 K，压力变

化范围为 7.5～10 MPa，SCO2 循环系统的压气机并不

是在所有状态都满足相似准则，因为当温度接近临界

温度时，比热比 k 变化剧烈。本文压气机进口温度设

计值为 310 K，当压力在 7.5～8.5 MPa 变化时，k 变

化范围不超过 2%，满足相似准则。涡轮的进口压力

和温度变化范围较大，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当涡

轮进口温度 Tti 大于 400 K 之后，进口压力在 7～20

MPa 之间变化时，比热比 k 变化较小，可以认为满足

相似准则；而在起动初期涡轮进口温度很低时，不满

足相似准则。

1.2 压气机和涡轮计算模型

利用等熵效率和增压比（膨胀比）计算压气机和

涡轮出口截面参数。对于压气机

PO=Pi仔C （1）

T紫=Ti(
( 驻TT )C,id

浊 +１) （2）

式中：仔c 为压气机增压比；浊 为压气机等熵效率；下标

i、o 分别表示压气机的进、出口；( 驻TT )C, id 为压气机理

想温升比，定义为

( 驻TT )C, id=仔c

k-1
k -1 （3）

在设计点状态下，已知压气机的等熵效率和增压

比时，根据式（1）～（3）即可求得压气机出口截面参

数。在非设计点状态下，由数值模拟或试验得到压气

机和涡轮特性，压气机特性一般由不同换算转速下换

算流量、增压比及等熵效率表示。

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 的 SCO2 循环系统的

压气机特性如图 3 所示。试验数据为离散数据点，数

值计算结果由连续实线表示。所有试验数据均为物理

图 1 压气机进口参数变化 图 2 涡轮进口参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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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i=320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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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7.5 8.0 8.5 9.0 9.5 10.0

进口压力/MPa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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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没有换算到设计条件，在特性录取试验中，压气机

进口条件的温度变化范围为 304.3～307.0 K，压力变

化范围为 7700～8139 kPa。

在非设计点状态下，基于压气机和涡轮满足相似

准则的前提，根据进口温度及部件特性图，计算其流

量、增压比（膨胀比）及效率等参数

W cor=f1( n
兹姨 ,beta) （4）

仔=f２( n
兹姨 ,beta) （5）

浊=f3( n
兹姨 ,beta) （6）

式中：兹= Ti

Tdesign
，为部件进口温度与设计值之比，常规

燃气涡轮发动机一般把特性图折合到海平面标准大

气环境下，而在 SCO2 循环中需要保证工质压气机进

口处于超临界状态，因此温度要高于 31.2 ℃，在计算

时需要把特性图折合到设计点压气机进口温度；beta

值是 1 个数学概念，没有具体的物理意义，表征工作

点在压气机特性位置，一般情况下 beta 取值为 0～1，

当超过此范围时，代表工作点在特性图外部；n 为压

气机或涡轮的相对物理转速。

1.3 中间换热器计算模型

在 SCO2 布雷顿循环系统中，存在 3 种不同换热

器：冷凝器低温端为冷却水，高温端为 SCO2；中间换

热器高、低温端均为 SCO2；热源低温端为 SCO2，高温

端为其他传热介质。对于冷凝器和热源，可以主动控

制冷凝器的冷却水和热源的加热量以调节温度；而中

间换热器两端均为 SCO2，无法主动控制，需要根据流

动参数计算换热系数和回热度，进而根据一端的温度

求出中间换热器另一端的温度。Dostal 等[16]针对采用

直管、半圆形流道的印刷板式换热器 CO2 循环系统，

结合试验给出了换热器计算的半经验公式，其中换热

系数 h/（W/m2·K）为

h= Nu·k
deq

（7）

式中：k 为壁面导热系数；deq 为水力直径；Nu 为努塞

尔数

Nu=
fc
B（Re-1000）Pr

1+12.7(Pr
23 -1) fc

B姨 （8）

式中：Re 为雷诺数；Pr 为普朗特数；fc 为水力摩擦系

数。分别为

fc=( 11.8logRe-1.5 )2 （9）

Re= vdeq

v （10）

Pr= 滋cp

k （11）

式中：自 为运动黏度；滋 为动力黏度；V 为流动速度；cp
为比热容。

对于直管、半圆形流道的印刷板式换热器，水力

直径为

deq= 4仔d2
c

g(仔dc圆 +dc)
（12）

式中：dc 为流道直径。

利用式（7）～（12）可以计算出换热系数，之后根

据热力学第一定律迭代求出未知侧的温度为

E1=q-Ah( Th,i+Th,o

2
- Tl,i+Tl,o

2
) （13）

E2=q-H(Th,i)-H(Th,o) （14）

E3=q-着［(Tl,i)-H(Tl,o)] （15）

式中：q 为热流量；A 为换热面积；着 为换热效率；下标

h 表示高温端，l 表示低温端。

将式（13）～（15）方程组封闭，求解 3 个未知参

数：高温端出口温度 Th，o、低温端出口温度 Tl，o 以及热流

量q。
1.4 共同工作方程

基于部件法的 SCO2 循环系统计算模型，将发动

机分为几个单独的部件，各部件之间通过机械和气动

上的联系共同工作。简单 SCO2 布雷顿循环系统主要

由压气机、涡轮、热源、换热器、冷凝器及起发电机组

成，如图 4 所示。为消除简单循环中“夹点”问题，再压

缩了 SCO2 布雷顿循环，增加了 1 个再压缩压气机，换

图 3 SCO2循环系统压气机特性

喘振边界

试验 64000 r/min

63000 r/min

55000 r/min
50000 r/min

45000 r/min

2.0

1.8

1.6

1.4

1.2

1.0

等熵效率

0 0.91 1.82 2.72 3.63 4.54 5.45 6.36 7.2
换算流量 /（kg/s）

数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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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器为高温和低温换热器，如图 5 所示。

当 SCO2 循环系统在非设计状态下工作时，压气

机和涡轮的工作点均发生变化，压气机转速、流量、增

压比和效率，涡轮前总温，涡轮的转速、流量、落压比

也发生变化，SCO2 循环系统的非设计状态数学模型

可通过非线性方程组形式描述。

1.4.1 简单 SCO2 循环系统非设计状态性能计算

在计算简单 SCO2 循环系统非设计状态性能时，

部件之间共同工作需要满足的平衡关系如下：

（1）压气机功率 LC 和输出功率 Pout 与涡轮功率 LT

平衡；

（2）热源出口换算流量 W 4g，cor 与涡轮进口燃气换

算流量 W 41g，cor 平衡；

（3）涡轮出口总压 P5 与压气机进口总压 P2 平衡。

方程组的自变量包括物理转速 NH、热源出口总温

T4、压气机工作位置对应的 b1、涡轮工作位置对应的

b2，为使方程组封闭，需给定 1 个变量作为控制规律。

当控制 T4 时，转速为自变量，相应的非线性方程组为

E1=LT-LC-Pout=E1(NH,b1,b2)

E2=W 4g,cor-W 41g,cor=E2(NH,b1,b2)

E3=p5-p2=E3(NH,b1,b2)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16）

当控制转速时，T4 为自变量，相应的非线性方程

组为

E1=LT-LC-Pout=E1(T4,b1,b2)

E2=W 4g,cor-W 41g,cor=E2(T4,b1,b2)

E3=p5-p2=E3(T4,b1,b2)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17）

1.4.2 再压缩 SCO2 循环系统非设计状态性能计算

在计算再压缩 SCO2 循环系统非设计状态性能

时，部件之间共同工作需要满足的平衡关系如下：

（1）主压气机功率 LC1、主压气机功率 LC2、输出功

率 Pout 与涡轮功率 LT 平衡；

（2）热源出口换算流量 W 4g，cor 与涡轮进口燃气换

算流量 W 41g，cor 平衡；

（3）主压气机出口压力 P31 与再压缩压气机出口

压力 P32 平衡；

（4）涡轮出口总压 P5 与压气机进口总压 P2 平衡。

方程组的自变量包括物理转速 NH、热源出口总

温 T4、流经冷凝器的流量分配比 x、主压气机工作位

置对应的 b1、再压缩压气机工作位置对应的 b2、涡轮

工作位置对应的 b3。为使方程组封闭，需给定 2 个变

量作为控制规律，当控制 T4 和 x 时，转速为自变量，

相应的非线性方程组为

E1=LT-LC1-LC2-Pout=E1(NH,b1,b2,b3)

E2=W 4g,cor-W 41g,cor=E2(NH,b1,b2,b3)

E3=p31-p32=E3(NH,b1,b2,b3)

E4=p5-p2=E4(NH,b1,b2,b3)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18）

当控制转速和 x 时，T4 为自变量，相应的非线性

方程组为

E1=LT-LC1-LC2-Pout=E1(T4,b1,b2,b3)

E2=W 4g,cor-W 41g,cor=E2(T4,b1,b2,b3)

E3=p31-p32=E3(T4,b1,b2,b3)

E4=p5-p2=E4(T4,b1,b2,b3)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19）

2 算例及分析

建立了简单循环和再压缩循环计算模型，为了

直接对比分析 2 种循环的非设计点性能，2 种循环的

功率等级均为 10000 kW，涡轮、压气机的进口压力、

温度、效率和换热器回热度均一致，性能参数见表

1，详细截面参数见表 2、3（各截面定义如图 4、5 所

示）。从表 1 中可见，简单循环热效率为 42.5%，再压

缩循环热效率为 44.8%，不包括减速器损失和发电机

损失。在再压缩循环中，再压缩压气机流量与主压气

机流量之比（分流比）为 0.4，分配比是主动可调变

量。采用数值计算得到了再压缩循环系统的主压气

机、再压缩压气机、涡轮特性图以及简单循环系统的

涡轮特性图，2 种循环系统的主压气机除流量外设

计参数完全一致，因此以再压缩循环系统主压气机

特性图进行缩放。

在压气机和涡轮的进口压力和温度以及再压缩

循环中的分配比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SCO2 发动机

转速变化对功率和热循环效率的影响如图 6、7 所示。

从图中可见，随着转速的提高，发动机输出功率

和循环热效率同时提高。这是由于随着转速提高，循

环中的流量增加，从而导致发动机输出功率提高；转

图 4 简单 SCO2布雷顿循环 图5 再压缩SCO2布雷顿循环

压气机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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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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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简单循环和再压缩循环性能参数

简单循环

10000

82.9

8.15

313

87

930

23

91

0.93

42.5

参数

功率 /kW

主压气机总流量 /（kg/s）

再压缩压气机流量 /（kg/s）

压气机进口压力 /MPa

主压气机进口温度 /K

再压缩压气机进口温度 /K

主压气机效率 /%

再压缩压气机效率 /%

涡轮进口温度 /K

涡轮进口压力 /MPa

涡轮效率 /%

热器回热度

高温换热器回热度

热效率 /%

再压缩循环

10000

68.8

27.5

8.15

313

387

87

85

930

23

91

0.93

0.93

44.8

表 2 机匣与叶片材料参数

总焓 /（kJ/kg）

395.833

438.032

548.108

686.065

1167.411

1018.633

668.215

955.865

1018.633

725.13

438.032

681.075

725.13

547.985

548.108

400.131

总压 /MPa

8.15

23.38

8.15

23.38

23

8.51

23.274

23.154

8.51

8.41

23.36

23.26

8.41

8.21

8.17

8.15

总温 /K

313

385.868

395.868

508.003

930

801.894

531.997

761.234

801.394

549.341

385.868

541.783

549.341

395.868

395.868

313

截面

2a

3a

2b

3b

4

5

SHEX1

SHEX2

SHEX3

SHEX4

SLEX1

SLEX2

SLEX3

SLEX4

7

8

流量 /（kg/s）

68.8

68.8

27.52

27.52

96.32

96.32

96.32

96.32

96.32

96.32

68.8

68.8

96.32

96.32

96.32

96.32

表 3 简单循环系统设计点各截面参数

总焓 /（kJ/kg）

395.833

437.763

1167.326

1017.07

437.763

886.996

1017.07

567.858

567.966

394.928

总压 /MPa

8.15

23.26

23

8.41

23.24

23.12

8.39

8.21

8.17

8.15

总温 /K

313

385.504

930

800.495

385.504

705.668

800.495

412.611

412.611

313

截面

2

3

4

5

SEX1

SEX2

SEX3

SEX4

7

8

流量 /（kg/s）

82.9

82.9

82.9

82.9

82.9

82.9

82.9

82.9

82.9

82.9

速升高也使压气机压比增大，进而使热效率提高。再

压缩循环的输出功率与热效率随转速降低而降低的

幅度大于简单循环的，这是由于再压缩循环的分流比

会影响循环热效率，对应某一压气机压比，会有 1 个

最佳分流比使循环热效率最高。由于分流比不随转速

的变化而变化，偏离了最佳分配值，因此输出功率和

热效率的降低速率较大。

在压气机和涡轮的进口压力和转速以及再压缩

循环中的分配比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SCO2 发动机

压气机进口温度对功率和热循环效率的影响如图 8、

9 所示。

从图中可见，随着压气机进口温度的升高，发动

机输出功率和热循环效率均降低。一方面，因为压气

机进口温度升高而物理转速保持不变，会使压气机换

算转速降低，从而使物理流量和压气机压比减小，进

而使发动机输出功率和热效率降低；另一方面，压气

机进口温度升高，使压气机进口偏离临界状态，在同

样压比下，压气机耗功极大升高，使发动机输出功率

和整体循环热效率进一步降低。

在压气机进口压力、温度和涡轮的进、出口压力

和转速，以及再压缩循环中的分配比均保持不变的情

况下，SCO2 发动机涡轮进口温度对功率和热循环效

率的影响如图 10、11 所示。

从图中可见，涡轮进口温度与发动机输出功率和

图 6 转速对功率的影响 图7 转速对热循环效率的影响

图 8 压气机进口温度对功率

的影响

图 9 压气机进口温度对

热循环效率的影响

Tci T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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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循环效率基本呈线性关系，这是因为压气机进口温

度和物理转速均不变，则压气机压比、物理流量及压

气机耗功变化均不变；涡轮进、出口压力和落压比均

不变，引起输出功（涡轮功）变化的只有涡轮进口温

度，在涡轮进口温度远大于临界点温度的区域，涡轮

功（焓降）与温度的关系基本呈线性关系，因此功率随

涡轮进口温度线性提高是合理的。

3 结论

本文建立了超临界二氧化碳闭式循环动力系统

主要部件计算模型，给出了其适用前提及共同工作方

程；建立了简单循环和再压缩循环非设计点性能计算

模型，根据计算分析，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1）保持其他控制变量不变，转速降低会使发动

机输出功率和热循环效率同时降低，而且再压缩循环

由于分流比不在最优位置，输出功率和热循环效率降

低速度大于简单循环的，因此再压缩循环如果需要长

时间在非设计点工作时，需要调整分配比以提高热循

环效率。

（2）提高压气机进口温度不仅会减小压气机压比

和流量，而且会极大地增加压气机耗功，从而使涡轮

输功和热循环效率降低，因此在保证工质处于超临界

状态的前提下，应尽可能降低压气机进口温度。

（3）发动机输出功和热循环效率与涡轮进口温度

基本呈线性关系，涡轮进口温度升高，输出功和热循

环效率均线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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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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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i Tti

60



1 种提高落压比调节器可靠性的特征量
裕度概率设计方法

高 帅，原莉莉，米东旭，侯晓鹏
（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西安 710077）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收稿日期：2019-09-29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高帅（1985），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设计和研发工作；E-mail：shaoyivenus@163.com。

引用格式：

摘要：针对某型航空发动机落压比调节器中的关键元件反馈拉簧在工作中多次发生断裂故障，对反馈拉簧这一反映落压比调

节器可靠性指标的薄弱环节，提出 1 种特征量裕度概率设计方法，通过仿真和试验相结合的方式，得到反馈拉簧的特征参数为钩

环弯角半径 R，其临界失效值的分布规律为正态分布，根据特征裕度方程的计算结果，获得反馈拉簧特征参数在可靠性指标下的优

化改进设计值为 2.5 mm。经强化疲劳试验及发动机整机寿命试验验证表明：特征量裕度概率设计及其优化改进方法有效，解决了

落压比调节器可靠性裕度偏小的问题。

关键词：落压比调节器；可靠性；反馈拉簧；特征量裕度；概率；钩环弯角半径；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5.011

A Design Method of Probability of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 Margin to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Pressure
Ratio渊NPR冤Regulator

GAO Shuai袁YUAN Li-li袁MI Dong-xu袁HOU Xiao-peng
渊AECC Xi'an Engine Control CO.袁LTD.袁Xi爷an 710077袁China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failure of the feedback tension spring in the key components of an aeroengine NPR regulator during working
condition袁a design method of probability of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 margin was proposed for the weak link of the feedback tension spring
reflecting the reliability index of the NPR regulator. By means of simulation and test袁the radius R of the hook bending of the feedback
tension spring was obtained袁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ritical failure value was normal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characteristic margin equation袁the optimized and improved design value 渊2.5 mm冤of the feedback tension spring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were obtained under the reliability index. The results of strengthening fatigue test and life test of engine show that the design of
probability of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 margin and its optimization method are effective and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reliability margin of
NPR regulator is small.

Key words: NPR regulator曰reliability曰feedback tension spring曰characteristic parameter margin曰probability曰hook bending radius曰
aeroengine

0 引言

在产品全寿命周期内，通过逐步优化产品设计，

可不断提高产品可靠性[1-2]。可靠性提高技术始于1956

年，最初由美国学者 H. K. Weiss 提出可靠性提高模

型的雏形；随后 Krasich M、Duane J T、Cox D R 等学

者陆续提出多种可靠性提高模型[3]；20 世纪 80 年代，

美国先后发布了 MIL-HDBK-189、IEC 61014、IEC

61164 等标准，中国也陆续推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可靠

性技术标准，有力地推进了可靠性技术的发展[4]。中国

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和国防科技等领域，已陆续开

展了航天器机构的可靠性设计、试验及其评估工作，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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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压比调节器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可靠性直接影响发动机的推力性能和安全性。某落压

比调节器多次出现控制失效，可靠性偏低，其主要原

因是该关键元件反馈拉簧发生了疲劳断裂。针对此问

题，现有方法是提高反馈拉簧表面质量来防止疲劳断

裂[8-10]，使落压比调节器的可靠性恢复至原有设计水

平，但其固有可靠性并没有提高。而提高其固有可靠

性，需提高反馈拉簧的结构强度安全裕度。传统的安

全系数设计方法通常是选用更优质材料或加大零件

截面尺寸，增加产品体积和质量，但其经济性随之下

降[11-12]。传统方法无法将裕度与可靠性指标联系起来，

无法量化衡量[13]。

本文通过可靠性分析，针对反馈拉簧这一反映落

压比调节器可靠性指标的薄弱环节，提出了特征量裕

度概率设计方法，在不改变零件截面尺寸的前提下，

对反馈拉簧可靠性特征参数进行优化改进设计。

1 落压比调节器可靠性分析

落压比调节器的功用是在发动机加力状态下，通

过调节尾喷管临界截面面积使涡轮落压比 仔T 按控制

计划实现闭环调节。某落压比调节器中反馈拉簧疲劳

断裂情况如图1 所示。疲劳

裂纹起源于钩环弯角的损

伤表面，如图 2 所示。落压

比调节器的结构如图 3 所

示，对中心元件反馈杠杆进

行受力分析如图 4 所示。

根据受力分析得到反馈杠杆初始力矩平衡方程[14]

C·Ft3+D·Ff=B·Ft2+A·[Ft1+S·（P P2'-PP6）] （1）

式中：Ft1 为 P'2 腔内弹簧力；Ft2 为反馈弹簧力；Ft3 为紧

固拉簧力；Ff 为喷嘴 - 挡

板阀负载；S 为薄膜有效面

积差。

由力矩平衡方程和结

构原理可知，反馈拉簧在

落压比调节器中起着重要

作用：（1）保证反馈杠杆处

于平衡状态；（2）引入闭环

负反馈，使喷口控制阀的

移动先快后慢，确保调整过程平稳[15]。若拉簧断裂，落

压比调节器控制机构平衡被破坏，使发动机喷口发生

反复开大或缩小故障。受落压比调节器空间结构限

制，反馈拉簧的丝径和中径尺寸较小，在工作状态下

承受疲劳载荷，容易产生疲劳裂纹。经故障模式与影

响分析（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FMEA），反

馈拉簧是落压比调节器中的设计薄弱环节，其可靠性

的高低直接决定落压比调节器的可靠性。

2 特征量裕度概率设计

2.1 拉簧传统安全系数计算

反馈拉簧为长臂圆钩环结构，其原设计参数为：

丝径 d=1.1 mm；中径 D2=8.9 mm；钩环弯角半径

R=2±0.5 mm；有效圈数为 7.75；轴向载荷 F=15.48 N。

反馈拉簧材料为 50CrVA，热处理后抗拉强度 滓b≥

1470 MPa。在拉伸载荷下，拉簧钩环的折弯处通常会

形成复合的切应力和拉伸应力，再加上应力集中现

象，在折弯处易先损伤。因此，在长臂圆钩环结构拉簧

的钩环弯角内侧将产生最大切应力 子k[16]

图 1 拉簧断口原始横向

线状痕迹

（a）断口源区原始横向

线状痕迹

（b）表面压伤痕迹

（c）表面横向打磨痕迹 （d）断口开放型龟裂状缺陷

图 2 拉簧钩环弯角的损伤表面

1—喷口控制阀；2—油嘴；3—反馈顶杆；4—反馈拉簧；5—反馈杠杆；6—薄膜；7—顶杆；8—

反馈杠杆；9—紧固拉簧；10—调整钉；11—关断阀顶杆；12—喷嘴挡板阀；13—来自飞机的关

喷口电磁阀

图 3 涡轮落压比调节器结构

来自高压压气机
经减压后的空气

来自低压涡
轮后的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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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节流状态
喷口控制阀

关断阀的控制油

来自定压阀
的定压油

去往作动筒关
小喷口的燃油

来自喷口油
源泵的燃油

去往作动筒开
大喷口的燃油

喷口控制阀
控制腔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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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落压比调节器反馈杠杆

受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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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拉簧钩环部位最大切应力数据

子k /MPa

336.2

327.7

318.1

311.0

307.2

R/mm

1.5

1.7

2.0

2.3

2.5

序号

1

2

3

4

5

姿

1.53

1.57

1.62

1.65

1.67

子k= 4C2-1
4C2-4

× 8D2F仔d3 （2）

其中：C2=2r2/d；r2=R+d/2。
拉簧许用切应力一般取 0.35×滓b=514.5 MPa。拉

簧钩环部位最大切应力 子k 值见表 1。从表中可见，当

钩环弯角半径 R 变小时，钩环最大切应力 子k 增加，安

全系数减小。当 R=1.5 mm 为公差下限时，子k=336.2
MPa，安全系数 姿＝1.53。由此可知，反馈拉簧有一定

的强度裕度，但裕度偏小。

2.2 拉簧可靠性特征量裕度概率设计

为进一步提高落压比调节器的可靠性，本文提出

1 种针对反馈拉簧的特征量裕度概率设计方法。该方

法是 1 种理论与试验相结合的工程设计方法，既适用

于机械零件的强度裕度，又适用于在零件上不萌生疲

劳裂纹的裕度和抵抗热变形的裕度等，在航天器的机

构传动裕度、密封件密封裕度、防热结构防热裕度设

计等方面已有应用[13]。优点是将特征量设计值与可靠

性指标进行量化计算，使可靠性评估更加精确，最终

得到预期的优化设计值；缺点是需要进行大量试验，获

取必要的样本量来确定裕度系数，不仅增加研发成本、

延长研发周期，也影响其推广应用。为此，该方法多适

用于对可靠性指标要求严格且研发周期得到充分保证

的场合。特征量裕度概率设计方法的流程如图 5 所示。

反馈拉簧的特征量裕度概率设计的主要步骤如下：

（1）依据落压比调节器可靠性分析结果，确定其

设计薄弱环节为反馈拉簧。

（2）确定反馈拉簧需优化改进特征参数，建立反

馈拉簧结构模型，对钩环弯角半径处进行网格加密，

如图 6 所示，拉簧应力分布趋势如图 7 所示。从图中

可见，拉簧所受最大应力处位于钩环弯角部位。

对不同的钩环弯角半

径（R=1.5、2.0、2.5、2.7、3.0
mm），分别建立 3 维模型

并仿真，如图 8 所示，仿真

结果见表 2。从表中可见，

将反馈拉簧可靠性特征量

确定为 R，当 R 增大时，钩

环弯角处的综合应力减小。

（3）通过理论计算并统计 9 件故障拉簧 R 数据，

R 值均约为 1.65 mm，故确定特征参数理论临界失效

值为 1.65 mm。

（4）对特征参数临界值分布规律观测。选取具有

原始横向线状痕迹的同批次拉簧，在特征参数理论临

界失效值约为 1.65 mm时确定 1 个 1.3～2.0 mm范围，

并将其分为 8 组：1.3、1.4、1.5、1.6、1.7、1.8、1.9、2.0 mm。

每组选取 4 件在高频弹簧疲劳试验机上分别进行 107

次循环疲劳试验，观测原始线状痕迹是否有扩展迹

象。当 R=1.3、1.4 mm 时，所有拉簧上原始线状痕迹均

有扩展为裂纹的迹象；而当 R=1.9、2.0 mm 时，却均无

表２ 拉簧仿真结果对比

σ/MPa

630.1

600.1

579.6

575.7

563.3

R/mm

1.5

2.0

2.5

2.7

3.0

序号

1

2

3

4

5

应力变化 /%

（与 R=2.0 mm 相比）

-5.0

0

3.4

4.0

6.1

图 5 特征量裕度概率设计方法流程

图 6 拉簧网格划分 图 7 R=2.0 mm时拉簧

应力分布

图 8 钩环弯角截面处应力

分布（R=2.0 mm）

63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6 卷

表 4 钩环弯角圆弧与钩环之间直线段长度参数

R/mm

1.5

2.0

2.5

序号

1

2

3

L/mm

2.39

1.89

1.39

R/mm

2.7

3.0

序号

4

5

L/mm

1.19

0.89

进一步扩展的迹象。故上述 4 组数据均不是特征参数

的临界值，予以剔除。有效观测样本量 n=4，分别为

1.5、1.6、1.7、1.8 mm。

（5）用图估法进行分布规律检验[17]，将每个样本

Xi 和累积失效概率 Fi 在正态概率图上描点，各点基本

分布在 1 条直线上（如图

9 所示），则 Xi 经检验不拒

绝正态性假设。求得有效

样本均值 x =1.65 mm，样

本标准差 S=0.1291。
（6）根据分布规律，裕度方程为

X0=x+KS （3）

式中：X0 为特征量的优化设计值；K 为裕度系数；x 为

有效样本均值。

（7）依据 GB 4885 规定，当 n=4，置信度 酌=0.8
时，得到不同可靠性指标下的 K，从而求得 X0（即优

化后的 R），见表 3。从表中可见，当可靠性指标为

0.9999 时，X0=2.49 mm；当可靠性指标为 0.99 时，

X0=2.18 mm。根据计算结果，将 R 设计理论值定为

2.5 mm，将 R 下限定为 2.2 mm，正好是拉簧丝径椎
（1.1 mm）的 2 倍。

但是 R 并非越大越好，R 越大，则钩环弯角圆弧

与钩环之间的直线段长度 L 越短，钩环相对拉簧轴线

的对称度越难以保证，如

图 10 所示，并见表 4。从表

中可见，当 R=3.0 mm 时，L
仅为 0.89 mm，这将加大拉

簧的加工难度。综合表 3、4

的计算结果，故将 R 上限

定为 2.7 mm。

综上所述，将钩环弯角半径 R 由原设计值（2.0±

0.5）mm 优化为（2.5-0.3

+0.2

）mm 时，反馈拉簧可靠性提

高至 0.9999（酌=0.8）。

3 试验验证

选取 8件优化改进的反馈拉簧，进行 2 轮 107 次循

环疲劳试验（首轮频率为 16 Hz、次轮频率为 5 Hz），经

试验后理化检查，8 件试验件表面均无疲劳裂纹萌生

等异常现象。优化改进的反馈拉簧装入落压比调节器

中进行航空发动机整机寿命试车考核，在试车过程中

落压比调节器工作正常，试验后经理化检查，所有参

数均合格，反馈拉簧表面无疲劳裂纹萌生等异常现象。

4 结论

本文针对落压比调节器提出特征量裕度概率设

计方法，突破了传统安全系数设计法的局限性，在不

改变零件截面尺寸的前提下，对落压比调节器中的薄

弱环节反馈拉簧进行了优化设计，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采用特征量裕度概率设计方法，将反馈拉簧

钩环弯角半径原设计值由 （2.0±0.5）mm 改为

（2.5-0.3

+0.2

）mm，其可靠性提高至 0.9999（酌=0.8）。
（2）改进后反馈拉簧通过 2 轮 107 次循环强化疲

劳试验，理化检查后未发现疲劳裂纹萌生现象。

（3）在优化设计中发现，当钩环弯角半径的下限

为拉簧丝径 2 倍时，可靠性裕度能够满足设计要求，

此规律也可应用于其他类型拉簧的设计。

（4）优化改进的反馈拉簧装入落压比调节器中通

过了发动机整机寿命试车考核，表明本文提出的特征

量裕度概率设计方法解决了落压比调节器可靠性裕

度偏小的问题，优化设计方法有效，具有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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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液压管路裂纹故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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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针对某航空发动机试验过程中液压管路发生的裂纹故障，通过对管路故障件进行断口分析、设计复查等工作，确定管路

裂纹产生的原因。结果表明：喷口油源泵出口压力及峰 - 峰值的控制超出正常工作范围，引起该管路在刚性连接位置的弯曲振动，

在管路焊缝位置产生超限的循环应力，导致管路焊缝萌生裂纹并在较大振动应力和喷口油源泵出口脉动压力作用下发生裂纹故

障。通过更换喷口油源泵控制附件，使脉动油压恢复正常范围，管路动应力符合限制值要求，有效避免此类故障再次发生。

关键词：液压管路；裂纹；故障分析；液压脉动；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29+.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5.012

Crack Fault Analysis of Hydraulic pipe for an Aeroengine
LIU Zhong-hua1袁LI Xing-quan2袁JIA Duo1袁GAO Dong-wu1袁LIU Xin1

渊1.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曰2.No.2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Equipment Department of
PLA Air Force in Shenyang袁Shenyang 110042袁China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rack fault of a hydraulic pipe during the test of an aeroengine袁the cause of the pipe crack was determined
by analyzing the fracture and checking the design of the fault parts of the pip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rol of the outlet pressure and
peak-peak value of nozzle oil source pump are out of the normal operation range袁which cause the bending vibration of the pipe in the rigid
connection position. The over-limit cyclic stress is produced in the weld position of the pipe袁which leads to the crack initiation in the weld
seam of the pipe and the crack failure under the action of the large vibration stress and the pulsation pressure at the outlet pressure of nozzle
oil source pump. By replacing the control accessories of the nozzle oil source pump袁the pulsation oil pressure can be restored to normal
range袁and the dynamic stress of the pipe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imited value袁which can effectively avoid the recurrence of such
faults.

Key words: hydraulic pipe曰crack曰fault analysis曰hydraulic pulsation曰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管路连接在发动机各部件、附件之

间，并输送燃、滑油、空气等介质，完成发动机运行、操

控、冷却等功能[1]。管路受到来自发动机转子、传动附

件及液压脉动等因素的激振影响，直接影响到管路系

统甚至发动机稳定性及可靠性。

早期世界各航空大国研制发动机主要集中在核

心机（由压气机、燃烧室和高压涡轮组成）设计制造技

术领域，而对外部结构重视不够，导致发动机外部管

路断裂、漏油、渗油故障频发。该类问题已经引起世界

航空航天科研部门的充分重视，目前，在国外的各种

标准规范、结构完整性大纲、设计准则中，对管路明确

提出了各种设计、试验和考核的要求。国内在飞机飞

行过程中出现的发动机管路恶性故障不是特别多，这

主要是由于在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地面试车较为充分，

可以提前暴露并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在地面试验考核

过程中，由振动诱发的管路故障依然较多，这也直接

影响试验考核进度，有时甚至使发动机的研制周期延

长。在管路的故障诊断及机理分析方面中国多位研究

人员进行了深入研究。李哲洙等[2]提出引入经验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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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EMD）和希

尔伯特 - 黄变换（Hilbert-Huang Transform, HHT）方

法的液压管路裂纹的故障诊断方法，较为真实地反映

有裂纹液压管路的频率和幅值分布情况；邹炳燕等[3]

分析钢材管路需要选择合适的焊接工艺，可以有效避

免产生焊接裂纹并影响管路强度；张祝新等[4]从理论

上分析闭端管路系统发生谐振的条件，提出换向阀至

液压泵的管路应避开发生谐振的长度，可以有效防止

管路发生谐振的方法；杨同光等[5]提出 1 种分形理论

的故障诊断方法，可以有效诊断出航空液压管路有无

裂纹故障，同时能够识别早期裂纹故障。杜大华等[6]提

出管路的动强度失效分析方法与动力优化设计技术，

提高管路结构的力学环境适应性与可靠性，并通过试

验验证了改进措施有效。目前，中国在对航空发动机

管路的研制中，缺乏对激励产生机制及控制的深入研

究，大多采取加卡箍、改走向和增加壁厚等适应激励

环境的措施，导致管路的动强度设计裕度不明、偏保

守、优化验证周期长等。

本文针对某型航空发动机液压管路在试车中发

生的管路裂纹故障，进行故障排查分析，确定故障位

置及原因，并制定相应改进措施。

1 故障现象描述

某型发动机在台架试车过程中发生液压管路焊

缝裂纹故障，该管路为高

压液压管，具体形状及裂

纹位置如图 1 所示。出现

在管路平管嘴与导管焊接

部位，长度约为 3.8 mm，

如图 2 所示。

2 故障分析

2.1 故障定位及故障树分析

通过现场检查，仅有该管路发生故障，其他件未见

异常，管路焊缝裂纹为原发故障，是该故障的顶事件。

针对该管路焊缝裂纹故障，根据故障件设计、生

产加工、制造、装配和试车的全流程，找出所有可能造

成故障的底事件，形成故障结构树[7-8]（如图 3 所示），

用于指导排故工作和分析故障原因。

根据故障现象及故障树，通过故障件断口分析、

设计复查、装配工艺复查、试验测量复查等，以确定故

障原因。

2.2 管路断口分析

故障管路裂纹断口宏观形貌如图 4 所示。从图中

可见，断口呈灰白色，表面较粗糙，可见明显的疲劳弧

线和放射棱线特征，表明

该断口性质为疲劳[9]。根据

疲劳弧线及放射棱线的方

向判断，疲劳起源于管路

焊缝部位内腔，呈线源特

征，如图 4 中箭头所指。

在扫描电镜中放大观察，故障管路裂纹断口微观

形貌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疲劳弧线和放射棱线

汇聚于管路焊缝部位内腔表面，表明该处为疲劳起

源，呈线源特征。疲劳源区未见明显的冶金缺陷。可以

排除底事件中的 EVENT5 因素。

图 2 裂纹位置

图 3 管路断裂故障树

图4 故障管路裂纹断口剖面

图 5 故障管路裂纹断口微观形貌

1000 滋m

200 滋m 100 滋m

（a）100 倍 （b）200 倍

200 滋m

图 1 管路结构

裂纹位置

管路另一端
连接附件

连接成附件

进油

接头 A，
安装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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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 喷口油源泵控制附件开关主要用于调节喷口油源泵泵后压力袁
打开附件控制开关以提高泵后油源压力遥

表 1 动应力测试结果

动应力 /MPa

小于 10

89

控制附件

关闭

打开

状态

慢扫

中间

振动频率 /Hz

Null

264

表 2 动应力测试结果

动应力 /MPa

小于 10

89

控制附件

关闭

打开

状态

慢扫

慢扫

频率 /Hz

600

264

表 3 压力脉动结果

峰 - 峰值 /MPa

1.19

2.44

平均脉动压力 /MPa

22

28

控制附件

关闭

打开

状态

慢扫

慢扫

主频 /Hz

40

270

2.3 导管材料及焊接形式分析

导 管 材 料 为 0Cr18Ni9， 依 据 材 料 手 册 [10]，

0Cr18Ni9 的拉伸性能 滓b=569 MPa，拉伸率 啄5=50%。

管材选择、制造标准、焊接质量验收标准以及焊

接形式选择均沿用系列型号发动机，具有较高的强度

储备，已经通过大量长试、试飞考核验证。可以排除底

事件 EVENT1 及 EVENT2 因素。

2.4 目视检查

故障件返厂检查，除故障裂纹外，管路外观无问

题，焊缝裂纹处焊道平整光滑，焊高符合要求，可以排

除底事件 EVENT6 因素。

在更换管路的工作现场，均对卡箍及管路的装配

状态进行了检查，卡箍与管路同轴度均良好，未发现

异常，可以排除底事件 EVENT7 因素。

2.5 设计复查

2.5.1 卡箍间距复查

通过复查卡箍支撑间距，管路总长约为 400 mm，

共有 3 个双联卡箍固定，卡箍间距分别为 294、96

mm，满足设计标准[11]中 囟12 钢材管路支撑中心最大

长度在严酷振动环境中的最大长度小于 340 mm 的

距离要求。可以排除底事件 EVENT3 因素。

2.5.2 导管壁厚设计复查

通过复查，该故障管路导管外径为 12 mm，壁厚

1 mm。对该故障管路爆破压力管路组件允许在最大

工作压力下进行计算[10]

Pb=滓b

d
啄min

+1

1
2

d
啄min蓸 蔀 2+ d

啄min
+1

（1）

Pgm＝Pb/Kb （2）

式中：Pb 为管路爆破压力，Pa；Pgm 为管路最大允许工

作压力，Pa；d 为管路内径，mm；啄min 为管路最小壁厚，

mm；滓b 为管路材料的拉伸强度极限最小值，Pa。

标准[12]中规定按材料常温下强度极限储备系数

Kb≥3.75，计算结果为 25 MPa，管路系统设计要求为

21 MPa，满足要求。可以排除底事件 EVENT4 因素。

2.6 试验测试复查

2.6.1 共振测试复查

为排查故障原因，对故障管路进行换装新管，在

装机条件下采用锤击法进行固有频率[1，13]测量，测量

结果为 218 Hz。

对该管路裂纹位置进行动应力测量，测试程序为

经慢扫程序达到中间状态后打开喷口油源泵控制附

件。测试结果见表 1。

通过上述试验复测可知：

（1）管路在慢扫条件下动应力值不超限，当控制

附件开关打开后动应力值超限；

（2）通过复查中间状态的高、低压转速换算高、低

压基频，该管路的固有频率、振动频率与高、低压基频

均不耦合。

为进一步排查管路是否由于共振原因导致动应

力超限，随后采用多种调整卡箍支撑方案对故障管路

进行调频[14-16]、增加阻尼[17]等措施，同时进行动应力测

量以验证调整措施的可行性。测量结果基本与表 1 情

况一致，证明通过调整频率、增加阻尼等方法无法将

管路动应力值降低到限制值以下。可以排除 EVENT8

及 EVENT9 因素。

2.6.2 强迫振动测试复查

由于喷口油源泵控制附件主要控制油压，为进一

步排查管路动应力超限问题与控制附件打开后油压

的关系，同时对故障管路裂纹位置进行动应力测量及

对管路接头 A 位置进行液压脉动测量，具体位置如

图 1 所示。分别进行关闭喷口油源泵控制附件开关条

件下的慢扫程序，以及打开喷油油源泵控制附件开关

下的慢扫程序下的测量。

动应力结果见表 2。对表中控制附件开关状态截

取应变片的动应力瀑布图，如图 6 所示；脉动压力测

量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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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 7、表 2、3 分析

可知：

（1）打开喷油油源泵

控制附件开关后，当发动

机进入稳态（中间）时动

应力激增并超限，液压脉

动主频 270 Hz 与动应力

超限时的振动频率 264 Hz 基本耦合；

（2）当喷口油源泵控制附件开关打开状态脉动测

量中的平均脉动压力约为 28 MPa，液压脉动的峰 - 峰

值为 2.44 MPa，均超出成品技术协议要求，可见在喷口

油源泵控制附件开关打开后，出现的高幅值脉动压力

以 270 Hz的频率作用在管路上，在裂纹位置循环产生

89 MPa 的动应力，超出管路工程动应力限制值要求，

无法排除底事件 EVENT10 及 EVENT11 因素。

3 故障机理分析

针对与故障相关的 2 个底事件，对管路裂纹故障

原因进行分析。

该发动机上的喷口油源泵控制附件在油压控制

方面存在问题，导致喷口油源泵出口压力及峰 - 峰值

的控制超出正常工作范围，在打开控制附件开关后，

出现的超出要求平均油压及峰 - 峰值脉动压力以

270 Hz 的频率进行冲击，引起该管路在刚性连接位

置的弯曲振动，在管路焊缝位置产生超限循环应力，

导致管路焊缝萌生裂纹并在较大振动应力和喷口油

源泵出口脉动压力作用下发生裂纹故障。

4 改进措施及验证
4.1 改进措施

喷口油源泵出口脉动压力及峰 - 峰值超限是导

致管路动应力超限的主要原因，喷口油源泵控制附件

的功能是控制油压及燃油流量，因此采取的解决措施

是更换喷口油源泵控制附件，新采用的附件调低了本

身输出控制压力。

4.2 验证情况

更换喷口油源泵控制附件后，对喷口控制系统涉

及的高压管路动应力及脉动压力进行测量，故障管路

裂纹位置动应力结果见表 4，脉动压力结果见表 5。

落实排故措施后，在激振频率测量过程中未再高

于 270 Hz，脉动压力及峰 - 峰值降低，管路动应力符

合限制值要求。经过大量的厂内台架试车及试飞验

证，均未再发生此类故障，证明改进措施正确有效。

5 结束语

针对某型航空发动机管路裂纹故障，制定改进措

施，验证有效。为避免此类故障再次发生，在高压管路

使用中应考虑增加脉动压力测量监控手段，以避免液

压脉动问题导致的管路裂纹、断裂等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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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弹性支承作为 1 种支承结构，普遍用于中小型航

空发动机的转子支承中，可用于调节转子的临界转速

且具有减振降幅的功能。为了保证转子安全运行，在

弹性支承的弹条上粘贴应变片，通过测量弹性支承振

动应力信号监测转子的振动状态。弹性支承振动应力

信号常受其他信号干扰，由于噪声信号的存在，使转

子固有的特征信息反而不明显。为此，通常在对弹性

支承振动应力信号进行频谱分析前作降噪处理，减小

噪声对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的影响。

目前，基于时频信号分解方法的信号降噪技术的

快速发展，建立了如小波变换（Wavelet Transform，

WT）[1]、经验模态分解（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MD）[2]、集合经验模态分解（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EEMD）[3-4]以及互补集合经验模态分解

（Complete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CEEMD）和排列熵的小波阈值[5]的降噪方法等。小波

降噪方法基于小波变换或小波阈值降噪，对于噪声频

带和有用信号相互分离时的确定性噪声能基本降噪；

但在噪声频带和有用信号相互叠加时，降噪效果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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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6]。无论 EMD、EEMD 还是 CEEMD 降噪方法，都是

基于 EMD、EEMD 和 CEEMD 分解。受这些方法自身

的影响，如 EMD 分解不稳定、存在模态混叠现象，导

致某一固有模态分量中包含不同尺度的信号或相似

尺度信号存在于不同模态分量中[7]。EEMD 和 CEEMD

降噪方法在原始信号中加入了白噪声，使得分解结果

受到残余噪声的影响。

近年来，在时频信号分解方法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本文结合样本熵（Sample Entropy，SampEn）、奇异

值分解（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SVD）及峭度系

数等，提出用于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降噪的方法，

并对几种方法的降噪效果和计算效率进行对比，得到

1 种用于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降噪的最有效方法。

1 时频信号分解方法

1.1 EMD方法

EMD 方法是 1 种自适应的信号分解方法，对于

信号 x（t），EMD 的分解步骤如下[8]：

（1）使用 3 次样条曲线分别连接相邻的局部极值

点，得到上、下包络线。

（2）将上、下包络进行平均，得到均值 m（t）。
（3）计算 h（t）=x（t）-m（t）。
（4）对 h（t）重复步骤（1）～（3），直至 m（t）接近于

0。则 h（t）为 IMF 分量，记为 c（t）。
（5）计算余项 r（t）=x（t）-c（t）。
（6）将 r（t）替代 x（t）重复步骤（1）～（5），得到下

一个 IMF 分量和余项。

因此，信号 x（t）经 EMD 分解后进行重构为

x（t）=
n

i=1
移ci（t）+rn（t） （1）

式中：ci（t）为第 i 个 IMF 分量；rn（t）为第 n 个余项。

1.2 CEEMDAN方法

对于给定信号 x [n]，由 EMD 方法分解得到第

阶模态定义为 Ej（·），自适应噪声完备集成经验模态分

解（Complete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with Adaptive Noise，CEEMDAN）的分解过程如下[9]：

（1）使用 EMD 方法对信号 x[n]+着0棕i（n）进行 I 次
试验，分解得到第 1 个模态为

IMF1[n]= 1
I 撞i=1

I imf1
i
[n]=imf1[n] （2）

（2）在第 1 阶段（k=1），计算第 1 个残量信号

r1[n]=x[n]-IMF1[n] （3）

（3）在 i 次试验中，对信号 r1 [n]+着1E1（棕i（n）），
（i=1,…,I）进行分解，直到得到第 1 个 EMD 模态分量

为止，定义第 2 个模态分量为

IMF2[n]= 1
I 撞i=1

I E1（r1（n）+着1E1（棕i[n]）） （4）

（4）当 k=2,…，K 阶段时，计算第 k 个残量信号

rk[n]=r(k-1)[n]-IMFk[n] （5）

（5）同步骤（3），计算得到第 k+1 个模态分量为

IMF(k+1)[n]= 1
I 撞i=1

I E1（rk（n）+着kEk（棕i[n]）） （6）

（6）对于下一个 k 阶段，重复步骤（4），直至残量

信号不能再分解为止（极值点数不超过 2）。

R[n]=x[n]-撞k=1
K IMFk （7）

式中：K 为总的模态分量数。

则最终信号 x[n]表示为

x[n]=撞k=1
K IMFk+R[n] （8）

1.3 LMD方法

局部均值分解（Local Mean Decomposition，LMD）

方法将调制信号分解成 1 组乘积函数（PFs），每个乘

积函数是 1 个包络信号和调频信号的乘积。LMD 分

解算法简要介绍如下[10]。

对于给定信号 x（t），设初值 r0（t）=x（t），i=0。
（1）设 c0（t）=ri（t），j=0。
（2）识别极值点 cj（t），采用 2 个相邻极值点计算

局部均值和包络为 mi=（cj（ti）+cj（ti+1））/2，ai=|cj（ti）-
cj（ti+1）|/2。

（3）采用滑移平均方法对局部均值和局部包络进

行平滑，得到 mj（t）和 aj（t）。
（4）计算函数 cj+1（t）=（cj（t）-mj（t））/aj（t）。
a.若 aj（t）满足lim

j→∞
aj（t）=1，设 i=i+1，使

A i（t）=
j
仪aj（t）Fi（t）= d（arccos（cj（t）））

2仔·dt ，

PFi（t）=A i（t）·cj（t），ri（t）=ri-1（t）-PFi（t），
返回步骤（1）。

b.否则，设 j=j+1，返回步骤（2）。

（5）重复步骤（1）～（4），直至不能再分解出新的

PF 分量为止。

1.4 ITD 方法

固有时间尺度分解（Intrinsic Time-scale 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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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ITD）方法[11]将原始信号分解成 1 组固有旋转

分量和 1 个单调趋势信号。设 Xt 为待分析信号，定义

1 个基线提取算子 L，使得从待分析信号中去掉该基

线后剩下的余量信号成为 1 个固有旋转分量。1 次固

有时间尺度分解式为

Xt=Lxt+（1-L）xt=Lt+Ht （9）

式中：Lt 和 Ht 定义在[0，子k]区间；Xt 定义在[0，子k+2]区
间。在连续极值点[子k，子k+2]区间上定义 Xt 的基线提取

因子 L，即

Lxt=Lt=Lk+
Lk+1-Lk
xk+1-xk蓸 蔀（xt-xk） （10）

Lk+1=琢 xk+ 子k+1-子k
子k+2-子k蓸 蔀（xk+2-xk）蓘 蓡 +（1-琢）xk+1 （11）

式中：琢 为分解时的增益控制参数（0<琢<1）；Lt 保留了

信号在各极值点处的单调性；Ht 提取了各极值点之

间叠加的局部高频分量信号，即固有旋转分量。

重复以上分解过程，可获得一系列固有旋转分量

和 1 个单调趋势信号。

1.5 VMD方法

变分模态分解（Variational Mode Decomposition，

VMD）方法是在其变分模态框架内，获得约束变分模

态模型的最优解，完成信号的自适应分解。每个变分

模态分量的中心频率及带宽在迭代求解中不断更新，

根据实际信号的频域特性对信号频带进行自适应分

解，最终得到 1 组窄带变分模态分量。假定原始信号

x 被分解为 k 个变分模态分量，则相应的约束变分模

态模型为[12]

min
{uk},{棕k} k

移 坠t 啄（t）+ j仔t蓸 蔀·uk（t）蓘 蓡 e-j棕kt
2

2
嗓 瑟

s.t.
k
移uk=x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12）

式中：uk、棕k 分别为各变分模态分量和中心频率。

为求解约束变分模态模型，在 VMD 算法中引入

2 次惩罚项 琢 和拉格郎日乘子 姿。VMD 算法的具体实

施过程如下：

（1）初始化 u赞 k
1嗓 瑟，棕k

1嗓 瑟，姿赞 1，n，；

（2）令 n=n+1，执行循环过程；

（3）令 k=0，k=k+1，更新u赞 k和 棕k：

u赞 k
n+1

（棕）←
x赞（棕）-

i<k
移u赞 i

n+1

（棕）-
i>k
移u赞 i

n

（棕）+ 姿赞 n（棕）
2

1+2琢（棕-棕k
n
）2

（13）

棕k
n+1

←

∞

0
乙 棕 u赞 k

n+1

（棕）
2

d棕
∞

0
乙 u赞 k

n+1

（棕）
2

d棕
（14）

（4）更新 姿
姿赞 n+1（棕）←姿赞 n（棕）+子 x赞（棕）-

k
移u赞 k

n+1

（棕）蓸 蔀 （15）

式中：子 为噪声容限参数。

（5）重复步骤（2）～（4），直至满足收敛条件：

k
移 u赞 k

n+1

-u赞 k
n

2

2

/ u赞 k
n

2

2

<e，结束整个循环，得到 k 个

变分模态分量。

2 信号降噪理论推导及具体实施方法

2.1 样本熵

设时间序列 x（1），x（2），…，x（N），计算该 N 个时

间序列样本熵的步骤如下[13]：

（1）选定模式维数m，由原序列构成1 组m维向量

X（i）=[x（i），x（i+1），…，x（i+m-1）]（i=1，2，…，N-m+1）（16）

（2）定义 X（i）和 X（j）之间的距离

d[X（i），X（j）]= max
k=1~m-1

x（i+k）-x（j+k）（k=0，1，…，m-1）（17）

（3）设定阈值 r，统计距离 d[X（i），X（j）]不大于 r

的数，将此数与距离总数 N-m+1 的比值记为 Bi
m
（r）

Bi
m
（r）= {d[X（i），X（j）]<r}

N-m+1
（18）

其中，1≤j≤N-m，j屹i，计算所有 Bi
m
（r）的平均值为

Bm
（r）= 1

N-m+1

N-m+1

i=1
移Bi

m
（r） （19）

（4）重新选定模式维数 m+1，构成 1 组 m+1维向

量，重复步骤（1）～（3），得到 Bm+1
（r）

Bm+1
（r）= 1

N-m

N-m

i=1
移Bi

m+1
（r） （20）

（5）此序列的样本熵定义为

SampEn（m，r）=lim
N→∞

-ln B
m+1
（r）

Bm
（r）蓘 蓡 （21）

由定义可知，样本熵的值与维数 m 和阈值 r 的取

值有关。m 值越大计算时间越长，r 值越大时间序列的

信息损失越大，反之噪声影响越显著。根据文献[14]的

研究，本文取 m=2，r=0.15s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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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奇异值分解

根据奇异值理论，任何 p×q 阶矩阵的奇异值分

解（SVD）可表示为[15]

A=U·撰·VT （22）

式中：U 为 p×p 阶正交矩阵；V 为 q×q 阶正交矩阵；

撰=diag（姿1，姿2，…，姿k）为对角矩阵，k=min（p，q），姿1，

姿2，…，姿k 为矩阵 A 的奇异值并按降序排列。

矩阵的奇异值为矩阵的固有特征，具有很好的稳

定性、比例不变性和旋转不变性。

2.3 峭度系数

峭度系数表示故障形成的大幅值脉冲出现的概

率。将脉冲响应与背景噪声的差距加大以提高信噪

比，峭度系数以脉冲响应幅值的 4 次幂为判断依据，

使其准确度显著提高。峭度系数的定义[16]为

Kv=
N

N

n=1
移 xn- 1

T

N

n=1
移 xn 驻t蓸 蔀 4

N

n=1
移 xn- 1

T

N

n=1
移 xn 驻t蓸 蔀 2蓘 蓡 2 （23）

2.4 信号降噪具体实施方法

根据以上理论，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降噪具体

实施方法如下：

（1）使用不同信号分解方法对弹性支承振动应力

信号进行分解，得到 k 个初始模态分量；

（2）计算所有初始模态分量的样本熵，并对其归

一化处理，得到初始模态分量的归一化样本熵；

（3）设定归一化样本熵的阈值 n，对所有大于阈值

n的初始模态分量进行 SVD降噪处理，而对不大于阈

值 n的初始模态分量不作处理；

（4）计算 SVD 降噪后初始模态分量的峭度系数，

设定峭度系数的阈值为 m；

（5）剔除峭度系数小于阈值 m 的初始模态分量，

保留不小于阈值 m 的初始模态分量，并输出最终的

模态分量；

（6）将所有的模态分量重组成降噪信号，输出降

噪信号的信噪比、相关系数、均方误差以及信号降噪

处理时间。

信号降噪流程如图 1 所示。

3 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降噪应用

以某模拟转子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为研究对

象，采用不同信号分解方法对其进行信号降噪研究。

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的采样频率为 10 kHz，其时

域波形及频谱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弹性支承振

动应力信号主要存在 3 个频率成分，分别为转子基

频、2 倍频和 3 倍频，其余幅值较低且频带较宽的杂

乱谱线为噪声干扰。由于噪声干扰的存在，在信号波

形中出现许多毛刺成分，不利于转子信号特征的分

辨，特别是早期的故障特征信号被覆盖，如图 2（a）所

示；在如图 2（b）所示的频谱中，横坐标阶次定义为转

子基频的 N 倍，下同。

根据图 2 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的频谱分析中

的 3 个主要频率成分，仿真构造出无噪声干扰的弹性

支承振动应力信号，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无噪声

图 1 信号降噪流程

（a）时域波形 （b）频谱

图 2 有噪声干扰的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的时域波形及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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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的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可用于不同降噪方法

对该信号降噪效果的对比分析。与图 2 对比可见，在

图 2 中有噪声干扰的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的噪声

成分主要为低频宽带噪声及宽频带的背景噪声。

对于该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根据信号降噪流

程（图 1）对其进行降噪处理，其中归一化样本熵的阈

值 n＝0.5，峭度系数的阈值 m＝5×105。

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经 EMD-SampEn-SVD

降噪后的时域波形和频谱如图 4 所示。将图 4 与图

2、3 对比分析可见，EMD-SampEn-SVD 可降低较高

频带上的背景噪声，而对其他频带上的噪声降低效果

不明显，特别是对低频宽带噪声降低效果不佳。

采用 CEEMDAN-SampEn-SVD 降噪后的弹性支

承振动应力信号的时域波形与频谱如图 5 所示。从图

中可见，在转子基频的 6 倍频以上的宽频带上，不存

在背景噪声成分，且低频宽带噪声有一定程度削减。

采用 LMD-SampEn-SVD 方法降噪后弹性支承振动

应力信号的时域波形及频谱如图 6 所示。与图 5 相

比，其低频宽带噪声降低效果更佳，但在转子基频 6

倍频以上，其降噪效果不如 CEEMDAN-SampEn-SVD

方法的。

采用 ITD-SampEn-SVD 降噪后弹性支承振动应

力信号的时域波形及频谱如图 7 所示。与图 2~6 对比

可见，ITD-SampEn-SVD 方法在低频宽带噪声及宽频

带的背景噪声上的降低效果均不佳。采用 VMD-

SampEn-SVD 方法降噪后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的

时域波形及频谱如图 8 所示。通过对比图 2~8 可见，

采用 VMD-SampEn-SVD 方法能有效去除转子基频 4

倍频以上的宽带背景噪声，同时对低频宽带噪声的降

低效果在所有降噪方法中是最好的。

为进一步对各种降噪方法进行性能（降噪效果和

运算效率）对比，引入信噪比的概念。以信噪比 RSN、相

关系数和均方误差作为降噪效果的评价指标

RSN=10lg
Ps

Pn
蓸 蔀 （24）

式中：Ps 为纯信号功率；Pn 为噪声功率。

相关系数用来衡量降噪后的信号与无噪声干扰

信号间的线性相关性，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大，二者

的相关性越大

籽XY= Cov（X，Y）
D（X）姨 D（Y）姨 （25）

式中：Cov（X，Y）为 X、Y 的协方差；D（X）、D（Y）分别

为 X、Y 的方差。

均方误差 EMS 用来评价降噪后的信号与无噪声

干扰信号间的偏离程度，EMS 值越小，说明降噪后信号

的精确度越高

EMS=
1
N

N

t=1
移（observedt-predictedt）2 （26）

（a）时域波形 （b）频谱

图 3 无噪声干扰的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仿真信号的时域波形

及频谱

（a）时域波形 （b）频谱

图 4 采用 EMD-SampEn-SVD降噪后弹性支承振动应力

信号的时域波形及频谱

（a）时域波形 （b）频谱

图 5 采用 CEEMDAN-SampEn-SVD降噪后弹性支承振动

应力信号的时域波形与频谱

（a）时域波形 （b）频谱

图 6 采用 LMD-SampEn-SVD降噪后弹性支承振动应力

信号的时域波形及频谱

（a）时域波形 （b）频谱

图 7 采用 ITD-SampEn-SVD降噪后弹性支承振动应力

信号的时域波形及频谱

（a）时域波形 （b）频谱

图 8 采用 VMD-SampEn-SVD降噪后弹性支承振动应力

信号的时域波形及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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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计算时间作为降噪方法的计算效率的评

价指标。

5 种降噪方法的性能对比见表 1。从表中可见，采

用VMD-SampEn-SVD 方法降噪，弹性支承振动应力

信号的信噪比为 8.11 dB，相关系数为 0.92，均方误差

为 0.43，计算时间为 18.04 s，在 5 种降噪方法中的降

噪效果最佳，计算效率也较高；而采用ITD-Samp-

En-SVD 方法降噪，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的信噪比

为 5.68 dB，相关系数为 0.88，均方误差为1.63；计算

时间最短为 2.99 s，其降噪效果并不佳；采用 CEEM-

DAN-SampEn-SVD 方法降噪，计算效率最低，计算时

间为 290.99 s，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的信噪比为

6.43 dB，相关系数为 0.90，均方误差为 0.98，降噪效

果也不是最佳。综上分析，VMD-SampEn-SVD 方法是

5 种方法中最适用于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降噪的。

4 结论

针对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对 5 种信号降噪方

法进行性能对比，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本文介绍的信号降噪方法主要基于自适应的

信号分解方法，并利用样本熵、SVD 和峭度系数，通

过设定阈值，筛出有效分量，去除噪声成分。通过弹性

支承振动应力信号的降噪研究，证明信号降噪方法是

可行的。

（2）对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的降噪研究表明：

在弹性支承应力信号的降噪效果上，VMD-Samp-

En-SVD 方法最好，EMD-SampEn-SVD 方法最差；在

计算时间上，ITD-SampEn-SVD 方法最短，而 CEEM

DAN-SampEn-SVD 方法最长。综上所述，VMD-Sam-

pEn-SVD 方法是 5 种方法中最适用于弹性支承振动

应力信号降噪的方法。从 5 种信号分解方法的理论及

特点分析可知，此结论同样可为其他测试信号的降噪

处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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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信号

EMD-SampEn-SVD

CEEMDAN-SampEn-SVD

LMD-SampEn-SVD

ITD-SampEn-SVD

VMD-SampEn-SVD

信噪比 /dB

4.35

5.42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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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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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时间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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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4

2.99

18.04

表 1 5种降噪方法的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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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复合材料风扇叶片响应特性，利用压电纤维复合材料（Macro Fiber Composite，MFC）激励器对复合材料宽弦风

扇叶片进行模态测试。将测试结果与有限元仿真值进行比较，分析风扇叶片不同 MFC 单独激励和组合激励下的响应特性。设计了

MFC 激励器激励系统，采用 MFC 单独激励和组合激励的方法，实现快速正弦扫频激励信号激励，借助扫描式激光测振仪测量叶片上

关注测点的振动响应。结果表明：MFC 激励下风扇叶片的响应与 MFC 覆盖位置处对应的 MFC 纤维极化方向的应变大小、MFC 纤维方

向和测点选择有关；不同位置的 MFC 激励叶片，叶片各阶模态响应有差异。该结果可用于宽弦风扇叶片的 MFC 激励器 / 传感器控制

方法的进一步研发和风扇叶片的振动特性分析。

关键词：压电纤维复合材料激励器；复合材料宽弦风扇叶片；模态测试；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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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al Test of Composite Wide-chord Fan Blades Based on Multiple MFC Actuator
HUANG Dan-dan 1袁CHEN YONG 1袁2

渊1.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袁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袁Shanghai 200240袁China曰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Advanced Aero-Engine袁Beijing 100191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osite fan blades袁a piezoelectric Macro Fiber Composite 渊MFC冤
actuator was used for the modal test of the composite wide-chord fan blades. By comparing the test results with the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values袁the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MFC of fan blades were analyzed under individual excitation and combined excitation. The
excitation system of MFC actuator was designed袁and the excitation of fast sinusoidal sweep frequency excitation signal was realized by
means of individual excitation and combined excitation of MFC. The vibration response of the concerned points on the blades were
measured by the scanning laser vibromet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ponse of the fan blades under MFC excitation is related to the strain
of MFC fiber polarization direction袁the direction of MFC fiber polarization袁and the selection of measuring points at the MFC coverage
position. Modal response of blades each order is different for different positions of the MFC excitation blades. The results can be used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ontrol methods of MFC exciter/sensor for wide -chord fan blades and analysis of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an blades.

Key words: piezoelectric macro fiber composite actuator曰composite wide-chord fan blade曰modal test曰aeroengine

0 引言

宽弦风扇叶片广泛用于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是

发动机最前端的作功部件，提供发动机 80%的推力。

与传统钛合金宽弦风扇叶片相比，复合材料宽弦风扇

叶片具有质量轻、噪声低，抗颤振、效率高、抗外物损

伤能力较强、维护成本低等特点，代表了风扇叶片的

发展方向。风扇叶片在工作中会受到来自进气口的外

界激励和风扇级内部流场激励，从而引发叶片振动。

产生的激励根据来源可大致分为机械激励和气流激

励。机械激励主要来自其他机械部件（如轴系、风扇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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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振动通过机械连接传递到叶片根部，高速旋转的

叶片与机匣由于叶顶间隙过小发生碰摩，从而引发叶

片振动。气流激励的来源较机械激励的更加广泛，主要

包括叶顶泄漏流、旋转失速和叶片表面流动分离等[1]。

风扇叶片的振动对发动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有很大

影响，尤其是叶片共振，易导致叶片疲劳失效。

王仲林等[2]通过敲击法和基于振动台的随机宽带

激励法研究了宽弦风扇叶片的振动特性；付曦等[3]采

用敲击法进行叶片的模态测试；Teter 等[4]和 Yang 等[5]

通过多点扫描式激光测振仪分别对复合材料叶片和

旋转风力机叶片进行了模态测试。以上研究采用传统

模态试验方法讨论了叶片的振动性能，但对新型激励

方式的研究仍有不足。航空航天等高科技产业对传统

激励器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诸如噪声、精度、体积及

质量等[6]，因此，探索其他形式的新型激励器具有重要

意义[7-9]。压电激励器是 1 种新型激励器，利用压电材

料的逆压电效应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再通过一定的

机械结构将机械能输出激励载荷，具有输出频率响应

高、动态反应快、承载大、性能稳定、不发热、不产生噪

声及受外力干扰小等优点。压电纤维复合材料

（Macro Fiber Composite，MFC）是 1 种新型压电复合

材料，不仅具有更好的耐久性和柔韧性，还可以利用更

强的压电应变常数 d33 来实现更高的机电耦合[7-9]。

MFC 可用于控制振动（激振或减振）、控制结构变形、

收集能量及结构健康监控等[7]。Belz 等[10]利用多个

MFC 激励器模拟压气机叶片受到的激励，在靠近叶

根处布置 MFC，试验数据表明 MFC 可以激励叶片振

动；Teter 等[4]对具有 3 个主动复合叶片的转子进行模

态分析，对系统进行有限元数值模拟和试验模态试

验，得到系统的固有频率和模态振型，数值与试验结

果非常吻合；Gawryluk 等[11]研究了 MFC 激励器谐波

激励对恒角速度旋转的复合材料叶片转子动态特性

的影响，进行数值分析和试验验证，二者结果吻合较

好。上述研究利用 MFC 激励叶片振动，分析叶片的振

动特性，对 MFC 激励器复杂激励下叶片的振动性能

研究有所不足。

本文基于 MFC 激励器进行模态试验，设计 MFC

激励系统，实现快速正弦扫频电压激励，采用 MFC 单

独激励和组合激励，利用扫描式激光测振仪测量叶片

的响应，分析复合材料风扇叶片在不同 MFC 激励器

激励方式下不同响应特性。

1 叶片有限元模型

以朱启晨等[12]设计的

某型复合材料宽弦风扇叶

片为研究对象，该叶片的实

体单元有限元模型[13]如图 1

所示。在 ANSYS-APDL有

限元软件中仿真，单元类

型为 8 节点的 6 面体单元

solid185，共 80294 个实体

单元，81465 个节点。

不考虑由于叶片旋转离心力产生的预应力，在

ANSYS 中进行自由状态条件下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

模态分析，设置边界条件为叶片榫头受压面约束所有

自由度，在叶根端部施加轴向约束，在叶片榫头底部

施加竖直向上的约束[12]。复合材料叶片与风扇盘通过

燕尾槽连接，为了更加接近试验约束，本文将边界条

件简化为在叶片榫头受压面施加垂直受压面方向的

约束，在叶根端部施加轴向约束，在叶片榫头底部施

竖直向上约束，如图 2 所示。

2 MFC模态测试

2.1 MFC激振器

1996 年，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Langley 研究中

心研制出了 1 种新型压电复合材料—压电纤维复合

材料（MFC）。MFC 激励器[14]（如图 3 所示）是在聚酰亚

胺薄膜中嵌入薄 PZT（Lead Zirconate-Titanate ceram-

ics）纤维制作而成的，上、下表面覆盖有指间交叉模

式的电极，MFC 的分层结构[15]如图 4 所示。图中，坐标

图 1 复合材料风扇叶片

有限元模型

（a）叶片榫头受压面约束 （b）叶片叶根端部、底部约束

图 2 有限元仿真边界条件

图 3 MFC激励器[14] 图 4 MFC的分层结构[15]

聚酰亚胺

丙烯酸
环氧树脂

PZT 或
PMN-PT 纤维

铜电极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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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M8557-P1激励器的技术指标[14]

材料参数

自由应变 /10-6

阻滞力 / N

数值

85

57

103

64

尺寸参数

活跃区域长度 /mm

活跃区域宽度 /mm

总体长度 /mm

总体宽度 /mm

数值

1800

923

轴 1 为 MFC 厚度方向，坐标轴 2 为铜电极方向，坐标

轴 3 为压电纤维的极化方向。

与传统压电陶瓷相比，树脂基的保护作用使得

MFC 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纯压电陶瓷在强度和脆性方

面的缺点，具有较好的柔韧性。由于 MFC 采用矩形截

面的压电纤和指尖交叉电极，大大提高了其机电耦合

系数。由于 MFC 具有频率响应高、动态反应快、承载

大、性能稳定、不发热、不产生噪声及受外力干扰小、

柔韧性好、耐高温、变形大以及机电耦合系数高等优

点，使得其广泛应用于控制振动（激振或减振）、控制

结构的变形、收集能量和结构健康监控等[4]。本文利用

MFC 激励器激励风扇叶片，进行模态测试，研究其振

动特性。

2.2 MFC 布置

本文基于 MFC 激励法的叶片模态测试以复合材

料风扇叶片为研究对象，采用 Smart Material 公司生

产的 M8557-P1 激励器，其技术指标列见表 1[14]。

在实际测量中，MFC 激励法和传统力锤敲击法

选取激励位置略有不同。力锤敲击叶片振动，激励点

（敲击点）的选择依据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6]。MFC 在

叶片位置处的某阶模态 MFC 极化方向的应变足够

大，可以激励出该阶模态。为了研究叶片响应特性，本

文对叶片的不同位置布置了 3 个 MFC，进行不同的

MFC 激励，同时测量每个网格结点的响应。测量结点

在叶片上的位置如图 5 所

示。MFC No 1 和 No 2 纤

维极化方向与叶片叶高方

向水平，No 3 纤维极化方

向与叶片叶高方向成 90毅
夹角。宽弦风扇叶片尺寸

大，为了研究响应特性，根

据各阶模态阵型图选取响

应比较大的测点。

2.3 试验装置

复合材料叶片的模态试验系统如图 6 所示。该系

统由夹持、激励和测量系统 3 部分组成。夹持系统由

夹具和基座组成；MFC 激励系统由信号发生器、激振

器（MFC）和恒电压功率放大器组成，其作用是产生具

有一定能量的和频率可调的激振力，激励叶片使之发

生振动；测量系统采用非接触式测量扫描式激光测振

仪，测量复合材料叶片测点的响应。

带有 MFC 激励器的复合材料风扇叶片被夹持在

振动隔振台上，MFC 粘贴在叶片上进行激励。恒电压

功率放大器和信号发生器提供了 MFC 激励器的开环

控制（没有反馈）电压变化。测量系统可以监控梁的振

动 ， 测 量 采 用 Polytech 公 司 多 点 扫 描 测 振 仪

PSV-500-H[15]，根据复合材料叶片的几何尺寸，布置

四边形结点扫描网格，每个网格节点的振动速度可以

单独测量。逐点扫描方式可以得到各点频域响应幅值

和相位，绘制出振型图。信号同步采用 PC 端采集信

号发生器输出的电压信号，作为 PSV-500-H 多点扫

描测振仪的触发信号。在 PC 端接收测量系统的数

据，记录、保存和分析测量数据。信号发生器采用北京

普源公司生产的 DG4062 信号发生器，等性能双通道

信号输出，采样率为 500 MSa/s，可输出正弦波、方波、

噪声等波形，也可输出线性、对数和步进多种扫频模

式，可提供 MFC 在振动测试中的激励。恒电压功率放

大器选用 Trek 公司的 PA05029 恒电压放大器，电压

输出范围为 -500~1500 V，电压放大 200 V/V（外部电

压源），可激励多种 P1 型 MFC 激励器。

3 振动特性分析

3.1 叶片固有频率及振型分析

本文采用 MFC 激振器进行快速正弦扫频信号激

励叶片开展模态试验，同时进行传统敲击法试验，敲

击复合材料叶片叶根部位，与 MFC 激励进行对比。试

图 5 MFC测量点分布

Node 131

Node 142

Node 144
Node 145

Node 3

Node 127

图 6 MFC激励系统模态试验装置

N127

MFC

激光测振仪

恒电压功率放大器

电压信
号控制

信号发生器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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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复合材料宽弦风扇叶片前 5阶有限元仿真

振型和测量振型

表 2 仿真和试验的复合材料叶片固有频率

频率 /Hz

53.52

140.63

268.75

397.66

541.41

偏差 /%

1.28

3.72

-0.80

1.26

1.02

频率 /Hz

53.52

140.63

266.70

395.61

537.79

仿真值 /Hz

52 .84

135.58

268.86

390.67

532.34

模态阶次

Mode 1

Mode 2

Mode 3

Mode 4

Mode 5

偏差 /%

1.28

3.72

-0.04

1.79

1.70

敲击法 MFC 02 激励器

验测量叶尖测点 Node 127 速度响应如图 7 所示，试

验结果与有限元模拟结果对比见表 2。从表中可见，

仿真和试验得到的复合材料宽弦叶片的前 5 阶模态

模态固有频率的偏差均在 4%以内，说明 MFC 激振器

布置于复合材料叶片上，MFC 激振器附加质量很小，

对叶片本身固有频率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而传统敲击

法需要经验多次试验选择敲击点，而且要避免在试验

过程中连击，而 MFC 激励法操作简单方便、重复性

好、信噪比高。

第 1～5 阶的模态振型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

各阶次仿真和测试的振型相符合，准确地捕捉到所有

的弯扭振动特征。通过叶片的总位移振型图可知复合

材料叶片前 6 阶模态振型中，Mode 1、Mode 2、Mode 4

为叶片的前 3 阶弯曲模态，由于叶片前尾缘的刚度分

布不同，横向节线在前缘处向下倾斜，不考虑根部夹

持位置的节线，节线数依次为 0、1、2，叶片主要呈扭

转模态；Mode 3 和 Mode 5 为叶片的前 2 节扭转模

态，节线为竖直方向，沿叶高方向呈 S 型分布，特别是

Mode 3 较为明显，竖直节线数依次为 1 和 2，叶片主要

呈扭转振动状态；Mode 6 为弯曲和扭转的叠加模态。

3.2 MFC 单独激励

复合材料叶片上关注响应点在不同的 MFC 单独

激励下的频域响应如图 9 所示，激励信号是快速线性

正弦扫频信号。在 Mode 3 模态下，复合材料叶片

MFC 01/02/03 覆盖位置处，MFC 纤维极化方向的应

变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所有测点的前 5 阶固有

频率，比较 3 个不同 MFC 激励出的叶片模态：Mode 3

是 1 阶扭转模态，比较不同 MFC 相同测点激励，MFC

02 激励和叶片 Mode 3 的响应均不明显，峰值很小，

这是由于 MFC No 2 覆盖位置的 Mode 3 纤维方向的

应变很小，MFC No 2 不能明显地激励出 Mode 3 扭转

模态。MFC 01 和 03 激励，叶片 Mode 3 响应较为明

显，相比较 MFC 01，MFC 03 激励出的叶片响应略大

于 MFC 01 激励出的。这是由于 MFC 01 覆盖位置纤

维方向应变（strain y）比 MFC 03 覆盖位置纤维方向

应变（strain z）略小一些。

由复合材料叶片不同 MFC 激励下不同测点的频

域响应的幅值可知，在 MFC 01 激励下，叶片振动以

低阶弯曲和 1 阶扭转为主；在 MFC 02 激励下，叶片

振动以低阶弯曲为主；在 MFC 03 激励下，叶片振动

以 1 阶扭转为主。因此，当 MFC 纤维极化方向布置的

Mode 1 Mode 2 Mode 3 Mode 4 Mode 5

（a）仿真结果

Mode 1 Mode 2 Mode 3 Mode 4 Mode 5

（a）试验测量结果

（a）Node 127 频域响应 （b）Node 3 频域响应

（a）敲击法 （b）MFC 激励法

图 7 叶尖测点Node 127 频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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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沿着叶片叶高方向，叶片振动以低阶扭转为主；

如果想激励出扭转模态，需要将 MFC 布置于扭转模

态的纤维极化方向应变较大的位置。当 MFC 纤维极

化方向布置沿着叶片的弦向方向，叶片振动以低阶扭

转为主。

根据不同 MFC 激励和不同点测量结果可知，不

同的测量点对不同阶次的响应有很大差异：Node 131

和 Node 144 位于前尾缘，所以扭转状态的 Mode 3 响

应明显，当时 Node 131 靠近 Mode 4 的节线，Node

131 测点的 Mode 4 响应很低。Node 127 位于叶尖位

置，因此在所有的测点中，Node 127 的 Mode1 响应最

高。测点位置从叶顶到叶根变化，Mode1 的响应越来

越低。观察同一测点 Node 127，采用不同的 MFC 进行

激励，都可以明显激励出 Mode 1 和 Mode 2。MFC 01

激励，叶片的 Mode1 和 Mode 2 响应较大；MFC 03 激

励，叶片的 Mode 1 和 Mode 2 响应较小。这是不同的

MFC 覆盖叶片位置纤维方向的应变相对大小不同，

Mode 1、2 的 2 阶弯曲模态，MFC No 1、2 覆盖位置的

strain y 明显大于 MFC No 3 覆盖位置的 strain z。在

Mode 3 扭转模态下，具有 1 条竖直的节线，最大响应

点出现在叶尖位置，在叶尖测点 Node 127 测得的响

应明显大于其他测点的。Mode 4 是 3 阶弯曲，最大的

响应点位于叶尖处，在测点 Node 127，Mode 4 的响应

相比与其他测点明显提高，测点 Node 3 位于 Mode 4

（3 阶弯曲）的节线上，因此测点 Mode 3 不能观察到

Mode 4 的响应。Mode 5 是条带扭转模态，最大响应

点位于叶高和尾缘 2/3 叶高处，相比于其他测点，在

测点 Node 127 和 Node 3 处可以明显测得 Mode 5 的

响应。

MFC 激励叶片振动，叶片响应和 MFC 覆盖位置

的模态纤维方向的应变相对大小、MFC 纤维方向和

测点选择有关。MFC 通过传递应变能激励叶片振动，

为了尽可能激励多且明显地激励出叶片的模态，需要

将 MFC 布置于叶片模态纤维方向应变较大的位置。

MFC 的纤维方向沿着叶片叶高方向，叶片振动响应

以低阶扭转为主；如果想激励出扭转模态，需要将

MFC 布置于扭转模态纤维方向应变较大的位置。

MFC 纤维方向沿着叶片弦向方向，叶片振动响应以

低阶扭转为主。对于宽弦复合材料风扇叶片，MFC 布

置的位置靠近叶片 1/2 叶高处，可以激励出叶片的前

5 阶模态。测点的选择，对于低阶弯曲模态（Mode 1 和

Mode 2），叶尖的测点可以得到最大的响应值；当测点

靠近 1/2 叶高前尾缘时，低阶弯曲模态响应很小，高

阶弯曲和弯扭组合模态响应较大。

（a）MFC 01/MFC 02 位置处 y 轴方向应变

（b）MFC 03 位置处 z 轴方向应变

图 10 在 Mode 3 模态下复合材料叶片上MFC

纤维极化方向的应变

（c）Node 145 频域响应 （d）Node 144 频域响应

图 9 MFC快速正弦扫频信号激励

（e）Node 142 频域响应 （f）Node 131 频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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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MFC组合和单独激励下叶片固有频率偏差

最大相对误差 /%

0

0

0.86

1.17

1.83

MFC 02+03

53.52

141.01

270.31

397.65

544.92

MFC 01+03

53.52

141.01

270.7

397.65

548.04

MFC 01+02

53.52

141.01

270.7

397.26

547.65

MFC 03

53.52

141.01

270.7

397.65

547.65

MFC 02

53.52

141.01

272.65

401.95

555.07

MFC 01

53.52

141.01

271.48

401.56

548.44

模态阶次

Mode 1

Mode 2

Mode 3

Mode 4

Mode 5

MFC 单独和组合激励下叶片固有频率 /Hz

3.3 MFC 组合激励

不同位置的 MFC 单独激励叶片，叶片的响应也

不同，例如 MFC 02 激励叶片，Mode 3 的响应不明显；

MFC 03 激励叶片，Mode 3 的响应明显。因此本文考

虑用不同 MFC 组合激励叶片，研究 MFC 组合激励下

的叶片响应特性。试验设定信号发生器 1 个通道发出

相同电压幅值的快速正弦扫频信号，经过恒电压功率

放大器输出给 2 个 MFC 激励器（MFC 01 和 MFC 02

并联），2 个 MFC 同时激励复合材料叶片，测量叶片

速度响应。

MFC 单独激励和组合激励下的叶片固有频率见

表 3。从表中可见，MFC 单独和组合激励叶片的固有

频率最大相对误差为 1.83%，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因

此，MFC 单独和组合激励都可以准确地得到叶片的固

有频率。最大相对误差=（各阶模态下测量的最大固有

频率差值 /各阶模态下测量的最小固有频率）×100%。

MFC 单独激励和组合

激励叶片，叶尖测点 Node

127 频域响应如图 11 所

示。MFC 叠加激励和单独

激励，叶尖测点 Node 127

响应幅值大小见表 4。从表

中可见，MFC 01 和 MFC

02 布置的纤维极化相同，

皆沿叶高方向。对于弯曲

模态 （Mode 1、Mode 2 和

Mode 4），MFC 01 和 MFC

02 单独激励的幅值差异很小。在弯曲模态下，MFC 01

和 02 组合激励的响应幅值比 MFC 01 或 MFC 02 激

励的响应幅值明显增大，是 MFC 01 单独振动的

1.66、1.81 和 1.83 倍，且不是 2 个 MFC 单独激励幅值

的线性叠加；对于扭转模态（Mode 3、Mode 5），MFC

01 单独激励的响应幅值明显大于 MFC 02 单独激励

的幅值（55.00、3.74 倍）。在扭转模态（Mode 3、Mode

5）下，MFC 01 和 MFC 02 的组合激励响应幅值分别

是 MFC 02 单独激励的 6.40、1.17 倍，是 MFC 01 单独

激励的 0.12、0.31 倍，明显大于 MFC 02 单独激励的

响应，但小于 MFC 01 单独激励的响应。

MFC 01 和 MFC 03 组合激励叶片，MFC 01 、03 纤维

方向分别沿叶高、弦向方向，相差 90°。相同电压激

励，MFC 01 和 MFC 03 都能激励出全部的前 5 阶固

有频率。叶片前 5 阶模态的响应，MFC 01 激励的皆大

于 MFC 03 激励的。MFC 01、03 叠加激励的前 5 阶模

态响应值大于 MFC 03 单独激励的幅值，但是小于

MFC 01 单独激励的幅值。

MFC 02 和 MFC 03 组合激励叶片，MFC 02 、03

纤维方向分别沿叶高、弦向方向，也相差 90°。相同

电压激励，弯曲模态的响应峰值，MFC 02 单独激励的

明显大于 MFC 03 单独激励的，扭转模态的响应峰

值，MFC 02 单独激励比 MFC 03 单独激励的略小。

MFC 02、03 叠加激励，弯曲模态和 1 阶扭转模态，叠

加模态响应值大于 MFC 03 单独激励的幅值，但是小

于 MFC 01 单独激励的幅值。

（a）MFC 01、02 组合激励

（b）MFC 01、03 组合激励 （c）MFC 02、03 组合激励

图11 Node127MFC单独激励和组合激励下叶片的频域响应

0

-50

-100

-150

-50

-100

-150

-50

-100

-15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Frequency/Hz
1200

（53.52，-46.77）

（141.01，-59.23）

（271.48，-64.42）

（401.56，-72.69）

（53.52，-42.39）

（141.01，-54.09）

（270.70，-65.10）
（547.65，-78.517）

（53.52，-71.24）

（141.01，-62.12）

（271.09，-87.98）

（401.56,-72.41）

MFC 01

MFC 02

MFC 03

（548.44，-68.43）

（397.26，-67.42）

0

-50

-100

-150

-50

-100

-150

-50

-100

-15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Frequency/Hz
1200

（53.52，-46.77）

（141.01，-59.23）

（271.48，-64.42）

（401.56，-72.69）

（53.52，-48.64）
（141.01，-61.16）

（270.70，-75.41）
（548.04，-70.93）

（53.52，-66.43）
（141.01，-75.65）

（270.70，-64.08）

（397.65,-74.30）

MFC 01

MFC 03

MFC 01+03

（548.44，-68.43）

（397.65，-86.34）

0

-50

-100

-150

-50

-100

-150

-50

-100

-15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Frequency/Hz
1200

（53.52，-46.77）

（141.01，-59.23）

（272.65，-81.22）

（401.56，-72.69）

（53.52，-49.57）

（141.01，-61.67）

（270.31，-65.37）
（544.92，-81.37）

（53.52，-66.43）

（141.01，-75.65）

（271.70，-64.08）

（397.65,-74.30）

MFC 02

MFC 03

MFC 02+03

（555.07，-79.89）

（397.65，-70.10）

（547.65,-74.71） （547.65，-74.71）

83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6 卷

表 4 叠加激励和单独激励，叶尖测点Node 127 响应幅值大小

01/03

9.62

6.62

7.64

1.20

2.06

01/02

1.00

1.00

54.95

0.93

3.74

02+03/03

6.97

5.00

0.83

0.58

0.46

02+03/02

0.72

0.76

5.99

0.44

0.84

01+03/03

7.75

5.30

0.27

0.25

1.55

01+03/01

0.81

0.80

0.04

0.21

0.75

01+02/02

1.66

1.81

6.40

1.70

1.17

01+02/01

1.66

1.81

0.12

1.83

0.31

模态阶次

Mode 1

Mode 2

Mode 3

Mode 4

Mode 5

02/03

9.62

6.62

0.14

1.30

0.55

MFC 叠加激励与单独激励幅值比值 / 倍
MFC 单独激励

幅值比值

2 个 MFC 组合激励，振幅的叠加响应幅值比

MFC 单独激励幅值的变化，与 MFC 布置的纤维方

向、模态阶次及各模态阶次单独激励幅值的相对大小

有关。当 2 个 MFC 布置的纤维极化方向相同时，弯曲

模态的叠加振幅比单独 MFC 激励增加；扭转模态的

叠加振幅比较小的单独激励的幅值增加，但是小于较

大的单独激励的幅值。当 2 个 MFC 布置的纤维极化

方向不同时，叠加振幅比较小的单独激励的幅值增

加，但是小于较大的单独激励的幅值。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MFC 激励器激励叶片振动，

组合激励叶片的响应效果不一定优于 MFC 单独激

励。选用 MFC 组合激励，MFC 在叶片上布置位置与

各阶模态 MFC 纤维方向的应变相关，尽可能布置在

叶片纤维方向应变都较大的位置。因此，如果 1 个

MFC 激励器不能有效地激励出全部的模态，可以选

用多个 MFC 进行组合激励，但应该优先选择纤维方

向一致的 MFC 组合激励。

4 结论

本文建立了 MFC 激励系统，在复合材料宽弦风

扇叶片 3 个不同位置上布置 3 个 MFC 激励器进行模

态试验，与仿真值和传统激励敲击法比较叶片固有频

率和振型，分析复合材料叶片在 MFC 激励下的响应，

得到以下结论：

（1）根据仿真计算和 MFC 激励法模态测试结果，

前 5 阶固有频率和对应振型对比结果吻合得很好，表

明本文采用的 MFC 模态测试方法和仿真计算具有较

高的准确性。

（2）根据不同位置 MFC 激励叶片振动，测量叶片

相同测点的响应速度幅值大小，为了尽可能激励多且

明显地激励出叶片的模态，应将 MFC 布置于叶片各

阶模态下的纤维极化方向应变较大的位置。对于宽弦

复合材料风扇叶片，MFC 布置的位置靠近叶片 1/2 叶

高处，可以激励出叶片的前 5 阶模态。

（3）风扇叶片在不同位置 MFC 激励下的响应特

性显示，不同位置 MFC 的激励，各阶模态响应有较大

差异。当 MFC 纤维方向布置的位置沿着叶高方向，叶

片振动以低阶扭转为主；如果想激励出扭转模态，需

要将 MFC 布置于扭转模态的纤维方向应变较大的位

置。当 MFC 纤维方向布置沿着叶片的弦向方向，叶片

振动以低阶扭转为主。

（4）2 个 MFC 组合激励，振幅的叠加响应幅值比

MFC 单独激励幅值的变化，与 MFC 布置的纤维极化

方向、模态阶次及各模态阶次单独激励幅值的相对大

小有关。当 2 个 MFC 布置的纤维极化方向相同，弯曲

模态的叠加振幅比单独 MFC 激励的增加；扭转模态

的叠加振幅比较小的单独激励的幅值增加，但小于较

大的单独激励的幅值。当 2 个 MFC 布置的纤维极化

方向不同，叠加振幅比较小的单独激励的幅值增加，

但是小于较大的单独激励的幅值。

因此，采用 MFC 激励器进行模态测量，组合激励

叶片的响应效果不一定优于 MFC 单独激励，选用

MFC 组合激励，首先应考虑尽可能布置在叶片纤维

方向应变都较大的位置；如果 1 个 MFC 不能激励出

所有模态，可以选用 MFC 组合激励，应该优先选择纤

维方向一致的 MFC 进行组合激励。

MFC 驱动器激励风扇叶片振动，风扇叶片的响

应与 MFC 覆盖位置处对应 MFC 纤维极化方向的应

变大小、MFC 纤维方向和测点选择有关。该结果可用

于宽弦风扇叶片的 MFC 传感器 / 激励器控制方法进

一步有效研发和风扇叶片的振动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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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降低叶片发生颤振、非同步振动等自激振动的风险，以某压气机转子叶片为对象开展失谐设计减振技术应用研究。

通过求解考虑非定常气动力的运动方程，获得不同频率分布下的特征值，用特征值虚部的最小值评估气动弹性稳定性。在此基础

上，系统地分析了隔离带数量、位置和隔离带内叶片频率分布等参数对自激振动的影响，并开展整机动应力测量，验证叶片失谐设

计的减振能力。结果表明：隔离带失谐设计能有效降低由自激振动引起的振动应力，具有不需对发动机结构进行修改、发动机性能

不降低、操作便捷、应用成本低的优点。

关键词：失谐设计；压气机叶片；隔离带；自激振动；减振；试验验证；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1.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5.015

Application of Mistuned Design in Vibration Reduction of Blade Self-excited Vibration
LIU Yi-xiong袁CHEN Yu-zhi袁CONG Pei-hong袁YI Feng袁DU Shao-hui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isk of blade self-excited vibration袁such as flutter and non-synchronous vibration袁the technology

study on the vibration reduction of mistuned design was carried out for a compressor rotor blade. By solving the motion equations
considering unsteady aerodynamic forces袁the eigenvalues of different frequency distributions were obtained and the aeroelastic stability was
evaluated by the minimum value of the imaginary part of the eigenvalues. On the basis of this袁the influence of the number袁position and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the blades was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in the isolation zone on the self-excited vibration袁 and the dynamic stress
test of the engine was carried out to verify the vibration reduction of the blade mistuned desig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stuned design of
the isolation zon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vibration stress caused by the self-excited vibration袁and has the advantages of no modification
to the engine structure袁no decrease of engine performance袁easy operation and low cost.

Key words: mistuned design曰compressor blade曰isolated zone曰self-excited vibration曰vibration reduction曰test validation曰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压气机转子叶片屡次发生高周疲劳

断裂故障，且叶片的振动模式不是通常存在的整阶次

强迫振动，而是由于气流攻角等因素改变，引发气动

弹性不稳定现象，进而导致叶片产生非整阶次高振幅

的自激振动[1]，自激振动一旦发生，叶片会剧烈振动，

在短时间内断裂，后果极其严重，因此有必要开展气

流诱导叶片自激振动抑制技术研究。工程中常见的自

激振动主要是颤振和非同步振动，非同步振动的发作

区域远离经典颤振区，也远离失速区，其振动特征与

经典颤振并无差别，抑制手段与颤振类似[2]。

在不改变叶片结构和降低发动机性能的条件下，

失谐设计是航空发动机叶片抑制颤振的有效手段。实

际上由于受材料不均匀性和加工工艺限制，真实的叶

盘结构都是失谐的。国外针对失谐对叶片气动弹性稳

定性影响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Whitehead[3]和 EWins[4]

的研究表明失谐叶片结构对颤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Kaza 等[5]和 Kielb 等[6]深入研究了错频结构对颤振和

强迫振动的影响，指出错频可以提高叶片振动系统气

动弹性稳定性；Kazawa 等[7]研究了交替错频对平面振

荡叶栅颤振特性的影响；Sadeghi 等[8]从振荡叶栅非定

常气动响应的角度，研究了叶片相位角失谐和频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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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对叶栅气动弹性稳定性的影响。中国在失谐对叶片

气动弹性稳定性研究方面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工作。郑赟等[9]采用流固耦合能量法研究了错频对叶

片气动弹性稳定性的影响；张小伟等[10]研究了叶片相

位角对叶片颤振的影响；付志忠等[11-12]采用影响系数

法详细研究了各种错频模式和错频量等因素对叶片

气动弹性稳定性的影响规律。另外，一些学者从强迫

振动的角度出发，力图降低叶片强迫振动应力。王建

军等[13]阐述了失谐叶盘结构振动局部化的基本问题

和研究进展；袁惠群等[14-15]基于改进的嵌套遗传算法

对叶片进行减振安装优化，以降低强迫振动响应幅

值；赵志彬等[16]开展了叶盘结构受迫振动响应特性和

主动失谐技术试验研究。上述研究大多需要进行较为

复杂的数值计算，在实际发动机叶片错频设计和装配

现场叶片安装排布时缺乏可操作性。

本文采用发展的特征值法[17]对某压气机转子叶

片进行气动弹性稳定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开展隔离

带错频设计对叶片自激振动的减振效果影响研究和

试验验证。

1 研究方法和模型

某压气机转子叶片多次发生叶根断裂故障，叶片

振动特征与强迫振动不同，主要表现为激振频率不是

转速基频的整数倍，出现锁频、锁相现象，整圈叶片的

频率锁定在 1 阶弯曲频率附近。在转动坐标系中叶片

的动频与在静止坐标系中压力脉动频率存在一定关

系，符合后行波特征。同时，叶片发生故障的区域与典

型失速颤振不同，并未发生在近喘边界，而是发生于

共同工作线，且呈现大幅稳定振动。故障现象与文献[2]

中提及的非同步振动类似，分析认为其归属于气流诱

发的叶片自激振动问题范畴。由于叶片的结构和工作

载荷不可改变，不能采用改变叶片固有频率或激振频

率等方法进行减振设计，在这种情况下对叶片进行错

频设计是最具操作性的减振措施。

采用发展的特征值法，仅考虑由叶片振动引起的

非定常气动力，则运动方程为

Mallu咬+Callu觶+Kallu=fall （1）

式中：Mall、Call、Kall 分别为质量、阻尼和刚度矩阵。

当考虑叶片的前 l阶模态时，第 k 个叶片的位移为

uk=准Uk （2）

式中：Uk 为第 k 个叶片的前 l 阶复数模态振幅向量；准

为适用于所有叶片的前 l 阶模态。将式（2）代入式（1）

并前乘 准T，得到

mkU咬 k+ckU觶 k+kkUk=fk （3）

式中：mk、ck、kk 分别为第 k 个叶片的模态质量、模态阻

尼和模态刚度矩阵；Fk 为第 k 个叶片的模态气动载荷。

叶片的模态气动载荷组成的向量为

mU咬 +cU觶 +kU=F （4）

式中：m、c、k 分别为叶片的模态质量、模态阻尼和模

态刚度矩阵。

假设叶片做简谐振动，振动频率为 棕，则模态运

动方程为

（-棕2m+i棕c+k）Uei棕t=Fei棕t （5）

假定 Qn 为节径数为 n 对应的复数振幅，E 为模态

坐标系位移与行波坐标系位移之间的变换矩阵，则有

U=EQ （6）

将式（6）代入式（5）可得

（-棕2m+i棕c+k）EQ=F （7）

对于一般的振动形式，气动力可以通过单个行波

叠加获得，对于任意行波振动，第 n 节径的广义气动

力 Pn 可以表示为气动力影响系数 an 乘以复数模态振

幅的线性形式

Pn=anQn （8）

将式（8）代入式（7）并前乘 E 的共轭转置矩阵

E*，可得行波坐标系下的振动方程

（-棕2m+i棕c+k）Q=aQ （9）

式中：a为对角矩阵，其对角线元素 an 为行波坐标系

下节径数为 n 的气动力影响系数

an=an
R
+ian

I
（10）

将式（10）代入式（9）可得

an
R
-棕2mn,n+kn,n （11）

an
I
=棕cn,n （12）

通过将物理坐标系下的振动方程转换到模态坐

标系并进一步转换到行波坐标系，得到表征叶片气动

弹性稳定性的特征值，以特征值虚部的最小值评估叶

片的气动弹性稳定性。特征值法优点是可以采用调整

密度或者弹性模量的方式分析不同叶片频率排布对

特征值的影响。

某压气机转子叶片的有限元模型和 1 阶弯曲模

态分布如图 1 所示，在计算过程中考虑了榫头对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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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和振型的影响。

在非定常流场分析时如果按整圈叶片进行计算会

消耗大量计算资源且耗时较长，结合文献[11、17-19]

可知，假设叶片在某 1 阶模态振荡作用下，只有参考

叶片振动，其它叶片不动，则通过在不同叶片间相位

角下对所有叶片的非定常气动力叠加，即可获得行波

运动形式下的气动阻尼。同时，参考叶片对其它叶片

的影响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小，如图 2 所示。分

析认为 7 个通道的流体模型即可保证足够的计算精

度，所建立的流体模型如图 3 所示。

2 叶片失谐设计

工程中经常采用频率隔离带的形式来实现错频

设计，对频率较低的叶片错频量为 5%～10%，对频率

较高的叶片错频量一般为 3%～5%，通常的频率错频

是指叶片静频。

错频设计主要考虑 2 方面内容：

（1）频率分布：主要包括隔离带的数量和位置、隔

离带之间叶片分布形式设定等；

（2）叶片频差：主要包括隔离带频差、隔离带内叶

片之间的频差、整级频差等。

为研究不同的错频模式和错频量对于叶栅气动

弹性稳定性的影响，本文主要从隔离带的数量、位置、

其内叶片频率分布等几方面开展基于特征值法的某

压气机转子叶片的气弹稳定性影响分析。

2.1 谐调叶片气弹稳定性分析

某压气机转子叶片共有 38 片，静频为 520 Hz，

谐调叶片的特征计算值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特

征值虚部最小为 0.19，根

据特征值法的定义，叶片

气弹稳定性随特征值虚部

的增大而增大，为此本文

的主要目标是寻找到合适

的错频方案以提高叶片特

征值虚部的最小值。

2.2 隔离带数量影响

在谐调叶片的基础上引入隔离带的概念，主要做

法是选择若干频率较高的叶片，将其在周向以一定的

规律分布，目的是破坏叶片的循环周期对称性，使得

当发生自激振动时，振动系统无法轻易将所有叶片调

制到同一频率。

隔离带数量可根据整

圈叶片数量调整，隔离带

数量为 3 时的频率分布如

图 5 所示。

以某压气机叶片为

例，分析了隔离带数量为

3～8 时叶片特征值虚部的

变化情况，根据工程经验，

隔离带与相邻叶片的频差

取为 3%。不同数量的隔离

带对叶片特征值虚部最小

值的影响规律如图 6 所

示。从图中可见，特征值虚

部最小值由 0.19 增大到

0.40，有显著提升，说明引入隔离带能够有效提高叶片

的气弹稳定性。同时，隔离带设置时数量不宜太多，否

则无法体现隔离作用；奇数隔离带比偶数隔离带作用

更为明显。

2.3 隔离带位置影响

隔离带在周向的分布形式对特征值也有一定影

响，以 5 个隔离带为例，制定了 6 种隔离带错频方案，

如图 7 所示。

计算得到了叶片特征值虚部最小值随隔离带位置

的变化规律，如图8所示。从图中可见，当隔离带在周向

均布时，特征值虚部最小值较大，能够有效破坏叶片循

（a）有限元模型 （b）1 阶弯曲模态

图 1 某压气机转子叶片的有限元模型和 1阶弯曲模态

图 2 气动力影响系数幅值 图 3 7通道流场模型

图 4 谐调叶片特征值在

复平面分布

图 5 隔离带错频分布

图 6 隔离带数量对特征值

虚部最小值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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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对称周期性，提高系统

的稳定性。当隔离带连续

排布时，特征值虚部最小

值减小，隔离作用不明显。

2.4 隔离带内相邻叶片

频率分布影响

为了更加有效地提

高叶片气弹稳定性，在设

置隔离带的基础上，将隔

离带内叶片也进行错频，

为便于说明，本文均以相

邻叶片交叉错频模式开

展研究，如图 9 所示。真

实开展错频设计时，隔离

带内叶片不仅限于交叉

错频方式。

计算了 3～6 个隔离带均布时，隔离带内相邻叶

片呈交叉错频时，错频量对特征值虚部最小值的影

响，如图 10 所示。

3 失谐方案和试验验证

3.1 失谐方案设计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

提出 1 种基于隔离带的

失谐叶片降低自激振动

应力的设计方法，设计流

程如图 11 所示。其主要

思路是对装配现场已有

叶片进行频率或质量排

序，根据叶片频率大小和

叶片数量确定隔离带数

量和周向位置，然后确定

隔离带内叶片频率排布，

最终在达到平衡配重要

求的基础上完成叶片失

谐方案设计，这种方法充

分考虑了装配现场的实际

情况，在不需改变叶片结

构的基础上，仅通过频率

大小即可确定相对较优的

安装方案，减振效果好，工

程实用性强，应用成本低。

据此设计了某压气机转子叶片失谐方案，如图

12 所示。其中，方案 1 隔离带不明显；方案 2 为 3 个

隔离带，隔离带内交叉错频；方案 3 在方案 2 的基础

（a）位置 1 （b）位置 2

（c）位置 3 （d）位置 4

（e）位置 5 （f）位置 6

图 7 隔离带不同位置分布

图 10 隔离带内相邻叶片

频差影响

图 11 航空发动机叶片失谐

减振设计流程

（a）方案 1 （b）方案 2

（c）方案 3 （d）方案 4

图 12 某压气机叶片失谐减振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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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隔离带位置对特征值

虚部最小值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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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各方案下特征值在复

平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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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值虚部

上每个隔离带的交叉错频量不一致；方案 4 在方案 3

的基础上将隔离带扩展为 5 个。

计算得到的各种方案下特征值在复平面的分布，

如图 13 所示。从图中可见，根据制定的叶片失谐方案

计算得到的特征值虚部

最小值相对于谐调叶片

振动系统已经有了明显

改善，方案 3 和方案 4 的

特征值虚部最小值基本

相当，比方案 1 和方案 2

的大。

3.2 试验验证

为验证隔离带失谐设计方法的实用性及数值仿

真的准确性，开展整机动应力测试，布置应变片和光

纤监控叶片的振动情况，安装压力脉动传感器用以获

取转动坐标系与静止坐

标系之间的关系。获得了

4 种不同失谐设计方案

的实测光纤与特征值虚

部最小值之间的关系，如

图 14 所示。

根据理论分析与试验结果可以发现：

（1）对比方案 1 和其它方案的结果可以发现，隔

离带不明显时，特征值虚部最小值较小，实测的光纤

值也偏高，其对自激振动的抑制能力较差，设置隔离

带可有效提高叶片振动系统的稳定性；

（2）方案 2 和方案 3 结果对比表明，在隔离带内

相邻叶片交叉错频的减振效果相对较差，可适当调整

隔离带内相邻叶片频率分布以打破对称性从而提高

稳定性；

（3）方案 3 和方案 4 的结果对比表明，对于固定

数量的叶片振动系统，隔离带数量有 1 个较佳值，本

文研究的压气机叶片系统有 3 个隔离带时减振效果

较好，低于 3 个隔离带减振效果不明显，隔离带数量

超过该值后气弹稳定不再显著提升；

（4）方案 3 中叶片稳定性的理论计算结果最高，

而其试验光纤值最低，说明特征值虚部最小值可以有

效表征叶片系统的气弹稳定性。

4 结论

本文采用特征值法分析了隔离带错频设计对航

空发动机转子叶片自激振动的影响规律，提出了 1 种

工程可用的隔离带失谐设计方法，得出以下结论：

（1）设置隔离带可以打破叶片振动系统的周期对

称性，提高叶片的气弹稳定性，极大改善了由自激振

动带来的叶片振动问题。对于固定数量的叶片振动系

统，可以通过合理设置隔离带数量和隔离带内相邻叶

片频率分布，获得较佳的隔离带减振方案；

（2）特征值虚部最小值与由自激振动引起的振动

之间的对应关系较好，可以有效表征叶片系统的气弹

稳定性，对于盘榫结构叶片排布安装和整体叶盘结构

的失谐设计均具有重要意义。

（3）隔离带错频设计可根据装配现场实际情况进

行叶片安装排布，且不需要对叶片结构进行修改，发

动机性能不会降低，在某压气机转子叶片减振设计的

应用表明，该设计工程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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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温方法对高温升燃烧室温度场试验结果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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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为了给高温升燃烧室出口温度场测量提供技术支持，以某高温升 5 头部扇形燃烧室试验件为试验平台，分析双铂铑热

电偶、铱铑热电偶和燃气分析 3 种测温方法对高温升燃烧室温度场试验结果的影响。在油气比为 0.027、0.030、0.033 和 0.037 下，利

用 3 种测温方法获得燃烧室出口的平均温度、热点温度、出口温度分布系数和径向出口温度分布系数，并与理论温度进行对比。结

果表明：燃气分析、双铂铑热电偶和铱铑热电偶测量的温度分别比理论值高 0～1.1%、低 3.0%～3.5%和低 5.0%～6.5%，3 种测温方法

所获出口温度场品质差别不大。

关键词：高温升燃烧室；燃气分析；双铂铑热电偶；铱铑热电偶；测温方法；温度场；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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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Method on Temperature Field Test Results of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

ZOU Yun袁WAN Bin袁HU Ying-ming袁HAN Bi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emperature field measurement at the outlet of the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袁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methods of double platinum rhodium thermocouple袁iridium rhodium thermocouple
and gas analysis on the temperature field test results of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 were analyzed by using a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 segment 90毅 -sector with 5 dome as the test platform. The average temperature袁hot spot temperature袁Overal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Factor 渊OTDF冤and Radia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Factor 渊RTDF冤of the combustor outlet were obtained by using thre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methods under the fuel-air ratio of 0.027袁0.030袁0.033 and 0.037袁and compared with the theoretical temper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mperature measured by gas analysis is 0~1.1% higher than the theoretical value袁the double platinum rhodium
thermocouple is 3.0%~3.5% lower than the theoretical value袁the iridium rhodium thermocouple is 5.0%耀6.5% lower than the theoretical
value. There is little difference in the quality of the temperature field obtained by the three methods.

Key words: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曰gas analysis曰double platinum rhodium thermocouple曰iridium rhodium thermocouple曰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method曰temperature field曰aeroengine

0 引言

现代航空发动机提高推重比的主要途径之一是

提高主燃烧室温升和出口温度。当前航空发动机的燃

烧室温升达 1150 K[1]，热点温度高达 2300 K 以上，而

更高推重比的航空发动机燃烧室温升将高达 1400

K，热点温度将超过 2500 K。在传统测温方式已经不

适用的条件下，准确测量 2500 K 乃至更高燃气温度

成为高温升燃烧室研制中的瓶颈技术之一[2-3]。

范传新[4]指出温度测量方法通常可分为接触式测

温法和非接触式测温法两大类；邓进军等[5]分析接触

式测温法与非接触式测温法对航空机壁温的影响，得

出了非接触式测温法应用于航空发动机具有更好的

发展前景。对于航空发动机燃烧室高温燃气，目前主

要测温方法采用的是接触式测温法———热电偶法，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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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PW 公司研究出的动态补偿气体温度的热电偶法

可用于 1650 ℃的燃气测量。蔡锡松[6]通过对热电偶温

度计量误差与修正方法的分析，发现热电偶的不稳定

性、不均匀性、参考端温度变化以及热电偶安装使用

不当都可以引起测量误差；为了提高测温精度与裕

度，张虎等[7]对非接触式测量中的光学测量的发展与

现状进行了详细阐述，指出存在光学测温建设成本

高、测量理论模型不完善以及对测试样本要求高等缺

陷问题，目前还无法应用于燃烧室出口温度测量；韩冰

等[8]将非接触式测温法中的燃气分析法应用于航空发

动机高温升燃烧室出口温度场的测量，证明了燃气分

析法是 1 种可靠的高温测试技术，并具有用于更高燃

气温度测量的潜力。

本文以中国第 1 套多通道、高精度的燃气分析法

高温测试系统为平台[9]，探索技术相对成熟的双铂铑

热电偶、可测较高温度的铱铑热电偶与燃气分析 3 种

测温方法对某高温升扇形燃烧室试验件出口温场的

影响规律。

1 试验装置

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研发过程需要开展多轮次

和多方案的试验验证工作，在整个研发试验周期内，

试验器按结构形式可分为单头部、扇形和全环试验

器，按照试验条件可分为常压、中压和高压试验器。中

压试验器的试验压力通常为 0.4～1.2 MPa，相比于常

压试验器能较为真实地反映燃烧室的流动、温度分

布、火焰筒壁面热区、污染物排放及耐久性等指标[10]。

本文选用高温升燃烧室 5 头部扇形试验件在中压

状态下开展试验，试验采用RP3航空煤油（GB 6537-

94）。为保证燃烧室试验件进口流场温度和压力的均

匀性，在燃烧室试验件进口增加了长直管段和稳压装

置，进口空气流量和进口空气压力的调节通过进气、

旁路、放气和排气阀门的配合来实现，试验设备如图

1 所示。

燃烧室进口空气总压和总温利用压力和温度受

感部及压力变送器通过计算机进行采集和处理。燃烧

室进口参数测量截面布置在进口测量段后部，在同一

截面的壁面上沿周向设置 1 个总压测量点和 2 支 3

点温度测量热电偶，进口空气总温取其中最高 3 点的

平均值。在燃烧室出口设有 3 支温度采集耙，分别为

双铂铑热电偶、铱铑热电偶和燃气分析采集耙，其中

热电偶采集耙电偶丝采用陶瓷管结构保护，燃气分析

采集耙采用水冷装置对燃气进行冷却。

为了排除多次试验环境变化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通过出口测试摆盘一次性旋转 270毅，分别完成双铂

铑、铱铑及燃气分析 3 种方式对温场数据的采集，每

支电偶采集耙有 5 个测点，每 3毅进行 1 次测量，共测

量 29 个位置、145 个温度点。3 支温度采集耙布置方

式和采集过程如图 2 所示。

2 试验结果

对高温升燃烧室 5 头部扇形试验件进行试验时，

进口空气由回热器和电加温器间接加温，空气流量采

用孔板流量计测量。根据每种电偶采集温度的范围，

装配电偶时，沿顺时针方向依次装配燃气分析取样

器、铱铑电偶和双铂铑电偶，以保证在油气比为 0.033

和 0.037 时，双铂铑电偶不进入燃烧室出口区域，而

铱铑电偶可根据燃烧室出口温度的高低选择是否进

入采集区域。试验状态见表 1。

在油气比为 0.03 时，采用 3 种测温方式获得的 5

头部扇形燃烧室 145 个温度点对比如图 3 所示。

从图中可见，3 种测温方式测得的 5 头部扇形燃

图 1 试验设备

（a）零点 （b）采集完毕

图 2 温度采集耙布置方式和采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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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种测温方式在不同油气比下 TR对比

铱铑电偶

0.071

0.047

0.05

0.074

双铂铑电偶

0.074

0.062

0.074

油气比

0.027

0.030

0.033

0.037

序号

1

2

3

4

燃气分析

0.051

0.052

0.055

表 2 3种测温方式在不同油气比下 TO对比

铱铑电偶

0.262

0.239

0.239

0.163

双铂铑电偶

0.268

0.249

0.219

油气比

0.027

0.030

0.033

0.037

序号

1

2

3

4

燃气分析

0.248

0.248

0.196

表 1 试验状态

铱铑电偶

√

√

√

○

双铂铑电偶

√

√

○

○

油气比

0.027

0.030

0.033

0.037

序号

1

2

3

4

燃气分析

×

√

√

√
注院野姨冶为必做项曰野茵冶为须结合电偶实际测温能力酌情开展曰野伊冶为不做项遥

烧室出口温度分布规律基本一致，因此可采用燃烧室

出口平均温度与最高温度评价 3 种测温方式对试验

结果的影响，结果如图 4、5 所示。

从图 4、5 中可见，双铂铑电偶和铱铑电偶所测取

的最高温度和平均温度相近。燃气分析测量的最高温

度和平均温度都比双铂铑电偶和铱铑电偶所测取的

结果高，并且随着油气比的增大，燃气分析与铂铑电

偶和铱铑电偶的温差逐渐增大。

3 种测温方式在不同油气比下燃烧室出口温度

分布系数 TO（Overal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Factor，

OTDF）和径向出口温度分布系数 TR（Radial Tempera-

ture Distribution Factor，RTDF）的对比见表 2、3。

从表中可见，随着油气比的增大，3 种测温方法

获得的 TO 逐渐减小，TR 呈现不规律变化。

3 数值仿真

3.1 计算模型与网格划分

本文的计算模型以高温升燃烧室 5 头部扇形试

验件的结构为基础，选取其中 1/5 个头部结构，并对

定位安装结构进行适当简化得到。在网格划分过程中，

将计算模型分成 71 个体，采用 4 面体和 6 面体相结

合的方法进行划分，总网格数为 813 万，如图 6 所示。

3.2 计算设置

选用商业软件 Fluent 对计算模型的流动及燃烧

过程进行数值仿真，其主要参数设置见表 4。

（a）第 1 点

（b）第 2 点

（c）第 3 点

（d）第 4 点

（e）第 5 点

图 3 145 个温度点对比

图 4 出口最高温度 图 5 出口平均温度

4.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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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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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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铂铑 铱铑 燃气分析

角度 /（毅）

Y-L-max
B-L-max
R-max

3.4
3.3
3.2
3.1
3
2.9
2.8
2.7
2.6
2.5

0.03 0.033 0.037
油气比

Y-L-average
B-L-average
R-average

2.8

2.7

2.6

2.5

2.4

2.3

2.2
0.03 0.033 0.037

油气比

4.5
4

3.5
3

2.5
2

1.5
1

0.5
0

铂铑 铱铑 燃气分析

角度 /（毅）

4.5
4

3.5
3

2.5
2

1.5
1

0.5
0

铂铑 铱铑 燃气分析

角度 /（毅）

4.5
4

3.5
3

2.5
2

1.5
1

0.5
0

铂铑 铱铑 燃气分析

4.5
4

3.5
3

2.5
2

1.5
1

0.5
0

铂铑 铱铑 燃气分析

角度 /（毅）

角度 /（毅）

0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5 39 42 45 48 51 54 57 60 63 66 69 72 75 78 81 8487

0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5 39 42 45 48 51 54 57 60 63 66 69 72 75 78 81 8487

0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5 39 42 45 48 51 54 57 60 63 66 69 72 75 78 81 8487

0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5 39 42 45 48 51 54 57 60 63 66 69 72 75 78 81 8487

0 3 6 9 12 15 18 21 24 27 30 33 35 39 42 45 48 51 54 57 60 63 66 69 72 75 78 81 8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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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计算结果

TR

0.094

0.065

0.059

TO

0.165

0.176

0.186

最高温度 /

K

1735.4

1840.6

1965.4

平均温度 /

K

1572.5

1652.3

1748.4

油气比

0.03

0.033

0.037

效率 /%

99.9

99.7

99.5

表 4 计算参数设置

名称

进口边界

出口边界

周期边界

燃油进口

设置

SIMPLE

可实现 k-ε

离散液滴（DDM）

概率密度函数（PDF）

名称

算法

湍流模型

喷雾模型

燃烧模型

设置

Mass-flow_inlet_

Outflow

Rotational-periodic

Mass-flow_inlet_

3.3 计算结果

在数值仿真过程中，选用与试验实际情况相同的

状态点参数，完成油气比为 0.030、0.033 及 0.037 下

的数值计算，结果见表 5 并如图 7 所示。

4 结果分析

从表 5 中可见，数值计算得到的 3 种油气比下的

燃烧效率均大于 99%，可认为数值仿真得到的出口

平均温度与理论温度相等，但由于数值仿真无法模拟

燃烧过程中的湍流脉动，导致出口温度分布及热点温

度相比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偏差，因此本文仅选择数

值仿真得到的出口平均温度作为标准对 3 种测试方

式进行误差分析。

4.1 误差对比

高温升燃烧室 5 头部扇形试验件在油气比为

0.030、0.033 和 0.037 下，3 种测温方式获得出口平均

温度数值仿真与试验结果如图 8 所示。

从图中可见，铂铑与铱铑 2 种热电偶测温结果低

于计算值，而燃气分析法

测温结果高于计算值。并

且随着油气比的增大，即

随着出口的温度的升高，

铂铑与铱铑 2 种热电偶

法的偏差呈不同程度的

增大，燃气分析法的偏差逐渐减小。铂铑热电偶、铱铑

热电偶与燃气分析法相对于计算值的误差分别为

3%～3.5%、5%～6.5%、0～1.1%。

4.2 误差分析

热电偶作为 1 种利用电动势与参考端和测量段

温差的单值关系以实现温度测量的方法，其标定通常

在高温炉中进行，而在测量组分复杂的燃气温度时，

由于热电偶与高温气体和烟气之间存在辐射换热损

失，其损失程度随燃气温度的升高而增加。

此外，在试验过程中，由于试验件的振动，保护电

偶丝的陶瓷管结构在油气比为 0.033 的高温中出现

裂纹与碎裂现象，进一步增加了辐射换热损失，因此

本文 2 种热电偶的测量温度低于气体实际温度。

本文采用的电偶丝分别为双铂铑、铱铑 2 种高温

合金的 B 型热电偶，其中双铂铑热电偶长期最高使

用温度为 1600 ℃，短期最高使用温度为 1800 ℃
[11-13]，铱铑热电偶相比于双铂铑热电偶，其耐温性更

好，理论上最高可测 2000 ℃以内的高温燃气，但其

抗氧化性较差，在高温条件下更容易被燃气氧化腐蚀
[14-15]，在油气比为 0.033 时测温后，铱铑电偶已经基本

被氧化，因此，在相同条件下，铱铑电偶的测温误差高

于双铂铑热电偶的。

5 结论

本文通过对比双铂铑热电偶、铱铑热电偶和燃气

分析 3 种测温方法获得的高温升燃烧室温度场试验

结果得到以下结论：

（1）燃气分析、双铂铑热电偶和铱铑热电偶 3 种

方法均可用于评价出口温度场品质；

（2）在相同条件下，燃气分析测量温度高于计算

温度，铱铑热电偶与双铂铑热电偶测量温度低于计算

温度，而双铂铑热电偶测量温度低于铱铑热电偶的；

（3）随着燃气温度的升高，燃气分析测试误差逐

渐减小，而双铂铑与铱铑热电偶测试误差逐渐增大，

在油气比为 0.033 时，燃气分析误差为 1.1%，双铂铑

（a）计算模型 （b）网格

图 6 计算模型与网格

（a）中心截面 （b）出口截面

图 7 计算温度

图 8 数值仿真与试验结果

R-average
B-L-average
Y-L-average
线性（R-average）
线性（B-L-average）
线性（Y-L-average）

2.0
1.0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0.03 0.033 0.037
油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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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偶误差为 3.4%，铱铑热电偶误差为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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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通过试验方法获得贫油点熄火边界，以双环预混旋流低污染燃烧室为研究对象，分析主燃级径向旋流器的叶片角

度、旋转方向及多斜孔壁火焰筒的冷却孔偏转角等参数对燃烧室点熄火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主燃级旋流器叶片角度对燃烧室的

点火性能影响不大；火焰筒冷却孔有偏转角且方向与主燃级旋流器旋向相同时的点火性能优于旋向相反时的点火性能；预燃级旋

流器与主燃级旋流器旋向相反时，火焰筒冷却孔有偏转角且方向与主燃级旋流器旋向相同时的点火性能优于无偏转角时的点火性

能，旋向相同时，则无明显影响；火焰筒冷却孔无偏转角时，预燃级旋流器与主燃级旋流器旋向相反的贫油熄火性能优于旋向相同

时的贫油熄火性能。

关键词：点火性能；熄火性能；双环预混旋流；燃烧室；偏转角；试验；旋向；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5.017

Test Study of the Ignition and Blow-out Performance of a TAPS Combustor
YU Ting-ting袁ZHU Yu袁DU Cheng袁BAO Dong-ran袁TIAN Jun-chong, WANG Hui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the ignition and blow-out boundary of lean burn by test method袁the influence of vane angle袁swirling

direction of the main stage swirler and deflection angle of cooling hole of inclined multi-hole liner on the ignition and blow-out performance
of the combustor was analyzed by taking the twins annual premixed swirler low-emission combusto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ane angle of main stage swirler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ignition performance of combustor. When the swirling direction of liner
cooling hole deflected angle is same with the main stage swirler袁the ignition performance is better than that swirling direction is opposite.
When swirling direction of pilot stage swirleris opposite to the main stage swirler and the swirling direction of liner cooling hole with
deflected angle is same with the main stage swirler袁the ignition performance is better than that deflected angle is zero. When swirling
direction of pilot stage swirleris same as the main stage swirler袁there is no difference on ignition performance. When the deflected angle of
liner cooling hole is zero and swirling direction of pilot stage swirleris opposite to the main stage swirler袁the blow-out performance is better
than that swirling direction is same.

Key words: ignition performance; blow-out performance曰TAPS曰combustor曰deflected angle曰test; swirling direction; aeroengine

0 引言

燃烧室是航空发动机中必不可少的部件之一，可

靠点火及起动、在宽广工况范围内火焰稳定和在慢车

工况下急减油门不熄火是燃烧室设计的基本要求[1-3]。

利用漩涡流动形成回流区是燃烧室中稳定火焰最有

效的方法，同时，漩涡流动能促进燃油与空气的混合。

旋流的产生通常使用旋流器实现，目前对旋流器的研

究已发展到多级旋流器配合工作，主燃区流场的调节

和控制参数增多，燃油雾化和火焰筒内部流场也变得

复杂[4]。

双环预混旋流（Twin Annular Premixing Swirler，

TAPS）燃烧室是应用 3 级旋流器的典型代表，是 1 种

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低污染燃烧室方案[5]。TAPS 燃烧

室是 GE 公司为 CFM56-7、GE90 和 GEnx 发动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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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 1 种低排放燃烧室[6-10]，其预燃级采用同向双级

旋流器将预燃级文氏管形成的油膜进行雾化；主燃级

采用 1 个轴向或径向旋流器，将主燃级燃油直接喷射

到高速流过主燃级预混通道的气体中，形成良好雾化

后，与主燃级的空气进行混合后进入燃烧区。通过主

燃级和预燃级的配合以及燃烧室头部各部件参数的

调整，产生不同的旋流强度和流场，获得不同的燃烧

室特性。旋流数是 1 个旋流器的切向力矩和轴向推

力的比值，是表征漩涡流动最重要的 1 个参数[2]。

Dinesh 等[11]通过计算得出旋流数对旋流器下游流场

及燃烧性能有很大影响的结论。旋流器的叶片角度是

影响旋流数的主要参数之一，对于组合旋流形式形成

的旋流器下游旋流场，旋向组合是最大的影响因素[2]。

刘爱虢等[6]就旋流器旋流角度对燃烧室特性的影响开

展了试验研究，研究表明,值班级旋流角增大，有利于

点火特性的改善。除旋流器的影响外，燃烧室的流量

分配比例也对其性能的好坏起到较大的影响，谢法等
[12]通过试验研究发现，在主燃孔总进气面积不变时，

增加主燃孔的个数有利于拓宽贫熄边界。

点火和熄火油气比是判定燃烧室稳定性的重要

参数[13]。本文以 TAPS 燃烧室为研究对象，通过试验研

究主燃级旋流器叶片角度、旋转方向和多斜孔壁火焰

筒冷却孔的偏转角等参数对 TAPS 燃烧室点、熄火性

能的影响，以获得燃烧室贫油点、熄火油气比来考察

燃烧室的稳定性。

1 试验件方案设计

试验对象为主要由预燃级双旋流器、主燃级径向

旋流器、多斜孔壁火焰筒、机匣和点火器等组成的单

头部燃烧室。其中，预燃级双旋流器均为轴流叶片旋

流器，主燃级旋流器为径向叶片旋流器。预燃级燃油

喷射采用离心喷嘴，主燃级燃油采用多个小孔直接喷

射。试验设备及试验件如图 1 所示，燃烧室内部结构

如图 2 所示。

研究中只改变主燃级旋流器和火焰筒冷却孔的

结构，研究方案共 12 个。包括尽量保持其他参数不

变，通过改变旋流器叶片角度以改变旋流数的 3 个方

案；对应 3 个旋流数只改变旋流相对方向的 3 个方

案；改变火焰筒冷却孔偏转角的 2 个方案分别对应改

变旋流器的 6 个方案。

各研究方案的参数对比见表 1。表中，SDM

（Swirling Direction of Main Stage）为主燃级旋流器旋

向（顺航向）；SDP（Swirling Direction of Pilot Stage）为

预燃级双旋流器旋向（顺航向）；琢 为孔倾角；茁 为偏转

角（顺航向顺时针为正）；Sn 为旋流数；驻Sn 为旋流数

的变化量。

旋流数的计算式为

Sn= uVsin琢VRsi
UReo

=仔(R
2eo-R2ei)sin 琢VRsi
nhsbsReo

= (1)

A eRsisin 琢V
AVReo

式中：uV 为气流进入切向通道时的流体速度；琢V 为叶片

角度；bs 为叶片宽度；hs 为厚道高度；Reo 为出口环形通

道的外径；Rei 为出口环形通道的内径；Rsi 为气流进入

出口通道的平均入射半径；n 为叶片数；U 为通道出口

中心处的气流轴向速度；A e 为出口环形通道面积；AV 为
叶片喉道面积。

从式（1）中可见，几何结构只改变主燃级旋流器的

叶片角度 琢V 时，除自身改变外还引起 Rsi 的改变，最终

导致旋流数 Sn的不同。

2 种火焰筒冷却孔方案的结构如图 3 所示。2 种

表１ 试验件方案参数

茁/（毅）
45

45

45

45

45

45

0

0

0

0

0

0°

琢/（毅）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SDM

顺时针

顺时针

顺时针

逆时针

逆时针

逆时针

顺时针

顺时针

顺时针

逆时针

逆时针

逆时针

SDP

逆时针

逆时针

逆时针

逆时针

逆时针

逆时针

逆时针

逆时针

逆时针

逆时针

逆时针

逆时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驻Sn /%

0

-23

+23

0

-23

+23

0

-23

+23

0

-23

+23

Sn

0.82

0.63

1.01

0.82

0.63

1.01

0.82

0.63

1.01

0.82

0.63

1.01

图 1 试验设备及试验件 图 2 燃烧室内部结构

后测量段 被试件 前测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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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火焰筒冷却孔结构

轴向斜切孔
琢（20毅）

琢（20毅）

茁（45毅）

带复合角的
斜切孔

F向

F

火焰筒除壁厚和冷却孔的

开孔方向不同外，冷却孔

的孔径、长径比、开孔数量

及开孔位置等均相同。

2 试验系统

地面点火和慢车贫

油熄火试验系统如图 4

所示。整个试验系统主要由进气系统、试验段、排气系

统、燃油系统和测试系统组成。

进气系统主要由调节阀、来气温度调节系统、流

量测量段等组成；试验段主要由前测量段、试验件、后

测量段组成；排气系统主要由喷水冷却段、调节阀、引

射排气段和消音塔组成；燃油系统主要由储油罐、油

泵、进油和回油油路、电磁阀、质量流量计、压力变送

器等组成；测试系统主要由采集和数据处理用计算

机、1000A-TC、压力扫描阀、压差扫描阀、变送器等测

试仪器组成。

在前测量段对称布置 2 支 2 点的总压受感部实

现进气总压 P*
3 的测量，测量精度为±0.5%，调节精

度为±1%；在前测量段对称布置 2 支单点的 T 偶温

度受感部（点火）/2 支单点的 K 偶温度受感部（熄火）

实现进气总温 T*
3 的测量，测量精度为±1.0%，调节

精度为±5 K；进气流量 W 3 采用标准流量孔板进行

测量，其中流量计算用的孔板前静压和孔板前、后压

差以及来流温度的测量分别采用压力扫描阀、压差扫

描阀和 Pt100 温度变送器完成，测量精度为±1.0%、

调节精度为±3 g/s；燃油流量 Wf 的测量采用质量流

量计实现，测量精度为±0.5%、调节精度为±0.3 g/s；

在后测量段正对燃烧室出口中心位置布置 1 支单点

S 偶总温受感部实现出口燃气温度 T*
4 的测量，测量

精度为±1.0%。

3 点火试验

3.1 试验方法

进行点火试验时，根据表 1 中 1～12 号 12 个试

验件方案，给定燃烧室进气总压、温度和流量，采用先

供油后点火的试验程序，通过逐步调整燃料流量的方

法得到贫油点火边界。在试验中，主油路不供油，仅副

油路供油。

由于该燃烧室无单向控制活门，电磁阀到燃油喷

嘴间的油路充满即燃油稳定需要一定的时间，根据试

验验证确定先供油 6 s，其后点火器工作 5 s，着火并

稳定燃烧 21 s 后试验件开始冷吹，冷吹至少 30 s 待

燃烧室冷却至原始状态后方可进行下一轮点火，点火

试验的每个工作过程均由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自动控制，点火

时序如图 5 所示。

若燃烧室的温升大于 80 ℃，且点燃后火焰稳定

时间超过 20 s，视为单次点火成功。每个状态点重复

试验 3 次，若 3 次试验均点火成功，则此状态点为点

火成功点；若 3 次试验点火均未点火成功，则此状态点

为点火失败点；其余情况为点火成功与失败的过渡点。

3.2 试验结果

在试验过程中，受设备调节精度的影响，每次点

火试验的进口参数存在一定偏差，为消除进口参数不

一致对试验结果的影响，通过 Lefebvre 的贫油点火油

气比公式（式（2））中的气动参数项对点火油气比进行

了修正[14-15]，将所有试验结果均模化至进口空气总温

300 K，进口空气总压 110 kPa，进口空气流量分别为

W 3、1.2 W 3、1.4 W 3 、1.6 W 3 、1.8 W 3 下的结果，便于

对比分析。

qLLo=
B
V C蓘 蓡 m

p1.5
3exp(T3/300)

蓘 蓡 D2r
姿rHr蓘 蓡 （2）

式中：等号右边第 1 项包含通过某燃烧室点火试验得

到的常数 B（该数值取决于燃烧区域的几何尺寸和混

合特征，同时也取决于主燃区的空气流量）和燃烧体

积 V C；第 2 项代表燃烧室的工作状态，只与燃烧室的

进口空气质量流量m觶 、总压 P3 和总温 T3 有关；第 3 项

图 4 试验台系统

DN50
试
验
管
路

温度变送器

前调节阀

孔板前温度

孔板前后压差

后调节阀

流量孔板

电加温器

调节阀

前测量段

为火器

1000A-TC

进口热电偶

单头部燃烧室

总压受感部

压差扫描阀

燃烧室出口热电偶

压力扫描阀

孔板前静压

计算机

后测量段 喷水冷却段

储油罐油泵

供油

回油

1000A-TC

1 号水冷罐 调温三通阀
空气过滤器

空压站供气

进气阀

引射器进气总阀

引射器进气调节阀

低压引射器

引射器补气阀

消音塔

放气阀

质量流量计

图 5 点火试验 PLC时序设置

燃烧室供油

电嘴供油 稳定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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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燃料特性相关，包括平均液滴直径 Dr、有效蒸发常

数 姿r 和燃料的热值 Hr。
本文主要研究旋流器叶片角度、旋流方向和火

焰筒开孔方式对点熄火性能的影响，重点为点熄火

边界的变化趋势，故边界曲线的坐标值以基准值方

式表示。W 3 和 FAR 分别是

以某燃烧室进气流量和某

油气比为基准绘制的边界

曲线。

燃烧室方案 1～6 的

地面点火边界曲线如图 6

所示。

从图中可见，预燃级旋流器与主燃级旋流器旋流

方向相反且火焰筒冷却孔偏转角的旋向与主燃级旋

流器旋流方向相同时，地面点火性能优于预燃级旋流

器与主燃级旋流器旋流方向相同但与火焰筒冷却孔

偏转角的旋向相反时。主

燃级旋流器旋流数的改变

对燃烧室的点火性能没有

明显影响。

燃烧室方案 7～12 的

地面点火边界曲线如图 7

所示。

从图中可见，当火焰

筒壁面冷却孔偏转角为 0毅
时，燃烧室地面贫油点火边界对旋流器的旋转方向不

敏感。

在图 6、7 中，各方案的地面点火边界曲线趋势一

致。随着进口空气流量增大，点火油气比逐渐减小，从

基准流量 W 3 到 1.2 W 3 状态点的贫油点火油气比变

化梯度要大于后续试验状态点的。这是因为在进气流

量较小时，在同样的油气比下，空气流量增大，则喷嘴

的流量加大，喷嘴压降增大，使其雾化性能得到改善，

有利于点火；当空气流量继续增大时，空气流速的增

大引起火花、火团对流散热增大，不利于核心火团的

形成和火焰传播，从而使点火的油气比变化趋于平缓。

当旋流器旋向（顺航向）为顺时针时，叶片安装的

3 个不同角度配合不同的火焰筒方案的地面贫油点

火边界曲线分别如图 8 所示。试验证明，当预燃级旋

流器和主燃级旋流器的旋向相反时，火焰筒冷却孔由

带复合角的斜切孔改为轴向斜切孔后，地面贫油点火

油气比变大，即点火性能变差，在小流量状态下变化

最明显。

当旋流器旋向（顺航向）为逆时针时，叶片安装的

3 个不同角度配合不同的火焰筒方案的地面贫油点

火边界曲线如图 9 所示。试验证明，当预燃级旋流器

和主燃级旋流器的旋向相同时，火焰筒冷却孔由带复

合角的斜切孔改为轴向斜切孔后，地面贫油点火油气

比变化不明显。

对比图 8、9 可知，旋流器的旋向与火焰筒冷却气

膜的旋向共同影响了燃烧室贫油点火边界。这是因为

旋流器的旋向和火焰筒冷却孔的旋向共同影响了燃

烧室的流量分配比例。根据数值模拟结果，当带复合

角的斜切孔火焰筒与旋向相反的旋流器配合且冷却

孔旋向与主燃级旋流器旋向相同时，预燃级旋流器的

空气量分配比例较与旋向相同的旋流器配合时的大

11.3%。在燃烧室进口空气流速较低时，制约燃烧室

图6 方案1～6点火边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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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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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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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方案 7～12点火

边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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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方案1、7

（b）方案2、8

（c）方案3、9

图 8 方案 1～3与方案 7～9

点火边界曲线

（a）方案4、10

（b）方案5、11

（c）方案6、12

图 9 方案 4～6与方案 10～

12点火边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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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火性能的是燃油的雾化质量。预燃级旋流器空气量

增大有助于低速下的燃油雾化，故本文对带复合角的

斜切孔火焰筒，预燃级和主燃级旋流器旋向相反方案

的综合点火性能优于旋向相同方案的，且进气流量较

小时效果尤为明显。

带轴向斜切孔的火焰筒无论与旋向相反的旋流

器配合，还是与旋向相同的旋流器配合，预燃级旋流

器的空气量分配比例变化均较小，不足以影响燃烧室

的点火性能，故点火边界差别不大。

4 熄火试验

4.1 试验方法

以表 1 中的 7～12 号 6 个试验件方案为研究对

象，通过逐渐减少燃油供油量，直至燃烧室熄火的方

法进行贫油熄火试验。

在减油过程中，缓慢调节燃油流量，同时保证燃

烧室进口空气参数（总温、总压和流量等）不变。减少

燃料流量后 60 s 内，燃烧室出口的温升低于 20 ℃视

为熄火。熄火时的油气比即为贫油熄火油气比，每次

贫油熄火试验重复进行 3 次，贫油熄火油气比取 3 次

的平均值。

4.2 试验结果

在试验过程中，受设备调节精度的影响，试验件

各进口参数与要求状态存在一定程度偏离，为消除进

口参数的不同对试验结果的影响，通过 Lefebvre 的贫

油熄火油气比计算关系式（式（3））中的第 2 项对贫油

熄火油气比进行了修正[14-15]，将所有试验结果均模化

为同一慢车状态下的结果，便于进行对比分析。

qLBO=
A
V C蓘 蓡 m

p1.3
3exp(T3/300)

蓘 蓡 D2r
姿rHr蓘 蓡 （3）

式中：常数 A 是通过某燃烧室熄火试验得到的（该数

值取决于燃烧区域的几何尺寸和混合特征，同时也取

决于主燃区的空气流量）。

方案 7～12 的熄火油气比如图 10 所示。

从图中可见，火焰筒

冷却孔为轴向斜切孔时，

预燃级旋流器和主燃级旋

流器旋向相反方案的慢车

贫油熄火性能均优于旋向

相同方案的慢车贫油熄火

性能。

5 结论

（1）在一定进气流量范围内，点火边界的油气比

随进气流量的增大逐渐减小，且在小流量时减小速度

最快；

（2）主燃级旋流器叶片角度对燃烧室的点火性能

影响不大；

（3）火焰筒冷却孔为带复合角的斜切孔且旋向与

主燃级旋流器旋向相同时的点火性能优于二者旋向

相反时的点火性能；

（4）预燃级旋流器与主燃级旋流器旋向相反时，

火焰筒冷却孔为带复合角的斜切孔且旋向与主燃级

旋流器旋向相同时的点火性能优于带轴向斜切孔的

点火性能；

（5）预燃和主燃级旋流器旋向相同时，冷却孔的

结构对点火性能无明显影响；

（6）火焰筒冷却孔为轴向斜切孔时，主燃级、预燃

级旋流器旋向相反的慢车贫油熄火性能均优于旋向

相同的慢车贫油熄火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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