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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作战试验探索性研究

于锦禄，张小强，胡雅骥，黄丹青，王吉川

（空军工程大学 航空工程学院，西安 710038）

摘要：航空发动机作战试验（可分为作战效能和作战适用性）是在发动机研制和使用初期，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下，对其进行考

核与评估的综合过程。为了提高航空发动机综合战技效能、优化发动机体系结构、确定编配运用原则和为训练保障要素提供参考

依据，初步构建包含 2类 103项试验内容的作战试验体系。采用综合评估分析法初步建立了效能评估模型，对发动机的综合效能

进行初步研究，结果将为航空发动机作战使用与保障提供方法指导。

关键词：作战试验；作战效能；作战适用性；效能评估；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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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ory Research on Aeroengine Operational Test
YU Jin-lu，ZHANG Xiao-qiang，HU Ya-ji，HUANG Dan-qing，WANG Ji-chuan

（College of Aeronautics Engineering，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Xi’an 710038，China）

Abstract：Aeroengine operational test（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operational applicability）is a compre⁃
hensive process of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of aeroengine in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use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similar actu⁃
al comba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combat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aeroengine，optimize the engine architecture，deter⁃
mine the allocation and application principles，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raining support elements，a operational test system including two
types of 103 items of test content was initially constructed. Th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iveness of aeroengine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will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opera⁃
tional use and support of aeroengine.

Key words：operational test；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operational applicability；performance evaluation；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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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战试验是在装备全寿命周期内，为考核装备的

作战效能和作战适用性，构建近似实战的、逼真的试

验环境，运用多种试验方法手段，对装备进行考核与

评估的综合过程[1]。航空发动机作为飞机的心脏，性

能的优劣直接影响飞机的性能与作战能力。发动机

的作战试验是指在其研制和使用初期，为确定其作战

效能和作战适用性，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下，运用多种

试验方法，在单独或装机条件下，对发动机进行考核

与评估的综合过程。

作战试验在本质上是一种把数学方法和科学试

验手段相结合的对军事作战问题进行研究的科学方

法。国外部分国家非常重视作战试验，在长期的试验

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构建了 1整套科学完善的

作战试验组织管理体系、法规标准体系、技术手段体

系和人才队伍体系，成立了作战试验的相关部门，具

有先进性、科学性、综合性等显著特点，并将作战试验

贯穿于全寿命周期的各阶段[2]。方甲永等[3]研究武器

装备作战试验设计与分析的步骤，提高了作战试验的

科学性；吕久明等[4]和赵儒桐等[5]提出把信息系统与

作战试验相结合，为优化论证武器装备作战性能提供

了可靠依据；陈浩光[6]等优化了武器系统效能评估方

法，为武器系统效能评估提供了依据；柯宏发等[7]研

究了雷达对抗装备作战试验项目规划方法，为雷达对

抗装备作战试验奠定了基础；F100发动机的作战试

验考核了其推力和性能限制，为快速生成战斗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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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数据支撑[8]；F119发动机的作战试验考核了其耐久

性和作战适用性，验证了其满足使用要求和达到规定

寿命的能力，为其研制改进提供了依据[9]；张宝诚[10]提

出的发动机试验和测试技术，为发动机作战试验提供

了技术依据；F135发动机依托于F-35飞机，对其适用

性、生存能力和整体任务能力进行了评估[11]。由于试

验工作的特殊性，国外相关研究的公开资料较少，而目

前中国关于发动机作战试验的相关研究也相对偏少。

本文针对航空发动机作战试验开展研究，初步构

建其作战试验体系和基于综合评估分析法的航空发

动机综合效能评估模型，并对试验内容进行了分析。

选用某发动机进行环境适用性试验，初步评估了发动

机的综合环境适用性能。

1 作战试验体系的建立

基于武器装备作战试验的内涵，将航空发动机作

战试验分为作战效能试验和作战适用性试验[12]。作

战效能试验指在预期或规定的作战使用环境以及所

考虑的组织、战略、战术和生存能力等条件下，由有代

表性的人员检验该发动机完成规定任务的能力，是整

个作战试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其在作战使

用过程中能力发挥程度的检验，是其自身性能的一种

集中体现，发动机的作战效能的强弱直接决定飞机的

作战性能；作战适用性试验指在考虑到可用性、互操

作性、可运输性、可靠性、可维修性、人为因素、后勤保

障、自然环境适用性、电磁兼容性和互用性、人员训练

要求等因素的情况下，发动机使用并维持性能的满意

程度[13]。

1.1 作战效能试验体系

根据层次分明和简明科学的原则，建立包含基本

能力、生存能力、保障能力试验和体系贡献度 4方面

53项试验内容的航空发动机作战效能试验体系，部

分试验内容如图1所示。

1.1.1 基本能力试验

航空发动机的基本能力试验是对发动机支持飞

机飞行和机动性能的一种度量，反映了航空发动机为

支持飞机正常飞行、迅速进入任务空域、转换攻防机

位、躲避敌机或地面防空火力的攻击并进入攻击位置

的性能。基本能力试验可以分为支持飞行能力试验

和支持机动能力试验。支持飞行能力试验内容包括

基本性能、巡航性能和使用包线试验；支持机动能力

试验包括飞行操纵性能、快速部署能力、推力矢量、盘

旋性能和使用包线试验。

1.1.2 生存能力试验

飞机生存能力体现在飞机规避和抵御人为敌对

环境影响而不引起持久的性能削弱并保持连续有效

地完成指定方案的能力[14]。航空发动机的生存能力

是飞机生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试验内容包括

隐身能力、防护能力和损伤包容性试验。隐身能力试

验包括雷达隐身和红外隐身试验；防护能力试验包括

半主动防护能力实验和被动防护能力实验；损伤包容

性试验用来测试发动机保持基本工作所能承受的最

大损伤。

1.1.3 保障能力试验

航空发动机作战维修保障能力试验指使用者在

作战使用过程中为保持和恢复航空发动机完好的技

术状况所进行的一系列保障和管理活动。航空发动

机的作战维修保障能力试验体现了该发动机维修保

障要求，可以为完善维修保障设计、战时维修保障资

源建设提供依据；为战时维修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依

据；为实施作战维修保障工作提供依据；有助于使用

单位制定维修保障方案。试验内容包括维修资源保

障能力评估、维修有效性评估和战时抢修能力试验[15]。

（1）维修资源保障能力评估。测试待测发动机与

维修人员的专业对口率和维修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考察维修设备配套率和维修设备通用性。

图1 航空发动机作战效能试验体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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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维修有效性评估。统计故障定位正确率、首

次排故成功率和维修差错发生概率。

（3）战时抢修能力试验。模拟制造出战场损伤后

进行抢修并检验其可行性。测量参数为抢修度、平均

抢修时间、恢复功能用的任务时间和最大抢修时间。

1.1.4 体系贡献度

航空发动机的体系贡献度主要体现在对飞机武

器系统、电气系统和机械系统工作性能的影响，试验

内容包含测试航空发动机对挂载武器的限制以及评

估飞-发结构与功率的匹配程度。

1.2 作战适用性试验体系

航空发动机作战适用性试验体系包括环境适用

性、作战使用适用性、作战保障适用性、后勤保障性和

经济性试验等5方面50项试验内容，部分试验内容如

图2所示。

图2 航空发动机作战适用性试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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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部分环境对发动机影响和典型故障1.2.1 环境适用性试验

环境适用性体现了待测发动机在各种环境中的

工作性能，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电磁环境和使用环境

适用性。自然环境适用性试验包括温度适用性、盐雾

适用性和吞物包容性试验等；电磁环境适用性试验包

括电磁兼容性、电磁抗干扰能力和抗高强辐射能力试

验；使用环境适用性试验包括吞烟、吞液和武器击发

振动适用性试验。

发动机在使用过程中会受到各种气候、力学和电

磁环境的单独、组合和综合的作用，造成发动机材料

和结构腐蚀、破坏及元器件、部件和发动机性能劣化

和功能失常，从而降低作战效能，使任务性能受到严

重影响。战场环境因素可以分为自然环境因素和诱

发环境因素。自然环境因素主要有地貌类型、海拔高

度、温度高低、相对湿度、风速、辐射强度、降水量、离

子化合物浓度和生物有机物种类等；诱发环境因素主

要有沙尘浓度、污染物浓度，振动频率、电磁辐射强度

等。飞机在沙漠条件下执行任务时，发动机可能会吸

入沙砾从而磨损转子系统，降低寿命、损坏轴承；破坏

结构的密封性，污染油液、堵塞油滤[16]。对在沙漠作

战的飞机进行作战试验与评估时，效能评估权重中沙

漠占的比重大于其他环境因素。典型的作战环境对

执行作战方案发动机的影响和主要故障见表1。

（1）自然环境适用性试验：测试发动机在各种自

然环境下的工作性能。包括温度试验，测试发动机在

不同温度条件下工作时的性能；吞物包容性试验：测

试发动机在吞鸟、吞砂、吞废气等条件下的工作性能。

（2）电磁环境适用性试验：测试发动机在复杂电

磁环境工作时的抗干扰性、灵敏度、发动机系统内的

电磁兼容性及发动机与搭配作战的飞机、搭载的武器

装备之间的电磁兼容性[17]。

（3）使用环境适用性试验：测试发动机在吞液、吞

冰、吞燃油、吞液压油等情况下的工作性能，检验发动

机试验后的性能。吞液试验模拟发动机在雨天的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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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吞水量代替降雨量。

1.2.2 作战使用适用性试验

作战使用适用性反映了航空发动机在作战使用

过程中的操作便利性的程度，作战使用适用性试验主

要针对使用安全性、可靠性、人机结合性进行试验。

试验内容包括发动机适航安全性、使用可靠性和人机

结合性试验。

（1）适航与安全性试验：测试发动机零部件和子

系统的整体性能和操作性能的系统安全性和物理完

整性，评估发动机关键部位在不同损伤程度下保持额

定性能的程度。

（2）使用可靠性试验：统计发动机平均故障时间、

空中停车率、发动机故障引起的飞机严重损失率和提

前换发率。

（3）人机结合性试验：评估维护人员的人机工程、

发动机的操纵与飞行员操纵习惯的相符性。

1.2.3 作战保障适用性试验

航空发动机作战保障适用性体现了航空发动机

在作战使用过程中，发动机得到及时有效地运输、抢

修、维护保养的能力。试验内容包括可运输性、维修

性和可用性试验。

（1）航空发动机可运输性试验：航空发动机的可

运输性是指发动机在作战使用过程中，利用现有的或

计划中的运输工具，通过铁路、公路、水路或航空运

输，实施战场机动的固有能力。

a.能否利用通用型设备进行运输，在战时能否兼

容民用车辆进行运输，能否进行模块化运输；

b.在运输设备搭载发动机后，能否符合从工厂、

基地运输到目的地过程中需要途径的洞桥、隧道的尺

寸和桥梁的质量限制，在运输中是否需要额外的处理

手段进行保护；

c.评估该型号发动机从运输设备上安装、卸载的

时间和在运输的全过程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成本。

（2）航空发动机可用性试验：评估发动机的可靠工

作时间、预防性维修时间、平均修复时间、平均非计划

性维修时间、使用可用度、可达可用度和固有可用度；

（3）航空发动机维修性试验：评估发动机是否符

合最初设计时所制定的维修性设计准则。

a.评估发动机维护操作流程的简易程度，包括试

车程序、不同地理环境下的发动机调整、探伤、连接件

的拆装、油料更换等；评估维修活动的便捷性以及使

用无损检测技术的最大限度；

b.评估维护操作对发动机损伤的程度：统计因维

护流程设计问题导致维护人员在进行操作时发生差

错的概率，评估不同等级的维修所需要的设备、材料

和备件数量；

c.统计不同批次的航空发动机的零部件应在应

急条件下进行互换而不引起发动机不正常工作概率。

1.2.4 后勤支持性试验

发动机后勤支持性指允许系统满足可靠性、可用

性、可维护性和战时需求的后勤支持能力。试验内容

包括对测量和诊断设备、备用和维修部件的设备、技

术数据文件、支持设施、相关培训、人力和电子资源等

保障资源的综合评估。

1.2.5 经济性评估

航空发动机经济性影响经费的使用与管理，其优

劣决定了能否用得起，还会影响到其他经费的规划。

评估内容包括发动机的研制费用、采购价格、生产费

用和使用保障费用[18]。

2 作战效能评估

航空发动机的作战试验是大规模、综合性很强的

科研试验项目，涉及到很多部门、人员以及设备，是一

个庞大的系统。但是，发动机的某项特性到底好不

好，某项指标到底合不合格，只分析试验结果往往得

不到准确、定量的答案。对于 1个成熟的航空发动机

作战试验系统来说，还需要 1套评估方案来对系统的

试验机构、技术水平、组织管理、指挥活动、资源运用

等一系列活动进行分析评价，对作战试验系统的固有

能力和任务工作进行定量估算和定性评价，才能得出

可靠的最终结论。

航空发动机的作战效能评估是对发动机作战试

验系统能力和作战试验系统效能的评估[19]。

2.1 评估方法

作战效能评估试验方法多种多样，各有特点，归

纳起来主要有主观评定法、统计分析法、数学解析法、

仿真模拟法。根据具体的评估指标、评估目的和进度

要求可以选用其中的某种方法或综合运用[20]。本文

采用综合评估分析法，对发动机作战试验的评估进行

建模。传统的主成分分析法在计算过程中采用标准

化方法处理原始指标，可以消除指标间相关性的影

响，但计算过程中也存在着信息丢失，权重计算与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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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不符等缺陷。为减少发动机各指标间相关性

的影响，使评估结果更加准确合理，本文采用对传统

的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改进后的综合评估分析法，主要

步骤如下。

（1）选取航空发动机作战试验与评估体系中的某

一性能进行试验，有 n种试验项目，依据测试重点制

定 n种试验方案，得到 n×n组试验数据，利用专家赋

权法给出每个方案各项试验内容的权重ω1,ω2,⋯,ωn

∑
i = 1

n

ωi = 1 （1）
（2）将原始试验数据构成n×n维矩阵，记为Y；

（3）对ω进行处理，得到矩阵X；

（4）求 解 X 的 协 方 差 矩 阵 s 的 特 征 方 程 ：

s - λi = 0，得到 n个特征值，记为λi，特征值对应的特

征向量为

A i = ( a1,a2,⋯,an ) （2）
式中：a为向量。

（5）计算第 i个主成分的贡献率 fi，其大小描述了

各主成分能解释被评价对象的能力

fi = λi

∑
i = 1

n

λi
（3）

（6）求出变量主成分

Fi =
ì

í

î

ï
ï

ï
ï

F1 = a11 y11 + a21 y21 + ⋯ + an1 yn1
F2 = a12 y12 + a22 y22 + ⋯ + an2 yn2
   ⋮
Fn = a1 n y1n + a2n y2n + ⋯ + ann ynn

（4）

（7）计算样本评价值 ξi，其大小表示第 i个样本的

评价值：

ξi = fiFi （5）
（8）将 ξ进行正交化得到样本的综合评价值W，代

表该发动机某一能力的强弱，值越大代表其能力越强。

2.2 案例计算

选用某发动机进行环境适用性试验，评估发动机

的综合环境适用性能。每项试验都有 5种实施方案，

方案 1～5分别偏重高原、电磁、海洋、沙漠和高温环

境。由专业人员对其性能发挥程度打分，该发动机性

能发挥越好分数越高，试验数据见表 2。结合试验方

案，通过专家赋权法给出每个方案各指标的权重，各

方案的权重见表3。

对试验数据进行效能评估，得到特征值λ1=1，λ2
=- 0.0654 + 0.045i，λ3=- 0.0654-0.045i，λ4=0.0584 +
0.0506i，λ5=0.0584-0.0506i。

每个 λ对应的特征向量为 A1=（0.4518，-0.3993-
0.2503i，- 0.3993 + 0.2503i，0.6063，0.6063），A2=
（0.4584，- 0.0636-0.4665i，- 0.0636 + 0.4665i， -
0.2397 - 0.0605i，- 0.2397 + 0.0605i），A3=（0.448，
0.5412，0.5412，0.3074+0.2472i，0.3074-0.2472i），A4=
（0.4787，0.0009+0.3694i，0.0009-0.3694i， -0.2478-
0.372i，- 0.2478 + 0.372i），A5=（0.3949，- 0.0791 +
0.3474i，- 0.0791-0.3474i， - 0.4261 + 0.1854i，-
0.4261-0.1854i）。

根据式（3），贡献率 f为 f1=1.0142，f2=-0.06633+
0.04564i，f3=- 0.06633 - 0.04564i，f4=0.05923 +
0.05132i，f5=0.05923-0.05132i。

根据式（4），主成分 Fi为 F1=1.3977，F2=-0.0649+
0.118i，F3=- 0.095-0.0343i，F4=- 0.135-0.0733i，F5=
0.153+0.0016i。

根据式（5），样本评价值 ξ 为 ξ1=1.4176，ξ2=-
0.00108 - 0.01079i， ξ3=0.004733 + 0.0066i， ξ4=-
0.004234-0.01127i，ξ5=0.009144-0.007757i。

得出所有方案的综合评价值见表4。

从表 4中可见，方案1的综合评价值最高，证明其

环境因素

海洋

沙漠

高原

高温

电磁

方案1
0.632
0.415
0.874
0.588
0.687

方案2
0.687
0.642
0.587
0.785
0.862

方案3
0.824
0.488
0.568
0.724
0.578

方案4
0.475
0.874
0.768
0.745
0.564

方案5
0.754
0.638
0.774
0.854
0.547

表2 发动机环境适用性试验数据

环境因素

海洋

沙漠

高原

高温

电磁

方案1
0.202
0.175
0.246
0.223
0.154

方案2
0.177
0.185
0.153
0.238
0.247

方案3
0.268
0.224
0.176
0.185
0.147

方案4
0.167
0.253
0.185
0.222
0.173

方案5
0.201
0.185
0.155
0.288
0.171

表3 发动机环境适用性试验各方案权重（ω）分布

表4 综合评价值W

方案1
1.4176

方案2
0.0108

方案3
0.0081

方案4
0.01204

方案5
0.0119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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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发动机的综合环境适用性最强，即该发动机在

高原环境中的工作性能较好，在海洋环境中的工作性

能最差。在该发动机研制改进时应着重提高其在海

洋环境中的性能；在该发动机使用时应优先考虑高原

环境。

3 结论

本文从航空发动机的使用需求出发，初步建立了

发动机的作战试验体系。根据目前武器系统效能评

估的常用方法，将综合评估分析法应用于发动机效能

评估，初步建立了发动机包括作战效能、作战适用性

在内的综合效能评估模型，得到以下结论：

（1）初步建立了发动机作战效能和作战适用性试

验体系，并对部分典型的试验项目进行了介绍；

（2）针对建立的发动机作战效能和作战适用性试

验体系，通过查阅有关文献、专家打分赋值，采用综合

评估分析法建立了航空发动机作战试验评估模型；

（3）经过试验数据计算验证可知，基于综合评估

分析法的发动机综合效能评估模型合理、可行，符合

客观规律和数学原理，所得结果可以应用于发动机综

合效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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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大型电器复合体三维电磁仿真过于耗时的问题，以某型航空发动机雷击电磁仿真任务为例，提出移除零部件

与简化几何结构相结合的方法对整机几何模型进行简化。简化部件包括发动机的压气机、燃烧室、涡轮和尾喷管。采用传输线矩

阵法进行仿真分析，得到不同零部件对发动机控制器线缆感应电流的影响，量化不同简化方法的影响，并且通过仿真验证了工程

简化方案的合理性。结果表明：简化方法缩短了70%的仿真时间。

关键词：雷击电磁仿真；传输线矩阵；线缆；感应电流；涡扇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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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Simplified Technology of Aeroengine Lightning Strike Electromagnetic Simulation
QIAN Yi-fan，YE Zhi-feng，ZAHNG Hai-bo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3D electromagnetic simulation of large electrical complex was too time-consuming at present，
taking an aeroengine lightning strike electromagnetic simulation task as an example，a method combining removing parts and simplifying
geometric structure was proposed to simplify the geometric model of the whole engine. Simplified components included engine compressor，
combustion chamber，turbine and nozzle. The transmission-line matrix method was used to simulate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arts on the induced current of engine controller cabl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implified methods was quantified，and the rationality of
engineering simplification scheme was verified by sim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mplified method shortens 70% of the simulation
time.

Key words：lightning strike electromagnetic simulation；transmission-line matrix；cable；induced current；turbo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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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架飞机平均每年遭受 1次雷击，雷击影响可分

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是指雷击的直接

接触对飞机和发动机结构造成物理损伤；间接影响主

要是指雷击产生的电磁效应引起的飞行器内部线缆

中感应电流的瞬态变化，这些瞬变由闪电电流产生的

电磁场引起，电磁场沿着飞机表面，通过窗户或复合

材料制成的零件等进行扩散。在飞行器内部，这些瞬

变可以超越设备的抗扰极限，造成故障或损坏，危及

飞行安全[1]。为了解决飞行器的雷电防护问题，越来

越多的研究人员把电磁仿真技术应用于飞行器设

计[2]中，在飞行器开发阶段即考虑防雷问题，可以降

低研制成本，缩短研制周期。

如果航空发动机的防护措施薄弱，一旦遭受雷

击，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近年来，在飞行中航空发

动机电磁防护仿真中应用了很多算法。Silva等[3]利

用有限元法（Finite Element Method，FEM）对大型电子

器件进行电磁仿真分析，并对仿真模型进行简化处

理；Guiffaut等[4]利用时域有限差分法（Finite Differ⁃
ence Time Domain，FDTD）对某小型飞机进行电磁兼

容仿真，分析飞机在高强度辐射下的电磁场分布。高

精度仿真可为发动机设计、认证和生命周期的预测提

供指导，从而提高飞行的安全性。同时，随着计算机

计算能力的逐渐增强，对航空发动机整体结构中电磁

效应仿真已逐渐成为可能。然而，大型复杂结构的电

磁仿真非常耗时，运算过程艰辛，有些复杂模型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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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电磁仿真耗时需 1~2周的时间。因此，缩减此类仿

真时间意味着降低研制成本，缩短研制周期，意义重

大[5]。亟需一种整机模型的简化方法，来降低仿真的

总体成本与耗时。近 10年来，学者逐渐对此类仿真

的简化方法开始探讨，现有的简化方法主要针对电磁

仿真模型的细节、局部做简化处理。Artur等[6]对汽车

模型的结构部件进行大致分类，对各类进行删除并仿

真，比较不同分类简化后对车内电磁场强度的影响，

但该模型较简单，还原度低；Reznicek等[7]对运动之星

型涡桨飞机进行电磁仿真，将飞机舱内电磁场强度作

为仿真目标，对飞机的一些部件进行删除和简化，对

比删除和简化后的仿真结果，验证了几何简化在电磁

仿真中的合理性，但文中并未研究雷击对控制器线缆

的影响；Gutierrez等[8]对A400M运输机配装的涡轮螺

旋桨发动机进行道的空气颗粒分离器、滑油冷却器、

电触点 3种部件进行简化，并详细研究简化对发动机

内部线缆中感应电流的影响，以证明简化的合理性，

以感应电流的峰值为误差的判断依据，而未以电流的

总体误差为判断依据。

本文以某型航空发动机的雷击电磁仿真为研究

对象，对发动机几何模型提出结构简化方法，并通过

原模型和简化模型的仿真结果进行对比来验证简化

方法的合理性。

1 电磁仿真模型简化方法

几何简化的首要任务是明确仿真目标，对航空发

动机来说，雷击间接效应的最大影响是线缆中的瞬变

电流超出了发动机控制器的抗扰能力，导致控制器发

生故障从而造成安全隐患。其次，仿真模型的建立也

至关重要，发动机结构和线缆布局精度越高，则仿真

还原度越高，同时精度越高的模型细节越复杂，从而

在对零部件进行简化时能更详细地进行多次分组，增

加简化力度。虽然模型的简化是降低仿真成本的重

要途径，但简化的合理性也需保证，每次简化后的仿

真结果都要与未简化模型的仿真结果进行对比，并且

对数据进行详细分析，对零部件简化方式进行分级

（移除、细节处理、不能移除），确保零部件简化的合理

性，整机电磁仿真模型简化是否合理会影响仿真结果

的准确性。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

2 模型

2.1 发动机结构建模

本文选用某型涡轮风扇发动机作为参数研究对

象，模型结构包括发动机

短舱、进气道、压气机、燃

烧室、部分燃油管路、涡轮

及尾喷管，发动机总长约

4 m，模型如图2所示。

2.2 发动机线缆建模

模型中 设 置 4 条 主

线束，参照真实航空发

动机的线束位置，覆盖

了模型的不同区域，模

拟连接发动机各大部件

处的传感器，内部线缆

如图 3所示。

为了验证各类线缆的简化效果，4条主线束包括

了 4种航空发动机最常用的线缆类型[9]，分别是屏蔽

双绞线、双绞线、双屏蔽双绞线及同轴线。线缆信息

见表1。

2.3 零部件分组

不同零部件对发动机控制器线缆中感应电流的

图1 模型简化流程

图2 涡扇发动机3D模型 图3 内部线缆

编号

A

B

C

D

传感器位置

压气机

燃烧室

涡轮

喷管

类型

屏蔽双绞线

双绞线

双屏蔽双绞线

同轴线

线缆截面

表1 线缆信息

A B
C 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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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短舱对发动机电磁屏蔽能

力有巨大影响，是不能删除的，分组时不考虑。将发

动机的主要部件分为9组，英文名称及缩写见表2。

3 仿真

本文采用基于传输线矩阵法（Transmission-line
Matrix，TLM）的电磁仿真软件的线缆工作室仿真涡轮

风扇发动机整体遭遇雷击时的电磁效应。仿真条件

设置参照 SAE ARP 5412[10]和 SAE ARP 5416[11]标准定

义的电流波形和雷电试验方法进行。

3.1 传输线矩阵法

传输线矩阵法用于求解麦克斯韦方程的 3维时

域问题，其中传输线是指能够以最小辐射在 2点间传

送电磁能量的一种设施。在 TLM方法中，通过连续

传输线网络模拟工程问题，网络中的每个结点都由集

总元件表示，其物理参数与实际问题相对应，即空间

离散化；集总元件由传输

线构成的各结点来模拟，

即时间离散化。以 1维传

输线为例，其等效电路如

图4所示。

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可得

ì

í

î

ï
ï

ï
ï

∂2V ( z, t )
∂z2 = lc ∂2V ( z, t )∂t2

∂2 I ( z, t )
∂z2 = lc ∂2 I ( z, t )∂t2

（1）

式中：V和 I分别为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z为位置坐

标；t为时间坐标；l和 c分别为分布电感和电容参数。

2维 TLM方法由并联的传输线网格组成，4个脉

冲从4条分支入射到1个结点上，先散射，再分别入射

到相邻的结点上，可表示为

k + 1V i = Ck + 1V r （2）
k + 1V r = SkV i （3）

式中：V i为激励电压矩阵；V r为反射矩阵；S为结点的

脉冲散射矩阵；C为描述网络拓扑结构的连接矩阵；

下标 k和 k + 1表示散射的离散时间间隔；上标 r表示

散射，i表示入射。

由此可得以下散射公式

k + 1V i
n = 12

é
ë
ê

ù
û
ú∑

m = 1

4
kV i

m - kV i
m （4）

式中：m和n为端口编号。

3维 TLM是基于对称凝缩结点（Symmetrical Con⁃
densed Node，SCN）算法对空间单元内的电磁传播进

行仿真，每个3维的SCN结点各有6条分支，每条分支

由相互垂直的 2条传输线组成，模拟电磁场的传播。

由于缝隙模型可以作为偶极子天线的对偶形式，根据

巴比涅定理，缝隙上方的辐射场矢量与等效偶极子相

同，但电场和磁场的矢量互换。对于窄缝模型，缝隙

长边的场通过 1维传输线与对称凝缩节点连线形成

分界面，通过缝隙单位长度电容 csimple和电感 lsimple将缝

隙与残端脉冲和 3维TLM单元时间步长同步，从而建

立整体散射模型[12]

YL = Δt
lsimpleΔa （5）

YS = 2 ( )csimpleΔa
Δt - YL （6）

csimple = 0.637εIn ( )0.563Δa
ω

+ εd
ω

（7）

l-1simple =
é

ë

ê

ê

ê
ê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πμ

2ln ( )1.591Δa
ω

-1

+ ( )μω
d

-1
（8）

式中：YL为传输线特性导纳；YS为电容性特性导纳；ε

为自由空间相对介电常数；μ为磁导率；d为缝隙的宽

度；Δa为电磁波传输的距离。

TLM方法能够处理复杂的结点，模拟波在时域中

的传播，简化计算，避免收敛性、稳定性和伪解性等可

能出现的问题。TLM方法还可以通过傅里叶变换得

到主要和高次模的特征值，可以准确模拟波的物理特

性和行为，并能深入解释其不同状态的传播特点，因

此非常适合3维时域电磁场的仿真[13]。

中文名

整机模型

风扇

中压压气机

高压压气机

燃油喷嘴

燃烧室

高压涡轮

中压涡轮

低压涡轮

尾喷管

英文名

Aeroengine Model
Fan
Intermediate Pressure Compressor
High Pressure Compressor
Fuel Nozzle
Combustor
High Pressure Turbine
Intermediate Pressure Turbine
Low Pressure Turbine
Nozzle

缩写

ALL
Fan
IPC
HPC
FN
Combustor
HPT
IPT
LPT
Nozzle

表2 发动机零部件分组

图4 传输线集总参数

I（z,t） lΔz

V（z,t） V（z+Δz,t）cΔz

I（z+Δz,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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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仿真激励源

本文的仿真采用 SAE ARP 5412 和 SAE ARP
5416标准给出的机载电子电气系统闪电脉冲激励波

形表达式 I ( t ) = I0 [ e-αt - e-βt ]，其中 I0 = 218810A，α =
11354s-1，β = 647265s-1。雷击击入点设置在受雷击

可能性最大的发动机轴部尖端[14]，如图 5所示。激励

信号波形如图 6所示。电流峰值为 218.81 kA，峰值时

间为 6.4 μs，持续时间为 500 μs，仿真频率设为 0~50
MHz，在 50 MHz以上几乎

不存在电流分量，既可以

代表雷击最极端情况，又

可以节省时间[15]。仿真软

件中模型的 Schematic原
理如图7所示。

4 仿真结果及分析

4.1 电磁仿真分析

根据第 2.3节中部件的分组方法，将发动机分别

移除各组部件后的模型进行仿真，4条线束的仿真结

果如图 8～11所示。从图中可见，相比于原始模型的

仿真曲线，某些部件的移除所对应的感应电流发生较

大改变，例如风扇（Fan）和中压压气机（IPC）2个部

件；有些简化模型对应的感应电流仿真结果与原始模

型的相差较小，例如喷管（Nozzle）和低压涡轮（LPT）。

4.2 仿真数据分析

在第 4.1节中得到了简化不同部件后简化模型各

线缆中的感应电流数据，为了得到量化的结果，把原

始模型的仿真结果作为标准值，将简化模型的仿真数

据与其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得到各部件简化对线缆感

应电流的影响。由于各类型线缆感应电流的峰值相

差较大，已有学者在感应电流误差的研究中采用分贝

图5 雷击击入点

图6 雷击信号波形

图7 仿真模型Schematic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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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来衡量误差[16]，该分析方法值得借鉴。为此，引

入电子仪器测量中的分贝误差和数理统计中均方根

误差的概念，分贝误差在数值计算中表示准确值，即

原模型仿真结果 Ji与其近似值，也就是简化后模型的

仿真值 Ii之差，对于单个线缆中的感应电流来说，表

达式为

ξi = 20lg ( Ii /Ji ) dB, i = 1, 2, ...,n （9）
式中：n为采样时间点数。

均方根误差用来衡量误差的总体情况，其表达式为

γi, j = 1
n∑k = 1

n ( ξi, j, k )2 （10）
式中：γi, j为 j线缆上去掉第 i组部件后感应电流仿真

值分贝误差的均方根，表示第 i组零部件对 j线缆中感

应电流的影响；n表示感应电流的采样数；ξi, j, k为去掉

第 i组零部件后，j线缆上第 k个采样时间点处的感应

电流与原始模型相应时间点的感应电流分贝误差，如

代表连接燃烧室传感器的线缆B在移除风扇的情况

下的均方根误差即为γFan,B = 1
n∑k = 1

n ( ξFan,B, k )
2
。

本文中均方根误差表示模型中某个零部件的移

除所对应的感应电流仿真曲线与原始模型感应电流

曲线的总体变化程度，均方根误差越大，说明该零部

件对目标线缆感应电流的影响程度越大。均方根误

差是感应电流综合偏差的体现，是判断零部件对线缆

感应电流影响最可靠的依据[17]。

把仿真得到的数据带入式（9）和式（10），可以得

到简化模型对应感应电流的均方根误差γ，见表3。
从表中可见，燃油喷嘴和高压涡轮 2个部件对应

的误差较小，说明这 2个零部件对线缆中感应电流的

影响较小；风扇和燃烧室这 2个部件对应的误差较

大，说明这 2个部件对线缆中感应电流的影响较大。

文献[18]研究了电磁仿真中微小的凹凸结构的影响，

并设计了对应的模型简化方案；文献[19]研究了航空

发动机线缆感应电流的影响的评估标准。结合各学

者的研究成果，将此类大型机械体近似看作立方体谐

振腔，对于长为 a，宽为 b，高为 c的立方体电磁模型来

说，模型简化的初步准则为腔体谐振频率的误差要控

制在一定范围内，谐振频率偏移量Δω与未简化模型

谐振频率ω0的比值为[18]

|

|
||

|

|
||
Δω
ω0

=
|

|

|

|

|
||
|

|

|

|

|

|
||
|
4μ0H 2ψ

a2 + c2
c2

ΔV
2μ0H 2ψ ( a2 + c2 ) ab/c =

2ΔV
abc

≤ ξ （11）

式中：μ0为磁导率；Hψ为磁场振幅；ΔV为微小结构的

体积，即
|

|
||

|

|
||
Δω
ω0

= 2ΔV
V
≤ ξ （12）

式中：V为部件的体积。

结合数据以及发动机各部件的大概尺寸，可以得

出针对本文仿真模型的工程简化方法：对于均方根误

差小于等于 1 dB的零部件可以直接移除；对于均方

根误差大于1 dB小于5 dB的情况，取 ξ = 1%，零部件

采取结构调整，其直径小于 14 mm的孔缝可以全部填

补，体积尺寸小于 200 mm3的微小结构全部抹平；对

于均方根误差大于 5 dB的情况，取 ξ = 0.5%，零部件

采取结构微调，只对直径小于 10 mm 或者体积尺寸

小于 100 mm3的孔缝、螺钉、插销、凸起、凹槽等细微

结构进行简化，基本维持原来的结构。

5 整体简化方案及仿真分析

根据上文得出的针对航空发动机雷击仿真任务

图11 D线缆仿真结果

均方根误差

γFan
γIPC
γHPC
γFN

γCombustor
γHPT
γIPT
γLPT
γNozzle

Cable（A）
11.22
4.55
2.21
0.01
0.09
0.12
0.12
0.08
0.02

Cable（B）
1.91
2.19
2.22
0.33
∞

0.33
1.09
1.67
1.56

Cable（C）
2.86
2.02
1.87
0.08
3.81
0.69
1.65
4.03
1.87

Cable（D）
1.60
1.64
1.66
0.01
1.28
0.19
0.98
0.59
∞

表3 各部件简化对应感应电流误差参数 dB

Cur
ren
isi
nC
abl
e（D

）
/A

2.0

1.5

1.0

0.5

0
5004003002001000

t/μs

ALL
Fan
IPC
HPC
FN
Combustor
HPT
IPT
LPT
Nozzle

12



钱一凡等：航空发动机雷击电磁仿真工程简化技术增刊 1

的模型简化方法以及表 3中的数据，对发动机模型进

行如下处理：

（1）燃油喷嘴（Fuel Nozzle）、高压涡轮（High Pres⁃
sure Turbine）的移除对应的感应电流均方根误差都小

于 1 dB，说明这 2个部件对线缆中感应电流的影响可

以忽略，可以全部移除；

（2）中压压气机（Intermediate Pressure Compres⁃
sor）、高压压气机（High Pressure Compressor）、中压涡

轮（Intermediate Pressure Turbine）、低 压 涡 轮（Low
Pressure Compressor）对应的均方根误差均大于 1 dB
小于5 dB，对于其直径小于14 mm的孔缝可以全部填

补，体积尺寸小于200 mm3的细微凹凸结构全部抹平。

（3）风扇（Fan）、燃烧室（Combustor）、尾喷管

（Nozzle）对应的均方根误差远大于其它零部件的，所

以主要结构全部保留，对体积尺寸小于 100 mm3的细

微结构进行抹平、直径小于 10 mm的孔缝以及贴边结

构进行填补。

按照上述方法对涡扇发动机的整体模型进行简

化处理，更新第 2节中的电磁仿真模型，得到的感应

电流曲线与原始模型对应的结果进行对比，由于不同

线缆类型对应的感应电流的最大值相差较大，所以将

4根线缆对应的仿真结果采取归一化处理，如图 12所
示。从图中可见，曲线的变化趋势一致，大小相近，将

仿真得到的具体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的误差参数见表

4。从表中可见，其均方根误差都很小，说明简化后模

型相对应原始模型的感应电流改变很小，也就是说在

本次针对控制器线缆感应电流的发动机雷击仿真分

析中，该模型的工程简化方案合理，可以代替原始模

型进行仿真计算。

模型简化前后参数对比见表 5。从表中可见，简

化后模型的网格数量减少了 51.1%，内存需求降低了

43.3%，仿真时间缩短了 70.3%，很显然简化后的模型

不仅对硬件资源需求大大降低，而且计算时间也有明

显缩短。

6 结束语

本文以某型涡扇发动机的雷击电磁仿真为研究

任务，以发动机控制器线缆的感应电流为仿真目标，

利用移除零部件与简化零部件结构相结合的方法对

发动机模型进行简化，采用传输线矩阵法（TLM）进行

仿真分析，量化了不同零部件对线缆感应电流的影

响，确定了仿真模型的简化方案，该方案较原模型误

差在1.3 dB以内，仿真耗时以及内存需求大幅降低。

在明确仿真目标的情况下，此类大型复杂电器复

合装置的某些零部件就会显得多余。所以，模型的复

杂程度和简化效果是成正比的，有待进一步对更加复

杂的航空发动机模型进行电磁兼容仿真工程简化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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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动态姿态仿真测试台架设计

马 爽，葛力彬，王夫申
（航空工业北京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北京 100076）

摘要：为了更真实全面地仿真航空发动机的使用状态，研制了一种用于小型航空发动机整机动态姿态仿真测试的台架。该台

架具有横滚和俯仰 2个自由度，可提供位置、速率及摇摆等功能，采用伺服电机带动齿轮组件和蜗轮蜗杆进行驱动，并具备排气装

置。设计结果表明：动态姿态模拟转台速度可达 30°/s，加速度可达 50°/s2，运动范围为±175°，定位精度实测优于±0.12°；可以任何

位置为中心做正弦、梯形、三角波等形式的运动。该设备的研制可进一步提高地面试验的仿真精度，有利于发动机检测技术的发展。

关键词：测试台架；动态姿态模拟；排气；双端非对称式驱动结构；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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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Dynamic Attitude Simulation Test Platform for Aeroengine
MA Shuang，GE Li-bin，WANG Fu-shen

（AVIC Beijing Precision Engineering Institute Aircraft Industry，Beijing 100076，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imulate the use state of aeroengine more truly and comprehensively，a dynamic attitude simulation test platform
of small aeroengine was developed. The platform had two degrees of freedom of rolling and pitching，and could provide position，speed and
rocking functions. It used servo motor to drive the gear assembly and worm，and had an exhaust device. The desig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eed of dynamic attitude simulator can reach 30°/ s. The acceleration can reach 50°/s2，the range of motion is ±175° and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is better than that measured ±0.12°. It can move sine wave，trapezoid wave and triangle wave at any pos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quipment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simulation accuracy of ground test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ngine detection technology.

Key words：test platform；dynamic attitude simulation；exhaust system；double ended asymmetric drive structure；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的工作条件严苛，处于高压和高转速

工作状态，为了提升其性能、可靠性以及寿命等，要充

分掌握发动机在不同条件下的温度、压力、腐蚀应力

等条件，需进行多项测试试验[1-3]。目前发动机的整

机试验多为地面静态仿真测试[4-6]，为更真实地模拟

发动机的工作环境，希望对其进行动态姿态仿真[7-9]，

模拟发动机随飞机俯仰及横滚状态下的性能指标变

化，需要有针对性的研制一种大负载大尺寸的动态姿

态仿真测试台架[10-11]。

与国外相比，我国在航空发动机整机测试方面还

有不小的差距。目前国内航空发动机整机测试设备

多为静态测试，对于实际飞行中面临的各种摇摆工况

缺乏合适的设备进行模拟。部分动态测试设备由于

驱动机构的自身能力的限制，其横滚角度最大只能

实现 ±50°，极大的限制了航空发动机进行大姿态运

动仿真的能力。

本文设计了一种动态姿态仿真测试台架，从整体

结构入手，重点研究框架承载能力和传动及控制方

式，并对大尺寸框架的制造方案进行了说明，对某小

型吸气式燃气涡轮发动机进行了整体动态姿态模拟

测试。

1 动态姿态模拟转台结构设计

1.1 总体结构设计

可变姿态台架主要由横滚试车台架、俯仰试车台

架、底座、管线组件及排气组件组成。俯仰试车台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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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两侧的支撑座固定支撑，左右支撑同轴安装，绕水

平轴旋转实现俯仰角运动；横滚试车台架安装于俯仰

试车台架上，垂直中框轴线做横滚运动，测试目标固

定于横滚试车台架上，随着横滚试车台架运动。横滚

试车台架和俯仰试车台架分别安装液滑环，并在框架

内部布置柔性管路，为测试目标提供燃油、滑油、气及

冷却液等。

负载尺寸大致为 3000
mm×2000 mm×1500 mm。
台体长宽高约为6510 mm×
8500 mm×7750 mm，质量

约为 27 t；两轴交点中心高

为 3500 mm，转交范围为±
175°。动态姿态转台总体

结构如图1所示。

1.2 负载状况分析及横滚试车台架设计

动态姿态模拟转台负载为某小型航空发动机，并

需要对后续其他型号发动机安装接口兼容。除发动

机外，还需安装齿轮泵、测试装置等配套设备，因此负

载安装接口采用台面式，并配备T型槽以适应不同型

号发动机和不同型号配套设备的设计和安装，此外还

需根据不同测试目标对转台进行配重，以减轻传动链

的负载。

根据发动机尺寸及配套设备体积需求，负载空间

需要 4 m（长）×2 m（宽）×3 m（高）。由于负载及其工

装尺寸较大，安装负载时操作人员需要站在台面上，

因此采用半封闭式结构，以提高框架刚度；同时需要

兼顾大尺寸零部件的加工性能，最终横滚试车台架设

计为分体式半封闭结构，如图 2所示。从图中可见，

下侧为 T型槽台面，用于安装负载，上侧为可拆卸横

滚配重板，吊装负载时可拆卸，负载吊装至台面上后，

再复位到原处，其上可安装配重块。前后为加强护

栏，高于台面 550 mm，可提高横滚台架的抗变形能

力，同时具有一定安全防护功能，并且方便操作人员

上下台面。左右为连接

座，用于连接横滚轴承。

其中横滚配重板采用铸

铁材料，其余皆采用铸铝

材质。

以台体在重力和负载产生的正压力作用下的变

形量为优化目标，利用有限元软件对结构尺寸和加强

筋布置进行反复优化，最

终横滚试车台架在承受重

力和 5000 N集中载荷时，

其最大变形为 0.3 mm，如
图3所示。

1.3 俯仰试车台架及底

座设计

俯仰试车台架采用O型结构，并通过 2个立柱型

底座安装于地基上。其设计以低变形和轻质量为目

标，并需兼顾加工性能。利用有限元软件对结构尺寸

和加强筋布置进行优化，俯仰试车台架及底座变形如

图4所示。

1.4 进排气组件设计

由于测试目标为小型吸气式燃气涡轮发动机，所

以不需要专门设计进气道，但进气口周围不可有遮

挡，因此横滚配重板采用较窄的宽度设计，且中部开

孔（如图 5所示），两侧护栏采用桁架结构，保证气体

流动舒畅。

排气为高温（750 ℃）、高压（3 kg/s）气体，此温度

已高于铝合金熔点，普通钢材在此温度下强度也大幅

降低。同时，随着转台俯仰角变化，发动机尾喷口方

向亦会改变。为了避免排气吹向地面，造成扬沙、扬

尘，卷入发动机而损害叶片，且还要避免气体吹向转

台或试验室顶棚，必须设计专用的排气管道引导排出

的气体，如图6所示。

排气引导管分为 3部分。内部段用于与负载排

图1 动态姿态模拟转台

图2 横滚试车台架

图3 横滚试车台架变形

位移/mm

图4 俯仰试车台架及底座变形

图5 配重板

0.334最大值

0.2672
0.2004
0.1336
0.0668
0最小值

节点：224994 元素：118977
位移/mm
0.1051最大值

0.0841
0.0631
0.0420
0.0210
0最小值

22.95最大值

18.36
13.77
9.18
4.60
0.01最小值

节点：225013
元素：1189920.2903最大值

0.2322
0.1742
0.1161
0.0581
0最小值

位移/mm

位移/mm

16



马 爽等：航空发动机动态姿态仿真测试台架设计增刊 1

气口连接，采用双

段式结构增长调整

范围，以应用于不

同的负载；中部段

位于俯仰框架腔

内；外部段为具有

90°的弯曲结构，通

过姿态实时调整组

件带动，随着俯仰

框架的俯仰角度不

同独立旋转，实现对排气方向的控制。

每段引导管为 3层结构，内外层为金属管，起到

支撑作用，中间填充有隔热毛毡，使其具备隔热功能，

以防损坏周边元器件。各排气引导管截面为圆形，方

便制造和旋转。

2 传动链设计及控制方法

可变姿态台架尺寸很大，导致惯量亦很大；为模

拟飞行器极限状态下的姿态运动，还需提供足够大的

角加速度。因此，传动链必须能够提供足够大的驱动

力。各轴驱动力矩计算见表 1。从表中可见，难点在

于俯仰轴驱动力矩较大。

横滚轴和排气管采用带外齿的 4点接触球轴承

支撑，并由伺服电机带动减速器驱动，其中横滚轴采

用双端驱动方式。对于俯仰轴系，由于齿轮外齿重合

度较小，经核算采用外齿驱动安全系数较低，双蜗轮

蜗杆驱动具有自锁现象，同步控制风险较大。因此采

用非对称式的双端驱动方案，一端采用齿轮减速组

件，另一端采用蜗轮蜗杆减速组件，两端各由 1台伺

服电机驱动，角位置传感器安装于蜗轮蜗杆减速组件

一侧。

由于采用了双端非对称式驱动结构，因此需要采

用多电机同步驱动系统。系统由伺服控制单元、驱动

电机和角位置传感器组成。单伺服电机配合蜗轮蜗

杆减速组件组成蜗轮蜗杆驱动组件，负责输出不小于

50%的驱动力矩，另一侧由双伺服电机带动齿轮减速

组件用于辅助驱动。设计3台电机分别由3台驱动器

独立驱动，各驱动器接收对应伺服电机的位置反馈。

同时蜗轮蜗杆端通过角位置传感器作为伺服控制单

元位置反馈，伺服控制单元读取该光栅数据，供蜗轮

蜗杆端驱动电机进行解算输出模拟控制量。齿轮端

驱动电机通过电流反馈进行力矩控制，辅助出力，保

证 3个电机不会出现“卡死”现象，且负载定位、定速

平稳运行，如图7、8所示。

3 铸造工艺

大尺寸动态姿态转台制造难度主要集中于台面

及俯仰框的铸造工艺。综合考虑承载力学性能和制

造过程的经济性，台面及框架采用分体铸造而后焊接

为一体的方案。铸造材质必须同时具备优良的铸造

性能及焊接性能，所以选用ZL114A。
台面及俯仰框架的拆分焊接位置及加强筋布置

需考虑对焊接点强度的加强和焊接位置的可操作性，

并尽可能利用台面及俯仰框的对称性，采用统一模

图7 俯仰传动部分结构

参数

转动惯量/（kg·m2）
质量/kg
角加速度/（（º）/s²）
加速驱动力矩/N·m
液滑环摩擦力/N·m
轴承摩擦力矩/N·m
偏心力矩/N·m
总需力矩/N·m

横滚轴

3252
3200
50
2836
2000
700
3000
8480

俯仰轴

30668
8025
50
26749
2000
1000
3000
32749

排气管

80
100
50
70
0
1000
1000
2070

表1 各轴所需力矩计算

图6 排气引导管结构

俯仰框架

排气引导管-
外部段

姿态实时
调整组件

排气引导管-
内部段

排气引导管-
中部段

图8 俯仰轴控制流程

辅助驱动端
伺服电机

齿轮减速组件

俯仰台架

主动驱动端
伺服电机

蜗轮蜗杆
减速组件

角位置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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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台面的拆分位置平行于俯仰轴线，从正中间分

开，分为 2000 mm×2150 mm尺寸相同的 2部分，连接

处布置多条加强筋，如图 9所示。焊接采用坡口方

式，将 2块相同的台面部分

先行焊接，再将加强筋焊

接于台面中间，并通过热

处理保证焊接强度。上、

下表面 2个长侧面等接触

面留铸造余量。

俯仰框架拆分为 4段，

位置平行于俯仰轴线，距

离俯仰轴线约为 550 mm，
具体位置如图 10所示。焊

接采用坡口方式并通过热

处理保证焊接强度，仅于 4
个轴孔处及其端面位置留

铸造余量。

热处理采用一次热处理（T6处理），俯仰框及台

面卧式放置，并定制专用淬火槽。制作专用焊接工装

以控制焊接变形及整体零件非加工面的形位公差。

对焊接处采用渗透检查。

4 结束语

按上述设计进行生产验证，成功研制出 1台可用

于某小型航空发动机整机测试用的大型动态姿态模

拟转台，速度可达 30°/s，加速度可达 50°/s，运动范围

为±175°，定位精度实测优于±0.12°，可进行以任何位

置为中心做正弦、梯形、三角波等形式的运动，证实该

结构设计及制造工艺合理，双端非对称式驱动方式可

行，排气顺畅，解决了航空发动机整机地面动态姿态

模拟测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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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声学处理的风扇噪声预测模型改进

闫国华 1，2，李成晨 1，王玺臻 1，刘 勇 1

（中国民航大学 航空工程学院 1，基础实验中心 2：天津 300300）

摘要：Heidmann风扇噪声模型没有考虑风扇外涵道中的声学处理对于噪声抑制的影响，导致风扇噪声的预测结果普遍大于

试验结果。为了提高预测结果精度，利用风扇噪声抑制模型分别求出风扇进口衰减系数和出口衰减系数，然后将其应用于Heid⁃
mann模型中，计算修正后的风扇进口噪声和出口噪声的均方声压。将MATLAB软件作为风扇噪声预测模型的开发平台，以某型

涡扇发动机为例进行预测。结果表明：相较于原模型的预测结果，改进模型的风扇噪声明显降低，最大降幅达到 7 dB；通过对比风

扇噪声在各工况下的预测结果和试验结果发现，改进模型预测值与实测值的平均误差从原模型的 5 dB降低到 3 dB以下。该改进

方法有效改善了Heidmann模型预测结果偏大的情况，使风扇噪声的预测结果更加准确。

关键词：Heidmann模型；声学处理；风扇噪声；衰减系数；均方声压；涡扇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5.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S1.004

Improvement of Fan Noise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Acoustic Treatment
YAN Guo-hua1，2，LI Cheng-chen1，WANG Xi-zhen1，LIU Yong1

（College of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1，Basic Experiment Center2，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Tianjin 300300，China）

Abstract：It was not considered Heidmann fan noise modelin as the influence of the acoustic treatment in the fan duct on the noise
suppression，which led to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fan noise generally larger tha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prediction results，the fan noise supp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fan inlet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and the fan outlet atten⁃
uation coefficient respectively，and it was applied to the heidmann model to calculate the modified mean square acoustic pressure of the
fan inlet noise and the fan outlet noise. Matlab software was used as the development platform of fan noise prediction model，and a turbofan
engine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predict. The results show that：comparing with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the original model，the fan noise
of the improved model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and the maximum reduction is 7 dB. By comparing the predicted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fan noise under various working conditions，it is found that the average error between the predicted and measured values of the improved
model is reduced from 5 dB of the original model to less than 3 dB. The improved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ituation that the pre⁃
diction result of heidmann model is too large，and make the prediction result of fan noise more accurate.

Key words：Heidmann model；acoustic treatment；fan noise；attenuation coefficient；mean-square acoustic pressure；turbofan engine

0 引言

在飞机早期设计阶段，为了对各设计方案的噪声

水平进行有效评估，需要通过更为便捷的方式来快速

地获得噪声数据，而预测方法以其独有的先进性成为

最理想的解决方案[1]。如今，随着大涵道比涡扇发动

机逐渐成为商用飞机的主流，使得风扇噪声对于飞机

总噪声的影响愈发显著，因此开展风扇噪声预测研究

尤为重要[2-4]。Heidmann模型是目前使用最为广泛也

是最具代表性的风扇噪声预测模型[5]，该模型经过了

多次更新和修正。在国外，美国联信（Allied Signal）
公司修正了Heidmann模型对进口和出口单音噪声水

平、进口组合单音噪声水平和频谱形状的过度预测，

并较小程度修正了对进口和出口宽频噪声水平和频

谱形状的过度预测，使其适用于小型支线运输机和商

用飞机的风扇噪声预测，该方法收录在飞机噪声预测

程序（Aircraft Noise Prediction Program，ANOPP）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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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公司对Heidmann模型进行了更新，以提高对大型

风扇噪声的预测，相关研究成果也用于ANOPP的改

进[7]。在中国，王良锋等[8]通过引入风扇叶尖弦长雷

诺数和相关几何参数，改善了Heidmann模型对风扇

进口低频噪声预测结果偏低的情况。虽然Heidman
模型经过一系列修正完善后，其预测范围和可靠性都

得到了较大提升，但依然没有考虑风扇外涵道中的声

学处理对于噪声抑制的影响，也即缺少对于风扇降噪

设计的研究。因此，开展基于声学处理的风扇噪声预

测模型研究，不仅能够提高风扇噪声的预测精度，也

对未来低噪声风扇的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涡扇发动机常采用的声学处理技术包括斜

切进气道、安装声学衬套、定子叶片扫掠和倾斜以及

主动-被动控制等，其中在风扇外涵道内铺设声衬是

抑制风扇噪声最有效的方式[9]。为了评估声衬技术

对风扇噪声的影响，采用由GE公司建立的风扇噪声

抑制模型对声衬引起的噪声衰减进行预测，其结果也

被用来对声衬的设计优化提供数据支撑[10]。

本文采用风扇噪声抑制模型分别求出风扇进口

衰减系数和出口衰减系数，将其应用于Heidmann模
型中从而对风扇噪声的均方声压进行改进，通过计算

得到改进后的风扇噪声，并根据试验测量结果验证该

算法的可靠性。

1 风扇噪声预测模型的改进方法

1.1 Heidmann风扇噪声预测模型

Heidmann模型预测了单级或双级涡扇发动机中

（带或不带进口导向叶片）风扇部件的噪声级，包括进

口宽频噪声、进口离散单音噪声、进口组合单音噪声、

出口宽频噪声以及出口离散单音噪声 5个分量[11]。

利用更新后的Heidmann大风扇噪声预测模型对某型

涡扇发动机风扇部件的静态噪声进行预测，其中在标

准海平面条件下的声压级通式为

S r ( )f,θ = 20lg ΔT *ΔT *ref
+ 10lg m*

m*ref
+

F1 ( )Mad,Ma r + F2 ( )s* + C + D ( )θ + S ( )η
（1）

式中：f为 24个 1/3倍频程的中心频率；θ为极指向角；

上标 *表示所对应的参数为无量纲量，根据参数归一

化计算公式可得 ΔT ∗ = ΔT/T∞，ΔT为风扇的总温升，

T∞为环境温度；ΔT ∗ref = ΔT ref /T∞，ΔT ref为参考温升，通

常取值为 0.555 K；m∗ = m/ ( )ρ∞c∞ Ae ，m为质量流量，ρ∞

为环境密度，c∞为环境声速，Ae为发动机参考面积；

m∗ref = m ref / ( )ρ∞c∞ Ae ，m ref为参考质量流量，通常取值为

0.453 kg/s；F1和F2为声源强度函数；Mad为风扇设计

相对马赫数；Ma r为风扇相对叶尖马赫数；s∗为风扇转

静间距比；C为进口导向叶片修正系数；D为指向性函

数；S为频谱函数；η为频率参数。

1.2 风扇噪声抑制模型

美国NASA对GE公司开发的风扇噪声抑制模型

进行了完善与总结，并将其收录在ANOPP中[12]。该

模型适用于常规（穿孔）声衬，分为进口和出口 2种情

况进行考虑，通常对于进口圆形管道的处理被假定为

单壁，而出口环形管道的处理则可以是单壁或者双

壁。声学处理利用风扇管道的尺寸参数进行几何描

述，并最终生成关于进口和出口的噪声衰减。

当频率大于 160 Hz以及极指向角 θ = 10° ∼ 90°
时，进口声学处理的表达式为

ΔS in = f ⋅ L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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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ij为进口处理系数，见表 1；L in为进口处理区域

的轴向长度；H in为进口处理区域的平均半径。

进口衰减系数为

T in = 10-0.10 ⋅ ΔSPLin （3）
当频率大于 400 Hz以及 θ = 90° ∼ 160°时，出口

声学处理的表达式为

ΔSout = f ⋅ Lo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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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1
2
3
4
5
6
7

1
13.4
-3.2
0.3

-9.4×10-3
1.7×10-4
-1.5×10-6
4.9×10-9

2
-53.5
13.3
-1.1

4.0×10-2
-7.2×10-4
6.3×10-6
-2.1×10-8

3
65.7
-17.4
1.4

-5.4×10-2
9.8×10-4
-8.6×10-6
2.9×10-8

4
-23.0
6.9
-0.6
0.02

-4.3×10-4
3.8×10-6
-1.3×10-8

5
-9.5×10-2
-0.1
0.02

-9.5×10-4
1.9×10-5
-1.7×10-7
5.7×10-10

表1 风扇进口处理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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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ij为出口处理系数，见表 2；Lout为出口处理区域

的轴向长度；Hout为出口处理区域的平均高度。

出口衰减系数为

Tout = 10-0.10 ⋅ ΔSout （5）
1.3 均方声压的改进

利用Heidmann模型的预测算法先求出改进前的

均方声压，然后分别带入进、出口衰减系数，最后通过

整合计算得到改进后的总均方声压，其无量纲的表达

式为

〈p2 ( )f,θ,ϕ〉*=Tin·〈p2 ( )f,θ,ϕ〉in*+
Tout·〈p2 ( )f,θ,ϕ〉

*
out （6）

式中：〈p2 ( )f,θ,ϕ〉
*
in 、〈p2 ( )f,θ,ϕ〉

*
out分别为进、出口无量

纲均方声压。

风扇总噪声的声压级为

S = 10lg〈p2 ( )f,θ,ϕ〉*+20lgρ∞ c2∞
P ref

（7）
式中：P ref为参考压强，通常取值为2×10-5 Pa。
1.4 预测算法的实现

MATLAB软件[13]具有强大的数值计算以及数据

可视化能力，将其作为风扇噪声预测模型的开发平

台，通过设定参数，分模块编程，并进行整合计算后实

现噪声的预测功能，如图1所示。

1.5 可靠性分析

为了验证Heidmann模型的可靠性，NASA利用大

量的试验数据对其进行评估，结果表明预测方法能够

较好地模拟出发动机在实际情况下产生的噪声，该方

法也已被各大发动机厂商及研究机构所采纳[14]。某

次试验中发动机风扇进口噪声在各频率下预测结果

与试验测量结果的误差值如图 2所示。从图中可见，

绝大多数误差值小于 5 dB，在噪声预测标准可接受误

差范围之内。因此，利用Heidmann模型预测风扇噪

声在方法上是可行的。

2 风扇噪声的计算分析

以某型涡扇发动机为例，对Heidmann模型和改

进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2.1 参数输入

发动机在地面静态测试中的基准试验条件：大气

压为 101325 Pa，相对湿度为 70 %，环境温度为 25℃，

零风速等[15]。风扇的几何参数见表3。

2.2 预测结果分析

2.2.1 衰减系数

风扇噪声的衰减系数与外涵道的几何尺寸和环

图1 改进模型的计算流程

环境参数 几何参数 性能参数

参数归一化

Heidmann
模型

风扇进口噪声
的均方声压

风扇出口噪声
的均方声压

进口管道的
几何参数

出口管道的
几何参数

风扇噪声
抑制模型

衰减后进口
均方声压

进口衰减
系数

出口衰减
系数

衰减后出口
均方声压

总均方声压

风扇总噪声

图2 预测结果与试验测量结果的误差值

1 kHz1.25 kHz1.6 kHz2 kHz
2.5 kHz3.15 kHz4 kHz5 kHz

6.3 kHz8 kHz10 kHz

误
差
/dB

20
10
0

16014012010080604020
角度/（°）

参数

转子直径/m
轮毂直径/m
风扇参考面积/m2
进口环流面积/m2

数值

1.55
0.63
1.89
1.58

参数

转子叶片数

静子叶片数

转静子间距比

数值

24
76
1.7

表3 风扇的几何参数

j/i
1
2
3
4
5
6
7

1
-116.8
4.4
-0.06
4.3×10-4
-1.3×10-6
1.5×10-9
0

2
7684.9
-384.3
7.9

-8.7×10-2
5.3×10-4
-1.7×10-6
2.3×10-9

3
4392.0
-216.2
4.4

-4.7×10-2
2.8×10-4
-9×10-7
1.2×10-9

4
-73.7
2.6
-0.03
2.0×10-4
-4.1×10-7

0
0

5
-4.2
0.1

-1.3×10-3
3.6×10-6
0
0
0

表2 风扇出口处理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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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声速有关，该系数的有效范围为 0.1～1，当其偏小

或偏大时，都会降低噪声衰减预测的可靠性。此外，

当衰减系数出现负向抑制的现象时，也即衰减系数曲

线的斜率为正时，此时的噪声衰减预测不再可靠。该

型发动机风扇进口衰减系数和出口衰减系数的变化曲

线如图3所示，其中横坐标是用对数表示的中心频率。

从图 3（a）中可见，当频率小于 1000 Hz时，进口

衰减系数主要分布在 0.7～1.1之间，对于低频噪声的

抑制作用较弱；而当频率大于 1000 Hz后，进口衰减

系数迅速减小，对于高频噪声的抑制作用明显增强；

但当进口衰减系数降至 0.1以下时，由于系数过于偏

小，因此对于噪声衰减的预测变得不再可靠。从图 3

（b）中可见，在低频范围内出口衰减系数随着频率的

提高而减小，但在高频范围内，出口衰减系数逐渐停

止减小的趋势并随着频率的提高而增大，出现负向抑

制的现象，使得此时的噪声衰减预测不再可靠。因

此，在实际预测过程中需要用有效数值替换这些不可

靠值。

2.2.2 风扇噪声预测对比分析

在发动机部件静态噪声测试中，风扇的进近转速

为 3100 r/min，飞越转速为 4100 r/min，边线转速为

4700 r/min，最大额定工况下的转速为 5300 r/min，利
用改进模型分别预测风扇在各条件下的噪声级，并与

Heidmann模型的预测结果和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

析，如图4所示。

（a）进口衰减系数

（b）出口衰减系数

图3 风扇噪声的衰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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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中可见，预测模型的指向性趋势与试验结

果较为一致，在未经过声学处理前，Heidmann模型的

预测值普遍高于试验测量值；而在经过声学处理后，

改进模型在各条件下的总声压级都显著降低，在进

近、飞越、边线和最大额定条件下最大降幅分别为

6.63、7.00、6.21和 6.87 dB。通过与试验结果进行对

比发现，改进后的预测值明显要与试验值更为相符。

Heidmann模型和改进模型在各转速下预测值与实测

值的平均误差见表4。
从表中可见，Heidmann模型在各转速下预测值

与实测值的平均误差均小于 5 dB，在噪声预测标准的

可接受误差范围之内。而当Heidmann模型在考虑声

学处理的影响后，其改进模型的预测结果得到了明显

改善，与实测值的平均误差在 3 dB以内，具有更高的

预测精度。

3 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声学处理对于风扇噪声的影响，从

而对Heidmann风扇噪声预测模型进行了改进，得到

以下结论：

（1）相较于Heidmann模型的预测结果，改进模型

的风扇噪声显著降低，尤其是在飞越条件下，当极指

向角为150°时，最大降幅达到7 dB，改进效果明显。

（2）通过对比分析风扇噪声在各工况下的预测结

果和试验结果可知，改进模型的预测值与实测值的平

均误差从原模型的 5 dB减小到 3 dB以内，从而有效

改善了Heidmann模型中预测结果普遍偏大的情况，

使得风扇噪声的预测结果更加准确可靠。

该改进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飞机噪声适航审定

领域，还能为未来低噪声发动机设计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柴啸 .客机总体参数与发动机参数综合优化研究[D].南京：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2017.
CHAI Xiao. A study on integrated optimization of airframe and engine
parameters in conceptual design of airliners[D]. Nanjing：Nanjing Uni⁃
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2017.（in Chinese）

[2]唐狄毅，李文兰，乔渭阳 .飞机噪声基础[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

出版社，1995.
TANG Diyi，LI Wenlan，QIAO Weiyang. Fundamentals of aircraft
noise[M]. Xi'an，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Press，1995.（in Chi⁃
nese）

[3] 乔渭阳 . 航空发动机气动声学[M].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

社，2010.
QIAO Weiyang. Aeroengine acoustic[M]. Beijing：Beihang University
Press，2010.（in Chinese）

[4]张强 .气动声学基础[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
ZHANG Qiang. Fundamentals of Aeroacoustics[M]. Beijing：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2012.（in Chinese）

[5] Heidmann M F. Interim prediction method for fan compressor source
noise[R]. NASA-TM-1979-71763.

[6] Hough J W，Weir D S. Aircraft noise prediction program（ANOPP）

（d）5300 r/min
图4 风扇噪声的指向性曲线

转速/（r/min）
3100
4100
4700
5300

Heidmann模型/dB
4.80
4.45
4.33
4.53

改进模型/dB
1.85
1.26
2.95
2.00

表4 预测值与实测值的平均误差

（c）4700 r/min

总
声

压
级
/dB

108

106

104

102

100

98

96

94

92 16014010080604020 120

Heidmann模型
改进模型
试验

极指向角/（°）

总
声

压
级
/dB

110

108

106

104

102

100

98

96

94 16014010080604020 120

Heidmann模型
改进模型
试验

极指向角/（°）

23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7卷

fan noise prediction for Small engines[R]. NASA-CR-1996-198300.
[7] Kontos K，Janardan B，Gliebe P. Improved NASA-ANOPP prediction
computer code for advanced subsonic propulsion systems[R]. NASA-
CR-1996-195480.

[8]王良锋，乔渭阳，纪良，等 .风扇进口噪声预测模型的改进[J].推
进技术，2015，36（2）：226-231.
WANG Liangfeng，QIAO Weiyang，JI Liang，et al. An improved pre⁃
diction model for fan inlet noise[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2015，36（2）：226-231.（in Chinese）

[9]张英杰 .声衬技术在大涵道比发动机短舱上的应用[J].中国设备工

程，2017（22）：119-120.
ZHANG Yingjie. Application of acoustic lining technology in high by⁃
pass ratio engine nacelle[J]. China Plant Engineering，2017（22）：

119-120.（in Chinese）
[10] Kontos K B，Kraft R E，Gliebe P R. Improved NASA-ANOPP noise

prediction computer code for advanced subsonic propulsion systems.
volume 2：fan suppression model development[R]. NASA-CR-1996-
202309.

[11]闫国华，田硕 .飞行状态下涡扇发动机风扇音频信号合成[J].声
学技术，2020，39（1）：87-92.
YAN Guohua，TIAN Shuo. Synthesis of fan audio signals of turbofan
engine in flight state[J]. Technical Acoustics，2020，39（1）：87-92.

（in Chinese）
[12] Zorumski W E. Aircraft noise prediction program theoretical manual，

Part 1&2[R]. NASA-TM-1982-83199.
[13] 陈凌云，肖应雄 . 基于MATLAB的概率分布函数可视化研究[J].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8，38（3）：113-117.
CHEN Lingyun，XIAO Yingxiong. Research on visualization of proba⁃
bility distribution function based on MATLAB software[J]. Journal of
Hu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2018，38（3）：113-117.（in Chi⁃
nese）

[14]闫国华，陈柏瑞 .涡扇发动机风扇静态噪声预测[J].噪声与振动

控制，2017，37（2）：91-94.
YAN Guohua，CHEN Borui. Static noise prediction for the turbofan
engine fans[J]. Noise and Vibration Control，2017，37（2）：91-94.
（in Chinese）

[15]戴康宁 .基于发动机风扇静态噪声预测飞行噪声的方法研究[D].
天津：中国民航大学，2018.
DAI Kangning. Research on the method of predicting flight noise
based on engine static noise[D]. Tianjin：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2018.（in Chinese）

（编辑：程 海）

24



航空发动机Aeroengine

收稿日期：2020-12-18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7–VII–0007–0100）资助
作者简介：王博（1985），男，在读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热喷涂和物理气相沉积技术研究工作；E-mail：125515792@qq.com。
引用格式：王博，刘洋，王福德，等 .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涡轮叶片热障涂层技术研究及应用[J].航空发动机，2021，47（增刊 1）：25-31.WANG Bo，
LIU Yang，WANG Fude，et al.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for aeroengine and gas turbine blades[J].Aeroengine，2021，47（S1）：25-31.

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涡轮叶片热障涂层
技术研究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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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涡轮叶片热障涂层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情况，对热障涂层黏结层和陶瓷层的材料、制备、应

用及主要失效原因等 4个方面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综述。详细介绍了应用广泛的黏结层材料MCrAlY以及近几年新兴的

PtAl；包括多元稀土氧化物掺杂ZrO2、萤石结构化合物、稀土锆酸盐等的陶瓷层材料；目前广泛用于生产的等离子喷涂、电子束物

理气相沉积等制备技术；着重介绍了热障涂层在中国的应用情况。主要从TGO和CMAS 2方面对热障涂层的失效原因分别进行

了分析。简要论述了涡轮叶片热障涂层研究未来将向着 1300 ℃以上超高温陶瓷层、1200 ℃以上抗氧化并与先进单晶高温合金界

面匹配良好的金属黏结层、长寿命且抗CMAS性能良好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涡轮叶片；热障涂层；制备技术；失效分析；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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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for Aeroengine and Gas Turbine Blades
WANG Bo1，2，LIU Yang3，WANG Fu-de4，ZHANG Yi-xin2，SONG Jia2

（1.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2. Shenyang Liming Aero-Engine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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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BCs for aeroengine and gas turbine blades were introduc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
velopment trend of TBCs adhesive layer and ceramic layer were reviewed in terms of material，fabrication，application and main failure rea⁃
sons. MCrAlY，which was widely used as binder，and PtAl，which was emerging in recent years，were introduced in detail. The ceramic lay⁃
er materials，including multiple rare earth oxides doped with ZrO2，fluorite structure compounds and rare earth zirconates，were introduced
in detail. Plasma spraying and electron beam 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which were widely used in production，were introduced in detail.
The application of TBCs in China was emphatically introduced. The failure reasons of the TBCs were mainly analyzed from TGO and
CMAS. Finally，it is briefly discussed tha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will be more than 1300 ℃ ultra-high temperature ceramic layer，more
than 1200 ℃ oxidation resistant metal bonding layer and match well with advanced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 interface，long life and good
CMAS resistance.

Key words：turbine blade；thermal barrier coatings（TBCs）；fabrication technology；failure analysis；aeroengine

0 引言

涡轮叶片是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的核心部件，

处于高温、高压、高速的燃气腐蚀工作环境中，承受着

离心力、气动力、温度应力等循环交变载荷与动载荷

作用，服役环境非常恶劣。热障涂层（Thermal Barrier

Coatings，TBCs）具有降低叶片表面温度、提高叶片抗

高温氧化腐蚀能力、延长叶片服役寿命、降低发动机

油耗等优点，是与先进高温结构材料技术、高效冷却

技术并重的涡轮叶片三大关键技术之一[1]。

随着航空发动机涡轮前进口温度的逐渐提高，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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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服役温度对涡轮叶片性能提出更高要求，对热障

涂层技术的需求更为迫切，目前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

机涡轮叶片已经大量使用热障涂层技术。研究表明，

第 1级涡轮叶片表面涂覆热障涂层后，可使冷却空气

流量减少 50%，叶片寿命提高 4倍以上[2]。同时，相对

于发展更高使用温度的新型高温合金或新一代高温

合金单晶叶片材料，热障涂层技术还具有成本低、工

艺技术可行的优点，因此，热障涂层已经成为提高中

国燃气涡轮发动机性能的重要技术保障。

近年来，各国对热障涂层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加大

了投入力度，在热障涂层基本理论、材料、工艺、设备

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展，在役、在研的先进航空发

动机和燃气轮机涡轮叶片均应用了热障涂层技术。

1 涡轮叶片热障涂层材料

1.1 黏结层材料

热障涂层中金属黏结层主要起到减缓合金和陶

瓷功能层热不匹配性、提高合金基体的抗高温氧化和

腐蚀性能等功能，其中黏结层抗高温氧化腐蚀性能、

韧脆转变温度、热膨胀系数和力学性能均会对热障涂

层服役寿命产生较大的影响。国外已经在铸造等轴

晶、定向凝固和单晶高温合金表面成功应用了MCrAlY
和 PtAl等系列涂层材料，其中 PtAl涂层主要应用在

第 2、3代单晶高温合金表面。中国目前在役航空发

动机和燃气轮机涡轮叶片主要以铸造等轴晶和定向

凝固高温合金为主，主要应用了MCrAlY金属黏结

层；针对在研及未来高性

能发动机单晶合金应用需

求，国内外也系统地开展

了 改 性 MCrAlY、阻 扩 散

层、PtAl涂层、铝化物涂层

等金属黏结层的研究。各

种铝化物涂层和 MCrAlY
涂层的化学成分以及抗高

温氧化和热腐蚀性能的比

较如图1所示。

MCrAlY是目前普遍使用的一种涡轮叶片热障涂

层黏结层材料。涡轮叶片在高温氧化环境下，MCrAlY
黏结层中的Al向外表面扩散，形成 1层致密的Al2O3
保护膜，可阻止MCrAlY层的进一步氧化，达到保护

合金基体的目的[3]。MCrAlY黏结层中的Ni和Co是基

体元素，Ni具有优良的缓和基体热应力的作用，Co主
要的作用是提高抗氧化和耐腐蚀性能，Al用来提高

涂层的抗氧化性能，Cr用于促进Al2O3的生成并提高

涂层的抗热腐蚀性，稀土元素Y（通常质量分数小于

1%）可起到钉扎氧化物和细化晶粒的作用，从而提高

热循环条件下Al2O3膜与合金基体的结合力，改善涂

层的抗热循环性能[4]。

Tolpygo等[5]研究Pt改性NiAl合金发现，Pt在涂层

中可以起到缓和有害元素（C或 S）的作用，氧化膜的

生长得到抑制，提高氧化膜的黏附性等。Haynes等[6]

还发现使用Hf改性NiAl涂层时，Hf不但提高了氧化

膜的结合力，而且降低了合金的氧化速率；Pint等[7]研

究Y2O3改性NiAl合金发现，弥散氧化物降低了合金

的氧化速率，并使氧化膜由单一等轴晶结构转变为底

层柱状晶和顶层等轴晶双层结构，改变了氧化膜的生

长模式。

郭洪波等[8]发现在电子束物理气相沉积（Elec⁃
tron Bean-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EB-PVD）制备

NiAlHf涂层过程中通入一定量的氧气可在涂层中形

成弥散氧化物，能有效阻止Hf在涂层内部的外扩散。

含弥散氧化物的NiAlHf涂层的抗氧化性能明显高于

普通的NiAlHf涂层的。

作为热障涂层黏结层，服役过程中NiAl涂层中

Al向合金基体中扩散，合金基体中的Ni、Cr、W和 Ti
等元素向涂层中扩散，导致基体合金中拓扑密排（To⁃
pologically Closed Packed，TCP）相的析出，对于 Re、
Ru、W和Mo等强化元素质量分数比较高的先进单晶

高温合金，涂层与合金的互扩散还将导致二次反应区

（Secondary Reaction Zone，SRZ）的形成，如何阻止基

体合金中强化元素外扩散和涂层元素Al内扩散，从

而有效抑制TCP有害相和 SRZ的形成，将成为黏结层

材料的重要研究方向。

1.2 陶瓷层材料

国外热障涂层材料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50年代，

起初在工程化应用方面的进展相对缓慢，自 70年代

末 8YSZ（Zirconium Oxide 8%Yttria Stabilized）热障涂

层材料问世以来，在国外获得了成功的应用和系列化

（适配不同工艺）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几十种航空体

系认证的喷涂粉体货架产品和多种沉积用陶瓷靶材

产品。国外开展了 8YSZ材料的高纯化、纳米化等工

作，特别是其高纯化材料可以实现涂层使用温度提升

图1 各种铝化物涂层和MCrAlY
涂层的化学成分以及抗高温

氧化和热腐蚀性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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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使用温度达到 1250 ℃以上，提高涂层使用温

度裕度）、长时间抗高温烧结性能提升、隔热效果和力

学性能提升等，近十年来相关高纯化材料在国外已经

获得批量应用，且部分高性能高纯材料为欧美三大航

空发动机公司内部使用材料。

1.2.1 多元稀土氧化物掺杂ZrO2
郭磊等[9]发现 Gd2O3和 Yb2O3共掺杂可提高 YSZ

的相稳定、力学性能和隔热性能，掺杂后的YSZ表现

出更好的断裂韧性。Gd2O3和Yb2O3共掺杂明显降低

YSZ的热导率。5Gd1Yb-YSZ在 1300 ℃的热导率为

1.23 W/m·K，比YSZ的低近25%。

孙磊磊等[10]采用化学共沉淀方法制备了摩尔分

数为 7.5%的 Sc2O3和Gd2O3共掺杂ZrO2（ScGdSZ）。随

着掺杂元素中 Sc相对摩尔分数的增大，ScGdSZ中 c
相增多，但 t’相仍然是主要相。1400 ℃热处理 150 h，
ScGdSZ保持相稳定，没有发生 t’相分解。随着掺杂

元素中Gd相对摩尔分数的增大，ScGdSZ的热导率降

低。当 Sc2O3和 Gd2O3的摩尔分数相同时，ScGdSZ的

热导率最低，比YSZ的低约40%。

1.2.2 萤石结构化合物

萤石结构化合物具有与ZrO2相似的晶体结构，因

此被选作热障涂层陶瓷层材料。与 ZrO2相比，CeO2
具有较低的热导率和较高的热膨胀系数。在CeO2掺
入稀土氧化物形成的化合物依然具有萤石结构。

La2Ce2O7（LC）是一种新型的热障涂层材料，是 La2O3
固溶到CeO2中形成的具有萤石结构的固溶体。LC具

有高热膨胀系数（在 573~1473 K下约为 13×10-6 K-1）、

低热导率（在 1273 K下为 0.60 W/m·K）、良好的高温

相稳定性能（室温至 1400 ℃无相变），等离子喷涂 LC
涂层具有与 YSZ相当的热循环寿命[11]。马文等[12]还

通过靶材成分设计和制备工艺调整，制备得到化学计

量比 LC热障涂层。LC /YSZ双层结构热障涂层经过

2007次热冲击试验后涂层仅有 5%面积发生剥落，相

同试验条件下 8YSZ热障涂层经过 1556次热冲击试

验后即已失效。

1.2.3 稀土锆酸盐

La2Zr2O7目前被认为是最有前景的热障涂层材料

之一[13]。La2Zr2O7由 ZrO6八面体形成网络骨架，La3＋
离子填充到 6个 ZrO6八面体形成的空隙中。La2Zr2O7
的熔点为 2300 ℃，热导率为 1.6 W/m·K（在 1000 ℃
下），低于传统的YSZ材料的。在室温至熔点温度范

围内，其热稳定性好、抗烧结性能好、氧扩散率低。但

是 La2Zr2O7热障涂层热循环寿命较低，主要是由于

La2Zr2O7材料热膨胀系数低（9.1×10-6 K-1）、断裂韧性

较差。

郭磊等[14]设计了（Gd0.9Yb0.1）2Zr2O7/YSZ双陶瓷层

热障涂层，采用EB-PVD制备了成分近似化学计量比

的GYbZ/YSZ涂层。研究了不同热循环条件下GYbZ/
YSZ涂层的寿命。在 1100 ℃保温 5 min后水淬至室

温的条件下，涂层寿命达到 230次；在 1100 ℃保温 55
min后风冷至室温的条件下，涂层寿命超过 530次；在

涂层表面温度为 1350±20 ℃，保温 5 min后冷却 90 s
的条件下，涂层寿命超过 3700次。在不同的试验条

件下，GYbZ/YSZ涂层均表现出优异的热循环性能，涂

层的失效形式相似，均表现为逐层剥落式失效。

2 涡轮叶片热障涂层制备技术

热障涂层的金属黏结层制备技术主要有低压等

离子喷涂（Low Pressure Plasma Spray，LPPS）、超声速

火焰喷涂（High-Velocity Oxygen-Fuel，HVOF）、真空

电弧镀、等离子喷涂、电子束物理气相沉积、电镀+气
相渗/化学气相沉积等；陶瓷涂层制备工艺以等离子

喷涂和电子束物理气相沉积工艺为主。

2.1 APS制备技术

大气等离子喷涂（Air Plasma Spray, APS）工艺制

备的热障涂层呈典型的片层状结构，热导率较低，隔

热效果好，但其表面粗糙度高，喷涂过程中容易导致

叶身气膜孔堵塞，涂层抗冲蚀性能差，应变容限低，一

般用于静子件。自20世纪 60年代等离子喷涂技术应

用于热障涂层制备以来，等离子喷涂工艺获得了长足

的发展，主要向高能、高速、真空（可控气氛）等方向发

展，同时在高稳定性、高制备效率、轴向送粉、液体给

料、多功能集成技术和实时控制技术等方面也获得了

较大的进展，国外等离子喷涂技术制备的热障涂层质

量稳定性和服役寿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至今为止，

多数导向叶片表面仍然采用等离子喷涂技术制备热

障涂层。

2.2 EB-PVD制备技术

EB-PVD技术的设备及工作原理如图2所示。使

用该技术几乎可以蒸发所有物质，涂层与基体的结合

力优异，且涂层致密，成分控制准确，达到低污染及较

高的热效率。EB-PVD热障涂层呈典型的柱状晶结

27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7卷

构，具有较高的应变容限和抗冲蚀性能，使其具有比

等离子喷涂热障涂层更优越的耐热循环性能和更长

的使用寿命，因此被用于涡轮转子件和要求苛刻的静

子件。

2.3 其他制备技术

在其他热障涂层制备技术方面，国外近年来虽然

陆续开发了液料等离子喷涂、激光增强化学气相沉

积、电子束直接蒸发沉积、等离子物理气相沉积等工

艺，但多数工艺技术成熟度尚不能满足应用需求。其

中等离子物理气相沉积工艺结合了等离子喷涂和电

子束物理气相沉积工艺的优点，使得涂层具有支晶生

长强烈的柱状晶结构，在保证了涂层隔热效果优于

EB-PVD涂层的同时，其涂层寿命已经与EB-PVD涂

层寿命水平相当，甚至略高，西方发达国家航空发动机

公司已经展开该工艺制备热障涂层的应用研究工作。

3 涡轮叶片热障涂层技术的应用

3.1 国外应用情况

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高度重视热障涂层技

术的研究与应用，双层结构热障涂层在国外已经获得

大规模应用。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家采用电子束物

理气相沉积制备的热障涂层也应用于发动机上，乌克

兰巴顿焊接研究所现已具备为美国PW公司与GE公

司批量生产热障涂层的能力。美国推重比 8.7～10的
F414发动机的高、低压涡轮叶片、推重比 10一级

F119发动机的高压涡轮叶片上均涂覆了热障涂层；

国外 E/F/G级重型燃气轮机中涡轮叶片表面也均采

用了热障涂层技术。

20世纪 70年代中期，双层涂层系统热障涂层研

究获得突破性进展，在 J75涡喷发动机涡轮工作叶片

上得到了成功的试验验证[15]；80年代初，PW公司成功

开发了等离子喷涂热障涂层PWA264，其陶瓷面层是

质量分数为 8%的氧化钇部分稳定的氧化锆（8YSZ）；

90年代，GEAE公司成功地在CF6-50发动机第2级涡

轮导向叶片上采用了真空等离子喷涂MCrAlY黏结

层和大气等离子喷涂陶瓷层的热障涂层，在CF6-80
发动机的第 1级工作叶片上采用 PtAl黏结层和电子

束物理气相沉积陶瓷层的热障涂层，第 2级涡轮导向

叶片采用了大气等离子喷涂MCrAlY黏结层和大气

等离子喷涂陶瓷层的热障涂层。

国外地面重型燃气轮机热障涂层的研制以西门

子、GE和三菱公司为代表，F级燃机曾采用低压等离

子喷涂NiCoCrAlY黏结层制备，虽然致密度高，抗氧

化性能好，但考虑到成本因素，早已将低压等离子喷

涂工艺改成了超声速火焰喷涂且应用至今，其涂层一

般由超声速火焰喷涂NiCoCrAlY黏结层和大气等离

子喷涂YSZ层组成。国外燃机涂层的黏结层采用双

层结构，内层靠近基体侧采用小粒径粉末，结构致密，

主要提供Al的供应，外层采用大粒径粉末，主要形成粗

糙的表面，以提高黏结层与YSZ陶瓷层的结合程度。

目前，国外在役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片热障涂层应

用的主要材料及制备技术见表 1。从表中可见，欧美

发达国家MCrAlY黏结层制备技术主要以低压等离

子喷涂和超声速火焰喷涂为主，8YSZ陶瓷层制备技

术主要以APS和EB-PVD为主。

3.2 中国应用情况

中国在热障涂层的制备工艺研究方面起步较晚。

2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采用等离子喷涂工艺制备热障

涂层，并逐步在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的部件上应用。

图2 EB-PVD设备及工作原理

类型

战斗机用

发动机

大运/大客用

发动机

重型燃气

轮机

型号

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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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10
CF6-80
CF6-50
CFM56-7
PW2000

7FA TECo baseline

部件

工作叶片

工作叶片

第1级工作叶片

第2级导向叶片

第1级导向叶片

第1级工作叶片

第1级导向叶片

第1级工作叶片

涂层

8YSZ
8YSZ

PtAl/8YSZ
PtAl/8YSZ

MCrAlY/8YSZ
铝化物/8YSZ
MCrAlY/8YSZ
CoCrAlY/8YSZ
NiCrAlY/8YSZ
NiCoCrAlY/8YSZ

改性NiCoCrAlY/8YSZ

工艺

EB-PVD
EB-PVD

电镀+渗层/EB-PVD
电镀+渗层/EB-PVD

LPPS/APS
渗层/EB-PVD

EB-PVD/EB-PVD
HVOF/APS
LPPS/EB-PVD
LPPS/ APS-DVC
LPPS/ EB-PVD

表1 国外主要型号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片热障涂层

批量应用情况

垂直旋转结构

水平旋转结构

靶材靶材

工件

主工作室

电子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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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等[16]于 2002年在国内最先报道了将 EB-PVD技

术用于涡轮工作叶片热障涂层的制备。经过多年的

研制及逐步应用，中国涂层的制备工艺获得了显著的

发展，超声速高能等离子喷涂工艺在导向叶片表面获

得了批量应用。同时国内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系统研

究了EB-PVD、APS工艺过程中的物理化学本质及涂

层形成机理，为涂层性能调控和质量控制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目前中国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涡轮导向

叶片表面应用的黏结层主要为NiCrAlY、NiCrAlYSi、
NiCoCrAlY、CoCrAlY等，其制备工艺主要以 APS和
HVOF为主；陶瓷面层成分均为 8YSZ，制备工艺为

APS和EB-PVD；高压涡轮工作叶片热障涂层的黏结

层材料主要为NiCrAlYSi、NiCoCrAlY、CoCrAlY，制备

工艺以真空电弧镀、EB-PVD为主，8YSZ陶瓷面层使

用EB-PVD工艺制备。由于对工艺过程的自动化控

制和参数的闭环控制做得不到位，热障涂层制备工艺

稳定性和一致性与国外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中国的重型燃气轮机由于长期采用对外合作方

式，其热障涂层尚未形成体系，对于燃气轮机叶片热

障涂层生产成本的关注度也不够。没有针对燃气轮

机叶片的实际工况和叶片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

技术研究，其工艺路线与航机类似，但叶片尺寸和功

能却完全不同，势必造成性价比低的现状。目前燃气

轮机高压涡轮导向叶片应用了CoCrAlY或NiCoCrAlY
金属黏结层及APS-8YSZ热障涂层，其第 1级工作叶

片（动叶片）应用了 EB-PVD热障涂层。针对国外 F
级燃气轮机开展了叶片热障涂层的修理工作，中国初

步掌握了燃机叶片热障涂层去除和再涂覆技术，目前

修理的燃机叶片已经完好服役6000 h。
4 涡轮叶片热障涂层主要失效行为

热障涂层的特殊性能取决于涂层材料特性以

及涂层特殊的组织结构，而上述材料特性及组织结构

优化设计及精细化控制取决于涂层在复杂多耦合因

素下的退化失效机制，热障涂层寿命周期内性能影响

因素如图3所示。

热障涂层内存在环境/陶瓷层/热生长氧化层/金
属黏结层/高温合金基体多个界面，这些界面在高温

使用过程中随温度和时间发生动态变化并由此引起

涂层内应力的动态变化；同时，航空发动机叶片服役

环境非常恶劣，承受复杂的热、力、环境沉积物、高频

振动等多载荷的耦合作用，由于以上原因，发动机叶

片热障涂层被公认为是结构最复杂、服役环境最恶劣

而失效模式最复杂多变、工作寿命最难以预测的一种

防护涂层。

4.1 TGO引起失效

国外针对热障涂层组织结构演变与失效机理开

展的研究表明[8]，热障涂层材料热膨胀系数的不匹配

引起的热应力以及涂层内热氧化层（Thermally Grown
Oxide，TGO）的形成与生长是导致涂层失效的主要原

因。由于 TGO与基体的热膨胀不匹配，TGO附近可

产生高达 3~6 GPa的压应力。此外，在TGO层生长过

程中发生 θ相到α相的转变，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体

积膨胀，将产生高达 1 GPa的压应力。与任何处在压

应力状态下的薄膜一样，TGO总是倾向于在平面内扩

展，以释放储存在其中的晶格畸变能，降低应力。当

受到相邻涂层的束缚时，TGO便倾向于在垂直于界面

的方向上变形，以获得较大的表面积，即发生褶皱，同

时也伴随着黏结层的黏塑性形变。在这一过程中，

TGO向相邻涂层施加了较大的拉应力，导致其周围涂

层内裂纹的萌生。在经过等温氧化处理或热循环之

后，裂纹逐渐扩展，并且当一定数量的相邻裂纹发生

桥连时，涂层最终剥落。

随着Al的消耗和Ni、Co、Cr等元素向TGO方向的

扩散并穿过 TGO层，在 TGO和黏结层/TGO和 TBC之

间生成了以Ni、Co、Cr、Al等混合氧化物组成的尖晶

石等新相，由于尖晶石是脆性相，在应力作用下容易

发生脆性断裂，从而造成涂层分层剥裂而失效。值得

注意的是，涂层制备过程引起的界面和层内的残余应

力分布、样品的几何尺寸和外形引起的应力分布以及

测试方法等对涂层的失效模式及寿命均有很大影响。

图3 热障涂层寿命周期内性能影响因素

成分
形貌和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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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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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空间分布、
沉积速率、过
程稳定性
基体
表面粗糙度
界面扩散
基板温度

显微组织

孔隙率
孔隙类型（APS）
片层间
微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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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态
隔热性能
符合性评价

随温度和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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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MAS引起失效

近年来，国内外均在关注环境沉积物 CMAS
（CaO-MgO-Al2O3-SiO2）是导致热障涂层过早失效和

逐层剥落的主要诱因[1]，某高导叶片叶盆涂层因

CMAS沉积严重而脱落（如图 4所示），且 CMAS沉积

物是无法从根源防治的外来物，其具有较低的熔点，

会熔融渗入涂层内部，不但会溶解 8YSZ陶瓷层，且会

加速涂层的烧结和相变失

稳；同时由于其具有脆性，

且表面附着后会引起热不

匹配性等，均会导致涂层

过早失效。因此 CMAS引
起的失效被学术界和工程

界认为是目前高性能热障

涂层应用所必须解决的核

心问题。

CMAS作为环境沉积物的一种，来自于大气中悬

浮的微小灰尘颗粒等。航空发动机运行时，CMAS颗
粒被吸入发动机内部，堵塞发动机的连接部件和管

道，冲刷飞机发动机叶片，熔融状态的 CMAS侵蚀腐

蚀叶片上的热障涂层。随着飞机发动机技术的快速

发展，涡轮前进口温度显著提高，逐渐达到并超过了

CMAS的低共晶熔点，由CMAS引起的热障涂层失效

愈发严重，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总而言之，CMAS对 TBCs的破坏主要是热化学

和热机械作用。CMAS侵蚀腐蚀，CMAS对YSZ陶瓷

层的密实作用，引起涂层的热膨胀系数和热导率等关

键性能发生改变，最终导致涂层产生分层、开裂和剥

落。关于热障涂层的 CMAS防护思路主要有：（1）阻

止 CMAS熔化后的渗入（在涂层表面形成致密层，阻

止CMAS的渗入）；（2）阻止渗入后引起的氧化锆晶型

转变（促进形核使 CMAS结晶）；（3）阻止在陶瓷层渗

入区域产生压缩等。

Julie等 [17]发现等离子喷涂 Gd2Zr2O7和 YSZ+Al+
Ti热障涂层能与 CMAS发生反应生成稳定的结晶产

物而有效阻止 CMAS的渗入；Krämer等 [18]发现 EB-
PVD Gd2Zr2O7 热障涂层的柱状晶间隙能迅速被

CMAS与 Gd2Zr2O7的反应产物填充而阻止 CMAS的
进一步渗入。

5 结束语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

涡轮叶片热障涂层虽然已经广泛应用，但仍没有真正

掌握涂层组织结构与涂层服役环境、材料、制备工艺

的匹配性，没有建立材料—制备工艺—性能—服役环

境匹配性的有机关联，必须从工程化应用稳定性入

手，在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彻底解决，才能满足中国航

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飞速发展的需求。

随着航空发动机向高推重比方向发展，原有的热

障涂层已不能满足航空发动机的发展需求，因此亟需

发展新型热障涂层。新一代热障涂层未来的发展方

向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1300 ℃以上新型超高温热障涂层陶瓷层材料。

（2）1200 ℃以上抗超高温氧化并与先进单晶高

温合金界面匹配的新型黏结层材料。

（3）新一代长寿命热障涂层的制备技术。

（4）先进热障涂层表征方法。

（5）抗CMAS防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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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压比对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流量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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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明落压比对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流量特性的影响，对试验坐标压比选择和气膜孔分布 2个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

研究。忽略燃气及冷却空气温度的影响，依据涡轮叶片气膜孔出口静压将其分为 3类。当涡轮叶片气膜孔以第 1类或第 2类为主

时，通过试验坐标压比的选择消除落压比对流量特性的影响；当涡轮叶片气膜孔以第 3类或复合型为主时，利用 2个不同落压比下

的流量特性，采用影响因子分析法可以获得任意落压比下的流量特性关系式。选用某型涡轮导向叶片进行不同落压比下的流量

特性试验，结果表明：理论分析结果与试验结果相差3%，二者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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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Nozzle Pressure Ratio on Flow Characteristic of Aeroengine Turbine Blade
CAO Zhi-shun，WANG Hong-bin，ZHANG Shu-lin，ZHANG Lian-he，WANG Xiao-meng，LIU Xu，GE Hong-zhi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influence of nozzle pressure ratio on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aeroengine turbine blade，two main in-
fluencing factors of test coordinate-pressure ratio selection and film hole distribution were studied. Ignoring the influence of gas and cool⁃
ing air temperature，it was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according to the static pressure at the outlet of the film hole of turbine blade. When the
film hole of turbine blade was dominated by first type or second type，the influence of nozzle pressure ratio on flow characteristics was elimi⁃
nated by selecting the test coordinate-pressure ratio. When the film hole of turbine blade was dominated by third type or compound type，
the flow characteristic relation under any nozzle pressure ratio could be obtained based on th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two different nozzle
pressure ratios by using the impact factor analysis method. The flow characteristic test of a turbine guide blade was carried out under differ⁃
ent nozzle pressure ratio.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results are 3% different from the test results，and they are in good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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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航空发动机性能的不断提高，涡轮前温度不

断升高，涡轮叶片需要在更高的燃气温度下可靠地工

作[1-3]，因此冷却技术随之发展[4-6]。空心涡轮叶片的

气膜冷却技术由于其冷却效率较高，得到了广泛应

用[7-9]。流量比是影响气膜冷却效率的主要因素之

一[10-13]，通过试验获取流量特性曲线是准确预测涡轮

叶片的冷却空气流量的主要方法之一[14]。

试验获取涡轮叶片的流量特性关系是将换算流

量（冷却空气质量流量、总温和总压的无量纲数）作为

纵坐标，将压比（冷却空气总压与栅前总压或栅后静

压的比值）作为横坐标，绘制关系曲线。试验数据表

明，当试验叶栅的落压比（栅前总压与栅后静压的比

值）发生变化时，试验获取的流量特性关系曲线也会

随之变化。分析落压比对涡轮叶片流量特性的影响

程度，可以将任意落压比状态下获取的试验流量特性

曲线变换到设计人员需求的状态，同时，试验可以在

低状态下进行，可大大节约试验成本，降低对试验设

备的要求。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较少。

本文分别推导落压比变化对 3类气膜孔流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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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系曲线的影响程度，并进一步应用到具有复杂气

膜孔结构的涡轮叶片上。以某型涡轮导向叶片为研

究对象，对比了在高温及常温、相同及不同落压比状

态下的流量特性曲线。

1 涡轮叶片流量特性理论分析

1.1 涡轮叶片气膜孔模型的简化

研究表明，涡轮叶片冷却空气的温度变化对流量

特性曲线没有影响[14]；真实涡轮叶片所用材料的线膨

胀系数较小，在高温燃气作用下气膜孔几何尺寸变形

可以忽略。因此，本文不考虑冷气和燃气的温度变化

带来的影响。涡轮叶片的壁面厚度尺寸较小，将外壁

面的气膜孔通道简化成等直径管道模型。

涡轮叶片的气膜孔在叶身上的分布如图 1所示。

依据气膜孔的当地静压水平，将涡轮叶片气膜孔分为

3类：

（1）第 1类。主要分布于叶片前缘位置，气膜孔

当地静压与栅前总压相当，可简化成逆流放置于燃气

环境中的等直径管道模型，如图2所示。

（2）第 2类。主要分布于叶片尾缘位置，气膜孔

当地静压与栅后静压相当，可简化成顺流放置于燃气

环境中的等直径管道模型。

（3）第 3类。主要分布于叶盆和叶背，气膜孔当

地静压介于栅前总压和栅后静压之间，可以简化成与

燃气来流速度方向夹角为 θ的等直径管道模型，

θ ∈ ( )0°,180° 。

θ的大小并非气膜孔与燃气来流速度方向的真

实夹角，是影响该气膜孔冷却空气流出的所有因素的

综合作用指标，称为当量夹角。当 θ = 0°时，第3类气

膜孔等同于第 1类气膜孔；当 θ = 180°时，第 3类气膜

孔等同于第2类气膜孔。

1.2 简化模型的流量特性分析

流量特性试验曲线的坐标压比，通常选择冷却空

气总压与栅前总压的比值，或者冷却空气总压与栅后

静压的比值。选择不同试验坐标压比，3类气膜孔的

试验流量特性关系对落压比变化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1.2.1 第1类气膜孔

（1）当地坐标压比小于临界点状态，此时，简化模

型当地静压与栅前总压相当。

a.试验坐标压比的静压选为栅前总压。

当燃气在状态 1的落压比条件下稳定流动时，各

状态参数如图 2（a）所示，当地坐标与试验坐标压比

存在如下关系

P *1 - 1
P1 - 1

= P *
c - 1 - ΔP1
P *
g - 1

≈ P *
c - 1
P *
g - 1

（1）
式中：P *1 - 1为当地总压；P1 - 1为当地静压；P *

g - 1为栅前

总压；ΔP1为冷却空气的总压损失，为小量，可以忽

略；P *
c - 1为冷却空气总压。

若燃气落压比变为状态2，则
P *1 - 2
P1 - 2

= P *
c - 2 - ΔP2
P *
g - 2

≈ P *
c - 2
P *
g - 2

（2）
依据 1维定常流动理论，在当地坐标下，该管道

的流量特性关系式惟一。因此，2种状态下的相同当

地压比坐标对应的当地换算流量相同。由于冷却空

气的总温、总压损失是小量，则当地换算流量与试验

换算流量相当。因此，相同的试验换算流量对应的 2
种状态试验坐标压比之间的关系为

P *
c - 2
P *
g - 2
/ P *

c - 1
P *
g - 1
≈ 1 （3）

式（3）表明，若试验坐标压比的静压选择栅前总

压，在不同落压比下，流量特性关系曲线的相同试验

换算流量对应的试验压比坐标相同。此时，落压比的

变化对第1类气膜孔的流量特性关系式没有影响。

b.试验坐标压比的静压选为栅后静压。

图1 涡轮叶片气膜孔分布 （a）第1类气膜孔

（b）第2类气膜孔 （c）第3类气膜孔

图2 气膜孔简化模型

第2类气膜孔第3类气膜孔
第1类气膜孔

P *1 - 2P1 - 2

P *1 - 1P1 - 1

P *g - 1

P *g - 2

P *c - 1 P *c - 2

P0 - 1

P0 - 2

管道 环境

P *1 - 4P1 - 4
管道

环境

P *1 - 3P1 - 3

P *g - 3

P *g - 4

P *c - 3 P *c - 4

P0 - 3

P0 - 4

P *1 - 6P1 - 6 管道 环境

P *g - 5

P *g - 6

P *c - 5 P *c - 6

P0 - 5
P0 - 6

P *1 - 5P1 - 5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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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3）中栅前总压用栅后静压与落压比表示，则

P *
c - 2
P0 - 2

/ P *
c - 1
P0 - 1

≈ Kp2
Kp1

（4）
式中：P0 - 1、P0 - 2分别为涡轮叶片的栅后静压；Kp1、Kp2
分别为不同试验状态下的落压比，Kp1 = P *

g - 1 /P0 - 1，
Kp2 = P *

g - 2 /P0 - 2。
式（4）表明，若试验坐标压比的静压选择栅后静

压，在不同落压比下，流量特性关系曲线的相同试验

换算流量对应的试验压比坐标不同，二者的比值与落

压比的比值成正比，在相同换算流量下，对应的试验

压比坐标随落压比的增大而按比例增大。此时，落压

比的变化影响了第1类气膜孔的流量特性关系式。

（2）当地坐标压比达到临界点状态。

当管道的当地坐标压比达到临界点时，管道的换

算流量不再增加。随着冷却空气进口总压持续提高，

当地压比保持不变；但是，试验坐标压比持续增大，导

致试验获取的流量特性曲线会产生平直段。第 1类
气膜孔流量特性关系式随落压比的变化关系如图 3
所示。

1.2.2 第2类气膜孔

（1）当地坐标压比小于临界点状态，此时，管道当

地静压与栅后静压相当。

a.试验坐标压比的静压选为栅前总压。

燃气落压比状态自Kp3变化为Kp4（图 2（b）），则较

容易推导出相同换算流量位置对应的试验坐标压比

之间的关系

P *
c - 4
P *
g - 4
/ P *

c - 3
P *
g - 3
≈ Kp3
Kp4

（5）
式（5）表明，若试验坐标压比的静压选择栅前总

压，在不同落压比下，流量特性关系曲线的相同试验

换算流量对应的试验压比坐标不同，二者的比值与落

压比的比值成反比（如图 4所示）。在相同换算流量

下，对应的试验压比坐标随落压比的增大而按比例变

小。此时，落压比的变化影响了第 2类气膜孔的流量

特性关系式。

b.试验坐标压比的静压选为栅后静压。

将式（5）中栅前总压用栅后静压与落压比表示，则

P *
c - 4
P0 - 4

/ P *
c - 3
P0 - 3

≈ 1 （6）
式（6）表明，试验坐标压比的静压选择栅后静压

时，在不同落压比下，流量特性关系曲线的相同试验

换算流量对应的试验压比坐标相同。此时，落压比的

变化对第2类气膜孔的流量特性关系式没有影响。

（2）当地坐标压比达到临界点状态。

类比于第 1类气膜孔，第 2类气膜孔的试验流量

特性关系式随落压比的变化关系如图4所示。

1.2.3 第3类气膜孔

（1）试验坐标压比流量特性关系式分析。

第 3类气膜孔当地静压介于第 1、2类气膜孔之

间。当试验坐标压比的静压选择栅前总压时，试验坐

标压比对落压比的变化不如第 2类气膜孔的变化剧

烈；同理，当试验坐标压比的静压选择栅后静压时，试

验坐标压比对落压比的变化也不如第 1类气膜孔的

变化剧烈。

试验流量特性关系式随落压比变化的关系如图

5所示。

（2）影响因子分析法。

得到第 3类气膜孔流量特性关系式的解析解是

极为困难的。但在位置、角度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

第 3类气膜孔的当量夹角是确定的，即气膜孔对落压

图3 第1类气膜孔流量特性关系式随落压比的变化关系

Gh

Kp
X XKp1

XKp2

Kp1>Kp2

Kp1>Kp2

Kp1

Kp2

出口静压：
燃气进口总压

出口静压：
燃气出口静压

图4 第2类气膜孔流量特性关系式随落压比的变化关系

Gh

KpXX/Kp3

X/Kp4

Kp3>Kp4

Kp3>Kp4
Kp3

Kp4

出口静压：
燃气进口总压

出口静压：
燃气出口静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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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变化的敏感程度是不变的。因此，若已知 2个不同

落压比状态的关系式，分析第 3类气膜孔对落压比变

化的敏感度，可以进一步推导其他落压比状态的流量

特性关系式。下面就不同的压比坐标选择分别进行

推导。

a.试验坐标压比的静压选为栅前总压。

第 3类气膜孔的出口静压介于第 1、2类气膜孔出

口静压之间，因此，当第 3类气膜孔外部的燃气落压

比在 Kp5和 Kp6间改变时，由式（3）、（4）可知，2个流量

特性关系式的任意相同的换算流量Ghi对应的不同落

压比之间的试验坐标、压比，必然存在某个常数α i满足

P *
c - 6
P *
g - 6
/ P *

c - 5
P *
g - 5

= α i Kp5
Kp6

（7）

式中：αi在 1/ Kp5
Kp6

和 1的最值之间取值（如图 6所示）。

当
Kp5
Kp6
≥ 1 时 ，αi ∈ é

ë
êê

ù

û
úú1/ Kp5

Kp6
, 1 ；当

Kp5
Kp6
≤ 1 时 ，

αi ∈ é
ë
êê

ù

û
úú1, 1/ Kp5

Kp6
。

不同的Ghi对应的 αi是当量夹角 θ的最值区间单

调连续函数。因此，假设 θ在不同的换算流量下对压

比坐标的影响程度相同，即 θ不变的第 3类气膜孔，在

任意落压比下，相同的试验换算流量对应的试验坐标

压比之间的比例变换关系不变，则可认为 αi=αi + 1=α1
是一个常数（如图 7所示）。定义该比例关系为 k1 =
1 - α1
1 - 1/ Kp5

Kp6

，k 1 ∈ ( )0,1 。当 k1 = 0时，气膜孔等同于第

2类气膜孔；当 k1 = 1时，气膜孔等同于第 1类气膜

孔。k1的大小反映了气膜孔受落压比影响的程度，称

为影响因子。

b.试验坐标压比的静压选为栅后静压。

同理，试验坐标压比的静压选为栅后静压时，存

在比例系数β1满足

P *
c - 6
P *
g - 6
/ P *

c - 5
P *
g - 5

= β1 Kp6
Kp5

（8）

定义影响因子 k2 = 1 - β1
1 - 1/ Kp6

Kp5

。

综上所述，对于某固定当量夹角的第 3类气膜

孔，当量夹角与影响因子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已知任

意 2个不同落压比下的流量特性关系式均可以通过

式（7）和式（8）计算确定 2个影响因子，从而得到任意

落压比状态下的流量特性关系式。影响因子的大小

反映了第3类气膜孔在第1、2类气膜孔之间的相似程

度，且较容易推导得到：k1 + k2 = 1。
1.3 涡轮叶片的流量特性分析

对于不同型号的涡轮叶片，也可比拟成上述3种类

型，因此其流量特性关系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1）第 1类。对于气膜孔主要集中于叶片前缘区

域的涡轮叶片，所有气膜孔当地静压水平与栅前总压

水平相当，此时，多个气膜孔的组合相当于某一固定

图6 比例系数取值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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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第3类气膜孔的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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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第3类气膜孔流量特性关系式随落压比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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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的第 1类管道模型，当地静压仅与栅前总压有

关，应选择栅前总压作为试验坐标压比，可以有效地

降低甚至忽略燃气落压比状态的变化对流量特性的

影响。

（2）第 2类。同理，对于气膜孔主要集中于叶片

尾缘区域的涡轮叶片，应选择栅后静压作为试验坐标

压比。

（3）第 3类。对于同时存在多种类型气膜孔的涡

轮叶片，在气膜孔的综合作用下，相当于某个当量夹

角确定的第 3类管道模型，栅前总压或栅后静压作为

试验坐标压比均可。采用上述分析方法，从 2个已知

落压比下的流量特性关系式可以得到任意落压比下

的流量特性关系式。

2 涡轮导向叶片的流量特性试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理论分析的合理性，对某型

涡轮导向叶片在高温及常温、相同以及不同落压比下

进行了多状态的流量特性试验。

2.1 试验件

试验件为某型涡轮导向叶片，叶身气膜孔遍布于

叶片前缘、尾缘、叶盆和叶背。叶片内部冷却空气分

为 2个独立腔体进气，即靠近前缘的前腔和靠近尾缘

的后腔。

2.2 试验状态

设计的试验状态见表1。

2.3 试验结果分析

2.3.1 相同落压比的试验结果

前腔的流量特性曲线如图 8所示。图例中“总”

表示选择栅前总压作为试验坐标压比的静压，“静”表

示选择栅后静压作为试验坐标压比的静压，下同。

在相同落压比下，选择同样试验坐标压比的 3种
状态曲线具有较好的重合性，表明流量特性关系式与

燃气温度、冷气温度无关，甚至与来流总压的绝对值

大小无关。选择不同的试验坐标压比，则表现了明显

的差异性。因此，坐标的选择影响了流量特性曲线的

趋势，但落压比的变化是造成相同坐标压比的流量特

性曲线不同的根本原因。

后腔流量特性曲线如图 9所示，可以得出与上述

相同的结论。

2.3.2 不同落压比的试验结果

前腔流量特性关系式随落压比的变化如图 10所
示。从图中可见，当选择栅前总压作为试验坐标压比

的静压时，不同落压比的流量特性曲线较为接近，相

差不大，但仍然可见随着落压比的增大，相同换算流

量对应的横坐标值减小；当选择栅后静压作为试验坐

标压比时，随着落压比的增大，相同换算流量对应的

图8 前腔流量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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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后腔流量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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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前腔流量特性关系式随落压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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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燃气温度/
K
900
常温

常温

常温

常温

栅前总压/
MPa
1.30
0.56
0.78
0.66
1.00

栅后静压/
MPa
1.11
0.48
0.67
0.53
0.93

落压比

1.17
1.17
1.17
1.24
1.08

冷气温度/
K
473
294
294
294
294

表1 试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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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坐标值增加明显。由此可见，该涡轮叶片前腔气膜

孔以第1类气膜孔为主。

后腔换算流量关系式随落压比的变化关系如图

11所示。当选择栅前总压作为试验坐标压比的静压

时，随着落压比的增大，相同换算流量对应的横坐标

值明显减小；当选择栅后静压作为试验坐标压比的静

压时，随着落压比的增大，相同换算流量对应的横坐

标值也明显增加。由此可知该涡轮叶片气膜孔在后

腔的分布以第 3类气膜孔为主，无论试验坐标压比如

何选取，流量特性曲线随着落压比的变化而显著变化。

上述试验数据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具有很好的

一致性。

2.3.3 影响因子分析法的应用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影响因子分析法的有效性，

分别取3种不同落压比状态3、4、5的试验数据对影响

因子的试验值进行分析，结果见表2。

理论上，该涡轮叶片的任意 2种状态之间的影响

因子是固定值，但由于误差的存在，导致在不同状态

下获取的影响因子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依据式（7）分析可知，影响因子的误差来源为压

比及落压比。一般流量特性试验关系式的相对误差

<2%，压力测量误差<0.5%，依据传递误差分析，试验

获取影响因子的误差<3%。

将 3次试验获取的结果取均值，确定拟合其他状

态的影响因子，结果见表3。

已知在落压比为Kp2下，换算流量值Gh2对应的试

验坐标压比为 X2，则可以推导得到在任意落压比 Kpi
下，试验用涡轮导向叶片的前、后腔换算流量Gh2对应

的试验坐标压比Xi满足下列关系。

（1）试验坐标压比为栅前总压。

前腔

Xi = X2 é
ë
êê

ù

û
úú1 - 0.866(1 - Kpi

Kp2
) Kp2
Kpi

（9）
后腔

Xi = X2 é
ë
êê

ù

û
úú1 - 0.501(1 - Kpi

Kp2
) Kp2
Kpi

（10）
（2）试验坐标压比为栅后静压。

前腔

Xi = X2 é
ë
êê

ù

û
úú1 - 0.133(1 - Kp2

Kpi

) Kpi

Kp2
（11）

后腔

Xi = X2 é
ë
êê

ù

û
úú1 - 0.516(1 - Kp2

Kpi

) Kpi

Kp2
（12）

采用式（9）~（12）推导各试验状态的流量特性关

系曲线，与试验数据的对比分析如图 12~15所示。分

析结果表明，拟合推导数据与试验数据相对误差<
3%，二者具有较好的重合性，表明该方法用于分析落

压比对流量特性关系式的影响具有较为理想的精度。

前腔

后腔

k1/%
86.6
50.1

k2/%
13.3
51.6

（k1+k2）/%
99.9
101.7

表3 影响因子的确定

图12 前腔-栅前总压

图11 后腔换算流量关系式随落压比的变化关系

前腔

后腔

选取试验状态

4、5
3、5
3、4
4、5
3、5
3、4

k1/%
86.6
87.3
86.0
50.1
48.9
51.2

k2/%
13.2
12.6
14.1
52.3
51.8
50.6

（k1+k2）/%
99.8
99.9
100.1
102.4
100.7
101.8

表2 试验状态影响因子

换
算

流
量

1.5E-06
1.4E-06
1.3E-06
1.2E-06
1.1E-06
1.0E-06
9.0E-07
8.0E-07

状态3-总
状态4-总
状态5-总
状态3-静
状态4-静
状态5-静

3.02.52.01.51.0
压比

3.5

换
算

流
量 状态3-总

状态4-总
状态5-总
状态3-拟合

状态4-拟合

状态5-拟合

3.02.52.01.51.0
压比

3.1E-06
2.9E-06
2.7E-06
2.5E-06
2.3E-06
2.1E-06
1.9E-06
1.7E-06
1.5E-06
1.3E-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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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通过本文的论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涡轮叶片的流量特性关系式与所选取的试验

坐标压比相关，对于同一涡轮叶片，因选取的试验坐

标压比不同，得到的流量特性关系式也会不同；

（2）流量特性关系式受燃气落压比的影响程度与

试验坐标压比的选择和涡轮叶片自身的气膜孔分布

情况有关；

（3）以第 1类气膜孔为主的涡轮叶片，选择冷却

空气总压与栅前总压的比值为试验坐标压比，以第 2
类气膜孔为主的涡轮叶片，选择冷却空气总压与栅后

静压的比值为试验坐标压比，可以降低甚至忽略落压

比变化对流量特性关系式的影响；

（4）理论分析结果和试验结果均表明，针对以第

3类气膜孔为主或者同时具有多种类型气膜孔的涡

轮叶片，采用影响因子分析法可以有效地对任意落压

比状态进行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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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路单喷口RP-3航空煤油雾化特性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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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获取单路单喷口喷嘴的雾化特性及其影响因素，在综合试验台上进行供油压力为 200～600 kPa的某喷嘴雾化特性

试验，得到RP-3航空煤油喷雾雾化锥角，使用相位多普勒粒子分析仪测得喷口处雾化粒度和油滴平均速度。结果表明：在不同油

压下的雾化锥角与韦伯数呈正比；在同一水平截面内，雾锥中心的油滴平均速度较大，且油滴平均速度也与韦伯数呈正比；索特尔

平均直径与韦伯数呈反比；喷口处索特尔平均直径最小；通过准则方程得到单路单喷口的RP-3航空煤油索特尔平均直径的关系

式为D32 = 58014d0 0.18416 v0.08768ΔP-0.45176；从关系式可见，压力对索特尔平均直径影响较大，压力的升高能迅速降低雾化粒度。

关键词：雾化特性；锥角；油滴平均速度；索特尔平均直径；韦伯数；RP-3航空煤油；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S1.007

Test Study on Spray Characteristics of RP-3 Aviation Kerosene of Simplex Swirl Atomizer
WU Zong-lin，MA Hong-an，FU Shu-qing，YANG Cong，ZENG Wen

（Liaoning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Measurement and Test Technology for Aviation Propulsion System，Faculty of Aero-space En⁃

gine，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Shenyang 110136，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obtain the spray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implex swirl atomizer，the spray characteristics of a at⁃
omizer was tested on the comprehensive test bench with a pressure of 200～600 kPa. The atomization cone angle of RP-3 aviation kerosene
spray was obtained and the atomization particle size and droplet velocity mean at the nozzle were measured by Phase Doppler Particle Ana⁃
lyz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tomization cone angle is proportional to the Weber number under different oil pressure. In the same hori⁃
zontal section，the droplet velocity mean in the center of atomization cone is larger，and the droplet velocity mean is proportional to Weber
number. The Sauter mean diameter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at of Weber. The Sauter mean diameter is the smallest at the nozzle. Ac⁃
cording to the criterion equation，the formula of the Sauter mean diameter of RP-3 aviation kerosene of simplex swirl atomizer is .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relationship that the pressure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auter mean diameter，and the increase of pressure can rapidly re⁃
duce the atomization particle sizes.

Key words：spray characteristics；cone angle；droplet velocity mean；Sauter mean diameter；Weber number；RP-3 aviation kerosene；
aeroengine

0 引言

在航空航天领域，燃油雾化特性对航空发动机燃

烧室的性能有重大影响，其主要包括流量特性、锥角

特性、雾化粒度特性等，研究燃油雾化特性对燃烧室

内燃烧完全度、效率、点火性能、出口温度场及污染物

排放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国内外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对航空煤油的基础

物性、着火特性、燃烧特性、雾化特性进行了研究，但

多集中于燃料基础燃烧特性的分析与研究，比如着火

延迟时间、层流燃烧速度、火焰稳定性等，而对不同工

况下航空煤油雾化特性研究较少。Fernandes等[4]和

刘伍权等[5]研究RP-3航空煤油在柴油机中的应用；

Chen 等[6]研究了柴油及其替代燃料通过单路单喷口

喷嘴的雾化特性，使用 2号柴油、地沟油提炼生物柴

油（Fatty Acid Methyl Ester，FAME）、20%生物柴油混

合燃料（B20）和 Jet-A作为试验燃料，得到各燃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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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长度、雾化粒度等特性；Bao等[7]研究超燃冲压发

动机的航空煤油雾化对点火的影响，得到喷口处压力

和喷射位置影响较大，喷口处压力存在可点火范围的

结论；Gebel等[8]使用激光诱导的爆轰波引起 Jet-A 1
航空煤油液滴颗粒破碎，得到其破碎机制；Ghose
等[9-10]研究了航空煤油与乙醇的混合燃料圆柱形雾化

燃烧特性，并得到航空煤油喷雾燃烧的辐射换热性能

和结焦性能；Song等[11]利用高速摄像机拍摄出跨临界

航空煤油喷雾；Yang等[12-13]分别使用试验和数值模拟

研究航空煤油与生物燃料混合燃料的雾化燃烧特性，

得到雾化锥角与氧化剂有关及喷雾燃烧机理和生成

物随生物燃料占比的改变而改变的结论；高伟等[14]和

梁获胜等[15]分别研究了超临界航空煤油雾化特性；刘

涛[16]使用定容弹研究了温度对航空煤油雾化特性的

影响；宋澜波[17]使用定容弹研究了不同压力、温度下，

不同掺混比的乙醇-航空煤油/生物柴油的雾化特性，

得到雾化粒度随喷射压力增大而减小，以及温度变化

时，液相贯穿长度增加，雾化粒度无明显变化，随着乙

醇比例提高，锥角变大，雾化粒度减小的结论；刘凯

等[18]和翟维阔等[19]使用多普勒相位粒子激光仪对某

重型燃气轮机双燃料喷嘴组雾化特性进行测试，得出

双路共同供油相互干扰的定量规律，同时得到雾化粒

度、喷雾锥角等指标，为喷嘴组改进、加工等提供可靠

依据；马洪安等[20]对比某型航空发动机 3个喷嘴的雾

化特性，得到喷口直径和旋流槽截面积是影响雾化特

性的主要因素，流量随供油压力的增大而增大，且增

速逐渐减慢的结论；雾化粒度随供油压力增大而减

小，且逐渐趋于稳定。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对

RP-3航空煤油等化石燃料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

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对燃料的雾化特性研究较少。

本文采用RP-3航空煤油为试验燃料，在喷嘴综合

试验台上完成了供油压力为 200～600 kPa的雾化试

验，并通过拟合得到RP-3航空煤油由单路单喷口时索

特尔平均直径的拟合关系式，为后续分析温度对燃料

雾化特性的影响、生物燃料雾化特性提供参考依据。

1 试验方法

喷嘴激光多普勒综合试验器如图 1所示。试验

系统由喷雾台、供油系统、光学测量系统、摄影仪、数

据收集系统、控制台等构成。试验采用相位多普勒激

光粒子分析法分析雾化粒度，所应用 TSI公司的相位

多普勒粒子分析仪/激光多普勒测速仪系统如图 2所

示。该系统主要包括功率为 5 W的激光器、分光器、

发射探头、接收探头、光电转换器和数据处理器等。

试验时，燃油由油罐

供给，经由油滤、流量计和

压力表到达喷嘴，在喷雾

台内雾化，由PDPA装置采

集雾化粒度，同时采用摄

影仪对喷雾状态进行拍

照，由喷雾台下方的油箱

收集喷出的燃油，经回油

泵送回油罐。

2 喷雾状态分析

从燃料质量守恒出发，得到喷口处雾滴的轴向速

度Ua

Ua = m
ρ fπt f ( d0 - t f ) （1）

式中：m为流量；ρ f为燃料密度；t f为喷口处油膜厚度；

d0为喷口直径。

根据几何关系和流动条件，Rizk等[21]提出了单路

单喷口喷嘴油膜厚度 t f的计算方法为

t f = 3.66( md0 μ fρ fΔP ) （2）
式中：μ f为燃料动力黏度；

ΔP为喷口处压力。

由喷口喷出的油膜

将形成雾锥状，雾锥外边

界与喷口中心线所形成

的夹角 θ称为锥角，如图

3所示。

图2 多普勒粒子分析仪系统

图3 单路单喷口喷嘴出口处

几何细节

图1 喷嘴激光多普勒综合试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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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几何关系，得到喷口处雾滴切向速度U

U= Ua

cos ( θ2 )
（3）

式（1）～（3）计算出的单路单喷口喷嘴油膜厚度

t f、轴向速度Ua、切向速度U随压力ΔP的变化规律如

图4所示。

从图 4中可见，随着供油压力的增大，喷口油膜

厚度逐步减小，而航空煤油的轴向和切向速度均有所

增大。切向速度较轴向速度增大得更迅速。将上面

获得的参数代入式（4），可得韦伯数We（变化规律如

图5所示）。

We = ρ fU 2 t f
σ

（4）
式中：σ为燃料张力。

从图中可见，当使用RP-3航空煤油作为燃料时，

随着供油压力的提高，韦伯数呈现出线性增长，且

100%呈现雾化状态[1]。为进一步研究喷雾贯穿长度、

临界韦伯数等，本文使用韦伯数作为试验分析标准。

3 结果与讨论

3.1 雾化锥角特性

雾化锥角主要根据火焰筒的形状与尺寸确定，其

大小将直接影响燃料与空气混合时的当量比，从而影

响燃烧效率和火焰筒的使用寿命。雾化锥角过大时，

燃料溅射到火焰筒壁面，导致火焰筒积碳，使火焰筒

过热损坏[22]；雾化锥角过小时，中心富油，燃烧不充

分，影响燃烧性能和火焰形状等。

本次试验的RP-3航空煤油雾化锥角通过捕获的

喷雾图像测量得到。利用Matlab/GUI图像处理功能

编制程序对雾化锥角图片进行测量与分析，对喷雾图

像进行降噪滤波、二值化等预处理，并提取其边缘图

像。测量时，标定距离喷口 70 mm处（一般为点火位

置）雾锥外边界与喷口连线的夹角为雾化锥角，取样

本平均值作为实际雾化锥角。

对于给定的流动条件，通过摄影仪捕获 30～50
组图像，随后对图片进行处理，得到边缘检测后的图

像，RP-3航空煤油由单路单喷口喷嘴喷出时，不同

韦伯数下边缘检测后的图像如图 6所示，雾化锥角随

韦伯数的变化关系如图7所示。

从图 6中可见，燃料与空气边界很难清晰界定与

辨别。因此，表征燃料雾化锥角时，不适合给出确定

值，而应该通过范围给出。从图 7中可见，雾化锥角

随着韦伯数的增大而增大。当韦伯数为 440时，雾化

锥角为 86°±5°；当韦伯数为 630～960时，雾化锥角为

92°±4°；当韦伯数为1100时，雾化锥角最大，为97°±4°。

图4 油膜厚度、轴向速度、切向速度随压力变化

图5 韦伯数随压力变化

图6 不同韦伯数下边缘检测结果

We=440

We=630

We=780

We=960

We=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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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速度特性

油滴平均速度的大小主要影响油膜破碎特性，从

而影响雾化射程等，平均速度过小时，雾化射程小，影

响点火性能。

测量距离喷口 20 mm处、水平间隔相同距离的

15～20个工况点的油滴平均速度，为减小试验误差，

取其中 12个工况点统计。RP-3航空煤油由单路单

喷口喷嘴喷出时，油滴平均速度与水平位置、韦伯数

的关系如图 8所示（横坐标数值越大，距离雾锥中心

越近）。

从图中可见，在水平方向上，距离雾锥中心越近，

油滴平均速度越大；在韦伯数为 440～780时增速较

慢，在韦伯数为 780～1100时增速较快；除韦伯数为

960时外，各工况最小平均速度随韦伯数的增大而增

大，所有工况的最大平均速度随韦伯数的增大而增大。

3.3 雾化粒度特性

雾化粒度的大小主要影响燃油表面与空气接触

的情况，从而影响蒸发速度和燃烧速度。雾化粒度过

大时，燃油与空气接触不充分，燃烧不完全，影响能量

转化效率；雾化粒度过小时，点火困难。本次试验采

用索特尔平均直径（Sauter Mean Diameter）D32作为

RP-3航空煤油雾化粒度的衡量标准。

3.3.1 雾化粒度随韦伯数的变化规律

测量距离喷口 20 mm处、水平间隔相同距离的

15～20个工况点的D32，取平均值。RP-3航空煤油由

单路单喷口喷嘴喷出时，无量纲数D32（D32与油膜厚

度 tf的比值）随韦伯数的变化关系如图9所示。

从图中可见D32/tf随着韦伯数的增大而减小；当

韦伯数从 440增大到 1100时，D32 / tf从 0.261减小到

0.212；当韦伯数小于 780时，D32/tf迅速减小，当韦伯数

大于780时，D32/tf减小速度明显放缓。

3.3.2 雾化粒度随垂直位置的变化规律

测量不同截面、相同压力下，平均间隔相同距离

的 15～20个工况点的D32，取平均值。RP-3航空煤油

由单路单喷口喷嘴喷出时，D32/tf随截面与喷口距离 z
的变化关系如图10所示。

从图中可见，D32/tf随 z增加而增大，且 z=10～20
mm时的变化率比 z=20～40 mm时的大。

3.4 准则方程拟合

根据单路单喷口喷嘴雾化机理和结构特性，对

D32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旋流槽截面积、喷口直径、喷口

图7 雾化锥角随韦伯数变化

图8 油滴平均速度与水平位置、韦伯数关系

图9 D32 /tf随韦伯数的变化

图10 D32/tf随截面与喷口距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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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压力、平均速度和燃料的张力、黏性、密度等，因此，

D32可表示为

D32 = f ( S,d0,ΔP, v,σ,μ f, ρ f ) （5）
式中：S为旋流槽截面积。

各参数见表1。

根据基本单位制，d0、ρ f、μ f拥有基本单位，因此RP-
3航空煤油由单路单喷口喷嘴喷出时的无因次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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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析量纲各无因次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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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Lx ( ML-3 )y ( ML-1T-1 )z
L2 = Lx4 ( ML-3 )y4 ( ML-1T-1 )z4
LT-1 = Lx5 ( ML-3 )y5 ( ML-1T-1 )z5
MT-2 = Lx6 ( ML-3 )y6 ( ML-1T-1 )z6
ML-1T-2 = Lx6 ( ML-3 )y6 ( ML-1T-1 )z6

（7）

解得

D32
d0
= f ( S

d0 2
, vd0 ρ f
μ f
, σd0 ρ f
μ f

, ΔPd0 2 ρ f
μ f 2

) （8）
有关D32的经验公式往往表示成幂函数的形式，

当喷嘴和燃料不变时，设参数m、n，式（8）可表示为

D32 = Cd0 ( vd0 ρ fμ f
)m ( ΔPd0 2 ρ f

μ f 2
)n （9）

式中：C为常数。

带入试验数据，其中 v取算数平均值，使用Leven⁃
berg -Marquardt 优化算法，得到 C=1.6046×108，m=
0.08768，n=-0.45176，相关性大于 0.99998。带入RP-
3航空煤油对应参数，得到如下拟合结果

D32 = 58014d0 0.18416 v0.08768ΔP-0.45176 （10）
即压力对D32的影响最大，喷口直径对D32的影响

相对较大，油滴平均速度对D32的影响相对较小，其原

因可能是压力变化引起速度变化。RP-3航空煤油

D32的试验结果与拟合结果随压力的变化关系如图 11
所示。

4 结论

通过进行单路单喷口RP-3航空煤油雾化特性试

验，并对捕获的图像和数据进行分析，基于分析结果，

得到以下结论：

（1）采用基于Matlab/GUI图像处理功能提取雾化

图像边缘，测量角度得到雾化锥角随韦伯数增大而增

大；

（2）在水平方向上，距离雾锥中心越近，油滴平均

速度越大，油滴平均速度随韦伯数增大而增大；

（3）D32随韦伯数增大而减小，且增速逐渐放缓，

D32随雾滴与喷口距离增加而增大；

（4）通过拟合得到D32关系式，得到对D32影响从

小到大的是：油滴平均速度、喷口直径、喷口压力。

基于研究结论，将陆续开展对某生物燃料雾化特

性、低温对航空煤油雾化特性的影响等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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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尾气颗粒物流动影响因素分析

张 豪，孙振生，胡 宇，张 寅，李 魁，王 广
（火箭军工程大学 导弹工程学院，西安 710025）

摘要：为了获得发动机尾喷管内荷电颗粒的流动特性，利用COMSOL软件建立基于气-固-电三相耦合的荷电颗粒运动模型，

以入口压强代表发动机工况，以颗粒直径和荷电量代表故障程度，探寻入口总压、颗粒直径、颗粒种类与颗粒流动的关系，并分析

了入口总压对颗粒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当颗粒直径小于 40 μm时，颗粒速度随直径增大有明显减小的趋势，当直径大于 40
μm时，颗粒速度逐渐处于平稳状态；对于同一直径的故障颗粒，其分布受发动机工况影响较小，可以忽略在同一故障程度下颗粒

分布对静电信号产生的影响；颗粒直径影响颗粒速度，而颗粒速度决定静电信号频率。在下一步研究中可通过异常静电信号频率

来判断发动机故障程度。

关键词：静电监测；荷电颗粒；发动机工况；故障程度；颗粒直径；尾喷管；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S1.008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Particle Flow in Aeroengine Exhaust
ZHANG Hao，SUN Zhen-sheng，HU Yu，ZHANG Yin，LI Kui，WANG Guang

（School of Missile Engineering，Rcoket Force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Xi’an 71002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obtain th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charged particles in the engine nozzle，a motion model of charged particles
based on the coupling of gas-solid-electric three-phase was established by COMSOL software. The inlet pressure was used to represent the
engine working condition，and the particle diameter and charge were used to represent the fault degr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let total
pressure，particle diameter，particle type and particle flow was explored and the influence of inlet total pressure on particle distribution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particle diameter is less than 40 μm，the particle velocity decreases obvious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diameter and when the diameter is more than 40 μm，the particle velocity is gradually in a stable state. For the fault particles of the
same diameter，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articles is less affected by the engin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article distribu⁃
tion on the electrostatic signal can be ignored under the same fault degree. Particle diameter affects the particle velocity, which deter⁃
mines the electrostatic signal frequency. In the next step，the fault degree of the engine can be judged by the abnormal electrostatic signal
frequency.

Key words：electrostatic monitoring；charged particles；engine condition；failure degree；particle diameter；nozzle；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故障在飞机飞行故障中占有相当大

的比例。据统计，在中国近 10年的飞行事故中，由航

空发动机导致的故障占机械和机务故障的 60%以

上，且常常因发动机故障导致飞行中的安全事故。如

果能够及时监测发动机潜在故障，将有效地减小飞机

的损失。目前常用的故障监测技术包括基于气路性

能参数的状态监测技术[1]、基于内窥分析的孔探测技

术[2]、基于润滑油分析的磨损类监控技术[3]等，多应用

于地面或者事故后离线分析，难以实现故障实时监

测；而基于静电感应的发动机气路故障监测技术[4]是

一种新型状态监测技术，具有实时性强、连续性好、可

靠性高等特点，可随时获取发动机气路工作状态。该

技术通过荷电颗粒在流场中的运动分布规律，建立颗

粒分布规律下的静电传感器感应模型，获取、处理反

映发动机状态的静电信号，提取发动机性能指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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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现潜在故障。因此，研究荷电颗粒在尾喷管中的

运动特性，建立荷电颗粒电场信号与其运动特性的关

系，是实现该技术的基础与关键。

对于荷电颗粒流动特性的研究，孙平等[5]利用离

散相模型模拟分析荷电颗粒在柴油机微粒捕集器

（Diesel Particulate Filter，DPF）孔道内的流动及沉积

状况，发现孔道内的颗粒沉积分布及渗流速度趋于平

缓；殷鹏飞等[6]通过建立轨道模型，对气流粉碎/静电

分散相复合制备超微粉体中粉碎分散仓内颗粒的运

动过程进行数值模拟，发现颗粒在不同入射速度及外

加电压下出现了层流、均匀流等流态；郭岱昌等[7]模

拟分析换热器内颗粒流型演化过程、流动区域分布及

速度分布；Sarkar等[8]从微观尺度分析荷电颗粒在运

动中受到的力对其运动的影响；Addabbo等[9]利用一

种基于小阵列静电传感器的测量技术对发动机尾气

中荷电颗粒的运动轨迹、速度进行了估计；Gehlot S
等 [10]运用最小二乘估计法模拟单个荷电颗粒的运

动；Touhami[11]利用数值工具研究荷电颗粒的运动规

律。上述对于荷电颗粒流动特性的分析及应用，更多

在于环境工程[12-14]，而应用在静电监测技术方面较

少；而且在静电故障监测的相关文献中只是简单假设

颗粒分布可能出现的流态[15]，如均匀流态、绳流流态

以及描述颗粒运动时颗粒处于低匀速状态[16]，并未实

际考虑颗粒在尾喷管内的运动规律。因此，通过仿真

分析荷电颗粒速度及分布的影响因素，获取荷电颗粒

在尾喷管内的流动规律，有利于建立信号特征值与颗

粒自身特性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试验提供分析依据。

本文针对荷电颗粒在尾喷管内的流动特性，利用

COMSOL软件进行气相流体-电场-固体颗粒三者之

间的耦合运算仿真模拟，获取颗粒在尾喷管内的流动

状态，分别分析入口总压、颗粒直径、颗粒种类对颗粒

分布、流速的关系，模拟各流态在尾喷管内产生电场

分布，为下一步建立颗粒流动特性与静电信号频率之

间的关系提供研究基础。

1 数学计算模型的建立

1.1 气相流场控制方程

气流在发动机尾喷管内为可压缩流动，因此需求

解 3维瞬态可压缩流体的控制方程，包括连续方程、

动量方程和能量方程。

气相控制方程的通用形式为

∂ ( )ρϕ
∂t + div ( ρuϕ ) = div (Γgradϕ ) + S （1）

式中：ρ为气相密度；ϕ为通用变量，可以代表u、v、w、T

等求解变量；Γ为广义扩散系数；S为广义源项。

气流在尾喷管中为湍流状态，本文选取 k - w湍

流模型进行模拟。通过气相控制方程可以求出任意

时刻尾喷管内任意一点流场速度V。
1.2 颗粒相控制方程[17]及空间电势方程

颗粒在运动过程中，不仅受到流场对颗粒的拖拽

力，而且还受到颗粒之间库仑力的作用。

拖拽力表达式为

Fp = π8 ρd2pCD ( )V - Vp || V - Vp （2）
式中：ρ为某时刻某一位置的气相密度；dp为颗粒的直径

大小；CD为拖拽系数；V为流场流速；

Vp为颗粒的速度。

库仑力表达式为

Fc =∑Fip =∑ qiqp
4πε0r 2ip （3）

式中：Fip为第 i个颗粒对 p颗粒产生的库仑力；rip为 i

颗粒与 p颗粒之间的距离；qi为第 i个颗粒荷电量；qp
为 p颗粒荷电量；ε0为电介质常数。

固体颗粒速度确定方程为

Vp = ∫0t ( )Fp + Fc dt
mp

（4）
式中：mp为颗粒质量。

固体颗粒位置等于颗粒速度与时间的积分，其表

达式为

Xp = X0p + ∫
t

t + △t
Vpdt （5）

式中：X0p 为固体 p颗粒在 t时刻的位置。

尾喷管空间中某一位置的电势是由各荷电颗粒

对该位置产生电势的累加，在某 t时刻，p颗粒对空间

中某点

Xa的电势为

Vtp = 1
4πε0

qp

|| Xp - 
Xa

（6）
那么，该时刻空间某点处总电势为

Vt =∑Vtp （7）
电势大小反映了颗粒在此处产生的电场强度的

大小。

47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7卷

2 网格化分及网格无关性验证

2.1 尾喷管模型

在进行仿真时，选取 JetCat系列 P80型无人机尾

喷管进行建模仿真，尾喷

管长 85 mm，导流锥长 53
mm、半径为 30 mm，导流

锥壁面为曲面，采取数值

拟合的方式构建导流锥

面；尾喷管入口中心到外

壁面距离为 54 mm，尾喷

管出口半径为 31 mm。其

3维几何结构的截面如图

1所示。

通过COMSOL软件进行网格划分时，网格设置序

列类型选定物理场控制网格，为验证COM-SOL软件

网格划分模块对模型计算结果无相关性，选取 4种不

同单元大小的网格进行划分，计算结果对比见表1。

2.2 计算条件的设置

2.2.1 气相场设置

P80发动机推力为 3～97 N，尾气最大平均速度

为 396 m/s，尾气温度为 785～975 K。尾喷管壁面为

无滑移壁面；入口设置为压力入口，总压设置最大值

为0.2 MPa，温度为875 K；出口为压力出口。

2.2.2 颗粒相设置

发动机尾气内的固体颗粒分为 2类。一类是发

动机正常工作时，其尾气中产生的以小直径碳烟颗粒

为主的固相颗粒；另一类是由于烧蚀、碰摩、燃烧室故

障等原因产生的较大直径的金属颗粒或碳烟颗粒。在

发动机正常工作时，产生的固体颗粒直径约为0.1 μm；
如发动机发生故障，则会产生大直径的异常颗粒。一

般认为，发动机处于潜在故障时，其粒径为20～40 μm；
发动机发生故障时，其粒径将大于 40 μm[18]。因此，

本文以固相颗粒直径代表发动机故障程度，对不同直

径颗粒进行数值模拟。颗粒入口设置为速度入口；其

注入方式为面均匀注入。

2.3 网格划分无关性验证

选取尾喷管出口处某半径上的气相流场速度分

布，对比 4种网格划分下的速度差异。尾喷管入口总

压为 0.2 MPa。4种网格情况下的气相流场在出口速

度的分布如图 2所示。随着网格密度增大，出口速度

逐渐稳定收敛，表明网格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其流

场分布不再与网格划分相关。本文选取第 3种网格

划分作为以下仿真计算的网格。

3 仿真分析

文献[19]建立的基于颗粒质量分数分布的静电

感应模型指出，颗粒的流速对信号的相对幅值、频率

均有显著影响，但并未进一步分析颗粒速度的影响因

素。因此，分析各类直径的颗粒在流场中的速度分布

情况，有利于建立静电感应模型，获取可靠的仿真信

号，从而寻找出能够有效评价发动机性能的指标，并

为试验分析提供理论基础。本章以入口总压代表发

动机工况，以颗粒直径代表故障程度，从入口总压、颗

粒直径、颗粒种类 3方面分析颗粒速度变化情况以及

分析不同入口总压对颗粒分布的影响。

3.1 入口总压、颗粒直径、颗粒种类对颗粒平均速度

的影响

3.1.1 入口总压对颗粒平均速度的影响

以入口总压代表发动机工况，入口总压依次为

0.13、0.16、0.18、0.19、0.20 MPa；以碳颗粒进行分析，

密度设置为 1.4 g/cm3，颗粒直径分别为 0.5、1、2、5、
10、20、30、40、60、80、100、140 μm；颗粒注入方式为

面注入。为分析总压输入对颗粒速度的影响，颗粒面

均匀注入 1次，获取颗粒到达出口时的平均速度。各

网格划分

1
2
3
4

域单元

9003
41440
107401
1376420

边界元

1754
4788
9064
58480

边单元

156
250
339
864

表1 网格划分对比
图2 尾喷管出口气相流场速度分布

图1 JetCat系列P80型
无人机尾喷管3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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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的颗粒在不同的入口总压下的速度变化情况如

图 3所示。从图中可见，直径小于 1 μm的颗粒，随着

直径增大，速度变化幅度不明显，这是由于颗粒直径

较小，其惯性相对偏小，流场对颗粒的作用程度差异

较小使得速度变化在小直径时处于收敛状态。在颗

粒直径小于 10 μm时，随着入口总压的增大，颗粒速

度变化显著，这是由于颗粒直径小，惯性小，流场对颗

粒的作用明显；当颗粒直径逐渐增大时，其速度变化

程度逐渐变缓，流场对颗粒的作用减弱；颗粒直径大

于 20 μm时，随尾喷管入口总压的升高，颗粒在出口

处的平均速度增加幅度降低，颗粒速度几乎处于平稳

状态。

3.1.2 颗粒直径对颗粒平均速度的影响

在入口总压不变的条件下，各直径的颗粒在出口

的平均速度分布情况如图 4所示。随着颗粒直径增

大，其在出口时的平均速度减小趋势呈先急剧后缓慢

的变化。当颗粒直径小于 20 μm时，随着颗粒直径增

大，发动机尾喷管内颗粒速度明显减小，速度与直径

呈近似线性关系；当颗粒直径在 20～40 μm时，颗粒

速度变化略为减慢；颗粒直径大于 40 μm时，其速度

为30～70 m/s，基本保持平稳。

为建立入口总压、颗粒直径与颗粒速度之间的关

系，运用MATLAB软件进行拟合运算，如图 5所示。

可以获取给定直径的颗粒在任一入口总压下的速度

大小。

3.1.3 颗粒种类对颗粒平均速度的影响

不同种类的固体颗粒的材料属性有明显区别，尤

其是颗粒的密度，部分材料的密度范围见表 2。各类

材料密度差别大，需要进一步分析颗粒种类对颗粒速

度的影响。

尾喷管入口总压为 0.2 MPa，颗粒直径依次为

0.5、2、5、10、20、40、60、80、100、140 μm；在同一入口

总压下，各类颗粒的速度与其直径的关系如图 6所
示。从图中可见，颗粒直径较小，气相流场对颗粒的

作用程度一致，可以忽略颗粒密度的影响，当颗粒直

径小于 2 μm时，颗粒的速度变化曲线基本重合，其在

出口处的平均速度相近；但随着颗粒直径增大，颗粒

自身的密度属性对颗粒速度影响显著，密度越大，速

度降低越快；当颗粒直径大于 40 μm时，颗粒速度受

图4 颗粒直径与颗粒速度的关系

图5 颗粒速度与颗粒直径、入口总压的关系

颗粒材料

密度

仿真模拟密度

碳

<2
1.4

氧化铝

3.6~4.0
3.8

铁的氧化物

5.1~5.3
5.2

镍

8.9
8.9

表2 各类材料密度 g/cm3

图6 同一压强、不同种类颗粒速度与其直径的关系

图3 入口总压与颗粒速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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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直径影响程度明显减小，速度变化平缓，且当颗

粒处于较大直径时，各类颗粒速度相差较小。

3.2 荷电颗粒分布规律分析

3.2.1 颗粒直径对颗粒分布的影响

发动机内产生的固体颗粒，其荷电量与发动机故

障程度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颗粒荷电量的多少决定

了粒子之间的库仑力相互作用的大小，从而影响颗粒

的分布。文献[20]给出了碳烟颗粒在燃烧室内荷电

量的公式，并指出颗粒在一般情况下最多的荷电量为

5~6个元电荷；文献[21]指出颗粒荷电与其直径呈线

性关系。本文以此为基础，对仿真颗粒赋予电荷。

以碳颗粒的大小表示发动机的工况，正常工作时

其直径小于 0.1 μm，荷电量为 6个元电荷，元电荷的

带电量为 1.6 × 10-19C，带负电。当燃烧室内部发生故

障时，如航空煤油处于富油燃烧，碳颗粒的直径、荷电

量将会明显提高。

入口总压为 0.2 MPa时，直径为 0.1、1、10、80 μm
的颗粒在尾喷管内的分布状态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

见，同一直径的颗粒是否带有电荷对其在尾喷管内的

分布影响较小。颗粒直径较小时，其分布较为分散均

匀；随着颗粒直径的增大，颗粒分布逐渐集中；在靠近

壁面的区域，颗粒浓度明显增大。

在0.2 MPa入口总压下，颗粒在尾喷管出口，其径

向分布长度随颗粒直径的变化关系如图 8所示。从

图中可见，随着颗粒直径增大，颗粒在尾喷管出口处

分布逐渐达到稳定；当颗粒直径大于 60 μm时，颗粒

分布不再发生变化，即当发动机故障达到一定程度时

产生的颗粒，其分布规律及分布区域保持稳定。

3.2.2 入口总压对颗粒分布的影响

不同的总压输入导致尾喷管内产生的流场大小不

同，流场对颗粒的作用也存在差异。在尾喷管入口处

以面均匀方式注入1、2、、5、10、40、60、80、100、140 μm
的碳颗粒，入口总压依次为 0.13、0.15、0.16、0.17、
0.18、0.20 MPa，对应的颗粒径向分布长度如图9所示。

对比发现，对于同一直径的颗粒，在不同入口总

压的影响下，其在尾喷管出口处的分布范围呈现线性

递减变化；随着颗粒直径的增大，颗粒分布受入口总

压影响逐渐减小，即对同一程度故障，发动机不同工

况对颗粒分布影响颗粒可以忽略。当颗粒直径大于

40 μm时，颗粒分布不再受发动机工况影响；颗粒直

径大于60 μm时，其在尾喷管内的分布趋近于收敛。

为方便描述颗粒分布与入口总压、颗粒直径的关

系，采用MATLAB进行拟合，如图 10所示。从图中可

以获得任一直径颗粒在给定入口总压下的出口分布

情况。

3.3 静电场仿真

根据式（6）、（7）可以获得尾喷管内静电场分布。

图8 颗粒荷电径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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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颗粒径向分布长度随入口总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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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注入直径为 0.1 μm、荷电量为 6个元电荷、带负

电的颗粒时，其静电场分布如图 11所示。从图中可

见，在尾喷管出口处，电势绝对值明显较高。

以 10 μm颗粒作为异常颗粒注入 1次，某时刻尾

喷管内电场分布如图 12所示。从图中可见，当有异

常颗粒产生时，电势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电势较高

的位置处于异常颗粒周围。

选取尾喷管中心作为监测点，对比 5 μm和 40
μm颗粒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静电信号，如图 13所
示。5 μm颗粒产生的异常静电信号时间明显小于

40 μm颗粒的，从信号频率的角度看，直径小的颗粒

速度大，产生的静电信号频率高。验证了颗粒直径可

通过信号频率来判断这一结论。

4 结论

本文通过建立基于气-固-电三相耦合的发动机

尾喷管内荷电颗粒运动模型，从发动机尾喷管内故障

颗粒的直径、种类、荷电量以及发动机工况（即入口总

压）等方面分析了荷电颗粒在尾喷管内的运动分布特

性，得到以下结论：

（1）当颗粒直径小于 20 μm，即发动机处于正常

工况时，颗粒速度受入口总压、颗粒种类影响明显，随

着影响因素增大，速度明显减小；当颗粒直径为 20～
40 μm，即发动机存在潜在故障时，颗粒速度减小速

率减缓；当颗粒直径大于 40 μm时，颗粒速度基本不

再受入口总压、颗粒种类的影响，速度处于平稳状态。

（2）颗粒荷电量的多少对颗粒分布的影响可以忽

略；颗粒在尾喷管中的分布随着颗粒直径的增大而逐

渐减小；当颗粒直径大于 40 μm时，颗粒分布趋于稳

定，并随着颗粒直径的增大，颗粒分布趋向于收敛。

（3）通过对不同直径颗粒电场的仿真，验证了直

径越小的颗粒产生的静电信号频率越高这一关系。

异常颗粒直径大小反映了故障严重程度，而不同

颗粒直径对应不同速度，速度的大小决定了异常信号

的频率大小，通过分析异常信号频率特性来判断发动

机故障程度是可行的。在下一步工作中，就需采集各

情况下静电信号，寻找能够提取信号频率特性的方

法，建立颗粒直径与异常信号频率关系模型，从而对

故障程度进行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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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喘振故障外场诊断与分析

金 帅，张振兴，李家瑞，杨 光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完善航空发动喘振故障研究和加速发动机技术快速成熟，通过分析喘振原因及其影响因素，建立故障树,将喘振影

响因素分为调节机构、进气扰动、主机性能及主机结构 4个模块。以故障树及 4个模块为依据，并综合考虑零部件发生故障概率和

维护工作难易程度，提出一种喘振故障外场诊断方法，制定排故流程以及与 4个模块相对应的排故子流程，将排故流程模块化。

诊断方法已应用于外场用户的使用维护中，通过该方法，可将喘振故障快速定位于 4个模块中的 1个，进而根据该模块及其排故子

流程进行故障排查及处理。结果表明：该方法有效可行，能够大幅提高喘振故障的排查效率，并大量节约了航空发动机在外场中

的使用维护成本。

关键词：喘振；故障树；外场；故障诊断；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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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Diagnosis and Analysis of Aeroengine Surge Fault
JIN Shuai，ZHANG Zhen-Xing，LI Jia-Rui，YANG Guang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search of aeroengine surge fault and accelerate the rapid maturity of engine technology，a fault tree
was established by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surg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rge were divided into four mod⁃
ules，which consisted of adjustment mechanism module，air turbulence module，engine performance module，engine structure module.
Based on the fault tree and four modules and considering the failure probability of parts and the difficulty of maintenance，a field diagnosis
method of surge fault was proposed. The troubleshooting program and the troubleshooting subprogram corresponding to the four modules
were formulated to modularize the troubleshooting program. The diagnosis method had been applied to the use and maintenance of field us⁃
ers. Through this method，the surge fault could be quickly located in one of the four modules and then the fault could be checked and han⁃
dled according to the module and its troubleshooting subprogra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is effective and feasible，which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urge troubleshooting and greatly save the cost of aeroengine maintenance in the field.

Key words：surge；fault tree；field; fault diagnosis; aeroengine

0 引言

军用发动机的稳定工作，是支撑空军力量的有力

保障。发动机喘振会严重影响其工作稳定性，甚至导

致发动机损毁[1-3]。用户执行任务时有及时性等要

求，因此，对发动机喘振故障的及时排查和预防备受

用户关注。

对喘振故障的研究方向多侧重于单起喘振故障

的分析排故，李阳等[4]针对 1起航空发动机喘振故障

原因进行了分析，故障定位为加速油异常，并制定排

故方案；苗禾状等[5]针对某涡扇发动机空中起动喘振

悬挂进行了分析，喘振原因定位为油气不匹配，并针

对故障原因制定排故措施；赵安家等[6]针对大表速飞

行时加力喘振导致空停故障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是

飞机包线外飞行导致喘振；符小刚等[7]针对 1起涡扇

发动机飞行中的高空喘振故障进行了分析，确认 a2偏

关是导致喘振的主要原因，并制定了相应的排故方

案。研究侧重于单起喘振故障的现象和机理，排故措

施是针对导致喘振主要原因而制定的针对性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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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解决方法，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普及性有限。

此外，关于喘振机理的研究已引起了关注，张森[8]开

展了关于航空发动机喘振形成原因以及喘振对飞机

危害方面的研究，张萍等、符小刚等[10]介绍了喘振发

生和蔓延的现象，并分析了喘振的原因以及发生喘振

的条件；马燕荣等[11]研究了某型涡扇发动机扰流板进

气总压畸变对发动机喘振的影响；王磊等[12]、申世才

等[13]基于联合仿真模型，分析了喷口控制系统动态特

性与加力喘振之间的关系；屈霁云等[14]分析了某型发

动机喘振特征分析并试验验证了消喘系统。根据喘

振故障发生机理与外场喘振故障紧密联系，系统地分

析排故的相关文献较少。

本文针对多起喘振故障，根据喘振故障现象，分

析引起喘振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建立故障树。从外

场使用维护的角度出发，将喘振的影响因素分为 4个
模块，并综合考虑零部件发生故障概率和维护工作难

易程度，制定了排故流程。排故流程应用于外场的使

用维护中，并解决了数起喘振故障。

1 喘振故障现象

喘振主要表现为正激波在进气道进口内、外迅速

往返移动，气流的总压呈低频、大幅度的脉动，空气质

量流量也呈忽大忽小的波动。

当发动机发生加力喘振时，通常表现出以下现象：

（1）发动机工作不连续，轴向有喘息声，压气机出

口压力和流量大幅波动，甚至有气流倒流，冲向上游

进气道，严重时会引起进气道喘振和发动机流道损

伤，发动机振动值急剧增大甚至超标，工作声音变得

低沉；

（2）发动机排气温度急剧升高甚至超温，烧坏涡

轮叶片等结构部件；

（3）发动机工作性能急剧降低，进气空气流量骤

减骤增，转速和增压比突降，压气机效率、涡轮效率、

发动机推力减小；

（4）严重时，尾喷口会喷火并伴有放炮声，常导致

发动机构件产生强烈的机械振动和燃烧室等热端构

件超温，造成发动机构件在短时间内被破坏，甚至使

燃烧室与加力燃烧室熄火停车，危及飞机与飞行员的

安全。

2 喘振影响因素

引起发动机喘振的原因主要分为3类[8-10]：

（1）发动机主机稳定性不足，包括加力燃烧室个

别区段周期性熄火、燃油系统压力波动、燃烧室扩压

器中周期性的旋涡分离等可能造成的低频振荡燃

烧[11-13]；

（2）流道中的气动失稳，包括超声速进气道喘振

（即深度亚临界状态下正激波可能会在进气道进口

内、外迅速往返移动而形成进气道内气流振荡），气流

在压气机叶片处的严重分离等；

（3）机械原因造成的发动机流道各几何可调机构

工作异常。

高、低压压气机和高、低压涡轮的转、静子叶片是

对发动机主机性能的主要影响因素。进气扰动带来

的进气畸变会减小发动机的喘振裕度，增加发动机喘

振的可能性。飞机进气道斜板控制异常、进气道损

伤、飞行姿态、武器发射、以及进发不匹配等因素均有

可能引起进气畸变的加剧。高、低压压气机可调静子

叶片角度 a2、a1 、喷口等几何尺寸以及加力油、加速油

的调节异常直接影响发动机的主机状态以及进气扰

动，是导致发动机喘振的常见诱因。此外，高、低压压

气机和高、低压涡轮的转静子间隙，以及发动机结构

性损伤等因素也可能导致发动机喘振。

3 故障排查

本文从外场使用维护的角度出发，将喘振的影响

因素分为调节机构、进气

扰动、主机性能、主机结构

4个模块。以此建立故障

树，如图 1所示。对 4个模

块分别建立故障树分支，

如图2～5所示。

由于受到发动机生产

装配差异性和兼顾发动机

起动性能的制约，在发动

机外场使用维护过程中，

调节机构模块易发生异

常，该异常可通过发动机

飞参分析来判断，维护调

整工作简单便捷，在外场可操作性较强[14-15]。

当加速油过多时，使压气机产生热节流作用，从

而使其工作点升高至喘振边界外，造成压气机进喘。

发动机 a1、a2调节异常使得压气机喘振边界下移，从

图1 故障树

图2 调节机构故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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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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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发动机喘振裕度有所

减小。喷口与加力油不协

调，会造成加力燃烧室和

外涵气流压力的大幅度波

动，对主机稳定工作不利。

通过对喘振机理的深

入研究和大量试验分析数

据的积累，发现航空发动机受进气扰动影响明显。在

进行发动机结构和性能设计时，对发动机留有足够的

喘振裕度，但飞发匹配后，受到飞机方面影响，发动机

喘振裕度骤减。当发动机发生进气畸变时，喘振裕度

进一步减小，易将发动机逼向喘振边界，致使其喘振。

在外场，只能通过孔探仪检查主机性能模块是否异

常，主机结构模块需将发动机返厂分解检查，这 2个
模块导致发动机喘振的概率较低。由于进气扰动、主

机性能、主机结构 3个模块

均不具有外场维护性，在

此不做详细描述。

综上所述，综合考虑

外场使用维护工作的难易

程度以及各零部件发生故

障的概率，仅针对调节机

构模块制作详细排故程

序，喘振和调节结构排故

程序如图6、7所示。

4 验证及应用

目前，上述故障分析方法和喘振排故程序已得到

应用，并解决了数起喘振故障。列举了几起典型喘振

故障案例。

4.1 案例1
用户在暖机后由慢车状态上推油门杆过程中，左

发发生喘振。分析其飞参

数据，在同等油门速率下，

左发 n2转速上升率明显大

于右发的，说明左发加速

油量明显偏大。根据排故

程序判断左发加速油调整

过量。减少加速油量后，经

多次飞行验证，左发未再发

生喘振，故障得以排除。

4.2 案例2
用户在空中由中间状

态下拉油门杆过程中，右

发发生喘振。分析其飞参

数据，喘振发生时机是下

拉油门杆时，发动机由 a2超前调节状态恢复至正常 a2
调节状态的过渡态。a2超前恢复瞬间使得压气机喘

振边界下移，发动机加油使得压气机工作点向喘振边

界靠近，2种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发动机裕度有所减

小。根据排故程序判断该发加速油量以及 a2超前不

合适。进行相应调整后，经多次飞行验证，右发未再

喘振，故障得以排除。

4.3 案例3
用户在进入起飞加力过程中，左发发生喘振。分

析其飞参数据，加速油、a1、a2均正常，左发喷口明显

小于右发的。根据排故程序判断喷口控制异常，排查

喷口异常原因，故障定位为 P6引气管接头漏气。拧

紧 P6引气管接头，经多次飞行验证，右发未再喘振，

故障得以排除。

5 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喘振故障发生的原因，将喘振的影响

因素分为调节机构、进气扰动、主机性能、主机结构 4
个模块，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故障树。从外场使用维护

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零部件发生故障概率和维护工

作难易程度，针对 4个模块，分别制定相应的排故流

程。将排故流程模块化，屏蔽了引发喘振故障的其他

影响因素，大幅提升了排故工作的针对性，帮助用户

有效地快速定位故障位置，及时排除故障，已应用于

外场的使用维护中，并排除了数起喘振故障。本文提

出的喘振故障分析排故方法，不仅大量节约了航空发

动机在外场使用中的使用维护成本，而且为用户顺利

图3 进气扰动故障树 图4 主机性能故障树

图5 主机结构故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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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机构
排故程序

调节加速油加速油是
否异常 是

否

a2是
否偏开 是

否

a2控制规律
是否异常 正常 调整a2

控制规律

异常

更换主泵

调整a2超前是

是

否

a2超前是
否异常

喷口是
否异常

喷口控制规
律是否异常 正常 调整喷口

控制规律

异常

调整加力供油

更换喷调

是

否

加力供油
是否异常

进气
扰动

进气道
异常

进气
畸变

斜
板
控
制
异
常

进
气
道
损
伤

发
动
机
姿
态
引
起

进
发
不
匹
配

发
射
武
器

主机
性能

静子件
故障

转子件
故障

高
压
压
气
机
静
子
故
障

高
压
压
气
机
转
子
叶
片
损
伤

风
扇
静
子
故
障

高
低
压
涡
轮
静
子
故
障

外
涵
流
路
结
构
件
故
障

风
扇
转
子
故
障

高
压
涡
轮
转
子
叶
片
损
伤

压
气
机
卡
圈
脱
落

盘
间
封
严
环
脱
落

55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7卷

完成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为进一步促进发动机技术

快速成熟，提高用户战斗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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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压气机可调静子叶片角度a2摆动故障诊断与分析

张振兴，金 帅，闫海骄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某型航空发动机高压压气机可调静子叶片角度 a2摆动故障，以 a2控制系统及其原理为基础，建立覆盖整个控制系

统的故障树，并且综合考虑各零部件发生故障的概率、维护排故工作的工作量及难易程度，制定合理有效的排故方案。结果表明：

故障原因为反馈钢索预紧力过紧。本次排故过程介绍的结构原理和总结的排故经验，对 a2摆动故障诊断具有指导作用，对该型发

动机在外场使用维护过程中a2相关故障具有借鉴意义，为促进发动机快速成熟提供了技术支撑。

关键词：a2摆动；故障诊断；故障树；高压压气机；可调静子叶片角度；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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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 and Analysis of α2 Swing Fault of Adjustable Stator Vane in High-pressure Compressor
ZHANG Zhen-xing，JIN Shuai，YAN Hai-jiao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adjustable stator vane angle α2 swing fault of an aeroengine high-pressure compressor，a fault tree covering
the whole control system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α2 control system and its principle. Considering the failure probability of each part，the
workload and difficulty of maintenance troubleshooting，a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troubleshooting scheme was form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use of the fault is that the pretension of the feedback wire rope is too tight. The structure principle introduced in the trouble⁃
shooting process and the troubleshooting experience summarized in this troubleshooting process have a guiding role for α2 swing fault diag⁃
nosis and hav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α2 related faults of this type of engine in the field use and maintenance process，and provide tech⁃
nic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rapid maturity of the engine.

Key words：a2 swing；fault diagnosis；fault tree；high-pressure compressor；adjustable stator vane angle；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性能参数的稳定，是发动机稳定工作

的基本要求，更是发动机使用维护的有力保障[1-2]。

某型发动机在外场使用维护过程中，参数摆动是

常见的故障模式之一，刘志敏等[3]、李吉伟等[4]、田

巍[5]、姚华廷等[6]、周雁等[7]针对参数摆动进行了分析

研究；张秀云等[8]、范世新等[9]、张健等[10]针对 a2相关故

障进行了分析研究；隋岩峰等[11]、毛可久[12]、樊思齐

等[13]、曾俊英[14]、周宗才[15]针对控制系统及控制规律进

行了研究综述。但高压压气机可调静子叶片角度 a2
摆动故障的相关文献较少。a2摆动会导致发动机各

项参数摆动，轻则造成发动机工作不稳定，影响其正

常使用，重则会引起发动机压气机喘振。

本文针对某型发动机 1起 a2摆动故障，以 a2控制

系统及其原理为基础，建立覆盖整个控制系统的故障

树，并且综合考虑各零部件发生故障的概率、维护排

故工作的工作量及难易程度，制定合理且有效的排故

方案，据此对故障定位并排除。

1 故障现象

某航空发动机在地面试车过程中，低压相对转

速 N1、高压相对转速 N2、排气温度 T6等表征发动机

工作状态的主要性能参数全程摆动，包括慢车状

态、节流状态、中间及以上状态，其中，中间状态数

据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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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动机数据，初

步判定本次发动机参数摆

动是由于高压压气机可调

静子叶片角度 a2摆动影响

发动机工作，从而引起其

它参数摆动。

2 故障分析

2.1 控制系统及其工作原理

该型发动机高压压气机可调静子叶片控制系统

包括高压压气机可调静子叶片调节器、高压压气机可

调静子叶片转动作动筒、高压压气机可调静子叶片机

械反馈、导管及电缆、a2角位移传感器。发动机高压

压气机可调静子叶片控制系统原理如图1所示。

发动机进口温度 T1温度传感器将发动机进口温

度转换为液压信号供向主泵内部的温度放大机构，并

转换为转动信号传递至 3维凸轮，同时，离心式转速

传感器将发动机N2转速转换为位移信号传递至 3维
凸轮。3维凸轮综合N2和 T1后形成与高压相对换算

转速N2r一一对应的位置信息，通过杠杆、N2r指令形成

转置等机构，使 a2分油活门根据N2r移动，改变 a2作动

筒 2腔油压，作动筒移动时通过传动机构和反馈钢索

使 a2反馈凸轮转动。反馈凸轮的转动通过杠杆机构

使 a2分油活门向相反方向移动，并最终保持在平衡位

置附近。

2.2 故障分析

发动机 a2摆动大体分为真摆和假摆 2类。真摆

是由 a2控制系统造成的，与主泵、T1传感器以及控制

系统相关；假摆是由 a2角位移传感器和相关电缆引起

的，发动机及其附件和调节系统本身工作正常。这 2
种摆动有本质的区别，正确地区分和判断，是排除发

动机转速表摆动的第一步。

本文基于 a2控制系统及其工作原理，以真摆和假

摆为 2个主要方向，建立故障树，为排故方案的制定

提供方向和指导，故障树如图2所示。

3 故障排查及原因分析

3.1 故障排查

根据故障树，综合考虑各零部件发生故障的概

率、维护排故工作的工作量及难易程度，制定排故方

案如下：

通过故障现象分析判断a2摆动是真摆还是假摆。

（1）假摆。检查 a2角位移传感器是否故障（故障

概率大，检查方便）；检查相关线缆是否存在虚连断连

的现象（故障概率小，检查不便）。

（2）真摆。检查主泵 a2外刻度值是否摆动（检查

方便）；检查 a2作动筒行程是否跟随摆动（检查方便）；

检查 T1传感器是否故障（故障概率小，检查方便）；检

查主泵供给作动筒的油压是否摆动（故障概率小，检

查不便）；检查反馈钢索是否异常（故障概率小，检查

不便）；更换主泵，检查主泵是否故障（故障概率大，检

查极其不便）。

3.2 故障原因分析

按照排故方案进行排查，发现反馈钢索预紧力过

紧，其他零部件均无异常。

由于 a2与N2r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当发动机状

态稳定时，a2控制系统将 a2调整至与N2r对应的 a2，a2
控制系统属于闭环调节控制。反馈钢索预紧力过紧，

会导致 a2控制系统对 a2的调整存在一定的延迟性，即

控制系统在调整 a2偏开或偏关时会将 a2调整至超过

与N2r对应的值。因此，a2控制系统一直在N2r对应值

附近调整a2，致使a2摆动。

调整反馈钢索预紧力后进行试车验证，发动机运

行良好，a2摆动现象未复现，故障排除。

N1 /%
N2 /%
a1刻度

a2刻度

T6 /℃

参数平均值

97
100
109
67
717

摆动幅值

±1
±1
±1
±3
±30

表1 发动机中间状态数据

图1 高压压气机可调静子叶片调节器原理

图2 a2摆动故障树

n2换算转速凸轮
α2反馈刻度盘

α2分油活门
α2重调活塞

α2外刻度盘

n2换算转速杆

α2作动筒

α2可调静子叶片

有杆腔 无杆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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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本文针对某航空发动机 a2摆动故障，建立故障

树，综合考虑制定合理排故方案，最终将故障定位为

反馈钢索预紧力过紧所致。本文建立的覆盖整个 a2
控制系统的故障树不仅能够帮助排查 a2摆动故障，对

其他 a2相关故障的排查也具有指导作用。此外，本文

综合考虑了零部件发生故障的概率和维护排故工作

的工作量以及难易程度，对提高发动机外场维护使用

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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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整机包容试验是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取得适航证前 1项关键的安全性试验。为了验证机匣对断裂风扇叶片碎片的包

容能力，保证飞机的飞行安全，详细分析了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整机包容试验方法，解读了不同国家整机包容试验要求，重点介绍

了整机包容试验设备，对整机包容试验的关键技术难点——叶片飞脱的爆破方法进行阐述。同时，类比国外发动机成熟试验经

验，分析试验转速与程序的确定方法，最后探讨了试验结果的评判标准，对开展航空发动机整机包容试验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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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ngine Containment Test Method of Turbofan Engine with High By-pass Ratio
JIANG Xin-rui，LIN Shan，LI Shi-jun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Engine containment test is a key safety test before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 gets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e. In order
to verify the containment capacity of the casing to the broken fan blade fragments and ensure the flight safety of the aircraft，the engine con⁃
tainment test method of the turbofan engine with large bypass ratio was analyzed in detail. This paper interprete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n⁃
gine containment test in different countries，focused on the engine containment test facility，and expounded the key technical difficulty of
the engine containment test-the blasting method of blade exploding out. At the same time，compared with the mature test experience of for⁃
eign engine，the determination method of test speed and program was analyzed. Finally，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the test results were dis⁃
cussed，which had a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carrying out aeroengine containment test.

Key words：engine containment；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test method；test facility；blade exploding out；evaluation criteria

0 引言

国外适航标准要求发动机在取得适航证前，必须

进行风扇叶片整机包容性试验，包容性试验是发动机

研制阶段最后 1项重要考核试验。该试验要求发动

机发生叶片断裂后，可将所飞出的叶片碎片全部包

容在机匣内，并且造成的发动机损伤不会危及飞行

安全。

高速旋转的叶片断裂后与机匣剧烈碰撞，发动机

高、低压转子不平衡量突然增大，振动值异常升高，剧

烈振动对安装节、转子轴承及外部燃、滑油管路的安

全性都将产生巨大影响[1-2]。1987年 5月，1架伊尔 62
飞机发生第 4级低压涡轮断裂事故，飞出的碎片击破

机体，造成 183人遇难[3]；RR公司的 Trent 900和 Trent
1000发动机分别于 2003年 8月和 2007年 4月成功完

成风扇叶片包容试验[4]；GE公司的 GEnx发动机于

2007年 7月 5日完成包容试验[5]。而在中国尚未开展

航空发动机全尺寸整机包容试验。

本文从包容定义、试验参照标准、整机试验设备、

叶片飞脱方式及试验评判标准等方面阐述航空发动

机整机包容试验的试验方法，为全尺寸整机包容试验

提供技术支持。

1 试验要求

1.1 包容定义

美国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6]第 3.1.2条中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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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进行了完整定义，主要包括 2种形式：轮盘或转鼓

环破裂；叶片断裂。发动机的轮盘或转鼓环若发生破

裂，其碎块的动能极大，再坚固的机匣也很难将其包

容[3]。但随着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通过滑油光谱、

自动磨粒、能谱检测及孔探仪目视检测等手段，可实

现对发动机状态的监控，及早地发现故障隐患并排

查，这类事故现已很少发生。然而，发动机在使用过

程中难免遭受鸟撞、冰雹及砂石等外来物撞击损伤，

且受叶片高、低周疲劳使用寿命的影响，发动机叶片

断裂事故仍难以避免[5-6]。

1.2 试验参照标准及解读

美国联邦航空规则 FAR33.94[7]及英国国防标准

《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通用规范》[8]第 12.8.7及 19.3.5
条中均详细规定了叶片包容的试验要求。

参照英美标准，中国制定了《航空发动机适航规

定》（CCAR-33R2）[9]，其中第 33.94条规定：“在以最大

允许转速运转期间，最危险的压气机或风扇的 1个叶

片失效，该叶片失效必须出现在盘上最外层的固定榫

槽处；或对于整体叶盘转子该叶片必须至少缺损

80%。必须通过发动机试验验证：发动机能包容损坏

件至少运转15 s不着火，并且其安装节也不失效。”

国军标《航空涡轮发动机包容性要求》（GJB
3366-1998）[10]第 5.1及 5.3条中对包容性的要求及试

验验证方法进行了明确规定：“进行全尺寸发动机试

车或在旋转试验器上进行转子组件试验。试验应在

等于或大于最高允许转速和部件最高工作温度下进

行，风扇、压气机或涡轮叶片在叶身与榫头连接部位或

整体叶盘的叶根部位断裂时，发动机应能完全包容。”

可见各航空大国均对发动机的包容性能给予了

高度重视，均在民用和军用航空发动机规范中进行明

确规定，这些规定中多不考虑轮盘或者转鼓环的破

裂，只针对叶片展开，且均对叶片断裂的位置及转速

提出了明确要求。

2 试验设备

2.1 试验台架

由于整机包容性风险

极大，碎片的破坏力极强，

因此一般选择在露天试验

台进行。RR公司结构完

整性试车台如图 1所示。

试车台采用 4立柱悬臂式结构，后方安装金属卧式消

声器，可试发动机推力为 770 kN，主要用于整机包容

试验、吞咽试验及冷起动试验。

目前，中国露天结构

完整性试车台同样采用 4
立柱悬臂式结构，如图 2
所示。发动机上侧为发动

机挂架（随发动机整体起

吊并固定在台架上）和行

走平台，发动机挂架两侧

布置有消防喷嘴和各种管

道，龙门架内侧布置有摄像和照明装置，地面为混凝

土结构。

为保证试验安全，在

试车台两侧增加防护装

置，防护装置的厚度根据

发动机能飞出碎块的能量

和角度计算得到，如图 3
所示。

2.2 摄影机及灯光

为清晰分析发动机叶片断裂后的整个飞脱过程，

研究叶片与机匣相互作用的影响，通常使用高速摄影

机及配套灯光装置对整机包容试验整个叶片断裂过

程进行清晰地记录。使用信号触发装置同时启动多

台具备连续拍摄能力的高速摄影机记录风扇叶片包

容试验过程，同时为摄影机配备不同焦段的镜头，位

置布局需 360°覆盖，如图 4所示。配套灯光装置应能

照亮整个风扇，通常选用多组灯光均匀分布的方式，

如图5所示。

2.3 叶片处理

在试验过程中为清晰辨别断裂的风扇叶片和其

断裂位置，一般对所有风扇叶片进行涂色，其中，对预

备断裂的风扇叶片涂彩色（不包括白色），沿该叶片径

图2 结构完整性试验台

图3 台架防护装置

图1 RR公司整机包容试验台

图4 高速摄影机位置布局

风扇叶片

15° 15°

进气道 防护装置

防护装置

进气道（2）（4）
（5） （8）

（9）
短舱

尾喷管

（1） （3）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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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均布划分为 6个区域，在每个区域分别涂上容易区

分的不同颜色（不包括白色），其余风扇叶片均涂为白

色，且为清晰观察叶片断裂过程，一般不安装风扇帽

罩，如图6所示。

2.4 叶片飞脱方式

叶片飞脱转速控制是包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转速过高或者过低都直接影响试验结果的有效性。

目前主流的叶片飞脱方法主要有电火花线切割预制

裂纹法、电加热法和叶片爆破方法。

在叶片断裂后，采用预制裂纹法不会给叶片提供

额外的动能，不影响叶片的飞行轨迹及姿态，与真实

情况最为接近，但是预留深度很难保证叶片在目标转

速下发生断裂飞脱，不能主动控制脱开转速[11-13]；采

用电加热法转速控制精确度高，不会对飞断叶片施加

额外动能，但加热周期过长，加热装置元器件数量多、

布线复杂，不适用于整机包容试验；经综合考虑，采用

叶片爆破方法最适宜，该方法在风扇叶片叶根处预切

割，并预埋炸药，如图 7所示。在发动机达到指定转

速时通过红外装置引爆炸

药，实现叶片飞脱。浙江

大学洪伟荣教授在此领域

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及仿真

计算模拟，通过聚能爆破

切割[14-15]方式实现叶片断

裂转速的精准控制，并且

爆炸物不会给叶片提供额

外的动能。

3 试验实施及评定准则

3.1 试验转速确定

试 验 转 速 一 般 以《航 空 发 动 机 适 航 规 定》

（CCAR-33R2）及《航空涡轮发动机包容性要求》

（GJB 3366-1998）中的要求为基准确定，通常选择发

动机红线转速处为试验转速，例如 CFM56发动机整

机风扇叶片包容性及转子不平衡试验转速为 n1＝

5235 r/min，n2＝14827 r/min，红线转速为 n1＝5200 r/
min。
3.2 试验程序

整机包容试验程序一般包含发动机起动阶段、发

动机暖机阶段及叶片断裂试验阶段。CFM56发动机

整机风扇叶片包容性及转子不平衡试验过程如图 8
所示。主要包括：

（1）起动发动机，地面慢车运行5 min；
（2）在n1＝4000 r/min运行5 min，以充分暖机；

（3）运行至n1＝5235 r/min停留25 s；
（4）释放叶片；

（5）保持油门杆不动15 s，然后拉停发动机。

3.3 试验结果评定准则

《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CCAR-33R2）及咨询通

告AC33-5均对发动机整机包容性试验结果评定给

出了具体要求，一般认为当发动机符合下列情况，则

认为试验通过考核：

（1）高能碎片全部包容，未穿透机匣飞出；

（2）发动机安装节未脱落；

（3）未发生不可控火情；

（4）发动机具备停车能力。

4 结束语

本文以大涵道比发动机为研究对象，解读整机包

容试验相关标准、规定，研究大涵道比发动机整机包

容方法，可作为大涵道比发动机开展整机包容试验的

技术参考，同时可为航空发动机开展同类试验提供借

鉴，具有较高的工程应用价值，并在完成整机包容试

验后，逐步建立航空发动机整机包容试验的评价准则

图7 叶片切割位置

图8 试验程序

图5 配套灯光装置 图6 叶片喷涂

切割
位置

切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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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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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离子火焰探测器探管裂纹故障分析

刘军和，巩孟祥，魏 涛，曹家洺

（空军装备部驻沈阳地区第二军事代表室，沈阳 110043）

摘要：某航空发动机试车后连续出现 2起离子火焰探测器探管根部焊缝处裂纹故障，为查明故障原因，从外观检查、断口分

析、产品结构、加工过程等方面进行分析，确定了探管裂纹为疲劳裂纹，经分析确定 2件故障产品焊缝处疲劳裂纹产生的原因分别

为：焊探管时 2次手工氩弧焊堆焊时送丝速度不均匀造成焊趾凹凸不平；焊趾处为探管端熔合线，引起应力集中、探管材料表面存

在突起物造成。在发动机试车时，离子火焰探测器探管在热冲击、振动等交变应力作用下，从探管强度薄弱部位形成疲劳源，最终

导致裂纹沿径向贯穿探管壁厚，沿圆周方向继续扩展产生疲劳断裂。提出了明确焊缝表面形状、保证填料位置和速度、增加抛光

后荧光检查、增加探管焊缝放大镜检查、外场普查等预防和改进措施。

关键词：焊缝裂纹；故障分析；离子火焰探测器；探管；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S1.012

Analysis on Crack Failure of Ion Flame Detector of Aeroengine
LIU Jun-he，GONG Meng-xiang，WEI Tao，CAO Jia-ming

（Air Force Equipment Department Second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Shenyang，Shenyang 110043，China）

Abstract：There were two consecutive cracks at the root weld of the probe tube of the ion flame detectorafter the test run of an aeroen⁃
gine.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cause of the fault，the appearance inspection，fracture analysis，product structure and processing process
were analyzed and the crack of the probe tube was determined as fatigue crack.After analysis，the causes of fatigue cracks at the weld joint
of the two faulty products were determined as follows：uneven wire feeding speed during two times of manual argon arc welding and overlay⁃
ing welding，resulting in uneven weld toe. The weld toe was the fusion line at the end of probe pipe，which caused stress concentration and
protrusion on the surface of probe pipe. During the engine test，the probe tube of ion flame detector formed fatigue source from the weak
part of the probe tube under the action of alternating stress such as thermal shock and vibration，which eventually caused the crack to pene⁃
trate the wall thickness of the probe tube along the radial direction and continued to expand along the circumferential direction，resulting
in fatigue fracture. Some preventive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such as defining the shape of weld surface，ensuring the
position and speed of filler，increasing the fluorescence inspection after polishing，increasing the magnifying glass inspection of probe pipe
weld，field survey and so on.

Key words：crack of weld seam；failure analysis；ion flame detector；probe tube；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管路断裂故障率高，而引起外部管路

断裂的原因主要包括加工、装配、温度和振动，其中振

动是主要因素[1-3]，航空发动机管路的结构完整性直

接影响了发动机使用的可靠性[4]。

某型航空发动机离子火焰探测器（005和001号）

探管根部在试车后 2次分别发现裂纹，均在探管焊缝

处且产品结构、加工过程均类似，本文将2件产品合并

进行裂纹失效分析，以确定裂纹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

1 外观检查

对 005和 001号离子火焰探测器进行外观检查，

内容如下：

（1）对 005号故障件进行外观检测，产品表面无

明显的磕碰伤，探管为正常使用的氧化色，探管上焊

缝边缘有裂纹，长约 13 mm，开裂区域约占圆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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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3，裂纹位于离子火焰

探测器上中心电极（材料

为 GH3044合金）和探管

（材料 GH2747合金）焊缝

的焊趾处，部分裂纹位于

探管上，如图1所示。

将探管裂纹处置于LEICAMZ75体视显微镜下放

大观察，裂纹位于焊缝处探管侧的焊趾部位，焊趾部

位形状不规则，边缘存在尖角。裂纹一部分沿焊趾圆

周方向分布，一部分与探管轴线约 45°方向上向探管

基体扩展。沿焊趾方向的裂纹长度约占圆周的 1/2，
较细，两边金属相匹配。其中沿焊趾方向的裂纹放大

形貌如图2、3所示。

（2）对 001号故障件进行外观检测，产品表面无

明显的磕碰伤，探管为正

常使用的氧化色，焊缝边

缘探管上有裂纹，长约 14
mm，开裂区域约占圆周方

向的 3/5，裂纹基本位于探

管上，具体如图4所示。

将探管裂纹处置于LEICAMZ75体视显微镜下观

察，裂纹位于探管基体上，沿探管轴线约60°方向上向

两侧基体扩展，较细，两边金属相匹配。人为沿裂纹

将其轻轻打开，裂纹一侧向焊接熔合区扩展，另一侧

沿探管圆周方向扩展，其中裂纹中间部分形貌如图 5
所示。位于中心电极窗口对应部位，裂纹向焊接熔合

区扩展的形貌如图 6所示，裂纹沿探管圆周方向扩展

的形貌如图7所示。

2 断口分析

为查找裂纹原因，需要

进行断口分析。通过宏观

观察初步判断裂纹的起源

和扩展方向以及断口性质；

通过微观观察，即利用电子

显微镜或光学显微镜观察判定裂纹类型及机理[5-6]。

2.1 005号离子火焰探测器

2.1.1 宏观观察

人为将裂纹打开，断

裂成 2部分，一部分为中

心电极端，另一部分为探

管端。中心电极端焊趾形

貌如图8所示。

对探管端断口进行观

察发现，裂纹沿径向贯通探

管的壁厚，打开的断口大部

分区域无明显塑性变形痕

迹，较粗糙，呈金属黑灰色，

长约30 mm；人为打开端局

部有明显塑性变形痕迹，较

细腻，呈正常金属断裂的亮

灰色，如图9所示。

2.1.2 微观观察

将人为打开的裂纹探

管端断口用丙酮超声波清

洗后置于VEGAⅡLMH扫

描电镜下观察，断口电镜

形貌如图10所示。

对断口上金属黑灰色部位进行观察发现，断口可

分为疲劳源区、扩展区和瞬断区。源区位于探管焊趾

凹的外圆面，线源，其微观形貌有较明显的摩擦痕迹和

覆盖物，无摩擦和覆盖物区域呈金属准解理特征，如图

11所示；扩展区面积较大，贯穿整个探管壁厚，大部分

区域表面有黑色覆盖物，无覆盖物区域靠近人为撕裂

部位其微观形貌为疲劳条带，其中左上部微观形貌如

图12所示，右下部微观形貌如图13所示；瞬断区位于

断口上亮灰色区域，微观形貌为韧窝[7]，如图14所示。

2.2 001号离子火焰探测器

2.2.1 宏观观察

人为将裂纹打开，断裂成 2部分，一部分为中心

图1 005号离子火焰探测器

探管上裂纹位置

图3 沿焊趾方向的裂纹形貌

（另一侧）

图2 沿焊趾方向的裂纹形貌

图4 001号离子火焰探测器

探管上裂纹位置

图8 中心电极端焊趾处形貌

图9 探管端断口宏观形貌

图10 探管端断口电镜形貌

（15倍）

图5 探管裂纹中间部分形貌 图6 裂纹向焊接熔合区

扩展形貌

图7 裂纹沿探管圆周

扩展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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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端，另一部分为探管端。

对中心电极端断口进行观察发现，裂纹沿径向贯

通探管的壁厚，打开的断口

大部分区域无明显塑性变

形痕迹，较粗糙，呈金属黑

灰色；人为打开端局部有明

显塑性变形痕迹，较细腻，

呈正常金属断裂的亮灰色。

形貌如图15所示。

2.2.2 微观观察

将中心电极端探管断

口用丙酮超声波清洗后置

于VEGAⅡLMH扫描电镜

下观察。断口电镜形貌如

图16所示。

对断口上金属黑灰色

部位进行观察发现，断口

分为疲劳源区、扩展区和

瞬断区。源区位于探管的

次表层面，点源，微观形貌

有明显的河流形貌，如图

17所示；扩展区面积较大，

贯穿整个探管壁厚且沿圆

周方向向两侧扩展，大部

分区域表面有黑色覆盖物，无覆盖物区域微观形貌为

疲劳条带，其中左上部微观形貌如图 18所示，右下部

微观形貌如图 19所示；瞬断区位于断口上亮灰色区

域，微观形貌为韧窝特征[7]，如图20所示。

对靠近源区部位探管表面形貌进行观察发现，大

部分区域表面完整，靠近源区撕裂棱收敛处有一突起

物，该突起物末端和探管表面结合在一起，形貌如图

21所示。

用INCAEnergy250X射线能谱仪分别对突起物和

正常探管基体进行能谱分析，突起物分析结果为：

Cr15.6；Ni44.7；Al3.2；C<0.1；Mn0.8；Fe余量；正常探管

分析结果为：Cr16.1；Ni45.1；Al3.1；C<0.1；Mn0.7；Fe余
量。2处成分分析结果符合GH2747合金相关标准，未

发现异常，因此裂纹故障与冶金缺陷及材质无关[8-9]。

2.3 断口分析小结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005号产品沿裂纹打开的断

口上有疲劳源区、扩展区和瞬断区，说明断口呈疲劳

断口特征，属于疲劳裂纹[4]。疲劳源区位于焊接探管

端的焊趾处，该处凹凸不平，其凹处为应力集中部位，

焊趾处为探管端融合线，该处受焊接应力和组织应力

等的作用，容易产生裂纹[10]。

001号产品沿裂纹打开的断口上有疲劳源区、扩

展区和瞬断区，说明断口呈疲劳断口特征，靠近疲劳

源区有一突起物，疲劳源位于次表层，且断口处晶粒

较粗大，形成应力集中点。在发动机进行试车时，离

子火焰探测器探管在热冲击、振动等交变应力作用

下，缺陷部位随着试车时间的延长在疲劳源处形成裂

图15 中心电极端断口

宏观形貌

图16 中心电极端探管

断口电镜形貌（13倍）

图11 探管端断口源区形貌

（1000倍）

图12 探管端断口左上部

疲劳条带形貌（2000倍）

图13 探管端断口右下部

疲劳条带形貌（2000倍）

图14 探管端断口瞬断区形貌

（1000倍）

图17 探管端断口源区形貌

（1000倍）

图19 探管端断口右下部

疲劳条带形貌（2000倍）

图20 探管端断口瞬断区形貌

（1000倍）

图21 探管端断口源区

撕裂棱处形貌（1000倍）

图18 探管端断口左上部

疲劳条带形貌（20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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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并不断扩展，最终导致裂纹沿径向贯穿探管壁厚，

沿圆周方向继续扩展，最终导致开裂。

3 原因分析

3.1 产品结构及功能

火焰探测器主要由探管、绝缘体组件、壳体、插座

组件等组成，连接套与中心电极采用电子束焊接成一

体，中心电极组件的表面通过金属化钎焊固定，形成

绝缘体组件，探管、绝缘体组件、壳体采用氩弧焊焊接

成一体，形成产品。

离子火焰探测器安装在发动机加力燃烧室壳体

上，火焰探测器的探管深入加力燃烧室流道内[11]，用

于感受加力燃烧室内产生的火焰。

3.2 加工和装配过程

005号和 001号离子火焰探测器探管裂纹加工主

要为探管加工和装配焊接，探管加工材料为φ12×1高
温合金GH2747管料，主要加工过程为备料、灌铅、弯

形、校正、除铅、热处理、抛光、检验；探管装配加工过

程主要工序有：装配校正→焊探管（点焊→自动回转

焊→手工加高温合金焊丝填充）→去应力→着色检查

→校正→检验。

3.3 故障分析

根据以上过程分别对 005、001故障件建立故障

树并对可能的原因逐一分析。

（1）005号离子火焰探测器的故障树如图22所示。

自动焊接作为一种先进的制造技术，具有焊接

质量稳定、生产效率高、改善加工环境等特点[12]。氩

弧焊是最常用的金属焊接技术之一，在焊接过程中利

用惰性气体氩气做保护气，将焊接区域与周围空气隔

绝开，以防止焊接部位氧化，提高焊接质量[13]。根据

现有条件及加工过程方法可以将原材料不合格、设备

不稳定、装配间隙大、焊前清理不彻底造成焊趾凹凸

不平的4个故障因素排除。

在分析焊接过程造成焊趾凹凸不平因素时，焊接

探管时分为 2次焊接，第 1次焊接为不加焊料自动回

转氩弧焊，第 2次为填料手工氩弧焊。在焊接过程中

第 1次自动回转氩弧焊前要先找正中心，并用焊针对

正焊缝，回转 1周确认对正后才能正式焊接，焊接后

焊缝基本与母材持平，焊趾平整。为提高焊缝强度，

对焊缝进行 2次堆焊，经复查在堆焊过程中存在送丝

速度不均匀的问题，可能导致焊趾凹凸不平[14]。因

此，焊接造成焊趾凹凸不平因素不能排除。

（2）001号离子火焰探测器的故障树如图23所示。

根据现有条件及加工过程方法将探管加工、焊

接、焊后校正造成表面局部突起的3个故障因素排除。

对于高温合金 GH2747管材的技术标准 Q/GYB
512-2011中规定，高温合金管表面允许有轻微矫正

痕迹和深度不超过 0.05 mm的局部擦伤及个别压痕

和拉痕存在，但清除后不得使外径和壁厚超过负偏差

范围。在 001号离子火焰探测器裂纹源区出现的凸

起约 0.05 mm，符合标准中的外观质量要求，但不能

排除表面出现局部突起的原材料缺陷因素。

在焊接探管前，因每件产品有装配差异，为保证

焊接后变形量最小，需对每件产品装配的探管和组件

图22 005号离子火焰探测器探管焊缝裂纹故障树

图23 001号HTQ-17B探管裂纹故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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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配，会对部分装配后有差异的探管进行局部校

正，用半模装夹探管使用心杆进行校正，在校正过程

中可能造成被校正的探管被夹伤，产生局部表面突

起。装配校正造成表面局部突起因素不能排除。

4 总结和措施

根据以上分析，005号离子火焰探测器探管焊缝

裂纹的原因是焊探管时 2次手工氩弧焊堆焊时送丝

速度不均匀造成焊趾凹凸不平，焊趾处为探管端熔合

线，引起应力集中；001号离子火焰探测器探管裂纹

是探管材料表面存在突起物造成。在发动机试车时，

离子火焰探测器探管在热冲击、振动等交变应力作用

下，从探管强度薄弱部位形成疲劳源，最终导致裂纹

沿径向贯穿探管壁厚，沿圆周方向继续扩展产生疲劳

断裂[12-13，15]。
根据离子火焰探测器探管裂纹的故障原因，制定

如下改进措施：

（1）明确手工氩弧焊后焊缝表面形状，并规定焊

趾部位不能存在尖角；

（2）采用自动氩弧焊机来保证填料位置和速度，

杜绝手工氩弧焊造成填料不均匀，焊趾不平整；

（3）对探管增加抛光后荧光检查，杜绝材料表面

缺陷和加工产生表面缺陷；

（4）增加检查要求，出厂前对探管焊缝 20 mm距

离以内用20倍放大镜检查表面有无突起。

（5）对使用中的离子火焰探测器制定普查计划，

每半年进行火探器普查，发现问题立即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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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吞鸟试验要求与验证

魏海涛，刘 涛，薛文鹏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西安 710089）

摘要：针对国内开展航空发动机吞鸟试验较少、试验方法尚不成熟、不规范等问题，从吞鸟试验标准条款要求入手，对比分析

了GJB241A、GJB242A、GJB3727、CCAR33等标准规范在吞入的鸟的质量、数量、速度，以及鸟撞位置、发动机状态、试验程序等方

面的差异。从试车台、抛鸟设备、测速装置、试验用嵌鸟弹壳等方面，提出了试验设备选择及研制方法。结合某型发动机吞鸟试

验，确定了具体试验技术指标，研制了专用抛鸟试验设备，制定了吞鸟试验程序和方法。首次在发动机定型中开展了发动机吞鸟

试验，获得了较为满意的试验效果，验证了试验技术指标确定、试验设备选择和研制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并在防护措施、抛鸟

设备、应急预案、鸟撞击位置、吞鸟对发动机的影响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吞鸟试验；鸟撞；抛鸟设备；环境试验；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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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and Verification on Bird Ingestion Test of Aeroengine
WEI Hai-tao，LIU Tao，XUE Wen-peng

（Chinese Flight Test Establishment，Xi'an 710089，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less bird ingestion test，immature test method and non-standard in China，the differences of GJB
241A、GJB 242A、GJB 3727、CCAR33 in weight，quantity，speed，impact position，engine status and test procedure of bird ingestion test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methods of test equipment we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test bench，bird
throwing equipment，speed measuring device and bird shell. Combined with the bird ingestion test of a certain engine，the specific test tech⁃
nical indexes were determined，the special bird throwing test equipment was developed and the bird ingestion test procedures and methods
were formulated. The bird ingestion test of the engine was carried o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engine finalization，and the satisfactory test re⁃
sults were obtained，which verified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test technical indexes，the selection of test equip⁃
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method.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on the effects of bird ingestion test on engine，protective mea⁃
sures，bird throwing equipment，emergency plan and collision location.

Key words：bird ingestion test；bird impact；bird throwing equipment；environmental test；aeroengine

0 引言

人类从鸟类的飞行中受到启发，研制出了飞机，

实现了升空的梦想。而中低空是鸟与飞机共同飞行

的区域，二者存在相撞的可能，若飞鸟撞到飞机将直

接影响到飞行安全。有关资料表明，仅 1980～1982
年间，美国空军发生的损失在 1000美元以上的鸟撞

事故就有 3900多起；1976～1980年间，欧洲 14国各

条航线共发生 7500多起鸟机相撞事故。随着航空飞

行器的广泛应用和低空领域的开放，鸟撞事件发生的

可能性也越来越大[1]。为此，美国空军成立了“鸟撞

事故调查处理委员会”，进行鸟撞试验，制订有关鸟撞

试验的规定，并将此纳入美国航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

扇发动机通用规范MIL-E-5007D。
目前，防止和消除鸟撞危害的方法主要有 2种：

一种是在飞机上安装鸟群探测雷达，使飞机能够对鸟

群进行有效避让，同时对机场进行园林化管理，利用

猛禽、药物或其他方式驱离或消灭机场附近鸟类，这

些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飞机的安全；另一种则是

通过提高飞机/发动机抗击鸟撞的能力来最大限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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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鸟撞的危害[2]。对于发动机研制机构而言，要考

虑如何提高和检验发动机的抗鸟撞能力，开展发动机

吞鸟试验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3-5]。

航空发动机吞鸟试验研究在国外开展较早，20
世纪 70年代，RR公司、GE公司、萨克莱推进试验中

心等著名发动机研制和试验机构均先后按照相应的

规范要求开展了发动机吞鸟试验研究[6]。在中国以往

的航空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发动机吞鸟试验没有得到

重视，其原因有 2个：一个是因为中国发动机大多依

靠仿制，其材料、性能和结构与原型机相同或相近，而

原型机曾进行过此类试验；另一个是由于发动机吞鸟

试验危险性高、难度大，若试验造成定型发动机的损

伤或毁坏，可能会影响整个型号的定型进度。中国的

发动机吞鸟试验研究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最初开展

的仅仅是技术探索性试验研究。随着发动机行业的

快速发展，自主研制的发动机不断涌现，并且研究的

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扩展。发动机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关发动机吞鸟试验的内容和要

求开始出现在军/民用发动机的定型/适航性试飞大纲

中[7]。但由于种种原因，可以搜集到的技术资料非常

有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发动机吞鸟试验

技术的发展。

本文从发动机吞鸟试验规范和标准的要求、试验

设备的选择、试验的开展等几方面进行分析，以对航

空发动机整机吞鸟试验的开展提供参考和借鉴，促进

航空发动机吞鸟试验技术的发展。

1 试验要求

随着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制工作的开展，相应的标

准规范建立并不断完善，对于发动机吞鸟试验的内容

也有了相关的规定和要求。比如吞鸟的质量、数量，

以及吞鸟的速度、鸟撞位置、鸟撞时发动机的工作状

态等。

1.1 吞鸟的质量和数量

在吞鸟试验中，鸟的质量与开展的试验内容有

关。通常按照鸟的质量将吞鸟试验分为吞小鸟、吞中

鸟、吞大鸟等3个试验类别。

国军标《航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机通用规

范》[8]（GJB241A-2010）、《航空涡轮螺桨和涡轮轴发动

机通用规范》[9]（GJB242A-2018）、《航空发动机吞鸟试

验要求》[10]（GJB3727-99），

以及《航空发动机适航规

定》[11]（CCAR33）中对于发

动机吞鸟试验时鸟的质量

和数量均有要求，但各标

准 要 求 的 内 容 有 所 差

异[12-14]，见表1~3。

1.2 发动机状态和吞鸟速度

在进行发动机吞鸟试验时，发动机工作状态和吞

鸟的速度在相关的国军标和适航条款中均有明确要

求，但其具体要求有所差异，见表4。
1.3 鸟撞位置

相关的国军标中对于吞鸟试验时鸟撞位置要求

相同，然而适航条款中关于鸟撞位置的要求则与国

军标不同，见表5。
1.4 试验程序

在GJB3727和CCAR33中，要求的吞鸟持续时间

均为 1 s，但二者对于航空发动机吞鸟试验程序的规

定有所不同。GB3727-99的要求较为简单，吞鸟试验

应在发动机状态稳定后进行，吞鸟后，在型号规范规

定的发动机恢复到吞鸟前工作状态的时间内，应保持

油门杆（或控制杆）不动。

A/cm2

A<13500

13500≤A<39000
39000≤A

鸟的质量/g
≥1850，除非

使用更小的鸟可

使验证更加严格

2750
3650

表1 在吞大鸟试验中鸟的

质量要求（CCAR33）

A/cm2
A<500

500≤A<1000
1000≤A<2000
2000≤A<4000
4000≤A<6000
6000≤A<10000
10000≤A<13500
13500≤A<17000
17000≤A<21000
21000≤A<25000
25000≤A<39000
39000≤A<45000

45000≤A

鸟的数量/只
不适用

1
1
2
2
3
4
1

加3
1

加4
1

加5
1

加6
3
4

鸟的质量/g

350
450
450
700
700
700
1150
700
1150
700
1150
700
1150
700
1150
1150

表2 在吞中鸟试验中鸟的质量和数量要求（CCAR33）

注：A为发动机进气道喉道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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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R33对于吞鸟后的要求如下：

（1）悬翼航空器发动机。吞鸟时间持续 1 s，吸鸟

后 2 min内不能移动功率杆。随后 3 min在试验状态

的 75%；随后 6 min在试验状态的 60%；随后 6 min在
试验状态的 40%；随后 1 min在进场慢车状态的 40%；

随后 2 min在试验状态的 75%；最后稳定在慢车位置，

并使发动机停车。

（2）其他发动机。吞鸟时间持续 1 s，随后 3 min
在试验状态的 75%；随后 90 s在下降的飞行慢车位

置；随后 30 s在试验状态的 75%；最后稳定在慢车位

置，并使发动机停车。

2 试验设备

航空发动机吞鸟试验所需设备主要包括试车台、

抛鸟设备、测速装置、摄像仪器、记录设备等，在GJB
3727中，对这些设备提出了一些定性要求。试车台

具有发动机常规试车所需的各种设备，抛鸟设备能够

将规定质量和数量的鸟以一定的速度抛出，测速装置

能够准确测量试验中鸟的速度，摄像系统需完成不同

角度各关键部位的高速摄像，记录设备能够实现试验

数据的全程记录。

2.1 试车台

试车台是发动机吞鸟试验的基础设备，也是关键设

备，其建设规范和相应要求已在相关规范和标准中明确

提出。试车台的安装、控制、测试、燃油供给等设备和系

统还应能够满足被试发动

机的具体试车需求。为了

便于这些设备设施的安装

和使用，通常选择露天试车

台进行发动机吞鸟试验。

某涡扇发动机吞鸟试验用

露天试车台如图1所示。

试验要求

吞小鸟和吞

中鸟试验

吞大鸟试验

状态1
状态2
状态3

GJB241A-2010
发动机转速为最大状态转速，鸟速为飞机起飞速度

发动机转速为最大连续状态转速，鸟速为飞机巡航飞行速度

发动机转速为下滑规定转速，鸟速为飞机下滑飞行速度

发动机转速为最大状态转速和最大连续状态转速这二者可能

损伤较大者，鸟速为2500 m高度内飞机最大极限飞行速度。

GJB242A-2018 GJB3727-99 CCAR33
发动机稳定在不小于 100%的起飞功率或推力

状态。吞鸟速度应反映从地面到地面上 460 m的

正常飞行高度所使用的空速范围内的最严酷条

件，但不应小于飞机的V1最小速度

发动机状态与吞小鸟和中鸟试验相同。吞鸟速

度，固定翼飞机，鸟速为 370 km/h，悬翼飞行器，鸟

速则为正常飞行时的最大空速。

表4 不同条款对吞鸟试验中发动机状态和吞鸟速度的要求对比

试验类别

吞小鸟试验

吞中鸟试验

吞大鸟试验

质量/g
数量/只
质量/g
数量/只
质量/g
数量/只

GJB241A—2010
50~100

每 300 cm2上压气机迎风面积或大于此面积 50%的面积上应有 1只，但最

多不超过16只
1000

每1500 cm2上压气机迎风面积或大于此面积50%的面积上应有1只
2000

只要进口面积足够容纳1只大鸟，就应吞1只大鸟

GJB242A—2018 GJB3727—99

900~1000

1800~2000

CCAR33
85

每 320 cm2上进气道面积或其余数

部分应有1只，但最多不超过16只
见表2
见表1
1

表3 不同条款对吞鸟试验中鸟的质量和数量的要求对比

试验要求

吞小鸟试验

吞中鸟试验

吞大鸟试验

GJB241A-2010
吞小鸟的时间间隔应是随机的，并应无规则地散布在

进口面积上

鸟应对准发动机正面的关键部位

GJB242A-2018 GJB3727-99 CCAR33
应保证 1只鸟投向第 1级转子叶片的任何关键位置上，其余

的鸟则应均匀分布在整个发动机的前表面上

若只用1只鸟时，这只鸟应投在发动机核心机流道上；

若 2只或 2只以上时，其中最大的 1只应投在发动机核心机

流道上，次重的 1只应投向第 1级转子叶片的最关键的暴露位

置上，其余的鸟必须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发动机的前表面上。

投向第1级转子叶片的最关键的暴露位置。

表5 不同条款对吞鸟试验中鸟撞位置的要求对比

图1 200 kN露天试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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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抛鸟设备

抛鸟设备属于专用试验设备，也是发动机吞鸟试

验的关键设备之一，主要功能是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

鸟按照要求的速度抛射到发动机进口的规定部位。

抛鸟设备按照抛射原理主要有滑道式抛鸟和气炮式

抛鸟2种形式。

（1）滑道式抛鸟设备。主要由滑道、滑块、控制机

构、阻挡装置等组成。试验前将鸟体固定在滑块上，

试验时操纵控制机构，使载有鸟体的滑块沿滑道从空

中滑落，依靠设备自身的重力不断加速，达到试验所

需的速度后，鸟体与设备分离并抛向试验发动机，滑

道式抛鸟设备原理如图 2
所示。该类型设备资源需

求少，但占地空间大，安装

和使用均有不便，尤其受

到滑块结构、质量和环境

因素的影响，鸟速控制精

度较低。

滑道式抛鸟设备的鸟速为

V = 2( gh - kL ) （1）
式中：V为鸟速；g为重力加速度；h为鸟体滑落高度；L
为滑块划过距离；k为系数（与滑块的摩擦系数、风阻

系数等有关，通过试验获取）。

（2）气炮式抛鸟设备。主要由气罐、炮管、鸟体装

填装置、控制机构等组成。在试验前，须先使用鸟体

装填装置将鸟体装填到炮管中，并对气罐充填一定压

力的空气；在试验时操纵控制机构，使气罐中的气体

快速释放进入炮管中，鸟体依靠压缩空气的推动在炮

管中不断加速，在达到试

验所需的速度后抛向发动

机进口。气炮式抛鸟设备

原理如图3所示。

气炮式抛鸟设备的鸟速为

V = 2ppqsWvqs
φ ( γ - 1 )m × 1 - (1 + APL

Wvqs
)1 - γ （2）

式中：Ppqs为气室压力；Wvqs为气室容积；γ为绝热指

数，γ=1.4；φ为气炮计算功率因素（经验校准值）；m为

发射鸟体质量；L为气炮炮管长；Ap为炮管截面。

气炮式抛鸟设备需要空气压缩机等辅助设备和

一定的电力资源，但其占用空间小，鸟速控制精度高，

使用较为便捷，因此，在吞鸟试验中得到广泛应用。

同时，如何使气罐中的空气快速释放到炮管是该设备

的 1项关键技术，以往曾采用过雷管爆破膜片和电动

阀或气动阀控制的方式，近几年开始采用组合气室结

构，但这种结构大多使用在单管气炮中。RR公司的

多管气炮和某机构使用的单管气炮如图4所示。

2.3 测速装置

GJB 3727中要求在航空发动机整机吞鸟试验

过程中要有准确的鸟速测量装置，其测量精度应达

到±3%。对于高速运动的物体，由于速度较高，考虑

到测量系统精度要求比较高，目前一般采用间接的方

法来得到速度参数，即通过物体在某段距离上的通过

时间计算出其平均速度。按照测量时高速运动物体

是否与测量装置接触，鸟速测量分为接触式测量和非

接触式测量[15]。

接触式鸟速测量方法的工作原理是鸟体通过 2
道网靶并将网靶击破，由击破网靶的时间和 2个网靶

的间距得到物体运动速度。其优点是结构简单、使用

快捷、制造方便、不易受外界的干扰和影响，但是靶面

的撞击会对物体的飞行有一定的影响，且网靶不能重

复使用。

非接触式鸟速测量方式主要有 2种，分别是光幕

靶测速法和高速摄像机测速法。光幕靶测速法是鸟

体通过光幕靶引起光通量的变化，从而触发计数单

元，再根据已知靶距确定鸟的飞行速度；高速摄像机

测速法是通过判断定长距离的视频帧数得到鸟体的

速度，可实现全程记录，能够测量某一段距离的平均

速度。1979年，法国萨克莱推进试验中心就采用高

速摄像机进行了鸟速测量。

通过几种形式鸟速测量的精度分析可知，鸟速光

幕靶测量和高速摄像机测量可以满足 3％的测量精

度要求，适用于航空发动机吞鸟试验的速度测量。建

议使用高速摄像机进行鸟速测量，可以得到鸟体在飞

行过程中任意段的平均速度。

图3 气炮式抛鸟设备原理

图4 抛鸟用气炮装置

（a）RR公司多管气炮 （b）某机构单管气炮

图2 滑道式抛鸟设备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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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嵌鸟弹壳

在发动机吞鸟试验中，还有 1个辅助试验设

备——嵌鸟弹壳。虽然在GJB 3727中没有提及，但

该设备非常重要。由于鸟体为不规则形状的活体，难

以保证在炮管中平稳运行。采用嵌鸟弹壳一方面可

以将鸟体和压缩空气之间封堵起来以减少漏气损失，

保证压缩空气对鸟体的有效推动，另一方面可以放置

鸟体，保持炮管中鸟体在外形上的一致性，以及鸟体

在炮管中运动时具有大致相同的摩擦阻力，这样既能

保证在相同压力下鸟速的稳定性，同时还有助于鸟体

抛射的准确性。

嵌鸟弹壳采用轻质泡沫材料压制而成，如图 5所
示。试验中弹壳因受到较大阻力而滞止，只有鸟体抛

向发动机。这种弹壳在飞机的鸟撞试验中应用较多，

在早期的发动机吞鸟试验

中也有应用，但若炮口距

离发动机进气道较近（小

于 3 m），需增设拦阻网等

装置，以防止弹壳被发动

机吸入。

在近几年开展的发动机吞鸟试验中，开始采用金

属材质的弹壳，材料多选用铝或者其他延展性较好的

金属，如图 6所示。采用金属弹壳进行试验时，必须

在炮口安置 1个集壳器，收集试验用弹壳，防止其随

鸟体一起抛进发动机。为便于在试验时弹壳与集壳

器碰撞时的能量吸收，防止弹壳破裂掉块威胁发动机

安全，金属弹壳常常采用

波纹管形状的壁面结构。

同时，将弹壳端部设计成

锥面形式，依靠端口收缩

变形延长碰撞时间，减小

碰撞力，从而降低弹壳破

裂的风险。

3 吞鸟试验

2014年，某涡扇发动机按照定型试飞大纲要求

首次开展了吞鸟试验，选用地面露天试车台（图 1）作

为此次试验用试车台。

吞鸟试验设备除测速装置外全部为自主研发。

试验设备布置如图 7所示，采用集成式气炮作为抛鸟

设备，炮管长 8.5 m，直径为 160 mm，最大抛射质量为

2.5 kg，最大抛射速度为

550 km/h。该气炮的气室

和炮体为一体化设计，炮

体的高低和方向可调，控

制系统是专门设计的。鸟

速测量通过高精度高速摄

影机完成，嵌鸟弹壳采用金属弹壳（图 6）。试验现场

照片如图8所示。

此次吞鸟试验使用同一台发动机进行了 4次，分

别为模拟飞机起飞和着陆时吞小鸟和吞中鸟试验。

吞鸟试验内容（吞鸟速度、鸟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发动

机工作状态等）由研制方根据国军标要求并结合型号

研制大纲制定。鉴于安全考虑，吞鸟试验在鸟的质量

和数量选择上与国军标要求有一定差距。

吞小鸟试验的发动机工作状态分别为中间状态

和 n1=60.5%的状态，选择 3只 50 g小鸟，鸟速分别为

294、291 km/h，鸟撞部位为压气机叶片叶尖。在进行

吞鸟试验时，发动机振动稍有增大，但未出现喘振、参

数超限、熄火及停车等现象，发动机工作无异常，吞鸟

前后发动机试验数据未见明显变化。

吞中鸟试验的发动机工作状态分别为 n1=60.5%
的状态和中间状态，选择 1只 280 g中鸟，鸟速分别为

304、302 km/h，鸟撞部位为压气机叶片叶尖。

（1）发动机在 n1=60.5%状态下吞中鸟后，振动突

增，0.5 s后又回落至吞鸟前状态，其它参数未见明显

变化。

（2）发动机在中间状态下吞中鸟后，参数波动明

显，推力减小 14%，高低压转速在 0.5 s内有 0.5%的突

增之后又回落并趋于稳定，涡轮后温度有0.6 s超限，最

高温度达到 822.6 ℃，振动最大突增达到 42.44 mm/s，
但没有出现发动机喘振、熄火、停车等现象。将发动

机分解检查发现，第 1级转子有 1处叶片凸肩错位，3
个叶片撕裂，第1级转子叶片凸肩7处掉块，零级静子

图5 非金属材料弹壳

图6 特殊结构的金属弹壳

1—气炮装置；2—靶板组件；3—专用进气道；

4—发动机防护装置；5—炮体安装平台；6—发动机

图7 吞鸟试验设备布置

图8 吞鸟试验现场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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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端衬套有 18件破碎，高压涡轮导向器弦中区域有

12组叶片烧伤变形，6处裂痕，后篦齿环4处裂纹。

在此次航空发动机吞鸟试验中，得到以下几点

体会：

（1）发动机吞鸟试验风险性较大，试验时必须采

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从试验结果来看，在试验发动机

周围采取堆积沙袋的措施较为有效，不仅保护了油管

等重要部位和人员工作位置，而且防止了沙尘飞扬或

泄漏对发动机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2）在发动机吞鸟试验过程中，出现发动机喘振、

停车、起火等突发现象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有必要根

据试车台的具体情况和被试发动机的特点制定切实

可行的应急预案，并应在试验前进行检查和演练。

（3）气体炮作为抛鸟设备在抛鸟时压缩空气随鸟

体一起喷出，可能对发动机进气流场产生影响。试验

中炮口与发动机进气道应保持一定距离，减少这部分

气流对发动机进气产生影响，这一距离通常为 2.5～
4 m。通过炮口的特殊设计使气流从旁路流出，可有

效减少气流对进气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应在试验前

进行空炮测试检查，以确认压缩空气不会对发动机工

作产生影响。

（4）在进行吞鸟试验之前，通过靶试对撞击点进

行校准。靶板宜设计成环形靶，尺寸与发动机进气道

相同，靶板中心与发动机轴线一致。靶板上对撞击部

位有明显标记，靶试采用真实或模拟鸟体均可。

（5）采用高速相机拍摄鸟撞瞬间的影像，固定时

间内帧数越多越理想，相应的拍摄时间也越短。试验

中多次出现因摄像机开启过早或过晚而错过最佳拍

摄时间的情况。在试验中摸索出鸟炮开启开关与摄

像机开启开关同步的方式。

4 结束语

近些年，中国航空工业得到飞速发展，新型发动

机不断涌现，许多基础性试验得以加强，对吞鸟试验

也开始重视。吞鸟对发动机而言，主要影响其强度和

内部流场。在试验中，飞鸟首先会对发动机进口整流

支板、导向叶片、压气机第 1级叶片造成直接撞击。

若这些部件掉块，则又会对后面的叶片和部件造成二

次损伤，甚至会击穿机匣飞出发动机。同时，在发动

机吞鸟时，进气截面面积减小，内部流场发生了变化，

很可能造成发动机喘振。

作为发动机环境试验中最为重要的试验之一，开

展发动机吞鸟试验有助于研究外界环境对发动机性

能、强度以及整机安全性的影响，是发动机可靠性研

究的重要手段。提高发动机吞鸟试验技术，必将促进

发动机环境适应性试验水平的提高，更好地保证飞行

中人员和财产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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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部件级模型硬件在回路实时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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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为了验证航空发动机部件级模型作为机载模型的实时性，开展部件级模型的硬件在回路试验。根据AIR4548A燃气涡

轮发动机实时建模标准，建立了单轴涡喷发动机部件级实时 Simulink模型；基于模型设计方法和自动代码生成技术，将该模型集

成到全数字仿真平台FWorks；将验证后的模型代码集成到硬件在回路平台的电子控制器实物中。进行了全数字仿真和硬件在回

路仿真验证。结果表明：全数字仿真结果验证了部件级模型的准确性和代码生成的正确性；在硬件在回路的开环仿真结果中，该

部件级实时模型单步最大运行时间不超过2.7 ms，可以作为模型基控制、故障诊断、健康管理和性能寻优控制等技术的机载模型。

关键词：部件级模型；实时性；全数字仿真平台（FWorks）；硬件在回路；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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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Time Verification of Hardware-in-the-Loop for Aeroengine Component Level Model
YANG Tian-lin，CHEN Jia-jie，ZHENG Qian-gang，HU Zhong-zhi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verify the real-time of aeroengine component level model as airborne model，hardware-in-the-loop test of com-
ponent level model was carried out. A component level real-time Simulink model of one-shaft turbojet engine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re⁃
al-time modeling standard of gas turbine engine——AIR4548A. Based on the model design method and automatic code generation technol⁃
ogy，the model was integrated into full digital simulation platform（FWorks）. The verified model code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physical object
of the electronic controller of the hardware-in-the-loop platform. Full digital simulation and hardware-in-the-loop simulation verification
we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ull digital simulation results verify the accuracy of the component level model and the correct⁃
ness of code generation. Among the open loop simulation results of hardware-in-the-loop，the single-step maximum operation time of the
component level real-time model is not more than 2.7 ms，which can be used as the airborne model of model-based control，fault diagnosis，
health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control.

Key words：component level model；real-time；fully digital simulation platform（FWorks）；hardware-in-the-loop；aeroengine

0 引言

建立精度高、实时性强的航空发动机实时模型是

机载模型基控制[1]、故障诊断[2]、健康管理[3]和性能寻

优控制[4]等技术的基础。如果在实际飞行时，航空发

动机的全权限数字式电子控制（Full Authority Digital
Electronic Control，FADEC）中嵌有 1个高精度的机载

实时模型作为虚拟发动机，与真实的航空发动机并行

运行，那么就可以利用实时模型计算得到当前飞行状

态所需要的航空发动机不可测量的状态量，进而结合

可测量的信号实现最优控制律的设计、故障状态参数

的估计、健康管理等功能，保证发动机在满足各种安

全限制的条件下，性能达到最理想的状态[5]。

国内外机载实时模型大多是线性模型。Lich⁃
tsinder等[6]采用改进广义描述函数法建立实时模型，

在Pentium III上运行 1~2 s相当于实际发动机运行 2~
4 s；Gennady等[7]、Kim等[8]对分段线性化模型的精度

和实时性做了改进；Dhingra等[9]通过解析线性化方法

实时建模，但未在真实的控制器上验证实时性；李永

进[10]、胡卫红[11]进行了有关平衡流形模型的研究，并

在硬件上完成了验证，表明该模型在机载模型中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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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应用潜力。上述研究表明，基于线性模型的机载模

型精度较低。部件级模型的建立原理是对描述发动

机热力学特性非线性方程组的迭代求解，其建模精度

较高，但算法的复杂程度也较高，早期难以实现机载。

随着计算机处理能力和存储量的提高，基于部件级模

型的机载模型逐渐引起学者关注。隋岩峰[12]通过优

化初猜值的选取来减小部件级模型求解平衡方程组

的迭代次数，提高模型的实时性；杨刚等[13]、黄开明

等[14]在部件级模型热力学参数计算中引入容积动力

学中的变量及方程来避免平衡方程组的迭代计算；陆

军等[15]、Gazzetta等[16]通过改进插值算法对部件级模

型进行简化，提高模型计算速度。控制系统开发仿真

主要包括全数字仿真、硬件在回路仿真、半物理仿真、

台架试验 5部分，而文献[12-16]的工作基本停留在全

数字仿真阶段，未将部件级模型在真实的控制器上进

行实时性验证。

本文开展了部件级模型硬件在回路实时性验证，

基于 AIR4548A实时建模标准中的实例[17]，在 Simu⁃
link平台上建立单轴涡喷发动机部件级实时模型并

生成代码，在 FWorks平台验证自动代码生成的正确

性，并将模型代码集成到真实的控制器。将 Simu⁃
link、FWorks、硬件在环（Hardware in Loop，HIL）3个
平台的仿真结果进行对比，并对HIL平台仿真得到的

单步运行时间进行分析。

1 涡喷发动机部件级实时模型建立

实时建模标准[17]中的实例以 20世纪 90年代GE
公司某型单轴涡喷发动机为建模对象，采用的 FOR⁃
TRAN程序是对GE公司的发动机当时使用的实时部

件级发动机模型的改编，作为一种实时计算机模型，

是模拟单轴无加力涡轮喷气发动机的核心。除了对

该发动机的基本部件进行建模外，该程序还包括金属

热传导、引气、容积动力学等内容[18-19]，但忽略了对发

动机进气道的建模，未进行推力或喘振裕度的计算。

1.1 模型架构及运行原理

基于Matlab/Simulink重现该实时模型，具体模型

的架构如图 1所示。该模型包括 1个控制模块、1个
更新模块、发动机主体以及输入输出参数。在零时刻

根据设计点数据对参数进行初始化，确定时间步长和

模型数据输入等内容。控制与更新模块负责状态量

和迭代参数的控制与更新。发动机主体进行各部件

之间的参数传递及变量计算。

实时模型的输入量包括推力杆角度、压气机进口

总压、压气机进口总温、环境大气压等（本文仅对海平

面-标准大气的飞行条件进行验证）；输出量根据实

际控制需求自行给定。

该部件级实时模型仅考虑了涡轮出口和尾喷管

进口之间的容积效应，各部件之间的参数计算采用一

次通过的形式，即由初始给定的入口压力、入口温度

开始，从前部部件到后部部件，限定整个发动机的气

动特性。以压比为例，动态计算时在时刻 k得到的压

比可以在 k+1时刻（计算步长很小，如 5 ms）直接作为

初猜值进行 1步计算，假定所得的数值满足精度要

求，继续下一步计算，以达到简化计算中迭代过程的

目的；若数值精度要求不满足，则依次增加对初猜值

的修正次数，直到精度达到要求，相比于传统迭代减

少了计算量[20]。

为进一步增强实时性，模型还在压气机、燃烧室、

涡轮等模块的热力学参数计算中，基于变比热法[20]用

不高于 3次的经验多项式拟合温度和焓的函数。此

外，在更新模块中将传统的需要每个步长求解复杂雅

克比矩阵的牛顿-拉夫森算法[21]简化为固定梯度，具

体原理参考文献[17]。
1.2 基于Simulink的部件级实时模型建立

搭建了该涡喷发动机的 Simulink实时模型，如图

2所示，每个模块封装为独立的子系统。具体的热力

学数值计算过程在模块中以代码的形式呈现。整个

图1 GExx发动机实时模型结构

图2 涡喷发动机Simulink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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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计算流程如图 3所示。

以转速为例，首先加载初始时

刻推力杆角度（Power Level
Angle，PLA）对应的转速初猜

值；其次通过部件间气动热力

学计算得到压气机与涡轮间

的转子功率差，求得转子加速

度；最后通过欧拉法求取下一

计算点的转速，从而进行到动

态过程的下一步[22]。如此反

复，通过动态过程参数的不断

更新实现整个动态过程。

2 硬件在回路平台简介
本文采用的硬件在回路

验证平台是“航空发动机控制

系统硬件在环实时仿真平

台”，用于航空发动机、燃气轮

机控制系统中模型和控制算

法的集成与验证[23]。

2.1 HIL平台的组成及基本工作原理

HIL平台主要由监控工作台、仿真器和发动机电

子控制系统（Engine Electronic Controller, EEC）3部分

组成。

监控工作台包括综合测控计算机和主控计算机，

主要用于硬件在环集成验证平台的监视、运行和操作

管理。

仿真器由很多模块组成，如执行机构模型计算

机、发动机模型计算机、面向仪器系统的 PCI扩展

(PCI extensions for Instrumentation,PXI)工控机、负载

模拟装置、信号调理装置、接口适配及故障注入等，主

要用于模拟发动机地面及控制整个工作包线内的工作

状态，能够接受数字电子控制器信号，模拟发动机工作

状态信息。

数字控制器为真实的物理硬件，具有双通道结

构，可在容错控制算法以及切换通道等方面进行仿真

研究。所包含的数字电子控制器上位机用于监测

EEC接收和发送的信号，也可进行修改、下载控制律。

HIL平台的工作原理为：通过发动机数学模型对

真实发动机进行模拟，运行数学模型，输出各截面的

压力、温度、转速等信号，通过信号调理装置生成与真

实发动机上传感器信号等效的电气信号，通过接口适

配及电缆传递给数字电子控制器；控制器利用控制系

统算法计算出电液伺服阀、电磁阀等的控制信号；控

制信号通过接口适配后，利用 PXI工控机进行采集；

执行机构模型将采集到的控制信号转换成流量、导叶

角度、喷口面积等发动机实际控制信号以控制发动机

的状态，从而实现对发动机的全包线工作状态及控制

系统的控制功能、性能进行模拟验证[24]。

2.2 HIL平台硬件组成

硬件在回路平台的硬件组成如图4、5所示。

主要包括 5台工控机、

2台NI（美国国家仪器有限

公司，National Instruments，
简称NI）工控机、NI资源适

配箱、状态操纵装置、信号

调理装置、配电箱、数字电

子控制器等。

该平台中的 5台工控机分别为发动机模型计算

机、主控计算机、综合测控计算机、EEC上位计算机、

飞控系统计算机。

（1）发动机模型计算机。用于运行发动机模型，

采用的发动机模型格式为动态链接库（即 dll）或实时

动态链接库（即 rtdll）。

（2）主控计算机。用于实现验证任务的调度，如

EEC上电、通道复位、通道切换、软硬件故障模拟等。

（3）综合测控计算机。用于采集与监控数字电子

控制器的数据，对经过系统试验适配装置的所有信号

进行故障模拟，同时对HIL平台进行开环测试标定。

（4）EEC上位机。主要用来监测 EEC接收的数

据，对发动机数据进行记录、显示。通过EEC上位机

可以将控制律加载进EEC。
（5）飞控计算机。如果模型需要，可以将来自飞机

的信号如高度、马赫数等信号输入到发动机模型中。

其他硬件组成包括：

图3 部件级实时模型

动态仿真流程

图4 HIL平台组件的配置

图5 HIL平台硬件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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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XI工控机Ⅰ。是整套验证平台最核心的部

分，通过工控机内板卡输出各类传感器信号和采集负

载模拟信号，作为信号调理装置的输入和负载模拟装

置的输入及信号采集。

（2）PXI工控机Ⅱ。通过机箱级联板卡与 PXI工
控机Ⅰ相连，内置开关量板卡作为系统试验适配装置

实时性要求高的断路信号反馈采集。

（3）NI资源适配箱。主要通过转接NI板卡资源

完成信号采集和控制，并调理部分无法直接采集的信

号，以便满足板卡信号采集需求。

（4）状态操纵装置。用于显示数控系统的工作状

态，为数控系统提供上电、复位和功能切换的操作界

面，以及采集来自控制器的开关量输入信号。

（5）信号调理装置。对来自PXI工控机给定信号

进行调理，产生满足控制器要求的热电偶模拟信号、

压力模拟信号、热电阻模拟信号、转速模拟信号等。

（6）负载模拟装置。对来自PXI工控机的给定信

号进行调理，产生满足控制器要求的 LVDT/RVDT模
拟信号，同时模拟高速电磁阀的负载特性，并与控制

器构成满足要求的负载回路。

（7）系统试验适配装置。实现信号的实时故障模

拟以及数控系统信号的接口适配，并开放信号的接口

便于信号测量、排故、故障注入[24]。

2.3 HIL平台软件组成

HIL平台的软件主要安装在 5台工控机中，分别

对应为模型工作站、用户终端/配置工具、实时 IO上位

机软件、ECGM_III、模型工作站。这些软件具有发动

机模型实时仿真、实时状态监控、故障注入等功能，还

能对发动机的数据进行存储和离线分析。同时提供

EEC上位机监控软件，对控制器状态进行监控。HIL
平台软件数据流如图6所示。

3 仿真与验证

3.1 全数字仿真平台验证

当今发动机控制系统进入了全权限数字式电子

控制时代，全数字仿真是整个控制系统研发流程中必

不可少的一环，为之后的硬件在回路仿真和半物理仿

真奠定了基础。

发动机模型在Matlab/Simulink和 FWorks[25]上的

仿真都属于数字仿真，用Matlab/Simulink实现快速建

模与仿真，而在 FWorks上主要验证代码生成的正确

性。由 Simulink到FWorks应严格遵守MBD的设计要

求、设计流程开发模型，其中 Fworks的集成验证流程

如图7所示。

3.1.1 模型准确度验证

基于上文中建立的Simulink部件级实时模型进行

动态仿真，压气机进口总压输入为 101344 Pa，压气机

进口总温输入为 268.149 K，环境大气压输入为

101344 Pa，压气机排气百分比为0，给定推力杆角度如

图8所示。仿真时间为20 s，仿真步长为20 ms。转速、

换算燃油流量、压气机压比的动态仿真结果以及与

AIR4548A标准中提供数据的相对误差如图9~14所示。

从图 10、12、14可见，除换算燃油流量在第 1.5 s
处附近因 AIR4548A标准数据集中在该点附近数据

有抖动而产生较大相对误差外，其他输出参数的相对

误差均在±2%之间波动，基本满足模型动态仿真结果

图7 FWorks平台集成验证流程

图6 HIL平台软件数据流

图8 Simulink仿真中推力杆角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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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精度要求。

3.1.2 生成代码正确性验证

用 Simulink中自带的自动代码生成功能将封装

好的部件级实时模型生成C代码，集成到全数字仿真

平台 FWorks进行生成代码的正确性验证。本文设计

了开环测试向例（图8），模型输入量与Simulink仿真一

致，并将FWorks仿真结果与Simulink仿真结果进行对

比，计算其相对误差，具体结果如图15~20所示。

从图 16、18、20可见，部件级实时模型的 FWorks

仿真结果与 Simulink仿真结果基本一致，相对误差均

在 10-6量级以下，接近于 0，验证了自动代码生成的正

确性，为硬件在回路平台验证奠定了基础。

3.2 硬件在回路平台验证

3.2.1 模型准确度验证

通过第 2章中介绍的HIL平台的EEC上位机，可

以将控制律加载进EEC，HIL平台集成验证流程如图

21所示。

在该硬件在回路平台上对实时模型进行开环验

图9 动态仿真结果与理想转速对比曲线

图10 转速的Simulink仿真结果与理想值的相对误差

图11 动态仿真结果与理想换算燃油流量对比曲线

图12 换算燃油流量Simulink仿真结果与理想

换算值相对误差

图13 动态仿真结果与理想压气机压比对比

图14 压气机压比Simulink仿真结果与理想值的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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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设计开环测试的推力杆角度如图 22所示，其他所

给模型输入量与 Simulink动态仿真中一致。给定采

样时间为 20 ms，将仿真结果分别与 Simulink、Fworks
的仿真结果进行对比并计算相对误差（仅以转子转速

为例），3种仿真结果的转子转速如图 23所示，Simu⁃
link与HIL平台、FWorks与HIL平台转子转速的相对

误差分别如图24、25所示。

从图24、25可见，HIL平台的运行结果与Simulink、
Fworks运行结果的相对误差均在±0.3%之间波动，验证

了该模型的正确性，可进行模型的实时性验证。

3.2.2 模型实时性验证

模型的实时性不仅与模型自身计算的复杂度有

关，与硬件设备也有直接的联系。一般情况下，模型

在硬件中运行所消耗的时间包括 2部分：模型自身在

硬件上运行的时间；硬件设备的延迟时间。故模型要

图21 HIL平台集成验证流程

图15 Simulink与FWorks平台的转子转速对比

图16 Simulink与FWorks平台转子转速的相对误差

图17 Simulink与FWorks平台的换算燃油流量对比

图18 Simulink与FWorks平台换算燃油流量的相对误差

图19 Simulink与FWorks平台的压气机压比对比

图20 Simulink与FWorks平台压气机压比的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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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实时性要求，就需要满足：最大运行时间+最大

硬件延迟时间<控制周期（20 ms）。

本文在数字电子控制器EEC中增加计时器功能

的有关代码，以对整个运行过程进行单步运行时间的

计算，如图26所示。

从图中可见，HIL平台中开环仿真的单步最大运

行时间不超过 2.7 ms，满足实时性要求。该实时模型

的成功建立为机载模型基控制、故障诊断、健康管理

和性能寻优控制等技术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4 结论

本文基于 AIR4548A燃气涡轮发动机实时建模

标准，在 Simulink平台上复现了GE公司某型单轴涡

喷发动机实时部件级模型，依次进行了 Simulink动态

仿真验证以及模型代码生成、FWorks全数字仿真平

台模型代码正确性验证、硬件在回路平台代码集成以

及模型实时性验证得出如下结果和结论：

（1）重现了AIR4548A实时建模标准中的部件级

实时模型，并采用基于模型设计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了

封装，拓展了发动机专业模型库，具有普遍适用性。

（2）针对涡喷发动机部件级模型的实时验证开展

全数字仿真平台集成与验证，并将仿真结果与文献中

数据进行对比，相对误差较小，说明模型的计算精度

较高。

图26 部件级模型在HIL平台EEC中的实时性验证

图22 开环测试推力杆角度设置

（a） Simulink与HIL平台的转速对比

（b） FWorks与HIL平台的转速对比

图23 3种仿真结果的转子转速对比

图24 Simulink与HIL平台转子转速的相对误差

图25 Fworks与HIL平台转子转速的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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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硬件在回路集成与验证，在中国较早地

将部件级实时模型集成到真实的 EEC中，得到的仿

真结果满足模型精度要求，同时验证了部件级模型的

实时性。

由于缺少准确的实际试车数据，本文仅对海平

面-标准天的飞行条件进行了发动机模型准确性和

实时性验证，后续研究还需要利用该部件级模型的简

化方法对其他飞行条件以及其他发动机模型进行实

时性优化，以证明该方法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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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冲程直喷煤油发动机空燃比控制方法

李 鸿，黄 英，赵振峰，岳芸鹏，王 绪
（北京理工大学 机械与车辆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为了保障 2冲程直喷煤油发动机高效、稳定地运行，对其空燃比控制方法进行了研究。采用机理建模和试验数据建模

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 2冲程直喷煤油发动机平均值模型，包括扫气模型和燃油油量模型。在扫气模型建模过程中，分别对进气

道、曲轴箱、气缸进行了分析；燃油油量模型考虑了气缸温度对燃油蒸发效果的影响，并引入了燃油蒸发系数。对 2冲程发动机扫

气过程进行了分析，通过台架试验得到了不同工况下的扫气效率、扫气比和捕获率等扫气参数。基于Matlab/Simulink建立了空燃

比前馈控制器，并进行了台架试验验证。结果表明：控制器能够满足空燃比的控制要求，最大误差为10%左右，该误差产生的原因

为燃油油量模型和扫气模型存在系统误差，但是燃油油量模型的系统误差影响较小，可以忽略。

关键词：直喷煤油发动机；2冲程；空燃比控制；平均值模型；扫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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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fuel Ratio Control Method for Two Stroke Direct Injection Kerosene Engine
LI Hong，HUANG Ying，ZHAO Zhen-feng，YUE Yun-peng，WANG Xu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nsure the efficient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two stroke direct injection kerosene engine，the air-fuel ratio con-
trol method was studied. The mean value model of two stroke direct injection kerosene engine was established by combining mechanism
modeling with test data modeling，including scavenging model and fuel model. The air inlet，crankcase and cylinder were analyzed respec⁃
tively in the process of modeling the scavenging model. The fuel model took into account the influence of cylinder temperature on fuel evap⁃
oration and introduced fuel evaporation coefficient. The scavenging process of two stroke engine was analyzed，and the scavenging parame⁃
ters such as scavenging efficiency，scavenging ratio and trapping efficiency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were obtained by bench test.
Based on the Matlab/Simulink，the model-based air-fuel ratio controller was established and verified by bench tes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roller can meet the control requirements of the air-fuel ratio，and the maximum error is about 10 %. The reason for this error is
that there are systematic errors in the fuel model and the scavenging model，but the systematic error of the fuel model has little effect and
can be ignored.

Key words：direct injection kerosene engine；two stroke；air-fuel ratio control；mean value model；scavenging model

0 引言

重油发动机的供油常采用燃油直喷的方式[1]，进

气道喷射是将燃油喷射在进气道，与空气混合后进入

气缸，会导致在某些工况下燃油蒸发不完全，实际喷

入的燃油量远远超过按化学当量比计算得到的喷油

量，为此建立了各种补偿模型[2-4]。而直喷式发动机

避免了进气道湿壁的问题，使得燃油量的精确计算更

为方便，提高了发动机的瞬态响应速度，基本上在第

2个工作循环发动机就能正常运转。但相比于进气

道喷射，直喷式发动机需要克服缸内压力，同时由于

采用煤油作为燃料，可以采用喷射压力较高的新型喷

射系统保证进入气缸的燃油雾化效果。国内外学者

针对煤油雾化的性能，在新型喷射系统上进行了很多

研究[5-7]。

2冲程发动机扫气过程复杂，使得空燃比精确控

制变得困难[8]。直喷式发动机喷油策略一般采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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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定油”的方式，计算该工况下的气量，基于目标空燃

比得到喷油量。4冲程发动机多采用“速度-密度

法”，即用进气压力和发动机转速推算出发动机每一

工作循环的进气质量[9]。而采用扫气口扫气的 2冲程

发动机相比于 4冲程发动机，在计算进气质量时必须

考虑扫气模型。为了评价扫气过程的好坏，扫气效率

这一评价标准被广泛使用，而在气缸内出现的“短路”

现象一般用捕获率进行评价。Jante[10]最早提出了研

究缸内扫气流动的扫气图法，在无缸盖情况下测得扫

气图，但忽视了气流的反向运动，不能正确反映发动

机性能；陈林林等[11]在不同工况下采集发动机缸压、

曲轴箱压力和发动机转速等信号数据，计算出扫气

比，从而计算出不同工况下的扫气效率，在计算实际

气量时除以固定扫气系数，用以表征短路损失。但实

际上在不同工况下的短路损失应针对其影响因素单

独分析。董雪飞等[12]通过使用示踪气体法直接测量

直流扫气 2冲程发动机在扫气过程中的捕获率，并通

过采集到的进气流量、进气压力和进气温度等试验数

据较准确地计算出扫气效率、扫气比等扫气参数。采

用这种方法须配备复杂的试验装置和数据采集分析

系统，经过离线处理才能获得试验结果。而控制模型

要求试验数据实时可测，试验结果在线计算，因此上

述方法无法保证控制模型的建立。

针对 2冲程直喷煤油机，采用机理建模和试验建

模相结合的方法，建立扫气模型和建立燃油油量模

型；通过建立的空燃比前馈控制器，获得该工况下基

于目标空燃比的喷油量，得到发动机喷油量脉普图，

进行空燃比前馈调节。根据台架试验数据对空燃比

前馈控制器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控制器能够使空燃

比达到预期要求，具有良好的控制性能，保证发动机

平稳运转。

1 发动机结构及技术参数

研究对象是 2冲程缸内直喷式自然吸气煤油发

动机，采用“气口-气口”的回流扫气形式，气缸布置

形式为水平对置。发动机点火顺序为 1、2-3、4，第 1、
2缸共用1个曲轴箱，第3、4缸共用1个曲轴箱，2个曲

轴箱之间不进行气体交换。发动机技术参数见表1。
该发动机的喷射系统采用空气辅助燃油喷射系

统，其原理如图 1所示。整体式调压块是喷射系统的

核心部件之一，利用安装在其中的燃油调压阀和空气

调压阀维持系统油压和气压的稳定。

喷气和喷油的脉宽和正时通过电子控制单元

（Electronic Control Unit，ECU）行标定，经过试验验

证，喷气嘴可在 1.5 ms内将空气辅助块内高压气体全

部喷出，喷气嘴和喷油嘴间隔 0.5 ms可保证执行器正

常工作。通过标定喷油器喷油脉宽改变喷入缸内的

实际喷油量。实际喷射脉宽为“标定喷油脉宽+油气

间隔+喷气时间”，通过控制喷气结束角来计算喷油

开始角。

2 平均值模型的建立

采用机理建模和试验建模的方式，建立 2冲程直

喷煤油机的平均值模型，具体包括扫气模型和燃油油

量模型；分别通过扫气模型和燃油油量模型计算得到

缸内实际参与燃烧的气体质量和燃油质量，从而通过

计算得到缸内实际的空燃比。发动机进气系统如图

2所示。

2.1 扫气模型

在扫气模型建模过程中，按照容积法将进气系统

分成 3部分：进气口之前的进气道部分、进气口之后

参数

缸径/mm
冲程/mm

连杆长度/mm
缸数

数据

82
64
122
4

参数

压缩比

燃油系统

型式

数据

8.0
缸内直喷

直列4缸，自然吸气

表1 发动机技术参数

图1 空气辅助燃油喷射系统原理

油气调压阀油气调压阀

气压表气压表

气泵

油压表

油路
气路
信号

油气调压阀

ECU
油泵

油箱

夹气喷射系统

图2 发动机进气系统

节气门

大气 p0T0V0
进气道

进气

进气道部分

ps Ts Vs

曲轴箱

曲轴箱部分

扫气

喷射器

pTV
气缸

气缸部分

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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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曲轴箱部分、扫气口之后的气缸部分，对每部分按

照质量守恒和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等定律进行建模。

实际参与燃烧的气体质量是考虑短路损失之后的由

曲轴箱经扫气口进入气缸的气体质量，因此仅需要建

立气缸部分的平均值模型。

捕获率 η t是指经过扫气口流入缸内的新鲜空气

与实际留在缸内用以和雾化的燃油进行混合以形成

混合气的新鲜空气的比值。比值越大，说明短路损失

越少，换气情况也越好。捕获率是关于气口叠开角的

函数[13]，同时也与缸内气体压力、曲轴箱气体压力和

转速等状态变量有关，一般通过台架试验采集排气的

空燃比和氧气体积分数后计算得到。

建立关于节气门后进气道中空气质量流量的质

量守恒等式

ṁs = ṁat - ṁas （1）
式中：ṁs为节气门之后的进气道部分的空气质量流

量；ṁat流经节气门的空气质量流量；ṁas为从曲轴箱

经扫气口扫入气缸内的空气质量流量，

ṁas = ϕc ( )n, ps ps ⋅ n ⋅ Vh ⋅ i60τ ⋅ R ⋅ Ts （2）
式中：ps为曲轴箱内扫气口开启时的气体平均压力，

Pa；Ts 为曲轴箱内气体温度，K；n为发动机转速，r/
min；Vh为发动机排量，L；i为气缸数；τ为冲程数；R为

气体常数；ϕc为发动机的容积效率，与转速和曲轴箱

压力有关，基于 2冲程发动机扫气模型的假设，ϕc =
ηs，ηs为发动机的扫气效率，通过台架试验采集发动

机数据后计算求得。

由曲轴箱扫入气缸的新鲜空气质量流量求出每

缸每循环的实际参与燃烧的气体质量流量为

ṁcy = ṁas ( )n, ps
i ⋅ n 60

η t = 60ṁas ( )n, ps ⋅ η t
i ⋅ n （3）

式中：ṁcy为每缸每循环参与形成混合气的实际进气

质量流量，g/s；ṁas ( )n, ps 为从曲轴箱经扫气口扫入气

缸内的空气质量流量，g/s。
从式（3）中可见，实际参与燃烧的气体质量是由

曲轴箱经扫气口扫入气缸内的空气质量和捕获率决

定的；从式（2）中可见，由曲轴箱经扫气口扫入气缸内

的空气质量需要已知曲轴箱压力、温度、扫气效率才

可求解，而曲轴箱压力、温度可由传感器直接采集得

到，要求解实际参与燃烧的气体质量，必须获得捕获

率和扫气效率。

2.2 燃油油量模型

2.2.1 喷油器模型

通过喷油特性试验对喷油量进行标定，建立喷油

器模型，计算得到不同喷油脉宽下的喷油量。喷油器

不同喷油脉宽下燃油喷射质量流量见表2。

通过对表2数据进行线性拟合，得到喷油模型

m f = 5.5t inj - 2.83 （4）
式中：mf为每缸每循环燃油质量流量，mg；tinj为喷油脉

宽，ms。
在进行喷油特性试验时，喷油器背压为大气压

力。在进行实际台架试验时，背压为缸内气体压力，

随曲轴转角的变化而变化，转速为 3000 r/min全负荷

时，单个循环缸内压力变化趋势如图 3所示。从图中

可见，燃油进入缸内是在下止点附近，此时缸内压力与

大气压力一致。喷射正时受多因素制约，喷射时刻过

早，虽然使得燃油得到充分雾化，但雾化过程处于排气

口打开期间，会导致燃油短路损失；喷射时刻过晚，避

免了燃油短路损失，但缸内压力过高，使得实际喷油量

少于理论值。因此，选定喷射正时在下止点附近。

为了验证在真实台架上进行试验时在不同工况

下喷油器模型的准确性，通过试验对计算油耗和真实

油耗进行比较。计算油耗由喷油器模型计算得到，真

实油耗由油耗仪采集得到。在试验过程中，保证排气

的空燃比为理论值。燃油系统回路与油耗仪串联，通

过发动机测控系统对油耗信息进行实时采集。喷油

器模型验证结果如图 4所示。以转速为 2000 r/min、

喷油脉宽/ms
2
4
6

喷射量/mg
8.1
19.2
30.2

喷油脉宽/ms
8
10

喷射量/mg
41.0
52.2

表2 喷油器燃油喷射质量流量

图3 单个循环缸内压力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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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节气门开度下的油耗为例，比较计算值和真实值

的误差，结果表明最大误差不超过 3%，在容许的误差

范围内，喷油器模型较准确地反映了实际喷油情况。

2.2.2 燃油蒸发模型

煤油的饱和蒸汽压远小于汽油的，而黏度和表面

张力大于汽油的，因此煤油的蒸发性远差于汽油的。

当煤油喷入气缸时，会有一部分煤油附着在气缸壁面

和活塞上，当气缸壁面温度较低时，附着的煤油不能

立刻蒸发，导致实际参与燃烧的油量少于喷入缸内的

油量，而未蒸发的燃油会随着排气离开气缸进入排气

系统，在建模过程中不考虑未蒸发燃油的影响。气缸

壁面温度不能直接测量，利用气缸盖温度来表征气缸

壁面温度的变化趋势。因此在燃油油量模型计算时，

应考虑燃油蒸发模型

m fuel = m f ( )t inj /η f ( )tcy （5）
式中：m fuel为参与形成混合气的实际燃油质量，mg；
m f ( )t inj 为喷入缸内的燃油实际消耗质量，mg；η f ( )tcy
为燃油实际参与形成混合气的蒸发系数，与气缸盖温

度有关；tcy为气缸盖温度，℃。

在进行台架试验时，采集不同气缸盖温度下的空

燃比，发现在不同工况下随着气缸盖温度的升高，空

燃比的变化趋势和变化幅值基本一致。空燃比随温

度的变化趋势如图5所示。

在某一固定工况下，随着气缸盖温度的升高空燃

比变小，而气缸循环进气量是一定的，因此空燃比的

变化是由于燃油蒸发情况不同导致的。从图 5中可

见，当气缸盖温度高于 100 ℃时，空燃比基本保持不

变，此时燃油全部蒸发，因此可以得到燃油蒸发系数

η f ( )tcy
η f ( )tcy = 0.00001234tcy 2 - 0.002587tcy + 1.136 （6）

2.3 扫气参数

扫气模型的建立是为了能够实时在线计算缸内

实际参与燃烧的气体质量，扫气模型计算所需变量必

须能够实时采集或者通过计算得到。从式（2）、（3）中

可见，模型计算所需的变量有转速、扫气口开启时期

曲轴箱气体的压力和温度，以及扫气效率、捕获率等

扫气参数，曲轴箱气体的压力和温度可通过传感器直

接采集得到，扫气参数也可通过第 2.3.1~2.3.3节中的

方法采集计算得到。2冲程发动机扫气情况随工况

变动较大，在不同工况下的扫气参数差别很大，这将

会影响扫气模型，因此需要针对各工况求解扫气效

率、扫气比、捕获率等扫气参数。

2.3.1 扫气效率

Hopkinson[14]建立了完全混合模型，在这一过程

中，进入的空气不进行换气过程，而是在进入气缸后

立刻与排气混合。假设某时刻的供给空气量为 Vas，

扫气比和扫气效率分别为λ和ηs。空气的增加量 dVas
会引起相同体积的排气流量dVe，其中dVe包含一部分

空气的增加量dVae，因此留在缸内的空气体积dV ta为
dV ta = dVas - dVae （7）

或者

dV ta = dVas - dVeΠ （8）
式中：Π为缸内空气的纯度，表明缸内换气过程的好坏，

在理想状态下，缸内空气纯度等于扫气效率，因此有

dV ta = dVas - dVeηs （9）
根据扫气效率的定义，ηs = V ta Vcy，V ta为缸内捕

获的新鲜空气体积，Vcy为气缸参考容积。将式（9）对

扫气效率进行微分，得

dηs = dV tadVcy （10）
假设dVe=dVas，代入式（10），可得

Vcydηs = dVas - dVasηs （11）
根据扫气比的定义，dηs = dVas - dVcy，因此有

dηs
1 - dηs =

dVas
Vcy

= dλ （12）

图4 喷油器模型验证结果

图5 空燃比随温度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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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12）的左侧从 0～ηs积分，右侧从 0～λ积

分，得

ln ( )1 - ηs = -λ （13）
则

ηs = 1 - e-λ （14）
2.3.2 扫气比

从式（14）中可见，若要求解扫气效率，就必须得

到扫气比。气缸的新鲜空气是由曲轴箱经扫气口供

给，一般把这个过程看成绝热过程，供给气体的质量

等于曲轴箱内气体流出的质量。根据理想气体方程

pV = mRT，则m = pV
RT

，扫气口开启和关闭时刻的曲轴

箱体积相等，则供给气体的质量，即曲轴箱内气体流

出的质量

ma = ΔpsVsRTs
（15）

式中：Δps为扫气口开启和关闭时刻曲轴箱压力差值，

Pa；Vs为单缸对应的曲轴箱体积，L。
同理可求得在大气环境下气缸内可容纳气体的

质量mcy。

扫气比的定义是供给气体质量ma和气缸可容纳

气体质量mcy之比，即

λ = ma
mcy

（16）
在得到扫气比之后，根据式（14）可以直接求解扫

气效率。

2.3.3 捕获率

2冲程发动机换气系统存在短路损失，捕获率用

于校正扫气模型。

采集排气的空燃比和排气中氧气的体积分数来

求解捕获率，前提条件是缸内混合气充分燃烧，消耗

了缸内未逃逸的所有氧气，在试验过程中为保证捕获

率测量的准确性，发动机运行状态应保持以下 2点：

（1）发动机空燃比保持为制动平均有效压力（Brake
Mean Effective Pressure，BMEP）最大时对应的值；（2）
点火正时保持为最佳扭矩对应的值。同时氧传感器

应放置在谐振管的中间位置，尽量去除气体波动造成

的影响[15]。在发动机稳态工况下，气缸内换气过程均

匀，在燃烧过程中消耗了缸内所有的氧，安装在排气

系统中的氧传感器检测到的空燃比可以用来表征短

路损失的程度。

qex = ( )1 + AFR0 ⋅ ṁ f ⋅ Vo2
100Mex

（17）
式中：qex为排气中的氧气质量流量，kg·mol/s；AFR0为
排气的空燃比，由氧传感器测量得到；ṁ f为燃油的质

量流量，kg/s；Vo2为排气系统中氧气的体积分数，%；

Mex为排气的平均摩尔质量。

q in = 0.2314 AFR 0 ⋅ ṁ f
32Mo2

（18）
式中：q in为进气中氧气的质量流量，kg·mol/s ；Mo2为

氧气的平均摩尔质量。

根据捕获率的定义，η t=捕获到气缸中的空气/供
给空气，因此，η t=1-（损失到排气的空气/供给的空

气）=1-（qex/q in）。得到

η t = 1 - ( )1 + AFR 0 ⋅ Mo2 ⋅ Vo2
23.14Mex ⋅ AFR0 （19）

假设排气的平均摩尔质量为 29，氧气的平均摩

尔质量为32，空气中氧的体积分数为21%，因此可得

η t = 1 - ( )1 + AFR0 ⋅ Vo2
21 ⋅ AFR0 （20）

3 空燃比控制器设计

根据所建立的平均值模型，基于Matlab/Simulink
建立发动机空燃比前馈控制器。采集发动机当前工

况的转速和节气门开度，根据扫气模型计算当前工况

每缸每循环的进气质量，当给定目标空燃比时，计算

得到该空燃比对应的目标油量为

m fuel = 1000 ⋅ mcy
λ0

（21）
式中：mfuel为参与形成混合气的实际燃油质量，mg；
mcy为每缸每循环的进气量，g；λ0为目标空燃比。

得到目标油量后，由建立的燃油油量模型计算得

到喷油器喷油脉宽

t inj = m fuel ⋅ η f ( )tcy + 2.83
5.5 （22）

将计算的喷油脉宽结果输出到 ECU，由 ECU控

制喷油器执行喷油动作，完成空燃比前馈控制。空燃

比控制策略结构如图6所示。

4 试验系统配置

扫气模型受扫气参数的影响，而扫气参数随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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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动会有很大差别，需要采集不同工况下的试验数

据以计算扫气参数。

发动机试验台架由AVL公司的测控系统控制；

基于 LabView的上位机控制系统通过 CAN总线将控

制参数发送给ECU，氧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信号经

过 ECU处理发送到 CAN总线；由Kixtler燃烧分析仪

采集发动机缸内压力和曲轴箱压力，并将信号发送到

另一条 CAN总线。基于 Vector CANoe建立的 2路

CAN总线将采集的 ECU控制参数、传感器数据以及

压力信号数据整合到同一时间轴，由AVL测试系统

单独采集发动机功率、扭矩等动力性指标和油耗等经

济性指标。发动机数据采集系统保证所有数据同时

采集，数据时间轴统一。发动机试验测试系统结构模

块如图7所示。

为了满足测试工作的需要，还应配置水冷发动机

的冷却水系统、为冷却水

降温的冷却风系统、排放

废气和供给新风的通风系

统等辅助设施。试验现场

布置如图8所示。

5 试验结果分析

5.1 扫气效率的计算结果

扫气效率是由扫气比决定的，通过采集不同工况

下的发动机数据计算得到扫气比，从而求解扫气效

率。由式（15）可知，需要采集发动机曲轴箱扫气口开

启和关闭时刻的气体压力、温度以及曲轴箱体积以求

解供给气体质量。以同样方法求解气缸可容纳气体

质量；再由式（16）计算得到扫气比；得到扫气比后，由

式（14）求解扫气效率。

通过台架试验得到转速为 2000 r/min时不同负

荷下的扫气比和扫气效率，如图 9所示。从图中可

见，在该转速下，随着负荷的变化扫气比和扫气效率

基本保持不变，扫气情况具有一致性。

在该转速下，曲轴箱气体压力不随负荷的变化而

变化，在 1个循环中不同曲轴转角下的气体压力大小

相似，导致扫气比的计算结果差别不大，从而影响扫

气效率的计算结果。采集的转速为 2000 r/min、节气

门开度为 20%的曲轴箱气体压力和气缸气体压力如

图 10所示。在扫气口开启时刻，曲轴箱气体压力始

终高于气缸的，不会发生气体“倒灌”现象。在该转速

的其他负荷下，曲轴箱和气缸的气体压力在不同曲轴

转角下的大小和变化趋势均与该负荷下的类似。

5.2 捕获率的计算结果

从式（20）中可见，捕获率的计算由排气空燃比和

排气中氧气的体积分数来求解，通过安装在排气系统

中的氧传感器可以直接采集得到。

转速为 2000 r/min时不同负荷下捕获率的试验

结果如图 11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负荷的增大，捕

获率基本保持不变。这是由于在该转速下，发动机曲

轴箱和气缸的气体压力变化不大，使得不同负荷下的

工作情况相似，因此在进行捕获率试验时的点火提前

图6 空燃比控制策略结构

图7 发动机试验测试系统结构

图8 试验现场布置

图9 不同负荷下的扫气比和扫气效率

图10 曲轴箱和气缸的气体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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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和空燃比基本保持不变，导致测量的排气空燃比和

排气中氧气的体积分数相差不大，因此捕获率基本保

持不变。

5.3 控制器性能验证

进行空燃比标定台架试验，在不同工况下通过标

定软件向 ECU发送不同的喷油脉宽信号，以改变喷

油量，通过数据采集系统采集各工况下不同喷油脉宽

时的排气空燃比，以及此时的转速、节气门开度和气

缸盖温度等信息。将采集的转速、节气门开度、气缸

盖温度以及对应的喷油脉宽等数据输入到空燃比控

制器，从而计算得到空燃比，通过对比台架试验采集

的排气空燃比和控制器计算的空燃比，以验证空燃比

控制器的准确性。

转速为 2000 r/min时在不同负荷下试验采集到

的排气空燃比（排气空燃比为台架试验测量得到的真

实空燃比，其大小与性能需求有关）和控制器计算的

空燃比的对比如图12所示。从图中可见，不同工况下

空燃比的最大误差为10%，精度较高，满足控制要求。

从图中还可见，在不同负荷下控制模型计算的空

燃比始终比试验测得的排气空燃比大，这会导致控制

器在进行空燃比前馈控制时输出1个较大的喷油脉

宽，使得实际参与燃烧的燃油油量更多。最大误差约

为10%，最小误差约为7%。

6 结束语

采用机理建模和试验建模相结合的方式，建立了

2冲程直喷煤油发动机扫气模型和燃油油量模型。

在扫气模型建模中，按容积法将进气系统分为进气

道、曲轴箱、气缸 3个模块分别进行了分析；在燃油油

量模型建模中，通过喷油器喷油特性试验建立了喷油

器模型，同时标定了燃油蒸发系数；基于完全混合的

扫气模型对扫气效率和捕获率的计算进行了理论推

导，并通过试验和计算得到了不同工况的扫气效率和

捕获率。

基于Matlab/Simulink建立了空燃比前馈控制器

模型，输入目标工况和目标空燃比，控制器输出喷油

脉宽；在台架上对控制器模型进行了试验验证。结果

显示，空燃比前馈控制器最大误差为 10%，可通过模

型修正消除产生的系统误差，以提高模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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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中的通信时延问题，进行了PI控制系统稳定性及控制设计。基于Nyquist稳定性判据

分析比例系数Kp的稳定域，进一步采用等效开环传递函数分析积分增益Ki的稳定域，获得时延上界依赖型PI控制器参数稳定域。

基于参数稳定域设计某涡扇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的时延PI控制器，并进行了数字仿真。结果表明：在时延上界为 0.3 s时，基于

参数稳定域设计的PI控制器可保证被控系统的稳定性，系统无稳态误差，转速控制系统超调量不超过 0.38%；反之，基于控制器参

数非稳定域设计的控制器使被控系统的性能显著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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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communication time-delay in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 of aeroengine，the stability and control de⁃
sign of PI control system were carried out. The stability domain of proportional coefficient Kp was analyzed based on Nyquist stability crite⁃
rion，and the stability domain of integral gain Ki was further analyzed by equivalent open-loop transfer function，and the parameter stability
domain of time-delay upper bound dependent PI controller was obtained. A time-delay PI controller for a turbofan engine distributed con⁃
trol system was designed based on parameter stability domain and digital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I controller
based on the parameter stability domain can guarantee the stability of the controlled system when the time-delay upper bound is 0.3 s，the
system has no steady-state error，and the overshoot of the speed control system is not more than 0.38%. On the other hand，the controller
designed based on non-stable domain of controller parameters significantly deteriorat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olled system.

Key words：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time-delay PI control；parameter stable domain；Nyquist criterion；equivalent open-loop trans⁃
fer function；aeroengine

0 引言

随着飞机性能的不断提高，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

也在不断发展，如从早期的单变量控制系统变为现今

应用较多的多变量控制系统，以及从传统的机械液压

式控制系统进化为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系统[1-2]，而

在将来的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发展中，分布式控制将

是一个重要发展方向[3-4]。

分布式控制系统将低级处理功能从集中式控制

系统的电子发动机控制器（Electronic Engine Control，
EEC）交给智能传感器与执行机构，EEC仅实现控制

逻辑和控制算法的功能，并通过数据总线与智能传感

器和执行机构通信。在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

中，由于数据总线的引入，信号从传感器传输至控制

器以及控制信号和从控制器传输至执行机构时，都会

不可避免地出现时间延迟[5-7]，造成发动机控制系统

性能下降，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控制系统失稳[8-10]。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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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必须针对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设计控制器，

减小在数据传输中由于时间延迟带来的影响，保证控

制系统的控制效果。

针对含时延的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稳定

性问题，Gu[11]基于Lyapunov-Krasovskii稳定性定理和

Razumikhin稳定性定理从系统时域方面求取了系统

的稳定性条件；Duncan 等[12]对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

制系统进行结构方面的研究，针对存在丢包现象的航

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进行稳定性分析，给出系统

稳定的工作条件。中国关于分布式控制系统稳定性

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彭靖波等[13]对含有时延/丢包的

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进行建模，且给出了相应

的稳定性分析；田飞龙等[14]对含时延/丢包的航空发

动机系统进行了建模和稳定性分析。但以上文献给

出的大多是分布式控制系统所能忍受的时延上界，未

对含时延系统的控制器稳定域进行分析。

本文针对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存在的通

信时延，以涡扇发动机为例，在线性化模型基础上，基

于Nyquist判据给出了含时延的航空发动机比例积分

(Proportional Integral，PI)控制器参数稳定域，并在获

得控制器参数稳定域的情况下，通过发动机部件级模

型进行仿真验证。

1 发动机分布式PI控制系统控制器参数稳定

域分析

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

制系统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中：r为控制系统指令；y

为输出；e-τs为时延项；τ为

系统时延大小；τca为控制

器与执行机构间传输时

延；τsc 为传感器与控制器

间传输时延；PI 控制器

C ( s )为
C ( s ) = Kp + Ki

s
（1）

式中：Kp为比例系数；Ki为积分增益。

发动机传递函数 G ( s )为
G ( s ) = N ( s )

D ( s ) （2）

式中：N ( s )和D ( s )为关于 s的多项式，且D ( s )的阶次

高于N ( s )的阶次。

对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做如下假设[15]：

（1）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采用时间触发型

总线协议；

（2）智能传感器为时间驱动，控制器和智能执行

机构为事件驱动；

（3）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存在时延和丢包，不存在

时序错乱；

（4）在同一控制周期内，传感器信号至控制器、控

制器信号至执行机构任意一方发生丢包则该控制周

期内发生丢包。

网络时延主要来源于数据在网络中的传输时间

和控制器的计算时间。相较于传输时延，控制器计算

时间短，可忽略不计。在 TTP/C等时间触发型协议

中，数据丢包后禁止重新发送[16]，且在下一时刻发送

新的数据，因此数据丢包问题可以转化为时延问题进

行研究。

为保证分布式控制系统时延模型的可靠性，基于

Matlab/TrueTime建立分布式控制系统模型，在 True⁃
Time的Network模块中设置分布式控制系统的传输协

议为TTP/C。同时，通过调整Network模块中的丢包率

进行仿真，确定分布式控制系统所能忍受的时延上界。

系统总时延由控制器与执行机构间传输时延

τca、传感器与控制器间传输时延 τsc2部分组成。文献

[17]表明，在总时延 τ = τca + τsc不变时，τca与 τsc的取

值分配基本不对系统超调量产生影响，但随着 τca增

大，系统调节时间和上升时间都会增加，即 τca对系统

性能起主要作用，因此可将 τsc和 τca合并研究，这样既

能简化分析，又能不影响结

果的可靠性。经简化的控

制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

1.1 基于Nyquist稳定性判据的Kp稳定域分析

令

Gτ ( s ) = G ( s ) e-τs （3）

在比例控制器作用下，如图 2所示发动机分布式

控制系统开环传递函数为

Ghτ ( s ) = KpGτ ( s ) = KpN ( s ) e-τs
D ( s ) （4）

设 Gτ ( jω )的 Nyquist 曲线与实轴 q 有个交点

x1, x2,⋯, xq ( xi < xi + 1, i = 1, 2,⋯, q )，其中

图1 含时延的发动机控制

系统

执行机构
u（t） x（t）

发动机 传感器

τscτca 通信网络

控制器控制器

r e uu yC（s） e-τcaS G（s）

C（s）C（s）

+-

图2 简化后的控制系统结构

r e uu yC（s） e-τs G（s）

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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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 ]Gτ ( jωij ) = 0 （5）

xi = Re[ ]Gτ ( )jωij ，j = 1,⋯, pi （6）

式中：pi为Nyquist曲线在 xi处的穿越次数。

若Nyquist曲线由上而下穿越实轴，在此定义为

负穿越，记为 di, j = -1；反之定义为正穿越，记为

di,j = 1。由此，Gτ ( jω )的Nyquist曲线在 xi处的净穿越

次数为

ri =∑
j = 1

pi

dij （7）
由于 -∞ < ω < 0时，Gτ ( jω )的Nyquist曲线与 0 <

ω < ∞的Nyquist曲线关于实轴对称，所以按式（2）计

算 ri时，若穿越频率 ωij = 0或 ωij = ∞，则 pi = 1；若穿

越频率 0 < ||ωij < ∞，则 pi = 2。当ωij = 0或 0 < ωij < ∞
时，dij 可由 Gτ ( jω )的 Nyquist曲线求得。当 ωij = ∞
时，Gτ ( jω )的穿越方向与 G ( s )在 ω = ∞的穿越方向

一致[18]，di, j可由G ( s )的Nyquist曲线求得。

定义区间L1,L2,⋯,Lq + 1，其中

Li = é
ë
êê

ö

ø
÷÷- 1

xi - 1
, - 1
xi

（8）
且 x0 = -∞，xq + 1 = ∞。由式（8）可知，当Kp在区间 Li内

变化时，式（4）中Ghτ ( s )在 ( -1, j0 )左侧的穿越实轴次

数不变，即仍为 ri。

当Kp ∈ Li时，设发动机闭环系统（图 2）的不稳定

极点数为

ui = u0 +∑
m = 0

i - 1
rm （9）

式 中 ：u0 为 G ( s ) 的 不 稳 定 极 点 数 ；r0 = 0，ri ( i =
1, 2,⋯, q )，如式（7）所示。

因此，若式（9）满足ui = 0，则Li为Kp的1个稳定域。

随着 ω→ ∞，q→ ∞，即 Gτ ( jω )与实轴的交点有

无穷多个，基于式（9）计算的 Li数量趋于无穷。因此，

需要对上述Kp稳定域确定方法进行简化。

在 e- jτω作用下，随着 ω的增大，穿越点大都位于

复数平面原点 ( 0, j0 )附近，且 Gτ ( jω )的 Nyquist曲线

围绕着原点 ( 0, j0 )作螺旋运动，如图3所示。

由于Nyquist曲线作螺旋运动后，其每次正穿越

都会存在 1次负穿越（点G ( + j∞ )处的穿越除外）与之

对应，正穿越与负穿越相互抵消，对稳定性不会产生

影响。当ω > ω0时，Nyquist曲线正负穿越次数相同，

则只需计算区间 ( 0,ω0 ]内的Nyquist曲线与实轴的交

点及相应的 ri，从而由式（5）、（6）确定了稳定域。为

了尽量减少计算量，同时保证所确定的 Kp稳定域的

有效性，ω0采用以下方法选取：

（1）取ω0 = ωij，且满足 xi xi + 1 < 0，保证ω > ω0后，

Gτ ( jω )的Nyquist曲线围绕原点 ( 0, j0 )作螺旋运动；

（2）满足 d ( ω0 ) d ( +∞ ) < 0，保证在 ωij = ω0时Ny⁃
quist曲线穿越方向与ω = +∞时的穿越方向相反；

（3）在满足（1）和（2）条件的 ωij中，尽量选令 || xi
较大的ωij。

1.2 基于等效开环传递函数的Ki稳定域分析

在获得 Kp稳定域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控制器

参数 Ki的稳定域。如图 2所示的发动机分布式控制

系统在PI控制器作用下，开环传递函数改写为

Ghτ ( s ) = Kp s + Ki

s
N ( s ) e-τs
D ( s ) （10）

在此采用等效开环传递函数的方法分离式（10）
中的Kp和Ki，从而求取Ki的稳定域。

式（10）中的发动机控制系统闭环传递函数的特

征函数为

NΦ ( s ) = D ( s ) s + ( Kp s + Ki ) N ( s ) e-τs （11）
构建开环传递函数

G͂hτ ( s ) = KiN ( s ) e-τs
[ ]D ( s ) + KpN ( s ) e-τs s

= KiG͂τ ( s ) （12）
分别以式（10）、（12）为开环传递函数的单位负反

馈系统，其闭环特征函数相同。在此称 G͂hτ ( s )为
Ghτ ( s )的等效开环传递函数。因此，保证式（12）系统

稳定的（Kp,Ki）能保证式（10）的系统稳定。

对于已知的Kp，式（12）与式（4）中的结构相似，因

图3 时延系统在原点 ( 0, j0 )附近的Nyquist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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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采用第 1.1节中的方法可确定 Ki的稳定域。最终

得到（Kp,Ki）的稳定域能够保证式（10）中的发动机分

布式控制系统稳定。

总结发动机分布式时延 PI控制系统控制器参数

（Kp,Ki）稳定域的确定过程可分为如下8个步骤：

（1）计算式（3）中时延系统的Nyquist曲线，按第

1.1节中所述的原则选取ω0。

（2）求 解 式（5）在 区 间 ( 0,ω0 ] 内 的 根 ，即

ω11,ω21,⋯,ωq̄1 ( )ωq̄1 = ω0 ，且令ωq̄ + 1, 1 = 0。
（3）由式（6）和 ω11,ω21,⋯,ωq̄1，计算 Nyquist曲线

与实轴的交点 xi'，i' = 1, 2,⋯, q̄。对 xi'重新排列使得

xi < xi + 1，i = 1, 2,⋯, q̄。
（4）由式（7）计算 ri。

（5）由式（8）定义区间 L1,L2,⋯,Lq̄ + 1，由式（9）计

算ui，i = 1, 2,⋯, q̄。
（6）若 ui=0，则对应区间 L的集合即为 Kp的稳定

范围。

（7）将稳定域中的Kp引入式（12）。

（8）将式（12）视为式（4），重复步骤（1）~（6），获

得Ki的稳定范围。

2 仿真实例

2.1 某涡扇发动机分布式控制PI控制系统（Kp,Ki）

稳定域分析

以涡扇发动机部件级模型为被控对象，在高度H

=0 km、马赫数Ma=0处，其分布式控制系统中高压转

子转速控制系统和压比控制系统开环传递函数分别为

G1 ( s ) = nH ( s )W f ( s ) =
( )0.58s2 + 35.43s + 89.25 e-0.343s

0.31s4 + 14.89s3 + 335.45s2 + 1141.96s + 900
（13）

G2 ( s ) = REP ( s )A8 ( s ) =
33.98

3.03s3 + 34.21s2 + 181.61s + 56.25 e-0.36s
（14）

式中：nH为高压转子转速；REP为发动机压比；W f为燃

油流量；A8为尾喷管面积。

当 τ分别为 0.1、0.2、0.3s 时，分别取 G1 ( s )ω0 为

44.6、28.2 、20.9 rad/s，G2 ( s )ω0为4.7、3.7、3.1 rad/s。

当 0 < τ ≤ 0.3 s 时，由 1 中所述方法可得（Kp,Ki）

稳定域范围分别如图 4、5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通

（a）τ =0.1、0.2、0.3 s稳定域投影

（b）τ=0.1~0.3 s稳定域3维图

图4 高压转速控制器参数稳定域

（a）τ=0.1、0.2、0.3 s稳定域投影

（b）τ=0.1~0.3 s稳定域3维图

图5 压比控制器参数稳定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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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时延的不断增加，分布式控制系统的参数稳定域不

断减小，并且在低时延时，稳定域减小的速度较快。

2.2 基于参数稳定域的涡扇发动机时延PI控制

在基于Matlab/TureTime的涡扇发动机分布式控

制数字仿真系统中，以涡扇发动机部件级模型为被控

对象，为保证总线传输时各控制器参数稳定域的独立

性，基于分散控制思想，建立 nH和REP 2个独立的控制

回路，并在控制器中设立 2个单变量控制器。转速传

感器和压比传感器采集的数据经总线送入控制器后，

分别送至相应的控制器计算出燃油流量与尾喷管面

积，然后再经过总线送至相应的执行机构，完成控制。

在高度H=0 km、马赫数Ma=0、τ=0、0.1、0.3 s的情

况下，仿真控制参数见表 1。Kp、Ki选取自第 2、3列。

令高压转子转速 nHr和 REP指令信号 REP,r分别阶跃-
2%，系统响应结果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见，基于稳

定域选取控制器参数的 PI控制器能够保证含时延的

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当 τ=0.1、0.3 s时，

nH的响应曲线超调量分别为0.34%、0.38%，REP响应曲

线超调量分别为 4.95%、5.07%。由此可知，随着时延

τ的增加，系统的超调量增大。基于大时延稳定域选

取的控制器参数对于小时延的系统同样有效。

为了对比 ( )Kp,K i 稳定域分析的有效性，在 τ =
0.3 s时，选择 1组稳定域外的Kp、K i参数（表 1中第 4、
5列，图 4（a）、5（a））。在这组控制器参数下，按照发

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响应曲线（图 6）进行仿真，得到

的结果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稳定域外的控制器

参数使得系统性能变差，导致系统不稳定。

被控回路

nH控制回路

REP控制回路

稳定域内PI参数

Kp
4.5
0.8

K i
0.04
0.35

非稳定域内PI参数

Kp
43
16

K i
2
0.8

表1 仿真控制参数

（a）Wf

（b）nH

（c）A8

（d）REP

图6 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响应曲线

（a）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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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文针对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的通信时

延问题，基于Nyquist判据，给出了一种含时延的航空

发动机 PI控制器稳定性分析及控制器设计方法，得

到以下结论：

（1）随着时延的增加，PI控制器稳定域不断缩小，

能够保证发动机稳定工作的控制器参数可行域不断

减小。

（2）基于控制器参数稳定域设计的 PI控制器能

有效保证时延下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的稳定性。

（3）基于大时延设计的PI控制器参数同样能保证

小时延下的航空发动机稳定工作，反之不一定成立。

（4）基于 PI参数稳定域设计的 PI控制器的控制

效果不尽相同，因而考虑控制性能（如动态性能、经济

性等）要求，在稳定域范围内选取最优的控制参数以

提高控制品质，值得开展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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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容错控制和硬件在环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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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有效地开展微型燃气轮机传感器的故障诊断和容错控制，在采用基于模型的设计方法建立微型燃气轮机部件级模

型的基础上，使用了一种基于扩展卡尔曼滤波器的故障诊断和容错控制方法，能够有效地诊断出传感器故障，并重构正确信号继

续进行闭环控制。使用MATLAB/Simulink的自动代码生成技术，将微型燃气轮机模型及故障诊断和容错控制方法在全数字仿真

平台和硬件在环仿真平台进行集成和验证，结果表明：基于模型的设计方法的数字仿真结果与硬件在环仿真结果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关键词：微型燃气轮机；卡尔曼滤波器；容错控制；硬件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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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Tolerant Control and Hardware-in-the-loop Verification based on Kalman Filter
LIU Ying，REN Ya-hao，WANG Ji-qiang，HU Zhong-zhi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ffectively develop fault diagnosis and fault tolerant control of micro gas turbine sensors，a fault diagnosis and
fault-tolerant control method based on extended Kalman filter was used based on the model-based design method to establish the compo⁃
nent-level model of micro gas turbine. This method could effectively diagnose the sensor fault and reconstruct the correct signal to continue
the closed-loop control. By using MATLAB/Simulink automatic code generation technology，the micro gas turbine model and method of
fault diagnosis and fault-tolerant control were integrated and verified in the full digital simulation platform and hardware-in-the-loop sim⁃
ulation platfor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model-based design method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the
hardware-in-the-loop simulation results.

Key words：micro gas turbine；Kalman filter；fault tolerant control；hardware-in-the-loop

0 引言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电网追求低碳化发展，

分布式热电联产（Combined Heat and Power，CHP）系

统因具有高效、节能的特点而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1]。

微型燃气轮机是分布式热电联产的发电核心部件，其

动态性能对整套系统的启动速度、机动性能、运行效

率等至关重要 [2]。因此，研究微型燃气轮机的数学建

模以及控制算法具有重要价值。微型燃气轮机数字

控制器中的传感器容易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故障，控制

系统需要能够及时诊断出故障并通过容错功能实现

控制系统的安全运行，对于保证微型燃气轮机继续完

成后续任务具有重要意义[3]。

20世纪 60年代美国国家航空与宇航管理局基于

涡轮增压器发展了一种微型燃气轮机发电装置，随后

进一步研究了微型燃气轮机在航天飞机上的应用。

之后的几十年间，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技术得到了迅速

发展，在更多的领域得到了应用，成为了国内外的研

究热点[4]。

虽然中国在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方面与国外相比

还有很大差距，但是众多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20世纪 70年代，中国开发了功率为 37、200 kW
等燃气轮机[5]。目前，微型燃气轮机的发展得到相当

的重视，前景甚为广阔。

为了提高微型燃气轮机系统的控制性能，需要建

立相应的数学模型，至今国内外已有很多针对微型燃

气轮机的建模与控制研究，传感器和气路的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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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也有不少。Rowen等[6]用一阶线性环节和延迟环

节简单代替了特定工况下的微型燃气轮机部件特性，

但该形式不够完整准确；姬芬竹等[7]以模块化方法建

立了微型燃气轮机各组件稳态数学模型以及起动和

停车的动态模型，并搭建了回热器模型；王朝蓬等[8]

建立了某型单轴微型燃气轮机的性能计算模型，基于

此数学模型研究了微型燃气轮机的稳态控制规律和

高度气候特性；陈鹏宇等[9]以稳态通用特性曲线为基

础搭建压气机和涡轮等部件，采用分段集总参数法对

回热器进行建模，研究了基于转速和温度的双闭环控

制策略下的微型燃气轮机稳态和动态性能。基于模

型和基于数据的故障诊断方法不仅广泛应用在航空

发动机上，在微型燃气轮机的气路故障和传感器故障

诊断方面的应用也比较成熟。张逸轩[10]以 3轴燃气

轮机为研究对象，基于卡尔曼滤波算法有效诊断了包

含健康参数的气路故障；张兵[11]也采用了基于卡尔曼

滤波器的方法对传感器恒偏差、渐变型和突变型故障

进行了有效诊断和隔离，但并未进行故障诊断之后的

容错控制研究。

本文基于 1簇卡尔曼滤波器进行微型燃气轮机

传感器的容错控制，并在数字仿真的基础上将其在硬

件在环平台上进行了集成和验证。

1 T100微型燃气轮机建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 T100微型燃气轮机[12]，其部

件结构如图 1所示。T100主要由燃气涡轮发动机、发

电机、电气系统、监控系统等组成。其中燃气涡轮发

动机主要构件包括燃烧室、压气机、涡轮和回热器。

在MATLAB/Simulink软件环境中搭建微型燃气

轮机的稳态及动态模型。考虑到后续需要进行模型

和控制方法在硬件在环平台的集成和验证，在此过程

中的传递和转换阶段容易出现错误，不易排查，因此

引入基于模型的设计（Model Based Design，MBD）方

法，利用该方法可以及时发现其中的缺陷并不断修正

和验证迭代，最后直接通过模型生成和移植可执行的

嵌入式代码进行集成和验证[13-14]，从而大幅提高工作

效率。MBD技术已经在汽车电子、航空发动机等领

域取得了广泛应用，具有较强的工程实用性[15]，

采用模块化的建模方式时需要考虑整体系统的

热力学计算方程和部件级的能量和流量平衡方程。

在分析气动热力学公式的同时，还需要通过通用特性

图修正，基于MATLAB/Simulink平台搭建 T100微型

燃气轮机的部件级数学模型。根据设计点数据搭建

的模型在非设计点的数据会出现较大误差，需要对其

进行修正以提高其计算的可靠性。

将 30%、40%、50%、70%、100%负载点处的压比、

转速、涡轮出口温度的试验数据与动态模型仿真数据

进行对比，如图2~7所示。

从图中可见，搭建的微型燃气轮机部件级模型仿

真数据与试验数据的误差保持在 3.6%以内，因此该

模型满足数字仿真的精度需求，可保证基于此模型开

展的传感器故障诊断及容错控制研究具有较高的置

信度。

图1 T100微型燃气轮机部件结构

图2 压比动态特性匹配

图3 压比动态特性误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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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感器故障诊断

采用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组的方法进行航空发动

机传感器的故障诊断，需要建立发动机的状态变量模

型。搭建完成的微型燃气轮机的非线性模型为

ì
í
î

ï

ï

x
· = f ( )x,u
y = h ( )x,u （1）

式中：x为 n维状态变量；y为m维输出变量；u为 r维

控制变量。

在某一个稳态点 ( )x0,u0, y0 附近按照泰勒级数展

开，将非线性模型转化为线性模型

ì
í
î

Δ x· = AΔx + BΔu
Δy = CΔx + DΔu （2）

式中：Δx为状态变量偏移值；Δy为输出变量偏移值；

Δu为控制变量偏移量；A为状态矩阵、B为输出矩阵；

C为前馈矩阵；D为干扰矩阵。

微型燃气轮机模型主要考虑转子的转动惯性和

回热器的热惯性，因此选取转速Nc和回热器壁面温

度Tw作为状态变量，燃油量Wf为控制变量，输出变量

选择T100模型中测量[16]的Nc、Tw、压气机出口温度T2、

涡轮出口温度 T4、压气机出口压力P2、涡轮出口压力

P4、燃烧室入口温度T2R、排气装置入口温度T4R。

结合小扰动法和拟合法求解矩阵A、B、C、D[17]，即

先采用小扰动法得到系统矩阵的初值，再采用拟合法

进行修正，求解得到矩阵后还需要采用相似归一化的

方法对其进行处理，以避免各状态变量的数量级相差

过大。

微型燃气轮机的状态变量方程求解完成后，基于

卡尔曼滤波器进行传感器的故障诊断及容错控制。

卡尔曼滤波算法中的5个核心公式为

x̂-k = Ax̂k - 1 + Buk - 1
P -
k = APk - 1AT + Q
Kk = P -

k HT ( )HP -
k HT + R -1

（3）
x̂k = x̂-k + Kk ( )zk - Hx̂-k
Pk = ( )I - KkH P -

k

针对 60%~100%负载范围内的微型燃气轮机进

行传感器偏置和漂移2种情况的故障诊断研究。

传感器可能发生的故障多种多样，目前常用偏置

故障和漂移故障2种分类方法。

传感器偏置故障的数学表达式为

yout = y in + Δy （4）
式中：yout为变量输出值；yin为变量输入值。

漂移故障的数学表达式为

图4 转速动态特性匹配

图5 转速动态特征误差分析

图6 涡轮出口温度动态特性匹配

图7 涡轮出口温度动态特性误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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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 = y in + k ( )t - t0 （5）
式中：k为传感器测量值偏离正常值的速率；t0为传感

器发生故障的时刻。

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组的传感器故障诊断方法的

原理如图 8所示。假设有m个传感器，则设计m+1个
卡尔曼滤波器，其中第 0个卡尔曼滤波器利用所有的

m个可测参数偏离量，其余的m个滤波器每个都只利

用m-1个可测参数偏离量。以第 i个卡尔曼滤波器为

例，其输入中包含了除第 i个以外的其余m-1个可测

输出偏离量。因此，如果第 i个传感器发生了故障，那

么只有第 i个卡尔曼滤波器得到的估计结果是正确

的，因为其没有使用发生故障传感器的测量信息，而

其他的卡尔曼滤波器则都使用了故障传感器的信息，

因而估计结果都不同程度地偏离了实际情况。

卡尔曼滤波器的输入及滤波后的输出之差称为

残差，第 i个卡尔曼滤波器的残差 e为

ei = Δyi - Δy if ( )i = 1, 2,⋯,m （6）
式中：Δyi为可测输出偏离量，是滤波器的输入；Δy if为
滤波后的可测输出偏离量。

由该残差计算残差的加权平方和为

Wi = ( )ei T·[ ]diag ( )σi 2 -1·ei （7）
式中：n为采集样本数；σj为每个传感器的标准偏差，

是传感器本身特性及测量噪声的度量。

在 t=40 s时刻对转速传感器分别施加 2%的阶跃

突变和一定速率的斜坡信号以模拟偏置故障和漂移

故障，仿真结果如图9、10所示。

为了更接近下一步在硬件在环仿真平台的集成

验证环境，对每个传感器信号都分别添加白噪声，本文

选择方差为0.2的白噪声，仿真结果如图11、12所示。

图8 1簇卡尔曼滤波器故障诊断原理

图9 偏置故障诊断结果

图10 漂移故障诊断结果

图11 白噪声干扰后偏置故障诊断结果

图12 白噪声干扰后漂移故障诊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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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容错控制

当上文所设计的故障诊断系统诊断出转速信号

故障时，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原理，使用其他未发生

故障的传感器信号重构出转速信号送到 PI控制器

中，实现闭环控制。

微型燃气轮机的离散状态空间方程为

x [ n + 1] = A [ n ] x [ n ] + B [ n ] u [ n ] + G [ n ] w [ n ]
y [ n ] = C [ n ] x [ n ] + D [ n ] u [ n ] + H [ n ] w [ n ] + v [ n ] （8）

式中：w为系统噪声；v为测量噪声。

w和 v满足

E [ w [ n ] ] = E [ v [ n ] ] = 0 （9）
E [ w [ n ] wT [ n ] ] = Q [ n ] （10）
E [ v [ n ] vT [ n ] ] = R [ n ] （11）
E [ w [ n ] vT [ n ] ] = N [ n ] （12）

式中：Q为过程噪声矩阵；R为观测噪声矩阵。

状态估计为

x̂ [ n + 1|n ] = A [ n ] x̂ [ n|n - 1] + B [ n ] u [ n ] +
L [ n ] ( y [ n ] - C [ n ] x̂ [ n|n - 1] - D [ n ] u [ n ] ) （13）

卡尔曼滤波器增益通过离散Riccati方程求解

L [ n ] = ( A [ n ] P [ n ]C T [ n ] + N̄ [ n ] )·
(C [ n ] P [ n ]CT [ n ] + R̄ [ n ] )-1 （14）

M [ n ] = P [ n ]CT [ n ] (C [ n ] P [ n ]CT [ n ] + R̄ [ n ] )-1（15）
Z [ n ]=( I-M [ n ]C [ n ] ) P [ n ] ) I-M [ n ]C [ n ] )T+

M [ n ] R̄ [ n ] MT [ n ] （16）
P [ n + 1] = ( A [ n ] - N̄ [ n ] R̄-1 [ n ]C [ n ] )
Z ( A [ n ] - N̄ [ n ] R̄-1 [ n ]C [ n ] )T +
Q̄ [ n ] - N [ n ] R̄-1 [ n ] NT [ n ]

（17）

式中：P为Riccati方程的解；Q为过程噪声矩阵；R为

观测噪声矩阵；单位矩阵 I具有适当的维度，并且

Q̄ [ n ] = G [ n ]Q [ n ]GT [ n ] （18）
R̄ [ n ] = R [ n ] + H [ n ] N [ n ] + NT [ n ] HT [ n ] +

H [ n ]Q [ n ] HT [ n ]
N̄ [ n ] = G [ n ] (Q [ n ] HT [ n ] + N [ n ] ) （19）

P [ n ] = E [ ( x - x̂ [ n|n - 1]( x - x̂ [ n|n - 1]T ]
Z [ n ] = E [ ( x - x̂ [ n|n ] ( x - x̂ [ n|n ]T ] （20）

离散卡尔曼滤波器对当前状态估计使用延迟状

态估计的形式，使用 n - 1时刻的输入值 u [ n - 1]和
测量值 y [ n - 1]估计状态 x̂ [ n|n - 1]，滤波器输出

x̂ [ n|n - 1] 和 式（13）中 的 一 样 ，测 量 量 估 计 值

ŷ [ n|n - 1]定义为

ŷ [ n|n - 1] = C [ n ] x [ n|n - 1] + D [ n ] u [ n - 1]（21）
从而估计当前时刻的转速变化量，对转速信号进

行重构，重构的转速信号为

N̂ [ n ] = Nss [ n ] + x̂ [ n|n - 1] （22）
卡尔曼滤波器的增益矩阵K采用离线计算，即首

先计算出固定负载点处的增益矩阵K，在 60%~100%
范围内的其他负载点处的增益矩阵K则采用切换、插

值、基于BP神经网络的方式得到。选取每 8%负载 1
个点进行试验，为了提高试验效率，再次选取每 2%
负载 1个点进行仿真试验，检验仿真精度，对比结果

如图13所示。

从图中可见，每 8%负载 1个点与每 2%负载 1个
点的仿真结果误差不大，因此选取每8%负载1个点的

仿真方式，仍可满足精度要求，同时提高了试验效率。

除了选定的负载点处计算好的增益矩阵K，其他

负载点处的K另外采用插值和BP神经网络 2种方法

求得，其中插值直接使用 Simulink模块库中的 Look⁃
up Table模块，其原理与切换方法相同，选取每 8%负

载和每 2%负载 1个点进行对比，仿真结果对比如图

14所示。

图13 8%与2%的切换方式仿真结果对比

图14 8%与2%的插值方式仿真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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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神经网络是一种按误差逆传播算法训练的多

层前馈网络，其结构包括1个输入层、1个输出层、1个
或多个隐含层。BP神经网络的学习规则是采用最速

下降法，通过方向传播不断调整网络的权值和阈值，

使网络的误差平方和最小。使用只含有 1个隐含层

的简单 3层 BP神经网络模型，根据选定负载点的增

益矩阵K训练求得其他负载点的K。

切换、插值、BP神经网络 3种方法的仿真结果如

图15所示。

4 FWorks集成及验证

数字控制系统主要包括数字电子控制器、执行机

构、传感器 3大部件，三者的研发是分开进行的，导致

微型燃气轮机控制系统集成时需要反复迭代修改，且

硬件在环平台运行存在各种不明确的限制条件，因此

在进行HIL平台的集成之前需要先进行模型和算法

的可靠性验证，以降低排错的难度。开发微型燃气轮

机控制系统的全数字仿真平台进行模型和算法的仿

真将大大提高控制系统的研发效率，实现HIL平台与

FWorks（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系统协同设计综合平

台）之间代码的无缝移植。

4.1 FWorks平台简介

全数字仿真是用数学模型的形式表示微型燃气

轮机、数字电子控制器、执行机构等部件，并在计算机

中进行仿真。FWorks平台（全权限数字控制系统协

同设计综合平台）有2个主要功能：（1）实现多用户协同

设计功能，依靠 socket网络通信实现；（2）给用户提供

控制逻辑和各部件的替换功能，依靠动态链接库技术

（Dynamic Link Library，简称DLL）实现[18]。全权限数字

电子控制系统仿真平台框架如图16所示。

FWorks平台包括服务器端和客户端。服务器端

包括模型库并具有网络连接、网络通信等功能，以提

供发动机部件级模型给用户使用。客户端包括

FADEC系统各部件模型库、FADEC系统基线模型，并

具有网络通信、文件传输、人机交互等功能，以方便用

户搭建FADEC系统模型，设计发动机控制逻辑。

4.2 代码生成和集成

发动机模型应为C++编写的工程文件，以便于集成

Windows socket通信程序。基于T-MATS搭建的T100微
型燃气轮机模型在Simulink环境中运行，需要进行模型的

格式转化。利用Code Generation工具将Simulink中的

T100模型转化为C++代码，最终集成到FWorks平台的服

务器模型库中。集成流程如图17所示。

按照图中步骤便可以完成微型燃气轮机模型的

代码生成和集成。

4.3 仿真结果

代码转换前后的转速仿真结果对比如图18所示。

从图中可见，Simulink仿真结果与FWorks仿真结果基

本一致，验证了代码生成的有效性。

图15 3种方法的仿真结果对比

图16 FADEC仿真平台框架

图17 代码生成集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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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IL集成及验证

5.1 硬件在环平台简介

硬件在环仿真平台是将真实的数字电子控制器

引入微型燃气轮机闭环仿真中的一种实时仿真系统。

仿真回路中存在真实的控制系统可以大幅提高仿真

的置信度，弥补全数字仿真的不足。硬件在环仿真平

台的优点在于提高了微型燃气轮机控制系统的开发

效率，缩短了研发周期，降低了研发风险和成本，是微

型燃气轮机控制系统从理论研究到实际应用的关键

环节。

硬件在环仿真平台外

观如图19所示。

HIL平台主要由监视

工作台、仿真器和数字电

子控制器 3部分组成。监

视工作台包括主控计算机和综合测控计算机，用于显

示和记录发动机当前的工作状态、控制器的输入输出

和告警信息；仿真器主要包括模型计算机、信号调理

装置、数据采集系统、负载模拟装置和系统试验适配

装置（故障注入模块），可对发动机整个工作包线内的

稳态和动态特性进行模拟，模拟发动机真实的传感器

信号和控制器的执行机构信号，并进行采集和显示，

同时可对输入输出控制器信号进行故障注入仿真；数

字电子控制器即真实的物理硬件，可将设计的控制算

法下载至控制器中，并且该控制器具有双通道结构，

可对容错控制算法和通道切换进行仿真研究。

5.2 代码生成和集成

所采用的 T100模型基于MATLAB/Simulink平台

运行，在HIL平台运行时需要转换成 dll的形式，前文

在 FWorks中集成的发动机模型和控制器已按照HIL

要求生成相应的 dll文件，此处可直接使用。实现容

错控制算法在HIL仿真平台上的闭环试验，需要完成

设备开环标定、模型加载与通道配置、控制器加载与

通道配置等必备步骤。

5.3 仿真结果

在数字和HIL仿真中的转速重构信号对比如图

20所示。

从图中可见，HIL平台的仿真效果与 Simulink的
相差无几，而其中误差产生的主要原因是HIL平台需

要进行信号转换和传感器信号调理，且信号调理板卡

存在过程噪声，基本验证了基于MBD方法的容错控

制算法在Simulink平台与HIL平台的一致性。

6 结论

本文为研究微型燃气轮机传感器故障诊断及容

错控制，对微型燃气轮机部件级数学模型进行线性

化，在状态变量方程的基础上设计基于卡尔曼滤波器

的故障诊断和信号重构模块，得到如下结论：

（1）数字仿真结果表明，基于 1簇卡尔曼滤波器

的方法能够有效地诊断出传感器故障并重构出正确

的需求信号继续进行闭环控制。

（2）基于MBD的方法采用自动生成代码技术，将

微型燃气轮机模型和故障诊断及容错控制方法集成

到软件平台FWorks和硬件平台HIL进行验证。通过

对比仿真结果验证了代码生成的有效性，实现了从数

字仿真到硬件在环平台的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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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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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在工程应用中气路健康状态的评估问题，提出一种基于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

该方法在机载模型中加入神经网络补偿算法，在线修正机载模型的输出误差，提高了卡尔曼滤波器估计精度，以此为基础建立了

发动机增强型自适应模型和性能基线模型。增强型自适应模型可实时评估健康参数状态，并指导性能基线模型跟踪发动机正常

性能降级趋势，确保剪裁精准的故障信息用于检测和诊断。基于发动机性能仿真模型模拟故障特征数据库，采用RBF神经网络训

练样本，完成了故障模式判定和故障隔离。通过构建某型涡轴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平台进行仿真验证，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有

效监视发动机在全包线、全寿命周期的气路健康状况，在实际工作流程中具备可行性。

关键词：气路故障诊断；增强型自适应模型；性能基线模型；健康管理；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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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Gas Path Fault Diagnosis of Aeroengine Enhanced Self Tuning on-board Real-time Model
WANG Can-can1，KONG Xiang-xing2，LIANG Ning-ning2，TONG Zhi-wei3

（1. Beijing Machinery Research Institute，Beijing 100854，China；2.Aero Engine Academy of China，Beijing 101399，China；

3. 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210016，China）

Abstract：A gas path fault diagnosis approach based on enhanced self tuning on-board real-time model was proposed for aeroengine
gas path health assessment in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In this method，neural network compensation algorithm was introduced into on-
board model for declining output errors and improving Kalman filter’s accuracy，as well as establishing enhanced self tuning model and
performance baseline model. The enhanced self tuning model evaluated health parameters in real time，which provided normal perfor⁃
mance degradation trend for performance baseline model to ensure the accurate information was used in detection and diagnosis. Fault fea⁃
ture database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engine performance simulation model，and the RBF neural network was used to train samples to
achieve fault mode deter-mination and fault isolation.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a turbo-shaft engine gas path fault diagnosis plat-form show
that it can monitor gas path health status effectively in full flight envelope and life cycle，and it is feasible in practical engineering process.

Key words：gas path fault diagnosis；enhanced self tuning on-board real-time model；performance baseline model；health manage⁃
ment;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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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作为发动机健康管理

基础技术之一，能够提供系统级的健康状态评估，确

定气路部件维修范围，支撑视情维修策略[1-2]。随着

飞机航电系统能力的提升，基于机载模型的气路部件

在线故障诊断成为可能。通过访问发动机控制器的

实时监测数据，采用机载诊断方案可显著减少故障检

测和隔离的时间，还可用于估计类似推力等非直接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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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参数，为发动机和飞机提供更高效的性能和状态管

理方法。因此，基于机载模型的气路故障诊断逐渐成

为航空发动机行业新兴的应用技术[3-5]。

建立实时机载自适应模型是气路健康管理的核

心。1989年，联合技术公司的 Robert Luppold [6]开发

了用于预测发动机性能的在线机载模型（Self Tuning
On-board Real-time Model，STORM），通过比较发动

机传感器测量信息与模型计算数据，采用卡尔曼滤波

估计了发动机部件的性能降级量；在此基础上，PW
公司[7-9]进行了技术改进完善，将其推广应用于发动

机全寿命周期；2003～2008年，PW公司在NASA的资

助下进一步升级模型，加入神经网络补偿模块提高工

程化机载模型精度，称之为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

（Enhanced Self Tuning On-Board Real-Time Model，
ESTORM），使得基于发动机模型的故障诊断和性能

预测技术真正应用于装机发动机，并成功在军用 PW
117发动机和民用 PW 6000发动机上完成了飞行验

证。国内相关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对此进行了跟踪研

究。黄伟斌等[10]基于拟合法构建了状态变量模型并

设计了卡尔曼滤波器，数字仿真表明该滤波器能够依

据测量数据偏离量估计得到健康向量；鲁峰等[11]采用

基于自适应遗传算法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回归机方

法（英文全称，AGA-LSSVR）对机载实时模型进行了

修正，分析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中不同参数选取对发

动机模型精度修正的影响，有效提高了故障诊断系统

的置信度；佘云峰等 [12]针对整个飞行包线内涡轴发

动机健康参数估计问题，提出了基于高斯加权聚类的

机载自适应混合模型建立方法，使模型真实反映发动

机工作状况，提高全包线发动机性能跟踪的精度，并以

某型涡轴发动机为对象仿真验证了该技术的有效性。

本文通过跟踪和总结国内外先进技术，面向工程

化应用设计了一种基于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的故

障诊断方法。并在某型双转子涡轴发动机模型上对

该方法的有效性进行了仿真验证。

1 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气路诊断架

本文设计的基于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气路故

障诊断架构包括 4部分：常规控制逻辑、增强型机载

自适应模型、性能基线模型以及故障检测与隔离，如

图 1所示。其中 u 表示发动机控制变量，y 表示发动

机的可测参数输出，η表示卡尔曼滤波器跟踪的健康

因子估计，y1表示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计算的输出

量，y2表示性能基线模型计算的输出量，Δy1表示实际

发动机与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的输出残差，Δy2表

示实际发动机与性能基线模型的输出残差。

图中控制模块以转速闭环控制为例，将指令与实

际转速之间的差值经过控制器逻辑转换得到发动机

控制变量，确保输出参数可靠跟踪控制指令。

架构中的核心内容是并行工作的增强型机载自

适应模型和性能基线模型，这 2个模型中的增强型机

载模型使用相同软件版本。在工程实际中，增强型机

载模型需同时满足实时性和高精度要求，为满足这 2
组互斥性能标准，增强型机载模型选用线性模型作为

基本结构，设计模型误差补偿数据库作为工程应用方

法在线修正线性建模误差，提升机载模型精度以及性

能，降级滤波结果置信程度。

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采用卡尔曼滤波器跟踪

发动机性能退化，通过调整模型内部健康参数，使当

前模型输出与实际发动机传感器数据连续校核匹配，

获得发动机性能评估结果：包括性能降级水平以及推

力、喘振裕度等非可测量性能参数。

性能基线模型表征发动机近期的性能状况，根据

历史飞行数据提炼全包线性能降级趋势，周期性更新

模型健康参数以适应于发动机出现的正常性能退化，

预防基线模型吸纳突变趋势的快速变化，保证故障异

常信息反馈至实际发动机与基线模型输出的残差

量中。

故障检测和隔离模块依据异常输出量偏差值提

取故障特征向量，并结合故障特征库数据进行故障模

式分类，采用单故障隔离过程确定产生故障的根本

原因。

图1 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气路诊断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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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采用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和基于性

能基线模型的故障诊断这 2项关键技术对整体气路

诊断架构进行仿真验证。

2 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设计

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的结构包括增强型机载

模型和卡尔曼滤波器，如图 2所示。增强型机载模型

在传统的发动机状态变量机载模型基础上增加了神

经网络补偿算法，用于弥补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发动机

建模误差和个体差异的影响。

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具备 2种工作模式：（1）
在发动机离线状态下，开关设置为训练模式，将实际

传感器与机载状态变量模型输出的偏差数据输入神

经网络进行算法训练，构建神经网络误差补偿数据

库；（2）在发动机准稳态飞行工况下，开关设置为运行

模式，将算法学习的结果叠加至状态变量模型输出，

动态修正机载模型误差。

本文仿真对象为某型涡轴发动机气动热力学部

件级模型，提供发动机飞行数据及故障样本。选取飞

行包线内典型工作点进行线性矩阵提取获得状态变

量模型[13]，为了表征发动机健康性能，将健康参数增

广为系统状态量，发动机状态变量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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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x= [ΔNc ΔNp]T，为系统状态量；Δy= [ΔNc

ΔNp ΔT3 ΔP3 ΔT45]T，为系统可测参数，各元素分别为

压气机转速、动力涡轮转速、压气机出口温度、压气机

出口压力、动力涡轮出口温度相对于稳态基准的归一

化偏差；Δu=[ΔWf ΔM]T，为燃油流量和负载扭矩相对

于稳态基准的归一化偏差输入；Δh=[Δηc ΔWc ΔWg

Δηp ΔWp]T ，为发动机健康参数，表示压气机效率和流

量、燃气涡轮流量、动力涡轮效率和流量的退化量；

A、B、C、D、L、S 为常值矩阵，采取小扰动拟合法求取

具体数值[10]。

卡尔曼滤波器可观测性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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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为卡尔曼滤波器增益，通过Riccati方程求解。

神经网络输入量为发动机飞行参数：高度 H、马

赫数Ma、扭矩M；神经网络输出为传感器测量参数与

状态变量模型输出的残差 Δy1。采用 RBF神经网络

算法进行训练，选取RBF为高斯函数，神经网络包含

20个隐含层节点，采用 K-均值聚类算法学习基函数

中心和方差，采用有监督学习算法（梯度下降法）确定

隐含层与输出层之间的权值，获得非线性关系映射。

由于神经网络补偿算法仅在工作点周围区域具

备较好的模型精度和鲁棒性，为了覆盖整个飞行包

线 ，本 文 以 Ma=0.1、H=

1000 m作为间隔，将飞行

包线分割为 12个分区域

（如图 3所示），在每个分

区域内建立单独的神经网

络补偿模型，通过计算当

前飞行工作点与基准点之

间的距离来判断当前飞行

分区域

R = arg min
i = 1, 2, ..., 12 ( )( )H *

i - H * 2 + ( )Ma*i - Ma* 2
（3）

式中：上标*表示归一化后的数据。

由于神经网络算法学习数据受限于历史飞行状

态，在实际过程中无法从几个飞行架次获取全包线训

练样本。一种适用方法是阶段性更新神经网络模型，

根据每飞行架次采集的数据递增式完善。同时为提

高神经网络的训练效率，对飞行过程中相似的准稳态

数据进行实时压缩聚类，构建高斯聚类模型添加至临

时数据库，作为飞行结束后更新神经网络的学习样

本。高斯聚类模型可以看作由平均值和标准差确定

图2 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结构

图3 飞行包线分区域划分

110



王灿灿等：航空发动机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气路故障诊断方法增刊 1

的高斯分布，迭代计算公式为

ūk, i ( )j = ( )i - 1
i

ūk, i - 1 ( )j + ( )1i uk, i ( )j
σ( )u
k, i ( )j = ( )i - 2

i - 1 [ ]σ( )u
k, i - 1 ( )j

2 - ( )i
i - 1 ( )ūk, i ( )j - ūk, i - 1 ( )j 2 + ( )1

i - 1 ( )uk, i ( )j - ūk, i - 1 ( )j 2

∀j = 1, 2, 3 （4）
r̄k, i ( )j = ( )i - 1

i
r̄k, i - 1 ( )j + ( )1i rk, i ( )j

σ( )r
k, i ( )j = ( )i - 2

i - 1 [ ]σ( )r
k, i - 1 ( )j

2 - ( )i
i - 1 ( )r̄k, i ( )j - r̄k, i - 1 ( )j 2 + ( )1

i - 1 ( )rk, i ( )j - r̄k, i - 1 ( )j 2

∀j = 1, 2, 3, 4, 5 （5）
式中：ūk, i ( j )和σ( u )k, i ( j )为表征输入参数向量 u=[H Ma

M]在第 k个类中采集到 i个数据后第 j个输入元素的

平均值和标准差；r̄k, i ( j )和σ( r )k, i ( j )为表征状态变量模

型输出参数偏差向量 r=Δy1对应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产生高斯聚类有最小数据数 imin的要求，当聚类

数据满足 imin时，可确定高斯聚类模型初始平均值和

标准差。采集新数据点后，利用式（4）和（5）对输入、

输出向量进行更新，直至满足停止条件，结束高斯聚

类过程。触发停止条件有 2种方式：（1）当前高斯聚

类模型中的数据数 i超过预先定义的最大值 imax；（2）
输入向量指数平均值远离初始平均值，可通过马氏距

离是否超过阈值进行判定

d ( )u0, ūαk, i = ∑
j = 1

3 ( )ūαk, i ( )j - uk, 0 ( )j
ω ( )j σk, 0 ( )j

2

≥阈值

ūαk, i ( )j = αūαk, i - 1 ( )j + ( )1 - α uk, i ( j )
（6）

式中：ūαk, i ( )j 为输入向量在第 k类中采集到 i个数据后

第 j个元素的指数平均数；α为指数平均常数；ω ( )j 为
第 j个元素对应的噪声灵敏度加权因子。

在实时飞行过程中，如果判断当前采集数据已存

在高斯聚类模型数据库，则开启神经网络补偿算法数

据库进行模型精度修正；若采集数据不在现有的高斯

聚类模型库中，则执行新的高斯聚类，同时关闭神经

网络补偿模块，卡尔曼滤波器冻结至上次计算的估计

值，通过长阶段滤波器保持，确保计算残差不包括当

前的降级影响。

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总体架构运行流程如图

4所示。可通过图中的卡尔曼滤波器获得发动机正

常性能降级的连续评估。

3 基于模型的气路故障模式诊断

3.1 发动机性能基线模型

性能基线模型提供发动机在近期性能的基线标

准以适应正常性能退化，通过与实际发动机传输出量

对比，剪裁得到突变故障信息用于故障诊断和隔离。

该模型与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中含有神经网

络补偿算法的线性模型为相同软件版本。为适应发

动机非线性特征，采用分段线性函数结构进行逼近。

根据地面慢车至最大转速状态等间距划分燃油量和

负载扭矩产生若干稳态基点，在每个稳态基点进行状

态变量模型辨识并存储模型。在飞行过程中，性能基

线模型接收控制器输出的指令参数，通过真实发动机

转速索引插值获得当前状态变量模型，实时跟踪发动

机工作状态。

随着飞行循环累积，发动机部件逐渐发生性能衰

退，通过上一节介绍的增强型自适应模型可以评估包

线内发动机各部件的性能降级趋势，以卡尔曼滤波器

计算的健康参数作为校核标准。性能基线模型周期

性调整的建议是：每飞行架次结束后，基于上一飞行

循环的卡尔曼滤波器估计结果更新模型中的健康参

数，实现对基线模型与发动机近期性能状况的匹配。

图4 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总体架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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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传感器参数与基线模型对应输出参数之间的

偏差值输入故障检测与隔离模块，视为故障征兆量。

3.2 发动机气路故障模式诊断

收集发动机工程化运行的真实数据构建气路故

障诊断样本，例如试车数据和飞行数据等。由于目前

样本数量不足以支撑全包线、全寿命周期内不同程度

等级的故障模式，本文参考文献[14-15]的故障模拟

规则，通过拉偏发动机部件级模型中健康参数（流量

因子和效率因子）产生发动机故障特征数据，用以训

练故障诊断算法和验证气路诊断方案有效性。

某仿真平台中涡轴发动机故障类型及所对应性

能衰退偏差量Δh 的参考数据见表 1。q 为故障模式

采用向量；故障类别编码规则为：对于第 r 个故障模

式，向量中第 r个元素为1，其余为0。

为了获取全包线、全状态、全寿命周期范围的故

障数据样本，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模拟仿真：

（1）参考上一节中飞行包线的划分方法，以 Ma=
0.05、H=1000 m的间隔将飞行包线分割成 24个分

区域。

（2）在各区域的中心点处，保持 100%动力涡轮

转速不变，将压气机转速从 91%～100%以 1%的等距

划分得到 10个稳态基点，用以表征发动机准稳态下

的不同工况。

（3）在总计 240个稳态基点处，分别对发动机模

型输入 9种故障模式对应的健康参数偏差值，获得发

动机输出参数与该点处稳态性能基线模型输出参数

的残差矢量，即故障征兆量，保存至样本数据。

发动机全寿命周期内气路部件性能降级趋势可

以通过性能基线模型体现，因而无需进行发动机长期

性能退化演变下的突变故障数据模拟。

采用 RBF神经网络算法学习故障样本库的数

据：神经网络输入为高度H、马赫数Ma、扭矩M、燃油

流量Wf和故障征兆量Δy2，神经网络输出为故障模式

所对应的类别编码。RBF神经网络训练方法同上节

一致，不再赘述。在实际工作状态下，将发动机飞行

参数以及故障征兆量输入训练好的RBF神经网络并

进行前向计算，输出故障模式所对应的类别编码，以

此作为故障诊断和隔离的依据。

4 仿真验证

为了验证基于增强型自适应模型气路故障诊断

方法的效果，以某型双转子涡轴发动机部件级模型为

对象，采用Matlab/Simulink仿真软件设计了发动机气

路故障诊断系统，并给出了仿真结果。

4.1 发动机性能退化仿真验证

根据增强型自适应机载模型对发动机正常性能

退化进行跟踪评估，同时验证高斯聚类能力和神经网

络误差补偿的有效性，为未来的工程化实施提供可行

性仿真案例。

在初次飞行阶段中高度H、马赫数Ma、负载扭矩

M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如图 5~7所示。为了对比加入

神经网络补偿数据前后的效果，在飞行过程中手动开

启卡尔曼滤波器，在无神经网络补偿状态下卡尔曼滤

波的估计结果如图 8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初次飞行

条件下，即使发动机没有发生蜕化，建模误差将会驱

动卡尔曼滤波器不断调节状态量变化，使得状态变量

模型的输出跟踪真实发动机输出，此时估计的健康参

故障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故障名称

压气机叶片结垢

压气机叶片腐蚀

压气机叶片机械损伤

燃气涡轮喷嘴热腐蚀

动力涡轮喷嘴腐蚀

动力涡轮叶片机械损伤

动力涡轮叶片磨损

动力涡轮叶片结垢

无故障

Δh
流量因子

-0.02

0.06
0.06
0.06
-0.06
0

效率因子

-0.02
-0.02
-0.05

-0.05
-0.02
-0.02
0

q

[1，0，0，0，0，0，0，0，0]
[0，1，0，0，0，0，0，0，0]
[0，0，1，0，0，0，0，0，0]
[0，0，0，1，0，0，0，0，0]
[0，0，0，0，1，0，0，0，0]
[0，0，0，0，0，1，0，0，0]
[0，0，0，0，0，0，1，0，0]
[0，0，0，0，0，0，0，1，0]
[0，0，0，0，0，0，0，0，1]

表1 不同故障类型所对应的性能衰退偏差量和故障编码

图5 高度变化曲线 图6 马赫数变化曲线

图7 负载扭矩变化曲线

Δh

0.10
0.08
0.06
0.04
0.02
0

-0.02
-0.04 7006005004003002001000

t/s

燃气涡轮效率
燃气涡轮流量
动力涡轮效率

图8 无神经网络补偿接通

卡尔曼滤波器回路后的估计

结果

压气机效率
压气机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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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已经不能准确反映真实

发动机部件健康状况。

在初次飞行时，所有数

据库均无存储数据。因此，

在飞行过程中自动对采集

数据执行高斯聚类处理。

飞行结束后，高斯聚类模型

数据库中 1区域增加 101类，7区域增加29类。这130
聚类中心在高度马赫数图上的分布情况如图9所示。

在离线状态下，将聚类中心数据添加至神经网络

样本进行训练，训练完成后更新神经网络误差补偿数

据库发动机重复初次飞行过程卡尔曼滤波器实时估

计结果如图 10所示。从图中可见，加入神经网络补

偿模块能够显著提高卡尔曼滤波估计精度。

参考NASA的MAPSS仿真平台提供的不同工作循

环周期内涡扇发动机气路部件性能变化数据（见表2），
模拟涡轴发动机 4000个飞行工作循环的渐变退化。

假设各性能特征参数按照式（7）的线性规律降低。

Δηc = - c
4000 × 0.06,ΔWc = - c

4000 × 0.08,
ΔWg = c

4000 × 0.04,Δηp = -
c

4000 × 0.01,
ΔWg = - c

4000 × 0.03
（7）

式中：c为工作循环数。

发动机增强型机载

模型性能评估结果如图

11所示。其中虚线为健

康参数实际变化值，实线

为卡尔曼滤波器对性能

渐变的估计结果。从图

中可见，在长期趋势下，涡轴发动机增强型机载自适应

模型可以实现对气路部件性能渐变退化的精准跟踪。

4.2 发动机突变故障仿真验证

依据增强型自适应模型的性能降级评估结果，周

期性更新性能基线模型。假设当前飞行循环数为

1000，由式（7）计算出仿真初始时刻发动机健康参数变

化量分别为-2.00%、-1.50%、0.75%、-0.25%、1.00%，

据此调整性能基线模型中的性能衰退偏差值。

设置飞行条件为 H=0.8 km，Ma=0.0666，M=570
N·m，Wf=0.1032 kg/s，模拟涡轴发动机在第 1000个工

作循环内发生 9种模式的突变故障。以 100 s为时间

间隔，对发动机部件级模型依次分段输入不同故障模

式的仿真数据，通过RBF神经网络算法检验故障诊

断系统的测试结果，如图12所示。

基于图 12中的仿真样本数据，统计发动机故障

判别正确率：即每种故障模式下诊断正确的数据数所

占样本总数的比例。故障模式评估正确率计算结果

如图 13所示并见表 3。从表和图中可见，所有故障模

式的诊断正确率均超过 90%，均值为 98.83%，验证了

增强型自适应模型气路故障诊断平台的有效性。

5 总结

本文针对航空发动机在全包线、全寿命周期范围

内气路健康管理问题，提出一种面向工程化应用的基

于增强型自适应模型气路故障诊断设计方法。该方

法在发动机线性机载模型基础上增加神经网络补偿

模块，以此为核心构建增强型自适应模型和性能基线

模型。增强型机载自适应模型能够在线评估发动机

正常性能降级状况，并指导性能基线模型追踪退化趋

势，剪裁故障征兆量用于诊断模块。仿真结果验证了

气路故障诊断平台的有效性。

工作循环

04000

压气机

流量
0-0.08

效率
0-0.06

燃气涡轮

流量
00.03

动力涡轮

流量
00.04

效率
0-0.01

表2 在4000工作循环周期下发动机气路性能变化

M
a

0.15
0.10
0.05

H/km
0.80.60.40.20

图9 在初次飞行阶段中的

高斯聚类中心

图10 重复初次飞行过程卡尔曼滤波器估计结果

Δh

0.02

0

-0.02
t/s

7006005004003002001000

压气机效率
压气机流量
燃气涡轮流量

动力涡轮效率
动力涡轮效率

Δh

0.08
0.03
0

-0.03
-0.08
-0.09 32008000 24001800 4000

C

压气机效率
压气机流量

图11 气路部件性能渐变退化

卡尔曼滤波器估计结果

燃气涡轮效率
燃气涡轮流量
动力涡轮效率

图13 1000次飞行循环下

故障模式判断正确率

图12 1000次飞行循环下

故障模式判断结果

模式

正确率/%
1
100

2
94

3
99

4
100

5
99

6
99

7
98

8
99

9
99

表3 在1000次飞行循环下故障模式评估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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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自然环境的航空发动机低温起动试验研究

翟 政，张 帅，周 伟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验证航空发动机在低温环境温度下的起动性能，基于试验舱模拟自然环境进行了某型涡扇发动机低温起动试验，

介绍了试验设备及试验准备情况，选取环境条件为-40 ℃的降温历程曲线作为研究对象，该条件下的冷浸区别于高空台风车冷

浸，能够使发动机内、外部关键部位均达到目标温度。试验结果表明：舱内冷浸 3 h后发动机外部附件和内部转动部件已“冷透”。

因低温环境下主燃油泵调节器内部零组件工作特性变化而导致的起动过程供油时间提前和供油量增多，是影响该型发动机低温

起动特性的主要因素；对调节系统预热（冷运转）可明显提高低温环境下的起动成功率。该方法可在外场推广使用。

关键词：低温起动；试验舱；风车冷浸；冷运转；涡扇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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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eroengine Low Temperature Starting Test for Simulating Natural Environment
ZHAI Zheng，ZHANG Shuai，ZHOU Wei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verify the starting performance of aeroengine at low temperature，the low temperature starting test of a turbofan
engine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simulation of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he test chamber. The test equipment and test preparation were in⁃
troduced and the cooling process curve of -40 ℃ wa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e quenching under this condition was different
from high typhoon car quenching，which enabled the key parts of the engine to reach the target temperature.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3 hours of quenching in the chamber，the external accessories and internal rotating parts of engine had been "cold thoroughly" .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low temperature starting characteristics of engine were the advance of fuel supply time and the increase of fuel supply
due to the change of the work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al components of the main fuel pump regulator under low temperature environ⁃
ment. Preconditioning system（cold operation）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tarting success rate at low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and the
method can be used in the outer field.

Key words：low temperature starting；test chamber；typhoon car quenching；cold operation；turbofan 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在不同环境下快速成功起动[1]是其

正常使用的前提。为了使飞机具备在低温环境下的

作战和使用能力，弄清其配装的发动机在低温环境下

的起动性能是首要目标。研究表明[2-3]，随着环境温

度的降低，对发动机起动造成影响的因素主要有 3方
面：（1）硬件因素：发动机起动过程中相关的主泵调节

器等附件在低温环境下的工作可靠性；（2）软件因素：

发动机起动过程控制逻辑及供油规律；（3）工作机理：

由空气密度增大、燃/滑油黏度增大造成压气机压缩

功大、转子旋转阻力增加、燃烧效率降低等。

国外航空发达国家俄、美、英、法等国都有环境起

动试验设备，并开展过大量的研究工作。俄罗斯莫斯

科本部有 3台类似的设备；英国 RR公司在 20世纪

70~80年代在达比试验基地建设有 8号低温起动试车

台，试验间尺寸为 6 m×6 m×6 m，制冷介质为R22，可
降温至-54 ℃，发动机与燃油、滑油同时在同一温度

下冷透，冷透后进气为当地大气条件，没有模拟相同

的进气温度，TF-41发动机在此进行过低温起动试

验；90年代，RR公司建设了另一座低温起动试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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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试车台是多用途试车台，在露天建设的试车台前增

加 1个活动的冷冻箱，进行低温起动试验时，将活动

箱推入包住发动机，制冷介质为液氮，燃滑油同时冷

冻，冷冻结束后移开冷冻箱，进行起动试验。

中国现行的 GJB 241航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

发动机通用规范对发动机低温起动试验有比较明确

的要求，也曾针对实际使用要求开展过类似试验，

1975年 1~7月和 1976年 3~7月进行过涡桨 5和涡桨 6
发动机环境起动试验，几十位技术、技能人员随发动

机转了 20多个机场，飞行数万公里，最终只在海拉尔

机场“抢”到了-23.4 ℃的低温。随着航空发动机研保

条件建设能力的不断提高，目前能够进行低温环境起

动试验的除了高空台[4-5]、高寒地区机场、露天试车台

（特定时间、特定地区）外，还可在起动规律试车台[6]

上进行，该试车台主要用于模拟高低温环境条件并开

展发动机起动试验研究。

按照某型发动机型号规范要求，基于起动规律试

车台模拟特定的低温环境开展起动试验，考核发动机

在低温环境下的起动能力，该结果对其在外场起动调

试及试飞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 试验内容

1.1 试验设备

起动规律试车台可模拟发动机在外场的不同温

度环境条件，可调控温度范围为-50～+70 ℃，试验舱

的低温空气由干燥后的空气通过制冷涡轮降温获得，

发动机在试验舱内冷浸实现低温保温。在舱内设有

燃油箱，油箱内的燃油随发动机一同冷浸以达到目标

温度，从而满足国军标[7]中低温试验要求，供气系统

方案如图1所示。

1.2 试验过程准备

发动机低温起动试验由机组供气，经气液分离

器[8]后进入干燥塔（4组并联），干燥后的气体过滤后

经制冷涡轮降温，降温前、后的气体在掺混器中完全

掺混，达到所需温度后供给试验舱，低温空气供气流

路如图 2所示。供气管路配备了温度、压力、流量等

测点,用于对设备正常工作时温度、压力、流量等关键

参数实施监控和调整。

发动机安装准备工作完成后，开启并调节供气系

统，当供气温度比目标温度低 3～5 ℃时开始向舱内

供气。试验舱环境温度达到目标温度后，开始计时并

监控发动机各系统（燃油、滑油、进气）温度变化。选

取-40 ℃环境条件下的低温保温历程进行分析，降温

历程曲线如图3所示。 从图中可见，供气1 h后，环境

温度已达到目标温度，随后的 3 h内，燃滑油温度、涡

轮出口温度以及发动机内部温度（为了解发动机内部

温度情况，增加了测点）在明显降低后逐渐稳定，均达

到目标温度的要求，认为可以进行起动试验。由于试

验舱密封性等因素，外界环境条件会对试验舱保温效

果造成影响。

这种冷浸方法与高空台风车冷浸方法[9]不同，采

用风车冷浸方法降温时[9]发动机转子未静止，导致滑

油温度降低有限，而基于试验舱的强迫换热降温时转

子处于静止状态，发动机滑油系统温度和进气温度一

致，均达到了目标温度。而发动机内部温度与目标温

度值尚有 2～3 ℃的偏差，但也已经趋于稳定状态，可

见该方案对发动机外部附件的冷却效果较好，而对内

部转动部件(如轴承座等)冷却效果稍差，通过分析温

度历程曲线变化率可以估算出内部件达到温度平衡

所需的时长。

图1 供气系统方案

图2 低温空气供气流路

图3 降温历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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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低温温度的选取

中国低气温极值为-52.3 ℃，于 1969年 2月 13日
出现在黑龙江漠河（当地海拔 296 m），时间风险率为

1％的低气温极值为-48.8 ℃[10]；而海面环境低温（极

区除外）的最低记录为-38 ℃，设备工作风险率为 1％
的低温极值为-34 ℃[11]。考虑东北地区外场环境温度

以及设备的工作条件，本次试验温度设定为-250-5 ℃。

2 试验结果分析

试验前已经完成了常温条件（-7～5 ℃）的起动

调试和性能录取工作，确定了较为满意的起动供油规

律。为了获取更多数据，试验中采取冷浸 1 h和 3 h
（均以进气温度达到要求温度开始计时）2种方案进

行冷浸（若起动失败，则连续起动 2次进行验证）。因

试验成本很高，本次试验共进行了 48次低温起动，其

中起动成功 17次，失败 31次，起动前各系统温度处

于-24.2～-28.5 ℃之间，起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发动

机在“冷透”后的起动过程中点火油量与前段加速油

量异常升高，导致发动机在某一转速段失速[12-13]。

低温起动供油变化趋势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

见，冷浸3 h与1 h相比，点火所需油量更多，加速油斜

率更大，起动过程富油失速，导致起动失败。减少供

油量后故障现象一致，相对油量减少，但绝对油量仍

比正常状态时的偏多，从侧面反映了冷浸 1 h时发动

机各系统还没有达到“冷透”状态。

按照上述情况分析，如果将基准油量减少到一定

程度（常温起动为贫油状态，起动持续时间长，转速上

升率较慢），低温环境下起动应能成功。贫油状态低温

起动供油趋势的试验验证情况如图5所示。从图中可

见，在允许的调整范围内将供油量减少至常温贫油（常

温起动冷悬挂）状态下的供油量，冷浸3 h后起动成功，

而再起动时因供油恢复贫油状态导致起动失败。可

见，通过极限贫油并不能彻底解决低温起动失败问题。

通过分析低温起动失败数据，总结出以下几个特

点：（1）失速点对应转速基本一致；（2）油量整体偏移

（点火供油压差较正常值高，加速油上升快）；（3）加速

油投入早。通过对起动工作的机理、起动过程输入参

数以及主燃油泵[14]及内部零组件进行排查，认为低温

环境下燃油介质的黏性增大（见表 1），介质特性发生

变化，影响主泵内部零组件的工作特性，导致供油提

前和增多。基于上述结论，对主泵及其关键零组件开

展低温试验，试验结果表明：零组件在低温环境下变

化较小或对供油量基本无影响；控制规律会在一定程

度上使低温起动过程中供油异常增加，但不是直接影

响因素。

从降低低温环境对供油特性的影响入手，贯彻关

键部位温度补偿结构改进措施后，经发动机低温起动

验证，试验结果与图 4现象一致，可见温度补偿没有

达到预期效果。

分析试验中低温起动成功 17次的案例（见表 2），

并结合降温历程曲线（图 3）可知：（1）在发动机未“冷

透”的情况下，低温可起动成功；（2）常温贫油可使低

温起动成功，但在发动机冷、热态下需频繁调整供油；

（3）在发动机“冷透”的情况下，再起动可使低温起动

成功。

综上所述，提出在起动前增加发动机冷运转（即

发动机不供油不点火的运转），对系统及燃油介质进

行预热[15]以提高发动机起动的成功率。在落实温度

补偿措施状态下，再次开车验证，冷运转后的低温起

动供油趋势如图 6所示。即采用“保温 3 h-冷运转-

温度/℃
运动黏度/（mm2/s）

温度/℃
运动黏度/（mm2/s）

60
0.55
-15
5.68

40
0.77
-20
8.00

20
1.25
-25
11.89

0
2.56
-30
18.87

表1 介质黏度随温度的变化情况

图4 低温起动供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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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贫油状态低温起动供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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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动”方式，该过程重复 3次，均起动成功。从图中可

见，仍存在供油异常偏离的现象，说明低温条件对供

油特性确实存在影响，冷运转预热可削弱此影响但不

能将其消除。为了进行更充分地验证，将低温考核温

度降低 5 ℃开展试验，起动供油趋势如图 7所示。从

图中可见，当环境温度继续降低时，即使增加 2次冷

运转，供油偏离情况依然存在，且供油偏离现象与之

前基本一致，系统需进行多次预热才能使供油曲线逐

渐趋于正常，在试验中2次冷运转后，连续起动3次才

起动成功。

3 结论

利用试验舱使发动机“冷透”，在此基础上开展某

型发动机低温试验，经过多轮试验验证，得到以下结论：

（1）在试验舱低温环境下冷浸 3 h，发动机各系统

温度稳定，可以认为达到“冷透”状态，满足低温试验

的条件。

（2）发动机主燃油泵调节器在“冷透”状态下影响

起动供油，是造成起动失败的主要因素。

（3）试验验证了在发动机“冷透”后、起动前增加

冷运转对系统进行预热，可以明显提高起动成功率，

现阶段可在外场推广使用。

对于在不同低温环境下的起动，其影响因素并不

完全相同，受试验成本和台架资源的限制，未能进行

充分的验证试验，建议后续开展多个低温点的起动试

验，以获取不同低温环境下的起动数据，并开展发动

机冷浸时长对起动系统的影响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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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附件机匣轴承失效故障复现试验

于庆杰，张大鹏，刘新宇，刁 庆，闫国斌
（中国航发哈尔滨轴承有限公司，哈尔滨 150025）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在飞行时附件机匣的深沟球轴承发生铆钉断裂、沟道剥落 2种失效故障，为了定位故障原因，开展了 2
套轴承外圈沟道预损伤及 4套轴承铆钉断裂的轴承失效故障复现试验。结果表明：轴承故障失效时序为外圈沟道由于表面损伤

先产生表面疲劳剥落，然后引发铆钉断裂；结合轴承的原材料、设计、工艺、质量及其在机匣上安装使用情况等的复查结果与轴承

拆卸试验结果，确定轴承拆卸工艺不当是产生外沟道表面损伤的主要原因。采用轴承内圈拆卸工艺后可有效避免拆卸过程中的

轴承沟道损伤，从而预防此类故障的发生。

关键词：附件机匣；轴承失效；故障复现；沟道剥落；铆钉断裂；失效时序；拆卸工艺；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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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Recurrence Test for Aeroengine Accessory Gearbox Bearing Failure
YU Qing-jie，ZHANG Da-peng，LIU Xin-yu，DIAO Qing，YAN Guo-bin

（AECC Harbin Bearing Co.，Ltd.，Harbin 150025，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wo kinds of failure faults of deep groove ball bearing of accessory gearbox in aeroengine during flight，such as riv⁃
et fracture and groove flaking，in order to confirm the failure causes，the fault recurrence tests of two outer groove pre-damage bearings and
four rivet fracture bearings a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ilure sequence of the bearing is that the surface fatigue flaking first
occurs due to the outer groove damage of the bearing，and then the rivet fracture occurs. Combined with the reexamination results of the raw
materials，design，process，quality of the bearing and the installation and use of the bearing on the gearbox，and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bear⁃
ing disassembly，it is determined that the improper disassembly process of the bearing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outer groove damage. The
bearing groove damage can be avoided effectively after the bearing inner ring disassembly process，thus preventing the occurrence of such
faults.

Key words：accessory gearbox；bearing failure；fault recurrence；groove flaking；rivet fracture；failure sequence；disassemble process；
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轴承作为航空发动机的重要部件，发生故障

而失效将导致发动机无法正常运行，在使用过程中导

致轴承出现故障的因素包括运行工况过载、异物进

入、轴承设计裕度不足、材料缺陷、加工缺陷、安装使

用不当等[1]，对故障进行失效分析与原因定位是最为

关键的环节，在进行轴承设计与使用复查、故障件失

效形貌分析的同时，也需要进行故障复现试验。

在轴承失效分析研究方面，梁华等[2]阐述了轴承

常见的失效形式，并对滚动轴承接触疲劳失效的分析

方法进行了总结；谢荣华等[3]、拾益跃等[4]阐述了高速

滚动轴承的失效形式及原因，并举例进行了分析；贺

孝涛等[5]研究了发动机轴承保持架铆钉脱落故障，开

展断口金相分析并对相关零件尺寸进行检查，指出铆

钉杆与保持架孔间隙过大是导致铆钉头脱落的主要

原因；罗志刚等[6]研究了深沟球轴承故障件剥落形

貌，开展了铆钉强度计算分析，指出异物进入或加工

及拆卸损伤是轴承失效的主要原因；徐锐[7]研究了失

效轴承与发动机装配公差的关系，指出装配后轴承偏

斜是导致轴承失效的主要原因；黄晓辉[8]研究了深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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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轴承失效形式，指出轴向载荷过大是导致轴承失效

的原因；吴志平[9]研究了深沟球轴承沟道磨损失效形

式，指出异物进入是轴承失效的主要原因；胡春燕

等[10]通过外观检查、断口宏微观检查、硬度检测及能

谱分析，指出轴承失效性质为接触疲劳失效；班君

等[11]研究了锻造形成孔洞缺陷对轴承失效的影响，提

出了控制锻造工艺与增加锻造缺陷检测的措施来防

止轴承疲劳剥落失效；赵灵蓉等[12]研究了深沟球轴承

保持架铆钉断裂因素，指出轴向振动冲击是导致轴承

保持架断裂的主要原因；宋海荣[13]等在轴承失效基本

特征的综合分析基础上确定轴承因早期疲劳剥落而

导致最终失效；陈宇等[14]通过分析研究确定轴承失效

原因为石墨颗粒进入轴承导致轴承故障。

本文针对某型航空发动机在使用过程中附件机

匣深沟球轴承出现的故障，开展轴承故障形貌分析与

故障复现试验，结合复查结果与轴承拆卸试验结果，

确定轴承失效原因，并制定改进措施。

1 故障形貌分析

机匣分解后轴承整体形貌如图 1所示。经检测

发现外圈沟道剥落，剥落区域长约 50 mm，宽约 7.5
mm，深约 0.01 mm，其位置

处于沟底，沟道其它位置

有接触压坑，如图 2所示。

2个半保持架铆合的 10根
铆钉中有 1根在中部断

裂，其余 9根铆钉均在原

钉头处断裂。

在扫面电镜下观察铆钉的断口形貌，明显可见断

裂源区呈现一次疲劳台阶及疲劳条带形貌[15]，如图 3
所示。观察外圈沟道剥落区放大形貌，可以判断其失

效为浅表层起源失效，如图4所示。

2 故障件失效时序试验

该型轴承故障的形式为铆钉头断裂与外沟道剥

落，针对这 2种模式分别制定试验方案，确定故障件

失效时序。

轴承试验器试验方案如图 5所示。从图中可见，

在试验轴上分布着4个深沟球轴承，其中，端处的2个
轴承为试验轴承，中间处的 2个轴承为陪试轴承。由

电主轴驱动提供转速，径向载荷由安装陪试轴承的试

验器壳体加载并传递到试验轴承上，轴向载荷由端盖

传递到壳体后再传递到试验轴承上。试验转速为

19000 r/min，径向载荷为3000 N，轴向载荷为2000 N。

2.1 铆钉头首先断裂试验

试验共用 4套D209NQ轴承，其中 2套各在 180°
对称位置去除 2根铆钉，如图 6所示；另外 2套各在相

邻位置去除2根铆钉，如图7所示，以模拟铆钉首先断

裂脱落的故障模式。

图5 试验方案

试验轴承
陪试轴承 陪试轴承

径向加载

加载

试验轴承

轴向

图1 轴承整体形貌

（a）剥落区域 （b）接触压坑

图2 外圈沟道剥落区域及接触压坑形貌

图3 铆钉断裂源区形貌 图4 外圈沟道剥落区

放大形貌

剥落区

轴可接触痕迹

20kV X9000 20 μm

图6 对称位置去除2根铆钉 图7 相邻位置去除2根铆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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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套轴承均顺利完成 50 h试验，试验过程无异

常，分解检查，轴承状态无异常变化。

试验结果表明，在仅去除铆钉的情况下，轴承的

工作基本不受影响，因此，轴承铆钉首先断裂脱落的

故障模式可以排除。

2.2 外沟道首先出现损伤或剥落试验

试验采用 2套D209NQ轴承，1#轴承的径向游隙

为 16 μm，2#轴承的径向游

隙为 29 μm。在合套前各

在外圈沟道人为制造出多

个直径约为 0.040 mm的点

状压坑，如图 8所示，用来

模拟沟道首先出现剥落或

损伤的失效形式。

1#轴承在试验进行 130 min后，运转声音出现异

常，温度突然升高。拆卸后发现，试验器内有金属颗

粒异物，试验轴承略有卡滞，外观未见异常。将试验

件复装，继续试验发生严重抱轴现象。分解检查发

现，铆钉头从原钉头处掉落 3个，外圈沟道人为压坑

部位形成鱼鳞状剥落。

2#轴承完成了 50 h试验，在试验过程中振动与噪

声较大，分解轴承发现，保持架铆合状态仍完好，但保

持架偏斜，引导面有轻度磨损痕迹，在外圈沟道预制

缺陷部位形成鱼鳞状剥落。

试验后外沟道剥落形

貌如图 9所示。分别对 1#
轴承、2#轴承、故障轴承进

行宏微观损伤形貌及金相

组织的观察，确认其失效

模式均应属于表面起源型

疲劳，失效原因应为表面

损伤。

试验结果表明：

（1）轴承沟道存在损伤缺陷可导致剥落；

（2）铆钉断裂脱落、保持架磨损等为沟道剥落导致；

（3）在相同工况及缺陷状态下，轴承失效程度与

轴承工作游隙有关。游隙小，轴承失效发展快，后果

严重（高温抱死）；游隙大，失效发展慢，程度轻（浅表

层剥落）。

3 复查情况

对故障轴承和机匣从原材料、设计、工艺、质量等

多方面进行复查。在复查机匣装配检查工艺时，发现

一点与故障有着不可排除的相关性，即在检查过程中

从输入端齿轮轴上拆卸D209NQ轴承的方式为通过

外圈直接拉拔拆卸。

4 轴承拆卸试验

4.1 轴承原拆卸试验

抽取 10套D209NQ新品轴承，在机匣输入端齿轮

轴上进行模拟拆卸试验。

原拆卸试验的形式如图 10
所示。试验过程与原机匣

正常装拆要求一致，试验

后轴承整体状态无变化，

铆钉及保持架完好。

对各试验轴承拆除铆

钉后分离保持架，分解内外套圈及钢球后进行复检。

对工作表面状态宏、微观形貌进行观察，并采用Φ=
1.5 mm球头测试笔进行触感检查，试验结果为：

（1）良好3套。轴承保持或接近成品轴承状态。

（2）一般 5套。轴承出现部分工作表面质量下

降，主要为点子（直径≤0.03 mm）、多条划痕或集中蹭

痕，未超过外观质量标准要求。

（3）损伤2套。轴承出现部分工作表面初始损伤，

主要为划伤，采用Φ=1.5 mm球头测试笔进行检查时有

明显触感，划伤长度≥0.050 mm，划伤深度≥0.020 mm。
该轴承拆卸工艺对轴承造成的损伤如图 11、12

所示。

4.2 轴承拆卸改进试验

将原拆卸工艺更改为对轴承内圈拉拔拆卸，改进

的拆卸试验形式如图 13所示。同样抽取了 10套

D209NQ新品轴承，在机匣输入端齿轮轴上进行模拟

拆卸试验。试验后轴承整体状态无变化，铆钉及保

持架完好，各轴承拆卸后滚动接触表面质量完好，

与轴配合的轴承内圈内径表面有轻微接触痕迹，但

图10 原拆卸试验形式

图8 外圈沟道人为

制造的压坑

图9 外沟道剥落形貌

拉拔端

固定端

图11 沟道表面划伤 图12 沟道表面蹭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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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Φ=1.5 mm球头测试笔进行测试发现无深度，说

明无损伤，不影响后续使用，试验后轴承内圈内径表

面如图14所示。

试验结果表明，在齿轮轴装配过程中的直接拉拔

导致轴承表面质量下降，严重时造成轴承工作表面的

初始损伤。

5 结束语

根据故障件失效时序试验与轴承拆卸试验，完成

该型轴承故障复现，定位该轴承失效原因为外圈沟道

表面损伤，而造成轴承外圈沟道表面损伤的 1个主要

因素为轴承拆卸过程工艺不当。在轴承拆卸过程中，

需采用轴承内圈拆卸工艺以减少轴承损伤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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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2909合金锻件缺口持久敏感性试验与分析

冯贞伟 1，杨树林 1，梅飞强 1，吴会萍 2，李中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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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低膨胀高温合金GH2909锻造及热处理后锻件持久性能不合格问题，确定合适的热加工工艺参数及合理的工艺方

法，改善其锻件缺口持久敏感性，对该合金采用不同的锻造工艺和热处理制度进行试验，观察显微组织和检测室温及高温性能。

结果表明：控制锻件热料回炉不低于 900 ℃，模具预热；锻件预热时间系数控制在 0.6～0.8 min/mm 范围，加热时间系数控制在

0.4～0.6 min/mm范围；当第一步锻造和最后一步锻造的加热温度分别为 1050 ℃和 1000 ℃时，变形量增加可使GH2909合金的显

微组织细小且分布均匀；2次固溶+2段式时效热处理制度对GH2909合金组织析出物有明显影响，并使室温和高温拉伸强度提高。

锻件合格率由6.25%提高到90%以上。

关键词：GH2909合金；热加工；锻件；缺口持久；热处理；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1.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S1.021

Test and Analysis of Notch Rupture Sensitivity of GH2909 Alloy Forging
FENG Zhen-wei1，YANG Shu-lin1，MEI Fei-qiang1，WU Hui-ping2，LI Zhong-sheng1

（1.Shenyang Area 2nd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Room of Air Force Equipment Department，Shenyang110043, China；

2.Shenyang Liming Aero-Engine（Group）Co.，Ltd.，Shenyang 110043，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rupture property of low expansion superalloy GH2909 forging was not qualified after
forging and heat treatment，the appropriate thermal process parameters and reasonable process methods were determined to improve the
notch rupture sensitivity of the forging. Different forging processes and thermal process systems were used to observe the microstructure，
test the room and high temperature properties of the allo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ot material return of forgings is not less than 900 ℃
and the die is preheated. The preheating time coefficient of forgings should be controlled in the range of 0.6～0.8 min / mm and the heating
time coefficient should be controlled in the range of 0.4～0.6 min / mm. When the heating temperature of the first step forging and the last
forging is 1050℃ and 1000℃，the increase of deformation can make the microstructure of GH2909 alloy fine and evenly distributed. The
secondary solid solution+secondary aging heat treatment system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ecipitates of GH2909 alloy and improves
the tensile strength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high temperature. The qualified rate of forgings has been increased from 6.25% to over 90%.

Key words：GH2909 alloy；thermal process；forging；notch rupture；heat treatment；aeroengine

0 引言

GH2909合金是 Fe-Ni-Co基时效硬化新型低膨

胀高温合金，在航空发动机上应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1-4]。其在 650 ℃以下具有高强度、高塑性、低热膨

胀系数接近恒定的弹性模量及良好抗氧化和冷热疲

劳等综合力学性能。其化学成分是在GH2907合金

基础上提高了Si的质量分数，调整了热处理工艺而形

成的[1]。2种合金持久性能相同，但针对热处理制度

而言，无论是温度还是时间，2种材料的时效热处理

制度都有很大区别。

近几年，行业内采用GH2909合金棒材生产锻件

一直存在持久性能不合格问题，经过多次试验，均未

能解决。某公司试制的 16批次锻件共 42件，一次性

达到符合标准要求的锻件只有 1批次，合格率仅为

6.25 %，严重影响产品交付，为此，急需深入研究缺口

持久敏感性影响因素，以提高持久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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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试验及搜集多方资料 , 发现低膨胀 GH2909/
GH2907合金不含Cr元素，存在应力促进晶界氧化脆

性。在高温持久的缺口部位，因应力集中促进氧沿晶

界扩散，导致过早出现沿晶开裂而产生持久缺口敏感

性。GH907合金是依靠过时效、在晶界析出 ε相来抑

制持久缺口敏感性的。而 GH2909合金则是通过 Si
微合金化 [5-7]，在热变形过程中促进在晶界析出粒状

Laves相和在时效过程中促进在晶界析出 ε相，来抑

制持久缺口敏感性。因此，GH2909合金不需要过时

效热处理，以牺牲强度来抑制持久缺口敏感性。

影响GH2909合金锻件持久性能的另一因素是 6
方ε相，它是合金中1个重要相，于晶内和晶界呈针状

和片状分布，其析出温度为 700～920 ℃，析出峰为

800 ℃左右，在晶内析出能提高合金的持久性能，而

在晶界析出则能改善合金对应力加速晶界氧化脆性

的抗力，有利于消除合金的缺口敏感性，大幅度提高

其缺口持久寿命。但 ε相的大量析出会消耗合金中

Nb和Ti元素，在其周围形成其他相的贫化区，导致该

相析出量减少，使该合金的强度降低。只有当 ε相于

该相析出数量相匹配时，零件即具有较高的瞬时强

度，又有较好的持久性能[8-9]。

本文就 Laves相在晶内、晶界的分布对试制的锻

件进行分析，来研究 Laves相对 GH2909合金锻件持

久性能的影响。

1 分析及试验

1.1 GH2909合金锻件显微组织分析

1.1.1 显微组织和性能分析

从试制的GH2909合金锻件中选取 6批次（只有

编号 X84的锻件合格）的理化余料进行显微组织检

验，对合格锻件与不合格锻件的组织状态进行对比分

析，不同组织状态、晶粒度如图1所示。

对于 GH2909合金，其晶界分布的粒状 Laves相
对持久缺口敏感性具有关键的抑制作用。当合金热

变形过程中所产生的粒状 Laves相呈弥散分布在晶

内，而晶界分布较少时，会产生持久缺口敏感，如图 2
所示；而当粒状Laves相沿晶界不同程度分布时，持久

缺口敏感性减弱甚至消除，如图 3所示；晶界分布粒

状Laves相与ε相的SEM典型组织如图4所示。

1.1.2 试制锻件的SEM组织分析

不同批次试制 GH2909合金锻件的 SEM组织如

图 5～7所示，能更具体地观察到粒状 Laves相的分布

状态。从图 5、6中可见，在E83和E85批锻件锻造过

程中析出的粒状 Laves相在晶内呈弥散分布，在晶界

有效分布的粒状 Laves相体积分数小。而对X84批锻（a）E83 （b）E84

图1 试制锻件不同组织状态、晶粒度

（c）E85 （d）E87

（e）E89 （f）X84

图2 存在持久缺口敏感性的

典型组织

图3 无持久缺口敏感性的

典型组织

图4 晶界分布粒状Laves相与ε相的SEM典型组织

（a）晶界分布Laves相组织 （b）晶界分布ε相组织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10 μm

X1000 10 μm X1200 1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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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粒状Laves相主要在局部晶界出现，如图7所示。

1.1.3 小结

（1）通过对比不同批

次试制 GH2909合金锻件

的显微组织分析，发现持

久性能不合格锻件的粒

状 Laves相在晶内呈弥散

分布，在晶界有效分布的

粒 状 Laves 相 体 积 分 数

小；而持久性能合格锻件的粒状 Laves相主要在局部

晶界出现。

由对比分析试制 GH2909合金锻件显微组织和

性能以及 SEM组织可知，粒状 Laves相的分布对持久

缺口敏感性起关键作用。当粒状 Laves相呈弥散分

布，在晶界分布较少时，会产生持久缺口敏感；当粒状

Laves相沿晶界不同程度分布时，持久缺口敏感性减

弱甚至消除。

1.2 改变GH2909合金锻件 laves相数量试验

GH2909合金锻件的持久性能与 Laves相分布有

很大关系，为解决缺口敏感性，需控制粒状Laves相更

多分布到晶界上，较少沿晶内呈弥散分布。通过调整

锻造和热处理参数对其工艺的优化获得持久性能和

其他性能最优的匹配关系[10-12]。针对锻造加热过程

中 Laves相的回溶规律[13-15]进行分析，以利于锻后热

处理时将 Laves相排列整齐，及在锻造过程中各次加

热后对Laves相的影响。为此，进行了锻件 laves相回

溶试验和锻造空烧试验。

1.2.1 锻件 laves相回溶试验

1.2.1.1 试验方法

取X84批锻件（299炉棒料）切高倍试样16件，选取

合适的加热炉，分别进行 970、980、990、1000、1010、
1020、1040和1060 ℃的回溶试验，保温40 min，水冷，之

后观察不同温度下Laves相的回溶情况，进行组织分析。

1.2.1.2 组织状态分析

从持久性能合格的X84锻件上取试样，回溶试验

前的组织状态如图 8所示。不同温度回溶试验的组

织图片如图9～16所示。

图5 试制E83批GH2909
合金锻件组织

图6 试制E85批GH2909
合金锻件组织

图7 试制X84批GH2909
合金锻件组织

20 μm 20 μm

图8 X84批GH2909合金锻件回溶试验前的组织

20 μm 20 μm

图9 970 ℃保温40 min水冷组织

10 μm 20 μm

10 μm

（a）1# （b）2#

（a）3# （b）4#

20 μm 20 μm

图10 980 ℃保温40 min水冷组织

（a）5# （b）6#

20 μm 20 μm

图11 990 ℃保温40 min水冷组织

（a）7# （b）8#

20 μm 20 μm

图12 1000 ℃保温40 min水冷组织

（a）9# （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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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试验结果与分析

（1）随着加热温度升高，laves相逐渐溶解，不再

排列在晶界上，进入到晶粒后呈弥散分布。

（2）当加热温度达到1060 ℃时，大部分 laves相回

溶，但不能保证 laves相全部回溶。

（3）通过提高锻造加热温度可达到溶解 laves相
的目的，利于锻后热处理时将 laves相排列整齐，满足

持久性能需求。

1.2.2 空烧试验

针对现有锻造工艺规程的加热过程，分析单纯加

热对GH2909合金组织转化的影响情况。

1.2.2.1 试验方法

采用与锻造工艺过程同炉加热的方式，试验件随

锻件装炉和出炉，一共需经 4次空烧加热，各次加热

情况如下：

第1次加热：经680 ℃×25 min，800 ℃×100 min，升
温80 min，1030 ℃×94 min，空冷，1~4号件全部加热；

第 2 次 加 热 ：在 750 ℃装 炉 ，升 温 80 min，
1030 ℃×15 min，空冷，2~4号件加热；

第3次加热：990 ℃×15 min，空冷，3~4号件加热；

第4次加热：1000 ℃×15 min，只4号件加热。

4次加热的工艺曲线如图17所示。

（a）第1次加热

（b）第2次加热

（c）第3次加热

680
℃ 800 ℃

1030 ℃

25 100 80 94

空冷

min

680
℃

800 ℃
1030 ℃

25 80 94 15

空冷

min

空冷

750 ℃

1030 ℃

80100

680
℃

800 ℃
1030 ℃

25 80 94 15

空冷

min

空冷

750 ℃

1030 ℃

80100

空冷

990 ℃

15

图13 1010 ℃保温40 min水冷组织

图14 1020 ℃保温40 min水冷组织

（a）13# （b）14#
20 μm 20 μm

图15 1040 ℃保温40 min水冷组织

（a）15# （b）16#
20 μm 20 μm

图16 1060 ℃保温40 min水冷组织

（a）17# （b）18#
20 μm 20 μm

（a）11# （b）12#
20 μm 20 μm

图17 4次加热的工艺曲线

（d）第4次加热

680
℃

800 ℃
1030 ℃

25 80 94 15

空冷

min

空冷
750 ℃

1030 ℃

80100

空冷

990 ℃

15

空冷

1000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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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试验结果

试验件空烧后显微组织如图18所示。

1.2.2.3 结果分析与讨论

（1）在现有锻造工艺采用的 1030 ℃加热中，大部

分 laves相还没有回溶，在温降过程中不能改变相排

列状态，从而导致后续工序不能朝理想的状态发展。

（2）锻造工艺的核心是在制坯环节。把 laves相
全部溶入基体，在制坯冷却过程中需要快冷，其冷却方

式包括水冷或风扇吹冷。laves相溶解温度为 1010～
1040 ℃。因此，制坯加热温度为 1050～1060 ℃，不宜

更高。快冷是避免 laves相、ε相、γ'相在该阶段析出。

因为这一环节析出的 γ'相在后续热处理阶段会长

大，降低拉伸强度，而 γ'相消耗Nb元素。该阶段析

出的 laves相也会消耗Nb元素。最后，轧制的加热温

度为 980～1000 ℃，均不能使这 2种相溶入基体，不利

于轧环在冷却阶段析出ε相。

2 锻造和热处理试验

针对锻造不同锻件的组织和性能的对比分析结

果和 Laves相随工艺参数变化情况，结合棒材和锻件

尺寸，进一步优选各次加热、锻造过程中的加热温度、

变形量和终锻温度，并与 2种热处理制度正交试验，

以适当控制 Laves相的析出和分布。另外，在锻件中

存在由棒材遗传而来的粗大粒状相，也会对持久性能

带来不利影响，需进一步优化改进所用棒材的组织。

2.1 试验方案

2.1.1 锻造试验

根据各项试验分析，得到锻造参数的选择依据：

（1）依据GH2909合金锻件试制经验及回溶温度

试验确定初始锻造温度为 1050～1000 ℃；停锻温度

约为930 ℃，变形量允许范围为20%～80%。

（2）依据空烧试验对比结果，最终锻件晶粒度比

标准规定的细很多(标准规定 5级或更细)，而所有锻

件和试验件都需要达到 8级以上。因此，真件试验可

提高原有工艺规程中的加热温度，使制坯过程的加热

温度从1030 ℃提高到1050 ℃。

（3）依据 laves相析出峰为 800 ℃，避免锻件在冷

却过程中析出大量的 laves相，所以将预热温度由

800 ℃调整为700 ℃。

（4）依据典型件试验确定了锻造试验工艺的可行

性。其试验工艺流程如下：

预热过程中在700 ℃装炉，保温110～140 min。
a.采用 A工艺（408#小/416#大）：1050 ℃镦粗冲

孔，70%/74.8%变形→1050 ℃扩孔，30.5%/35.5%变形

→1000 ℃扩孔，32.8%/34%变形；

b.采用 B工艺（414#小/410#大）：1050 ℃镦粗冲

孔，68.4%/72.2%变形→1030 ℃扩孔，29.6%/35.5%变

形→1000 ℃扩孔，36.1%/31.6%变形。

2.1.2 热处理试验

分别从 408#、416#、410#、414#件取 1、2、3、4号半

环进行热处理制度Ⅰ；然后再分别从408#、416#、410#、
414#件取5、6、7、8号半环进行热处理制度Ⅱ。固溶温

度不变，热透并稳定时间为 1 h，保温时间为 1 h，共将

原来的 2.5 h调整到 2 h。其中每步都规定了热透（均

热）时间。2种热处理工艺曲线如图19所示。

温
度

980 ℃ 980 ℃

空
冷

空
冷

1 h+1 h 1 h+1 h 8 h+45 min~9 h 8 h+30 min~8 h45 min

在炉内以55 ℃/h左右速率炉冷至

720 ℃720 ℃
620 ℃ 空

冷

（a）制度Ⅰ
时间

图18 锻件空烧组织

（a）19# （b）20#

（c）21# （d）22#

50 μm 50 μm

50 μm 50 μm

图19 2种热处理工艺曲线

（b）制度Ⅱ

温
度

980 ℃

空
冷

1 h+1 h 4 h+45 min~5 h 4 h+30 min~4 h45 min
时间

在炉内以55 ℃/h左右速率炉冷至

745 ℃
620 ℃空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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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2.1 热处理制度Ⅰ
（1）显微组织如图 20所示，每个半环取 2个试样，

每个试样取 2点分别拍 2个放大不同倍数（左小、右

大）的图片。

（2）力学性能见表1。
（3）通过进行热处理制度Ⅰ，从强度、塑性和持久

性能的结果对比分析，2种锻造工艺均达到了技术条

件指标要求，A工艺略好于B工艺[16]。

2.2.2 热处理制度Ⅱ
（1）显微组织如图 21所示，每个半环取 2个试样，

每个试样取 2点分别拍 2个放大不同倍数（左小、右

大）的图片。

（a1）1-1-1 （a2）1-1-2
50 μm 20 μm

（b1）1-2-1 （b2）1-2-2
50 μm 20 μm

（c1）2-1-1 （c2）2-1-2
50 μm 20 μm

（d1）2-2-1 （d2）2-2-2
50 μm 20 μm

（f1）3-2-1 （f2）3-2-2

（g1）4-1-1 （g2）4-1-2

（e1）3-1-1 （e2）3-1-2
50 μm 20 μm

（h1）4-2-1 （h2）4-2-2
图20 热处理制度Ⅰ显微组织

50 μm 20 μm

50 μm 20 μm

50 μm 20 μm

（a1）5-1-1 （a2）5-1-2
50 μm 50 μm

（b1）5-2-1 （b2）5-2-2
50 μm 5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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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6-1-1 （c2）6-1-2
50 μm 50 μm

锻件编号

A

B

热处理制度Ⅰ

试样编号

1
2
3
4
5
6
7
8

技术条件

常温力学性能

Rm /
MPa
1354
1367
1350
1360
1360
1349
1388
1362
≥1205

Rp0.2 /
MPa
1103
1113
1110
1120
1110
1099
1130
1112
≥965

A/%
15.0
15.5
16.0
16.0
14.5
16.0
16.0
17.5
≥8

Z/%
41
40
41
37
37
38
40
41
≥12

HB

397

397

390

393
≥331

θ/℃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650

t/min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高温力学性能

Rm /
MPa
1056
1049
1062
1049
1057
1058
1060
1065
≥930

Rp0.2 /
MPa
900
894
906
896
899
901
900
905
≥720

A/%
20.5
22.0
19.0
20.5
19.5
18.0
16.5
18.0
≥10

Z/%
29
41
37
35
32
31
30
29
≥15

650 ℃持久

τ/h：min：s
63：29：00
71：14：00
63：30：00
60：03：00
58：45：00
66：30：00
67：45：00
71：51：00
23h，τ'≥τ

表1 2种锻造工艺采用热处理制度Ⅰ的力学性能

注：Rm为抗拉强度；Rp0.2为屈服强度；A为断后延伸率；Z为断面收缩率；HB为硬度；θ为试验温度；t为保温时间。

（e1）7-1-1 （e2）7-1-2
50 μm 50 μm

（f1）7-2-1 (f2）7-2-2
50 μm 50 μm

（g1）8-1-1 （g2）8-1-2
50 μm 50 μm

（h1）8-2-1 （h2）8-2-2
图21 热处理制度Ⅱ显微组织

50 μm 50 μm

（d1）6-2-1 （d2）6-2-2
50 μm 50 μm

（2）力学性能见表2。
（3）通过进行热处理制度Ⅱ，从强度、塑性和持久

性能的结果对比分析，与制度Ⅰ得到的理化结果类

似，A工艺好于B工艺。

2.3 小结

（1）GH2909合金中的 ε相与GH4169合金中的 δ

相性质相似，溶解温度在 980 ℃以上，如果固溶温度

超过 980 ℃时，ε相会溶解，不利于缺口持久性能。锻

件固溶温度可以在965～980 ℃之间选择；

（2）从采用 2种热处理制度处理的锻件力学性能

对比分析，A锻造工艺均好于B工艺；

（3）采用A、B 2种工艺锻件经过标准规定的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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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Ⅰ和Ⅱ处理后，均满足《民用航空发动机用

GH2909合金环形锻件》规定的性能标准要求；

（4）试验所锻造的4个锻件100%满足设计图要求。

3 结论

（1）通过分析GH2909合金化学元素含量与晶粒

度、组织、性能的关系，为防止在锻件中存在由棒材遗

传而来的粗大粒状相，确定研制期间严格将Si质量分

数控制在0.38～0.50%之间；

（2）较适宜的锻造加热参数为：镦粗冲孔（700 ℃±
10 ℃预热、1050 ℃±10 ℃加热）→扩孔整形（1050 ℃±
10 ℃加热）→辗环（1000 ℃±10 ℃加热）；

（3）控制锻件热料回炉，不低于 900 ℃，模具预

热；锻件预热时间系数控制在 0.6～0.8 min/ mm范围；

加热时间控制在0.4～0.6 min/mm范围；

（4）锻件热处理制度中采用在温装炉进行固溶和

时效的热处理方式，避免了锻件热处理加热过程中出

现温度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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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热处理制度Ⅱ

试样编号

1
2
3
4
5
6
7
8

技术条件

常温力学性能

Rm/
MPa
1303
1329
1349
1315
1311
1305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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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

Rp0.2/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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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5
1090
1069
1049
1055
1066
1058
≥86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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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20.0
17.0
20.0
17.5
17.0
18.0
≥6

Z/%
40
38
37
37
38
37
38
39
≥10

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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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

378

380

285/404

θ/℃
540
540
540
540
540
540
540
540
540

t/min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高温力学性能

Rm/
MPa
1031
1031
1037
1033
1025
1021
1023
993
≥860

Rp0.2/
MPa
860
859
866
863
854
850
855
862
≥65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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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24.0
21.5
23.5
22.0
24.0
27.0
≥10

Z/%
38
41
42
35
39
33
41
37
≥20

540 ℃持久

τ/h：min：s
120
120

83：05：00
120

65：12：00
70：49：00
120
120

τ'≥60 h

表2 2种锻造工艺采用热处理制度Ⅱ的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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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D强化涂层在辊轧模具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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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军装备部驻沈阳地区第二军事代表室，沈阳110043；2.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沈阳110043）

摘要：为了解决冷辊轧模具寿命短、人工修复周期长、修复一致性差等问题，提高了模具耐磨性，延长模具使用寿命，在辊轧模

具表面涂敷了PVD强化涂层。采用真空阴极多弧离子镀技术，在不同材质模具钢表面制备AlCrN多元纳米硬质涂层。试验样品

基材选用Cr8W1Mo2V2SiNb、W6、Cr12MoVCo及V-4E工具钢作为样品基体，采用 2种工艺制备硬质PVD涂层，V-4E基材AlCrN涂

层的晶粒尺寸最小，沉积的AlCrN涂层结构更致密。V4E+CrAlSiN强化体系获得最优的综合测试性能。验证结果表明：涂敷PVD
强化涂层可使模具寿命提高20倍以上。

关键词：辊轧模具；物理气相沉积强化涂层；真空阴极多弧离子镀；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1.9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S1.022

Application of PVD Strengthening Coating in Rolling Die
PENG Xin1，WANG Fu-de1，GUO Zhen-xing2，CAO Jia-ming1，LI Jian-fu1

（1.Air Force Equipment Department Second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Shenyang，Shenyang 110043，China；

2.Shenyang Liming Aero-Engine（Group）Co.，Ltd.，Shenyang 110043，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low life，long manual repair period and poor repair consistency，the wear resistance of the
die was improved and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die was prolonged. PVD coating was appli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rolling die. Multi element na⁃
no hard coatings of AlCrN were prepared on the surface of die steel with different materials by vacuum cathode multi-arc ion plating tech⁃
nology. Cr8W1Mo2V2SiNb、W6、Cr12MoVCo and V-4E tool steels were selected as the base materials. The grain size of AlCrN coating on
V-4E substrate was the smallest，and the structure of deposited AlCrN coating was more compact. V4E+CrAlSiN strengthening system ob⁃
tained the best comprehensive test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die can be increased by more than 20 times
with PVD strengthening coating.

Key words：rolling die；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PVD）strengthening coating；enhanced; aeroengine

0 引言

随着现代机械加工的迅速发展，各种机械零部件

的加工模具也引起广泛研究，尤其是应用于航空发动

机叶片的加工模具使用条件更为苛刻。选择合适的

方式提高该类模具的摩擦磨损和耐高温性能，从而提

高它们的使用寿命是加工合格叶片的关键[1-2]。大量

研究结果表明，要实现对模具性能的提升，最正确且

有效的方式，除了选择合理的材料和正确的加工工艺

之外，关键在于应用合理的表面处理技术[3]。应用最

早且最为广泛的是TiN涂层，该涂层的使用大大延长

了模具的寿命，减少了更换模具的次数和时间。该类

涂层最早应用于硬质合金刀具上以提高刀具的耐磨

性。为满足工业中高速切削的需求，在TiN涂层的基

础上，又发展出了添加第3组元，使其部分代替TiN涂

层中的 Ti原子的 TiAlN和 TiVN等涂层。其中，研究

最多的当属TiAlN涂层。在氧化过程中，涂层表面会

形成 1层具有保护性的Al2O3膜，从而能够阻止基体

合金的进一步氧化。由于Al原子置换了 TiN涂层中

部分Ti原子的位置，其硬度和耐磨性与TiN涂层相比

均有提高。但 TiN系列涂层的抗氧化性能和耐热性

不足，在 600 ℃空气中使用较短时间就会出现龟裂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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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现象。

辊轧叶片广泛应用于航空发动机压气机部位，对

加工精度和效率有着较高要求。不锈钢、高温合金叶

片加工模具长期使用寿命较低，已成为制约航空叶片

产品生产效率和质量的瓶颈问题。对于高精度叶片

加工模具而言，首先需能够在高速重载荷下保持良好

的加工精度和效率，其表面需承受数百甚至上千度的

高温，对于此类工模具材料的表面强化改性要求涂层

不仅具有超高硬度且需要拥有极低的表面摩擦系数

和良好的高温稳定性。其次对于复杂零部件加工的

的工模具来说，其表面往往具有异形结构，且加工面

常常位于空洞或者缝隙的内表面，工艺性差。

超硬纳米复合薄膜材料具有高强、高韧、高硬度

等有意性能，在工模具表面改性领域显示出极其诱人

的应用前景。近年来纳米薄膜材料的明显趋势之一

是由单一纳米薄膜材料向纳米复合薄膜材料发展。

针对辊轧模具磨损失效问题，本文采用 PVD技术中

典型的阴极多弧离子镀技术，在不同基材模具钢表面

制备了AlCrN多元纳米硬质涂层，分析了不同基材对

辊轧模具涂层耐磨性的影响，探讨了最适合涂覆Al⁃
CrN涂层的基材[4]。

1 样品制备

试验样品基材选用 Cr8W1Mo2V2SiNb（HRC20，
退火态）、W6（HRC20，退火态）、Cr12MoVCo（HRC20，
退火态）及V-4E（HRC57，回火态）工具钢作为样品基

体，分别简写为 Cr8、W6、Cr12及 V-4E，尺寸为 30
mm×30 mm×5 mm，基材经化学、组织分析均符合

GB1299-2000《合金工具钢》标准要求。样品首先经

过丙酮、酒精超声清洁除油，装入真空涂层设备中。

涂层制备由 3部分组成：底层使用 100 nm厚金属薄膜

作为基础层，再使用 200 nm厚金属氮化物作为过渡

层（涂层工艺参数见表 1），最后制备所需功能涂层

（涂层工艺参数见表 2）。涂层由工业型阴极弧离子

镀设备制备，安装8套金属或合金靶材。

2 结果与分析

2.1 显微维氏硬度

CrAlN和 CrAlSiN 2种涂层分别在 4种基体材料

表面及在 0.245 N和 0.49 N 2种载荷下的显微硬度数

据见表 3、4。从表中可见，在 0.49N载荷下的显微硬

度比在 0.245N下的均有明显降低，说明显微硬度均

受基体影响，在所测试数据中，CrAlSiN涂层的硬度明

显高于 CrAlN涂层的；当载荷为 0.245N时，2种涂层

显微硬度均超过 3000 HV，其中，CrAlSiN 涂层在

0.245N载荷下，其显微硬度已经超过 4000 HV，且基

材硬度对涂层显微硬度影响显著，较高的基材硬度获

得的涂层硬度更高[5-6]。

2.2 结合强度

共测试 4种工艺涂层样品，利用WS2005型划痕

试验机进行测试，每个样品至少测试 5点。以划痕侧

边出现第 1个明显内裂纹点位置所对应的划痕载荷

为结合力评价指标 1（临界载荷CL1），划痕开始出现剥

落初始点为评价指标 2（临界载荷CL2），2种涂层在不

同基体样品结合强度数值见表 5。一般来讲，对于工

模具使用的硬质涂层，其划痕临界载荷大于 60 N，方
能满足高速重载要求[7]。数据显示 2种涂层临界载荷

CL2均值基本在 60 N以上（除Cr8基材表面CrAlN涂层

外），符合工业使用标准。相比较而言，CrAlSiN具有

更优的结合强度，其中V4E表面CrAlSiN涂层具有最

优的膜基结合强度，其在 100 N的加载范围内，几乎

未出现涂层剥落，这是由于其基材强度高而增加了涂

层体系韧性；表中同时给出压痕法评价结合强度数

参数

偏压/V
沉积温度/℃
H2流量/（mL/min）
N2流量/（mL/min）
气压/ Pa
时间/h

数值

600
550
600
150
200
10

表1 真空等离子氮化（PN）
涂层工艺参数

参数

沉积偏压/V
沉积温度/℃
气压/ Pa
Ar流量/（mL/min）
N2流量/（mL/min）
弧电流/A
沉积时间/ h

Cr
CrAlSi
CrAl

CrAlN
100
450
2.5
40
200
80
80
2~6

CrAlSiN
100
450
2.5
40
1000
80
80
2~6

表2 离子镀（PVD）涂层

工艺参数

样品编号

Cr8
W6
Cr12
V-4E

平均值

3255
3330
3208
3473

HV0.025（测试点）

3109～3398
3125～3605
3115～3605
3225～3688

平均值

2075
2122
2346
2536

HV0.05（测试点）

1983～2153
1953～2253
2095～2526
1887～2628

表3 不同基体表面CrAlN强化涂层显微硬度 HV

样品编号

Cr8
W6
Cr12
V-4E

平均值

3613
4270
4208
4951

HV0.025（测试点）

2734～4205
3938～4605
4115～4413
4688～5225

平均值

2815
3109
3302
3616

HV0.050（测试点）

2172～3105
2954～3253
3085～3528
3423～3807

表4 不同基体表面CrAlSiN强化涂层显微硬度 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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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表明涂层结合强度均为 I级，符合使用要求，划痕

法结果受到涂层表面摩擦学特性影响，结合力需要结

合划痕形貌图进行判定，否则会受到基体粗糙度、磨

屑等声发射信号干扰[8-9]。

2.3 涂层相结构及残余应力分析

试验分别对不同基材表面 2种制备的涂层样品

进行X射线衍射相结构分析，CrAlN涂层相结构XRD
谱图如图 1所示。从图中可见，其相成分为立方相

CrN和AlN，并呈现（111）择优取向；利用谢乐公式计

算CrAlN涂层晶粒尺寸大小，不同基体表面晶粒尺寸

均为纳米级别，且随基体硬度升高晶粒尺寸有所减

小。CrAlSiN涂层相结构XRD谱图如图 2所示。其相

成分仍为立方相 CrN和AlN，随着 Si元素添加，相结

构呈现（200）择优取向转变，即涂层结构由原始的柱

状结构向纳米等轴结构转变。表明Si元素添加，晶粒

尺寸持续减小至 15 nm左右。涂层晶体结构与基体

材料关系不大[10-11]。

利用X射线应力仪测

试涂层残余应力，结果见

表6。
对残余应力测试的

2θ-sin2ψ进行拟合，综合

数据可知，2种涂层样品的残余压应力均低于 2 GPa，
符合应用条件。CrAlSiN的残余压应力相对更低，表

明Si元素可降低薄膜的残余应力[12]。

2.4 涂层表面形貌及成分

TiAlN和AlTiN涂层表面形貌如图 3、4所示。对

样品

CrAlN
CrAlSiN

残余应力/
GPa
-1.15
-1.03

误差限/
GPa
0.04
0.06

表6 涂层残余应力测试结果样品

Cr8-CrAlN-S
W6-CrAlN-S
Cr12-CrAlN-S
V4E-CrAlN-S
Cr8-CrAlSiN-S
W6-CrAlSiN-S
Cr12-CrAlSiN-S
V4E-CrAlSiN-S

CL1/N
40.59
41.05
40.79
60.91
32.34
40.48
67.02
44.20

临界载荷CL2/N
48.46
68.79
69.99
87.89
69.98
78.41
90.90
100.00

压痕法

HF1
HF1
HF1
HF1
HF1
HF1
HF1
HF1

表5 涂层样品划痕结合强度

图2 CrAlSiN涂层XRD图谱

图1 CrAlN涂层XRD图谱

（a）Cr8-CrAlN （b）W6-CrAlN

（c）Cr12-CrAlN （d）V4E-CrAlN
图3 TiAlN涂层表面形貌

（a）Cr8-CrAlN （b）W6-CrAlN

（c）Cr12-CrAlN （d）V4E-CrAlN
图4 AlTiN涂层表面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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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CrAlN和CrAlSiN涂层表面形貌，由于添加 Si元素，

涂层表面组织更为致密，光洁度增加金属颗粒明显减

少[13]；通过对比不同基体表面涂层形貌，表明涂层表

面形貌与本试验所用材料基体相关性不大。

2.5 摩擦磨损性能

采用销盘式摩擦磨损仪测试摩擦磨损性能，对比

CrAlN及 CrAlSiN涂层摩擦学特性，如图 5~8所示。

添加 Si元素后涂层表面摩擦系数减小且抗磨损性能

提高，随着基体材料硬度增强，涂层摩擦系数有减小

趋势，且抗磨损性能提高。综合比较，V4E基材表面

CrAlSiN涂层具有更为优良的摩擦学特性[14]。

2.6 微观组织及化学态分析

CrAlSiN涂层横截面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图像

如图 9所示。图 9（a）、（b）示出的明场相的组织结构

为多晶态结构；图 9（c）示出的暗场相可分辨出平均

晶粒尺寸大于 30 nm；图 9（d）示出的电子衍射谱的涂

层为纳米多晶复合体系，其晶相组成符合XRD结果，

由纳米晶AlN和CrN相混合构成。

CrAlSiN涂层横截面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图像

如图 10所示。图 10（a）、（b）示出的明场相的组织结

构为纳米多晶态结构且镶嵌于无定形结构中；图 10
（c）示出的暗场相可分辨出平均晶粒尺寸小于 10 nm，
说明 Si元素添加可使涂层晶粒细化；图 10（d）示出的

图6 CrAlN涂层摩擦系数

图5 CrAlN涂层摩擦力

图7 CrAlSiN涂层摩擦力

图8 CrAlSiN涂层摩擦系数

（a）明场相1

（b）暗场相

（b）明场相2

（d）选取衍射

图9 CrAlN涂层横截面透射电镜照片

AIN（311） CrN（111）

CrN（220）
AIN（111）

CrN（311）
CrN（200）AIN（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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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衍射谱由连续光环与光晕组成，因此分析涂层为

纳米多晶非晶复合结构，其晶相组成同样符合XRD结

果，由纳米晶AlN及CrN相及少量Si相混合构成。

为了进一步确定CrAlSiN涂层中 Si元素化学态，

对涂层进行表面XPS谱分析，CrAlSiN涂层 Si元素的

XPS谱线如图 11所示。通过曲线数学拟合对元素化

学价态进行分析，Si元素主要以非晶态 Si3N4和单质 Si
存在；CrAlSiN涂层内部组织结构应为非晶硅化物包

覆纳米晶复合混合框架结构，具有高硬度及耐磨性能。

2.7 膜层韧性

采用自制薄膜冲击试验机对 CrTiAlN/TiN/Ti和
TiAlN/TiN/Ti涂层韧性进行测试。CrAlN及 CrAlSiN
涂层冲击后光学显微镜形貌如图 12、13所示。从图

中可见，2种涂层均有良好的断裂韧性和抗冲击疲劳

性能，在图 12（b）、（c）、（d）中出现了零星压痕边部裂

纹，但未出现剥落失效，而 CrAlSiN涂层多次冲击疲

劳后未出现任何裂纹和剥落，表明CrAlSiN涂层具有

更优的抗冲击疲劳性能[15]。

图11 CrAlSiN涂层Si2P电子XPS谱

Inte
nsi
ty/a
.u.

Si3N4Si

112110108106104102100989694 Binding Energy/ev

（a）明场相1

（c）暗场相

图10 CrAlSiN涂层横截面透射电镜照片

（b）明场相2

（d）选取衍射

（a）Cr8-CrAlN （b）W6-CrAlN

（c）Cr12-CrAlN （d）V4E-CrAlN
图12 CrAlN涂层冲击后形貌

（a）Cr8-CrAlN （b）W6-CrAlN

（c）Cr12-CrAlN （d）V4E-CrAlN
图13 CrAlSiN涂层冲击后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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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文采用工业型真空电弧离子镀膜设备，利用等

离子体氮化后的4种基体材料制备出2种典型硬质涂

层，并对其性能结构进行测试，得到以下结论：

（1）通过显微硬度、划痕法膜基结合强度、摩擦磨

损测试、膜厚等综合测试可知，相比CrAlN涂层，CrAl⁃
SiN具有最优的综合性能，表现出优越的力学性能和

良好的耐磨、减摩性能。

（2）通过对比 4种典型低温合金钢基体材料，选

择V4E+CrAlSiN强化体系获得最优的综合测试性能。

（3）通过X射线衍射、扫描电子显微镜、透射电子

显微镜以及X射线光电子能谱测试可知，2种涂层主

相成分均为纳米立方相AlN和CrN，Si含量增加涂层

取向由（111）向（200）转变；相对比CrAlN涂层，CrAl⁃
SiN涂层晶粒尺寸更为细小（15 nm左右），且伴随纳

米柱状结构向纳米等轴晶的组织结构转变，呈现择优

取向的各向异性向各向同性转变。

（4）CrAlSiN涂层具有纳米晶/非晶 Si3N4复合框架

的涂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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