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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迹粒子滤波算法的航空发动机排气温度预测

余 臻 1，3，刘 洋 1，魏 芳 2，刘利军 1，2

（1.厦门大学 航空航天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2.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200241；
3.中国船舶航海保障技术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450）

摘要：针对粒子滤波算法不能考虑最新的观测值，仅使用某时间节点之前的实际数据来预测航空发动机排气温度，会造成预

测的温度数据误差累积，不能及时修正以及粒子退化等问题，将无迹粒子滤波引入到航空发动机排气温度预测中。分别介绍了粒

子滤波算法和无迹粒子滤波算法；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航空发动机的退化模型。利用退化模型和无迹粒子滤波算法对航空发动机

排气温度进行预测，并将预测值与实际值进行比较，将所得结果与采用传统粒子滤波算法得到的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无迹

粒子滤波算法对于排气温度的预测效果较好，所预测的发动机达到阈值的时间与实际时间更为接近，温度范围更为集中，准确性

更高，预测误差小于5%。

关键词：排气温度裕度；无迹粒子滤波；水洗预测；数据预测；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06.001

Prediction of Aeroengine Exhaust Gas Temperature Based on Unscented Particle Filter Algorithm
YU Zhen1，3，LIU Yang1，WEI Fang2，LIU Li-jun1，2

（1.Schoo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Xiamen University，Xiamen Fujian 361005，China；2.AEC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

LTD，Shanghai 200241，China；3. CSSC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Naviga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Tianjin 300450，China）

Abstract：The particle filter could not consider the latest observed values. It only used the actual data before a certain time node to
predict the aeroengine exhaust gas temperature，which would cause the accumulation of predicted temperature data error, untimely correc‐
tion and particle degradation.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unscented particle filter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aeroengine exhaust gas tem‐
perature prediction. Particle filter algorithm and unscented particle filter algorithm were introduced respectively. On this basis，the degrada‐
tion model of aeroengine was established. The degradation model and unscented particle filter algorithm were used to predict the aeroen‐
gine exhaust gas temperature, and the predicted value was compared with the actual value.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btained
by traditional particle filter algorith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nscented particle filter algorithm has better prediction effect on the ex‐
haust gas temperature，the predicted time when the engine reaches the threshold is closer to the actual time，the temperature range is more
concentrated，the accuracy is higher，and the prediction error is less than 5%.

Key words：exhaust gas temperature margin（EGTM）；unscented particle filter；water washing prediction；data prediction；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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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的工作环境恶劣，多为高温、高腐蚀、

高转速条件，其安全工作寿命难以准确得知[1]。发动

机性能指标包括排气温度裕度（Exhaust Gas Tempera‐
ture Margin，EGTM）、高压压气机转子角速度偏差量

（Delta N2，DN2）、平均滑油消耗率（Average Oil Con‐
sumption，AOC）等，其中EGTM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是发动机在海平面压力、拐点温度条件下全功率起飞

时，排气温度与标准规定的排气温度红线值之间的差

值。随着发动机飞行循环数的增加，发动机各零部件

磨损老化程度增加，排气温度持续升高，使得 EGTM
值逐渐降低，达到标准规定的EGTM阈值。

在 20世纪 90年代初建立的基于发动机性能参数

的性能衰退失效分析方法，为高可靠性设备的可靠性

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Gertsbackh等[2]率先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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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性能退化数据的设备可靠性模型的预测方法；

Nelson[3]发现发动机部件的失效特性会在发动机衰退

信息中有所体现，这些信息能具体反映出零部件的衰

退状态；Meeker等[4]利用退化失效模型解决了传统可

靠性理论无法很好处理的一些实际问题；Wu等[5]基

于数据驱动的退化量统计模型，采用模糊聚类方法研

究了零部件退化失效分布。随着发动机制造技术的

进步，发动机可靠度提高，发动机失效数据大大减少，

使得样本数量减少。Erto[6]利用发动机零部件常见的

先验信息，分别对经典的概率分布模型进行分析，对

参数进行了估计；Cox[7]给出了针对单系统的剩余寿

命分布的混合估计方法；王鑫等[8]提出了 LSTM预测

模型参数优选算法，提高了对故障时间序列预测的准

确度；张营等[9]在过程神经网络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

算法，结合混沌粒子群算法对发动机的排气温度进行

预测，获得较高的预测精度。

发动机的性能衰退主要表现为其性能衰退参数

值呈非线性减小趋势[10-11]，可采用能够处理非线性时

间序列的方法进行预测。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粒子滤波[12-14]（Particle Fil‐
ter，PF）的航空发动机剩余大修寿命预测方法。提出

的无迹粒子滤波（Unscented Particle Filter，UPF）算法

首次应用在航空发动机EGTM预测领域，UPF以无迹

卡尔曼滤波（Unscented Kalman Filter，UKF）的结果作

为建议分布[15]，引入最新观测值进行预测修正。

1 无迹粒子滤波算法

粒子滤波基于蒙特卡罗和递归贝叶斯滤波方

法[16]。为了解决粒子权重差异大的问题，有 2种策

略，即重采样和选择合理的建议分布[17]。重采样会导

致粒子贫化，选择合理的建议分布是解决退化问题的

较优选择。

粒子滤波是由表示未知状态空间的采样值的1组
粒子的近似。目前，粒子滤波已经成为了解决非线性、

非高斯系统参数估计和状态滤波问题的主流方法。

1.1 粒子滤波框架

对于航空发动机EGTM预测，可以用如下的数学

状态空间方程来表示。

系统状态方程

xt = ft ( xt - 1,mt - 1 ) （1）
系统观测方程

yt = ht ( xt,nt ) （2）
式中：xt ∈ Rn，为系统的状态变量；yt ∈ Rnz，为系统在 t
时刻的测量值；ft为通过上一时刻的状态值预测下一

时刻状态值的函数；ht为通过当前时刻状态值预测输

出值的函数；mt、nt分别为系统的过程噪声和观测噪

声，二者之间相互独立。

贝叶斯滤波包含预测和更新 2部分。预测部分

是利用系统的状态方程，在系统测量值未知的前提

下，预测状态的先验概率密度

p ( xt|y1:t - 1 ) = ∫p ( xt, xt - 1|y1:t - 1 ) dxt - 1 =
∫p ( xt|xt - 1, y1:t - 1 ) p ( xt - 1|y1:t - 1 ) dxt - 1 =
∫p ( xt|xt - 1 ) p ( xt - 1|y1:t - 1 ) dxt - 1

（3）

而更新部分则是在已经得到最新的观测值 yt的
条件下，对先验的概率分布进行修正，得到 xt的后验

概率

p ( xt|y1:t ) = p ( yt|xt, y1:t - 1 ) p ( xt|y1:t - 1 )p ( yt|y1:t - 1 ) =

                                                   p ( yt|xt ) p ( xt|y1:t - 1 )∫p ( yt|xt ) p ( xt|y1:t - 1 ) dxt
（4）

对于一般高阶非线性、非高斯过程，式（4）难以求

解。所以粒子滤波采用蒙特卡洛采样来避免积分难

的问题。利用一系列从已知分布采样的粒子来估计

后验概率

p͂ ( xt|y1:t ) = 1N∑i = 1
N δ( xt - x( i )t ) ≈ p ( xt|y1:t )

式中：δ( )为狄拉克函数；N为粒子个数；i为粒子序

号。在得到后验概率后，当前时刻的后验期望值为

E [ ]f ( )xt =∑i = 1
N f ( x( i )t ) /N。

然而，因为无法获知真实的状态后验概率，所以

如果需要通过后验概率来获取粒子分布，则需要从 1
个已知分布 q ( x|y )中采样得到粒子

E [ ]f ( xt ) = ∫f ( xt ) p ( xt|y1:t )q ( xt|y1:t ) q ( xt|y1:t ) dxt =

∫f ( xt ) p ( y1:t|xt ) p ( xt )p ( y1:t ) q ( xt|y1:t ) q ( xt|y1:t ) dxt =

∫f ( xt ) Wt ( xt )
p ( y1:t ) q ( xt|y1:t ) dxt =   

   ∫f ( xt )Wt ( xt ) q ( xt|y1:t ) dxt
∫Wt ( xt ) q ( xt|y1:t ) dxt

=

               Eq( xt|y1:t ) [ ]f ( xt )Wt ( xt )
Eq( xt|y1:t ) [ ]Wt ( xt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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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t ( xt )= p ( y1:t|xt ) p ( xt )q ( xt|y1:t ) ∝ p ( xt|y1:t )
q ( xt|y1:t )，{ }x( i )t ~q ( xt|y1:t )。

上述粒子权重的计算采用直接计算方式，每进行

1次迭代就需要重新计算，效率低。所以需要重新对

权重公式进行递推

w( i )t ∞
p ( x( i )0:t |y1:t )
q ( x( i )0:t |y1:t ) =

p ( yt|x( i )t ) p ( x( i )t |x( i )t - 1 ) p ( x( i )0:t - 1|y1:t - 1 )
q ( x( i )t |x( i )0:t - 1, y1:t ) q ( x( i )0:t - 1|y1:t - 1 ) =

                  w( i )t - 1 p ( yt|x
( i )
t ) p ( x( i )t |x( i )t - 1 )

q ( x( i )t |x( i )0:t - 1, y1:t )

（5）

式（5）的分母已知，而分子除了均值不同之外，与

状态方程和观测方程的噪声概率分布形状一致。对

权重进行归一化

W͂t ( x( i )t ) = Wt ( x( i )t )∑i = 1
N Wt ( x( i )t ) （6）

E [ ]f ( xt ) ≈∑i = 1
N W͂t ( x( i )t ) f ( x( i )t ) （7）

至此描述了完整的粒子滤波算法。从上述算法

得知，建议分布 q ( xt|y1:t )的选取对于算法的效果非常

重要。上述涉及到建议分布的内容主要包含 2部分：

一部分是粒子是从建议分布中选取的，另一部分是粒

子的权重计算需要用到建议分布。同时可知，当建议

分布选取为系统先验分布 p ( xt|xt - 1 )时，权重的计算

复杂度会大幅降低，即为

w( i )t = w( i )t - 1 p ( yt|x( i )t ) （8）
这极大地促进了粒子滤波的实际应用。但粒子

滤波在易于实现的同时也会导致其他后果：（1）导致

了更高阶的蒙特卡洛协方差，进而使预测效果变差；

（2）使用先验概率作为建议分布之后，忽略了最新的

系统观测值，可能导致粒子严重退化，即大多数粒子

的权值都趋近于 0，尤其是在似然函数达到峰值而预

测的状态却在似然函数的边缘时。建议分布的取值

在理论上有无穷多种可能性，但是最优的分布-权值

的方差最小，即使存在，求解也十分困难。因此，选择

1个合理的建议分布，对于避免粒子退化、得到良好

的滤波结果具有深刻意义。

1.2 无迹粒子滤波算法

上文已经指出了使用先验概率作为建议分布会

导致系统缺陷，而改进建议分布最明显的方法是纳入

当前观测的数据。于是学者设计出很多的卡尔曼滤

波器来改进建议分布[18]，但是这些滤波器的表现多基

于各自不同的近似假设。迄今为止，无迹卡尔曼滤波

器是针对非线性系统表现最为优秀的卡尔曼滤波器。

通过采用无迹卡尔曼滤波器产生合适的建议分布，可

以将通用粒子滤波转化成高性能无迹粒子滤波。下

文将讨论无迹卡尔曼滤波的基础——无迹变换，并且

给出完整的无迹粒子滤波算法。

在许多现实应用中，都需要估计经过非线性变换

y = g ( x )的随机变量的低阶统计量，例如均值和协方

差。无迹变换能够准确地计算出 g ( x )的泰勒级数展

开不超过2阶的均值和方差。

假定n为系统变量 x的维度，x的均值为 x̄，方差为

Px，则通过无迹变换计算得到y = g ( x )的均值和方差。

（1）确定2n + 1个 sigma点Si = { Xi,Wi}。
X0 = x̄ （9）

Xi = x̄ + ( ( n + λ ) Px ) i , i = 1, ...,n （10）
Xi = x̄ - ( ( n + λ ) Px )   i    ,     i = n + 1, ..., 2n （11）

W (m )0 = λ/ ( n + λ ) （12）
W ( c )0 = W (m )0 + (1 - α2 + β ) （13）

W (m )
i = 1/ ( 2 ( n + λ ) ) ,  i = 1, ..., 2n （14）

λ = α2 ( n + κ ) - n （15）
式中：κ为尺度参数，用来控制 sigma点与均值的距

离；α为正的尺度参数，用以控制来自非线性函数

g ( x )的更高阶部分的影响；β为用来控制初始的 sig‐
ma点权重的参数。

对于标量情况来说，最优值为α = 0,β = 0,κ = 2。
请注意，在计算平均值和协方差时，初始的 sigma点的

权重是不同的。

（2）通过非线性函数传播 sigma点。

Yi = g ( Xi )       i = 0, ..., 2n （16）
（3）计算 y的均值和方差。

ȳ =∑
i = 0

2n
W (m )

i Yi （17）
Py =∑

i = 0

2n
W ( c )

i (Yi - ȳ ) (Yi - ȳ )T （18）
保证y的均值和协方差精确到泰勒级数2阶展开。

无迹卡尔曼滤波可以通过扩展状态空间以包含

噪声分量来实现，即 xat = [ xTt   mT
t   nTt ]T。而 Na = Nx +

Nm + Nn则是扩展之后的状态空间的维度，其中Nm和

Nn是噪声mt和 nt的维度，Q和R则是噪声mt和 nt的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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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整个UKF过程如下。

（1）初始化。

x̄a0 = [ x̄T0   0    0 ]T （19）

Pa0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P0 0 0
0 Q 0
0 0 R

（20）

（2）按时间迭代。

a.用上述过程计算 sigma点。

X a
t - 1 = [ ]x̄at - 1 x̄at - 1 ± ( n + λ ) Pa

t - 1 （21）
b.时间更新。

X x
t|t - 1 = f ( X x

t - 1,X v
t - 1 ) （22）

x̄ t|t - 1 =∑
i = 0

2n
W (m )

i X x
i, t|t - 1 （23）

Yt|t - 1 = h ( X x
t|t - 1,X n

t - 1 ) （24）
ȳ t|t - 1 =∑

i = 0

2n
W (m )

i Y x
i, t|t - 1 （25）

Pt|t - 1 =∑
i = 0

2n
W ( c )

i [ X x
i, t|t - 1 - x̄ t|t - 1 ] [ X x

i, t|t - 1 - x̄ t|t - 1 ]T（26）
c.测量更新。

Pytyt
=∑

i = 0

2n
W ( c )

i [Yi, t|t - 1 - ȳ t|t - 1 ] [Yi, t|t - 1 - ȳ t|t - 1 ]T（27）
Pxtyt

=∑
i = 0

2n
W ( c )

i [ X x
i, t|t - 1 - x̄ t|t - 1 ] [Y x

i, t|t - 1 - ȳ t|t - 1 ]T（28）
Kt = Pxtyt

P -1
yt yt

（29）
x̄ t = x̄ t|t - 1 + Kt ( yt - ȳ t|t - 1 ) （30）
Pt = Pt|t - 1 - KtPyt yt

K T
t （31）

UKF为 2阶近似，所以在准确度上要胜过 1阶近

似的扩展卡尔曼滤波器（Extended Kalman Filter，
EKF），而且在计算效率上同样优于EKF，因为UKF不
需要计算雅克比矩阵和海森矩阵。

至此已讨论传统的粒子滤波及其不足之处，随后

引入了无迹卡尔曼滤波。然而，无迹卡尔曼滤波对状

态分布做了高斯假设。另外，对于粒子滤波，可以对

任意分布进行建模，但是将新的观测加入到建议分布

中并不容易。本文提出了改进办法，在航空发动机领

域，利用UKF来为粒子滤波生成建议分布，引进最新

的观察来更新状态估计，即为无迹粒子滤波。对于每

个粒子的取值概率分布明确为

q ( x( i )t |x( i )0:t - 1, y1:t ) = N ( x̄( i )t ,P ( i )
t ),         i = 1, ...,N （32）

式中：x̄ t和Pt是用UKF推导出的 x的均值和方差。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估计后验分布p ( xt|xt - 1, y0:t )

时高斯分布假设是不现实的，但对于每个粒子都有 1
个不同的均值和方差都不是问题。而且，使用 UKF
得到的均值和方差均达到 2阶展开，所以系统的非线

性特性得以保存。将式（32）代入到传统粒子滤波算

法中，即可得到UPF。完整的预测步骤如下。

（1）利 用 式（21）～（31）的 UKF 算 法 来 更 新

x( i )t , i = 1, ...,N，得到粒子的均值 x̄( i )t 和协方差P ( i )
t 。

（2）采用建议分布 q ( x( i )t |x( i )0:t - 1, y1:t ) = N ( x̄( i )t ,P ( i )
t )进

行粒子采样。

（3）利用式（5）计算出各粒子的权重。

（4）利用式（6）来归一化权重。

（5）计算有效的粒子

规模大小S。

（6）如果有效粒子数

少于有效数阈值，则对应

生成N个等权粒子。

（7）利用式（7）来计

算系统状态后验分布的

期望值。xt的条件均值可

以通过 xt + 1 = f ( xt )计算

得到，而 xt的协方差可以

通过 f ( xt ) = xt xTt 计算得

到。可以使用计算得到

的条件均值和协方差来

得到发动机当前时刻排

气 温 度 的 概 率 密 度 分

布[19-21]。UPF的流程如图

1所示。

2 EGTM的预测算法及实现

2.1 EGTM预测过程

系统的测量方程和状态方程为

xt = axt - 1 + b - c ⋅ ( t - 1 ) + mt （33）
式中：a，b，c均为系数。

yt = xt + nt （34）
式（34）中的 yt即为 t时刻系统的观测值，是航空

发动机 EGT的测量值与 EGT红线值的正差值，系统

噪声和测量噪声均假定遵循高斯分布。根据粒子滤

波方法，EGTM值估计为

yt + p =∑i = 1
N y ( i )t w( i )t （35）

图1 UPF的流程

初始化

无迹卡尔曼滤波产生粒子的均值和方差

重要性采样计算权重

权重归一化

重采样条件
有效粒子数小于

设定阈值

是
是

否 重采样

输出粒子结果，得到
预测概率密度函数

t≤T

结束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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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 t时刻的 p步预测表示为

y ( i )t + p =∑i = 1
N [ ]a( i )t xt + b( i )t - c( i )t ⋅ ( ( t + p ) - 1 ) （36）

EGTM的后验概率密度为

p ( yt + p|y1:t ) ≈∑i = 1
N w( i )t δ ( yt + p - y ( i )t + p ) （37）

当设定的EGTM阈值为 Y时，达到阈值的循环为

L，则

Y =∑i = 1
N [ ]a( i )t xt + b( i )t - c( i )t ⋅ ( L( i )t - 1 ) （38）

所以在 t时刻预测发动机在现有EGTM条件下得

到循环阈值的概率密度分布为

p ( Lt + p|Y0:t ) ≈∑i = 1
N wi

k δ ( Lt + p - Lit + p ) （39）
2.2 仿真结果分析

在本次仿真试验中，每次迭代中所取的粒子数均

为 100。采用无迹粒子滤波方法在 18和 30循环处对

数据进行预测，状态方程的参数见表1。

35循环处传统粒子滤波方法的预测结果如图 2
所示。

由于没有考虑到最新的观测值，采用传统粒子滤

波方法得到的数据与真实的发动机水洗循环数相差

较多，预测概率密度是假定阈值为 50 ℃时的数据，而

当阈值为 35 ℃时，预测的循环数在 120循环之后，与

实际值相差较多。

在 18循环时刻的无迹粒子滤波预测结果如图 3
所示。

前 18循环的航空发动机EGTM实际数据将用来

更新模型。从图中可见，在达到阈值 35 ℃时，预测的

最终循环数为 60，而实际的飞行循环数为 59，预测误

差为 1循环，同时预测的EGTM在阈值时的循环数的

宽度为16。

前 30循环的发动机EGTM实际数据将用来更新

模型，如图 4所示。在达到阈值 35 ℃时，预测的最终

循环数为 59，而实际的飞行循环数为 59，预测误差为

0循环，同时预测的EGTM在阈值时的循环数的宽度

为 7。从上述试验结果可见，因为有更多的实际数据

用以更新模型，所以模型的准确度得到了提升，模型

的拟合优度统计见表 2。预测的循环数的宽度收窄

了，说明预测的精度更高了。

3 结束语

随着民航产业的飞速发展，做好航空发动机性能

衰退预测，对于发动机有效及时恢复性能和节约成本

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发动机领域的特点，本文所提出

的无迹粒子滤波算法作为一种改进的粒子滤波方法，

充分利用了最新观测数据对系统模型进行修正，也降

低了重采样对样本贫化的影响。因此，该方法不仅有

抑制粒子退化的优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粒子

的多样性。通过对无迹粒子滤波预测结果和传统粒

子滤波计算结果的比较研究可知，无迹粒子滤波方法

循环数
18
30

a
0.4946
0.6638

b
54.97
36.47

c
-0.7186
-0.4508

表1 根据历史数据得到的状态方程参数

图2 传统粒子滤波在35循环处的预测

EN
TM
/℃

120
110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飞行循环
100908070605040302010

0.15
0.10
0.05
0
-0.05

带噪声的预测值
无迹粒子滤波结果
实际观测值
概率点
概率密度

图4 无迹粒子滤波在30循环处的预测

循环数

18
30

R2

0.9135
0.9626

修正的R2

0.9094
0.9613

均方根误差

5.800
4.663

表2 拟合优度统计

图3 无迹粒子滤波在18循环处的预测

EN
TM
/℃

120
110
10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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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60
50
40
30
20

time step
70605040302010

0.20
0.15
0.10
0.05
0

带噪声的预测值
无迹粒子滤波结果
实际观测值
概率
概率密度

实际数据更新阶段

实际的EGTM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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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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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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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step
70605040302010

0.25
0.20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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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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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实际数据更新阶段

实际的EGTM值

概
率

密
度

实际观测值
概率
概率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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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测的准确度（均值与真实值的接近程度）和预测

的置信度（概率密度分布的狭窄程度）上都显示出巨

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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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增压级转子平衡转速计算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赵洪丰，杨法立，乔廷强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风扇/增压级转子平衡工艺规划过程中平衡转速设定的问题，通过考虑叶片榫槽间隙、平衡设备性能和

转子气动扭矩等因素，构建风扇/增压级转子平衡转速计算模型。将某型发动机风扇/增压级转子的结构及性能参数带入模型，计

算得到转子的平衡转速，并与国外相似型号转子的平衡转速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通过模型计算得到的转子平衡转速为 685 r/
min，与国外相似型号转子的平衡转速基本一致，并且满足该型风扇/增压级转子的实际平衡需求。该平衡转速计算模型已经成功

应用到风扇/增压级转子平衡的设计和工艺文件中，提升了风扇/增压级转子平衡工艺的正向设计能力。

关键词：平衡转速；风扇/增压级；平衡机；扭矩；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3.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06.002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alculation Model for Balance Rotational Speed of Fan/Booster Rotor
ZHAO Hong-feng，YANG Fa-li，QIAO Ting-q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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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setting balance rotational speed in the balance process planning of aeroengine fan/booster rotor，
by considering the factors such as clearance of blade dovetail，the performance of balancing machine and the rotor aerodynamic torque ，the
calculation model of balance rotational speed of fan/booster rotor was constructed. The parameters of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an en⁃
gine fan / booster rotor were brought into the model，and the rotor balance rotational speed was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with that of similar
foreign rotors balance rotational spe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otor balance rotational speed calculated by the model is 685 r / min，
which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similar foreign rotors balance rotational speed，and meets the actual balance requirements of this
type of fan / booster rotor. The balance rotational speed calculation model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the design and process docu⁃
ments of fan / booster rotor balance，which improves the design ability of fan / booster rotor balance process.

Key words：balance rotational speed；fan/booster；balancing machine；torque；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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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转子平衡工艺参数包括平衡转速、修

正面位置和允许剩余不平衡量，其中修正面位置和允

许剩余不平衡量由设计人员根据转子动力学特性计

算结果进行确定[1-3]，对于平衡转速只给出其下限值，

其上限值则由工艺人员根据实际条件确定。由于缺

乏相应的工艺平衡转速计算方法，在工艺规划过程中

存在平衡转速具体设定问题。通过参考中国现有型

号发动机的平衡转速值，可保证相似新型号转子平衡

转速确定及工艺过程顺利实施。新型大涵道比涡扇

发动机的风扇/增压级转子的转子及叶片结构与中小

涵道比发动机的存在较大不同，其在低速阶段所受到

的气动载荷随转速变化较大[4] ，若采用中小涵道比发

动机的平衡转速，则会导致平衡工艺实施存在很大风

险，需要对风扇/增压级转子平衡转速的确定方法开

展相应研究，以保证转子平衡工艺顺利实施。

周仁睦[5]指出刚性转子的平衡转速一般为转子

工作转速的 20%左右；郭俊华[6]总结出根据转子的结

构形式和平衡修正方式，得到转子平衡转速的范围选

择方法。2种转子平衡转速确定方法得到的平衡转

速值较大，常规平衡设备难以达到，并且其转速范围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7卷

较宽，不能给出确切的转速值。根据查阅国外发动机

工艺文献，可为相似型号平衡转速的确定提供一定指

导，但转子平衡转速的确定依然无法根本解决。RI⁃
TI[7]对民用航空发动机模型进行了分析研究；Thomp⁃
son[8] 对 LM2500燃气发生器和动力涡轮机配平平衡

技术进行分析研究。

本文针对风扇/增压级转子平衡工艺需求，建立

了转子平衡转速计算模型，根据某型发动机转子结构

及性能参数计算得到平衡转速，为转子平衡转速的参

数设定提供指导，提升转子平衡工艺正向设计能力。。

1 转子平衡转速影响因素

1.1 叶片榫槽配合间隙因素

对风扇/增压级转子进行动平衡时，对于带叶片

的转子要保证叶片充分甩开[9]，以消除配合间隙的影

响。叶片是否能够甩开与叶片自身的质量无关，为消

除叶片榫槽配合间隙的影响，要保证离心力与重力的

比值系数 kn>2，在实际计算时一般取 kn=3。考虑消除

配合间隙得到转子的平衡转速为转子平衡的最小

转速。

ì

í

î

ïï

ïï

ω = 2π × n 60
mrω2 > mg
kn = rω2 g

⇒ nblade ≥ kn g
r
30
π （1）

式中：m为叶片质量；g为重力加速度；r为叶片重心所

在半径；ω、n为转速；nblade为消除叶片榫槽配合间隙

计算得到的平衡转速。

1.2 平衡设备性能因素

平衡设备根据转子的驱动方式、电机功率及载重

能力给出相应的推荐平衡转速范围，驱动方式分为带

传动和端传动2种[10]。

1.2.1 带传动驱动形式因素

带传动转子平衡转速选取如图1所示。

带传动依靠皮带和转子、驱动轴之间的摩擦力实

现力矩传递，在明确电动机的额定转速值和转子与电

机滚筒的直径比的条件下，根据图 1得到转子平衡转

速的推荐值，该转速值为采用带传动方式得到的转子

最大转速值，转子的实际平衡转速应不大于该转速值。

1.2.2 端传动驱动形式因素

端传动采用万向联轴节对转子进行驱动，万向联

轴节通过螺栓连接平衡设备和转子。端传动转子平

衡转速选取如图2所示。平衡转速的选取对应1个转

速范围，平衡转速允许区域为电机最大转速、设备传

动线、最大限定值线和最大载质量所确定的区域。根

据转子的质量和平衡机的参数信息，通过查图就可得

到转子所允许的最大转速值。

1.2.3 转子的支承形式

对于叶片风阻效应较弱的常规简支转子，可以直

接根据转子的质量查表得到转子的最大允许转速值。

但风扇/增压级转子实际平衡的支承方式属于悬臂类

转子，其转子的等效质量（如图 3所示）大于转子的实

际质量，其等效质量为

图1 带传动转子平衡转速选取

图2 端传动转子平衡转速选取

8



赵洪丰等：风扇/增压级转子平衡转速计算模型的构建与应用第 6期

me = m [ ]( )2 + 2 s L 2 + 1 （2）
式中：m为转子质量；L为 2个支承点的距离；s为悬臂

转子重心距离支点的距离

（若转子的重心在 2个支

承点以外，该值取正；若转

子重心在 2个支承位置之

间，该值取负）。

1.2.4 设备电源频率限定因素

根据平衡设备的操作要求，平衡转速应当与电源

的频率至少有±10%的差异，否则电源频率的电磁感

应会影响测量，导致测量显示数据不稳定，因此转子

的实际平衡转速要与设备电源的频率（50 Hz）至少有

10%的差异，即平衡转速的取值应不在 3000×（1+
10%）r/min范围内。

1.3 转子气动扭矩因素

风扇/增压级转子平衡工艺要求其转子的旋转方

向与工作转速方向一致[11]，转子叶片会对气流进行压

缩作功，因此转子旋转需要克服叶片对气流作功而产

生的气动扭矩，该扭矩值随转速变化 [12-13]。根据叶片

机原理，航空发动机风扇的有效功率与转速的平方成

正比，而空气流量在低转速时与转速成正比，风扇/增
压级转动所需的功率与转速的 3次方成正比[14]，因此

得到转子转动所需最小功率与转速的关系为

P = ( Pn

nn 3
) ⋅ n3 ,M = 30P

nπ （3）
式中：Pn为转子额定状态下的功率；nn为额定转速；P

为计算转速下的功率；n为计算转速；M为计算转速

下的扭矩。

转子额定功率为发动机地面状态下的功率值，根

据发动机设计点分段定比热气动热力学计算过程[15]，

并带入风扇/增压级转子进、出口截面的参数，得到转

子额定工作点的功率为

Pn = Cp ( )Tpn - Tp0 W
Tpn = Tp0 é

ë
êê

ù

û
úú1 + ( )π

k - 1
k - 1 η

（4）

式中：Cp为定压比热容；Tpn为转子出口额定状态下总

温；Tp0为转子进口总温；W为空气流量；π为增压比；k

为空气比热比；η为机械效率。

根据式（3）、（4）计算出转子转动所需最小扭矩值

随转速的变化关系，此值为转子转动所需的最小扭

矩，平衡机所能提供的最大扭矩应当大于该值。根据

式（3）可知，随着转速的提高转子所需的驱动扭矩增

大，而平衡设备所能提供的扭矩逐渐减小。随着转速

的不断提高，转子转动所需的扭矩与平衡机所能提供

的扭矩达到平衡点，此时的转速值为考虑转子气动扭

矩因素条件下平衡设备所允许的最大转速值。若采

用联轴节驱动，则还需考虑联轴节的最大允许扭矩的

影响。

2 风扇/增压级转子平衡转速计算

2.1 平衡转速计算模型构建

风扇/增压级转子的平衡转速的计算模型如图 4
所示。该模型考虑了叶片榫槽配合间隙、设备性能和

转子气动扭矩等因素的影响。在进行转子平衡转速

计算时，需要明确平衡设备电动机的额定功率、额定

转速、转速范围和载质量范围等性能参数。

根据转子平衡转速的计算模型得到平衡转速的

取值范围，其下限值 nmin是消除叶片间隙的平衡转速

nblade与设备允许最小平衡转速Nmin的最大值；其上限

值需要考虑平衡机性能因素转速 nbelt、ndrive和Nmax（设

备允许最大转速），还要考虑转子气动扭矩因素转速

n torque，取2种因素所确定转速的较小值。

2.2 转子平衡转速计算及分析

根据建立的平衡转速计算模型对某型大涵道比

涡扇发动机风扇/增压级转子的平衡转速进行计算。

该风扇/增压级转子的设计性能参数见表 1。转子的

性能参数具有 2种状态，分别为带风扇大叶片状态和

图4 风扇及增压级转子平衡转速计算模型

叶片榫槽配合间隙因素 平衡设备性能因素 转子气动扭矩因素

传动方式
带

端 查图得允许转速：
nbelt

ì

í

î

ïï

ïï

mrω2 > mg
kn = rω

2

g
⇒ nblade≥ kng

r
30
π

榫槽间隙计算得到转速：nblade

查图得允许转速：
ndrive

ì

í

î

ï
ï

ï
ï

P = ( )Pn
n3n
·n3

Tq = 30P
nπ

扭矩允许转速：ntorque

nmin=maxé
ë
êê

ù

û
úú

nblade
Nmin nmachine=min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nbelt
ndrive
Nmax

ntorque

nmin≤n≤miné
ë
êê

ù

û
úú

nmachine
n torque

⇒npermit=int( )min é
ë
êê

ù

û
úú

nmachine
n torque

图3 悬臂转子等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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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带风扇大叶片状态，需要考虑 2种状态下转子平衡

转速的计算值。

可用于风扇/增压级转子平衡的设备有2种型号，

分别为HL5UB和HL50U，其性能参数见表 2 。对于

风扇/增压级转子只能采用联轴节进行驱动，联轴节

可在250或700 N·m 2种型号中进行选择。

（1）计算叶片榫槽间隙因素的平衡转速。风扇/
增压级叶根最小处的半径约为 240 mm，根据式（1）计

算得到的最小转速 nblade=106 r/min，此转速低于平衡

设备所要求的最低平衡转速 Nmin=120 r/min，因此转

子的平衡转速的下限值取为 120 r/min，此转速与是否

带风扇大叶片无关。

（2）计算设备性能因素的平衡转速。由于转子采

用端传动方式，因此根据转子的质量参数可在图 2中

查得允许转速的最大转速值，即为设备的理论极限转

速值。同时还应考虑平衡设备在一定的转速范围内

才能保证较高的测量精度，此转速范围在设备性能参

数资料中有对应说明。根据图 2查到的最大转速值

不应超过表 2中平衡设备的允许转速值，从而得到采

用不同平衡设备转子平衡转速的最终转速值，性能参

数见表3。

（3）计算转子气动扭矩因素的平衡转速。

将表 1中的转子性能参数带入式（3）～（5）中，结

合平衡机联轴节的最大允许扭矩值，得到转子扭矩随

平衡转速提高的扭矩变化如图 5、6所示。从图中可

见，随着转速提高，转子转动所需的最小扭矩不断增

大，而平衡机所能提供的最大扭矩却在减小，同时考

虑到联轴节的扭矩值即可得到各状态下转子的平衡

转速的计算值，见表4。

表 4 中所得到的转子平衡转速考虑了叶片气动

阻力的影响，其值要远远小于查图所得到的指导平衡

转速的最大值，因此在进行转子平衡转速规划时，将

考虑该因素的转速值作为转子平衡转速的上限值。

在日常的科研生产过程中通常采用 250 N·m的联轴

参数

转子参考转速/（r/min）
空气流量/（kg/s）
压比

比热比

效率

进口温度/K
比热容/（J/（kg·K））
转子等效质量/kg

不带风扇大叶片

4780
58.2
2.64
1.4
0.884
288.15
1005
121

带风扇大叶片

4780
329.9
1.62
1.4
0.892
288.15
1005
224

表1 风扇/增压级转子性能参数

平衡机型号

电机额定功率/kW
电机额定转速/（r/min）
载质量/kg
平衡转速范围/（r/min）

HL5UB
22
1500
5～1000
120～1700

HL50U
55
2800

20～2000
120～960

表2 平衡机设备性能参数

名称

HL5UB查图

HL5UB最终

HL50U查图

HL50U最终

不带风扇大叶片

1400
1400
1400
960

带风扇大叶片

1300
1300
1300
960

表3 风扇/增压级转子性能参数 r/min

转子状态

不带风扇大叶片

带风扇大叶片

平衡机型号

HL5UB

HL50U

HL5UB

HL50U

扭矩/（N·m）
250
700
250
700
250
700
250
700

计算转速/（r/min）
685
735
685
960
360
475
360
605

表4 风扇/增压级转子平衡转速

图5 不带风扇大叶片转子平衡转速

图6 带风扇大叶片转子平衡转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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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进行转子的平衡驱动，考虑到设备操作的方便性，

在满足转子载荷要求的前提下，选择尺寸较小的平衡

设备HL5UB进行平衡，得到风扇/增压级转子的不带

风扇大叶片状态和带风扇大叶片状态所对应的平衡

转速范围分别为120~685和120～360 r/min。
根据现场平衡操作经验，采用相同的驱动方式，

提高转子的平衡转速有助于提高平衡数据的稳定性，

该型机风扇/增压级转子在实际平衡时采用不带大叶

片的形式，因此将计算得到平衡转速范围的上限值

685 r/min作为平衡工艺现场实施规定值，并落实在技

术文件和工艺规程中。同时该值与国外相似型号

CFM56-7B发动机 [16-17]的风扇/增压级转子平衡转速

700 r/min基本一致，进一步说明了该转速计算方法的

合理性。

3 结论

（1）提出的风扇/增压级平衡转速计算模型为平

衡工艺参数的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打破了相关从业

人员仅靠经验进行平衡转速设定的困境；

（2）通过将某型机参数带入模型，得到转子平衡

转速计算值为 685 r/min，与国外同类型号转子平衡转

速取值基本一致；

（3）该转速值已在某型风扇/增压级转子的平衡

工艺实施中得到了验证，能够为各型号风扇/增压级

平衡转速工艺参数的正向设计提供有效指导，并且能

够强力支撑新型号风扇/增压级转子平衡工艺制定及

相应平衡设备需求论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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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温降及流阻特性数值模拟

侯晓亭，王锁芳，张 凯，夏子龙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210016）

摘要：为了探索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盘腔内径向内流总压损失及温降特性的分布规律，对简单盘腔、管式减涡器、翅片-管复

合式减涡器 3种模型在不同转速、不同工况下的流场结构、总压损失分布规律及温降系数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表明：翅片-管复

合式减涡器能明显减小盘腔内的旋流比，提高气流径向引气效果，从而提高引气品质，其温降效果和减阻性能均优于管式减涡器

和简单盘腔的。管式减涡器与简单盘腔相比，其温降效果提高约 54.3%，减阻效果提高约 64%；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与管式减涡

器相比，其温降效果提高约 3%，减阻效果提高约 40%。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的整体性能最优，具有较高的工程应用价值，其研究

结果对压气机二次空气系统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复合式减涡器；数值模拟；旋流比；径向哥氏力；总压损失；温降系数；空气系统；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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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emperature Drop and Flow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of Fins and
Tube Compound Vortex Reducer

HOU Xiao-ting，WANG Suo-fang，ZHANG Kai，Xia Zi-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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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istribution law of total pressure loss and temperature drop characteristics of radial inflow in the cavi⁃
ty of fins and tube compound vortex reducer，the flow field structure，total pressure loss distribution law and temperature drop coefficient of
simple co-rotating cavity，tubular vortex reducer and fins and tube compound vortex reducer were numerically simulated under different ro⁃
tational speed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ns and tube compound vortex reducer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wirl
ratio in the cavity，improve the radial venting and the air entrainment quality. The temperature drop and drag reduction performance of fins
and tube compound vortex reducer are better than that of tubular vortex reducer and simple co-rotating cavity. Compared with the simple
co-rotating cavity，the temperature drop effect of tubular vortex reducer is increased by about 54.3%，and the drag reduction effect is in⁃
creased by about 64%. The temperature drop effect of fins and tube compound vortex reducer is about 3% higher than that of tube vortex re⁃
ducer，and the drag reduction effect of fins and tube compound vortex reducer is about 40% higher than that of tubular vortex reducer. The
fins and tube compound vortex reducer has the best overall performance and high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value.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certain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sign of compressor secondary air system.

Key words：compound vortex reducer；numerical simulation；swirl ratio；radial Coriolis force；total pressure loss；temperature drop co⁃
efficient；air system；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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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现代高性能航空发动机的二次空气系统中，高

压冷却空气从压气机的某一级间径向引入、轴向流

出，用于冷却涡轮等高温部件。由于压气机盘腔等旋

转部件旋转速度高，气流在共转盘腔内易形成强涡

流，造成共转盘腔内产生较大的总压损失。可通过在

压气机级间安装减涡器，以抑制径向引气过程中涡流

的发展。

Hide[1]最早提出将自由盘腔内的流动分成 4个区

域（进口源区、艾克曼层、核心层、出口汇区）；Firouz⁃
ian 等[2-3]通过试验论证了 Hide的分区理论；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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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4-6]采用流场可视化和激光多普勒测速技术研究了

旋转盘腔内流场特性，并验证了修正线性理论方法的

准确性；Chew等[7]利用理论计算与试验证实了径向翅

片的安装使盘腔内部的总压损失降低；Negulescu等[8]

数值模拟了管式减涡器盘腔内沿程旋流比分布，计算

结果与试验数据吻合较好；Liu等[9]数值模拟了不同几

何结构的导流板对减涡器性能的影响；杨守辉[10]对径

向内流共转盘腔内的总压损失特性进行了理论分析

和试验，表明带去旋隔片式共转盘腔的盘腔内气体旋

转速度明显降低，盘腔内压降有所减小；单文娟[11]数

值模拟了典型径向引气旋转盘腔结构及加装导流板

和导流管盘腔结构，发现带导流板和导流管式减涡器

均能减小腔内总压损失；吴丽君[12]、赵秋月[13]通过

CFX 3维数值模拟和Flownet 1维计算结果，分析得出

在给定进、出口条件下存在最佳减涡管长度；王远东

等[14-15]通过试验研究了典型旋转盘腔结构以及增加

导流板的盘腔结构，表明安装导流板的盘腔结构使引

气能力增强，且导流板个数与盘腔引气量呈正相关；

Du等[16]数值模拟了不同数目、角度的导流板对旋转

盘腔径向内流减阻特性的影响；罗翔等[17]通过试验研

究了单一减涡器径向内流的总压损失特性，发现减速

器的性能取决于其自身的几何形状、进口流量和腔体

的转速等；吴丽君等[18]提出了一种新型翅片-管复合

式减涡器结构，但没有进行相关的性能分析。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于管式、翅片式减涡器

结构变化的影响规律研究较多，而对于复合式减涡器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专利获取，相关的性能研究较少。

本文以简单盘腔结构为基础模型，对管式减涡器和翅

片-管复合式减涡器流阻及温降特性进行了对比研究。

1 物理模型和计算方法

1.1 几何模型和网格划分

计算域的选取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计算域

由鼓筒孔入口开始，依次

经过鼓筒孔、共转盘腔、翅

片、减涡管，最终到盘腔出

口的腔体空间。盘腔高度

为 r0，无量纲宽度为 S /r0=
0.247，翅片、减涡管的数目

均选为 20个，翅片无量纲

长度 h/r0=0.188，翅片安装无量纲高度 l3/r0=0.780，减
涡管无量纲内径 d/r0=0.065。因盘腔具有周期性，为

缩短计算时间，选取盘腔的1/10作为计算域。选用的

3种计算模型如图 2所示。 其中图 2（c）为翅片-管复

合式减涡器，是在图 2（b）模型的基础上安装了翅片。

最终选定的计算域如图 3
所示。盘腔通过 6个面

surface-in、surface-1、sur⁃
face-2、surface-3、surface-
4、surface-out划分为 5个
盘腔区域，分别对应 5个
盘 腔 分 区 Part1、Part2、
Part3、Part4、Part5。

所有计算模型均采

用四面体网格划分，对鼓

筒孔和近壁面等流动参

数变化剧烈的区域进行

加密，网格膨胀系数小于

1.1，经过计算，壁面 y+=
30~200，满足湍流模型边

界层要求。分别对不同

网格数目的模型进行计

算，盘腔内总压降∆p随网格数的变化如图 4所示。当

网格数达到100万后，盘腔总压降几乎不再变化，满足

网格独立性要求，最终确定模型网格数为100万左右。

1.2 数值方法及验证

数值模拟采用ANSYS CFX 17.2软件进行 3维稳

态分析，计算域设置为旋转域，采用 Scalable函数。

湍流模型分析结果如图 5所示。从图中可见，选取与

本文模型相近的文献 [6]中的简单盘腔旋转试验模

图1 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

物理模型

（a）简单盘腔

（b）管式减涡器模型 （c）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模型

图2 计算模型

图3 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

计算域

Surface-in
Part1

Surface-1
Part2

Surface-2
Part3

Surface-3
Part4

Surface-4Part5Surface-out
Plane

Drum holeDrum hole
Fins

Vortex tube
SS h

l 2 l 3
r 0

l 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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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采用本文的网格划分和计算方法，k-ε湍流模型

数值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因此本文的湍流

模型选用 k-ε模型。收敛的标准为各方程残差精度

均小于10-6，监控进口总压变化趋于平直。

1.3 边界条件

针对上述计算模型，

边界条件设置表 1。入口

采用流量进口边界条件，

出口为压力出口，固体壁

面均为绝热无滑移边界条

件，周期面设置为旋转周

期性边界条件。

1.4 参数定义

（1）旋转雷诺数

Reϕ = ρωr0 2 /μ （1）
式中：ρ为气流密度，kg/m3；ω为转盘旋转角速度，rad/
s；r0为盘腔外半径，m；μ为气流的动力黏度，kg/m·s。

（2）旋流比

S r =
Vϕ
ωx

（2）

式中：Vϕ为气流绝对周向速度，m/s；x为当地半径，m。
（3）径向哥氏力

Fco, r = 2ρωVϕ, rel （3）
式中：Vϕ，rel为气流径向速度分量，m/s。

（4）温降系数

Θi = Tt, stn, i - Tt, stn, i + 1Tt, stn, in
（4）

式中：Tt，stn，i为Part i盘腔分区入口绝对总温，K；Tt，stn，i+1

为Part i盘腔分区出口绝对总温，K；Tt，stn，in为盘腔入口

绝对总温，K。

（5）总压损失系数

Cp i = 2 × ( )pi - pi + 1
ρω2r0 2

（5）
式中：Pi为Part i盘腔分区入口总压，Pa；Pi+1为Part i盘

腔分区出口总压，Pa。
取 i=1、2、3、4、5，其中 Θ1、Cp 1，Θ2、Cp 2，Θ3、Cp 3，

Θ4、Cp 4，Θ5、Cp5分别为 Part1、Part2、Part3、Part4、Part5
盘腔分区内的温降系数及总压损失系数 。

2 计算结果及分析

2.1 流场分析

在旋转雷诺数 Ref=7.01×106，进、出口参数相同

的条件下，简单盘腔、管式减涡器、翅片-管复合式减

涡器 3种模型在Plane截面上的流线、旋流比分布、径

向哥氏力分布分别如图 6~8所示。图中的旋转方向

均为逆时针。

从图 6（a）中可见，气流进入鼓筒孔后，由于受到

盘腔壁面黏性作用以及径向哥氏力的影响，气流逐渐

跟随盘腔旋转方向流动；从图 7（a）中可见，气流在鼓

筒孔入口处的旋流比小于 1，气流的切向速度小于盘

腔旋转速度，随着盘腔径向高度的减小，旋流比迅速

增大至 3.9左右，气流的切向速度明显高于盘腔旋转

速度；从图 8（a）中可见，气流在鼓筒孔附近所受的径

向哥氏力最小，随着盘腔径向高度的减小，气流受到

的径向哥氏力也逐渐增大，气流所受的径向哥氏力影

响逐渐增大使得盘腔内气流切向速度升高明显，阻碍

了气流的径向内流。

从图 6（b）中可见，管式减涡器 Part1、Part2盘腔

分区的流线图分布与简单盘腔模型的相似，这是因为

在 Part1、Part2盘腔分区内气流仅受盘腔黏性作用和

径向哥氏力影响；当气流流经减涡管入口后，流体的

图4 网格独立性验证

图5 湍流模型验证

参数

入口流量/（kg/s）
出口静压/Pa
进口总温/K
最大转速/（r/min）
设计转速/（r/min）
最小转速/（r/min）

数值

1.3
801600
600
18000
14000
10000

表1 计算模型的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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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方向几乎垂直于减涡管外壁面，使得流体进入减

涡管后产生回流现象；气流在减涡管内还受到减涡管

内壁面的强制引流作用，引导气流沿径向流入盘腔底

部。从图 7（b）、图 8（b）中可见，旋流比及径向哥氏力

在Part1、Part2盘腔分区内呈现规律的分层结构，与简

单盘腔分布规律相似，但在数值上明显小于简单盘腔

的，说明气流受到的径向哥氏力减小，气流切向速度

的提高程度也相应减小；气流流经减涡管入口处，出

现旋流比局部增大区域，该区域的径向哥氏力也相应

增大，说明由于减涡管的扰流作用使得径向哥氏力增

大，气流旋流比增大；在减涡管内部，在减涡管内壁的

强制引流作用下，径向哥氏力大幅度减小，旋流比减

小至 1左右，气流的切向速度与盘腔转速相差不大，

径向内流效果明显增强。

（a）简单盘腔 （b）管式减涡器 （c）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

图6 Plane截面流场结构

（a）简单盘腔 （b）管式减涡器 （c）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

图7 Plane截面气流旋流比分布

（a）简单盘腔 （b）管式减涡器 （c）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

图8 Plane截面气流径向哥式力分布

Sr 3.92
3.68
3.44
3.21
2.97
2.73
2.49
2.26
2.02
1.78
1.54
1.30
1.07
0.83
0.59

3.28
3.01
2.73
2.46
2.19
1.91
1.64
1.36
1.09
0.82
0.54
0.27
-0.01
-2.79
-5.53

Fco/106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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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6（c）中可见，气流进入鼓筒孔后，在受到盘

腔黏性作用和径向哥氏力影响的同时，又受到翅片的

强制引流作用，使得气流在盘腔内产生一系列涡系；

相比于管式减涡器，气流进入减涡管后，在内壁面强

制引流作用下沿径向流入盘腔底部，减涡管入口处回

流现象消失，这是因为气流在减涡管上游盘腔内形成

了一系列涡系，改变了气流运动方向，使得气流几乎

沿减涡管轴向流入管内，气流受到的流动阻力减小，

流体的流通性得到改善，因此减涡管内涡系消失；从

图 7（c）、图 8（c）中可见，安装翅片后，盘腔内旋流比、

径向哥氏力大幅度减小，气流的切向速度也随之减

小，径向引气效果更加明显。

2.2 流阻分析

在旋转雷诺数 Ref=5.01×106、7.01×106、9.01×106
条件下，上述 3种模型的不同盘腔分区总压损失系数

曲线如图 9所示；在设计工况 Ref=7.01×106条件下，3
种模型的盘腔 Plane截面上相对总压分布如图 10所
示，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相比于管式减涡器（类型

A）、管式减涡器相比于简单盘腔（类型 B）的各盘腔分

区总压损失减小比例见表2。

（a）Reϕ=5.01×106 （b）Reϕ=7.01×106 （c）Reϕ=9.01×106
图9 不同模型的不同盘腔分区内总压损失系数曲线对比

（a）简单盘腔 （b）管式减涡器 （c）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

图10 不同模型的盘腔Plane截面总压分布

从图 9中可见，在不同的旋转雷诺数下，3种模型

的不同盘腔分区内总压损失系数分布规律基本一致，

整体呈现简单模型>管式减涡器模型>翅片-管复合

式减涡器模型，仅在 Part3盘腔分区内管式减涡器模

型的总压损失系数略大于简单盘腔模型的。从表 2

中可见，管式减涡器与简单盘腔相比，Part4、Part5盘
腔分区内总压损失减小的程度较大，Part1、Part2盘腔

分区内总压损失减小明显，而 Part3盘腔分区内总压

损失略微增大；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盘腔内总压损

失比管式减涡器的均有一定程度的减小，且 Part3内
减小程度最大。

仅选取设计工况下的总压分布进行详细阐述。

结合图 8、10可以解释这一结果：由于管式减涡器内

减涡管的存在，较大程度地抑制了 Part4盘腔分区内

径向哥氏力，整体上减小了其他盘腔区域内的径向哥

类型

A
B

总压损失减小率/%
Part1
35.1
21.6

Part2
43.3
43.1

Part3
-4.3
80.0

Part4
75.0
32.5

Part5
84.0
9.5

表2 在Reϕ=7.01×106下不同分区内总压损失减小率

总压/kPa
（15）2322.00
（14）2214.64
（13）2107.29
（12）1999.93
（11）1892.57
（10）1785.21
（9）1677.86
（8）1570.50
（7）1463.14
（6）1355.79
（5）1248.43
（4）1141.07
（3）1033.71
（2）926.36
（1）8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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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力，反映在总压云图上，可见盘腔内整体的总压降

减小，经过计算，相比于简单盘腔模型，管式减涡器模

型的总压损失减小 64%（（Cp-sim-Cp-com）/ Cp-com）。翅

片-管复合式减涡器由于翅片和减涡器同时存在，较

大程度地抑制了 Part2、Part4盘腔分区内的径向哥氏

力，同时整个盘腔内径向哥氏力也随之减小，总压损

失随之减小，经过计算，相比于管式减涡器模型，翅

片-管复合式减涡器总压损失减小约 40%。Part3盘
腔分区对应于翅片底端至减涡管入口处的盘腔区域，

管式减涡器由于在Part3盘腔分区内有径向哥氏力局

部增大现象，使得 Part3盘腔分区内径向内流阻力增

大，在总压分布云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压降增大。

从图 10（b）、（c）中可见，管式减涡器与翅片-管

复合式减涡器减涡管内总压损失有较大的差距，且结

合表 2、图 9可知，Part4盘腔分区内复合式减涡器总

压损失系数比管式减涡器的小 32.5%。这是因为翅

片改变了气流在盘腔内的运动方向，气流几乎沿减涡

管轴向进入，使气流的流动阻力减小，从而改善了减

涡管内的流动规律，进而减小了管内的总压损失。

2.3 温降分析

在旋转雷诺数 Ref=5.01×106、7.01×106、9.01×106
条件下，3种模型的不同盘腔分区内温降系数如图 11
所示；在设计工况Ref=7.01×106条件下，3种模型的盘

腔Plane截面上绝对总温分布如图12所示。

（a）Reϕ=5.01×106 （b）Reϕ=7.01×106 （c）Reϕ=9.01×106
图11 不同模型的不同盘腔分区内温降系数对比

（a）简单盘腔 （b）管式减涡器 （c）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

图12 不同模型的盘腔Plane截面绝对总温分布

从图 11中可见，在 Part1盘腔分区内，简单盘腔

模型与管式减涡器模型均出现温升现象，复合式减涡

器温降程度较小；在Part2盘腔分区内，温降程度为复

合式减涡器>管式减涡器>简单盘腔；在 Part3盘腔分

区内，温降程度为管式减涡器>简单盘腔>复合式减

涡器；在 Part4盘腔分区内，管式减涡器温降效果最

优，复合式减涡器温降效果次之；在 Part5盘腔分区

内，简单盘腔的温降效果最优，管式减涡器和复合式

减涡器温降效果相差不大。

结合图 12分析可知，简单盘腔和管式减涡器的

Part1盘腔区域有明显的温升效果，在进口温度一定

的前提下，气流的切向速度较小，盘腔壁面对气流的

作用明显，因此在Part1盘腔分区内有温升现象，随着

径向高度的减小，气流切向速度逐渐升高，气流对盘

绝对总温/K
（15）610.00
（14）604.64
（13）599.29
（12）593.93
（11）588.57
（10）583.21
（9）577.86
（8）572.50
（7）567.14
（6）561.79
（5）556.43
（4）551.07
（3）545.71
（2）540.36
（1）5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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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作功占据主导地位，盘腔总温逐渐降低；而翅片-
管复合式减涡器由于翅片的存在，改变了气流流出鼓

筒孔后的流动规律，从流线图中可见，在 Part1、Part2
盘腔分区内产生较多涡系，同时气流对翅片和盘腔壁

面作功明显，盘腔内的温度迅速降低。在Part3、Part4
盘腔分区内，结合流线图可知，管式减涡器模型内气

流速度几乎垂直于减涡管轴线方向，气流受到减涡管

入口的扰动明显，其切向速度明显提高，对壁面作功

增大，且在减涡管入口处产生涡系，能量耗散增加，减

涡管内温降较大；而复合式减涡器模型内气流速度方

向与减涡管轴线夹角较小，气流切向速度明显降低，

气流作功减小，气流在减涡管内流动较稳定，温降程

度减小，因此在Part3、Part4盘腔分区内温降整体呈现

管式减涡器>简单盘腔>复合式减涡器的规律。在

Part5盘腔分区内，温降程度仅与气流跟盘腔的相互

作用相关，简单盘腔内气流切向速度明显高于管式及

复合式减涡器模型的，因此在简单盘腔内温降程度最

高，在管式减涡器与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内气流切

向速度相差不大，温降程度相近。通过综合计算可

知，管式减涡器的温降效果优于简单盘腔的约 54.3%
（（Qtub-Qsim）/Qsim），而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的温降效

果优于管式减涡器的约 3%。因此，翅片-管复合式减

涡器的温降效果最优。

3 结论

（1）管式减涡器和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均能减

小盘腔内气流旋流比，提高气流径向内流效果，从而

提高引气品质；

（2）管式减涡器的减阻效果优于简单盘腔的约

64%，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的减阻效果优于管式减

涡器的约40%，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减阻效果最优；

（3）管式减涡器的温降效果优于简单盘腔的约

54.3%，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的温降效果优于管式减

涡器的约3%，翅片-管复合式减涡器的温降效果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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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板冷却导向叶片设计及试验验证

栾永先，沈 跃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提高导向叶片的冷却效率，分析了层板导向叶片的外壁厚、冲击距离和扰流柱直径变化对叶片温度分布的影响，结

果表明：随着冲击距离增加，冲击冷却效率降低，叶片表面温度升高；随着层板叶片外层壁厚度增大，外层壁两侧温差逐步增大；随

着扰流柱直径增大，外层壁两侧平均温度呈现先降低后持平的变化趋势，两侧温差保持不变。结合中国铸造工艺设计了层板冷却

涡轮导向叶片，利用CFX软件对设计的导向叶片流动传热进行计算，利用模拟试验对该导向叶片冷却效果进行验证。计算和试验

结果表明：设计的层板冷却导向叶片冷却温降水平较高，温降均值达到燃气入口温度的 40%以上，温降水平计算值比试验值低

7.3%，叶片表面温度分布较均匀，叶片冷却结构设计合理。

关键词：层板冷却；冲击距离；壁厚；扰流柱；导向叶片；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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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Test Validation for Laminated Cooling Turbine Vane
LUAN Yong-xian，SHEN 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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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ol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turbine vane，the effect of laminated turbine vane outer wall thickness，
impingement distance and pin-fins diameter on the turbine van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s impinge⁃
ment cooling efficiency decreases and its turbine vane outer wall temperature increases with the impingement distance increases. With the
outer wall thickness of the laminate turbine turbine vane increases，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on both sides of the outer wall gradually in⁃
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in-fins diameter，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n both sides of the outer wall decreases first and then flattens，
and th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on both sides remains unchanged. The laminated cooling turbine vane was designed based on the casting
process of China，the internal flow and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he turbine vane was calculated by CFX，the cooling efficiency of the tur⁃
bine vane was validated by simulation test. The calculation and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laminated cooling turbine vane achieves a high
temperature reduction，the average temperature reduction can achieve more than 40% of the inlet temperature of the gas. The calculated
value of temperature reduction is 7.3% less than the test value.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n the turbine vane surface is symmetrical，the
cooling structure is designed suitable.

Key words：laminated cooling；impingement distance；wall thickness；pin-fins；vane;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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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提高涡轮燃气入口温度是增大发动机推力的主

要技术措施之一，美国的第 4代发动机 F119的超巡

状态点涡轮入口温度已经超过2000 K，未来一代发动

机涡轮入口温度将要达到 2200 K[1-3]。涡轮前温度的

提升离不开冷却形式的变革，美国DDA公司对层板

的冷却特性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制成燃烧室进行台架

试验，冷却效率可达 70%~90%[4]；美国GE公司制造出

单晶空心带冷却通道的叶片框架，用电子束物理气相

沉积方法制成表面层，加工为层板冷却叶片[5]；PW公

司在验证机上对铸造层板叶片进行了耐久性试验，试

验表明：层板结构使得涡轮前温度比 F100发动机的

提高了 222~278 ℃[6]；俄罗斯对层板冷却结构的内部

流动特性和换热特性进行了计算研究和试验验证，内

部扰流柱包括圆形和方形等多种形状，气膜孔采用了

异形孔，研究已进入实用性阶段[7]。目前中国涡轮叶

片主要冷却形式为单层壁气膜冷却，在冷却空气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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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的情况下难以承受 2000 K以上的涡轮入口温

度。中国的研究人员针对层板冷却换热机理进行了

研究。卢元丽等[8]运用RNG κ-ε湍流模型对简化的

层板冷却叶片前缘部分进行数值模拟计算，对扰流柱

对层板冷却叶片前缘的换热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冲

击双层壁的总压损失与带扰流柱的层板冷却叶片前

缘的相差不大；全栋梁等[9]对 5种相同孔径、通道高度

和开孔率，不同内部绕流形式的层板结构和 1种双层

壁结构进行了流固耦合传热计算，指出扰流柱的存在

增加了换热面积，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换热，合理设计

绕流结构有利于改善层板的热均匀性；马龙等[10]应用

远红外热像测温技术，对一个真实尺寸的层板结构进

行了试验，层板的气膜孔、扰流柱及冲击孔直径分别

为 0.5、0.8、0.8 mm，内腔高及总板厚分别为 0.8、2.6
mm，孔柱数比为 1∶4∶1，采用高精度热电偶校正法，

展现了冷却介质在层板内部的冲击及绕流对高温表

面冷却效率的作用。

本文针对层板导向叶片冲击距离、外层壁厚度和

扰流柱直径 3个几何尺寸对传热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根据分析结论并结合当前工艺水平设计了层板冷却

导向叶片，通过 CFX软件对叶片中截面进行了温度

场计算。

1 结构参数对传热影响

在燃气与冷却空气温比和相对冷气用量一定的

情况下，影响层板叶片冷却效果的主要因素有 2个：

（1）冲击孔、扰流柱和气膜孔的排布关系；（2）叶片结

构参数比如冲击距离、壁厚、扰流柱形状和直径等。

从研究情况来看，冲击孔、扰流柱和气膜孔的个数比

例为 1∶4∶1（简称 1-4-1结
构，如图 1所示）时传热效

果比较理想[11]，而且结构

质量轻，铸造型芯强度好，

利于层板叶片的工程化，

因此在研究结构参数对层

板叶片传热影响时，以 1-
4-1模型为基础展开计算

分析。

为研究层板结构中冲击距离、外层壁厚度和扰流

柱等参数对传热的影响，分别建立了 1-4-1层板流体

域和固体域 3维模型。利用 ICEM软件对物理模型进

行了六面体结构化网格划分，在流体贴壁处设置了边

界层，并对网格无关性进行验证。综合考虑计算精度

及计算效率，经验算，在整个计算域网格量为 108万
左右时，计算结果趋于稳定，计算结果基本不随网格

量变化而变化。采用CFX商用软件完成不同尺寸下

典型结构的定性分析，在流体域和固体域四周加载周

期性边界条件，冷气进口总压Pin=2.8 MPa，冷气出口

总压Pout=2.0 MPa ，冷气入口总温为 800 K，燃气总温

为 1900 K，换热系数H=0.006 W/m2·K，计算用网格模

型如图2所示。

1.1 冲击距离对传热的影响

冷却空气通过冲击孔对外层壁冷气侧冲击射流，

当冲击射流到达外层壁靶面上，气流速度迅速降低为

零，导致冲击部位强化换热效果非常明显。冲击距离

L与换热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不同的冲击距离对应

不同的换热效果[12]。在真实的层板叶片铸造过程中，

冲击孔是层板腔型芯和主进气腔型芯的连接部位，需

要具有一定的强度，以保证层板腔型芯在高温金属液

体的流动中不变形和偏摆，从而保证叶片的铸造合格

率，层板叶片铸造陶瓷型

芯如图 3所示。因此，本

文在研究冲击距离对传热

的影响时，考虑了铸造工

艺的限制，设定冲击孔直

径D＝1 mm。
在冲击距离为 0.3～0.9 mm时，计算可以得到外

层壁燃气侧壁面温度分布，如图 4所示，层板腔内的

图1 1-4-1冷却结构

图3 陶瓷型芯

层板腔 冲击孔 主进气腔

图4 外层壁燃气侧温度分布

（a）流体域 （b）固体域

图2 层板网格模型

流向

冲击孔 气膜孔 扰流柱

冷
气
侧

燃气侧

T/K1900
1800
1700
1600
1500
1400
1300
1200
1100
1000
900 （a）L=0.3 mm （b）L=0.6 mm （c）L=0.9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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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气流线如图 5所示，外层壁两侧表面的平均温度随

冲击距离的变化规律如图6所示。

从图 5、6中可见，随着冲击距离增加，冲击效果

变弱，冷却空气在层板腔内的流动贴壁性变差，与壁

面的换热能力降低，导致外层壁燃气侧和冷气侧的

温度逐渐升高。在叶片的铸造过程中，随着层板腔

厚度的减小，陶瓷型芯的强度随之降低，一方面导致

压制陶瓷型芯的成功率降低，另一方面导致在浇铸

过程中型芯难以承受高温金属液体的冲击而变形甚

至断裂，降低了叶片生产合格率，增加研制成本[13]。

综合传热和目前中国铸造工艺 2方面的考虑，冲击距

离L=0.7 mm是理想、可行的取值。

1.2 外层壁厚度对传热的影响

在冲击距离一定的情况下，叶片外层壁厚度的

变化对传热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利用前文所述的模

型，计算得到外层壁厚W=0.4～0.9 mm之间变化时外

层壁燃气侧的温度分布，如图 7所示，外层壁两侧的

平均温度变化趋势如图8所示。

从图 7、8中可见，随着层板叶片外层壁厚度的增

加，燃气侧温度呈现先升高后趋于稳定持平的趋势，

冷气侧的温度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势，两侧的

温差逐步增大，其主要原因是外层壁厚的变化引起了

热阻和热容的变化。在叶片设计过程中，从传热设计

角度出发，应减小壁厚，从而降低叶片表面温度并减

小温差，减小热应力；但从叶片强度和铸造角度出发，

应增大壁厚，以提高叶片抗燃气冲刷烧蚀和抗蠕变能

力，并防止在铸造过程中出现漏芯或欠铸的现象，提

高叶片生产合格率。根据计算结果，结合目前铸造工

艺水平，层板叶片的壁厚W>0.7 mm是切实可行的。

1.3 扰流柱直径对传热的影响

层板结构中的扰流柱主要有 3点作用：连接 2层
薄壁结构，提高叶片强度；将外层壁热量传递到内层

壁，降低外层壁温度；增大冷气与金属的换热面积和

换热系数，降低叶片温度[14]。以圆形扰流柱为例，在

外层壁厚度与冲击距离一定的情况下，扰流柱直径D

=0.6~1.5 mm时，外层壁燃气侧的温度变化如图 9所
示，外层壁两侧的平均温度变化如图10所示。

从图 9、10中可见，随着扰流柱直径的增大，外层

壁两侧的平均温度呈现先降低后持平的变化趋势，两

侧温差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在进行层板叶片设计时，

在陶瓷型芯强度和冷气流量不受影响的情况下，适当

图8 外层壁两侧平均温度

图9 外层壁燃气侧温度

图6 外层壁两侧平均温度变化

图7 外层壁燃气侧温度

（a）L=0.3 mm （b）L=0.6 mm （c）L=0.9 mm
图5 冷却空气流线

温
度
/K

1470
1465
1460
1455
1450
1445
1440
1435
1430
1425
1420

冲击距离/mm
0.3 0.4 0.5 0.6 0.7 0.8 0.9

燃气侧
冷气侧

T/K1900180017001600150014001300120011001000900 （a）W=0.4 mm（b）W=0.6 mm（c）W=0.9 mm

温
度
/K

1460
1455
1450
1445
1440
1435
1430
1425
1420

W/mm
0.4 0.5 0.6 0.7 0.8 0.9

燃气侧
冷气侧

T/K1900
1800
1700
1600
1500
1400
1300
1200
1100
1000
900 （a）D=0.6 mm （b）D=1.1 mm （c）D=1.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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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大扰流柱直径，对叶片的传热是有利的。

2 层板冷却导向叶片设计

2.1 导向叶片冷却设计

导向叶片的冷却设计不仅要把叶片的温度降低

到材料的许用温度之下，还要考虑均温设计，既能减

小热应力，延长叶片寿命，又能节约冷气用量，提高发

动机效率。在设计之初以叶片中截面为典型截面，对

燃气流场和无冷却结构叶片温度场进行分析，为叶片

的冷却结构排布提供支撑，叶片中截面的燃气流线如

图 11所示，无冷却结构叶片温度与燃气温度比值如

图12所示。

从图 11、12中可见，驻点位于前缘偏叶盆侧，前

缘温度最高，叶盆温度次之，叶背侧靠近尾缘部位温

度最低。在冷却结构安排上，前缘驻点位置采用冲击

冷却，不设计气膜孔，防止燃气侵入叶片内部；前缘其

余部位以 1-4-1结构为基础，适当增加气膜孔的数

量[15]；叶盆及叶背高温区域按照 1-4-1结构进行冷却

排布；在叶背侧低温区仅安排冲击冷却，不设计气膜

孔。结合前文的计算分析，叶片冲击距离取值 0.7
mm，外层壁厚取值 0.9 mm，扰流柱直径取值 1.1 mm，
设计的层板导向叶片截面如图13所示。

2.2 导向叶片热分析

导向叶片的网格划分

工作在 ICEM中进行，分别

划分流体域和固体域网

格，然后将网格导入 CFX
进行边界条件加载和求

解。为减小计算规模，在

计算中截取了叶片上具有

代表性的中截面部位进行

分析，叶片沿周向和径向

设置周期边界条件，主流

域选用中截面气动参数，

给定压力进出口边界，计

算所得冷气流线、外壁面

温度与燃气温度比值分布

和中截面温度与燃气温度

比值分布，分别如图 14～
16所示。

从图 14～16中可见，

设计的导向叶片冷气贴壁

性较好，没有出现分离的

现象，有利于叶片外壁面

的冷却。叶片的外壁面和

中截面温降（燃气入口平

均总温与壁温之差）比较

明显，前缘由于恢复温度较高，外换热系数较大，因此

相对于叶盆和叶背温降偏小，整个叶片外壁面平均温

降达到燃气入口温度的41%。

3 层板冷却导向叶片试验验证

为验证层板冷却导向叶片设计的准确性，进行了冷

却效果试验。试验件采用增材制造技术制造，叶片表面

埋入φ=0.4 mm的铠装热电偶，采用等离子喷涂工艺喷

涂NiCrAlY，喷涂后抛光保证叶片表面原始型面[16]，各测

图10 外层壁两侧平均温度变化

图11 燃气流线 图12 叶片温度与燃气

温度比值

图13 层板导叶

图14 冷气流线

图15 壁温与燃气温度比值

图16 中截面壁温与燃气

温度比值

温
度
/K

1480
1475
1470
1465
1460
1455
1450
1445
1440
1435
1430

扰流柱直径/mm
0.6 0.8 1.0 1.2 1.4 1.6

燃气侧
冷气侧

Mach numberstreamline 11.092e+0009.851e-0018.782e-0017.714e-0016.645e-0015.576e-0014.508e-0013.439e-0012.370e-0011.301e-0012.327e-002 驻点

Ts 0.96520.95910.95300.94700.94090.93480.92880.92270.91670.91060.9045

Ts 0.68590.67170.65710.64290.62830.61410.59950.58540.57070.55660.5419

（a）叶盆侧

（b）叶背侧

Ts 0.68590.66570.65010.63480.61920.60410.58840.57270.55760.54190.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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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从前缘开始，经叶背-尾
缘-叶盆依此编号，改装后

叶片如图17所示。

冷却效果试验为模拟

状态试验，燃气入口温度 θ

=510 ℃，流量比 K=0.1，试
验状态中截面各测点温度

值如图18所示，试验误差 δ≤3.0％。

从图中可见，叶片前缘温度比叶盆侧和叶背侧的

都要高，叶盆侧温度变化幅度比叶背侧的略大，叶盆

与叶背侧的温度变化趋势较为相似，从前缘到尾缘都

呈现降低后升高的规律。在试验状态下各测点的温

降与燃气入口温度的比值见表1。

从表中可见，层板导向叶片的外壁面温降比较明

显，整个叶片外壁面平均温降达到试验燃气入口温度

的44%。

4 结论

（1）叶片壁厚、冲击距离和扰流柱直径对叶片的

温度分布会有一定影响，设计中应结合工艺进行综合

考虑；

（2）层板冷却导向叶片外壁面温度分布比较均

匀，计算温降水平较高，温降值达到燃气入口温度的

41%；

（3）层板冷却导向叶片试验测得的温度分布与计

算值相似，试验温降值达到燃气入口温度的44%；

（4）层板冷却导向叶片的温降幅度仿真计算值比

试验值低 7.3%，说明导向叶片的温降效果较好，达到

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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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环境下RP-3航空煤油雾化特性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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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获取低温对RP-3航空煤油雾化特性的影响，在综合试验台上完成了供油压力为300～700 kPa、燃油温度为25、-15、
-35 ℃的某喷嘴雾化特性试验。使用高速摄像机拍摄雾化图像，利用Matlab/GUI图像处理功能编制的程序提取雾化锥角边缘，并

获得雾化锥角，使用相位多普勒粒子分析仪测得距喷口 7 mm和 17 mm处截面的雾化粒度和油滴平均速度。结果表明：在压力一

定、温度降低时，雾化锥角变小，油滴雾化粒度增大，油滴平均速度升高，在同测量截面上的油滴平均速度变化量减小；随着压力升

高，-35 ℃和25 ℃的雾化锥角相差不超过1°，-35 ℃的油滴雾化粒度增幅减小到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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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Study on Spray Characteristics of RP-3 Aviation Kerosene at Low Temperature
FU Shu-qing，MA Hong-an，WU Zong-lin，YANG Cong，ZHANG Bao-cheng

（College of Aeroengine,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Shenyang 110136，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obtain the effect of low temperature on the spray characteristics of RP-3 aviation kerosene，the spray characteris⁃
tics tests of a nozzle were completed at operating pressures of 300~700 kPa，temperature of 25、-15、-35 ℃ on the comprehensive test-
bed. The spray images were taken by high-speed camera，and the spray cone angle edge was extracted by program complied by Matlab /
GUI image processing function，and the spray cone angle was obtained. The sauter mean diameter and the average velocity of fuel droplets
were measured by Phase Doppler Particle Analyzer at the section of 7 mm and 17 mm away from the nozz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pressure is constant and the temperature is reduced，the spray cone angle of fuel decreases，the sauter mean diameter and the average ve⁃
locity of fuel droplets increase，and the variation of average velocity of fuel droplets decreases on the same measurement sec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pressure，the difference of spray cone angle of fuel between-35 ℃ and 25 ℃ is no more than 1°，and the increase of sauter mean
diameter of fuel droplet decreases to 8.36% at-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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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航空航天领域，燃油雾化特性对航空发动机燃

烧室的性能影响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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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温度场以及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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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化特性等进行了研究，

但大部分集中于对燃料基础燃烧特性（着火延迟时

间、层流燃烧速度、火焰稳定性等）的分析与研究；较

少部分研究了不同工况下航空煤油雾化特性。Gebel
等[4]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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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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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利用高速摄像机拍摄出跨临界航空煤油喷

雾；Yang等[8-9]分别采用试验和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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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煤油与生物燃料混合燃料的雾化燃烧特性；Qi
等[10]应用 CLSVOF模型研究了航空煤油在超声速来

流中的喷射角问题，得到喷雾贯穿长度、激波角度和

雾化粒度等雾化特性；Potdar等[11]研究了航空煤油喷

雾火焰的抬升稳定机制，得到不同供油压力、雾化粒

度分布和速度分布对喷雾燃烧稳定性的影响；Bao
等[12]研究了航空煤油雾化对超声速冲压发动机的影

响因素；Jones等[13]应用LES模型模拟了航空煤油与丙

酮混合燃料的蒸发喷雾；Garcia等[14]研究了航空煤油

喷雾火焰的自激励振荡现象；高伟等[15]和梁获胜等[16]

分别研究了超临界航空煤油雾化特性；刘涛[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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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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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洪安

等[19]对比了某型航空发动机 3个喷嘴的雾化特性；刘

凯等[20]和翟维阔等[21]使用多普勒相位粒子激光仪

（Phase Doppler Particle Analyzer，PDPA）对某重型燃

气轮机双燃料喷嘴组雾化特性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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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

航空煤油的着火特性、燃烧特性以及替代燃料的研究

较多，而对燃料的雾化特性有关研究较少，尤其针对燃

油温度等对雾化特性的影响研究很少。HB 5652.1[22]
中给出中国地面大气温度最低记录值为-53 ℃，GJB
241[23]按极限条件对航空发动机低温起动作了明确规

定：发动机在环境温度为-54 ℃下保温 10 h，在进气

和燃油、滑油温度均为-54 ℃下起动发动机并加速到

中间状态。在恶劣条件下，例如冷起动和高空再点火

时，温度为-40~10 ℃[24]，燃料的雾化性能对于点火过

程至关重要。

本文采用RP-3航空煤油为试验燃料，在喷嘴综

合试验台上完成雾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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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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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试验时，燃油从油

罐供给，经油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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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仪拍摄喷雾状态，由

喷雾台下方的油箱收集喷

出的燃油，经由回油泵送

回油罐。在低温时燃油由低温弹供给，经压力表和油

滤到达喷嘴，燃油温度为低温弹内燃油温度。

2 雾化锥角特性

雾化锥角主要与火焰筒的形状、尺寸相匹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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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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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试验中RP-3航空煤油的雾化锥角通过试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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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量时，标定距离喷口 17 mm处雾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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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对图片进行处理，得到边缘检测后的图

像，雾化锥角随喷口处压力变化如图3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不同温度下，雾化锥角随喷口处压

力升高而增大；除喷口处压力为200 kPa、温度为-15 ℃

图1 喷嘴激光多普勒综合试验器

图2 多普勒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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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雾化锥角稍大，在其他压力、温度降低时雾化锥角

均减小；除压力为200 kPa时，其他工况随着压力升高，

雾化锥角差距逐渐缩小，当压力升高到 600 kPa时，

-35℃和25℃的雾化锥角相差很小，不超过1°。
3 雾化粒度特性

燃油雾化后的液滴平均直径目前大多采用索太

尔平均直径（Sauter Mean Diameter，SMD）或质量中间

直径（Mass Mean Diameter，MMD）来描述[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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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雾化粒度过大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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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采用索特尔平均

直径SMD作为RP-3航空煤油雾化粒度的衡量标准。

测量喷嘴下方垂直距离 7、17 mm处，水平方向

间隔相同的 15～20个测量点的油滴平均速度，为方

便对比取平均值。不同温度下 SMD随压力的变化如

图4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所有工况下，SMD均随压力升高

而减小；除 z=7 mm、ΔP=700 kPa的试验工况，其他工

况下压力一定时，随着温度降低 SMD均升高，可能是

由于温度降低导致燃料黏度增大，从而影响燃料雾

化；在 z=17 mm、压力为 300 kPa时，不同温度间 SMD
相差最大，相比于 25℃，-35℃时 SMD增加了 25.77%。

随着压力升高，不同温度间 SMD相差变小，即随着压

力升高，温度对 SMD的影响逐渐减小，在 z=17 mm、压
力为 700 kPa时，相比于 25℃，-35℃时 SMD增加了

8.36%。在 z=7 mm时，这一规律相对不明显，可能是

因为距离喷口很近时，雾滴运动随机性较大。

4 油滴平均速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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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影响点火性能。平均速度过

小时，雾化射程短，空气不能被充分利用；平均速度过

大时，雾化射程长，部分燃油不易完全燃烧。

在测量距离喷口 7和 17 mm处、水平间隔相同距

离的 15～20个测量点的油滴平均速度时，为减小试

验误差，取其中 12个测量

点统计，如图5所示。RP-3
航空煤油由单路单喷口喷

嘴喷出时，在不同温度下，

油滴平均速度与水平位置

的关系如图 6所示（横坐

标数值越大，距离雾锥中

心越远）。

从图中可见，在水平方向上，距离雾锥中心越远，

油滴平均速度越小；在雾锥中心附近和距离雾锥中心

图3 雾化锥角随喷口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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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远处，油滴平均速度趋于稳定（称之为该水平面

上的最大平均速度和最小平均速度）；各工况下的最

大速度和最小速度均随温度的降低而升高；当温度

为-35 ℃时，速度变化较小，平均变化量为 0.53 m/s；
当温度为 25 ℃时，速度变化较大，平均变化量为 0.92
m/s。不同温度、2个截面下的最大平均速度随压力变

化如图7所示。

（e）z=17 mm、ΔP=500 kPa

（f）z=17 mm、ΔP=700 kPa
图6 不同温度、压力、截面下油滴平均速度随水平位置变化

（a）z = 7 mm

（a）z=7 mm、ΔP=300 kPa

（b）z=7 mm、ΔP=500 kPa

（c）z=7 mm、ΔP=700 kPa

（d）z=17 mm、ΔP=300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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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在所有工况下，平均速度随压力升

高而升高；在压力一定时，油滴平均速度均随温度降

低而升高，可能是由于温度降低导致黏度增大，从而

导致油膜边界层变厚，同时边界层内油膜速度降低，

为保持流量不变和动量守恒，油膜内平均速度升高。

5 结论

（1）温度降低时，雾化锥角减小，随压力升高，不

同温度下雾化锥角的差距缩小，当压力升高到 600
kPa时，-35℃和25℃的雾化锥角相差很小，不超过1°；

（2）温度降低时，油滴 SMD增大，且在压力较低

时更明显，当压力升至 700 kPa时，不同温度下 SMD
相差较小，在 z=17 mm、压力为 700 kPa时，相比于

25℃，-35℃时SMD增加了8.36%；

（3）温度降低时，油滴平均速度升高，这一现象可

能与油膜边界层的变化有关。相较于 25、-15℃ 2种
温度，当温度为-35 ℃时，同一水平面上的油滴平均速

度变化较小，平均变化量分别为0.92 m/s和0.53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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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掌握鸟撞事件中各类因素对飞行安全影响的规律，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对鸟撞事件中影响飞行的因素进

行分析。数据来源为美国联邦航空局公开的 1990～2015年飞机遭遇野生动物（主要为鸟）撞击的数据库。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

行了简单的剔除和筛选，确定了包含 13种影响因素、4种对飞行产生的影响在内的 44837条记录；将确定的 13个影响因素作为回

归变量，4种影响作为响应变量。采用方差扩大因子法，借助 SAS软件对回归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表明：回归变量间并

无明显的共线性关系。应用 SAS软件进行最大似然估计，进而对得到的参数估计结果进行分析；获得显著影响飞行的因素为鸟的

数量及大小、飞行高度、飞行速度、飞机质量、发动机数量、季节、飞行阶段、日中时间、飞行员被警告与否。为航空公司和机场等相

关单位的决策制定提供一定的指导。

关键词：飞机撞击；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SAS软件；飞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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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Analysis of Bird Strike on Flight Safety Based on Logistic Method
WU Chun-bo1，LUO Gang1，CHEN Wei1,2，ZHANG Hai-yang2

（1.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2. Liaoning Key Laboratory of Impact Dynamics on Aeroengin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in bird strike events on flight safety，the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
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flight in bird strike events. The data came from 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s data⁃
base of aircraft strikes with wild animals（mostly birds） from 1990 to 2015. The data in the data-base were simply eliminated and
screened，and 44837 records including 13 kind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4 kind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flight were determined. The de⁃
termined 13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taken as regression variables，and 4 kinds of influences were taken as response variables. The multi⁃
collinearity of regression variables was diagnosed by using SAS software with the method of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obvious collinear relationship among the regression variables. The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is carried out by using SAS
software，and then the parameter estimation results are analyzed. The factors tha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flight were number and size of
birds，flight altitude，flight speed，mass of aircraft，number of engines，season，flight stage，time of day，and whether the pilot had been
warned. It provides certain guidance for airlines and airports and other related enterprises while making decision.

Key words：aircraft impact；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SAS software；air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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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鸟撞飞机或发动机极易导致飞行事故，不仅会造

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严重威胁到旅客和空勤人员的

生命安全[1]。

欧洲航空安全局（European Aviation Safety Agen⁃
cy，EASA）统计分析了 1990～2007年来自美国、加拿

大和英国的大约 11000条鸟撞事件记录[2]；澳洲交通

安全局（Australian Transport Safety Bureau，ATSB）统

计分析了 2004～2013年 14571条野生动物撞机事件，

其中绝大部分为鸟撞事件[3]。EASA和 ATSB通过统

计发现运输类飞机的鸟撞率最高，鸟撞事件中大鸟的

数量有所增加。美国联邦航空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FAA）曾统计了大量来自发动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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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
ganization，ICAO）和其他组织的发动机吸鸟数据，涉

及大型涡扇发动机[4-5]、大型高涵道比涡轮发动机[6]和

小进气面积发动机[7]，整合成数据库并形成分析报告。

Dolbeer[8] 采 用 简 单 负 指 数 分 布 模 型 分 析 了

1990～2004年美国鸟撞事件发生的高度分布，表明

在 0.15~6.25 km，每升高 0.3 km，鸟撞率大约减小

32 %；74 %的鸟撞事件和 66 %的由于鸟撞引发实质

性损伤的事件发生在0.15 km以下；Zalakevicius[9]分析

了立陶宛 1958～1978年以及 1987～1991年的鸟撞数

据，表明多数鸟撞事件发生在 7月，最易发生鸟撞的

飞行阶段是进近着陆阶段；Steele[10]研究了 1986～
2000年影响墨尔本机场鸟撞发生率的因素，发现鸟

类数量和活动情况是相当重要的因素；秋季是机场鸟

数目最多的季节，8～12时是鸟撞发生率最高的时间

段，鸟撞事件大多发生在低空。

中国的研究人员对鸟撞事故也开展了大量研究。

20世纪 80年代末，李其颖[11]分析了鸟撞与月份、当日

时间、飞行状态（飞行阶段和高度）、撞击部位之间的

关系，表明每年 4、5、9、10月是鸟撞高发期，白昼的事

故数约占一天总事故数的 70 %，鸟撞事故多发生在

机场附近 300 m以下的低空，其中起飞和着陆阶段最

多，飞机头部、座舱风挡、发动机、机翼前缘等位于飞

机前部和凸起的部位最易与飞鸟相撞；陈成等[12]采用

定点观测法对河北北部机场鸟类群落和鸟类活动规

律进行了调查，发现不同月份机场场区鸟类的物种

数、数量和活动频率存在显著性差异，7月鸟类物种

数量最多，10月鸟类数量和活动频率最高。

在对大量鸟撞事故进行统计、总结、研究、分析的

基础上，欧美适航当局和中国民航局颁布了相应的适

航规章，提出了抗鸟撞要求。此外，中国军用标准和

航空标准也对飞机和发动机结构的防鸟撞设计提出

了要求[13]。西方航空国家的经验证明，对鸟撞历史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掌握鸟撞中各类因素对飞行安全影

响的规律，开发不同鸟撞因素影响下飞行安全程度的

预估方法，在适航符合性设计阶段及航空器抗冲击初

始工程设计阶段十分必要。如PW公司在发动机设计

初期会积累海量发动机鸟撞数据，为设计人员提供鸟

的尺寸、飞行状态等参数，保障了该公司建立完善、有

效的设计闭环来保证发动机抗鸟撞的能力[14]。

本文基于 FAA数据库，采用 Logistic回归分析的

方法，分析了鸟撞事件中13种因素对飞行的影响。

1 Logistic模型建立

1.1 数据描述

采用FAA公开的 1990～2015年飞机遭遇野生动

物撞击的数据，包括飞机的型号、类别、质量等几十项

信息，总计 17多万条记录。本文采用 Logistic回归分

析了飞行高度、速度、飞机质量、发动机数量、撞击前

飞行员是否被提醒、飞行阶段、云量、鸟数目、鸟的尺

寸、昼夜情况、季节、是否有雾、降水物这 13种因素对

飞行的影响，对飞行的影响分为终止起飞、发动机停

车、预警性着陆和无影响 4种，排除数据中非鸟撞、有

缺失的记录和对飞行影响无关的记录，最终得到

44837条记录。本文即针对这 13种影响因素和 4种
对飞行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1.2 模型介绍

Logistic回归适用于 2分类和多分类响应变量的

回归分析，用于分析的自变量既可以是连续的，也可

以是离散的[15]。陆莹等[16]运用 2分类 Logistic回归模

型分析卫生服务供方可及性对农村居民健康状况的

影响；常青青等[17]采用多分类无序逻辑回归模型研究

了 11个变量对农村劳动力就业模式选择的影响；罗

俊峰[18]采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模型研究人力资本对

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发现影响农民工从事管理

类、专业技术类等职业的因素。

通过 Logistic回归分析，可以得到自变量的回归

系 数 。 考 虑 包 含 n 个 独 立 变 量 的 向 量 X =
( x1, x2, ..., xn )，设条件概率 P ( |y = 1 x ) = p为在取值为

x的情况下 y发生的概率。则 Logistic回归模型的形

式可表示为

P ( y = 1|x ) = 1 {1 + exp [ -g ( x ) ] } = π ( x ) （1）
式中：π ( x )称为Logistic函数；g ( x )=β0 +∑xi βi。

在同样条件下，y不发生的概率为

P ( y = 0|x ) = 1 {1 + exp [ g ( x ) ] } （2）
定义 y发生与不发生的概率之比为式（1）与式

（2）的比值

p ( 1 - p ) = 1 + exp [ g ( x ) ]
1 + exp [ -g ( x ) ] =

{1 + exp [ g ( x ) ] } × exp [ g ( x ) ]
{1 + exp [ -g ( x ) ] } × exp [ g ( x ) ] =
{1 + exp [ g ( x ) ] } × exp [ g ( x ) ]

1 + exp [ g ( x ) ] =
exp [ g ( x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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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值称为发生比（odds）或优比。对发生比

取对数即可得

ln [ p ( 1 - p ) ] = β0 +∑xi βi （4）
这一转换称为 logit形式，也称对数发生比或 y的

logit。模型中的参数 β可以按照线性回归系数那样进

行解释。

在 Logistic回归的参数估计方法中，极大似然法

最常用。假设有 n个观测作为样本，观测值分别为

y1, y2, ..., yn，yi的取值为 0或 1。在给定的自变量的条

件下，yi取值为 1的概率记为 pi，取值为 0的概率记为

1 - pi，则得到第 i个观测值（即 yi取值为1）的概率为

P ( yi ) = pyii ( 1 - pi )1 - yi （5）
因为各项观测相互独立，所以其联合概率分布可

以表示为各边缘分布的乘积

L ( θ ) =∏pyii ( 1 - pi )1 - yi （6）
式（6）称为 n个观测的似然函数，将式（1）代入式

（6），通过最大似然估计即可求得给定样本观测数据

的参数估计，即β的值。

在响应变量是多分类的情况下，要引入多分类

Logistic回归的概念，多分类 Logistic回归依据响应变

量是否有序，可分为有序多分类回归和无序多分类回

归，本文采用无序多分类回归。

在无序多分类 Logistic回归中，假设有 J个响应

类别，x为解释变量，设 πj = P ( y = j|x )，有∑πj = 1。
选择 1个响应水平为参考，可建立 J - 1个 logit模型，

有 J - 1组参数估计[19]

ln { πj ( x ) πJ ( x ) } = βj0 +∑βji xi （7）
式中：j = 1, ..., J - 1。
2 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2.1 回归变量信息与分类变量

本文所分析的 13个回归变量信息见表 1。在 13
个回归变量中除了飞行高度和速度为连续变量，其余

11个变量皆为离散变量。其中，需将离散的分类变

量设置为虚拟变量，分类信息见表 2。本文将响应变

量“无影响”设置为参考组，进行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Pa（Altitude）

Pm（Mass）

Pw（Warned）

Psk（Sky）

Pbs（Bird Size）

Pse（Season）

Ppr（Precipitation）

水平

0～1524 m
1524～3048 m
4572～6706 m
≤2250 kg

2251～5700 kg
5701～27000 kg
27001～272000 kg
>272000 kg

否

是

无云

有些许云

多云/阴天

小鸟

中鸟

大鸟

冬

春

夏

秋

否

是

百分比/%
96.1
3.3
0.6
7.6
8.3
19.4
63.8
0.9
64.2
35.8
48.6

51.4

62.3
29.4
8.3
11.7
23
31.8
33.5
93.9
6.1

变量

Psp（Speed）

Pen（Engine Number）

Pph（Phase）

Pbn）（Bird Number）

Pd（Daylight）

Pf（Fog）

水平

0～100 kn
100～200 kn
200～380 kn

1
2
3
4

爬升/起飞滑行

降落/进近/着陆

巡航

1
2～10
11～100
＞100
白天

晚上

黎明/黄昏

否

是

百分比/%
18.3
72.1
9.6
7.8
86
4.6
1.6

33.9
62.7
3.4
82.9
15.9
1.1
0.04
62.1
29.3
8.6
97.4
2.6

表1 回归变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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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分类变量信息

变量

Pfe（FLIGHT_EFFECT）

Pbs（Bird Size）

Pbn（Bird Number）

Pd（Daylight）
Pf（Fog）

Pm（Mass）

Pen（Engine Number）

Pph（Phase）
Ppr（Precipitation）

Pse（Season）

Psk（Sky）
Pw（Warned）

变量描述

对飞行的影响

鸟的大小

鸟的数量

光照条件

是否有雾

飞机质量

发动机数

飞行阶段

是否有降水物

季节

是否有云

飞行员是否被警告

水平

0=中止起飞，1=发动机停车，2=预警性着陆，3=无影

响

0=小，1=中，2=大

0=1只，1=2-10只，2=11-100只，3=超过100只

0=白天，1=晚上，2=黎明/黄昏

0=否，1=是

0=低于 2250 kg，1=2251～5700 kg，2=5701～27000
kg，3=27001～272000 kg，4=超过272000 kg

0=1个，1=2个，2=3个，3=4个

0=爬升/起飞滑行，1=降落/进近/着陆，2=巡航

0=否，1=雨/雪

0=冬，1=春，2=夏，3=秋

0=否，1=是
0=否，1=是

虚拟变量

F1=1，FLIGHT_EFFECT=1；0：其他

F2=1，FLIGHT_EFFECT=2；0：其他

F3=1，FLIGHT_EFFECT=3；0：其他

B1=1，BIRDSIZE=1；0：其他

B2=1，BIRDSIZE=2；0：其他

C1=1，BIRD_NUM=1；0：其他

C2=1，BIRD_NUM=2；0：其他

C3=1，BIRD_NUM=3；0：其他

D1=1，DAYLIGHT=1；0：其他

D2=1，DAYLIGHT=2；0：其他

FOG
M1=1，MASS=1；0：其他

M2=1，MASS=2；0：其他

M3=1，MASS=3；0：其他

M4=1，MASS=4；0：其他

E1=1，ENG_NUM=1；0：其他

E2=1，ENG_NUM=2；0：其他

E3=1，ENG_NUM=3；0：其他

P1=1，PHASE=1；0：其他

P2=1，PHASE=2；0：其他

Ppr
S1=1，SEASON=1；0：其他

S2=1，SEASON=2；0：其他

S3=1，SEASON=3；0：其他

Psk
Pw

2.2 多重共线性诊断

在Logistic回归中，要求变量之间相互独立，若变

量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线性关系，则称之为存在

多重共线性。对于解释变量X1,X2, ...,Xn，如果存在

c1X1 + c2X2 + ⋅ ⋅ ⋅ +cnXn = 0 （8）
式中：ci不全为 0，即某一变量可用其他变量线性组合

表示，则称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完全共线性。若存在

c1X1 + c2X2 + ⋅ ⋅ ⋅ +cnXn + v = 0 （9）
式中：ci不全为 0；v为随机干扰干扰项，则称为近似共

线性或交互相关[20]。

若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会增大参数估计值的

均方误差和标准误，甚至会得到符号相反的回归系

数，从而导致方程极不稳定，进而导致Logistic回归模

型拟合出现矛盾及不合理[21]。多重共线性的诊断方

法有简单相关系数检验法、方差扩大因子法、特征值

和病态指数法等多种。本文采用方差扩大因子法进

行 多 重 共 线 性 诊 断 。 方 差 扩 大 因 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计算式为

V = 1 (1 - R2i ) （10）
式中：V为方差扩大因子，Ri为以自变量 Xi为因变量

时，对其它自变量进行回归的复相关系数。

一般认为，当 0<V<10时，自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

性；当 10≤V<100时，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当 V≥
100，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此时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来改善Logistic回归[22]。

本文应用 SAS软件计算得到的方差扩大因子见

表 3。从表中可见，回归变量间并无明显的共线性

关系。

2.3 参数估计

本文借助 SAS软件对参数进行最大似然估计。

由于本文将响应变量“无影响”设置为参考组，分析得

到的响应变量为“中止起飞”、“发动机停车”、“预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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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陆”相对于参考组的参数估计见表 4~6。表中已删

去P>0.05的变量，下面对表中的结果进行简要分析。

产生“中止起飞”影响时的参数估计见表 4。从

表中可见，变量C2、C3及B2的系数较大，说明当遭遇的

鸟的数量达到 100只及以上、鸟的尺寸为“大”时产生

“中断起飞”影响的概率分别为无影响的 27.88和

8.603倍。

产生“发动机停车”影响时的参数估计见表 5。
从表中可见，变量E3、C2、B1和B2的系数较大，说明当

飞机为 4发时、遭遇的鸟的数量为 2～100只、鸟的尺

寸为“大”时，产生“发动机关闭”影响的概率分别为无

影响的9.285、15.394和27.796倍。

产生“预警性着陆”影响时的参数估计见表 6。
从表中可见，变量C2、C3和B2的系数较大，说明当遭遇

的鸟的数量达到 100只及以上、鸟的尺寸为“大”时产

生“预警性着陆”影响的概率分别为无影响的 10.694
和6.779倍。

总得来说，表 4～6中鸟的数量及大小相关的变

量都是显著的（P<0.05）。从表 4中可见，变量C3的优

比为 27.880，即当飞机遭遇 100只及以上的鸟时，飞

机更倾向于中止起飞；从表 5中可见，变量B2的优比

为 27.796，说明当遭遇的鸟的尺寸为“Large”时，发动

机停车的概率相当大。根据上述分析可知，鸟的数量

及大小显著影响着飞行。

表3 共线性诊断

变量

PIntercept
Pa
Psp
Pm
Pen
Pw
Pph
Psk
Pbn
Pbs
Pd
Pse
Pf
Ppr

参数估计

2.25773
-0.00003885
0.0027
0.07931
-0.02289
-0.00625
0.24531
0.01166
-0.10165
-0.10364
-0.00384
-0.00147
-0.00963
-0.00498

标准误

0.01142
0.0000018
0.00008109
0.00311
0.00611
0.00457
0.00421
0.00454
0.00522
0.00344
0.00342
0.00215
0.01371
0.00936

t

197.69
-21.63
33.24
25.52
-3.75
-1.37
58.28
2.57
-19.48
-30.13
-1.12
-0.68
-0.7
-0.53

Pr>|t|
<0.0001
<0.0001
<0.0001
<.0001
0.0002
0.1711
<0.0001
0.0101
<0.0001
<0.0001
0.2615
0.4955
0.4821
0.5949

V

0
2.32565
2.72475
1.84638
1.49077
1.03813
1.0702
1.11385
1.02459
1.05967
1.06326
1.02027
1.02747
1.07851

变量

PIntercept
Pa
Psp
Pm
Pen
Psk
Pbn
Pbn
Pbn
Pbs
Pbs
Pse

M3
E3
Psk
C1
C2
C3
B1
B2
S2

飞行影响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系数估计

2.461
-0.198
-0.043
-0.832
1.160
-0.225
1.150
2.287
3.328
1.334
2.152
-0.354

标准误

0.213
0.021
0.002
0.240
0.438
0.090
0.095
0.262
1.149
0.094
0.149
0.137

Wald统计量

133.418
91.975
485.589
12.058
7.013
6.198
146.874
76.300
8.390
200.389
208.923
6.686

P

<0.0001
<0.0001
<0.0001
0.0005
0.0081
0.0128
<0.0001
<0.0001
0.0038
<0.0001
<0.0001
0.0097

优比

0.820
0.958
0.435
3.190
0.799
3.157
9.841
27.880
3.796
8.603
0.702

95% Wald置信区间

0.787
0.954
0.272
1.352
0.669
2.621
5.892
2.933
3.156
6.426
0.537

0.854
0.961
0.696
7.526
0.953
3.802
16.440
265.012
4.566
11.518
0.918

表4 参数估计（中止起飞）

变量

PIntercept
Pen
Pph
Pph
Pbn
Pbn
Pbs
Pbs
Pd

E3
P1
P2
C1
C2
B1
B2
D2

飞行影响

1
1
1
1
1
1
1
1
1

系数估计

-6.430
2.228
-2.148
-2.407
0.834
2.734
2.422
3.325
0.733

标准误

0.627
0.803
0.252
1.037
0.237
0.459
0.318
0.350
0.268

Wald统计量

105.147
7.706
72.404
5.386
12.327
35.423
58.002
90.075
7.472

P

<0.0001
0.0055
<0.0001
0.0203
0.0004
<0.0001
<0.0001
<0.0001
0.0063

优比

9.285
0.117
0.090
2.301
15.394
11.265
27.796
2.080

95% Wald置信区间

1.925
0.071
0.012
1.445
6.257
6.040
13.988
1.230

44.783
0.191
0.688
3.665
37.878
21.007
55.229
3.517

表5 参数估计（发动机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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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表 4～6中还可见，飞行高度（ALTI⁃
TUDE）、速度（SPEED）和飞机质量（MASS）对于中止

起飞和预警性着陆是显著的。表 4、5中变量 E3分别

为 3.190和 9.285，说明发动机是否为 4发对于中止起

飞和发动机停车有显著影响。相比而言，当发动机为

4发时，飞机更倾向于发动机停车。是否为夏季对中

止起飞和预警性着陆显著。表 4和表 6中变量 S2皆小

于 1，相较中止起飞和预警性着陆而言，在夏季飞机

遭遇鸟撞后，对飞行无影响的概率略高。在飞行阶

段、日中时间对于发动机停车和预警性着陆有显著影

响，当飞机处于进近、着陆下降阶段时，显然不会产生

预警性着陆和中止起飞的影响，故变量 P1优比近似

为零；当飞机处于巡航阶段，P2优比很小，说明在巡航

阶段对飞机产生无影响的概率更高。表 5中变量D2=
2.08，说明在清晨或黄昏时，飞机发动机停车概率更

高；表 6中变量 D1=1.174，说明晚上飞机更倾向于预

警性着陆。表 6中变量 Pw为 1.203，说明当飞行员被

警告，飞机预警性着陆的概率更高。

变量Psk、Pf和Ppr属于天气因素，其中Pf和Ppr在表

4～6中皆不显著；在表 5中 Psk=0.799，说明天空有云

时飞机遭遇鸟撞产生无影响的概率稍高。

2.4 分析结果对适航设计与飞行管理的意义

第 2.3节分析了与鸟撞有关的 13个因素对飞行

状态与飞行安全的影响，上述分析结果对适航符合性

设计及飞行管理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分析可得，在

发生鸟撞时，鸟的大小和数量显著影响着飞行安全。

因此，一方面，在飞行器或发动机设计初始阶段开展

适航符合性设计时，必须针对不同质量和不同数量的

鸟对飞行器的撞击及其影响开展相应的分析、研究和

评估，设计提升飞行器或发动机的抗鸟撞能力；另一

方面，对于飞行管理部门而言，必须采取措施降低机

场及周边特定质量或特定生活习性如集群鸟类的威

胁，如改变机场周边生境、采取有效的驱鸟措施等。

在发动机数量方面，4发飞机遭遇鸟撞时中止起飞和

发动机停车的概率较高，这会对飞行安全及机场运行

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因此 4发飞机及其发动机在设计

时必须全面考虑抗鸟撞能力；此外，航空公司和机场

在运营 4发重型机时，要特别考虑起飞、爬升、进近、

着陆阶段的驱鸟防鸟措施。在飞行员受警告方面，必

须掌握提前预警技术，以尽可能提早为飞行员的判断

提供协助。

3 结论

（1）鸟的数量和大小显著影响着飞行；

（2）飞机是否有 4台发动机对于中止起飞和发动

机停车有显著影响，当飞机为 4发时更倾向于发动机

停车；

（3）在夏季，中止起飞和预警性着陆的概率分别

为无影响的0.702和0.762倍；

（4）在巡航阶段，发动机停车和预警性着陆的概

变量

PIntercept
Pa
Psp
Pm
Pm
Pm
Pen
Pen
Pw
Pph
Pph
Pbn
Pbn
Pbn
Pbs
Pbs
Pd
Pse

M2
M3
M4
E1
E2
Pw
P1
P2
C1
C2
C3
B1
B2
D1
S2

飞行影响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系数估计

-0.996
0.000
0.005
-1.135
-2.014
-2.558
-0.964
-1.621
0.185
-2.773
-0.405
0.748
2.136
2.370
1.006
1.914
0.161
-0.272

标准误

0.111
0.000
0.001
0.111
0.109
0.358
0.097
0.197
0.049
0.064
0.082
0.058
0.144
0.709
0.052
0.066
0.059
0.074

Wald统计量

81.327
6.845
37.139
105.567
342.235
51.182
98.353
67.839
14.080
1882.599
24.498
168.520
219.686
11.176
375.331
845.516
7.437
13.531

P

<0.0001
0.0089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2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8
<0.0001
<0.0001
0.0064
0.0002

优比

1.000
1.005
0.321
0.133
0.077
0.382
0.198
1.203
0.062
0.667
2.112
8.469
10.694
2.735
6.779
1.174
0.762

95% Wald置信区间

1.000
1.003
0.259
0.108
0.038
0.315
0.134
1.092
0.055
0.568
1.886
6.384
2.666
2.470
5.958
1.046
0.659

1.000
1.007
0.399
0.165
0.100
0.462
0.291
1.326
0.071
0.783
2.364
11.233
42.909
3.028
7.712
1.318
0.881

表6 参数估计（预警性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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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别为无影响的0.090和0.667倍；

（5）在清晨或黄昏时，发动机停车的概率为无影

响的 2.08倍，晚上飞机预警性着陆的概率为无影响的

1.174倍；

（6）当飞行员被警告，飞机预警性着陆的概率为

无影响的1.203倍；

（7）天气因素（包括是否有云、降水和雾）对飞行

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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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叶片/盘设计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确

保在工作转速范围内不发生有害共振，在工程上常常

结合振动特性分析结果绘制坎贝尔图，评估叶片的共

振转速裕度进而采取避开共振转速的措施，然而由于

无法对真实的振动应力进行精确预测，仅能预测到可

能存在的共振转速和振型，这种方法受到较大的限

制，只适用于设计初期对叶片的共振情况的初步了解。

为了获取叶片/盘的真实振动响应，国内外学者

开展了较多研究工作。Kielb等[1]针对涡轮叶片尾流

激振的强迫响应开展了数值模拟和试验验证；Sayma
等[2]建立了非线性振动响应预测模型；赵书军[3]在 3维
流场计算的基础上，采用ANSYS软件开展了谐响应

分析，获得了叶片的稳态受迫振动响应；邵帅等[4]采

用模态局部化因子评价了失谐叶盘的振动模态局部

化问题；王梅等[5-6]研究了将前排静子叶片尾流场作

用下叶片非定常流场转换为结构载荷压力场的形式，

风扇整体叶盘振动响应数值仿真及试验验证

刘一雄 1,2，杜 青 1,2，陈育志 1,2，徐可宁 3，丛佩红 1,2，莫 妲 1,2

（1.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2.辽宁省航空发动机冲击动力学重点实验室，沈阳 110015；
3.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北京 101304）

摘要：针对整体叶盘结构振动问题突出，而传统坎贝尔图无法预测真实振动应力的问题，以某风扇整体叶盘为研究对象开展

振动响应数值仿真分析技术研究。根据转/静子叶片数确定了可能存在的危险节径数，同时考虑机匣椭圆度的影响，绘制了盘片

耦合共振图，获得了工作转速范围内可能存在的危险低阶共振。在此基础上开展了非定常流场分析，获得了考虑前后级静子叶片

影响的非定常流场分布，并将随时间变化的气动压力加载至叶片表面开展振动响应分析，求解得到叶片的振动应力。结合振动特

性分析结果和振动响应分析结果确定了动应力测量的贴片位置，在整机上开展了振动应力测试，并将测试结果与数值仿真分析结

果进行对比验证。结果表明：仿真分析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振动响应仿真分析方法可以用于工程中叶盘结构振动响应预测。

关键词：风扇整体叶盘；耦合共振图；非定常分析；响应；动应力测量；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1.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06.007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of Vibration Response Analysis of a Fan Blisk
LIU Yi-xiong1,2，DU Qing1,2，CHEN Yu-zhi1,2，XU Ke-ning3，CONG Pei-hong1,2，MO Da1,2

（1.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2.Liaoning Key Laboratory of Impact Dynamic on Aero En⁃
gine，Shenyang 110015，China；3. Aero Engine Academy of China，Beijing 101304，China）

Abstract：The engine blisk structure frequently encounter vibration issues whereas the conventional campbell diagram cannot pre-
dict the real vibration stress. 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fan blisk vibration response. The potential dangerous nodal
diameter was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the blades and stators. Meanwhile，the excitations caused by the elliptic casing were also
considered. The coupled campbell diagram and the possible dangerous low order resonance within the working speed range were achieved.
Then，the three-dimensional unsteady flow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unsteady flow influenced by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ta⁃
tor was obtained. The transient pressure varying with time was interpolated to the blade surface. Thus，the stress and deformation were
achieved by the transient response calculation. Combining the results of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and response analysis，the strain
gauges were mounted to monitor the vibration during the engine dynamic stress test.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numerical results and the en⁃
gine test were undertake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mul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est，proving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ould be imple⁃
mented on vibration response prediction of blisk structure.

Key words：fan blisk；coupled campbell diagram；unsteady analysis；response；strain gauge test；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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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测阻尼，求解出转子叶片的响应，建立工程适

用的振动应力预估半经验方法；王营等[7]采用流固耦

合的方法计算了宽弦空心风扇叶片的响应，给出了叶

片的位移响应；张大义等[8]完善了双向顺序耦合求解

理论，计算了静子叶片在气流激励下的响应；弓三伟

等[9]利用CFX和ANSYS软件，采用单通道耦合模型计

算了稳态载荷作用下叶片的位移和应力；张明明等[10]

同样利用上述软件，开展了压气机转子全周 3维进气

畸变数值模拟，并考虑了双向耦合作用；徐可宁

等[11-12]发展了 3维叶轮机气动弹性计算软件系统，基

于时间推进方法求解转子叶片的瞬态位移及动应力，

并开展了压气机转子错频对叶盘结构的振动响应影

响分析；牛永红等[13]研究了非均匀静子布局对转子叶

片振动响应的影响；王娇[14]利用解析法与有限元方法

相结合，考虑了不同气动载荷加载对叶片振动响应的

影响。

上述研究大多采用流固耦合方法开展叶片的振

动响应分析，只不过在方法上区分弱耦合或强耦合。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流固耦合求解振动响应必然

成为叶片共振设计的发展方向。实际上，整体叶盘结

构的振动响应求解与叶片结构并无本质区别，然而与

传统榫连叶/盘结构相比，整体叶盘的盘体更薄，盘叶

耦合性更强，必须开展耦合共振分析[15]，与单个叶片

的坎贝尔图不同的是，整体叶盘的坎贝尔图交点极多

且复杂，在工作范围内避开所有共振点是无法实现

的，如何合理选取危险振型开展响应分析是工程设计

中的一大难点。同时，整体叶盘结构是无榫设计，无

法设置缘板阻尼器、难以设计凸肩拉筋叶冠等常规摩

擦阻尼结构，阻尼通常较小[16]，进行响应分析时阻尼

的正确选取关系着计算结果的正确性。

本文在风扇整体叶盘耦合振动分析的基础上，绘

制耦合共振坎贝尔图，结合工程设计经验，给出危险

振型筛选原则，获得叶片真实振动应力，并通过台架

整机动应力测量进行试验验证。

1 研究方法及模型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风扇整体叶盘，其受尾流激

振、进气畸变等因素形成的非均匀气动激振较为明

显，由强迫振动导致的高周疲劳失效问题更为突出，

有必要开展响应预测技术研究和验证。

研究由静子尾流非常定气动力引起的叶片振动，

理论上应该考虑叶片振动与非定常气动激振力之间

的耦合作用，但这需要巨大的计算成本[17-18]。基于工

程应用的目的，本文忽略叶片振动与气动非定常力之

间的耦合作用。

风扇叶盘的材料为TC17合金，密度为4640 kg/m3，

弹性模量为 113.5 GPa，泊松比为 0.3。采用 20节点六

面体单元对叶盘进行网格划分，1/20有限元模型如图

1所示。进行流场分析时建立了考虑前后级静子叶

片的整环非定常流场模型，其中转子和前、后排静子

的叶片数分别为20、23、45，流场模型如图2所示。

2 振动响应分析

针对整体叶盘结构

盘片耦合效应强、振型

复杂的情况，为了准确

识别风扇整体叶盘结构

的危险振型，给出了振

动响应分析流程，如图 3
所示。

2.1 危险振型识别

首先对风扇叶盘开

展振动特性分析，通过

在盘体切割面施加周期

对称边界条件模拟整个

叶盘，并通过摄动分析

考虑了几何非线性的影响。在危险节径判定方面，中

国学者开展了较多研究，王延荣等[15]探讨了如何确定

盘片耦合结构的危险节径数，姚建尧[19]提出振型节径

谱对失谐叶盘进行分析，乞征等[20]和李琳等[21]通过转

图1 风扇整体叶盘扇段

有限元模型

图2 风扇整体叶盘非定常

流场分析模型

图3 振动响应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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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干涉激励的角度对危险激励阶次进行分析，本文在

文献[22]中提出的危险节径与转、静子叶片数关系的

基础上，根据式（1）计算得到可能存在的危险节径，见

表 1。同时，根据“激励阶次等于节径数会激起危险

共振”的原则，考虑机匣椭圆度的影响，绘制了耦合共

振图，如图4所示。

dm = || kNS - nNR （1）
式中：dm为危险节径；k为激励阶次；NS为前排或后排

静子叶片数；n为整数；NR为转子叶片数。

结合耦合共振图，通过计算共振转速裕度，给出

了前 10阶振型下可能存在的危险共振转速和共振频

率，见表2。

2.2 非定常流场分析

在表 2获得的共振转速的基础上采用 CFX软件

开展非定常流场分析，以 2E激起的 2节径 1阶共振为

例进行说明，首先对所有排叶片进行单通道定常分

析，提取图 2中的 3排转、静子叶片的进、出口边界条

件并扩展至全环，该计算模型既考虑了上游叶片的尾

流激振，也考虑了下游叶片势流扰动对上游叶片的影

响。流场网格节点总数为 3000万，湍流模型为 k - ξ

模型，近壁面采用标准壁面函数。进行非定常计算时

选取瞬态计算模块，时间步长定义为扫掠过后排静子

叶片每个通道的 1/40。将振荡收敛后最后 1个周期

内叶片表面的气动压力进行拓展后作为响应分析的

输入条件。在计算过程中通过设置谐波数考虑了机

匣椭圆度 2E~6E的影响，

每个共振点的非定常气动

力计算耗时约为1周。

计算得到的风扇叶

盘静压分布如图 5所示，

叶尖前缘监测点的静压

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 6
所示。

2.3 振动响应预估

进行振动响应分析时首先将非定常气动力转化

为随时间变化的节点压力，施加于风扇叶盘有限元模

型上；采用模态叠加法对叶盘进行瞬态响应分析。其

中阻尼的选取对响应计算结果有较大的影响，对于本

文的计算模型，通过敲击法获得叶片模态阻尼比。

2.3.1 阻尼测试

用力锤敲击叶盘，采用自由振动衰减法计算获得

叶盘的模态阻尼比

ζ =
ln A1
Ai + 1

4π2i2 + ( ln A1
Ai + 1

)2
（2）

式中：ζ为阻尼比；i为参与计算的波的个数；A1、Ai + 1
为参与计算的首、尾波峰值。

进行数据处理时将实测的含有多阶频率的信号

通过数字带通滤波处理分离成各目标阶次频率的单

频振动信号，进行时域阻尼比计算以获得各阶振动频

图5 某时间点叶片表面

压力分布

图6 叶尖上某点沿时间静压

n

123

前排
NS1
232323

转子
NR
202020

dm

31737

后排
NS2
454545

dm

25515

表1 与静子叶片数相关的危险节径

图4 低阶盘片耦合振动坎贝尔图

激振因素/节径

2E/2节径

4E/4节径

5E/5节径

6E/6节径

阶次

1
2
2
3

共振转速/（r/min）
9007
10764
8400
8020

频率/Hz
293
718
700
802

表2 低阶危险共振转速计算结果

频
率
/Hz

45E 23E
n3 n2 n1

f10
f9
f8
f7
f6

f5
f4
f3
f2

f1

0
转速/（r/min）

10E
9E
8E
7E
6E
5E
4E
3E
2E

压力/MPa
Y

X Z

0.260.220.180.140.100.060.02

pre
ssu
re/M

Pa

0.087

0.086

0.085 2.542.522.50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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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对应的阻尼比。并采用峰值拾取法将频响函数分

成实部分量和虚部分量，直接从实、虚频图上读取数

据后进而获得模态参数。

在试验过程中可能带来误差的有测试系统、敲击

力大小、数据分析方法及应变片贴片位置等因素。因

此，周向随机选择 3片叶片在叶尖相同部位粘贴应变

片，并在力锤上连接传感器，取相同的敲击力下叶盘

的测试结果，进行多次敲击试验后取模态阻尼比的平

均值。前 3阶的频率和对应的模态阻尼比的平均值

见表3。

2.3.2 响应预估

以 1弯振动响应预估为例进行说明。首先开展

考虑离心载荷的静力学分析，然后进行包含预应力的

瞬态响应分析。将第2.2节中获得的叶片表面随时间

变化的非定常气动载荷插值到有限元模型，作为叶片

表面节点压力，在时间域内开展响应分析；同时，对于

前3阶模态阻尼比按表3中试验获得的数据以瑞利阻

尼形式给出。对于高阶模态阻尼比的选取，考虑到整

体叶盘没有榫连结构、凸肩等结构阻尼件，忽略结构

阻尼的影响，主要考虑材料阻尼，在真空条件下将叶

片根部固支，获得了钛合金弯曲模态的材料阻尼比为

0.0003，扭转模态的材料阻尼比为 0.0001[16]，本文将此

数据作为高阶阻尼以瑞利阻尼形式给出。

选取叶盘根部最大振

动应力部位作为监测点，

如图 7所示。经过若干周

期计算迭代后，叶盘表面

监测点的振动应力趋于收

敛，如图 8所示。此时计

算得到的振动应力为叶盘

真实振动应力，稳定后的A点振动应力为35 MPa，整圈

叶盘的振动应力分布如图9所示。

3 试验验证

为了摸清风扇叶盘的真实振动情况，验证振动响

应计算结果的精度，在风扇叶盘上粘贴应变片并开展

整机动应力测量。贴片方案（如图 10所示）依据振动

特性和振动响应计算结果制

定，主要考虑前 5阶模态的振

动应力大点。其中A点主要用

于监控 1阶弯曲振动，贴片位

置与图 7中监测点 A的位置一

致，周向连续的 5个叶片上均

在A点粘贴应变片。H、L1和L2
为无量纲尺寸。

将整机动应力试车结果

与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见

表 4。通过周向连续粘贴应变片的相位分析结果及

光纤测量结果，判定A位置发生了 2节径 1弯振动，计

算的振动应力与实测结果吻合较好。

表中C、D位置的数值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存在

一定误差。带来误差的可能原因有计算振型选取、激

振力计算精度和阻尼比给定。频率对比分析结果表

明，计算频率与实测频率基本一致；试验时在同一叶

参数

固有频率/Hz
模态阻尼比

风扇叶盘

第1阶
200
0.007

第2阶
627
0.003

第3阶
755
0.002

表3 叶片前3阶频率及其阻尼比

图7 2节径1弯振型监测点

图8 1弯振型下收敛稳定后的应力幅值

图10 应变片贴片方案

参数

实测最大应力/MPa
计算最大应力/MPa
实测频率/Hz
计算频率/Hz

A
33
35
290
293

B
10
9
290
293

C
12
7
6850
6870

D
36
25
5608
5606

表4 数值仿真与试验结果对比

（a）盆侧 （b）背侧

图9 1弯振型下振动应力分布

监测点A

sx/M
Pa

40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82000 583000 584000
Step

应力/MPa
45403530252015105

0.49L1
D

C

0.52L2
0.63H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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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3个不同部位均粘贴应变片，通过所测的 3个部位

应力比值与有限元计算结果进行对比，确定计算振型

与实测结果基本一致，上述分析可以确定计算振型的

准确性。影响转子叶片振动响应的主要是前、后级静

子叶片的激励，在进行非定常流场分析时建立了考虑

前后级静子叶片的模型，通过设置较小的计算步长，

可以捕捉到高阶激振的频率信息，并且低阶计算的准

确度也验证了算法的精度。由于高阶频率对应的阻

尼比是通过参考文献给出的，考虑到文献中叶盘尺

寸、造型、材料性能与本文研究的叶盘有所不同以及

受失谐等因素的影响，高阶阻尼比的给定存在一定误

差。综合分析认为，高阶振动应力预测存在误差的的

主要原因是选取的阻尼比与实际略有偏差所致。

4 总结

本文基于弱耦合方法开展了风扇叶盘结构的振

动响应数值模拟研究，通过 3排叶片全环非定常流场

分析获得了随时间变化的转子叶片表面的气动压力，

可以较好地模拟前后排静子叶片带来的影响，响应分

析采用实测的模态阻尼比，提高了计算精度，经验证，

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可以满足工程使

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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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螺栓连接的航空发动机管路建模及振动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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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建立考虑真实卡箍结构影响的管路系统动力学模型、获取结构设计参数和装配参数等对管路系统动力学特性的影

响规律，以航空发动机外部管路为研究对象，考虑金属橡胶卡箍螺栓拧紧力矩的影响，基于ANSYS有限元软件建立了包含螺栓连

接的管路模型。通过模态试验及基础激励响应试验验证了有限元模型的准确性。进一步分析了螺栓拧紧力矩、卡箍跨距及管体

长度对双卡箍管路系统固有频率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拧紧力矩的增大导致管路的固有频率的提高，针对本研究模型，在拧紧

力矩达到 8 N·m以后，管路固有频率逐渐趋于稳定；拧紧力矩对不同长度管路的固有频率影响不同，管路越长，拧紧力矩的作用越

弱，即卡箍的支承刚度对管路固有频率的影响越弱。

关键词：管路；卡箍；螺栓连接；动力学特性；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29+.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06.008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eroengine Pipeline with Bolt Connection
LIU Zhong-hua1, LI Jian-fu1, SUN Zhi-hang1, CHAI Qing-dong2, MA Hui2, JIA Duo3

（1. Shenyang Area 2nd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Room of Air Force Equipment Department，Shenyang 110043, China;

2.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3.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dynamic model of the pipeline system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real clamp structure，and
obtain the influence law of the structural design parameters and assembly parameters on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ipeline system，

taking the external pipeline of the aeroengine as the research object，a piping model including bolted connections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ANSYS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tightening torque of the metal rubber clamp bolts is also considered in this model.
The accuracy of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is verified through modal tests and basic excitation response tests. Furthermore，the influences of
bolt tightening torque，clamp span and pipe length on 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the double clamp piping system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tightening torque leads to an increase in 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the pipeline. As far as this model is con⁃
cerned，after the tightening torque reaches 8 N·m，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the pipeline gradually stabilizes. Moreover，the influence of
tightening moment on natural frequency of pipeline of different length is different，the longer the pipeline，the weaker the effect of tighten⁃
ing torque is，in other words，the weak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upport stiffness of the clamp on 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the pipeline.

Key words：pipe；clamp；bolt connection；dynamic characteristics；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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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外部管路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

来，由振动引起的发动机外部管路失效一直是影响发

动机可靠性的重要问题之一[1-3]。因此，对外部管路

振动特性的研究尤为重要。

针对航空发动机外部管路采用卡箍支撑的结构

特点，尹泽勇等[4]对卡箍刚度进行了有限元计算，并

通过试验对典型卡箍的刚度进行了验证，获得了卡箍

刚度的计算方法，可用于工程实际；Ulanov等[5]通过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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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回线确定了卡箍刚度及等效黏性阻尼，提出一种基

于ANSYS的振动特性分析方法，且仿真计算与试验

结果吻合较好；Nassar等[6]通过试验分析了拧紧速度

等因素对螺栓连接性能的影响，提高了估算其夹紧力

的可靠性；李占营等[7]对柔性卡箍的实际结构进行分

析，得出卡箍横向刚度具有分段线性的特点，并进一

步分析了其对振动响应的影响；Qiu等[8]基于有限元

法分析了影响螺栓连接性能的各项参数，表明预紧力

是最为主要的参数；Gao等[9]采用梁单元模拟管路，用

弹簧模拟卡箍的形式建立卡箍管路系统模型，并通过

试验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Rao等[10]基于有限元提出

反推螺栓预紧力的算法，获得了螺栓不松动的预紧力

范围；Kim等[11]采用有限元软件通过不同的建模方法

建立了带有螺栓连接的结构，表明采用实体螺栓模型

的计算结果最为准确。

由以上的文献分析可知，针对管路-卡箍系统的

力学模型，大多将卡箍螺栓的拧紧影响等效为卡箍本

身的刚度特性，与实际结构存在一定的差距。本文在

已有研究基础上，考虑管路-卡箍系统模型中螺栓拧

紧的影响，采用有限元接触模型与试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对比研究。

1 有限元模型建立

1.1 实体模型建立

考虑管路-卡箍系统

的实际结构，基于 ANSYS
有限元软件，建立了管路

卡箍支撑条件下的实体

接触有限元模型，如图 1
所示。

其中管路外径 8 mm，
内径 6.4 mm，长 500 mm，
卡箍跨距 450 mm且对称

分布。相应管路、卡箍及

其他构件的材料参数[12]见

表1。
管体、金属橡胶及卡

箍板材均选用 Solid45实

体单元进行网格划分，共

46690个节点，43156个单元。金属橡胶与箍带间采

用共节点操作，模拟真实焊接结构；金属橡胶与管路

间为标准接触，其中金属橡胶面为接触面，管路面为

目标面，接触单元与目标单元分别选用 Conta174和
Targe170单元；卡箍螺栓部分采用Beam188梁单元建

模，每个螺栓划分为 4个单元，5个节点，在螺栓中心

节点添加Prets179预紧力单元，模拟卡箍螺栓的预紧

效果；螺栓头部与螺栓台采用刚性区域模拟，即螺栓

头部与箍带相接触的区域的所有节点采用刚性区绑

定在一起；考虑到拧紧后上下箍带的实际接触长度，

对上箍带边缘 3个节点的位移约束为 0，达到固定约

束的目的。

1.2 管路弹性模量优化

通过对管路的测量，其结构参数误差较小，而由

于自购管路其弹性模量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为了消

除管路自身的误差，更好地反映卡箍对管路的动力学

特性所造成的影响，提高螺栓拧紧对管路动力学影响

的分析精度，需对管路弹性模量通过自由模态试验进

行修正。采用 1阶优化算法对最佳弹性模量进行寻

优，优化范围为 1.8×1011~2.4×1011 Pa，迭代次数 50次，

初值为 2.04× 1011 Pa。优化后的弹性模量结果为

1.99×1011 Pa，其中前8阶固有频率对比结果见表2。

2 模型验证

2.1 模态试验验证

采用上文修正后的管路模型，考虑卡箍螺栓的预

紧力效应对管路固有特性的影响，在拧紧力矩为7 N·m
下对固有频率进行仿真计算，采用如下经验公式[13]。

（1）计算预紧力。

F=T/（0.22 d） （1）
式中：T为拧紧力矩；d为螺栓直径，本文d=6 mm。

由于预紧力的存在，在ANSYS软件模态求解前

应进行静力学分析以考虑预应力影响。

为证明仿真模型有效性，通过锤击法获得管路系

图1 管路系统有限元模型

构件

管路

卡箍
板材

金属
橡胶

螺栓

弹性模量

E/GPa
204
240

0.03
210

密度 ρ/
（kg/m3）
7800
7800

2785
7800

泊松比

μ

0.3
0.3

0.3
0.3

表1 管路及卡箍材料参数

阶次

1
2
3
4
5
6
7
8

试验频率/
Hz

180.41
498.41
976.27
1586.11
2392.94
3272.90
4348.16
5533.06

优化前仿真/
Hz

183.64
505.53
991.44
1605.93
2424.03
3309.72
4387.43
5599.04

优化前误差/
%
1.79
1.42
1.55
1.25
1.30
1.13
0.90
1.19

优化后仿真/
Hz

181.27
499.00
978.63
1585.17
2392.70
3266.94
4330.71
5526.66

优化后误差/
%
0.48
0.11
0.24
-0.06
-0.01
-0.18
-0.40
-0.12

表2 试验与优化结果对比

Prets179刚性区

Beam188螺栓

约
束

刚性区

约束

管

目标面目标面

箍带

接触面

标准
接触

金属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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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固有频率及振型[14]，试验测试现场如图 2所示。采

用DH5956测试系统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

仿真计算与试验测试对比结果见表 3。从表中

可见，在拧紧力矩为 7 N·m时，管路各方向仿真计算

的前 2阶固有频率与试验结果基本一致，误差均在

4%以内，能够满足实际工程需要。其中管路 x方向

固有频率低于管路 y方向的，这是因为金属橡胶卡箍

y方向是螺栓预紧的方向，而在 x方向管路靠卡箍结

构形状夹紧，所以管路 x方向固有频率低于管路 y方

向的。这也体现出卡箍不同方向刚度不一致的特点。

管路 y 向试验及仿真前 2阶振型对比如图 3所
示；x向振型与之类似，不再赘述。

2.2 基础激励试验验证

航空发动机管路经常受到旋转机械产生的周期

性不平衡激励作用，当激振频率接近管路的固有频率

时，往往导致管路产生大幅度共振。卡箍管路系统在

基础激励下的振动测试系统如图 6所示。电磁振动

台用于模拟机匣的基础激励，激振加速度为0.5g。
在响应计算中选取比例阻尼进行求解，模态阻尼

比均为 0.04，仿真计算与试验测试的对比结果如图 4

所示。二者吻合较好，充分验证了本文模型的有效性。

3 固有特性参数分析

3.1 拧紧力矩对管路固有频率的影响

航空发动机外部管路在机匣外装配过程中，卡箍

上的螺栓通过人工手动拧紧，拧紧力矩存在差异。仿

真模型选用上文修正后的有限元模型，在螺栓上施加

不同拧紧力矩，分析管路卡箍螺栓在拧紧力矩为 2~
13 N·m下的固有频率。仿真计算与试验测试对比结

果如图5所示。

从图 5中可见，随着拧紧力矩的不断增大，管路

的固有频率逐渐升高，这是由于随着螺栓的拧紧，金

属橡胶逐渐被挤压，支承刚度逐渐增大，使管路固有

频率不断提高。在不同拧紧力矩下，管路不同方向第

1、2阶固有频率最大误差均在 8%以内，满足实际工

程需求。此外，在拧紧力矩达到 8 N·m以上时，管路

的固有频率提高缓慢且趋于稳定，这是因为金属橡胶

已经被压实，支承刚度增大有限。

3.2 卡箍跨距对管路固有频率的影响[15]

卡箍在航空管路的布局中起着固定约束的作用，

但由于发动机装配空间问题，许多管路的固定卡箍跨

距均不相同。采用与前文相同的管路模型，通过固定

管路一端卡箍，调整另外一端卡箍位置，分析管路在

不同卡箍跨距下，管路系统在 2000 Hz以内的固有频

率，并通过试验验证仿真计算的准确性。在不同跨距

下试验的频响函数如图 6所示，仿真计算与试验测试

表3 固有频率仿真与试验结果对比

振型

1阶弯曲

2阶弯曲

方向

x

y

x

y

固有频率/ Hz
仿真

148.88
164.03
456.81
473.49

试验

155.0
165.4
472.4
480.3

误差/%
3.95
0.83
3.30
1.42

图2 锤击试验

（a）试验振型 （b）仿真振型

图3 振型对比

（a）时域波形 （b）频谱

图4 仿真与试验振动响应对比

（a）x方向前2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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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方向前2阶
图5 仿真与试验固有频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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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比结果见表 4。从图 6和表 4中可见，在不同卡

箍跨距下，固有频率均吻合较好，最大误差未超过

6.06 %。一方面，说明卡箍模型的准确性，相应的卡

箍模型可应用于工程实际；另一方面，根据计算结果，

在固定一端卡箍时且保证管长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卡

箍跨距将使管路基频呈现先提高后降低的趋势，这是

由于管路在小跨距时，一端悬臂，随着跨距的增大，管

路悬臂端逐渐减小，因此呈现此趋势。

3.3 拧紧力矩对不同管长固有特性的影响

在实际管路布局安装时，通常管路长度、跨度及

拧紧力矩会有所不同。研究长 0.2、0.4、0.6 m的管路

在拧紧力矩为 2~13 N·m下的固有频率变化规律。

在建模过程中，卡箍中心距离管路两端均为 0.025 m，
其余参数参考前文的有限元模型。

仿真计算结果如图 7所示。对于不同的管长，管

路 y方向固有频率均大于 x方向的，这与前文的原因

相同。从图中可见，当管长为 0.2 m时，随着拧紧力矩

的增大，管路 y方向第 1阶固有频率提高了 205 Hz；而
当管长为 0.6 m时，随着拧紧力矩的增大，管路 y方向

第 1阶固有频率仅提高 20 Hz。即随着管路长度的增

跨距/mm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跨距/mm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第1阶对比

仿真/Hz
60.62
80.75
113.61
170.38
231.46
201.68

第3阶对比

仿真/Hz
1050.42
787.51
799.68
1045.7
835.93
881.97

试验/Hz
60.4
81.8
118.4
176.4
237.4
211.8

试验/Hz
1052
801.4
811.8
1027.1
829.5
857.5

误差/%
-0.34
1.27
4.05
3.41
2.5
4.78

误差/%
0.15
1.73
1.49
-1.82
-0.77
-2.85

第2阶对比

仿真/Hz
387.26
511.44
498.46
381.13
375.62
570.26

第4阶对比

仿真/Hz
1312.21
1513.82
1515.12
1301.93
1637.96
1340.09

试验/Hz
381.5
511.5
519.4
388.2
364.4
571.3

试验/Hz
1237.2
1516.7
1449
1326.3
1558.6
1354.1

误差/%
-1.51
0.01
4.03
1.82
-3.08
0.18

误差/%
-6.06
0.15
-4.56
1.82
-5.13
1.03

表4 不同跨距下管路固有频率

（a）试验装置

（b）频响函数

图6 不同跨距下频响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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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有频率受拧紧力矩的影响逐渐减小，也即卡箍

的支承刚度对管路固有频率的影响逐渐减小。这是

因为随着管路长度的增加，管路的结构刚度对固有频

率的影响逐渐增大，而支承刚度的影响逐渐减弱。

4 结论

（1）针对双卡箍夹持管路系统，基于ANSYS软件

建立了考虑螺栓连接的管路系统有限元模型，利用锤

击试验和基础激励响应试验进行验证，结果充分表明

本文模型的有效性。

（2）由于卡箍自身结构的不对称性，卡箍刚度也

具有不对称的特点，螺栓预紧方向的刚度大于另一方

向的，通过试验与仿真计算的验证。

（3）通过试验及仿真对比可知，随着拧紧力矩的

增大，管路的固有频率呈提高趋势，对于本文的研究

对象而言，在拧紧力矩达到 8 N·m以后，管路固有频

率趋于稳定。

（4）拧紧力矩对不同长度管路固有特性的作用

不同，管路越长，拧紧力矩的作用越弱，即卡箍的支承

刚度对管路固有频率的影响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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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FMI的航空发动机非线性预测广义最小方差控制

牛 伟 1，王继强 2，3，王修奇 2，3

（1.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航空计算技术研究所，西安 710068；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3.江苏省航空动力系统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16）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具有强非线性的特征和控制需求，结合被控对象对非线性预测广义最小方差控制方法进行了仿真分

析。创新性地引用功能模拟接口标准实现了航空发动机模型和数控燃油调节机构模型的联合仿真。简要介绍了广义预测控制方

法的思想，采用非线性预测广义最小方差控制方法对航空发动机进行控制策略研究，并对控制律中需要调节的参数选择进行了简

单的理论分析，通过仿真分析了每个参数取值对系统控制性能的影响，并确定了所选取的参数值。仿真结果表明：这种方法能够

满足航空发动机的控制需求，与原有PID控制器相比，能在略微降低控制品质的条件下改善执行机构的作动条件。

关键词：联合仿真；非线性控制；预测控制；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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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linear Predictive Generalized Minimum Variance Control of Aeroengine Based on FMI
NIU Wei1，WANG Ji-qiang2,3，WANG Xiu-qi2,3

（1. AVIC Xi’an Aeronautics Computing Technique Research Institute，Xi’an 710068，China；2.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

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3. 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strong nonlinearity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l requirements of aeroengine，the nonlinear predictive general⁃
ized minimum variance control method was analysed combined with the controlled object. The co-simulation of aeroengine model and nu⁃
merical control fuel regulating mechanism model was realized by innovatively quoting the Functional Mock-up Interface（FMI）standard.
The idea of generalized predictive control method was briefly introduced，and the control strategy of aeroengine was studied by nonlinear
predictive generalized minimum variance control method. The simple theoret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for the parameter selection which
needed to be adjusted in the control law. The influence of each parameter value on the system control performance was analyzed by simula⁃
tion，and the parameter value selected was determin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can meet the control requirements of
aeroengine，and can improve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the actuator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lightly lowering the control quality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PID controller.

Key words：co-simulation；nonlinear control；predictive control；aeroengine

航空发动机Aeroengine第 47卷 第 6期

2021年 12月

Vol. 47 No. 6
Dec. 2021

0 引言

现代航空发动机的控制系统研发是一个十分复

杂的系统工程。一方面，该系统是一个涉及诸多学科

的复杂系统，在传统控制系统的全数字仿真研发阶

段，对各部件的设计多采用各专业独立设计的方式，

导致各子系统部件模型无法集成在一个平台上进行

系统级仿真，造成难以解决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多学

科、跨平台、高精度的全数字仿真问题；另一方面，航

空发动机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热机械系统，本质上是

一个非线性特性很强的对象。从控制的角度来讲，航

空发动机控制是一种多变量、非线性、带约束的最优

控制[1]。

对于实现航空发动机控制联合仿真，可以考虑应

用功能模拟接口[2]（Functional Mock - up Interface，
FMI）标准，可以有效扩展模型的交互性和通用性，该

标准目前已发展到了成熟的 2.0版本[3]，且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Nouidui等[4]在建筑能耗模拟引擎中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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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模拟单元（Functional Mock-up Unit,FMU）模型，

实现了房屋能耗模拟方面的联合仿真；Nicolai[5]在汽

车发动机设计领域提出了一种基于 FMI标准的分布

式发动机控制系统与热力学模型及其周围网络的联

合仿真方法；黄志勇[6]利用 Simulink、VS、SCADE等工

具分别对各子系统进行建模，将Simulink模型、C代码

以及 SCADE等其他格式模型封装成 FMU模型，设计

和开发了基于FMI的无人机多源导航系统仿真平台，

实现了系统级的联合仿真。对于航空发动机控制问

题，往往基于部件级模型分别选取不同的稳态点通过

拟合法或者小扰动法得到分段线性状态空间模型，并

在此模型基础上进行线性控制方法设计，但这种方法

不适用于航空发动机全包线控制器设计。Richalet
等[7-8]于 20世纪 70年代末最早提出了预测控制，解决

了工业应用中的许多问题。非线性广义预测控制作

为非线性领域的后起之秀，其主要优势在于能够解决

带非解析模块对象的控制问题。Grimble等[9]在非线

性广义最小方差的基础上，结合预测控制理论发展出

了非线性预测广义最小方差[10]控制和非线性广义方

差滤波器[11]，能够有效解决航空发动机控制中的跟

踪、时滞和抗干扰问题等。

本文介绍了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研发中的 2种
难题并给出解决方法，介绍并实现了非线性预测广义

方差方法在航空发动机中的应用，并通过仿真验证该

方法的可行性及优越性。

1 发动机及燃油计量装置的建模及联合仿真

本文建立的航空发动机模型为某型大涵道比涡扇

发动机部件级模型，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发动

机工作过程中，气流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依次流过发

动机各部件，当气流经过某个部件时，遵循热力学原理

及容积动力学原理计算出气流经过该部件的特性，按

照顺序就可以建立起所有部件的特性方程，当这些部

件共同工作时必然满足质量流量平衡、功率平衡等条

件，基于该原理即可建立航空发动机部件级模型[12]。

本文建立的燃油计量装置主要包括步进电机、等

压差活门、计量活门、油泵等部件，如图 2（a）所示。

燃油经燃油泵进入计量活门，而计量活门的前后压差

由等压差活门确定，该压差值可以通过调整弹簧的预

紧力设定，压差不变时，通过计量活门的燃油流量便

仅与其开度成正比，计量活门的开度经传感器反馈给

控制器，由控制器根据需求位移与反馈实际位移计算

出控制电流驱动步进电机，使得需求位移与反馈实际

位移误差为 0，实现对燃油量的闭环控制。在AMES⁃
im仿真平台中根据以上原理建立该数控燃油计量装

置，如图2（b）所示。

FMI标准定义了一种联合仿真的通用接口规范，

基于该规范建立的模型组件被称为 FMU，如图 3 所

图1 某型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模型

（a）数控燃油计量装置结构

（b）数控燃油计量装置AMESim仿真模型

图2 带步进电机的数控燃油计量装置

图3 FMU结构及变量

差压差活门

油门信号
燃油计量控制器

单圈电位计

步进电机步进电机
计量活门

齿轮泵
喷嘴

P.I.D.k
k ω

Ch

VX
Ch Q

MOT

MMOT X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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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一般情况下，支持FMI标准的仿真工具可以将已

在本平台建立好的模型转换成 FMU。在仿真过程

中，主控程序可以通过FMI标准提供的接口调用从属

程序（FMU）并交换数据，从而完成不同仿真平台所

建模型的联合仿真。本文航空发动机模型基于Mat-

lab / Simulink 平台，数控燃油计量装置模型基于

AMESim平台，本文采用 Simulink作为主控程序，将

在 AMESim 平台上建立的燃油计量装置模型通过

FMI标准导入到主控程序中实现联合仿真。

2 NPGMV方法简介及设计

非线性预测广义最小方差控制（Nonlinear Pre⁃
dictive Generalized Minimum Variance，NPGMV）的基

本控制框架如图 4所示。下面结合已发表的相关文

献简要介绍NPGMV控制器的设计方法。

上文所建立的航空发动机和燃油计量装置的联

合仿真模型即为图中的W1k，显然

u0 = W1k ( u ) （1）
式中：u0为所建联合仿真模型的输入。

图中的线性子系统W0k在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中

可认为是传感器部件，该带时滞的线性子系统和干扰

模型可合并表述为状态空间方程的形式

ì
í
î

x ( t + 1 ) = Ax ( t ) + Bu0 ( t - k ) + Eξ ( t )
y ( t ) = Cx ( t ) + Du0 ( t - k ) （2）

式中：k为时滞大小；ξ（t）为零均值、单位方差的白噪

声信号；y为控制系统输出；A、B、C、D为状态空间矩阵。

基于文献[13]，本文选取的需要优化的广义最小

方差类型的性能指标为

φ0 ( t ) = Pce ( t ) + Fcu ( t ) （3）
式中：Pc为性能权重；Fc为控制权重。

传统的广义预测控制的性能指标通常选择为

J = E {∑
i = 0

N

e ( t + k + i )Te ( t + k + i ) +∑
j = 0

Nu

λ2i u0 ( t + j )Tu0 ( t + j ) |t }（4）
式中：E{·}为期望值；N为预测步长；Nu为控制步长；λj

为控制信号权重。

式（4）可进一步表述为

J = E { ψTψ + U T0 Λ2U0|t }
ψ = [ e ( t + k ) ...e ( t + k + N ) ]T
U0 = [ u0 ( t ) ...u0 ( t + k + N ) ]T
Λ2 = diag { λ20λ21...λ2Nu}T

（5）

使控制信号U0的导数为0，从而得到最优控制率为

V T
NN [ R - CN x̄ ( t + k|t ) - VNNU0 ] - Λ2U0 = 0 （6）

其中

R = [ r ( t + k )   …  r ( t + k + N ) ]T
CN = [ C ( t + k )  C ( t + k + 1 ) A ( t + k )  …
  C ( t + k + N ) AN

k + N ]TVNN =
é

ë

ê

ê

ê

ê

ê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ú
ú

ú

ú
D ( t + k ) 0 … 0 0

C ( t + k + 1 ) B ( t + k ) D ( t + k + 1 ) … 0 0
C ( t + k + 2 ) A ( t + k + 1 ) B ( t + k ) C ( t + k + 2 ) B ( t + k + 1 ) … 0 0

⋮ ⋮ ⋱ ⋮ ⋮
C ( t + k + N ) AN - 1

k + NB ( t + k ) C ( t + k + N ) AN - 2
k + NB ( t + k + 1 ) … C ( t + k + N ) B ( t + k + N - 1 ) D ( t + k + N )

文献中已证明如果定义 PcN=V T
NN以及 Fc0N= -Λ2成立，

那么优化广义预测控制的性能指标 J等价于优化性

能指标 J'
J′ = E{ }ΦTΦ | t （7）

式中：Φ=PcNΨ+Fc0NU0。

从图 4中可见 u（t）是系统的实际控制信号，那么

基于式（3）可得

φ ( t ) = Pce ( t ) + ( Fc0u0 ( t - k ) ) ( t ) + ζcku ( t - k )（8）
式中：ζck为时滞的控制权重。

则相应的信号未来值为

ì
í
î

Φ = PcNψ + Fc0NU0 + ζckNU
ζckNU = diag ( ( ζcku ) ( t ) ⋯ ( ζcku ) ( t + N ) ) （9）

式中：N为控制器的预测步长。

可以通过调整 ζck来消除输入非线性环节对系统

带来的影响。如果系统动态为非线性时，由式（9）得

到最优控制信号为

PcNψ + Fc0NU0 + ζckNU = 0 （10）
即

V T
NN [ ]R - CN x̄ ( t + k | t ) - VNNU0 - Λ2U0 + ζckNU = 0 （11）

式中：U0=[ ](W1ku ) ( t ) ⋯ (W1ku ) ( t+N ) T=W1kNU，可

进一步写成

V T
NN [ ]R-CN x̄ ( t+k | t ) +[ ]ζckN-(V T

NNVNN+Λ2)W1kN U=0 （12）
其中 x̄ ( t + k | t )可以根据卡尔曼滤波器相关原理

图4 非线性预测广义最小方差控制系统结构

ω（t）
干扰

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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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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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到预测控制中获得

ì

í

î

ïï

ïï

x̄ ( t + k | t ) = Ak
k x̄ ( t | t ) + T ( k, z-1 ) u0 ( t )

T ( k, z-1 ) =∑
j = 0

k - 1
Ak - 1 - j
k B ( t + j ) z-( k - j ) （13）

其中 x̄ ( t | t )由卡尔曼滤波器获得。

联合式（10）~式（13）得到最优控制律为

V T
NN [ ]R - CNAk

k x̄ ( t | t ) +
[ ]ζckN - (V T

NNVNN + Λ2 + V T
NNCNT ( k, z-1 )C I0 )W1kN U = 0（14）

根据式（14）整理得到 2种不同表达形式的最优

控制信号

Uopt = -[FckN - (V T
NNVNN + Λ2 +

]V T
NNCNT ( k, z-1 )C I0 )W1kN

-1
V T
NN [ ]R - CNAk

k x̄ ( t | t )
（15）

Uopt = -F -1ckN{V T
NN [ ]R - CNAk

k x̄ ( t | t ) - [ (V T
NNVNN + Λ2·

}][ ](V T
NNVNN + Λ2 + V T

NNCNT ( k, z-1 )C I0 )W1kN U
（16）

为了实现滚动优化，对控制律方程作进一步变形。

在式（16）的等号两边同时左乘C I0 =[ ]I 0 ⋯ 0 ，可

写为

uopt = -C I0F -1ckN{PcN [ ]R - CN Akk x̄ ( t | t ) -
}[ ]( PcNP TcN + Λ2 + PcNCNT ( k, z-1 )C I0 )W1kN U

（17）

并将 ( PcNP TcN + Λ2 )展开为[ ]Y1 Y2 形式，得到

( PcNP TcN + Λ2)W1kNU = Y1W1kNu ( t ) + Y2W1k( N - 1 )Uf（18）
式中：Uf为系统未来的控制信号，可以表示成W1k( N - 1 )Uf =
[ ]W1ku ( t + 1 ) ⋯ W1ku ( t + N ) 。

最终整理得到最优控制信号为

uopt = -C I0F -1ckN{PcN [ ]R - CN Akk x̄ ( t | t ) -
}Y2W1k( N - 1 )U f - [ ](Y1 + PcNCNT ( k, z-1 ) W1ku ( t )
（19）

3 航空发动机广义预测控制仿真

根据第 3章中设计控制器的方法进行仿真，得到

控制器结构如图 5所示。其中，设置饱和函数是为了

限制控制变量的范围，这是基于实际航空发动机物理

特性的考虑，以燃油流量为例，其值显然要始终保持

在某一合理的范围之内。

在上文推导出的最优控制律中可见，可调节的参

数一共有 3个：FckN、-Λ2和 N，下面简要分析一下如何

选取这3个参数的值[15]。

（1）FckN的选取。在某种程度上，FckN决定了最优

控制律的性能，所以如何选取FckN在广义预测控制领

域是比较慎重也是比较困难的。依据文献[14]，首先

对上文中建立的联合仿真模型进行PID控制设计，并

使得PID控制器满足控制性能要求，此时便得到PID的

控制参数CPID（z-1），使FckN=CPID（z-1）即确定了FckN的值。

（2）Λ2的选取。Λ2代表性能指标中每个控制变量

的权重大小：当每个元素的权重值都选择较小时，说

明此时性能指标认为误差对控制性能的影响较大，所

以更加重视误差，不考虑控制代价的影响；反之，说明

此时性能指标更加重视控制代价。通常选择 Λ2=λ·
diag（a，b，c），本文选取 a、b、c分别为 1、1、0.6，那么此

时Λ2值便只由 λ的取值惟一确定，下文将通过仿真说

明 λ的取值对系统控制的影响。

（3）N 的选取。N 为预测步长，其数值决定了非

线性子系统模块数，其值的选择将在下文中给出仿真

评估。

结合上述分析，在进行最优控制器设计时，需要

确定 λ和 N 这 2个参数的值，所以本文对这 2个参数

进行仿真评估。

首先确定 λ的值，研究不同N值控制器对系统的

控制效果，仿真结果如图 6所示。就本文N的取值范

围来看，N 越小，系统阻尼越大，响应时间越长；N 越

大，系统阻尼越小，超调量越大。如果只考虑系统的

动态性能，就尽量选取较大的N值，但是N取值越大，

计算量就越大。

图5 控制器结构

控制器 Y2W1k（N-I）
Uf C0I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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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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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选择 1个确定的N值，研究不同 λ值对控

制性能的影响。为了减少计算量，设定 N=1，改变 λ

值，得到不同 λ值下的仿真结果，如图 7所示。从图中

可见，在相同条件下，λ值越小，系统阻尼越小，响应

越快，超调量越大；λ值越大，系统阻尼越大，响应越

慢。如果在不考虑 N值对控制性能的影响和在可接

受超调量范围内的条件下，λ取值越小越好。

根据上文仿真分析可见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

即：减小 λ值和增大 N 值作为获得较好动态性能的 2
个手段，会使得控制量变化更加剧烈以及发生超调，

这会增大执行机构的压力，而且在实际过程中执行机

构肯定存在一个反应时间，导致其变化无法达到控制

器计算出的控制量变化的要求；同时，执行机构的作

动范围也存在极限。这些问题都约束着 λ和 N 的取

值。所以，在实际工程中，往往是对整个系统进行综

合评估后才能确定 λ和 N 值。考虑到本文主要做最

优控制器的仿真研究，所以暂时忽略考虑执行机构的

延时问题，并划定控制量的变化范围。最后，选取 λ=
0.08，N=7，将NPGMV控制器与 PID控制器的控制效

果进行对比，仿真结果如图8、9所示。

从图 8中可见，对于本文选取的发动机 3个参数

来看，在对系统动态性能的影响方面，PID控制相较

（b）低压相对转速输出响应

（c）涡轮前温度输出响应

图6 不同N值时的系统输出响应

（a）高压相对转速输出响应

（b）低压相对转速输出响应

（c）涡轮前温度输出响应

图7 不同λ值时的系统输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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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NPGMV控制来说响应较快，但超调量也更大。一

般来说，如果控制策略使得被控系统的动态性能越

好，那么系统付出的控制代价也会越大。从图 9中可

见，相较于 PID控制，NPGMV控制的 3个控制变量变

化明显更加平缓，幅值更小，无疑缓解了执行机构的

作动压力。以本文所建立的数控燃油计量装置执行机

构为例，其计量活门和等压差活门的结构中都存在弹

簧，而显然高频率高幅值的作动会严重降低其动态性

能和弹性品质，甚至改变其弹性刚度或者弹簧预紧力，

导致执行机构不能供给航空发动机相应的燃油流量，

从而降低航空发动机性能，而当弹性刚度或者弹簧预

紧力改变超过某一极限时，会造成执行机构的硬故障，

而如果此时飞机处于飞行状态时，其后果不可估量。

综上，本文提出的基于非线性预测广义最小方

差控制，在仿真过程中没有出现系统不稳定现象，很

好地解决了控制器的稳定性问题，这主要得益于基于

系统 PID控制器参数的设计方法；同时，具有解决非

解析模块系统控制问题的能力，能在略微降低控制品

质的条件下减小控制变量的量级并且缓解了执行机

构的作动压力，延长了执行机构的使用寿命。

4 结束语

通过本文对非线性预测广义最小方差控制算法

在航空发动机机中的仿真来看，该控制律的设计具有

设计简单、调试方便的优点，且计算量小，考虑了时滞

问题等，可以满足航空发动机对控制器实时性的控制

要求，是一种有效的控制策略，具有良好的工业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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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桨发动机轴台试验方法

张永飞，魏秀利，邹植伟，杨建丰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株洲 412002）

摘要：为实现某涡桨发动机在轴台稳定运行，对该发动机机载控制系统进行了详细研究。对该发动在轴台的控制系统增加了

水力测功器、用PEC模拟器代替PEC控制器，及增加航电模拟器代替航电控制器。根据该发动机的工作模式和控制方式，参考以

往轴台试验经验，制定了初始试验方法：发动机调试从低状态到高状态、先稳态后加减速，测功器采用多种控制模式自由切换的飞

行模拟模式。通过多次试验验证和修正，探索出一种适应该涡桨发动机轴台试验的方法，并应用于轴台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

解决了PEC模拟器代替PEC控制器、航电模拟器应用于发动机轴台试验、发动机加速时转速超调及状态切换时转速波动等问题，

实现了PEC模拟器参与测功器控制、水力测功器与发动机的协同工作。

关键词：涡桨发动机；轴台；试验方法；PEC模拟器；水力测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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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est Method of One Turboprop Engine on a Turboshaft Engine Test Bench
ZHANG Yong-fei，WEI Xiu-li，ZOU Zhi-wei，YANG Jian-feng

（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Hunan 412002，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nsure the stable functioning of one type of turboprop engine on turboshaft engine test bench，the airborne con⁃
trol system of one type turboprop engine were researched mainly . For the control system of the turboshaft engine test bench，hydraulic dy⁃
namometer should be added，PEC simulator should be added to take the place of PEC，and avionic simulator should be added to take the
place of avionic controller. According to the work mode and the control method of the turboprop engine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turboshaft
engine test bench，an initial test method was put forward. After a series of test verifications and modifications，an ultimate test method
adapting to advanced turboprop engine on turboshaft engine test bench was obtained。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question of replacing the
PEC controller with the PEC simulator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vionics simulator to the turboshaft engine test bench，the matter of the re⁃
volving speed overshoot during the accelerating period of engine and the revolving speed fluctuation during condition shifting is solved by
the method. Meanwhile，the PEC simulator participates in the control of the dynamometer，and the cooperative work of the hydraulic dyna⁃
mometer and the engine is realized.

Key words：turboprop engine；turboshaft engine test bench；test method；PEC simulator；dynam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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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与活塞发动机相比，涡桨发动机尺寸小、质量

轻、振动小、推进效率高、功率质量比大；与涡扇发动

机相比，其耗油率低、起飞推力大。 因此涡桨发动机

被广泛用于运输机、轰炸机和教练机等[1]。自 1942
年，英国研制出世界上第1台涡桨发动机“曼巴（Mem⁃
ba）”开始，到目前，国外已成功研制出 4代涡桨发动

机。20世纪 70年代以前投产的第 1代涡桨发动机：

Dart、PT6A系列和 TPE331系列的早期型号、NK-4、
AI-20等；70年代末 80年代初期研制的第 2代涡桨

发动机：PW100系列早期型号、CT7-5和TPE331-14/
15等；90年代以后投入使用的第 3代涡桨发动机：

AE2100、TPE351-20和 PW150A；2011年投产的第 4
代涡桨发动机TP400-D6[2]。

中国从 1966年初开始研制涡桨发动机，到现在

主要研制出涡桨-6、涡桨-5、涡桨-9系列发动机，其

中涡桨-5系列发动机已停产。根据国外涡桨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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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划分标准[2]，涡桨-6、涡桨-9系列发动机分属第

1、2代涡桨发动机。与国外相比，中国在涡桨发动机

研制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中国已开启第 3
代涡桨发动机的研制。

涡桨发动机在研制过程需要2种试车台：一种是发

动机+螺旋桨的试车台，其工作模式与装机状态一致，称

为桨台；另一种是用测功器代替螺旋桨的试车台，用于

精确测量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和扭矩，称为轴台[3]。

第 1、2代航空螺旋桨发动机的控制比较简单，在

不同状态下其输出轴转速保持不变，或者导叶角度保

持不变，通常采用测功器和发动机分开控制的方法，

即测功器的控制模式为转速或扭矩控制模式，在控制

发动机变换状态时只需要通过操纵杆控制发动机状

态以改变输出功率即可。对于较先进涡桨发动机而

言，在变换状态时，螺旋桨的转速、扭矩都需要根据发

动机状态的变化而改变，在装机状态下这些功能均由

发动机电子控制器（Engine Electronic Control）、螺旋

桨控制器（Propeller Electronic Control）和操纵杆来实

现[3]。原有测功器和发动机独立控制的方法无法满

足先进涡桨发动机的轴台试验。

为实现某涡桨发动机在轴台与水力测功器相互

匹配且稳定运行，结合该发动机的控制方式和装机工

作状态，对轴台试验提出新方法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和

试验验证。

1 某涡桨发动机工作原理

某涡桨发动机装机状态的控制系统由操纵杆、

EEC和 PEC组成，操纵杆包括状态杆（Condition Level
Actuator, CLA）和功率杆（Power Level Actuator,PLA），

由飞行员操作，用于对EEC和PEC发送指令改变发动

机状态；EEC用于控制发动机的燃油流量、放气调节活

门和点火等，实现对发动机的状态控制、监控和保护[3]；

PEC用于控制螺旋桨的桨叶角度，实现对螺旋桨的状

态控制、监控和保护[3]。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EEC和

PEC进行双向通讯，共同实现飞机动力系统（发动机+
螺旋桨）的协调控制[4] ，涡桨发动机轴台工作原理如图

1所示。

2 轴台新增试验设备

2.1 螺旋桨控制器模拟器

在轴台，与涡桨发动机配合工作的是水力测功

器，并非螺旋桨，在控制方面需裁剪螺旋桨控制系统，

增加水力测功器的控制系统。因发动机与螺旋桨的

控制系统间存在数据相互交联，为保证发动机控制系

统正常工作，裁剪螺旋桨控制系统、增加水力测功器

的控制系统后，还须引入 PEC模拟器，由其模拟螺旋

桨控制系统在发动机全部工作状态下的工作状态，为

发动机控制系统匹配正确的交联数据和工作环境。

PEC模拟器主要由工控机、显示器、接口调理电

路和RS422通讯模块及电缆等组成。PEC模拟器根

据来自EEC提供的发动机状态和 PLA的信息以及车

台提供的 CLA信息计算出桨叶角度和转速给定值，

再通过桨叶角度计算、修正得到扭矩给定值，同时按

照通讯协议将发动机控制系统所需的螺旋桨状态参

数全部发送至 EEC，并将转速/扭矩信号发送至车台

水力测功器，其工作原理如图2所示。

图1 某涡桨发动机轴台工作原理

图2 PEC模拟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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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测功器

发动机在轴台试验时，用水力测功器来吸收动力

涡轮的输出功率，通过控制水力测功器的进/出水门的

开/关度来控制动力涡轮的输出扭矩和转速，使其与发

动机工作时的状态一致。根据发动机的输出转速、功

率、扭矩选用低速相应水力测功器[6]。该测功器由控制

器、测功器本体，液压站组成[7]，其控制系统如图3所示。

从图中可见，通过控制器将来自PEC模拟器的信

号转换为载荷指令，并发送给电动液压伺服阀，由其

根据指令调整进/出阀门开/关度，进而控制测功器的

进出水量，以适应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实现测功器与

发动机实时协调匹配工作。

2.3 航电模拟器

发动机地面台架试验需要机载大气数据计算机、

发动机指示和空勤告警系统以及发动机监控才能正

常工作，为满足以上需求须增加航电模拟器。在试验

中，航电模拟器与EEC进行通讯，将来自车台的操作

指令通过ARINC429总线发送至EEC；将来自EEC的

发动机参数、报警信号和故障信号进行实时显示和保

存，并将所有来自EEC的信号发送至车台设备。

航电模拟器由工控机、显示器、接口调理电路、

ARINC429和RS422通讯模块及电缆等组成[8]，其功能

如图4所示。

从图中可见，由数据处理单元（Data Processing
Unit,DPU）将操作指令转变为数字格式传递给 EEC，
并将EEC输出的报警信号转变为模拟信号传递给车

台显示，记录来自 EEC经 ARINC429总线传递的数

据；由大气数据单元（Air Data Unit,ADU），其将大气数

据通过ARINC429总线传送给EEC；发动机监控单元

（Engine Monitor Unit,EMU）主要用于显示和记录EEC
经RS422传送的发动机和螺旋桨工作参数和健康状况。

3 轴台试验方法

该发动机在轴台的试验方法原理是由测扭器、测

功器、飞轮、PEC模拟器以及配套设备组成的功率吸

收测量系统代替飞机螺旋桨系统。其中，采用测扭器

对发动机输出的扭矩进行测量，根据测得的扭矩和转

速计算出发动机的输出功率[9]；测功器用于模拟螺旋

桨的加载模式进行工作，并吸收发动机的功率；飞轮

用于模拟螺旋桨转动惯量。由电子控制系统根据功

率需求调整燃油流量和放气调节活门实现对发动机

的状态控制，同时根据传感器信号实现对发动机状态

的监测、限制和保护[10]，并将发动机运行数据和状态

信息实时传送给航电模拟器以及与 PEC模拟器实现

数据交换、协同工作，最终实现该涡桨发动机在轴台

顺利运行，工作原理如图5所示。

该发动机轴台整机试验的具体方法如下：

（1）操作员调节车台操作系统的 PLA和 CLA，车
台操作系统发出 3组信号分别至PEC模拟器、EEC和图4 航电模拟器功能

图5 轴台试验方法原理

图3 测功器控制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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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电模拟器[11]。

（2）发送至 PEC模拟器的信号为 CLA角度等，

PEC模拟器将CLA角度和EEC提供的 PLA的角度转

换为对应的转速/扭矩信号，并发送至水力测功器，由

其根据指令调节进/出水阀门开/关度来调节水量，以

匹配发动机的转速/扭矩。

（3）发送至EEC的信号为 PLA角度等，该信号经

处理后发送至发动机和PEC模拟器，发送至发动机的

信号对发动机实施控制，调节其供油量、放气调节活

门等进而调节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发动机输出动力通

过叠片联轴器、测扭器传给水力测功器，由其将发动机

的机械能转化为水的热能，对其进行吸收和测量[7]。

（4）发送至航电模拟器的信号经转换后发送至车

台数据采集系统[12]，进行显示与存储。

4 试验验证

该发动机装机状态的控制规律为地慢至空慢状

态采用恒扭矩控制模式，空慢至最大状态采用恒转速

控制模式，控制模式转换点在空慢状态上推最大状态

之间。现有涡桨、涡轴发动机在轴台试验时，其测功

器的控制均为单一控制模式（恒扭矩控制、恒转速控

制或位置控制），无法满足该涡桨发动机的轴台试验。

该涡桨发动机需采用能实现多种控制模式自由切换

的飞行模拟（Flight Simulation Mode）模式。在调试过

程中发现，因水利测功器的工作特性，发动机从空慢

状态上推大状态过程中，各参数在控制模式转换点波

动大，转换时间长（约 1 s），难以实现测功器控制与发

动机控制良好匹配。

为解决以上问题，得出该涡桨发动机更适用于轴

台试验的测功器控制规律：起动至地慢状态采用恒转

速控制模式，地慢至空慢状态用开环控制模式，空慢至

最大状态采用恒转速控制模式。具体试验验证如下。

4.1 试验要求

（1）在试验过程中，控制模式切换时发动机各参

数无扰动[13]；

（2）发动机在稳态时参数波动小于±0.5%，瞬态

波动小于±4.0%。

试验按从低状态到高状态逐步增加[14]，先调稳定

状态后再调加减速的原则进行[15]。

4.2 地慢、空慢状态试验

在试验初期按该涡桨发动机装机状态控制规律

调试，发现发动机无法退出空慢状态，停车后分析车

台通信，决定在下拉 CLA时增加“退出空慢”的指令

发送至 PEC模拟器，再次试验，发动机成功退出空慢

状态。

通过试验多次验证，得出该发动机在进水阀开度

为 X%时，地慢、空慢状态NP转速均能达到相应目标

值，并稳定运行，波动值均为±0.3%，与桨台试验参数

及设计值对比情况见表 1，试验参数曲线如图 6所示。

表中和图中的参数均为无量纲化参数，其含义：θ0为

大气温度；NH为发动机高压涡轮转速；NP为发动机输

出转速；MQ为发动机输出扭矩；P为发动机输出功率；

Wf为燃油耗油量；Inlet、Outlet分别表示测功器进/出
水阀门开/关度。

从表 1中可见，地慢状态轴台的试验值与桨台的

基本相符，空慢状态轴台的状态略低于桨台的状态（与

测功器控制有关）。从图6中可见，发动机在轴台起动

时测功器进水阀无波动，进水压力波动范围为±3.6%；

地慢、空慢状态工作稳定，参数正常，状态变换时超调

量均小于±4.0 %。

4.3 空慢以上状态试验

发动机从空慢上推大状态过程中，在测功器控制

特征

设计

轴台

桨台

设计

轴台

桨台

状态

地慢

空慢

θ0 /℃
21
22.1
31.7
20.4
30.1
21
21.8
31.1
19.8
30.3

NH /%
63.9
64.4
63.9
63.9
64.5
75.2
73.1
74.7
77.1
77.1

NP /%
18.5
18.5
18.5
17.4
17.5
61.1
61.1
61.1
61.1
61.1

MQ /%
10.6
10.7
10.3
10.3
10.7
14.5
6.0
6.1
14.7
12.2

Wf /%
12.0
12.2
12.1
10.4
11.6
24.4
19.8
19.7
24.5
23.1

表1 地慢、空慢状态性能参数

图6 发动机地慢、空慢状态参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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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转换点，各参数波动大。试验后经多次研究讨

论、试验验证，将测功器控制模式改为：起动至地慢状

态采用恒转速控制模式，地慢至空慢状态采用开环控

制模式，空慢至最大状态采用恒转速控制模式。再次

试验，各参数波动正常并成功上推巡航、爬升、起飞、

最大状态，试验参数见表 2，上推最大状态的试车曲

线如图7所示。

从表 2中可见，发动机各状态轴台的试验值与设

计值基本相符；从图 7中可见，发动机从空慢上推至

最大状态过程中控制模式转换时各参数变化正常，无

波动、无超调现象；稳态时参数波动小于±0.5%。

在试验中，发动机在巡航、爬升、起飞、最大状态

间变换时Np震荡，测功器无法稳定工作，经研究讨论

后将巡航以上状态变换时 PEC模拟器的Np的给定由

阶跃值改为连续值。试验验证在巡航以上状态变换

时Np变化正常，发动机工作稳定，各参数波动在允许范

围内，其中NP波动值为±0.1%，满足发动机试验要求。

4.4 加减速试验

在加减速试验中，发动机加速过程存在Np超调

量大的现象，经多次调整测功器转速模式的PID参数

和Rate Reset值（调节测功器阀门的跟随速度），使Np
超调量大幅降低，直至满足试验要求，试验结果见表

3，空慢至最大状态加速试车曲线如图8、9所示。

从表 3和图 8、9中可见，在发动机加减速过程中，

Np瞬态波动均小于±4.0%，各参数变化平稳、响应迅

速，无震荡、卡滞现象，满足试验要求。

5 结论

（1）PEC模拟器成功地取代了 PEC，与测功器匹

配良好；

（2）测功器的“飞行模拟”控制模式可满足该涡桨

发动机对多段输出转速控制的需求；

（3）该涡桨发动机轴台试验方法合理可行，实现

了某涡桨发动机在轴台与水力测功器的协同工作。

状态

巡航

爬升

起飞

最大状态

设计

试验

设计

试验

设计

试验

设计

试验

θ0 /℃
15
25.5
15
28.2
15
28.8
15
28.6

NH/%
93.3
94.1
93.7
94.5
94.3
95.6
95.7
97.2

NP/%
78.7
78.7
83.3
83.3
94.4
94.4
94.4
94.4

MQ /%
88.5
89.0
86.4
88.3
85.1
86.7
94.2
93.8

Wf/%
79.5
80.2
82.0
81.8
84.7
84.9
89.1
90.3

表2 发动机空慢以上大功率状态性能参数

图7 空慢—最大状态过程各参数曲线

上推状态

巡航

巡航

爬升

爬升

起飞

起飞

最大状态

最大状态

上推时间/s
2
1
3~4
1
3~4
1
3~4
1

NP /%
80.3
81.6
85.2
85.8
94.8
95.5
97.8
98.0

△NP /%
2
3.64
2.22
3
0.4
1.1
3.3
3.7

振动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表3 加减速调试结果

图8 空慢至最大状态1 s加速曲线1

图9 空慢至最大状态1 s加速曲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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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分离器砂尘分离效率试验参数影响分析

徐大成，陈 冰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株洲 412002）

摘要：砂尘试验是评估和验证粒子分离器砂尘分离能力的核心方法，砂尘分离效率试验结果除受试验器测试精度影响，还与

砂尘投放方式直接相关。为了摸清某粒子分离器砂尘分离效率的试验影响因素，结合流动机理分析、CFD仿真和试验方法，分别

针对粒子分离器进口粒子分布均匀性、砂尘浓度和喷砂速度 3种因素对砂尘分离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粒子分离器

进口砂尘分布均匀性是影响砂尘试验结果的主要因素，在给定浓度分布模型下，进口砂尘非均匀分布比非均匀分布砂尘分离效率

降低接近 7%；进口砂尘浓度在 2000 mg/m3范围内变化不会对分离效率试验结果产生显著影响；喷砂速度增大，大粒径粒子受壁面

反弹影响，使粒子分离器总分离效率呈下降低趋势。

关键词：粒子分离器；分离效率；机理分析；仿真分析；试验；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1.1+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06.011

Influence Analysis of Test Parameters on Sand Dust Separation Efficiency of Particle Separator
XU Dacheng，CHEN Bing

（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Hunan 412002，China）

Abstract：Sand dust test is the core method to evaluate and verify the sand dust separation ability of particle separator. The results of
sand dust separation efficiency test are not only affected by the precision of the tester，but also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and dust delivery
mode.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tes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and dust separation efficiency of a particle separator，the effects of particle distribu⁃
tion uniformity，sand dust concentration and sand blasting velocity on the separation efficiency of particle separator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low mechanism，CFD simulation and test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and dust distribution uniformity at the inlet of
particle separator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sand dust test results. Under the given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model，compared with
the non-uniform distribution of inlet sand dust，the separation efficiency of non-uniform distribution of sand dust decreases by nearly 7%.
The inlet sand dust concentration within 2000 mg/m3 will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eparation efficiency. With the increase of
sand blasting velocity，the total separation efficiency of particle separator decrease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wall rebound of large size particle.

Key words：particle separator；separation efficiency；mechanism analysis；simulation analysis；test；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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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涡轴发动机吸入砂尘会出现旋转部件磨损、燃油

喷嘴和涡轮叶片气膜孔堵塞等现象[1]，导致性能降

低，寿命急剧缩短，维护成本倍增，因而在砂尘环境下

工作的涡轴发动机大多安装进气防护装置——粒子

分离器。在20世纪 60年代中期以后相继出现了拦阻

式过滤器和弯管式、多管式及整体式粒子分离器等多

种类型砂尘防护装置，显著提升了直升机涡轴发动机

砂尘环境适应性。

砂尘分离效率是粒子分离器的关键技术指标。

美国军方[1]对某发动机进行的 AC粗砂测试结果显

示：分离效率为 85%的粒子分离器可使发动机砂尘

环境使用寿命提升 5倍以上；若分离效率提高至

96%，发动机砂尘环境使用寿命可提升 28倍之多。

因而，准确评估粒子分离器砂尘分离能力对发动机砂

尘环境下使用性能、飞行安全、维护性和经济性等起

着重要作用。砂尘试验是评估粒子分离器砂尘分离

能力的核心方法[2]，国内外学者对此开展了大量研

究。Breitman等[3]通过砂尘试验验证了整体式粒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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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器性能；Barone[4]采用 PIV试验方法测试了整体式

粒子分离器内部气砂两相流场；唐静[5]开展了粒子分

离器砂尘试验用的投砂装置设计和调试试验；吴恒刚

等[6]通过试验研究了整体式粒子分离器分流器位置

对分离效率的影响；李洁琼等[7]研究了主流路流量、

扫气比、进口马赫数、进口砂粒浓度和分离器间距对

整体式粒子分离器性能的影响规律；支明等[8]采用

PIV试验方法研究了某粒子分离器内部流场特性。

从国内外研究情况来看，目前砂尘试验研究对象

主要针对粒子分离器，对砂尘试验自身影响因素的研

究未见公开报道。粒子分离器砂尘试验结果受砂尘

投放装置模拟粒子分离器进口砂尘分布、砂尘浓度、

喷砂速度及砂尘收集精度和测试设备误差等诸多因

素影响，直接关系到粒子分离器砂尘分离效率测试结

果的准确性，有必要开展深入研究。本文结合机理分

析、数值仿真方法和试验方法，对某整体式粒子分离

器砂尘分离效率试验参数影响进行分析。

1 砂尘试验方法

1.1 试验原理

粒子分离器砂尘试验是在试验室环境下，模拟粒

子分离器在发动机上的真实工作状态，评估或验证粒

子分离器砂尘分离能力的一种方法。砂尘试验系统

（如图 1所示）采用吸气式动力布局，主要由投砂、砂

尘收集和流量测量装置，以及主气流和清除流管路等

组成。在试验过程中，在动力风机抽吸作用下驱动主

气流和清除流，粒子分离器达到指定流量状态后，利

用投砂装置向粒子分离器进口投放一定质量、浓度和

速度的砂尘，含有砂尘的气流进入粒子分离器后，经

粒子分离器分离后的砂尘进入清除流管路，相对清洁

气流进入主气流管路。进入清除流管路的砂尘被砂

尘收集装置收集，通过计量收集砂尘的质量可计算得

到粒子分离器砂尘分离效率。

1.2 测试误差分析

试验过程测量参数主要包括主气流和清除流流

量、砂尘投放质量M1和清除流的收集质量M2，砂尘

质量采用电子秤计量，量程范围内实际测量误差

为±1 g，砂尘收集装置实际收集精度为99%。

粒子分离器对砂尘的质量分离效率为

η = M2 /M1 × 100% （1）
对式（1）求偏导数可得分离效率误差为

ση = ± ( )∂η
∂M1

ΔM1

2
+ ( )∂η
∂M2

ΔM2

2
（2）

ΔM1仅受质量计量误差影响，投砂总量 1000 g产
生的砂尘收集质量误差为±1 g，则

ΔM1 = ±1g
ΔM2受砂尘收集效率和质量计量误差综合影响，

若粒子分离器分离效率按 85%计算，那么投砂总量

1000 g产生的砂尘收集质量误差为±8.5 g，则
ΔM2 = ± (1 )2 + ( 8.5 )2 = ±8.56 g。
由式（2）可得计算误差为

ση = ± ( )∂η
∂M1

ΔM1

2
+ ( )∂η
∂M2

ΔM2

2
× 100% =

± ( )-M2
M 21
× 1

2
+ ( )1
M1
× 8.56

2
× 100% =

± ( )- 85010002 × 1
2
+ ( )1
1000 × 8.56

2
× 100% ≈ ±0.86%

综上可见，试验系统测试误差在±1%以内，证明

利用本测试系统测试精度可满足试验需求。

2 数值仿真方法

为研究粒子分离器部件内部流动特征和性能参

数影响规律，文献[9]开展了数值验证工作，流场计算

采用Realizable k - ε湍流模型，粒子轨迹计算采用离

散相（DPM）模型，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可以较好地符

合，验证了所采用计算方法的可靠性。本文利用

FLUENT商用软件，采用与文献[9]相同的计算方法进

行了某整体式粒子分离器 3维黏性数值仿真，计算模

型如图 2所示。该粒子分离器为带预旋叶片的整体

式粒子分离器，粒子依靠预旋叶片和驼峰型流道产生图1 试验系统原理

清除流砂尘
收集装置 流量计 流量调节阀

动力风机

清除流 排砂风扇 高速源

投砂装置

粒子分离器主气流
主气流砂尘
收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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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离心力向外流道运动，经过气动力拖曳、壁面反弹

后进入清除流通道，清洁气流经过反旋叶片消除旋流

后进入压气机。粒子分离器进口边界给定压力进口，

出口边界给定压力出口，计算状态选取发动机最大状

态，清除流流量占主气流流量的 16%，计算采用四面

体网格，壁面采用三棱柱网格进行等比加密，网格总

量约235万。

粒子轨迹模拟采用离散相模型，粒子材料为石英

砂，形状假设为球形，按粒度大小分为C级砂和AC粗

砂2种规格，粒径d分别为0～1000 μm和0～200 μm，2
种砂均符合 GJB1171-91[10]，粒径分布近似服从 Ros⁃
in-Rammler分布[6]

Yd = e-( d/d̄ )n （3）
式中：Yd为粒径大于 d的粒子的质量分数；d̄为粒子平

均直径；n为分布指数。

基于响应面法可求得 C级砂 d̄ = 275 μm，n =
1.77；AC粗砂 d̄ = 39.3 μm，n = 1.036。粒径分布曲线

如图3所示。

假设壁面为铝合金材料，粒子与壁面碰撞前后参

数变化关系（如图4所示）按如下经验模型[11]表示为

V2
V1
= 1 - 2.03β1 + 3.32β 21 - 2.24β 31 + 0.372β 41 （4）

β2
β1
= 1 + 0.409β1 - 2.25β 21 + 2.19β 31 - 0.531β 41 （5）
Vn, 2
Vn, 1

= 0.993 - 1.76β1 + 1.56β 21 - 0.49β 31 （6）
V t, 2
V t, 1

= 0.988 - 1.66β1 + 2.11β 21 - 0.67β 31 （7）
式中：β为粒子与壁面的夹角，rad；V为粒子速度；下

标 1、2分别代表入射和反射参数；n、t分别代表切向

和法向参数。

3 参数影响分析

3.1 粒子分离器进口粒子分布均匀性

国外粒子分离器砂尘试验采用模拟均匀砂尘投

放方法[12-13]，结合砂尘分离机理和数值仿真分析方法

针对粒子分离器进口砂尘分布均匀性对砂尘分离性

能的影响进行分析。

首先，建立粒子分离器进口截面粒子分布简化模

型，如图 5所示。假设粒

子均匀分布在经过点 E和

点Fi（i=1，2，…4）的 2个圆

形包络的环形区域（即流

道内壁附近的环形区域），

采用第 2章基于离散相模

型的两相流计算方法得到

不同粒子分布区域面积

AEFi 与粒子分离器进口面

图3 砂尘粒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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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A0 比值下的砂尘分离

效率，见表 1。从表中可

见，在 AEFi /A0 < 1.0时，分

离效率发生显著变化，进

口砂尘分布均匀性对粒子

分离器砂尘分离效率产生

显 著 影 响 ；在 AEFi /A0 =
0.59时，C级砂的分离效率比均匀分布模型 AEFi /A0=
1.00）的低 5.1%，AC粗砂的分离效率比均匀分布模型

的低 6.9%。这一点可以从粒子分离器内部砂尘运动

机理的角度进行定性分析，本文采用第 2章的计算方

法对粒子分离器进行两相流模拟，通过在粒子分离器

进口径向均匀释放粒径分别为 5 μm和 500 μm的粒

子，粒子运动图谱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见，小粒径

粒子（d=5 μm）表现出明显的随流特性，位于分界轨

迹线BFG（红色虚线）上方的粒子在清除流道分离，其

下方粒子则进入主流道，若 AEFi /A0减小，其分离效率

将会随之降低；而大粒径粒子（d=500 μm）则主要借助

自身惯性和壁面反弹作用分离，仅位于流道中部条带

区域（粉色）的粒子被吸入主流道，若AEFi /A0减小，中部

条带区域粒子浓度将增大，即更多的大粒子将进入主

流道，分离效率相应降低。综合分析大粒径和小粒径

粒子分离机理可知，进口砂尘分布情况是影响粒子分

离器砂尘分离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3.2 进口砂尘浓度

随着砂尘浓度升高，粒子与粒子、粒子与气流之

间相互干扰作用增强，粒子之间相互碰撞产生动量变

化，影响粒子运动轨迹和碰撞反弹特性。K.ANAND
等[14]研究了粒子通量对材料磨蚀率的影响，建立了1阶
粒子碰撞模型，如图7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入射粒子

束与反弹粒子束之间形成

干扰区，随着入射粒子通量

增加，碰撞区内入射粒子与

反弹粒子相互碰撞的几率

增大，造成反弹速度亏损，

影响粒子运动轨迹。

砂尘浓度越低，粒子间相互干扰作用越弱，对砂

尘分离效率影响也越小。GJB 2525-95[15]规定了粒子

分离器部件进口砂尘浓度为 53 mg/m3，若按此浓度进

行部件砂尘分离试验，砂尘投放时间为

t = M1 ρg
Csṁ in

（8）
式中：ρg为空气密度；Cs为投砂浓度；ṁ in为进气流量。

若进气流量为 5.4 kg/s、投砂总量为 1 kg，则每个

状态点投砂时间为

t = M1 ρg
CSṁ in

= 1000 × 1.225
53 × 10-3 × 5.4 × 3600 ≈ 71.3 min

因而若按 53 mg/m3的浓度开展砂尘分离效率试

验，将耗费大量时间。为提高效率，砂尘试验一般采

用加速等效方法，即在投砂量一定的情况下，提高粒

子分离器入口砂尘浓度。为不影响砂尘试验结果，在

粒子分离器砂尘试验过程中砂尘浓度可控制在

53~530 mg/m3[12]。另外，从砂尘防护装置砂尘试验标

准 ISO 5011[16]中发现，试验时粒子分离器进口砂尘浓

度可以达到 2000 mg/m3。对此，在投砂质量一定、不

同投砂浓度的条件下进行了粒子分离器砂尘试验，最

小砂尘浓度控制在 500 mg/m3左右，最高砂尘浓度控

制在 2000 mg/m3 左右，试验结果见表 2。从表中可

见，在试验的砂尘浓度下，试验结果并无显著变化，说

图7 粒子碰撞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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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砂浓度/
（mg/m3）
530
2060
445.2
1913

分离效率/%
89.9
89.5
68.8
68.0

表2 砂尘浓度对比试验结果

AEFi A0

0.59
0.73
0.89
1.00

分离效率/%
C级砂

88.9
91.2
92.6
94.0

AC粗砂

74.7
77.7
80.1
81.6

表1 粒子分布对分离效率

影响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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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试验砂尘浓度范围内，粒子与粒子、粒子与气流

间相互作用很弱，不会影响砂尘试验结果，同时证明

采用加速等效的砂尘试验方法可行，并将大幅缩短试

验时间。

3.3 粒子分离器进口喷砂速度

直升机在实际起飞、着陆过程中，弥漫在空气中

的砂尘在气流卷吸作用下进入粒子分离器，进口粒子

运动速度相对气流有一迟滞过程[17]，比气流速度要

慢，而在砂尘试验过程中采用压缩气源喷砂方式喷

砂，通过调节气源压力控制喷砂速度。为此，对粒子

分离器进行了不同喷砂速度下的砂尘分离效率仿真

计算，计算结果如图8所示。

从图中可见，随着喷砂速度与进气速度比值

Vs /Vg的增大，砂尘分离效率呈缓慢降低趋势，进口喷

砂速度在 0.65~1.35倍进气速度范围内变化时，粒子

分离器砂尘分离效率相比 Vs /Vg = 1时的降低不超过

1%。

为分析喷砂速度对砂尘分离效率影响不显著的

原因，计算了不同喷砂速度下粒子分离器对不同粒径

粒子的分离效率，如图9所示。

从计算结果中可以发现：（1）Vs /Vg一定时，随着

粒径增大，惯性离心力增大，粒子分离效率呈升高趋

势，当粒径大于 15 μm时，壁面反弹作用影响逐渐增

强，分离效率出现降低趋势；（2）粒子粒径一定时，对

于粒径小于 20 μm的粒子，由于自身惯性小，运动受

气动曳力主导，具有较好的随流性，在 Vs /Vg=0.65~
1.35范围内变化时，其离心力变化很小，运动轨迹几

乎不变，分离效率也几乎不变；对于粒径大于 20 μm
的粒子，运动受离心力和壁面反弹作用主导，在 Vs /Vg
=0.65~1.35范围内变化时，受离心力和壁面反弹作用

影响，粒子运动轨迹发生变化，致使分离效率也出现

波动，相比 Vs /Vg = 1时的波动范围在 1%~3%。这里

大于 20 μm的粒子分为 2部分，其中大部分粒子会与

壁面发生碰撞，其余少部分则不与壁面发生碰撞而直

接进入主气流道或清除流道，如图 10所示。与

Vs /Vg = 1的粒子相比，在 Vs /Vg = 1.35时，与壁面发生

碰撞的粒子与粒子分离器外流道碰撞点提前，受壁面

曲率影响，反弹后粒子运动轨迹向主气流通道偏移，

进入主流道可能性增大，因而这部分粒子的分离效率

降低；少量不与壁面发生碰撞的粒子运动轨迹向外流

道偏移，进入清除通道可能性增大，其分离效率会有

所提高，但这部分粒子数量相对较少。而在 Vs /Vg =
0.65时则反之。

综上，由于小于 20 μm的粒子运动受气动曳力主

导，分离效率几乎不受喷砂速度影响；大于 20 μm的

粒子中与壁面碰撞的粒子数量占优，分离效率主要受

壁面反弹作用影响，随着喷砂速度增大，粒子与外流

道碰撞点提前，反弹后粒子运动轨迹向主气流通道偏

移，致使粒子分离效率降低，因只有运动轨迹在分流

唇口附近的少部分粒子的分离效率会受反弹作用受

影响，致使粒子分离器总分离效率随进口喷砂速度增

大呈缓慢降低趋势。

4 结论

（1）建立了粒子分离器进口砂尘分布模型，结合

图9 不同喷砂速度下的粒子分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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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机理分析和CFD仿真分析证实粒子分离器进口

砂尘分布的均匀性是影响砂尘分离效率的主要因素；

（2）砂尘试验结果和相关资料显示，进口砂尘浓

度约为 2000 mg/m3，砂尘浓度变化不会对分离效率试

验结果产生显著影响，通过合理控制砂尘浓度，采用

加速等效试验方法可大幅缩短试验周期；

（3）喷砂速度增大，大粒径粒子受壁面反弹影

响，使粒子分离器总分离效率呈降低趋势，但影响

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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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科技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直升机在各领

域的应用逐渐增多，其故障也随之而来。为了保障飞

行安全，对直升机尤其是对其发动机的故障检测尤为

重要。在国外，民用航空发动机叶片检测以孔探仪检

测和涡流检测为主，比较先进的技术有基于激光超声

与扫描探针显微镜相结合的无损检测技术，这种技术

可开展纳米尺寸上的研究。在中国，曹强等[1-2]开展

了有关无损检测技术在军用飞机修理中的应用研究，

指出无损检测仍然存在局限性，并提出在军用飞机维

修中应用声振检测、DR检测、相控阵检测等技术，但

是对原位无损检测的研究比较少，大多处于离位检测

状态。无损检测定量评估技术在航空领域的应用主

要包括民用飞机飞行品质适航性评估、民航飞行安全

定量评估、民用飞机软件可靠性定量设计和评估等，

直升机涡轴发动机叶片损伤检测与定量评估

李小丽，陈新波，何忠祥，黄富明

（海军航空大学 青岛校区，山东青岛 266041）

摘要：针对某型舰载直升机涡轴发动机第 1级压气机叶片无法实现损伤原位检测与定量评估的技术难题，结合实际工况，选

取涡流检测作为原位无损检测方法，进行涡流检测定量评估方法研究。通过设计专用传感器和预制人工裂纹的试块，根据传感器

检测情况，利用相位转化法得到人工缺陷的涡流检测幅值。采用正态概率分布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进行定量评估，得到涡流检测

阻抗平面缺陷与检测信号的定量关系，解决了涡流检测仪阻抗平面显示标定定量评估的难题。对定量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

明：所设计的专用传感器可有效解决第 1级压气机叶片裂纹缺陷的检测问题；得到的定量关系 y=585.29x-51.531符合实际情况，将

该定量方法用于涡流检测仪进行定量评估，可实现自动评估，对实际应用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压气机叶片；涡流检测；原位无损检测；定量评估；舰载直升机；涡轴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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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 Detection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Helicopter Turboshaft Engine Bl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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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technical problem that the damage in-situ testing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first stage compressor blades
of a helicopter turboshaft engine could not be realized，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working conditions，eddy current testing was selected as
the in-situ nondestructive testing method to study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 of eddy current testing. Through the design of special
sensor and prefabricated artificial crack test block，according to the detection situation of the sensor，the eddy current detection amplitude
of artificial defects was obtained by the phase conversion method. Using normal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and univariate linear-regression
analysis for quantitative evaluation，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dy current testing tester plane defects and detection signals was
obtained，and the problem of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eddy current instrument impedance plane display calibration was solved. The quanti⁃
tative relationship is tested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ecial sensor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crack defect testing of first stage compressor
blades.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y=548.83x-51.266 obtained accords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quantitative method is applied to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eddy current tester，which can realize automatic evaluation，and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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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设计过程试验数据后期处理阶段，主要采用权威

数据法、算术平均法对数值的标准差、变异系数进行

估计等。目前在国际上，定量评估技术在航空发动机

叶片无损检测上的应用尚浅，而在航空领域也仅应用

于民用航班的安全性、可靠性研究。

某型直升机常年飞行、停放在高湿度、高温度、高

盐分的大气中，自然环境和工作环境对该型直升机发

动机叶片有严重影响[3-4]。发动机叶片在使用过程中

容易发生损伤，出现裂纹、缺口、掉块、撕裂、烧蚀等损

伤缺陷，曾在地面试车和空中飞行过程中发生多次叶

片断裂故障，打伤发动机，造成飞行安全事故。目前

对该型直升机发动机的日常维护以定期检修时的无

损检测为主，根据该型直升机维护规程，主要使用孔

探仪进行原位目视检测。孔探仪检测只能针对已经

出现较大缺口、掉块、撕裂或烧蚀的发动机叶片进行，

而无法检测出微小裂纹损伤，且检测工位受限、人为

因素干扰较大，不能及时发现细微损伤而导致检测结

果可靠度偏低。孔探仪检测设备普遍体积偏大、设备

复杂，不便于在狭小空间操作。在某型直升机发动机

叶片损伤的原位检测中没有采用定量检测，大多是出

现损伤即换件，导致资源利用率不高、维修劳动强度

大和直升机出勤率大幅降低。

本文通过设计制作专用传感器，采用概率正态分

布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分析试验数据，针对某型直升

机发动机叶片进行了原位损伤检测方法研究。

1 叶片损伤分析

某型舰载直升机采用的涡轴发动机为多级轴流

式结构，具有 12级压气机叶片。该涡轴发动机在工

作时，气流由整流罩前端进入进气导向器，并依次通

过压气机各级转子形成高压高速气流[5]。在发动机工

作过程中，压气机转子叶片会产生很大的惯性离心

力、气动力和振动交变应力等。

第 1级压气机叶片处于压气机转子的前端，发动

机在地面起动工作时会吸入大量空气，地面的外来物

如细小砂砾会进入发动机进气道，在高速气流的作用

下打击第 1级压气机叶片，使其产生压痕和细微裂

纹。在高湿度、高温度、高盐分的大气中，裂纹在应力

集中的尖端发生腐蚀而扩展。而在通常采用孔探仪

进行的日常检查中，并不能有效发现裂纹缺陷。

综合上述分析，确定将第 1级压气机叶片的裂纹

缺陷作为损伤原位无损检测研究对象。

2 叶片无损检测

2.1 原位无损检测

某型涡轴发动机第 1级压气机叶片原位安装情

况如图 1所示。根据相关维护规程采用内窥检测，但

只能检测到缺口、掉块、撕裂、烧蚀等缺陷，而无法检

测到该发动机第 1级压气机叶片上的裂纹缺陷，需要

选用其他检测方法检测裂纹缺陷。

常用的无损检测方法有涡流、超声、磁粉、射线和

渗透检测。其中，磁粉、射线和渗透检测不能对该压

气机叶片进行原位检测[6-7]。超声检测一般需要耦合

剂，结合图 1可知，该发动机第 1级压气机转子叶片前

端进气道空间狭小，不便于涂抹和清理耦合剂，且超

声检测使用的传感器的体积相对于叶片而言普遍较

大，不便于实施原位检测；涡流检测不需要耦合剂，与

检测对象可以有一定距离或直接接触，能够进行多种

测量，第 1级压气机叶片的进气边能外露出来，可通

过设计专用传感器进行检测，实现疲劳裂纹监控，该

检测方法工艺简单、操作容易、检测速度快、结果采集

方便，可在短时间内重复采集数据[8-9]。

综合以上情况，选择涡流检测方法进行某型舰载直

升机发动机第1级压气机叶片裂纹缺陷的原位检测。

2.2 专用试件设计

某型舰载直升机发动机第 1级压气机叶片材料

为 TC8钛合金，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用标准

涡流检测方法 GJB 2908-97》对发动机叶片设计不同

大小的人工缺陷，通过分析多次数、多状态的检测结

果，研究不同程度裂纹的信号类型，实现裂纹与检测

信号的定量评估。

根据以上要求进行发动机叶片的对比试块设计，

人工缺陷参数见表1。

（a）进气道 （b）第1级压气机叶片装配位置

图1 某型涡轴发动机进气道和第1级压气机叶片原位安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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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电火花加工法对发动机叶片进行人工缺陷

加工[10]，缺陷实物如图2所示。

2.3 专用传感器设计

发动机叶片叶型曲率

较小，接近于平面，且需要

较高的检测灵敏度，故采

用放置式检测线圈（又称

为点式检测线圈或探头），

如图3所示。

经过对比，采用绝对

式检测线圈对叶片缺陷进

行检测。其缠绕方式如图

4所示。

根据涡流环理论，计

算放置式线圈检测试件的

特征频率

fg=66079μ r σr 2b
（1）

式中：μr为磁导率；σ为电导率；rb为线圈半径[11]。

TC8合金为非磁性金属，即 μr=1，经测量可知TC8
合金的电导率为 97.6%IACS，即σ=56.8 MS/m，故确定

特征频率 fg，从而确定工作频率 f1=（10~50）fg。
某型舰载直升机发动机叶片的进气边厚度 d=

0.5~1.5 mm，且裂纹缺陷一般都贯穿叶片。为满足涡

流信号有效渗透，有效渗透深度应不小于叶片进气边

厚度，即 δ=2.6y≥0.5～1.5 mm（y 为标准渗透深度，工

程中通常定义2.6倍标准渗透深度为有效渗透深度），

标准渗透深度[12]

y = 1
πfμσ =

503
fσ

（2）
由式（2）可确定工作频率 f2=13382~120446 Hz。
确定线圈直径主要考虑以下几点：（1）线圈的直

径越大，检测范围越大，且一般为磁芯直径的 3倍；

（2）线圈的直径越大，检测灵敏度越低；（3）线圈缠绕

越薄，灵敏度越高[13]。根据以上影响因素及实际灵敏

度和检测作用范围要求，选择磁芯直径为1.0 mm，材料

为锰锌，加上绕制导线，检测线圈总直径约为1.16 mm。
根据航空维修中所使用的涡流仪，其阻抗的取值

范围为 1～2 kΩ，根据XL=2πfL，可求得绕组线圈电感

量L。线圈匝数N估算式为

N=
50 ( )D0 + 2l + 1.36 l

D0
·L

μs D20
（3）

式中：μs为磁芯有效磁导率；l为线圈长度；D0为线圈

平均直径[14]。

由于受叶片的实际安装位置限制，将传感器的接

触部分设计成阶梯型，为

满足检测灵敏度要求和抑

制边缘效应，通过试验找

到线圈磁芯的最佳安装位

置。专用传感器的制作如

图5所示，检测时可将卡槽

状部位卡在叶片进气边缘。

3 定量评估

3.1 专用试块检测

用设计的专用传感器和专用试块进行涡流检测

试验，将计算得到的检测频率作为最初频率，通过实

际检测试验得到最佳检测状态时的频率 f=1.2 MHz。
对第 2.2节中设计的缺陷叶片试块进行检测，检

测效果较好，其中1.0 mm裂纹检测结果如图6所示。

图3 放置式线圈结构

图4 绝对式检测线圈的

接线方式

图5 专用传感器制作

磁芯
位置

侧视图

俯视图

磁芯
位置

表1 发动机叶片对比试块设计参数 mm
叶片序号

1
2
3
4
5
6
7

缺陷长度

0.2
0.3
0.5
0.8
1.0
1.5
2.0

缺陷宽度

0.1
0.1
0.1
0.1
0.1
0.1
0.1

（a） I级压气机叶片

图2 叶片人工损伤实物

（b）人工缺陷位置

磁芯

外壳线圈

试件

1.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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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大量检测试验可知，由于受叶片厚度影响，

在检测过程中阻抗图模式下涡流信号发生零点漂移，

遇到裂纹缺陷后，试件上涡流分布发生较大变化，呈

现在阻抗图界面下表现为涡流信号的采样数据点轨

迹突变，如图7所示。

通过数据点在存在缺陷时信号轨迹的变化量来

研究缺陷信号，为提高检测结果的可靠性，不同裂纹

缺陷叶片采集 20次检测结果作为数据样本，叶片缺

陷涡流检测信号幅值见表2。

3.2 定量评估技术

涡流检测的结果受到检测人员的操作水平、设备

自身干扰以及叶片的厚度变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且对

结果的影响都是随机的[15]，所以同一裂纹的检测信号

在一定范围内是一个随机数，因此同一裂纹缺陷的信

号轨迹幅值满足正态分布。设 x为信号轨迹的幅值，

根据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有

f（x）= 1
σ 2π e

- ( x - μ )22σ2 （4）
式（4）表示涡流测量结果信号阻抗幅值 x服从均

值为μ、标准差为σ的正态分布，即 x～N（μ，σ²）[15]。

根据正态分布概念，可以选取使得概率密度函数

达到最大值的众数幅值 x 作为该裂纹缺陷的最佳检

测结果，即在诸多影响因素作用下，每次检测结果的

幅值都会在小范围内变化并趋近于 x。

由表 2的检测结果计算得到裂纹长度和概率密

度最大取值对应的众数幅值，计算结果如图8所示。

从图中可见，裂纹尺寸与对应的幅值峰值基本满

足线性分布。采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拟合裂纹尺寸

和峰值幅值的关系，假设裂纹尺寸为 x，峰值幅值为

y，则满足

ŷ = bx + a （5）

式中：a、b为回归系数，可通过数据样本求出[15]。

经计算，按统一的检测参数设置进行检测时，裂

纹尺寸与峰值幅值满足 y=585.29x-51.531，且可决系

数R2=0.9908，表示回归模型系数的拟合优度较高，即

裂纹尺寸在 99.08%的程度上与涡流检测结果幅值密

切相关，更具有实际意义。

4 原位检测方法应用

对第 3.2节中得到的

结论 y=585.29x-51.531进
行实际验证，对 1.0 mm人

工裂纹叶片进行涡流检

测，经计算得到检测结果

幅值为 533.7。对实际检

测结果（如图 9所示）进行

幅值转化为 562.9，基本符

合实际情况。

图6 专用缺陷叶片涡流

检测结果

图7 叶片缺陷检测信号轨迹

0.2
0.3
0.5
0.8
1.0
1.5
2.0

0.2
0.3
0.5
0.8
1.0
1.5
2.0

1
55.6
111.1
166.7
318.9
600.0
777.8
1061.1

11
45.6
107.8
250.0
422.2
683.3
888.9
977.8

2
34.4
116.7
251.1
405.6
638.9
788.9
975.6

12
42.2
97.8
238.9
488.9
566.7
826.7
1053.3

3
48.9
98.9
221.1
392.2
678.8
744.4
1066.7

13
52.2
133.3
227.8
405.6
583.3
788.9
1061.1

4
37.8
100.0
283.3
395.6
638.9
641.1
1177.8

14
57.8
111.1
222.2
493.3
588.9
758.9
1064.4

5
50.0
116.7
194.4
388.9
553.3
777.8
1116.7

15
54.4
147.8
196.7
472.2
548.9
806.7
1111.1

6
50.0
94.4
170.0
466.7
683.3
844.4
1111.1

16
46.7
123.3
241.1
477.8
566.7
826.7
1138.9

7
54.4
95.6
207.8
361.1
505.6
797.8
961.1

17
43.3
141.1
238.9
455.6
651.1
816.7
1188.9

8
48.9
100.0
172.2
445.6
611.1
805.6
1103.3

18
45.6
144.4
233.3
433.3
552.2
814.4
1257.8

9
46.7
114.4
166.7
466.7
626.7
860.0
1171.1

19
52.2
126.7
232.2
480.0
640.0
888.9
1175.6

10
42.2
113.3
216.7
488.9
645.6
750.0
1114.4

20
51.1
97.8
628.9
361.1
211.1
777.8
1104.4

表2 叶片缺陷涡流检测信号幅值
图8 正态分布值

图9 1.0 mm叶片检测

结果阻抗

信号轨迹

众
数

幅
值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 1 2 3 4 5 6 7

裂纹长度/mm

检测信号幅值/mV
检测次数

裂纹尺寸/
mm

检测信号幅值/mV
检测次数

裂纹尺寸/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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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制作该叶片裂纹缺陷涡流检测的专用试块和

专用传感器并进行试验，该传感器能较好地完成某型

发动机第1级压气机叶片的裂纹缺陷检测。

（2）对传感器的线性度进行研究可知，该传感器在

特定检测参数下检测结果信号轨迹满足 y=585.29x-
51.531。解决了涡流检测仪阻抗平面显示标定定量

评估的难题，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3）可将该定量方法用于阻抗平面显示涡流检测

仪，实现计算机自动定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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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叶尖定时原理的整体叶盘振动测试与分析

刘 海，娄金伟，胡 伟，王洪斌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某发动机整体叶盘风扇部件第 1级转子叶片振动故障，应用基于叶尖定时原理的多通道非接触叶片振动测试系统

对不同气动状态、不同运行转速下叶片振动参数进行测量，采用整级叶片行波分析方法分析得到了整体叶盘转子叶片的振动形式

以及叶片振动随风扇气动状态和运行转速的变化规律。测试分析结果表明：该整体叶盘转子叶片在多个转速下存在非同步振动，

同时静子参考系可观察到前行波，叶片振动频率、激振因素及振动节径均随转速变化，叶片振动Campbell图存在 2条明显的激振

线，与叶片 2弯和 1扭振型频率线基本一致。通过测试分析可知振动激励源为宽频激励，且与试验件静子结构激振因素无关。可

通过提高叶片自身刚度、强化阻尼效果、降低弯扭耦合来改善叶片振动特性。

关键词：整体叶盘；叶片振动；叶尖定时；行波分析；非同步振动；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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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bration Test and Analysis of Blisk Based on Tip-timing Theory
LIU Hai，LOU Jin-wei，HU Wei，WANG Hong-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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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iming at the vibration fault of the first stage rotor blade of an engine blisk fan components，a multi-channel non-contact
blade vibration test system based on the tip-timing theory was used to test the blade vibration parameters under different aerodynamic
states and different operating speeds. Using the all-blade travelling wave analysis method，the vibration form of blisk rotor blade and the
variation law of blade vibration with the fan aerodynamic state and operating speed were obtained. The test and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rotor blades of the blisk have asynchronous vibration at multiple rotating speeds. At the same time，the forward traveling wave can be ob⁃
served in the stationary reference frame，and the blade vibration frequency，excitation factor and vibration nodal diameter change with the
rotating speed. There are two obvious excitation lines in the Campbell diagram of blade vibration，which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frequency
lines of the second bend mode and the first torsion mode of blades. Through the test and analysis，it can be seen that the vibration excitation
source is broadband excitation，and independent of the excitation factors of the test piece stator structure. The blade vibration characteris⁃
tics can be improved by improving the blade stiffness，strengthening the damping effect and reducing the bending torsion coupling.

Key words：blisk；blade vibration；tip-timing；traveling wave analysis；asynchronous vibration；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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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航空发动机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风扇/压
气机逐渐向低级数、高压比方向发展，小展弦比叶型、

整体叶盘结构设计的应用使得风扇/压气机转子叶片

的振动问题日益突出。叶片的结构阻尼不断减小，所

承受的气动载荷却不断提高，气流诱导叶片振动的气

动弹性问题尤为严重[1-2]。

典型转子叶片振动监测手段包括应变片法和叶

尖定时法（Blade Tip-Timing，BTT），前者属于接触式

测量，通过粘贴在叶片表面的电阻应变片实时感应叶

片振动，将叶片应变转换成电信号并通过引电器或遥

测方式输出；后者属于非接触式测量，基于叶尖定时

测振原理，利用机匣处叶尖定时传感器实时获取转子

叶片叶尖的到达时刻，结合相应处理算法获取叶片的

振动结果，该方法与应变片法相比改装量少、周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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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同时监测所有叶片的振动情况[3-5]。

非接触叶尖定时法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60年代，

从单叶片振动分析发展到通过整级叶片振幅分析盘

片耦合振动，从研究由结构因素引起的同步共振发展

到由复杂气动因素引起的非同步振动，分析方法不断

发展完善[6]。Watkins等[7]提出静子坐标下同盘转子叶

片振动频率可由叶片转子坐标系下测得叶片振动频

率及整数倍转速进行表征，但未介绍具体测试及分析

方法；Heath等[8]和Zielinski等[9]通过深入研究，提出叶

盘转子振动节径可通过不同传感器互谱相位及物理

角度关系确定，并将非同步振动分析方法由单叶片方

法发展为整级全叶片方法；胡伟等[10]和李勇等[11]结合

叶片非同步振动试验数据对Heath和Zielinski等的理

论进行验证，并采用信号混叠理论得到转子坐标系叶

片振动频率；Kharyton等[12]结合叶尖定时与应变片测

试数据分析了失速条件下压气机叶片非同步振动规

律，并根据分析结果估算叶片疲劳寿命；Krause等[13]

采用叶尖定时整级叶盘分析方法研究压气机喘振过

程叶片振动特性，并与应变片动应力结果进行对比，

二者结果基本一致。

在某整体叶盘 3级风扇测试过程中，常规单传感

器叶尖定时法监测到磨合过程中第 1级转子叶片出

现多次振幅异常增大，并超过安全监测限制值，由于

单传感器法通常只能获取叶片振幅，无法获取频率、

振型等更多振动信息，因此本文采用多路叶尖定时传

感器（多模光纤传感器）对风扇第 1级转子叶片进行

振动测量，获取叶片振动参数，分析振动特点及变化

规律，为风扇改进设计提供数据参考。

1 叶尖定时法叶片振动测试原理

叶尖定时法采用机匣上周向分布的多路非接触

传感器（多模光纤传感器、电涡流传感器等）获取被测

转子叶片叶尖的到达时刻序列，通过不同计算方法对

到达时刻序列进行处理和拟合，结合叶片振动类型分

析得到叶片振动频率、幅值、振型等振动特性结果，测

试原理如图1所示。

对于叶片数为 N 的转子系统，在相同转速周期

内，传感器 j处转子叶尖到达时差 δj可由叶尖达到传

感器的理论时间 tje和实际测得时间 tjm表示[13]

δj = tje - tjm （1）
其中，叶尖到达传感器 j的理论时间为

tje = Θ j

ω
（2）

式中：Θj为传感器周向位置；ω为转子转速。

于是，传感器测得的叶片叶尖周向变形aj为

a j = δ jωr （3）
式中：r为转子叶尖半径。

根据不同的叶片振动类型，叶片振动分析分为同

步振动分析和非同步振动分析。同步振动是主要由

转子叶片前后静子产生气流尾迹激振产生的与转子

转频成整数倍的振动，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双参数法、

自回归法和正弦拟合法；非同步振动是主要针对因不

稳定气流流动和叶片自激等因素而产生的与转子转

频不成整数倍关系的振动，分析方法主要有基于傅里

叶变换及数据拟合的单叶片分析法和整级叶片行波

分析法[14-15]。

2 测试方法

为满足叶片振动频率、振型等参数分析的需要，

采用多路叶尖定时传感器（多模光纤传感器）对风扇

第 1级转子叶片进行振动测量。风扇试验装置及叶

尖定时测试系统如图2所示。

因叶片振动产生机理不明确，为兼顾叶片的同步

振动与非同步振动测量的需要，同时考虑试验件机匣

空间限制要求，沿转子叶片同截面周向布置 5支光纤

传感器。为保证同步振动关注阶次可识别，这里主要

图1 叶尖定时测试原理

图2 风扇试验装置及叶尖定时测试系统

N叶片转子

叶尖定时
传感器

TOAN TOAN
TOA2

N

TOA2
TOA1
TOA2
TOA1

N 1 231 23

叶片脉冲
序列

转速脉冲
序列

信号采集与预处理信号采集与预处理 计算机处理模块计算机处理模块

转速传感器
光纤传感器 前置放大器

电机 增速器 排气段 风扇 稳压箱 进气扩压段

TO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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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转子叶片前后静子对应激振因素及机匣椭圆度、

气流不均匀等产生的 2E～6E（E 为同步振动关注阶

次）激振因素影响，采用比例因子求和法确定传感器

分布角度，比例因子S的表达式为

S = 2 sin E ( )θi - θj
2 （4）

式中：θi和 θj为不同传感器的物理角度。

布置传感器时需保证比例因子之和为最大值。

除考虑关注阶次可识别外，还需考虑叶盘节径的可分

辨性，本文通过对叶盘可能节径进行良好度计算来实

现，节径良好度G（n）表达式为

G ( n ) =∏
i = 1

k

( )cos ( )Θcs i - nΘbsi + 1 /2 （5）
式中：n为叶盘节径；Θcsi为第 i对传感器互谱相位角；

Θbsi为第 i对传感器物理夹角。

节 径 良 好 度 1 为 最

优，0为最差。经分析计算

确定的光纤传感器沿周向

的布置角度如图 3 所示。

传感器沿风扇试验件轴

向布置的位置均为第 1 级

转子叶尖前缘，转速定位

信号通过压气机试验器

磁钢片提供。

在试验过程中采用磨合升转，通过调节试验件可

变进口导流叶片（variable inlet guide vane，vigv）及内/
外涵节气门位置，测量各状态下第 1级转子叶片振动

结果，分析其变化规律。试验过程如图 4所示，在静

子角度为设计角度的情况下，分别录取工作线（内/外
涵节气门位置 50%）、近堵点线（内/外涵节气门位置

35%）、堵点（内/外涵节气门位置 10%）线上 vigv为
40°、35°和 30°状态下叶片的振动特性。为保证风扇

的安全，在试验过程中各状态转速提升只录取至接近

安全监测限制值位置。

3 试验结果及分析

3.1 振动测量

风扇试验件按图 4
中的方案进行磨合转速

提升，在磨合过程中调

节内外涵节气门位置和

vigv角度，采用非接触叶尖定时测试系统对第 1级转

子叶片振动情况进行测量，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叶片振

动位移的测量结果如图 5所示。叶片振动较大转速

处振幅结果见表1。

从图 5和表 1中可见，在多个转速下出现叶片振

幅异常增大，且振动异常转速不具有重复性，通过调

整节气门位置和 vigv角度可改善部分转速下叶片的

振动，但并未彻底解决。

3.2 数据分析

根据风扇试验件结构要素对可能出现的响应阶

次进行同步振动拟合良好度分析，部分分析结果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见，针对结构因素激励引起的转子

叶片同步振动，各响应拟合良好度均在0.5以下（良好

度为 1时最优），结合风扇试验件在历次转速提升过

程中出现叶片振动异常的转速不具有重复性，且因风

扇气动状态改变而发生变化，可排除结构因素引起的

同步振动，在后续分析中侧重采用非同步振动分析方

法处理振动数据。

非同步振动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单叶片分析法和

整级叶片分析法。由于叶尖定时法以转子转速频率

对叶尖振动数据进行采集，单叶片的最大分析频率为

图3 光纤传感器沿周向的

分布（逆航向）

37.2°
42.2°70.8°109.0°130.2°

图4 风扇试验过程

压
比

流量

vigv30°vigv35°vigv40°
vigv30°vigv35°vigv40°

vigv30°
vigv35°

vigv40°

50/5050/50
35/35

10/10

图5 叶片振动位移测试结果

叶
片

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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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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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5500
5000
4500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转
速
/（r
/mi
n）

时间/s
4000350030002500200015001000500

sensor5sensor4sensor3sensor2sensor1转速

节气门位置/%
内涵/外涵

50/50
50/50
50/50
35/35
35/35
35/35
10/10
10/10
10/10

vigv角度/
（°）
40
35
30
40
35
30
40
35
30

转速/
（r/min）
5280
5640
5800
3170
3490
3866
3007
3000
2980

振幅均值/
mm
5.37
5.19
5.08
3.64
4.74
5.61
3.50
3.58
3.38

最大振幅/
mm
6.75
6.60
5.80
4.90
6.90
6.90
5.01
5.50
5.75

表1 叶片振动振幅结果（半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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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频的一半，导致单叶片频谱中多数响应存在混叠，

需结合最小二乘法等数据拟合方法对实际响应频率

进行还原，该方法对噪声较为敏感，精度较低，适用于

分析叶片频率差异性较大的情况；整级叶片分析法将

叶盘上所有叶片作为同一个采样对象进行处理，假设

所有叶片以相同幅值、频率振动，各叶片振动相位沿

周向连续，整体表现为行波模式振动，该方法更适用

于分析叶片频率差异性小的整体叶盘情况[10-11，16]。因

此，本文采用整级叶片行波分析法对叶片振动数据进

行分析和处理。

叶盘在静止情况下的振动因结构圆周对称会存

在节径，当叶盘旋转时，节径随之旋转，在静子参考系

上会观察到行波，其运动方向与转子转向相同为前行

波，运动方向与转子转向相反为后行波。在这种情况

下，叶片振动响应可表示为[8，13]

Ske
iϕk = ∑

n = nmin

nmax
Ane

i ( )n
2π ( )k - 1

Nb
+ Φn

（6）
式中：Sk和 φk为转子叶片振动幅值和相位；Nb为叶片

数；k为叶片号（1，2，…，Nb）；n为叶盘振动节径数，正

值对应前行波，负值对应后行波，对于偶数叶片，nmax=
Nb/2，nmin=1-Nb/2，对于奇数叶片，nmax=（Nb-1）/2，nmin=
-（Nb-1）/2；An和Φn分别为节径 n 下的振动响应幅值

和相位。

转子参考系单一激励频率，振动频率为ωr，由式

（6）得到随时间变化的叶片振动响应

Ske
iϕk eiωrt = ( )∑

n = nmin

nmax
Ane

i ( )n
2π ( )k - 1

Nb
+ Φn

eiωrt （7）

式（7）给出叶片在转子参考系下的振动特性，假

设叶盘各叶片同频振动，叶片相位角连续变化，节径

n下叶片间相位角为 2πn/Nb，对叶盘上连续叶片振动

响应振幅进行傅里叶变换可得到静子参考系下的行

波响应。在静子参考系下，叶片角向位置因转子旋转

会随时间改变，当转子以转速Ω旋转时，式（7）右侧可

变为

( )∑
n = nmin

nmax
Ane

i ( )n
é

ë
êê

ù

û
úú

2π ( )k - 1
Nb

+ Ωt + Φn

eiωrt =

( )∑
n = nmin

nmax
Ane

i ( )n
2π ( )k - 1

Nb
+ Φn

ei ( )ωr + nΩ t

（8）

根据式（8）可得到静子参考系下叶片振动频率ωs

ωs = ω r + nΩ （9）
式（9）中节径 n由不同传感器测得的叶片振动相

对相位与传感器物理间隔角的比值获取

n = Θcs
Θbs

（10）
式中：Θcs为传感器互谱相位角；Θbs为传感器物理夹角。

利用整级叶片进行傅里叶变换时，采样频率为转

频与叶片数的乘积，相比单叶片分析会降低多重频率

混叠，提高信噪比，同时根据式（9）所列关系，全叶片

频谱分析中单一响应频率会出现多重频率成分，各频

率成分间隔为转频整数倍。对于叶片数较少，同时转

速较低的情况，进行整级叶片傅里叶变换时仍可能出

现不满足采样定理的情况，导致静子参考系下叶片振

动频率存在混叠，此时需结合叶片计算结果及测试经

验，对真实频率进行计算

fA = || kfC - fs （11）
式中：fA为静子参考系下叶片混叠频率；fC为分析频

率，这里为采样频率的一半；fs为静子参考系下叶片

的真实频率；k为整数。

进行整级叶片频谱分析时通常不会出现较严重

的混叠情况，根据测试经验，这里可取 k=1 进行真实

频率计算。

依据整级叶片行波分析理论对被测转子叶片振

动数据进行处理，结果见表 2，部分转速整级叶片频

谱分析结果如图 7所示。fA对应的真实频率计算结果

为表 2中的 fs。从图中可见，整体叶盘表现为非同步

振动（非整阶次），存在振动节径；叶片振动频率、激振

因素及节径均随转速变化，结合表 1中试验件硬件状

图6 在不同转速下同步响应阶次拟合良好度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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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可知，vigv角度及内/外涵节气门对叶片振动频率影

响较小，但激振因素明显改变；在部分转速下叶盘存在

2阶动频M2和M3，以频率较低的M2为主导，响应振幅较

大；频谱图中存在单一响应频率对应的多重频率成分，

各频率成分间隔为转频整数倍，与理论分析一致。

整级叶片相对相位角及单叶片混叠频率结果如

图 8所示。图中蓝线为叶片相位角，红线为对单个叶

片振动数据进行傅里叶变换得到的混叠频率。从图

中可见，整级各叶片相位角连续变化，同时各叶片振

动混叠频率相同，表明整级叶片以相同频率振动，与

前面整级叶片行波分析理论的假设条件一致。此外，

结合表 2中节径结果为正值，可判断各转速下叶片振

动均可在静子坐标系观察到前行波。

根据表 2中分析结果，同时结合整体叶盘振动理

论计算结果得到叶片振动 Campbell如图 9 所示。图

中蓝线为叶片动频计算结果，绿线为激振因素。从图

中可见，叶片振动以非同步（非整阶次）为主，激振因

素分布在 4E～8E间，振动激励源为宽频激励；测试分

析得到 2阶叶片动频M2和M3与计算中 f2和 f3 2阶模态

频率基本一致，分别对应2弯和1扭振型。此外，f2和 f3

2阶频率分离度随转速先减小后增大，如图 10所示。

当频率分离度较小时，会增加弯扭耦合振动的可能。

4 结论

（1）转子叶片在多转速下存在异常振动，振幅存

在一定发散，降转后振幅减小；异常振动转速因试验

件硬件变化而改变，叶片振幅量级无明显改变。

（2）叶片以非同步振动（非整阶次）为主，在静子

参考系可观察到前行波，叶片振动频率、激振因素及

振动节径均随转速变化而变化。

（3）根据 Campbell图，叶片振动存在 2条明显的

激振线，与叶片 2弯和 1扭频率线基本一致，以 2弯成

转速/（r/min）
5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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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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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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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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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5.5
5.9
5.2
5.5
5.1
5.4
8.3
7.7
7.1
7.8
8.8
8.8
8.8

表2 整级叶片振动分析结果

注：fr为转子参考系下叶片的真实频率。

图8 在不同转速下整级叶片相对相位角及混叠频率结果

图7 在不同转速下整级叶片频谱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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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占主导，测试转速范围内 2阶频率分离度随转速升

高而减小，增加了叶片弯扭耦合振动的可能。

（4）试验件气动状态改变对叶片振动频率影响较

小，对激振因素影响较为明显，激振因素分布于 4E~
8E，振动激励源为宽频激励，且与静子结构激振因素

无关。

（5）根据分析结果及整体叶盘结构特点，初步判

断叶片振动异常为转子叶片流场中的不稳定流动引

起的非同步振动，此外，叶盘结构或气动阻尼不足以

及弯扭耦合也会导致振动进一步发展，具体需结合气

动分析进行判断。可通过提高叶片自身刚度、强化阻

尼效果、降低弯扭耦合改善叶片振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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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像处理和K近邻算法的示温漆判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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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示温漆温度判读的精度和效率，采用图像处理和K近邻算法进行示温漆自动判读。对样板图像颜色空间进行

转换，提取颜色特征，建立判读模型；采用基于邻域颜色相似性的多尺度分割算法对试验件图像进行分割和颜色空间转换，提取颜

色特征。通过采用基于K近邻算法和颜色分布特征构建的温度判读模型，在KN3A示温漆矩形样板上进行了温度判读，结果表

明：当允许误差在±10 ℃以内时，像素点温度判读准确率达到 96%，区域温度判读准确率达到 100%；在KN8蝶形样板上进行了温

度判读，结果表明：热电偶附近像素点的温度值与热电偶温度值相比较，其误差在±10 ℃以内。

关键词：示温漆；图像处理；K近邻算法；颜色分布；温度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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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Method of Thermal Paint Based on Image Processing and K-nearest Neighbor Algorithm
HU Ming1，GE Jun-feng2，XUE Xiu-sheng1，ZHANG Yu1，GAO Jia-qi1，ZHANG Ze-peng1

（1.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2. Schoo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utomatio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of temperature interpretation of thermal paint，image processing and K-near⁃
est neighbor algorithm were used for automa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rmal paint. The color space of the sample image was transformed，the col⁃
or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and the interpret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The multi-scale segment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neighborhood col⁃
or similarity was used to segment the test piece image and transform the color space to extract the color features. The temperature interpreta⁃
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K-nearest neighbor algorithm and color distribution feature. The temperature interpretation was car⁃
ried out on the rectangular sample plate of KN3A thermal pai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allowable error is within ±10 ℃，the accura⁃
cy of pixel temperature interpretation is 96%，and the accuracy of regional temperature interpretation is 100%. The temperature interpreta⁃
tion was carried out on the KN8 bow-tie sample pla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rror between the pixel temperature near the thermocouple
and the thermocouple temperature is within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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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航空发动机试验中，热端部件壁温测量是非常

重要的。由于发动机结构复杂、工况恶劣，常见的热

电偶、红外测温仪等测量方法，在测量一些转动件和

内部复杂构件的壁温时存在困难，而采用示温漆测温

不需进行测试改装，对发动机流场影响小，特别适合

于发动机转动件、薄壁件、复杂构件的壁温测量[1-3]。

示温漆的温度判读是保证示温漆测试精度的重要步

骤，目前在中国示温漆的温度判读主要依靠人工，主

观性强，易受环境光、个人辨色能力影响，且判读时间

较长，效率低，易产生视觉疲劳，造成判读结果的偏差

较大。

为了提高示温漆判读的效率和精度，国内外学者

开展了多种示温漆自动判读方法研究。张羽鹏等[4]

采用色彩色差仪、分光光度计等测量得到物体表面某

点示温漆的颜色特征值，与示温漆样板的颜色特征值

进行对比，取色差值最小的样片的温度为该测点的温

度值；张志龙等[5]利用颜色温度曲线获得示温漆颜色

值与温度之间的对应关系，取计算得到的未知颜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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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曲线之间的最近距离对应的温度作为未知颜色值

的温度；Griffin等[6-7]、马春武等[8]和于坤林等[9-10]分别

在RGB、Lab、HSI不同颜色空间利用颜色温度曲线判

读，示温漆颜色值可以是像素颜色值，也可以是区域

平均颜色值；Lempereur等[11-12]获得与各段变色点间

颜色相对应的区域，进而确定各区域的温度范围，并

在HSI空间中用颜色值与温度对应关系曲线对每个

像素点对应的温度进行判读；王展等[13-14]和王荣华

等[15]将采用图像处理方法提取的示温漆图像中等温

线两侧区域的颜色统计特征作为判读依据，通过与示

温漆蝶形样片上提取的等温线颜色特征库进行对比，

获得被测等温线对应的温度值。虽然上述算法可以

提高示温漆判读精度和效率，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例

如：仪器测量法不能获得示温漆温度分布的判读结

果；基于颜色温度曲线采用单个颜色值作为判读依

据，受环境影响大，判读精度和稳定性低；基于等温线

的判读方法受示温漆等温线数量的限制，温度测量的

分辨率低，不能用于只有渐变颜色而无等温线的示温

漆的温度判读。

为了进一步提高示温漆温度判读的效率和准确

性，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图像处理和K近邻算法的示

温漆温度判读方法。

1 示温漆温度自动判读

1.1 自动判读流程

示温漆的温度判读是通过对被测样件与样板的

颜色对比来获得样件温度。为尽可能去除光照对

判读的影响，需在相同的条件下对待测样件与样板

进行拍摄，然后对样片图像进行颜色空间转换，提

取温度对应的颜色分布特征，通过 K近邻算法建立

温度判读模型。然后依据邻域颜色相似性对被测

样件图像进行多尺度图像分割，划分成颜色相近的

若干区域。再对被测样件图像进行颜色空间转换，

提取各图像区域的颜色特征，利用温度判读模型对

温度进行判读，获得各区域和像素点的温度。示温

漆温度自动判读流程如图 1所示。

1.2 图像分割算法

图像分割算法是将示温漆图像按照颜色的不同

划分成若干不同区域，其结果直接影响示温漆判读的

准确性，因此图像分割算法通常需要人工交互式设置

参数。传统的彩色图像分割算法如区域生长法和聚

类方法等，在计算颜色相似性时，通常只考虑像素的

颜色特征，而忽略了颜色的位置信息。结合示温漆图

像按局部进行判读的特点，本文采用所提出的一种考

虑区域相关性的邻域颜色相似性度量，通过迭代方式

实现从小区域逐渐合并到大区域的多尺度图像分割

算法。

1.2.1 邻域颜色相似性度量

考虑示温漆图像的 2个相邻区域，是否将 2个邻

域合并为 1个区域，与 2个邻域的颜色差异和相互关

系有关。如果 2个区域的颜色差异相同，那么优先合

并的是 2个重合边界多的邻域；如果 2个区域重合边

界也相同，那么优先合并2个面积差异大的区域。

基于上述原则，提出一种新的 2个邻域的颜色相

似性度量，定义为

S = - n1·n2·( )ΔR2 + ΔG2 + ΔB2
( )n1 + n2

+

R·( )D + P·e-min ( )n1,n2
（1）

式中：n1、n2为 2个区域的大小；ΔR、ΔG、ΔB分别为 2
个区域平均颜色的差值；D为 2个区域的公共边界长

度；R为尺度参数；P为常数。

S越大表明 2个邻域的颜色相似性越高。邻域颜

色相似性度量既考虑了区域平均颜色差异，也考虑了

2个领域的相互关系。由于该度量只用于计算相邻

区域的颜色相似性，为了实现图像分割，需要通过迭

代方式对区域进行多尺度合并。

图1 示温漆温度自动判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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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多尺度图像分割算法

多尺度图像分割算法通过不断调整尺度参数，对

相邻区域进行迭代合并，实现对示温漆图像的分割。

尺度参数的上限决定了最终的区域分割结果，通过修

改尺度参数上限可以调整分割结果，进行人工交互分

割，避免过分割和欠分割。同时在局部分割效果不佳

时，可以对局部区域调整尺度参数，实现对该区域的

二次图像分割。

多尺度图像分割算法的流程如图 2所示。具体

步骤如下：

（1）将图像中的每个像素点作为初始种子点；

（2）遍历每个种子点，设定像素色差的阈值T1，采

用区域生长法将图像分割为多个初始分割区域；

（3）分析初始区域的邻接关系，设定尺度参数上

限Rmax；

（4）在尺度参数 R=1~Rmax范围内，按步长 S计算

相邻区域的颜色相似性，对相似度大于阈值T2的区域

进行合并；

（5）当R达到设定值Rmax时，停止循环，获得最终

分割结果。

1.3 温度判读算法

基于颜色温度曲线的判读方法采用样板的单个

颜色值来建立温度判读模型，在判读时，也常采用单

个像素的颜色值和区域的平均颜色值作为特征，因此

判读结果易受光照和测试环境影响，判读精度低，稳

定性差。为了提高示温漆判读的精度，本文采用颜色

统计特征，即颜色分布特征作为判读依据，将样板上

每个温度对应于 1个颜色分布，建立基于颜色分布的

温度判读模型。

K近邻算法是一种非参数模式识别方法，可用于

分类和回归任务。其核心思想是多数表决法，未知样

本的类别由与其最近的K个训练样本的类别众数决

定，即把K个训练样本中出现最多的类别作为未知样

本的预测结果。K近邻算法建模只需把训练样本直

接保存，训练时间开销为零。

为了建立颜色分布特征与温度的判读模型，首先

采集不同温度样板上的相同大小的区域，比如 20×
20，然后提取区域内像素点颜色值并进行滤波，滤波

方法用于计算各像素点颜色值到区域平均颜色值之

间的距离，按距离从小到大对各像素点排序，按一定

比例（如 80%）选取距离小的像素点颜色值作为训练

样本，去掉距离大的噪声点。最后将每个温度对应的

1组像素点颜色值作为其颜色分布特征，用K近邻算

法建立基于颜色分布特征的温度判读模型。通常上

述颜色值采用受光照影响较小的Lab颜色空间。

对示温漆区域温度进行判读时，首先在Lab空间

中提取待判读区域的颜色信息，按照建模时相同的滤

波方法进行过滤，去掉噪声点。然后将区域像素点的

颜色特征输入K近邻温度判读模型，得到与每个像素

点颜色特征对应的温度值。最后统计每个像素点对应

的温度值，将出现次数最多的温度值作为区域温度值。

对示温漆像素点温度进行判读时，首先选取像素

点周围的邻域，如 3×3，然后利用区域温度判读方法

得到像素点对应的温度值。

如果K近邻算法中选择K=1，并且用每个样板的

平均颜色值作为特征建立模型（不考虑颜色分布），则

在温度判读时，将选择与待判读颜色值距离最相近的

样板颜色对应的温度作为判读结果，等效于基于颜色

温度曲线的判读方法。

2 试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图像分割算法和温度判读算法的性能，

在试验件图像、矩形样板图像和蝶形样片图像上分别

进行图像分割及温度判读试验，采用牌号为KN3A和

KN8的示温漆进行试验。多尺度图像分割算法中的

参数选择为：P=50、T1=10、S=0.1、T2=0，Rmax根据需要

人工交互设定。在试验件图像上的图像分割结果如

图3所示。

从图 3（b）中可见，多尺度图像分割算法分割的

结果与人眼分割结果较一致，未受图中小孔洞影响，

大大简化了区域划分的复杂度；从图 3（c）中可见，可

图2 多尺度分割算法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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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调整Rmax对图像重新分割，直到达到满意的分

割效果为止。对局部分割效果不佳的区域，还可以通

过减小Rmax进行区域细分，细分结果如图3（d）所示。

为了验证温度判读算法的精度，在KN3A示温漆

矩形样板图像上，对每个温度随机采集 400个像素点

作为训练样本，并随机采集 400个点作为测试样本，

取K=20。每个温度像素点判读的错误率如图4所示。

图中包括判读允许误差控制在 0、±10、±20、±30 ℃ 4
种不同情况下的错误率。

为了与基于颜色温度曲线的判读方法进行对比，

取 K=1，并采集每一温度的平均颜色值作为训练样

本。采用 2种方法得到的温度判读准确率见表 1。从

表中可见，基于颜色分布特征的像素点判读准确率明

显优于传统方法的。

为了验证不同的滤波参数对判读精度的影响，采

用相同方法对像素点温度进行判读，在不同的滤波参

数下，取K=20，像素点判读的准确率见表2。从表中可

见，滤波参数越小，数据离散性越小，测试准确率越高。

对KN3A矩形样板图像进行区域分割和区域温

度判读，其分割结果与判读结果如图 5所示。从图中

可见，所有的样片区域都可以准确分割。温度判读完

全正确的区域数占 88%，当允许误差在±10℃以内时，

区域温度判读准确率为100%。

以 KN8示温漆矩形样板为训练样本，对 KN8蝶
形样片图像进行区域分割和像素点温度判读，其结果

如图 6所示。图中的蝶形样片是在标准板表面喷涂

要标定的示温漆，根据焦耳效应原理，当标准板通过

一定电流时，样板某处的温度与宽度存在一定的比例

关系，同时通过标准板表面贴敷热电偶获得并记录不

同宽度处的最高温度。通过调整Rmax，可将蝶形样板

上的示温漆区域在变色点处完全分割，将热电偶附近

像素点的温度值与热电偶温度值进行比较，误差为±
10℃以内。

3 结论

（1）基于邻域颜色相似性的多尺度图像分割算法

可通过设置分割参数达到预想的分割效果，可将

KN3A样板所有的样片区域准确分割，区域划分的效

率高。

（2）基于K近邻算法的温度判读方法，在像素点

温度判读准确率上明显优于传统方法的，在KN3A矩

形样板上的区域温度判读准确率达到88%，将KN8蝶

图5 KN3A矩形样板区域

温度判读结果

图6 KN8蝶形样片图像分割和

像素点温度判读结果

图4 KN3A矩形样板各温度像素点判读错误率

K

20
1

准确率/%
判读允许误差

0 ℃
0.8227
0.6966

±10 ℃
0.9595
0.8163

±20 ℃
0.9898
0.8668

±30 ℃
0.9956
0.8947

表1 KN3A矩形样板像素点温度判读准确率

滤波参数/%

100
80
60
40

准确率/%
判读允许误差

0 ℃
0.7954
0.8227
0.9019
0.9415

±10 ℃
0.9470
0.9595
0.9793
0.9889

±20 ℃
0.9837
0.9898
0.9953
0.9956

±30 ℃
0.9936
0.9956
0.9966
0.9968

表2 KN3A样板不同滤波参数下像素点温度判读准确率

（a）原图像 （b）分割结果

（c）调整尺度参数后的

分割结果

（d）局部区域进行细分的

分割结果

图3 多尺度图像分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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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样板上的像素点温度值与热电偶温度值进行比较，

误差为±10℃以内，判读精度高，稳定性好。

上述结果在光照条件一致的情况下获得，光照条

件变化及其它牌号示温漆的温度判读还需作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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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基复合材料力学性能计算及
涡轮导叶宏观响应分析方法

刘 鑫 1，乔逸飞 2，董少静 3，申秀丽 3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空天业务部 1，空间物理重点实验室 2：北京 100076；
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100191）

摘要：针对涡轮导叶宏观热力学响应，将化学气相沉积工艺 2D编织 SiCf /SiC陶瓷基复合材料完成拉伸试验并将该试件进行分

割，对分割后的试样进行断面电镜扫描，测量统计细观编织结构参数，建立考虑缺陷位置和形状的代表性体积单元模型。采用细

观有限元方法，应用该模型计算得到 SiCf /SiC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宏观弹性常数。结果表明：面内拉伸模量预测值比试验值低

4.4%，剪切模量预测值比试验值高 7.8%。结合陶瓷基复合材料涡轮导叶的加工工艺，建立了材料分布映射模型，对导叶典型特征

结构件在给定热载荷下的宏观响应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涡轮导叶典型结构加热段尾缘第1主应变预测值比试验值低5.5%。

关键词：SiCf /SiC陶瓷基复合材料；代表性体积单元；涡轮导叶；材料分布映射；宏观响应；尾缘第1主应变；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06.015

Mechanical Property Calculation of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and Macro Response
Analysis Method of Turbine Guide Vane

LIU Xin1，QIAO Yi-fei2，DONG Shao-jing3，SHEN Xiu-li3

（1. Aerospace Business Bepartment, China Academy of Launch Vehicle Technology，Beijing 100076，China；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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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macro thermodynamic response of turbine guide vane，the tensile test of 2D woven chemical vapor infiltra⁃
tion-processing SiCf/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 was completed and the sample was divided. The segmented samples were scanned by
cross-section electron microscope，the micro braided structure parameters were measured and counted，and a representative volume ele⁃
ment model considering the location and shape of defects was established. The macro elastic constants of SiCf / 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
ites were calculated by the meso finite element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dicted in-plane tensile modulus is 4.4% lower than
the test value，and the predicted shear modulus is 7.8% higher than the test value. Combined with the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ceramic ma⁃
trix composite turbine guide vane，the material distribution mapping model was established. The macro response of typical characteristic
parts of guide vane was predicted under given thermal loa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dicted value of the first principal strain at the trail⁃
ing edge is 5.5% lower than the tes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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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了不断提高航空发动机推重比，对高压涡轮导

叶等高温部件的耐高温能力的要求将越来越高。目

前推重比 15～20一级的发动机涡轮前温度已经高达

1900～2100 ℃[1]。SiCf/SiC陶瓷基复合材料（Ceramic
Matrix Composite，CMC）因具有耐高温（最高使用温度

可达 1450 ℃[2]）、耐腐蚀、低密度的优点，不仅满足高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7卷

压涡轮导叶工作超高温度要求，还可以减轻导叶质

量，提高发动机推重比。

完整的材料性能参数是CMC涡轮导叶结构强度

分析的基础，为获取力学性能参数，开展大量的试验，

时间和经济成本较高。同时，2D编织CMC面内力学

性能参数可通过试验测得，而面外法向的力学性能参

数很难通过试验测量[3]。一般通过描述 CMC的细观

结构特征建立代表性体积单元（Representative Vol⁃
ume Element，RVE）模型，结合特定的数值计算方法，

预测 CMC宏观材料参数[4-5]。但多数 RVE模型对材

料的细观特征大幅简化，与真实结构有较大差距，无

法准确描述细观参数对材料性能的影响[6]。尤其对

化学气相沉积（Chemical Vapor Infiltration，CVI）工艺

制备的CMC，材料孔隙率一般在 10%以上，真实细观

结构较为复杂[7]。Chateau等[8]讨论了孔隙对单向纤维

增强 SiCf /SiC复合材料弹性性能的影响，表明孔隙率

从 4%增加到 9%，复合材料横向模量降低了 50%[8]。

因此有必要建立考虑缺陷特征的细观RVE模型来预

测材料的力学性能。

目前主要的材料性能数值计算方法包括通用单

胞模型法[9]、双尺度渐进均匀化方法[10]和细观有限元

法[11]。其中细观有限元法不受模型复杂程度的影响，

可以在考虑缺陷的RVE模型基础上开展计算，使数

值预报结果更为准确，且实现过程简单，是目前应用

较为广泛、成熟的数值计算方法。李波等[12]针对单向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建立了描述孔隙缺陷的 RVE模

型，结合细观有限元法讨论了孔隙缺陷对材料力学性

能的影响；McWilliams等[13]、CHEN等[14]、WANG等[15]

分别建立2D、2.5D及3D编织RVE模型，通过细观有限

元法预测了材料宏观力学性能。可见细观有限元法对

不同预制体结构的复合材料均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编织结构复合材料为正交各向异性材料，对于

CMC涡轮导叶等复杂的形状构件，材料的局部坐标

系是随结构不断变化的[16]。因此在完整材料性能参

数基础上预测 CMC涡轮导叶宏观应力应变响应时，

先针对导叶结构和工艺特点描述有限元模型的材料

分布情况，以保证数值仿真的准确性。Brewer等[16]、

Verrilli等[17]对CMC导叶有限元模型施加局部材料坐

标，计算得出导叶的宏观应力应变分布，在热载荷下

导叶尾缘位置出现较大应力，可见尾缘位置为 CMC
涡轮导叶宏观响应分析的关键位置。

基于以上国内外研究，本文利用细观有限元计算

方法，通过一种考虑缺陷位置及形状的 CVI工艺 2D
编织复合材料RVE模型预测了 SiCf /SiC-CMC各方向

的宏观力学性能。开展面内拉伸、剪切力学本构试验

并对预测结果进行验证。结合CMC涡轮导叶典型结

构的加工工艺，建立材料分布映射模型，预测了典型

结构在给定条件下的宏观应力应变响应。

1 2D编织结构RVE模型

2D编织CVI工艺 SiCf/
SiC-CMC细观编织结构如

图 1所示。

CVI工艺 2D编织结构

CMC细观结构具有如下特

征：（1）预制体均匀分布，

纤维束截面形状保持一致，纤维束间通过基体连接；

（2）纤维束表面基体厚度基本相同，单层SiC基体沉积

完成后该层即封闭；（3）孔隙分布于基体内，位置和形状

大致满足周期分布的特点。

根据以上特征，通过对材料不同位置电镜扫描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图片进行统计分

析获取编织结构建模特征参数，如图 2所示。对 2D
编织 SiCf/SiC试验件进行分割，观测并统计材料不同

位置的SEM图像，最终得到RVE模型参数，见表 1。表

中，w为纤维束截面宽度；t为纤维束截面厚度；p为相

邻纤维束截面中心间距；h为RVE厚度；s为基体宽度。

根据以上参数，建立了本文研究的 CVI工艺 2D
编织SiCf /SiC复合材料RVE模型，如图 3所示。

图1 2D SiCf /SiC-CMC
细观编织结构

参数

w

t

p

数值/mm
1.05
0.216
1.67

参数

h

s

数值/mm
0.76
1.23

表1 2D编织SiCf /SiC-CMC细观建模参数

图2 细观编织结构建模参数

p

sw

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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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MC弹性性能计算及试验验证

本文采用细观有限元

法对CMC宏观弹性性能进

行预报。目前采用细观有

限元法开展的复合材料计

算中，大多采用统一周期

边界条件对RVE模型进行

约束。在统一周期边界条

件下，除加载方向外，其他方向对应面的节点相对位

移为零，统一周期边界条件模拟的是在空间内有无数

RVE模型相连的情况，RVE模型对应点的变形和应

力完全相同。而实际力学本构试验中的试件宽度为

10 mm，仅包含 4～6个单胞。另外，施加的统一周期

边界条件要求RVE模型对应面上的网格完全一致，

对于考虑缺陷建模的有较复杂结构的RVE模型，周

期性分网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对RVE模型中除加

载方向外的对应面采用自由边界条件，不进行约束，

计算得到的弹性常数也具有很高准确性[18]。

基于均匀化思想，在预测弹性性能时，可将 2D编

织 SiCf /SiC复合材料视为均匀正交各向异性弹性体，

其等效本构关系为

σ̄i = Eij ε̄ j （1）
式中：σ̄i为RVE结构的平均应力张量；ε̄ j为RVE结构

的平均应变张量；Eij为材料的等效弹性常数张量。

RVE模型平均应力、应变可以通过RVE模型每

个单元应力及应变得到

σ̄ij = 1V ∫σijdV （2）
ε̄ij = 1V ∫εijdV （3）

式中：σij、εij分别为每个单元的应力和应变；V为RVE
模型的体积。

σ̄ij通过以上积分公式求得；ε̄ij在施加统一周期

边界条件时设置。材料的弹性常数为

Ei= σ̄i

ε̄i
（4）

μij=- ε̄iε̄ j （5）

Gij= σ̄ij

ε̄ ij
（6）

纤维束材料性能参数见表 2 [19]。表中：下角标 1、
2为纤维束横向，3为纤维束纵向。纤维束力学性能

呈现正交各向异性的特点。

基体为各向同性，其弹性模量为 227.8 GPa，泊松

比为 0.2[19]。本文所研究的 SiCf /SiC复合材料界面层

厚度较小，在微观结构 SEM图像中几乎难以辨别，开

展弹性性能预测时微观模型中界面层可以忽略不计。

在纤维束和基体力学性能基础上，分别取各方向应变

为 0.05%（所取应变值应在弹性范围内），采用细观有

限元法计算得到 2D编织 SiCf /SiC-CMC力学性能。

为验证计算方法的准确性，通过力学本构试验测得材

料面内拉伸、剪切模量，见表 3。

数值模拟与试验结果对比见表 4。表中：下角标

x、y为面内方向，z为面外法向。面内拉伸和剪切模量

通过试验测量分别为 190 GPa和 71 GPa，预测值与试

验值误差在 8%以内。可以将计算得到的材料性能

参数用于后续CMC涡轮导叶宏观热力学响应分析。

序号

1
2
3
4
5

平均值

标准差

拉伸模量/GPa
192
207
184
182
186
190
10

剪切模量/GPa
62.0
68.8
69.4
70.5
84.3
71.0
8.1

表3 2D编织SiCf /SiC-CMC力学性能试验结果

参数

Ex /GPa
Ey /GPa
Ez /GPa
Gxy /GPa
Gxz /GPa
Gyz /GPa
μxy
μxz
μyz

预测值

181.7
181.7
51.4
76.5
36.6
36.6
0.23
0.15
0.15

试验值

190

71

相对误差/%
4.4

7.8

表4 2D编织SiCf /SiC-CMC数值模拟值与试验值对比

图3 2D SiCf /SiC-CMC

编织尺度RVE模型

参数

E1（E2）/GPa
E3/GPa
G12/GPa

数值

192.3
193.0
67.1

参数

G13（G23）/GPa
μ12

μ13（μ23）

数值

68.2
0.2419
0.2441

表2 纤维束的力学性能[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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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MC涡轮导叶典型结构热载荷试验

对 2D编织 SiCf /SiC-CMC涡轮导叶典型结构进

行热载荷下的宏观响应试验，试验件如图 4所示。通

过叶身上的安装孔固定试验件及换热金属，由于

CMC具有不导电的特性，在试验时先感应加热金属

片，再通过金属加热试验件。

通过热电偶监测试件加热区域温度变化，在试验

稳定时测得温度为638 ℃。

通过非接触式全场应变仪

（Digital Image Correlation，
DIC），测得 CMC涡轮导叶

典型结构尾缘处的平均第

1主应变为 0.00328，如图

5所示。该结果可用于验

证宏观响应计算方法的准

确性。

4 CMC导叶典型结构宏观响应计算

4.1 材料映射模型

在叶片加工时以 2D编织 SiC纤维布进行铺层，

采用CVI工艺得到叶型毛坯件，再利用机械加工得到

CMC导叶。叶身切割解剖如图 6所示。材料局部坐

标系随构件形状而变化，但

其材料分布仍保持连续性，

RVE沿叶身弧线分布均

匀，材料主轴根据纤维布编

织方向和曲面形状确定。

材料分布模型包括2部分：

（1）面内材料以纤维束经向或纬向作为第 1主轴

方向（经向与纬向相互垂直，选择便于描述的作为主

轴方向）；

（2）导叶叶型曲面的

局部法向作为第 3主轴方

向。第 2主轴方向由第 1、
3主轴方向利用右手定则

惟一确定。通过材料分布

模型对有限元模型施加局

部材料坐标，如图 7所示。

4.2 典型结构热响应计算

采用宏观温度场计算时，在上缘板安装边表面和

叶片底部平面设置室温 25 ℃，中间加热部分温度设

置 638 ℃，与试验温度保持相同。2D编织 SiCf /SiC-
CMC的导热系数 λ和热膨胀系数 α见表 5。根据复

合材料均匀化思想，在构件计算中忽略RVE模型的

细观结构，保留材料性能数值和主方向，采用热固耦

合分析方法[20]计算得到的导叶典型结构温度场分布

如图 8所示。

在安装孔设置沿 x、y、z方向的位移约束作为结构

分析施加的边界条件。计算得到的叶身加热段 x方

向（轴向）应力分布如图 9所示，其最大应力值为 24.6
MPa；y方向（周向）应力分布如图 10所示，其最大应

力值为 20 MPa；z方向（径向）应力分布如图 11所示，

其最大应力值为 169 MPa。从图中可见，导叶沿径向

温差较大，导致沿径向的应力也较大，试验测得 2D编

织 SiCf /SiC-CMC径向拉伸强度为 259 MPa，在本文给

参数

λx（λy）/（W/m·K）
λz /（W/m·K）

数值

12.1
8.83

参数

αx（αy）/( 10−6/K)
αz / ( 10−6/K)

数值

4.36
3.80

表5 2D编织SiCf /SiC-CMC热物理性能[20]

图8 导叶典型结构温度场分布

温度/℃25 93.1111
161.222

图4 CMC涡轮导叶典型结构及加热装置

图5 CMC导叶典型结构

试验段尾缘第1主应变

图 6 导叶叶身切割解剖

典型结构

图 7 导叶典型结构有限元

模型中某单元的材料局部坐标

33.7 mm 53 mm

X
Z
Y

CO: 0.00327789[1]

229.333
297.444

365.556
433.667

501.778
569.889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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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热载荷下不会导致叶片失效损坏。

根据数值模拟结果，叶片的最大径向应力出现在

尾缘部分，叶片尾缘为计算校核的关键位置。CMC
涡轮导叶尾缘加热段第 1主应变分布如图 12所示。

叶片尾缘平均应变计算值为 0.00310，而热加载试验

值为 0.00328，相对误差为 5.5%。可见通过构建材料

映射模型对CMC典型结构宏观热响应的计算具有较

高的准确性。

5 结论

（1）本文对 2D编织 SiCf /SiC-CMC进行断面电镜

扫描，测量统计RVE模型特征结构参数，建立了考虑

孔隙形状、大小、位置的CVI工艺 2D编织RVE模型，

该模型与真实结构具有良好的一致性。结合细观有

限元方法，利用本文建立的RVE模型，计算得到2D编

织 CVI工艺 SiCf /SiC复合材料的完整力学性能参数。

面内拉伸模量预测值比试验值低4.4%，剪切模量预测

值比试验值高7.8%，证明了性能预测方法有效。

（2）根据CMC涡轮导叶典型结构加工工艺特点，

建立了材料映射分布模型，结合预测得到完整的 SiCf
/SiC-CMC力学性能参数，计算了涡轮导叶典型特征

结构在一定温度下的宏观热响应。通过典型结构热

载荷试验测量得到加热段尾缘的第 1主应变，预测值

比试验值低5.5%，证明了该计算方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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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风扇静子叶片裂纹失效分析

卜嘉利，高志坤，牛建坤，曹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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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静子叶片前缘靠近上缘板部位在振动疲劳试验结束后发现的裂纹故障，运用荧光探伤检测、

断口宏微观分析、叶片表面划痕来历分析、源区表面检查、材质分析及有限元应力模拟分析等技术手段，对该裂纹的性质及萌生原

因进行细致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故障风扇静子叶片裂纹的性质为高周疲劳，裂纹断口疲劳起源于叶片叶盆侧前缘靠近上缘板基

体表面划痕处，呈多源线性起始特征。疲劳源区距前缘距离约为 2.3 mm，疲劳源区表面未见明显冶金缺陷，疲劳裂纹的萌生与叶

片表面划痕有关。建议严格控制振动光饰机中磨粒棱边的圆滑度，不应存有锋利棱角，避免在振动光饰时磨粒划伤叶片表面，降

低叶片表面完整性，在叶片划伤部位出现应力集中现象。

关键词：风扇静子叶片；振动疲劳试验；疲劳裂纹；振动光饰；有限元分析；失效分析；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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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ck Failure Analysis of a Fan Stator Vane
BU Jia-li，GAO Zhi-kun，NIU Jian-kun，CAO 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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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crack initiation was found at the leading edge of the fan stator vane，where was close to the upper edge plate， after the
vibration fatigue test finished. The crack property and emergence were identified by fluoroscopy，fracture analysis，surface inspection，
scratch analysis，chemical composition analysis，metallographic examination，hardness inspection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erty of the crack is high cycle fatigue fracture，the fatigue of the crack fracture originates from the scratch on the front
edge of the vane basin side close to the matrix surface of the upper edge plate，the fatigue source region showed multi-source linear initial
characteristic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fatigue source area and the leading edge is about 2mm，no obvious metallurgical defects are
found on the surface of the fatigue source area，the initiation of the crack is related to the scratch of the vane surfac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moothness of the abrasive grinding edges in vibration finishing machine should avoid scratching the vane surface by abrasive particles
during vibration finishing，reduce the integrity of the vane surface，and stress concentration occurs at the scratched part of vane.

Key words：fan stator vane；vibration fatigue test；fatigue crack；vibration finishing；finite element analysis；failure analysis；aero⁃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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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中国对航空发动机动力要求的不断提升，压

气机部件气动负荷和性能指标也不断提高。风扇静

子叶片作为航空发动机压气机中的核心部件，在发动

机工作过程中起到了降低气体流动速度、提高气体压

力和改变气流方向的作用[1-2]。风扇转子叶片服役环

境十分恶劣，发生失效概率较高[3]。风扇静子叶片失

效模式以疲劳失效为主，引发叶片疲劳失效的原因有

外物冲击损伤、共振、微动磨损、表面加工缺陷及铸造

缺陷等。一旦风扇静子叶片发生失效，将会严重影响

发动机的总体性能和稳定性，所以对风扇静子叶片开

展失效机理研究意义重大。为了获取静子叶片的疲

劳极限，达到确定其初始应力水平的目的，在室温条

件下对该型叶片开展了振动疲劳试验。试验在电磁

振动台上进行，用根部固支的方式对叶片上缘板侧面

与夹具进行固定。试验结束后，发现叶片并没有达到

试验目标循环数，在叶片前缘表面有裂纹萌生。该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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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由 TC4钛合金加工制造而成，该合金具有强度高、

质量轻、耐腐蚀性好和抗高温氧化等优点，在航空发

动机零部件上得到广泛应用[4-6]。叶片主要加工工序

流程为模锻－叶型缘板粗铣加工－热处理去除应

力－叶型缘板精铣加工－砂带抛光－腐蚀检查－振

动光饰－荧光探伤。

国内外针对风扇叶片开展了诸多研究工作。徐

建新等[7]运用流体动力学方法建立发动机风扇流场

仿真模型，对硬物撞击风扇叶片表面损伤规律进行模

拟；张海洋等[8]采用流体动力学方法和带失效应变弹

塑性材料模型建立冰雹数值模型，对航空发动机风扇

叶片进行冰雹撞击仿真，能够准确预估冰雹撞击过程

及叶片损伤程度；Ni等[9]通过模拟仿真与试验相结合

的方法对多模态激励下风扇叶片的应力特征进行了

细致研究；Hong等[10]通过数值模拟和试验分析手段，

对高弧度的壳形风扇静子叶片振动应力进行了分析；

高志坤等[11]通过风扇叶片服役环境分析、材质分析及

强度计算等手段对叶片失效原因进行分析，表明叶片

工作过程中叶尖与机匣处理环发生异常碰摩，使叶片

承受非正常冲击载荷是叶片萌生疲劳裂纹的主要原

因；卜嘉利等[12]研究发现如果风扇叶片表面存在机加

刀痕会改变叶片表面振动应力分布，在机加刀痕处形

成应力集中，叶片表面有刀痕部位振动应力约为无刀

痕部位振动应力的2倍。

目前，中国鲜有关于在对风扇叶片进行振动光饰

时，由于振动光饰磨粒棱角锋利导致风扇叶片表面划

伤从而引发叶片失效方面的报道。本文通过荧光探

伤、断口宏微观分析、源区表面检查、叶片表面划痕来

历分析、材质分析及有限元应力模拟分析，确定了裂

纹性质及萌生原因，并提出了相应改进措施，防止故

障再次发生。

1 试验与解析

1.1 荧光探伤

为确定振动疲劳试验后风扇静子叶片裂纹位置，

对该叶片进行荧光探伤，探伤结果如图 1所示。从图

中可见，叶片前缘上缘板与叶身的转接部位存在 1条
裂纹，且裂纹沿叶片厚度方向裂透。振动疲劳试验叶

片上缘板与夹具装配如图 2所示。从图中可见，用根

部固支的方式对叶片上缘板侧面与夹具进行固定，叶

片裂纹萌生部位如红色虚线圈所示。

1.2 断口宏、微观分析

该裂纹断口宏观形貌

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

见，断口表面洁净、平坦，

磨损较重，可见疲劳弧线

与放射棱线，表明该断口

的性质为疲劳。根据疲劳弧线与放射棱线的收敛方

向判断，疲劳起源于叶片叶盆侧前缘靠近上缘板表面，

疲劳源区距前缘约2.3 mm，具体位置见红色虚线圈。

断口疲劳源区微观形貌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

见，疲劳起源于叶片叶盆侧前缘靠近上缘板基体表

面，呈多源线性特征，源区未见缺陷及杂质。扩展区

微观形貌如图 5所示。从图中可见细密的疲劳条带，

进一步证明了该断口为疲劳断口。

1.3 源区侧表面检查

叶片检查标准规定叶身表面不应有划痕、压痕，

而断口疲劳源区附近表面微观放大形貌如图 6所示。

从图中可见明显与断口平行的磨痕和与断口呈一定

角度的断续划痕，不符合标准要求。并且放射棱线汇

聚在断口源区侧表面的断续划痕处，说明裂纹的萌生

与源区附近表面的划痕有关。

（a）叶盆侧 （b）叶背侧

图1 叶片裂纹荧光显示图像

图2 叶片与夹具装配

（a）低倍 （b）高倍

图3 故障叶片断口形貌

图4 疲劳断口源区微观形貌

（500倍）

图5 断口疲劳扩展区

微观形貌（1000倍）

2 μm20 μm

50 μm

5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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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划痕来历分析

为了明确叶身表面划痕的来历，对车间加工叶片

的整个工艺流程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工艺流程中有

砂带抛光和振动光饰的操作步骤。振动光饰磨粒检

查结果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磨粒存在棱边圆滑

与棱边不圆滑有棱角这 2种形态。振动光饰操作规

范明确要求，如重新添加或者补添加振动光饰磨粒

时，应空机运行 3~6 h，确保磨粒棱边圆滑，达到不划

伤零件表面状态的目的，而通过检查结果可知，此次

振动光饰磨粒棱边存在棱角，不符合标准要求，因此

判断图 6中断口源区侧表面的断续划痕应是振动光

饰磨颗与叶片相互摩擦产生的。

1.5 成分检查

叶片材质能谱分析结果见表 1，合金元素质量分

数均符合要求。

1.6 硬度检查

在叶片疲劳裂纹附近区域基体取样后，对该区域

3个位置分别进行布氏硬度检查，结果见表 2，硬度值

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1.7 组织分析

对叶片疲劳裂纹附近

区域基体进行取样并制备

为金相试样后，再对其组织

形貌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8
所示。叶片组织为α+β双

态组织，未见明显异常。

1.8 有限元分析

为明确振动疲劳试验状态下叶片相对振动应力

分布及第 1阶固有频率，本文利用Ansys有限元分析

软件对叶片进行振动特性分析。采用 Solid186实体

单元类型对叶片有限元模型划分网格，共划分 14816
个单元和73675个节点，如图9所示。

在振动疲劳摸底试验

中，采用“上缘板固支，下缘

板自由”的边界约束条件，获

取叶片 1弯振型下的疲劳极

限，有限元数值分析中边界

约束条件与振动疲劳试验状

态一致。 而在实际工作状态

中，静子叶片上缘板与机匣

的T型槽插接固定，下缘板则

插接在静子内环上，如图 10
所示。试验状态与静子叶片

实际工作状态的边界存在差

异，但可获取叶片的 1弯疲劳极限数据，达到试验目

的。有限元分析结果如图 11所示故障叶片第 1阶最

大振动应力分布在叶片叶盆侧前缘靠近上缘板表面，

与叶片疲劳起源位置相一致。

图8 叶片组织图像

质量分数

标准

Al
6.80

5.50～6.80

Ti
89.30
余量

V
3.9

3.50～4.50

表1 能谱分析结果 wt%

基体

设计要求

位置1
3.46
≥3.35 ≥3.35

位置2
3.52

≥3.35

位置3
3.52

表2 布氏硬度检查结果 HB

100 μm 10 μm
（a）低倍（100倍） （b）高倍（1000倍）

图6 断口源区附近表面微观形貌

（a）圆滑磨粒 （b）棱角磨粒

图7 2种振动光饰磨粒宏观图像

（a）叶盆侧 （b）叶背侧

图9 叶片有限元模型

图10 静子叶片装配

Z
Y

Y

Z
X

2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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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与讨论

（1）故障叶片裂纹断口疲劳源区未见明显的冶金

缺陷；材质分析符合标准要求。说明故障叶片裂纹的

萌生与材质和冶金缺陷无关。

（2）由断口宏、微观分析结果可知，故障叶片断

口洁净、平坦、光滑，可见疲劳弧线与放射棱线，扩

展区可见细密的疲劳条带，表明该叶片断口性质为

高周疲劳 [13-14]。

（3）叶片有限元应力分析结果表明，叶片第 1阶
弯曲振动最大振动应力部位位于叶片叶盆侧前缘靠

近上缘板表面处，与疲劳起源位置重合。当叶片第 1
阶最大振动应力部位表面存在划痕时，会降低叶片表

面完整性，加剧应力集中，促进疲劳裂纹的萌生 [15-17]。

（4）振动光饰磨粒检查结果表明，磨粒表面光滑

度不符合标准要求，振动光饰机中有新添加的磨粒，

新旧磨粒之间相互摩擦时间不够，导致新添加磨粒各

棱边不够圆滑，存在棱角。在叶片进行振动光饰时，

存在棱角的磨粒划伤叶片表面，破坏表面完整性，降

低抗疲劳性能。

综上所述，在进行叶片振动光饰时，存在棱角的

磨粒与叶片源区附近表面摩擦所产生的划痕是导致

疲劳裂纹萌生的主要原因。

3 结论及建议

（1）某型风扇静子叶片裂纹的性质为高周疲劳，

呈多源线性特征；

（2）故障叶片源区附近表面的划痕是在振动光饰

过程中，有棱角的磨粒与叶片相互摩擦生成的；

（3）叶片源区附近表面划痕对疲劳裂纹的萌生起

促进作用；

（4）裂纹萌生与材质和冶金缺陷无关。

建议严格控制振动光饰磨粒表面状态，避免在振

动光饰时磨粒划伤叶片表面；对振动光饰后的叶片表

面进行喷丸处理，以改善叶片表面质量，增大表面残

余压应力，提高叶片抗疲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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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4246A高温合金尾喷管密封片裂纹机理分析

李艳明，王 全，刘明坤，刘 欢，李 青，韩振宇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由Ni3Al基 JG4246A高温合金精铸的航空发动机尾喷管密封片在工作后出现的裂纹故障，通过开展密封片外观检

查、裂纹断口分析、组织检查、化学成分分析、组织和再结晶热模拟试验等，对裂纹的性质和产生机理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密封

片的裂纹性质为以热应力为主导致的疲劳裂纹，起源于密封片表面的再结晶层。密封片边缘局部温度超过材料允许使用温度，使

其表面产生再结晶，在热应力作用下再结晶逐渐开裂形成微裂纹；局部超温也引起基体组织转变，降低了基体本身的高温性能，并

促进裂纹逐渐向基体扩展，最终形成宏观裂纹。为避免类似故障再次发生，建议进一步优化密封片结构，改善温度场温度梯度，降

低工作温度；增加去应力退火工艺，以降低构件的残余应力。

关键词：密封片；JG4246A高温合金；热疲劳裂纹；热模拟；再结晶；残余应力；尾喷管；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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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rack Failure Mechanism of JG4246A Nozzle Sealing Plates
LI Yan-ming，WANG Quan，LIU Ming-kun，LIU Huan，LI Qing，HAN 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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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iming at the crack fault on the aeroengine nozzle sealing plates casted by Ni3Al-based JG4246A superalloy，crack mode
and failure mechanism were identified by the visual inspection of sealing plates，fracture analysis of cracks，metallographic examination，
chemical composition analysis，the thermal simulation experiments about organization and recrystal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ack
on the sealing plates was fatigue crack induced by thermal stress，originated from the recrystallization layer on the surface of the sealing
plates. Local over-temperature lead to re-crystallization layer on the edge of the sealing plates，and recrystallization gradually formed mi⁃
croscopic cracks under thermal stress. At the same time，local over-temperature also caus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trix structure，re⁃
duced the high-temperature properties of the matrix，promoted the crack to gradually expand to the matrix and finally formed a macroscop⁃
ic crack. It is advised that the further optimization design of structure are aimed to improve the premature field gradient and reduce prema⁃
ture，and stress relief annealing proces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esidual stress of the material.

Key words：sealing plates；JG4246A superalloy；thermal fatigue crack；thermal simulation；recrystallization；residual stress；nozz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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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Ni3Al基高温合金具有熔点高、密度低、高温强度

高和抗氧化性能优异等特点，在高推重比发动机的热

端部件上得到了广泛应用[1]。密封片采用 Ni3Al基
JG4246A高温合金精铸而成，是发动机尾喷管运动构

件链环中的关键部件之一，与调节片和连接件等一同

控制发动机尾喷管的收放运动。密封片具有尺寸大

和壁厚薄等特点，若发生故障失效，将严重影响发动

机的整体性能、寿命及可靠性[2]。

密封片通过熔模精密铸造而成，属于流道件，密

封片和调节片之间搭接重叠，工作环境中冷热交变应

力较大，裂纹频发，使得密封片在长期服役过程中存

在修理率高、报废率高、使用寿命短和可靠性低等问

题[3-4]。针对 JG4246A高温合金的铸造工艺、热处理

工艺和薄壁铸件的维修工艺有较多研究。姚雷等[5]

和潘年锋[6]根据铸件结构特点，设计优化内浇道尺寸

和位置，调整蜡模和铸件的造型和校形工艺，减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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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道根部产生的应力，使铸件尺寸精度和合格率大幅

提高；薛鑫等[7]通过改进铸件浇注系统、型壳的焙烧温

度和铸件的浇注温度，有效控制了铸造缺陷，提高了

产品合格率，对于工作后出现故障的密封片，可以通

过热校形和打磨等措施进行修复；Xia等[8]探究了

JG4246A高温合金的热处理工艺参数，当合金的固溶

温度为 1270 ℃、固溶时间为 6 h时，合金具有更平滑

的共晶区边界、更稳定的碳化物和相对较高的显微硬

度；Wang 等[9]研究了 JG4246A高温合金的热变形行

为，随着温度的升高、应变速率的降低，二次γ相的数

量减少，三次γ´相的数量增加，微观结构未表现发生

动态再结晶现象。齐歆霞等[10]采用砂轮和风钻逆裂

纹方向打磨修复裂纹方法，并保证打磨处和基体圆滑

转接，满足了试车考核要求，大大降低了修理成本。

以上研究主要集中在密封片的铸造工艺和维修方面，

对使用过程中的密封片裂纹性质和产生原因等方面

的报道较少。因此，研究密封片裂纹的性质及形成机

理对密封片结构设计改进和维修具有重要意义。

某型航空发动机密封片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裂纹，

严重影响了其安全性。本文对故障密封片进行外观

检查、断口分析、表面形貌检查、化学成分分析、金相

组织检查、再结晶和组织热模拟试验，确定了裂纹性

质和产生机理，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1 检查与分析

故障密封片采用 JG4246A高温合金精铸而成，工

艺流程主要为：蜡模制备→型壳制备→造型→熔炼浇

铸→清壳→热处理→热矫形→吹砂→表面检查→荧

光检查等。

1.1 宏观检查

故障密封片局部宏观图像如图 1所示。从图中

可见，在密封片底板的一侧有 1条裂纹；在底板流道

面及非流道面均可见宏观变色现象；裂纹贯穿底板两

侧表面，由边缘向中部扩展，扩展路径均较平直，在流

道面及非流道面扩展长度分别约为 28.2 mm和 27.6
mm。经荧光检测发现，在底板裂纹同侧的流道面存

在 5条小裂纹，在非流道面存在 3条小裂纹，小裂纹均

未贯穿底板厚度方向，如图２所示。从侧面对故障密

封片进行观察，密封片底板整体向流道面一侧存在一

定的翘曲变形，在裂纹处变形较严重，如图３所示。

1.2 断口分析

将故障密封片底板裂纹打开，断口为沿晶特征，

形貌如图 4所示。表面较粗糙，呈深灰色；人为打开

区表面呈浅灰色。断口局部放大形貌中隐约可见疲

劳弧线形貌特征，表明断口的性质为疲劳；根据疲劳

弧线的方向判断，裂纹分别起始于底板流道面和非流

道面，呈多源特征。

（a）流道面 （b）非流道面

图1 故障密封片局部宏观图像

（a）流道面 （b）非流道面

图2 小裂纹荧光显示位置

（a）故障密封片

（b）新密封片

图3 故障密封片变形和新密封片对比

（a）整体形貌

（b）局部放大形貌1 （c）局部放大形貌2
图4 故障密封片底板断口宏观形貌

流道面

非流道面

人为打开区
断口

1[31571.44 μm]

1[28173.43 μm] 1[27571.52 μm]

变形区

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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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扫描电镜中放大观察，断口低倍形貌如图 5所
示。隐约可见疲劳弧线和放射棱线形貌特征，根据疲

劳弧线和放射棱线的方向判断，裂纹起始于底板流道

面和非流道面，呈多源特征，与断口宏观分析结果一

致。放大观察疲劳源区，表面可见再结晶层，如图 6
中箭头所示。

放大观察断口扩展区，大部分区域已被致密的

氧化颗粒覆盖，如图 7所示。在未被氧化颗粒覆盖区

域隐约可见疲劳条带形貌（如图 8所示），进一步表明

裂纹性质是疲劳。

人为打开荧光检测的

1条小裂纹，裂纹断口宏观

形貌和微观形貌如图 9、10
所示。裂纹的性质也为疲

劳，起始于密封片底板流道

面再结晶层，呈多源特征，

与宏观大裂纹的性质一致。

1.3 组织分析

从故障密封片底板裂纹附近切割取样进行组织

检查，从裂纹开口向裂纹尖端选取 3个区域：a（边

缘）、b（中部）和 c（远离边缘），如图 11中红色虚线所

示。同样对故障密封片远离裂纹部位的基体取样，进

行组织检查对比分析。远离裂纹基体组织形貌如图

12所示。区域 a、b在流道面和非流道面均形成了再

结晶层，其深度分别约为 130.91 μm和 92.73 μm，区
域 c没有产生再结晶层。

基体表面没有产生再结晶

层，表明密封片边缘再结

晶不是在加工过程中产

生，而是在工作过程中产

生的。

远离裂纹基体微观组织形貌如图 13所示。均由

γ基体和 γ´相组成。区域 a、b组织变化程度较大，从

区域 b到区域 a，1次 γ´相逐渐减少，重新析出细小的

（a）低倍形貌1 （b）低倍形貌2
图5 故障密封片底板断口低倍形貌

（a）低倍形貌1 （b）低倍形貌2
图6 断口源区微观形貌

1 mm

50 μm

图7 氧化颗粒 图8 疲劳条带

图9 小裂纹断口宏观形貌

（a）源区形貌 （b）疲劳条带

图10 小裂纹断口微观形貌

图11 组织观察

图12 故障密封片底板组织形貌

流道面

流道面

非流道面

非流道面

流道面

流道面

非流道面

非流道面

区域b

基体

区域 a

区域 c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c

b

a

（a）区域 a （b）区域b

（c）区域 c （d）基体

图13 故障密封片底板微观组织形貌

200 mm

100 mm

20 μm 10 μm

20 μm 10 μm

2 μm 2 μm

2 μm 2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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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γ´相，分布在γ相中；区域 c组织变化程度相对较

小，接近基体的微观组织形貌，表明密封片裂纹附近

的组织变化不是在加工过程中产生，而是在工作过程

中产生的。

1.4 成分分析

对故障密封片底板基体和断口表面进行能谱分

析，结果见表 1。从表中可见，断口表面氧元素质量

分数明显偏高，表明断口表面氧化严重。基体主要合

金元素质量分数基本符合 JG4246A的标准要求。

2 模拟试验

2.1 组织热模拟试验

为了明确 JG4246A合金组织随工作温度的变化

规律，结合发动机工作过程中的实际工作温度情况，

设计热模拟试验。从故障密封片远离裂纹处基体取

样，分别在 950、1000、1050、1100、1150、1200、1250和
1300 ℃下保温 2 h后进行空冷处理，各试样的微观组

织形貌如图14所示。

在 1050 ℃以下保温处理后，试样组织未发生明

显变化，与基体原始组织形貌基本相同。在 1100~
1200 ℃时，随着加热温度的升高，初生 γ´相开始逐渐

回溶，γ´相形状趋于规则化，所占比例逐渐减小，尺寸

逐渐减小。组织中也重新析出细小的 2次γ´相，弥散

分布在 γ 相中，2 次 γ´相尺寸也逐渐增大。在

1250 ℃保温处理后，初生 γ´相基本完全回溶。在

1300 ℃保温处理后，初生 γ´相已经完全回溶，局部

出现初熔孔洞。

2.2 再结晶热模拟试验

为确定故障密封片再结晶过程，从故障密封片远

离裂纹处基体取样进行再结晶模拟试验，试验条件和

结果见表 2，不同试验条件下的再结晶形貌如图 15所

元素

断口

基体

标准

元素

断口

基体

标准

O
25.3

Al
6.54
7.76
7.6~8.5

Cr
7.95
7.45
7.4~8.2
Ti
1.21
0.88
0.6~1.2

Ni
50.8
76.6
余

Fe
0.56
0.34
≤2.0

W
2.65
2.26
1.5~2.5
Hf
0.32
0.40
0.3~0.9

Mo
4.32
4.02
3.5~5.5
Si
0.28
0.31
≤0.5

表1 故障密封片底板基体能谱分析结果 wt%

（e）1150 ℃ （f）1200 ℃
2 μm2 μm

（a）950 ℃ （b）1000 ℃

（c）1050 ℃ （d）1100 ℃
2 μm2 μm

2 μm2 μm

试验

温度/℃
1000
1000
1050
1050

保温

时间/h
2
8
2
8

有无

再结晶

无

无

无

有

试验

温度/℃
1100
1100
1150
1200

保温

时间/h
2
8
2
2

有无

再结晶

有

有

有

有

表2 再结晶模拟试验条件和结果

图15 热模拟再结晶组织形貌

流道面

流道面

非流道面

非流道面

流道面

流道面

非流道面

非流道面

1000 ℃/2h

流道面

流道面

非流道面

非流道面

流道面

流道面

非流道面

非流道面

1050 ℃/2h

1100 ℃/2h

1150 ℃/2h

1000 ℃/8h

1050 ℃/8h

1100 ℃/8h

1150 ℃/8h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20 μm

1[32.73 μm]

1[89.79 μm] 1[40.28 μm]

1[86.44 μm] 1[134.27 μm]

1[52.03 μm]

1[29.79 μm]
1[50.77 μm]

1[23.92 μm]

20 μm

（g）1250 ℃ （h）1300 ℃
图14 热模拟组织微观形貌

2 μm2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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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模拟试验结果表明，再结晶的最低温度约为

1050 ℃。随着温度的升高和保温时间的增加，再结

晶层的厚度逐渐增加；温度对再结晶的形成和长大影

响更加明显；在相同温度和保温时间下，非流道面侧

再结晶层厚度比流道面侧的大，再结晶程度更明显。

3 分析与讨论

通过对故障密封片宏观和断口分析可知：裂纹性

质为疲劳，起源于流道面和非流道面两侧再结晶层，

向中部扩展，呈多源特征。

故障密封片边缘存在 1条大裂纹和多条小裂纹，

表面局部存在氧化变色现象。裂纹断口呈沿晶特征，

表面深灰色，并被氧化产物所覆盖。裂纹呈多源特

征，从密封片的表面再结晶层向内部扩展。一般出现

热应力裂纹的故障件，在表面特定区域存在多条裂

纹，裂纹扩展曲折呈沿晶特征，断口表面存在氧化颗

粒。密封片位于发动机尾喷管部位，不属于典型的转

动部件，不会受到很大的转动离心力载荷作用。在发

动机起动过程中，密封片流道面会经历高速气流和高

温火焰作用。在发动机停车过程中，流道面表面会迅

速冷却。在急速地高温或冷却过程中，密封片在很短

的时间内受到热应力作用。同时，密封片流道面和非

流道面两侧会形成一定的温度差，密封片受到高低温

交变热循环载荷的作用，从而易引起热应力疲劳裂纹

的萌生[11-12]。因此，判断故障密封片裂纹性质应为以

热应力为主导致的疲劳裂纹。

JG4246A是以金属间化合物Ni3Al为基的等轴晶

铸造高温材料，其铸态组织由γ相、γ´相、（γ-γ´）共晶

和少量初生 MC型碳化物组成，使用温度范围为

1200 ℃以下，初熔温度约为 1290 ℃。其中，γ´相的形

貌和尺寸受工作环境影响较大，尤其是在高温下，可

以通过热模拟 γ´相的形貌与温度之间的演变规律，

来反推故障部位的实际最高工作温度。γ´相的数量

和尺寸也会直接影响高温合金的强度，当工作温度较

高时，γ´相会发生部分回溶甚至全部回溶，合金的抗

高温性能会急剧降低。对密封片基体组织进行热模

拟试验得出：随着最高加热温度的升高，JG4246A合

金组织中枝晶干区域初生γ´相开始逐渐回溶，所占比

例逐渐降低；至 1100 ℃开始，组织中重新析出尺寸细

小的 2次 γ´相，2次 γ´相排列较整齐，弥散状分布在 γ

相中；当最高加热温度达到 JG4246A合金的许用温度

上限 1200 ℃时，呈现出初生 γ´相大量回溶，所占比例

大幅降低，重新析出的 2次 γ´相尺寸达到最大；至

1250 ℃时初生 γ´相基本完全回溶[13-15]。本次故障密

封片裂纹附近区域的组织中初生γ´相出现大量回溶，

且重新析出大量的 2次 γ´相，并与热模拟试验组织形

貌进行对比分析，推断出裂纹附近区域经历了 1200~
1250 ℃之间的最高温度，已经超过了合金许用温度

的上限。

故障密封片断口边缘存在再结晶层，与原始铸造

晶粒相比，再结晶晶粒尺寸远小于基体组织晶粒尺

寸。晶粒越细小，晶界面积越大，晶界处萌生裂纹几

率增大。晶粒越细小，材料的耐高温疲劳性能也会降

低，在热应力作用下，再结晶晶界易开裂形成微裂

纹[16-17]。同时，对故障密封片裂纹附近的组织检查也

可知，在靠近密封片边缘和中部区域的基体组织发生

明显变化，γ´相大部分回溶，析出大量的 2次 γ´相。

因此，故障密封片由于边缘和中部组织的变化，基体

高温力学性能急剧降低。再结晶层的形成和基体组

织的转变共同促进了裂纹的形成和扩展。

故障密封片裂纹附近表面存在再结晶层，远离裂

纹的基体表面无再结晶层，表明再结晶不是在密封片

原始加工过程中产生，而是产生于密封片的使用过程

中。再结晶是在高内应力（通常是塑性变形引起的）

状态下，加热到一定温度，通过形核和长大形成基本

上无应变的等轴晶粒的过程。产生再结晶要同时满

足 2个条件：足够的内应力（残余应力）和温度达到再

结晶温度[18-19]。本文通过模拟试验成功复现出再结

晶形貌，表明密封片成品在完成最后工艺后仍存在一

定的残余应力，可能为矫形和吹砂等工艺对密封片表

面引入的应力。对高温合金而言，如果在生产过程中

受到冷变形（如吹砂、磕碰、机械加工等），又在高于再

结晶温度下停留，材料就会发生再结晶。试样非流道

面再结晶程度比流道面的更加明显，由于流道面较平

整，非流道面分布大量的加强筋，在铸造和热校形工

艺中变形受到约束，残余应力较大，再结晶形成更加

容易。相对于时间条件而言，温度对再结晶的形成和

晶粒长大影响更加明显，温度影响组织中初生γ´相的

比例和尺寸，初生γ´相质量分数和尺寸减小会明显促

进再结晶的形成[20]。

对故障密封片的材质分析结果表明，密封片基体

材料成分、组织均符合技术标准要求，可以排除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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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问题对故障的影响。

综上分析可知：故障密封片的裂纹性质是以热应

力为主导致的疲劳裂纹，起始于密封片流道面和非流

道面表面的再结晶层。故障扩张密封片裂纹附近区

域的实际服役温度已超过了其材料使用温度的上限

（1200 ℃）。密封片局部超温，边缘产生再结晶，在再

结晶晶界处萌生疲劳裂纹。基体组织中γ´相的回溶使

得密封片的耐高温性能降低，促进裂纹进一步扩展。

4 结论

（1）故障密封片的裂纹性质为以热应力为主导

致的疲劳裂纹，起始于流道面和非流道面表面的再

结晶层。

（2）密封片裂纹形成机理：密封片边缘局部超过材

料允许使用温度（1200 ℃），使其表面产生再结晶，在热

应力作用下再结晶开裂形成微裂纹；局部超温也引起

基体组织中γ´相的回溶，降低了基体本身的高温性能，

并促进裂纹逐渐向基体扩展，最终形成宏观裂纹。

（3）故障密封片疲劳开裂与材质无直接关系。

（4）故障密封片再结晶出现最低温度约为

1050 ℃。

建议优化结构设计，改善密封片温度场均匀度，

降低工作温度；优化密封片加工工艺，增加去应力退

火工艺，降低构件残余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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