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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结构完整性研究进展

李其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航空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包含发动机结构的功能、强度、刚度、振动、疲劳、蠕变、寿命、损伤容限，以及发动机结构可靠性，

对于满足发动机综合性能（如推重比）的要求和保证发动机的安全性与耐久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系统地介绍了美、英、俄等国航

空发动机结构完整性研究的进展和成就，重点介绍了美国《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和相关研究计划的研究、形成和发展的演变过

程，并指出了中国发动机结构完整性的研究现状和发展任务。

关键词：结构完整性；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航空发动机；安全性；耐久性

中图分类号：V23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4.05.001.

Investigation Progress on Aeroengine Structural Integrity
Li Qi-han

渊School of Jet Propulsion, 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冤
Abstract: Aeroengine structural integrity contains function, strength, stiffness, vibration, creep, fatigue, life, damage tolerance of engine

structure and engine structural reliability. It is most important for meeting the requirments of engine integrated performance 渊such as the
ratio between thrust and weight冤and ensuring engine safety and durability. The investigation progress and accomplishments on aeroengine
structural integ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and and Russia were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with emphasis on the change process of the
investigation,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ngine Structural Integrity Program and relevant research program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introduced. Meanwhile, the investigation condi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were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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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是 1种复杂的压缩 /膨胀气体高速流

动、转子系统高速旋转，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工作的动

力机械系统。其使用环境较为严酷且要求的寿命较长，

在气动、热负荷与机械载荷共同作用下，其结构完整性

问题十分突出，往往成为影响飞行器（发动机）安全性、

耐久性和战备完好率与任务成功率的症结。航空发动

机结构完整性的作用和宗旨在于满足和充分适应现代

高性能发动机，提高综合性能(如推重比 /功重比)、满足

安全性和耐久性的双重需求。因此，既要保证和提高发

动机的使用功能和有效性，又要保证和提高发动机战

备完好率和任务成功率，降低全寿命周期费用。

本文系统地介绍了美、英、俄等国航空发动机结

构完整性研究的进展和成就，重点介绍了美国《发动

机结构完整性大纲》和相关研究计划的研究、形成和

发展的演变过程，并指出了中国航空发动机结构完整

性的研究现状和发展任务。

1 内涵和意义

航空发动机结构完整性（亦称结构强度）的内涵

丰富，涉及发动机结构的功能、强度、刚度（变形）、振

动、疲劳、蠕变、损伤容限、寿命及结构可靠性等方面，

不仅与航空发动机的气动热力学问题交叉、耦合，相

互作用，还与结构材料和制造工艺密切相关，并受其

制约。

航空发动机结构完整性概念于 20世纪 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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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由美国提出，其工程背景是：20世纪 60年代末，在

单纯追求高性能、争相研制推重比 8一级发动机的风

潮中，F100发动机捷足先登，接受合同后仅用了 4～5 a

就于 1973年投入使用。但在投产使用的前 5年中，故

障和事故层出不穷。先后发生了 47起涡轮转子叶片

和导向器叶片损坏、60起主燃油泵故障、10起加力泵

轴承故障、8起 4号轴承故障，以及其他各类故障共

120 多起。另据美国空军材料试验室的统计，在

1963～1978年间发生的 3828起飞行故障中，由发动

机故障引起的占 43%，其中大部分属于结构完整性

问题。许多故障造成了重大的飞行事故乃至飞机全线

停飞的严重后果，其教训十分沉重。

总结经验教训后，美国军用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思

想和研制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突出体现在 1980年

美国审计长向国会的报告“美国战斗机 /攻击机发动

机获得过程中的管理问题”中。报告向国防部长建议：

“部长及其办公室要委派 1个组织，建立 1套有组织、

有约束力的发动机结构设计、分析、研制、生产和全寿

命管理办法”；“由于发动机问题的严重性和它对飞机

成功与否影响的关键性，要求在先进发动机部件和技

术验证发动机 2 个方面开始耐久性试验”；“在投产

前，发动机的可靠性、维修性和耐久性应有更完善地

发展”。

F100发动机从研制到投产，美国空军投资 4.75

亿美元，经过近 11年的改进，追加投资 6.66亿美元，

尽管增重约 60 kg，但最终仍通过 4300次总累计循环

（TAC）加速任务试车，大幅度地提高了可靠性和耐久

性，F100-PW-220发动机于 1985年投入批生产。至

F119发动机研制时，美国 PW公司吸取了教训，从研

制开始就提出要全面考虑发动机各种特性，遵循以推

重比(性能和质量)为一翼，以工艺性、可靠性、耐久性、

维修性、操作和成本等为另一翼的平衡设计准则。

20世纪 80年代中期，美国 GE公司在 F404发动

机研制中坚持性能与可靠性平衡设计的准则，其设计

重点先后顺序是：作战适用性—可靠性—维修性—费

用—性能—质量。另外，为了替换 F-16飞机的发动

机，按 GE 公司的说法，“F101DFE(F110 发动机的前

身)研制计划的重点在于耐久性、适用性和寿命期成

本，而不是性能”。研制中全面贯彻了发动机结构完整

性大纲，结构可靠性、耐久性显著提高，最终在 F-16

飞机上占据了比 F100发动机高出 1倍的市场份额 。

实践表明，对于现代高性能航空发动机的设计、

研制，提出并贯彻从单纯追求高性能到全面满足性

能、适用性、可靠性、耐久性和全寿命周期费用要求的

权衡发展，是航空发动机研制观念质的转变。

2 国外航空发动机结构完整性研究进展

2.1 美国的研究情况

航空发动机结构完整性研究的标志性进展和成

果可以从美国在 20世纪 60年代末至 21世纪初实施

的多项与发动机结构完整性相关的重要研究计划和

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 (ENSIP：Engine Structural

Intergrity Program)的颁布及其多次改版和修订中得以

体现。

早在 20世纪 60年代末，美国已提出发动机结构

完整性大纲(ENSIP）的概念，其结构强度的研制思路

在 1972年颁布的《航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机

通用规范》（MIL-E-5007D）中就被正式采用。70年代

末由美国空军组织，与发动机公司共同实施了发动机

耐久性和损伤容限评估 (Durability and Damage

Tolerance Assessments) 技术计划，发展了发动机结构

应变疲劳和断裂理论，对 4种在役的发动机进行评

估，对 8种在研或改进的发动机重新进行损伤容限设

计，使发动机的耐久性和可靠性显著提高。

在总结前期（1970～1980 年）发动机设计、使用

和管理的经验教训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评估与调查的

基础上，美国于 1984年 11月正式颁布了第 1版《发

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ENSIP MIL-STD -1783）（以

下简称《1783大纲》）[1]。《1783大纲》以美国军用标准

形式颁布，并于 1985年 9月制定的《航空涡轮喷气和

涡轮风扇发动机通用规范》（MIL-E-87231）正式采

用，1995年 1月颁布的《航空涡喷涡扇涡轴涡桨发动

机使用指导规范》（JSSG-87231A）(JSSG Joint Service

Specification Guide)[2]和 1998年 10月颁布的《航空涡

喷涡扇涡轴涡桨发动机使用指导规范》（JSSG-2007）

一直沿用。《1783大纲》明确定义：发动机结构完整性

大纲是燃气涡轮发动机结构设计、分析、定型、生产和

寿命管理的 1种有组织、有条理的方法，其目的是保

证发动机结构的安全性和耐久性，降低全寿命期费用

和提高发动机的出勤率。《1783大纲》规定了为保证

发动机具有良好的结构特性，在设计使用寿命期内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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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设计和验证要求，提出了“设计所需资料”、“设计

分析、材料特性及研制试验”、“零部件和核心机试

验”、“发动机地面和飞行试验”、“发动机寿命管理”等

5方面任务及其具体内容，并在附录中针对设计和验

证要求，逐条给出了“说明”、“指导”和“经验教训”。

《1783大纲》的颁布，首次突出了发动机预研、设计与

研制（含试验和试制）、生产和使用（含寿命管理）的全

寿命周期过程，标志着现代高性能航空发动机结构完

整性的研究发展理念、方法和管理程序已进入到 1个

崭新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由美国航空航天管理局(NASA)

组织实施了高温发动机材料技术计划(HITEMP)和具

有深远影响的发动机热端部件技术计划(HOST，Hot

Section Technology)（1980～1987年)。热端部件技术计

划旨在通过增强技术理解和采用更精确的设计分析

方法改善热端部件的耐久性和可靠性，集中围绕制约

燃烧室和涡轮耐久性的关键问题，从测试技术、燃烧、

传热、结构分析、疲劳与断裂、表面防护等 6个方面进

行了综合研究。研究成果体现在：发展了高温材料和

结构的非线性应变理论和疲劳 /蠕变寿命模型；建立

了统一本构、统一损伤寿命、总应变范围寿命和循环

累积寿命模型；建立了 3维非弹性结构分析方法和热-

机械疲劳试验方法，建立了热障涂层和抗氧化涂层材

料结构的寿命分析与试验方法等，为进一步提高航空

发动机的关键技术参数 /指标—涡轮前进口温度，改

善燃烧室和涡轮部件的耐久性和可靠性打下了良好

基础。

在总结 1980～1995年的发动机设计、使用和管

理的经验教训和相关问题的研究、评估与调查的基础

上，美国于 1999年 3月颁布了第 2版《发动机结构完

整性大纲》（ENSIP MIL-HDBK-1783A)[3] （以下简称

《1783A大纲》）。《1783A大纲》仍分为正文和附录 2

部分。在附录指南部分中同样针对设计和验证要求，

逐条给出了“说明”、“指导”和“经验教训”。《1783A大

纲》名称未变，但作用由“标准”改成了“手册”，突出了

指导性作用。与《1783大纲》相比，大量扩充了附录的

内容，附表从 3个增加到 21个，附图的内容也有变

化。在要求和验证的内容、组织编排上的主要变化有：

（1）为了提高设计使用寿命和设计用法在研制中

的重要作用，将《1783大纲》中“设计使用寿命和设计

用法”1 个条目，拆分为“设计使用寿命”和“设计用

法”2个条目。将《1783大纲》中“耐久性 /经济寿命”

条目对冷件、热件、消耗件的寿命要求，添加到

《1783A大纲》的“设计使用寿命”条目中，并增加了对

轴承和附件的寿命要求，提出了分析和试验验证的指

导方法。

《1783A大纲》“设计使用寿命”条目中按热件、冷

件、消耗件、轴承、附件分别列表，通过分析和试验确

定其设计使用寿命。在“设计用法”条目中，明确提出

设计用法的内涵应包括任务和任务混频、用法参数、

外部作用力、工作包线等 11项内容，并强调在全尺寸

发动机研制一开始就应明确实际设计用法资料，以便

发动机设计、分析和试验。

（2）《1783大纲》将“环境条目”更名为“工作包线

条目”，除外部作用力外，增加了工作姿态和条件、内

部环境 2个子条目。

（3）增加了零件分类条目，要求发动机所有零组

件以及控制件、外部件和消耗件，都应按照危害程度

进行分类，提出了断裂、安全、任务、耐久性关键件和

耐久性非关键件的分类要求。

（4）在损伤容限条目中增加了对复合材料损伤容

限的要求，并指出有机基体复合材料（OMC)零件的损

伤容限设计是非常复杂的，必须进行分析和试验。

（5）包容性应反映整个发动机的包容要求，是发

动机“强度”要求的重要内容之一，故将原作为独立条

目的“包容性”，放在“强度”条目中作为 1个子条目。

（6）增加了对涡桨、涡轴发动机有关结构强度和

输出轴扭矩及转速限制等的要求。

（7）由于涡桨、涡轴发动机在机动飞行中会在输出

轴外端产生较大的力和力矩，需控制输出轴相对于发

动机安装节的总变形，故在强度条目中增加了发动机

刚性子条目，并提出了分析和试验验证的指导方法。

（8）发动机主轴承设计实际反映压力平衡要求。

将《1783大纲》强度条目中的“推力轴承载荷”子条目

更名为“压力平衡”，并提出分析、验证发动机压力平

衡的指导方法。

《1783A大纲》的颁布，标志着现代高性能航空发

动机结构完整性的研究发展理念、方法和管理程序已

进入到较成熟的阶段。

随着发动机研制技术的发展，各项计划的深入系

统研究和结构完整性大纲的实施，美国航空发动机因

低循环疲劳、蠕变 /应力断裂以及低循环疲劳 /蠕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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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作用等引起的结构故障大幅度减少，而因振动引

起的高循环疲劳故障增多，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此前

的研究较少涉及叶片的强迫振动和非同步振动等问

题；另一方面是由于先进叶轮机设计的气动 /结构的

耦合问题越来越突出。

美国空军、海军、陆军、NASA和工业部门自 1994

年 12月开始实施了国家涡轮发动机高循环疲劳科学

与技术(HCF S&T)计划[4]（以下简称“HCF计划”）。该

计划项目由科学技术行动组、试验和评估组、技术转

移组组成规划组，下设 8个行动组，针对构件表面处

理、材料损伤容限、测试、结构分析、强迫响应、被动阻

尼、气动 -结构力学和发动机验证（1999年增加）等 8

个方面开展理论分析与试验研究，并提出将研究成果

向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ENSIP）和航空涡轮发动机

使用指导规范（JSSG）转化。英国政府也对 HCF计划给

予支持，美、英 2国国防部共同制定了项目协议书

（PA），提出了 11项研究、比较和验证的内容。

HCF计划与美国国防部、空军、海军、陆军、

NASA和工业部门一起，自 1988年开始实施具有重

大意义的综合高性能涡轮发动机技术（IHPTET）计划

（1988～2003 年）[5]（以下简称“IHPTET计划”），相互

给予有力支持。在 HCF计划和 IHPTET计划中，高循

环疲劳技术计划的重点研究目标均是“最大限度地降

低发动机高循环疲劳失效，进而大幅度地降低发动机

的非定期维护成本”，其主要技术途径是综合应用

CFD和 CSD技术解决叶片高循环疲劳和颤振问题。

HCF计划连续 6年(1997～2002年)发布了年度总结

报告，其发动机验证工作延续至 2007年。该计划对解

决涡轮发动机构件的高循环疲劳问题进行了系统深

入的研究。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在结构完整性研究计

划的实施过程中除了针对在研和现役发动机的故障

问题，也对先进发动机的结构、材料、工艺带来的结构

完整性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HCF计划研究成果转移的基础上，美国于 2002

年 2月颁布了第 3版《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ENSIP

MIL-HDBK -1783B)[6](以下简称《1783B大纲》)，用以

替代《1783A大纲》。此后于 2004年对《1783B大纲》进

行了第 2次修订(with Change 2)。与《1783A大纲》相

比，《1783B大纲》在性质（手册）、组织编排上基本未变，

在内容上主要增加了振动与高循环疲劳方面的要求和

经验教训。名词术语增加了概率设计裕度；附图增加了

概率坎贝尔图、材料性能裕度、颤振边界裕度等内容。

《1783B大纲》将《1783A大纲》“耐久性 /经济寿命”条

目中的高循环疲劳转放入“振动”条目中，充分反映振

动和高循环疲劳紧密相关性，并在附录的“指导”和“经

验教训”中用大量篇幅给出高循环疲劳设计、试验验证

指南，最突出的有 3点：

（1）细化了高循环疲劳的模式和要求，针对系统

振动（主要是系统临界转速）、构件整阶次振动（主要

指强迫共振，由强迫响应、阻尼、结构失谐和气动失谐

表征）和颤振、气流分离或其它非整阶次振动的不同

振动特征，提出了高循环疲劳的分析和验证要求；

（2）细化了高循环疲劳寿命设计要求，从振动模

态与频率、振动应力和材料与构件的疲劳强度 3个方

面提出了高循环疲劳寿命的分析和验证要求；

（3）强调了概率设计思想，针对高循环疲劳模式和

高循环疲劳寿命提出了频率概率设计裕度、响应概率

分布和构件失效概率等概率设计裕度的分析和验证

要求。

《1783B大纲》的颁布，标志着现代高性能航空发

动机结构完整性的研究发展理念、方法和管理程序已

进入到全面成熟的阶段。

2.2 英国的研究情况

英国在航空发动机结构完整性研究方面的成果

主要体现在其颁布的发动机应力标准和军用航空发

动机通用规范及民用航空发动机适航性规范中有关

结构强度和安全性的规定上。20世纪 60～70年代，

英国 RR 公司综合多年设计研制经验，针对斯贝

MK202 发动机制定了 SPEY-MK202 应力标准

（EGD-3）[7]，其结构设计准则、评定标准和分析方法至

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及参考价值。英国军用航空

发动机通用规范从 D. ENG. RD2300，Issue No.3

（1967.7）和 D. ENG. RD2100，Issue No.5（1967.1）发

展到 Defence Standard 00-971（1987.5），直到最新版

本的飞机用设计和适航性要求 11 部 - 发动机

Defence Standard 00-970-11部（2006.1）；英国民用航

空发动机适航性要求已发展到由欧洲航空安全局

（EASA）颁布的最新版本发动机合格证规范 CS-E

（2007.12. 第 1修订版）[8]（CS-E源于欧共体的民航适

航性要求 JAR-E，而 JAR-E则源于英国早期的民航

适航性要求 BCAR-C（1944））。其军用航空涡轮发动

机通用规范 Def Stan 00-970-11部〔9〕（2006.1），由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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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军用 2部分组成：通用要求，全面采用欧洲航空

安全局颁布的发动机合格证规范 CS-E的内容；军用

要求共 12条，包括矢量推力、补燃加力点火和燃烧、

红外线辐射 /抑制、核武器影响、吸入武器燃气、吸入

蒸汽、减小战斗易损性、电磁兼容性、腐蚀、吞沙和尘、

原型机飞行许可与加速模拟任务试车与噪声。无论是

军用航空发动机通用规范，还是民用航空发动机适航

性规范，均突出了将安全性放在第 1位的设计、研制

理念和要求。其中有关安全性分析和关键件及其定寿

方法、重视和强调试验验证，以及可操作性强等使规

范中结构完整性的要求具有鲜明特色。

2.3 俄罗斯的研究情况

俄罗斯在航空发动机结构完整性研究方面的成

果主要体现在其集多年发动机设计与研制经验，制

定、实施了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强度设计试验指南和

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寿命设计指南等标准和规范中。

这些标准和规范从 20世纪 60年代起就开始制定、实

施，至今已日臻完善。其显著特点是分析和试验的内

容、方法及评定标准等完整、细致，可操作性强，对结

构完整性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美、英、俄等航空发动机发达国家，在

航空发动机结构完整性技术与管理方面所做的研究

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基本形成气 -固 -热多学科综

合(耦合)和结构 -材料 -制造工艺紧密结合的设计

和试验验证技术体系，并在现代高性能军、民用航空

涡轮风扇和涡轴发动机设计和试验中得到成功地应

用。其产品的的耐久性、安全性与可靠性均达到了较

高水平。为适应更高性能发动机发展的需求，新结构

-新材料 -新工艺的结合更紧密，彼此之间协调发展

是进一步提高结构完整性的必然趋势。

3 中国航空发动机结构完整性研究现状[10-11]

自 1985年开始，中国较系统地开展了航空发动

机结构完整性的研究工作。在消化、吸收美国航空发

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1783大纲》和美国某航空发动

机公司有关燃气涡轮发动机结构设计准则研究报告、

借鉴国外的强度标准、规范和中国自己研究实践的基

础上，编制并以国军标形式颁布了《航空发动机结构

完整性指南》[12](GJB/Z 101,1995)；编写、出版了《航空

涡喷、涡扇发动机结构设计准则（研究报告）》（1～6

册，1997）；《航空涡轴、涡桨发动机转子系统结构设计

准则（研究报告》（2000）；《航空发动机设计手册》（涉

及结构强度的 17、18、19等 3册，2001），为中国在航

空发动机研制中结构强度的设计要求、内容、方法和

评定标准提供了依据和参考。同时，在发动机研制中，

按照国军标《航空涡轮喷气、涡轮风扇发动机通用规

范》[13]（GJB241 1987）、《航空涡轮螺旋桨、涡轮轴发动

机通用规范》[14]（GJB242 1987）、民用航空发动机适航

规定[15]（CCAR-33R2 2012）以及发动机型号规范的要

求，开展了大量的结构强度、振动和寿命、可靠性方面

的计算分析工作；零部件与整机的强度、振动和耐久

性、可靠性验证与考核试验工作，并建立了相关的试

验、测试设备和平台，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信息。在中

国航空发动机预先研究、测绘仿制、改进改型和自主

研制（包含排除各类发动机故障的过程）发展历程中，

航空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积累了

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具备了一定的研制能力和技术水

平，为航空发动机结构完整性的深化研究和发展奠定

了较坚实的基础。

但也应看到, 由于研制观念、管理决策、技术基

础、经费投入等多方面原因，中国航空发动机结构完

整性设计和试验的能力与水平还较为落后，尚不能适

应中国航空发动机预研、研制、使用和发展的需求；不

能满足在役和在研发动机对安全性、可靠性、耐久性

的要求。就技术层面而言，中国航空发动机结构完整

性研究在总体上反映出偏表层、方法性，缺乏深层次、

理论性研究；偏单一性，缺乏综合性研究；偏跟踪性，

缺乏创新性研究。在结构完整性设计中，存在结构与

强度脱节、结构设计细节关注不够等问题。多年来，中

国航空发动机结构强度设计主要沿用国外 20 世纪

60～70年代制定的应力标准，没有系统、完整地形成

中国自己的结构强度设计准则及其评定标准，未能形

成经过验证的结构强度设计体系。这是中国航空发动

机结构完整性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可靠性水平较低、

故障多发乃至危及飞行安全的重大结构故障时有发

生的重要原因。

因此，必须在结构流体诱导振动与高循环疲劳、

结构低循环疲劳与蠕变、结构损伤容限；发动机整机

动力学与振动控制、结构优化设计理论与方法、结构

可靠性设计理论与方法、结构破损安全分析与评估与

结构完整性新思想、新概念探索等方向更加深入、系

统、创新性地开展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在建立中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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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结构强度设计体系的计划中，提出在充分

借鉴国外航空发动机结构强度设计经验和总结中国

研制经验的基础上，编制 1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工

程适用、反映中国航空动力行业先进水平，达到正确

性、完整性、适用性、先进性要求的航空发动机结构强

度设计准则，以促进中国航空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工作

程序化、规范化，提高结构完整性的技术能力和水平，

适应中国航空动力技术发展和结构完整性技术发展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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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表面加工缺陷的轮盘疲劳寿命分析方法

陆 山，李 波
（西北工业大学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072）

摘要：为了将表面加工状态引入零构件概率寿命分析中，提出并建立了考虑表面加工缺陷的轮盘疲劳寿命分析方法。将孔的

表面加工缺陷简化为表面裂纹和 /或角裂纹，导出裂纹深度密度函数；借助裂纹应力强度因子经验公式及有限元分析，提出轮盘孔

边裂纹应力强度因子计算的推广经验公式方法。建立了 3种考虑表面缺陷尺度分布时轮盘概率寿命计算方法。以钛合金盘为例，在

获得的表面缺陷分布条件下，计算了给定寿命的轮盘疲劳寿命失效概率及故障率。仿真结果表明：采用该方法可以将表面加工缺陷

对疲劳寿命的影响引入构件寿命评估体系。

关键词：表面加工缺陷；疲劳寿命；应力强度因子；裂纹扩展；失效概率；故障率；轮盘

中图分类号：V231.9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4.05.002

An Analysis Method of Disk Fatigue Life Considering Surface Manufacturing-Induced Anomaly
LU Shan, LI Bo

渊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aeroengine components' life at the surface manufacture state, a method for disk fatigue life analysis

considering surface manufacturing-induced anomaly was presented and built. The surface manufacturing anomaly was simplified as surface
cracks and/or corner cracks, and the crack density function was exported. Using the empirical formula of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SIF) and
FEM analysis, a popularized empirical formula method to compute the SIF of a crack at hole edge of a disk was proposed and verified by
FEM solution. Three methods to calculate the probabilistic life of disk considering the depth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anomaly were built.
Taking a titanium disk as an example, the failure risk and failure rate at a given life was computed,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gained
distribution of surface anomaly.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rface manufacturing-induced anomaly affeots fatigue life can be
introduced in components' life assessment life by thi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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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轮盘是航空发动机最重要的承力构件之一，结构

复杂，成本昂贵，工作条件恶劣，一旦损坏，后果往往

是灾难性的。轮盘在服役期间承受着重复作用的疲劳

载荷，其设计必须遵守相关结构的强度准则，要求具

有足够的低循环疲劳寿命，以及损伤容限特性，来满

足可靠性和耐久性[1]。在发动机轮盘的实际加工中，会

不可避免地产生加工缺陷，如果在应力危险部位（特

别是在盘的孔边）出现了明显的加工缺陷，则可能会

对其寿命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在轮盘寿命预测时，应

该考虑加工刀痕对寿命的影响，这也是轮盘损伤容限

设计要求研究的内容。在分析轮盘表面加工缺陷的微

观表象之后，可以将轮盘孔边的加工刀痕作为裂纹来

处理[1-2]，裂纹的深度即为加工刀痕（缺陷）的深度，而

裂纹的扩展寿命，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轮盘的疲劳

寿命。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可以通过经验公式[3]、有限元

法[4-5]或边界元法[6]求解。然而经验公式法仅适用于简

单载荷下的简单几何构件；零件加工缺陷的深度是不

确定的，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如果要大量计算轮盘上

不同裂纹应力强度因子，文献[4-6]中的数值方法难

mailto:shanlu@nwp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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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使用。目前已有针对体内分布夹杂的轮盘概率

寿命分析方法[7-9]，但考虑表面分布缺陷的轮盘概率寿

命分析方法目前在国内文献中尚未查到，国外相关研

究文献也极少，且仅给出表面缺陷深度超越概率[2,10]，

及盘孔边概率寿命分析框架[2]。

本文针对加工缺陷深度的随机性，导出了表面缺

陷深度密度函数；利用有限元分析给出 1种快速计算

某类表面裂纹应力强度因子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提

出基于危险部位分布深度表面缺陷的轮盘低循环疲

劳寿命可靠性分析方法。

1 表面加工缺陷及其分布

表面缺陷是指在机械加工中在零件表面形成的

局部切除或遗留材料的痕迹。其分布形式将直接影响

零件寿命的可靠性。不同的缺陷深度分布形式，其寿

命可靠度也不同。目前，中国尚无表面缺陷的国家标

准和部颁标准，仅在表面粗糙度中有定性而无定量的

说明[11]。

在可以查到的参考文献中，表面缺陷的分布规律

主要有Weibull、高斯以及指数分布[2，10]3种模型。事实

上，Weibull分布可以退化成指数分布。

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报告[2]中，仅给出

了钛、钢、镍或镍基粉末冶金发动机转子上的圆孔，由

机械加工引起的表面缺陷的初始分布的性质用单位表

面面积超过特定尺寸深度的缺陷数量 F'来表示[2]

F '=v×5.42×10-6e（-61.546x） （1）

式中：x为缺陷深度（inch）；v 为频度系数，大小与轮
盘上孔的深度和直径比有关。

为了获得缺陷的密度函 数，令 x=0，则

F ' |x=0=5.42×10-6v，表示在单位面积上（深度大于 0）

所有缺陷的数量，那么缺陷深度超过 x的概率为

P（X>x）=F "= F '
F '|x=0

= v伊5.42伊10-6e（61.546x）
F '|x=0

=e（-61.546x） （2）

根据累积分布函数的定义，缺陷深度分布的累积

分布函数 F的表达式为
F=P（X≤x）=1-P（X>x）=1-F "=1-e（-61.546x） （3）

对其微分即得到缺陷深度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f=61.546e（-61.546x） （4）

可以看到，该指数分布为 1个退化的 Weibull分

布。事实上依加工方式、精度以及表面处理方式不同

等，甚至在零件的不同部位，最终的表面缺陷的深度

分布形式也可能有所不同，但本文第 3章建立的考虑

表面缺陷分布的轮盘概率寿命分析方法是通用的。

2 表面裂纹的 SIF计算

裂纹应力强度因子（SIF）可以通过有限元法建模

计算，但是计算 1次需消耗较多人工建模时间和机

时。而本文需要计算大量不同尺度的裂纹 SIF，并且

在裂纹扩展分析过程也需要大量的裂纹应力强度因

子计算。如果有相应的经验公式计算 SIF，可以节省

很多时间。

通常表面缺陷如果发生在零件的边角和表面上，

可分别采用角裂纹和表面裂纹模型。文献[3]中已给出

角裂纹和表面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计算经验公式，甚

至对于容易产生应力集中的孔边，也给出了相应的应

力强度因子计算公式。孔边角、表面裂纹形式分别如

图 1、2所示。

具体 SIF计算公式可以直接查询手册[3]，只是手

册中一般裂纹的载体比较简单，均为带孔或无孔的等

厚板，加载的方式一般为远场单向均匀拉伸。但根据

圣维南原理，远处的应力场对于需要着重考虑的部位

的 SIF影响不大，因此只要保证裂纹临近的主应力分

布大小吻合，即可得较为满意的 SIF结果。

本文结合第 4章典型算例分析，提出结合有限元

应力分析和表面半圆形裂纹和孔边角裂纹的经验公

式，计算轮盘孔边应力强度因子的推广经验公式方

法。其主要步骤是：首先，选取包含 1个孔的轮盘循环

图 1 孔边角裂纹

图 2 孔壁表面裂纹

2w

2r
a a

（a） （b）

（a） （b）

2r

2w

a
a

8



第 5期 陆 山等：考虑表面加工缺陷的轮盘疲劳寿命分析方法

对称子模型，进行无裂纹模型应力分析；其次，利用轮

盘循环对称子模型厚度、弦长特征尺寸，建立方形带

孔板无裂纹模型，并在单向均布载荷下进行应力分

析；再次，由轮盘循环对称子模型孔边危险点与方形

带孔板模型孔边危险点第 1主应力相等条件，确定方

形带孔板无裂纹模型的单向均布载荷 滓m；最后，由确

定的 滓m和矩形带孔板孔边裂纹经验公式，计算一系

列裂纹尺寸下盘孔边表面或角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3 给定分布裂纹深度下裂纹扩展寿命计算

对含单裂纹的轮盘结构裂纹扩展模型，采用简单

实用的 Paris公式[12]

dadN =C（驻K）p （5）

式中：驻K=Kmax-Kmin，即应力强度因子的幅值；C、p 为
通过试验得出的材料常数，与材料、试样厚度、应力

比、载荷频率等有关。

由于本文实际采用的裂纹应力强度因子计算经

验公式形式复杂，无法直接积分，所以，采用 1种分步

裂纹扩展、寿命叠加的计算方法。即在初始裂纹深度

的基础上，计算应力强度因子，并给定 1个微小裂纹

扩展量 da，利用 Paris公式计算相应的裂纹扩展寿命

dN；再在新的裂纹深度下计算新的应力强度因子，一
直循环到最终的应力强度因子到达断裂韧性 K lc，或

者最终的裂纹深度到达临界裂纹尺寸。至此，叠加各

步所有寿命增量 dN即得到裂纹扩展总寿命。
为简化计算，本文的裂纹模型被简化为半圆形或

者圆形裂纹，应力强度因子的大小沿裂纹前沿是不同

的。在计算中，每次选择沿裂纹前缘最大的应力强度

因子进行扩展分析，扩展后的模型仍按半圆形或圆形

裂纹进行计算，最终结果偏于安全，并且简化了计算

模型。对于表面裂纹来说，其深度尺寸理论大于 0，且

小于某一确定值。然而在工程实际中，当裂纹尺寸小

于一定值时，可以分析认为此裂纹扩展寿命是无限寿

命，或者说其寿命已远大于规定的要求（本文中把裂

纹扩展寿命大于一般寿命要求 3个量级左右时的初

始裂纹尺寸定义为 amin=a0）；而当裂纹尺寸大于某值

时，可以认为零件从生产出时已经失效，即寿命为 0

（本文中把裂纹未扩展前的应力强度因子已经大于材

料的断裂韧性左右时的尺寸定义为 amax）。

在建立单裂纹扩展寿命分析模型之后，可以采用

3种方法来计算构件基于分布尺寸下的裂纹扩展寿

命可靠度。

3.1 概率求和法

选定裂纹尺寸的上限 amax和下限 amin，将其分为

若干小区间，对每个区间内的裂纹尺寸，进行裂纹扩

展分析，计算得到不同尺寸裂纹的扩展寿命 t（a），将
其与给定的设计寿命下限进行比较，如果大于给定寿

命要求，则将该尺寸下的可靠度 R（a）定义为 1，如果

不满足要求则定义为 0。

根据裂纹尺寸的分布，可以计算尺寸为 a时的概
率密度值为 f（a），那么分布尺寸下裂纹扩展寿命的可
靠度 R 为

R=
amax

0
f（a）·R（a）da=

amin

0
f（a）·R（a）da+

amax

min
f（a）·R（a）da （6）

记 R1=
amin

0
f（a）·R（a）da，

R2=
amax

min
f（a）·R（a）da。

在 0～amin之间，R（a）为 1，则

R1=
amin

0
f（a）=

amin

0

mam-1

浊m e
- 1

浊蓸 蔀m

=1-e
- 1

浊蓸 蔀m
amin

0
（7）

因 R2无法直接积分，所以一般利用数值积分方

法来计算。将裂纹尺寸的区间细分为多段，计算各小

段的 f和相应的 R，从而得到 1个 R i。对 R i求和，再与

R1相加即得零件给定部位的给定寿命可靠度 R。需
要注意的是，对于不同的寿命准则 T，会出现不同的
amin；如果 T较小则 amin较大，那么会减少相当一部分

计算量。

3.2 蒙特卡洛法

根据裂纹尺寸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可以生成 1

个相应的随机数序列，即一系列的裂纹深度。对 1个

裂纹深度进行扩展寿命分析，当裂纹尺寸小于之前所

述的 amin，可以直接将裂纹的寿命定为 1个极大值（大

于寿命要求 T即可）；当裂纹尺寸大于 amax，可以将裂

纹的寿命定义为 0；其他尺寸的裂纹利用裂纹扩展计

算公式计算。如果计算所有的随机数并不会影响最终

结果，上述处理方法只是为了减少一部分计算量，从

而节省了计算时间。

将各裂纹扩展寿命计算完成之后，根据可靠度的

定义，给定寿命的可靠性 R 的计算公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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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扩展寿命超过给定寿命的裂纹数目
不同裂纹深度抽样总数

（8）

3.3 超越概率法

超越概率法是直接利用裂纹深度尺寸的超越概

率，即

F "=e（-61.546x0） （9）

假设 1个深度尺寸为 x0的裂纹，则其余裂纹深

度尺寸超过 x0的概率为 e（-61.546x）。通过裂纹扩展计算

得到深度为 x0的裂纹扩展寿命为 N0，那么全部尺寸

下裂纹的扩展寿命 N中
P（N<N0）=P（x>x0）=e（-61.546x0） （10）

由可靠度定义

R=1-P（N<N0）=1-P（x>x0）=1-e（-61.546x0）

=1-F "|x=x0=F|x=x0

由以上推导可知，当已知设计寿命要求对应的裂

纹深度尺寸时，利用尺寸分布的累积密度函数，可直

接得到含刀痕构件的寿命可靠度。

在上述 3种方法中，除了裂纹深度尺寸外，其他

参数都是确定性的，即没有考虑分散性。然而事实上，

裂纹扩展模型、载荷、结构的尺寸等都可能具有一定

的分散性。如果要考虑这些分散性，蒙特卡洛法较其

他 2种方法是易用性最强的办法。

4 典型算例分析

1个钛合金等厚盘，外径为 0.830 m，内径为 0.6 m，

盘上有 40个直径为 0.0127 m的圆孔，均布在半径为

0.3625 m 的圆上。盘厚 0.0254 m。在 0—5700—0

r/min等幅循环三角转速谱作用下，进行 20000次循

环。在峰值转速下轮缘作用均布外载荷为 33 MPa，以

模拟叶片载荷[2]。

盘的材料数据分别为密度 籽=4.450 kg/m3，杨氏模

量 E=120 GPa，泊松比 滋=0.361，断裂韧性 K IC=64.5

MPa m姨 ，应力比为 0 的

裂 纹 扩 展 率 da
dN =

（9.25E-13）×（驻K）3.97[2]。

首先建立 1/40盘的有

限元模型，进行应力分析，

得出盘孔边应力的大小及

分布，周向应力分布如图 4

所示。

孔边最大周向应力为

904 MPa，在孔壁表面沿厚度方向中心处 6 点钟位

置。在轮盘扇段模型上，分别在孔边和孔壁中间建立

深度均为 0.00254 m裂纹的有限元模型，并进行计算

分析，可以得到孔边角裂纹沿圆周最大应力强度因子

为 41.031 MPa m姨 ，孔壁表面裂纹沿圆周的最大应

力强度因子为 42.722 MPa m姨 。

为模拟裂纹扩展过程，需要建立适用于轮盘孔边

裂纹应力强度因子计算经验公式的方法。选用文献[3]

中带孔等厚板的孔边角裂纹及孔内表面裂纹的应力

计算公式。取等厚板的厚

度与等厚盘厚度一致，宽

度和高度取盘孔心处半

径 Rbh的圆周长的 1/40，

模型 2 条对边施加均布

载荷 300 MPa。有限元分

析结果如图 5所示。

从图 5中可见，孔边与无裂纹盘孔边的应力分布

基本一致。孔边最大应力为 1080 MPa，应力集中系数

为 1080/300=3.6。那么当利用等厚盘孔边角裂纹及孔

内表面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计算公式计算轮盘孔边裂

纹 时 ， 应 代 入 经 验 公 式 的 远 场 应 力 值 为

904/3.6=251.1 MPa；同时代入裂纹深度尺寸 0.00254 m，

进行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最终结果见表 1。

从表 1可见，利用推广的经验公式得到的 SIF结

果与有限元分析得到的结果误差小于 3.5%。而直接

利用经验公式计算则摆脱了大量有限元建模计算分

析过程，可以直接利用 MATLAB编程计算，极大地缩

短了计算时间。

确定了裂纹应力强度因子计算公式之后，可以直

接根据缺陷分布，分别利用上述提出的 3种不同方法

计算得到轮盘 20000次循环谱下的失效概率和故障

率。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取孔边角裂纹和表面裂纹的断裂概率中较差

的作为孔的断裂概率；

（2）缺陷分布定义是单位面积上的，因此最终计

算结果需要乘以同一加工方式所加工的表面积，算例图 4 轮盘周向应力结果

-0.202E+08 0.825E+08 0.185E+09 0.288E+09 0.391E+09

0.493E+09 0.699E+09
0.596E+09

0.904E+09
0.801E+09

图 5 带孔等厚板周向

应力结果

-37.4193 86.7615 210.942 335.123 459.304

583.485 707.666 831.846 956.027 1080.21

SIF/（MPa m姨 ）

孔边角裂纹

孔壁表面裂纹

FEM解

41.031

42.722

公式解

40.1429

41.2253

误差

2.73%

3.50%

表 1 应力强度因子（SIF）解对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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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即为 40个孔的内表面面积；

（3）FAA 报告 [2]中指出在轮盘断裂概率计算中，

对孔的制造采用信任度的方法，需要将计算结果除以

信任度。FAA报告中给出的可用信任度包括 30、35、

40[2]；

（4）得出单个孔的断裂概率之后，计算盘的断裂

概率时，40个孔之间为串联关系，采用可靠度连乘公

式直接计算即可。

（5）在得到盘的断裂失效概率之后，可以通过数

值微分办法计算出盘在给定寿命下的概率密度值，除

以可靠度后即故障率。

由 3种不同方法得到的 20000次循环的失效概

率和故障率分别见表 2、3。

概率求和法与超越概率法的误差主要产生于计

算时裂纹区间内的间隔，因此二者的计算结果非常接

近；而蒙特卡洛法的误差主要产生于随机数发生的数

量。当概率求和法与超越概率法计算的裂纹间隔足够

小，并且蒙特卡洛法中的随机数足够多时，这 3种方

法得到的结果将趋于同一准确值。采用超越概率法

时，无需对所有尺寸的裂纹进行扩展，只需要利用二

分法的思想，不断搜索得到要求的设计寿命对应的裂

纹深度尺寸；而概率求和法则需要对全部尺寸的裂纹

进行扩展分析；蒙特卡洛法则可以根据精度需要控制

不同深度的裂纹数量。文献[2]中给出了本算例的故障

率风险为 2.88E-4，本文的计算结果与其相差

1.758～3.570倍。

5 结束语

本文首先将表面加工痕迹简化为裂纹，导出裂纹

深度密度函数；提出利用经验公式，结合有限元应力

分析计算复杂结构孔边裂纹应力强度因子的推广经

验公式方法。然后建立了给定分布下表面裂纹扩展寿

命可靠度的 3种计算方法。以带孔钛合金盘为例，采

用推广的经验公式方法计算孔边应力强度因子误差

小于 3.5%；在分布表面缺陷条件下，计算并验证得到

了给定设计寿命下的盘孔边失效概率和故障率，采用

3种概率寿命积分方法所得计算结果相互吻合。

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所述方法可将零件表面加工

缺陷引入轮盘疲劳寿命分析方法体系，简单有效，并

可推广应用于考虑分布尺寸加工刀痕裂纹的其他结

构的疲劳概率寿命分析中，为发动机结构损伤容限分

析提供了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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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1000G发动机率先使用铝合金风扇叶片

PW和 Alcoa公司于 2014年 8月

称，PW1000G系列齿轮传动涡扇发动

机的风扇叶片，主要由铝合金材料制

成，成为业界的首例。

这 2家公司刚宣布签约了 1个为

期 10年，耗资 11亿美元研发“发动机

关键部件”的合同，其中包括铝合金风

扇叶片的研发。用于庞巴迪公司 C系

列客机的 PW1500G发动机于 2013年

已获得认证，但是 PW公司对外一直

隐晦地称其使用的是“混合金属”风扇

叶片。事实上，PW和 Alcoa公司从 2009年就开始研发新的风扇叶片材料。与碳纤维相比，新的

铝合金材料非常便宜，同时因机翼后缘更薄，可使气动效率提高 2%。铝合金也远比钛合金质量

轻，成本低。在锻造铝的过程中，设计者研发出了 1种最先进的微观结构，使风扇叶片具有更高

的抗拉强度和更好的抗疲劳强度。

因为是齿轮传动涡扇（GTF，Geared Turbofan）发动机，其风扇转速较低压涡轮转速低，对风

扇叶片的抗拉强度的要求也相应降低，这样新型、高强度、坚硬及抗疲劳的铝合金能满足其较低

的抗拉强度要求。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 李彩玲索德军）

PW1500G发动机铝合金风扇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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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可靠性试验方法研究

王桂华 1，蔚夺魁 1，洪 杰 2，王 艺 1

（1.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在分析航空发动机相关标准的基础上，对发动机在研制过程中零部件和整机试车、试飞项目及其考核目的进行研究。对

试验进行了分类，提出了开展极限 /强化试验的必要性；以故障模式及失效机理分析为依据，阐述了发动机在研制过程中成附件可

靠性极限 /强化试验的方法、应用原则及效果，并针对高周疲劳、性能稳定性和耐久性等考核重点梳理了整机可靠性试验的条件和

载荷设计要求,提出了整机可靠性试验载荷谱选用建议。

关键词：可靠性强化试验；结构完整性；性能稳定性；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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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gine components, and whole engine test, flight projects and test purpose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aeroengine relevant standards. The necessary of the limit enhancement test was proposed by classifying the tests. The methods,
application principl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limit enhancement test method for the accessory reliability were presented according to the
failure mode and mechanism analysis. Aiming at high cycle failure, performance stability and durability, the reliability test condition and
loading design requirements of engine were illustrated, and the suggestion of loading spectrum selection for the engine wa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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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的质量与可靠性问题已经成为制约

其发展的瓶颈。为此，工业部门开展了发动机性能与

可靠性一体化设计、建立体系规范数据库、狠抓制造

可靠性，着手建立和完善整机、零部件和系统的试验

验证平台，开展全寿命期管理等。正在经历从关注通

用规范的考核性试验通过与否到加强研制过程中可

靠性试验验证的转变，旨在研制过程中通过试验尽可

能暴露、发现并解决问题。合理规划可靠性试验需要

从发动机的故障及故障机理着手。开展故障树和故障

模式分析，找到相关底事件，针对其故障模式开展可

靠性设计，采取相应措施。由于发动机是复杂而耦合

的系统，特别是采用较多新结构、新工艺的新研发动

机，很难完全把握所有的故障模式及机理，需要试验

验证，即便采取了保证措施，仍需合理规划可靠性试

验考核，从材料、部件（或模拟件[1-2]）到整机试车，系统

地开展试验工作。随着航空发动机研制不断向高可靠

性、长寿命方向发展[3]，如何在有限的研制时间内，充

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合理安排试验，满足研制要求，是

摆在研制部门面前的关键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外航空发动机相关试验标准，

对发动机在研制过程中的可靠性试验进行研究。

1 发动机研制试验

按照试验项目设置，航空发动机通用规范中大部

分研制试验均可划归为可靠性试验，均可用于发动机

型号研制的可靠性综合评估。其内容主要包括结构完

mailto:wangguih@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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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性能稳定性和控制系统中的软件可靠性设计

等。结构完整性保障推进系统结构设计足以满足强

度、振动、耐久性、损伤容限、包容性等要求；性能稳定

性意味着持续且可靠地起动，平稳而又灵敏地加、减

速，在给定功率状态下保持稳定的推力以及无失速、

熄火和燃烧不稳定等。当然，作为设计分析的基础，在

研制中还要关注材料性能试验，充分保证基础数据的

可靠性。

1.1 零部件和系统试验

按照发动机有关标准、规范及指南中涉及的试验

要求[4-9]，发动机的零部件、系统试验主要划分为 3类。

（1）部件性能与稳定性验证试验。该类试验指对

核心机、风扇、压气机和涡轮等部 /组件及控制系统

等开展的试验，包括调节能力试验、加力燃烧室稳定

性试验，控制系统的半物理模拟试验等，为确定部件

和系统稳定性提供了依据。

（2）在正常使用环境条件下的可靠性、耐久性试

验。该类试验是为验证零部件在正常工作环境条件下

进行的可靠性、耐久性试验，如叶片高循环疲劳试验、

盘轴等关键件的低循环疲劳试验、关键件的损伤容限

试验，成附件的环境和可靠性试验等。在进行该类试

验过程中极限载荷环境的确定对验证部件和系统的

可靠性意义重大。

（3）在恶劣载荷条件下的部件安全能力试验。该类

试验包括包容性、盘破裂、扭矩极限、承压容器的压力

试验等。如盘的破裂试验一般要检查出裂纹或破坏为

止；进行滑油系统开展滑油中断和耗损试验以验证在

滑油耗损后能继续在规定时间段内安全工作的能力。

1.2 整机试车和飞行试验

全尺寸发动机试验的目的是验证各设计系统是

否满足发动机运行要求，以及补充验证在部件试验中

模拟实际环境不够充分或无法开展的项目；飞行试验

则是补充在地面和高空台无法验证的试验内容。整机

试车、试飞项目主要包括 3类。

（1）整机性能和稳定性试验。该类试验包括参数

测量、控制规律调整试车、转子动力学试车、热和压力

测量以及振动应力测量等，由此提供整机性能数据，

验证发动机的性能分析模型的正确性。验证进气道、

压气机、燃烧室和涡轮的温度极限、燃烧室和加力燃

烧室的熄火极限、飞机机动包线内的畸变极限等。开

展地面和高空模拟试验，以说明并检验推进系统的瞬

态响应特性，以及地面和高空试验验证起动能力等。

（2）载荷试车。该类试验包括加速任务试验 /加

速模拟任务耐久性试验，以及动应力测量等，验证发

动机能够在计划的检查间隔和设计使用寿命期内安

全、经济且可靠地工作。各类极限载荷环境对验证整

机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3）在恶劣载荷环境条件下的整机试车。该类试

验包括叶片飞出、包容性、超温、吞烟等，验证恶劣载

荷对发动机的影响，即在恶劣载荷作用后的规定时间

内保证飞机安全的能力。

2 成附件的可靠性试验

根据波音公司报道，在波音 777改型中，机电设

备未经可靠性试验，其 LRU的外场更换率高达 35%，

而经历可靠性强化试验的 LRU外场更换率降至 4%。

由此可见，可靠性强化试验是提高产品可靠性的有效

方法[10]。随着高可靠性、长寿命要求的提出，可靠性极

限 /强化试验在发动机成附件的研制中得到应用，并

取得了一定效果，耐久性加速试验的方法研究和工程

应用也正在逐步开展。

2.1 可靠性极限 /强化试验方法

成附件的可靠性极限 /强化试验实际上就是在

产品研制初期，根据故障模式及失效机理分析结果，

通过针对性施加强化的工作载荷，激发并暴露产品功

能和结构的薄弱环节，进行故障定位、失效分析，找出

失效原因，提出设计、工艺改进措施，以提高产品可靠

性的方法。某型发动机成附件在可靠性极限和强化试

验中各类载荷的定义及载荷的施加方式分别如图 1、

2[11-12]所示。

某型发动机在成附件可靠性强化试验过程中暴

露出继电器失效、振动传感器绝缘垫片碎裂、转速

传感器外壳焊缝脱焊、作动筒漏油、起动机传动系

图 1 各种极限载荷

破坏极限上限

工作极限上限

技术规范极限上限

技术规范极限下限

工作极限下限

破坏极限下限

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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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齿轮齿根断裂等故障

或问题 90 项，其中工艺

问题占 44％，设计问题

占 28％，材料问题占

22％，其他问题占 6％，

故障类型分布如图 3 所

示。这些故障或问题对

完善设计、改进结构、提

高设计水平提供了宝贵

的经验。

当然，并不是所有

的终止载荷均为破坏极

限，引入强化试验的概

念，利用强化试验步进

加载的方式，从不大于

技术规范极限的载荷起

步，逐步放大不利环境条件，暴露产品薄弱环节，为产

品改进设计提供依据，对开展可靠性摸底具有重要意

义。此外，在发动机关键件的超转破裂、部件 /整机的

畸变等试验中极限 /强化试验的理念均得到体现。

2.2 可靠性极限 /强化试验的主要原则

（1）视情开展极限 /强化试验。任何产品研制计

划均需权衡产品的重要性及研制费用，无论是可靠性

极限还是强化试验，均为成附件研制试验，需要综合

考虑设计经验、数据和研制经费。确定某些部件、成附

件的可靠性试验要考虑对整机安全性及经济性的影

响，而影响安全的试验项目必须提前进行，同时需考

虑用户需求和经济性。有些试验项目不影响安全，在

部件上很难模拟或模拟真实环境费用昂贵，可以协调

在整机上进行。

（2）强化试验项目和载荷确定主要依赖产品的故

障机理分析，没有统一的标准。在研制过程中，可快速

激发缺陷的试验机理的可靠性极限 /强化试验被引

入，但具体的终止载荷水平需视产品情况确定，有效

终止载荷主要考虑产品的使用情况。同时“载荷”也不

应仅仅定义为力或温度，有些产品引发破坏的原因可

能是误差累积造成的不同心、大的不平衡，因此要充

分考虑容差设计分析。

了解产品的破坏极限，对防止安全性事故的发生

具有重要意义。对影响安全的故障模式，当储备不确

定时一般建议做到破坏或有破坏迹象发生，但一味加

大试验载荷也并不可取。应针对不同产品，制定并不

断完善可靠性极限 /强化试验要求和规范，指导可靠

性试验工作。

（3）合理策划可靠性极限和强化试验需要充分考

虑资源与时机。开展可靠性试验要以充分的功能性能

分析及验证为基础，如通过进行整机腔温和腔压测量

为部件试验提供依据，特别是对安全关键件和任务关

键件的试验；开展发动机振动、温度等环境应力的测

量和载荷谱的编制，为成附件的可靠性极限和强化试

验提供依据。

（4）新技术的试验验证一定要充分。对于新技术、

新结构、新材料和新工艺，由于缺乏使用经验和数据，

应开展 FMECA分析，制定系统的可靠性极限 /强化

试验验证方案，对于设计更改项目同样要进行足够的

补充验证。

（5）研制试验中发生的故障不同于考核试验和外

场使用。故障归零要求不能等同于考核试验和外场出

现故障的处理方式。

3 整机可靠性试验

除重要的主机零部件、成附件和系统部分专项试

验外，其他部件要在整机这个真实的环境平台上进行

摸底和验证，整机可靠性试验是验证发动机主机、系

统承载能力和稳定性的重要环节，其方案确定对发动

机可靠性的考核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规划整机可靠性试验时，需要从故障模式的角

度开展试验条件和载荷设计。发动机机械零部件和系

统的故障模式包括裂纹、断裂、磨损等，电子产品则经

常发生漂移、短路、断路等故障模式，其原因主要包括

振动、温度、环境因素（如“三防”需要）和燃油品质等。

整机可靠性试车载荷谱编制中需要充分考虑振动、温

度和各类额定值。本文仅讨论使用载荷试车类所关注

的内容。

3.1 高周疲劳考核

高频振动考核在 CCAR33 部第 33.87 条持久试

验中得到体现。A循环试车谱如图 4所示。

高频振动的要求：（1）试验中转速递增是考核发动

机的高周疲劳，对钢制零件为 107次，非铁合金零件为

3×107次；（2）如果在整个持久试验期间不能满足（1）

的要求，可在以后的试验中补充；（3）如果在地面慢车

和最大连续状态之间任何一点有显著的峰值振动，则

图 2 典型步进载荷

其他 6%

工艺
44%

材料
22%

设计
28%

图 3 发动机成附件故障类型

分布

停留时间

终止载荷

步长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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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变更选择增量，以便

承受峰值振动的试验时

间得到增加，最多不超过

递增试验总时数的 50%。

在很多型号研制和

考核试验中常以爬台阶专

用载荷谱进行，如图 5所示。

3.2 性能稳定性考核

在 A谱（A部分）中详细规定了发动机加减速试

验的要求，可作为制定可靠性极限和强化试验试车载

荷谱时应用：在只提供发动机运转所必需的引气和附

件载荷时加速时间不应超过 5 s；在提供飞机所允许

的最大引气和功率提取时，从最小功率或推力到额定

起飞功率或推力的过程中，发动机不应出现超温、喘

振、失速等故障；试验时油门杆从 1个极端位置到另

1个极端立置的时间不应超过 1 s，只有不同的调节

工作方法需要采用分区调节，才允许有较长时间，但

不能超过 2 s。

在 A谱（E部分）中详细规定了发动机反推使用

试验的要求，同样可作为打开反推时对性能稳定性影

响的考核因素在编制整机可靠性试车谱时应用。

3.3 耐久性考核

耐久性考核条件的制定重点考虑以下内容。

（1）考虑不平衡量影响因素。在诸多环境因素中，

振动是引发多种故障模式的原因，而部件的不平衡量

是造成振动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也是考虑的重点。

适航要求第 33.90 条初次维修检查（C 循环）对不平

衡量的考虑中体现非常明显，应重点保证。C循环载

荷谱如图 6所示。

试验对不平衡量的要求非常明确，比如在低压涡

轮不平衡量为 5 mils条件下执行的循环数占总循环

数 2/3；在低压涡轮不平衡量为 10 mils条件下执行的

循环数占总循环数 1/3。国外多型试验证明这一试验

是常规发动机在使用之前用来检验潜在缺陷的有效

手段。总的不平衡量应该足够大，以保证外场发动机

出现较大不平衡量的情况得到考核。

（2）考虑温度相关影响因素。温度相关影响因素

用于考核热端件的持久寿命等，在上述(C循环)试验

载荷确定中同样规定了在排气温度红线值进行 750

次 C循环（每次 20 min）用以模拟商业飞行循环。

除了试验时间不超过 5 min和不允许稳定的条

件外，燃气温度和滑油进口温度在以任何额定功率或

推力试验期间必须保持在限制温度值上，如 CF6－

80C2 发动机试验时 15 个循环的滑油温度保持为

160 ℃，9个循环保持在 175 ℃。

（3）考虑其他发动机额定值和使用限制。在

CCAR33部第 33.7条要求给出发动机的各种限制值，

除红线转速、温度和时间外，还包括：燃油、滑油、液压

油的牌号、品级以及规格，最大引气和功率提取，燃油

进口温度与进气温度等各种额定值和限制。这些使用

限制在发动机使用周期内出现的比例为确定可靠性

试验载荷谱提供了依据。在 A循环中同样规定了如

下相关要求：在试验期间，必须（至少）有 1个阶段，发

动机处在燃油，滑油和液压油的最小压力限制值进行

工作；另有 1个阶段处在燃油、滑油和液压油最大压

力限制值进行工作，必要时允许降低油温以获得最大

压力。供发动机和飞机使用的最大引气试验时间至少

为整个试验时间的 1/5（即 30 h)；在发动机控制系统

控制下，2个通道按照 60％/40％的分流进行操作等。

（4）在动应力测量中要考虑进气畸变对叶片振动

应力的影响。GJB241和 CCAR31部均对动应力测量

提出了要求，但在执行中要关注对环境的要求：一定

要包括进气畸变、整机振动等因素对应力的环境影

响，通过多状态的应力测试分析，采用响应面法等方

图 4 A循环试车谱

图 6 C循环试车谱

B部分 15个循环在最大连续状态

B部分 10个循环在起飞状态6×5 min

起飞

最大
连续

最小
慢车

A部分 D部分
C部分B部分

15×10 min

6×30 S

6×4.5 min

E部分

图 5 试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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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析整个包线内动应力情况。

4 结束语

合理安排可靠性试验是在有限时间内提高发动

机整机及成附件可靠性的有效手段；同时，只有系统

安排可靠性试验验证，在有限时间内充分暴露故障并

进行改进设计，才能提高发动机安全性和可靠性，并

按适航要求在定型前初步给出合理的额定值和使用

限制，比如允许的超温、转子瞬时超转、喘振次数等。

从而满足航空发动机研制不断向高可靠性、长寿命方

向发展的要求。

当然，即使研制过程中开展了丰富的研制试验，

包括极限 /强化、持久、寿命试验等，最终交付外场使

用中仍然可能出现新问题，毕竟内场和飞行验证有

限。因此通用规范应在设计定型前就安排领先试用，

使航空发动机在不断地使用发展中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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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进气旋转盘腔换热特性试验研究

于 霄 1,2，吕 多 1，李红莲 1，夏 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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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发动机气动热力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摘要：为分析流量系数和旋转雷诺数对径向进气旋转盘换热效果的影响，采用试验方法对径向进气旋转盘腔的换热特性进行

了研究。通过测试不同工况下的旋转盘表面温度，获得了局部努赛尔数分布和平均努赛尔数的变化规律。试验结果表明：由于径向

进气旋转盘腔内流动复杂，旋转盘面局部对流换热系数受流动影响出现多头分布的规律；同时，随着旋转雷诺数和流量系数的增

大，转盘的平均努赛尔数增大，平均换热效果增强。

关键词：旋转盘；径向进气；换热特性；流量系数；旋转雷诺数；燃气轮机

中图分类号：23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4.05.004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in a Rotating Disk with a Radial Inflow
YU Xiao1袁2袁LYU Duo1袁LI Hong-lian1袁XIA Meng1

渊1. 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China;
2.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n Aeroengin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3,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flow coefficient and rotating Reynolds number on the heat transfer in rotating disk with radial
inflow, its characteristics were studied by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The distribution of local Nusselt number and change rules of averaged
Nusselt number were obtained by testing surface temperature of rotating disk in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cal convection coefficient has multi-head distribution in a rotating disk with a radial inflow due to the complicated flow. The
averaged Nusselt number and heat transfer effect were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rotating Reynolds number and flow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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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了保证地面燃气轮机可靠、高效地工作，现代

燃气轮机都设计有复杂的空气系统。典型燃气轮机空

气系统是从 2级压气机盘间隙引气，经过 2个盘之间

的旋转腔流向盘心，并经盘轴间空腔向后和向前流

动，以冷却热端部件和实现密封功能，这种引气流动

形式被称为径向进气轴向出流的旋转盘腔流动。空气

系统中引气部分的设计是空气系统优化设计中的关

键技术，所以研究径向进气旋转盘腔的流动换热特性

对于空气系统优化设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径向进

气旋转盘腔内的流动复杂，影响因素众多，旋转盘面

的换热特性受流动影响，所以精确的换热规律不易得

出。同时由于旋转效应对测试信号的影响，会导致测

试误差增加，所以试验的准确性很难控制。在 20世纪

60年代，国外开始对旋转盘腔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

论分析和试验研究，其中 Firouzian、Owen、Chew [1-9]等

对径向进气旋转盘腔理论模型的流动和换热进行了

大量研究，并将其称为源—汇流动。中国的徐国强[10]、

吉洪湖[11]、罗翔[12]、于霄[13-15]等对其他进气方式（如中心

进气、高位进气等）的旋转盘进行了一些试验方面的

研究，但对径向进气旋转盘腔研究较少。

本文模拟地面燃气轮机的实际工作环境，将真实

燃气轮机压气机部分的盘腔流动简化为径向进气旋

转盘腔模型，对其换热特性进行试验研究，并分析总

结其流动换热规律。

mailto:E-mail:yx-mail@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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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装置和测试手段

目前，国内外多采用变色液晶和热电偶测量换热

特性，但由于是旋转换热试验，如何将旋转信号准确

地传输到静止采集设备，成为试验的关键技术，本文

采用热电偶作为测量感受部件，应用旋转遥测系统解

决旋转信号的传输，获得了较好的试验效果。

1.1 试验装置

典型的航空发动机空气系统引气方式如图 1所

示，为模拟冷气在压气机盘腔中的流动而设计的试验

台如图 2所示，试验件模型如图 3所示。

试验工作在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航空发动机气动

热力国防科技重点试验室

多功能旋转试验台上完成。

该试验平台可以完成转速

为 3000 r/min以下，流量为

1500 kg/h以内的旋转部件

的流动与换热试验。

试验设备供气系统提供压缩空气流经调节和稳

压装置，然后经 20个均布进气孔进入试验段的腔体，

再经旋转盘外缘 2盘罩间形成的环形缝隙进入旋转

盘腔，沿盘面径向内流，对盘面进行冷却，最后在盘心

处轴向流出，其流量由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测量，在

0～1500 kg/h之间可调。进口间隙 S2=11 mm，2盘间

距 S1=38 mm，旋转盘直径为 670 mm。驱动试验盘的

动力装置是 1台 30 kW的交流电机，其转速由电磁调

速控制器进行调节和控制, 其最大转速为 1200 r/min，

经变比为 1颐3的皮带轮带动空心主轴旋转。在试验
时，主轴的转速可在 0～3600 r/min内连续变化，由光

电式数字转速表测定。

试验采用电加热方式模拟实际燃气轮机中叶片

传导到盘的热量。通过碳刷式引电器，将直流电引到

旋转盘外缘的加热电阻片上进行电加热。

1.2 试验组件

试验组件如图 4 所

示，试验盘采用 45号钢加

工，其厚度为 20 mm，直径

为 670 mm。试验盘的外缘

紧贴有加热电阻片，为了

固定及绝缘，在电阻片和

辅助盘间填充耐火绝缘水

泥。为简化计算模型，对试

验盘背面及加热边进行绝

热处理，在其中填充酚醛

树脂泡沫和发泡胶等绝热

材料。试验盘迎风面沿径

向布置了 13对 椎=0.5 mm

的铜 -康铜热电偶。在不

同半径处垂直于旋转盘的表面开有 椎=1.5 mm的通

孔，其与盘心距离分别为 85、93、115、135、155、175、

195、215、235、255、275、295、315 mm。在试验盘的迎风

面靠近孔处，沿周向开有深和宽各为 1.5 mm、长为

10 mm的引线槽。测温的热电偶从试验盘背面经小孔

引到试验盘迎风表面，将引线埋在小槽内，热电偶测点

焊接在转盘表面的金属上，然后用绝缘导热硅胶将小

槽抹平，以避免干扰流场。在试验盘盘缘的加热边上

共布置了 6个热电偶，距迎风面的距离分别为 0、5、

6.2、10、14、15 mm。所有热电偶从试验盘的背面引到

空心轴后再与随主轴一起旋转的遥测信号发射装置

相连接。

1.3 测试方法

试验信号有静止信号和旋转信号 2种。静止信号

采用 ADAM温度采集模块直接采集，信号稳定，校正

图 1 冷气在压气机部分的流动

图 2 试验台

图 3 试验件模型

图 4 试验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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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误差很小。本试验采用无线遥测技术，应用单独开

发的旋转遥测仪测试，测试信号由遥测信号发射装置

发出后，由遥测信号接受装置接收，然后由计算机采

集。旋转遥测系统信号相对稳定，温度测量误差可控

制在±0.5 ℃以内。

1.4 数据处理方法

试验的主要目的是要确定不同工况下旋转盘表

面的局部对流换热系数 h、平均努塞尔数 Nuav，因此

需要知道旋转盘面的局部热流密度分布。但在高速旋

转的盘上测量盘面各点的热流密度极为困难。因此，

试验只测得了旋转盘冷却表面和加热表面的温度分

布和其他表面绝热，如果

假设旋转盘是轴对称模

型，则边界条件是封闭

的，如图 5所示。可以通

过求解 LAPLACE 方程

得到旋转盘内的温度分

布，进而求得热流密度。

本文分析的是稳态温度

场试验数据，所以根据

热平衡条件，旋转盘表

面传导出的热量等于冷

气对流换热带走的热量，则下式成立

h= q
Tw-T （1）

hav=
Qeff

F（Tw-T） （2）

Nu= hr
姿 （3）

Nuav= havR
姿 （4）

式中：q 为壁面导出的热流，可以从 LAPLACE方程求

得；Qeff为有效的总加热量；h为盘表面局部对流换热
系数；hav 为盘表面局部对流换热系数；R 为转盘外
径；r为当地转盘半径；姿为流体导热系数；Tw为转盘

表面温度；T为冷气进口温度。
其中，式（1）为局部对流换热系数的计算方法，式

（2）为平均对流换热系数的计算方法，式（3）为局部努

赛尔数 Nu的计算方法，式（4）为平均努赛尔数 Nu的
计算方法。根据式（1）～（4）可以得到平均努赛尔数随

流量系数和旋转雷诺数的变化规律。

2 试验结果分析

2.1 误差分析

试验误差有直接测量误差和间接测量误差。本文

直接测量误差：温度测试误差为±0.5 ℃，流量测试

误差为 5%，转速测量误差为±1 r/min。同时，在传热

试验中，由于在试验中采用的绝热材料并不能完全绝

热，因此必须考虑由热损失引起的误差。文献[8]详细

分析了热损失对试验结果的影响，本文计算中采用了

该分析方法。综合分析以上影响因素，根据误差传递

原理，分析得出努赛尔数的误差应该为 10％～30％，

可以接受。

2.2 盘面温度分布

在不同工况下转盘表面的温度分布如图 6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同一流量、不同转速的各种工况下，随

着旋转盘半径的增加，盘面温度逐渐上升，且温度梯

度不断增大。这是由于采用盘缘加热的方法所导致

的，热量从盘缘（高半径处）向盘心（低半径处）传导，

同时在高半径处，热边界层刚刚形成，冷气与盘面进

行的对流换热较强；在低半径处，由盘缘传导来的热

量较少致使温度逐渐趋于平缓，在盘心处由于绝热，

温度梯度几近为零。

加热量不变，流量一定，随着转速的提高，换热得

到强化，盘面温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温度分布规律

无明显变化；同样，加热量不变，转速一定，随着流量

的增加，换热也会得到强化，盘面温度同样总体呈现

下降的规律。

为了给转盘第 1类边界条件进行温度场计算，盘

面温度按如下曲线拟合为

t（r/b）=a0+a1（r/b）+a2（r/b）2 （3）

图 6 不同转速时盘面温度分布

图 5 旋转盘表面传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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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曲线能较好地拟合试验测得的盘面温度，如图

6中的实线所示。

2.3 盘面局部努赛尔数分布

计算得到了旋转盘表面的局部对流换热系数和

局部努赛尔数，局部对流换热系数随转雷诺数 Re棕
（Re棕=棕R2/v，式中：棕为转盘角速度，v 为运动黏度）和
进气流量系数 Cw（Cw=m/滋R，式中：m为进气流量，
为气体动力黏度）的变换规律如图 7所示,横坐标表

示半径。

从图 7中可见，局部对流换热系数沿半径呈现多

头分布的规律，这是由径向进气旋转盘腔流动的特点

决定的。径向进气旋转盘腔的流动称为源 -汇流动，

流动结构如图 8所示。靠近盘缘处,旋转盘面与流体

的相对切向速度最大，同时由于入口效应，边界层很

薄，换热较强。沿半径向盘心，边界层逐渐增厚，换热

强度逐渐降低；在高半径（r=0.25 m）处，由于流体回

流，速度降低，换热强度达到第 1 个低点；在低半径

处，由于径向进气旋转盘腔流动的特点，顺转向哥氏

力对流体加速，使流体速度的切向分量增加，所以换

热增强，导致对流换热系数增大，出现又 1个高点。局

部对流换热系数的多头分布验证了径向进气旋转盘

腔流动的复杂，对径向进气旋转盘腔流换热规律的研

究也应该沿半径详细分析计算，而不能仅仅分析平均

效果。

从图 8中可见，根据试验结果可以得出局部努赛

尔数 Nu随着旋转雷诺数 Re棕和进气流量系数 Cw的

变化规律：随旋转雷诺数和进气流量系数的增大，局

部努赛尔数 Nu有总体上升的趋势。
2.4 盘面平均努赛尔数

平均努赛尔数在工程应用比较广泛。平均努赛尔

数随旋转雷诺数和流量系数的变化规律如图 9所示。

由于流量和转速的增加都会强化换热，所以图 9（a）

中平均努赛尔数随着流量系数的增大而增加，在流量

系数较小时变化梯度较大，但随流量系数的增大，变

化趋势趋于平缓，表明在流量系数较小情况下，旋转

雷诺数对 Nu的影响明显。图 9（b）表明，在流量系数

一定的情况下，旋转雷诺数的增加使平均努赛尔数增

大，并基本呈线性变化，由于随旋转的增加，黏性力作

用明显，导致流体速度的切向分量（转速）迅速增加，图 7 转盘表面局部对流换热系数分布

图 8 转盘表面局部努赛尔数分布

（a）平均努赛尔数随流量系数的变化

（b）平均努赛尔数随雷诺数的变化

图 9 转盘表面平均努赛尔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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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换热，无论试验还是理论分析都证明，在较高工作

状态下，平均努赛尔数受旋转雷诺数的影响更明显。

3 结论

（1）径向进气旋转盘表面温度分布呈现出外高内

低的形态，试验和数值模拟都证明表面温度可以用 2

次曲线进行近似准确拟合。

（2）径向进气旋转盘表面的局部对流换热系数呈

现多头分布，在高半径区域（r>0.25 m），随着半径的

增大而迅速增大，在低半径区域（r<0.25 m），局部对

流换热系数变化平缓，沿半径向盘心有增大的趋势，

这是由径向进气旋转盘腔的流动特点所决定的。

（3）旋转雷诺数和流量系数的增大，都会使旋转

盘的平均对流换热系数和平均努赛尔数增大，增强旋

转盘的换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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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喷口收放转速和 2角度

同时突变故障分析

张秀云 1，崔利丰 1，马端杰 2

（1.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2.解放军 93069部队，辽宁普兰店 116200）

摘要：为了排除航空发动机使用中喷口收放转速和 琢2同时突变故障，深入分析了发动机相关燃油系统调节原理。现场试车测

量了发动机相应燃油管路压力，并进行了台架试车验证。结合故障发动机滑油光谱分析，将故障原因定位为燃油增压泵花键轴异常

磨损，导致发动机附件传动系统不能正常带动燃油增压泵旋转，发动机低压燃油系统处于增压泵不增压的异常工作状态，降低了该

泵进口端燃油压力，低压燃油系统基准异常，造成燃油调节系统调节异常。

关键词：燃油控制系统；燃油增压泵；喷口收放转速；琢2角度；换算转速指令油压；滑油光谱分析；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4.05.005

Failure Analysis on Abrupt Changing of Engine Speed at Min/Max Nozzle Status and 琢2 Angle
of an Aeroengine

ZHANG Xiu-yun1, CUI Li-feng1, MA Duan-jie2

渊1. 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 2. PLA 93069, Liaoning Pulandian 116200, China冤
Abstract: To eliminating the fault of simultaneously abrupt changing for the engine speed at min/max nozzle status and 琢2 angle, the

regulating principle for aeroengine fuel system was analyzed. The fuel line pressure of the engine was measured in a test, and the measure
results were validated in rig testing. Based on the lubricating oil spectral analysis for the fault engine, found the cause of the failure w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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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通过燃油控制系统对供油量、高压压气机可调

静子叶片角度 琢2和喷口几何通道的调节，可实现发

动机稳态、过渡态快速稳定可靠的响应。在发动机

使用过程中会定时进行滑油光谱分析，监测发动机

磨损情况。某发动机在使用中曾发生多起喷口收放

转速和 琢2同时突变故障，严重影响发动机正常使用

和外场维护。

本文对该发动机低压燃油系统、主燃油控制系统

和几何通道控制系统进行研究，将燃油系统与滑油光

谱分析相结合，准确定位喷口收放转速和 琢2突变故

障的根源。

1 故障现象

某型发动机发生多起节流状态收放喷口转速突

升，且同一瞬间高压压气机可调静子叶片角度琢2突开

故障，随后在地面开车过程中喷口收放转速及 琢2控

mailto:E-mail:zxy1962091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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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规律一直处于故障状态。

如某发动机在 1次飞行中，高度 H=1200 m，表速

V c= 400 km/h，高压转子换算转速 n2r=90%，此时喷口

D8由最小机械喷口放开，同一瞬间 琢2角度由正常值

突开至某一较大角度。故障后的飞参显示：发动机高 /

低压转速转差减小，琢2角度一直偏开，收喷口转速升

高 10%左右，其余参数正常。如图 1、2所示。

2 相关燃油调节原理

2.1 低压燃油系统

燃油进入燃油增压泵增压后进入总燃油滤，过滤

后进入加力泵、主泵调节器和喷口油源泵。燃油增压

泵增压值为 0.6～0.76 MPa。燃油增压泵泵盖上有 3

个回油管接头，分别为发动机进口温度感受附件、起

动装置的回油管接头；主泵调节器、加力燃油分布器

的回油管接头；加力泵、应急放油附件、喷口油源泵控

制附件、喷调的回油管接头。

2.2 高压压气机 琢2调节原理

分析发动机的调节规律可知，琢2的调节只与发动

机高压转子的换算转速 n2r有关，而 n2r与物理转速 n2

与进口温度 t1有关。通过安装在发动机进口的 2个温

度传感器来测量发动机进口温度，以压力信号形式输

入给主泵调节器。主泵调节器综合 t1和 n2转速信号

到 3维凸轮上，形成 n2r信号，通过 n2r换算转速形成

器杆输出位移控制高压控制活门，进而控制 琢2，如图

3所示。

当 n2r增大时，换算转速指令压力杆向右移动，分

油活门向左移动，叶片朝增加高压压气机空气流量的

方向转动。通过机械反馈，叶片的转动传递到高压反

馈凸轮。通过杠杆将分油活门定位在新的平衡位置

上。反之亦反。

2.3 节流状态收放喷口调节原理

在发动机工作时，来自主泵调节器的压力信号

Pn2r作用在喷调的节流状态喷口控制活门分油柱塞一

边，随着 n2r的增大，Pn2r增大，当 n2r≥79%时，分油柱

塞向另一边移动到打开定压油通往关断活门活塞的

油路，分油活门将喷口油源泵的高压油分往喷口作动

筒有杆腔（关小喷口腔），按照给定的 n2r指令压力关

闭（或打开）喷口调节片。调整节流嘴及 C35调整钉

可改变收放喷口转速及转差。

3 相关燃调附件

根据以上调节原理，重点对主燃油泵调节器、喷

口加力调节器和进口温度传感器等的调节功能异常

进行深入分析。将一部分附件返生产厂检查录取性

能，对另一部分附件进行现场开车调试、加测参数，采

取如下措施：

（1）通过地面开车测试进口温度传感器的指令压

力 PT1和稳定放油压力 PT2，测试结果多数正常，也有

因测试仪表等原因造成的误判和误换温包；

（2）开车测试主泵换算转速指令油压 Pn2r。在慢车

时故障发动机测试结果比正常值低 0.4 MPa左右。

主泵返生产厂检查录取性能，其性能参数未见异

常。解决方案为：主泵生产厂通过调整活门的顶针将

指令油压 Pn2r调至合格；

（3）调整喷调 C35螺钉，改变收放喷口转速。由

图 1 故障发生瞬间飞参曲线

图 2 故障前后 琢2调节规律对比

图 3 琢2控制结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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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该转速向上突跳太大，有时超出 C35调整范围。解

决方案为：喷调生产厂更换 C35组合件，将收放喷口

转速调到合格范围；

（4）检查发动机 琢2执行机构和喷口收放执行机

构等。

在对这些附件性能的复查中发现，喷口收放转速

突变和 琢2突变同时发生，未能给出合理解释。解决方

案为：将 2个故障分开分析，分别调整主泵和喷调，使

发动机对 琢2和喷口的调节恢复正常。外场配合开展

大量调整和维护工作，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4 滑油光谱和燃调系统综合分析

故障发动机主泵 Pn2r指令压力比正常值低 0.4 MPa，

偏离正常值较多，主泵的 Pn2r指令错误，返厂后在试验

器上未发现异常。发生该故障的发动机均如此。

针对多起故障分析，这一相互矛盾的故障现象未

能给出解释：根据发动机喷口收放原理，Pn2r指令压力

降低，喷口收放转速升高，这与故障情况相符；但根据

琢2调节原理，Pn2r指令压力降低，应导致 琢2偏关，而故

障现象表现为 琢2大幅度偏开，这与故障不符。

对几台故障发动机使用信息进行汇总分析，注意

到在故障发生前，滑油光谱 Fe元素几乎都有异常增

加。如：1台发动机 Fe元素由 0.8增加到 5.0，按外场

使用标准更换 2次滑油后，指标恢复正常值范围，但

在随后使用中发生故障；另 1台发动机在某次飞行后

Fe元素由 3.2增加到 8.5，也在当日发生故障。

滑油光谱 Fe元素超标，说明系统中有异常磨损，

应是由转动件引发的。

此时，燃油系统转动件———燃油增压泵首先被怀

疑。该泵在使用中发生多次安装于发动机附件机匣的

花键轴磨损和泵本身轴承磨损；若该泵花键轴发生异

常磨损，甚至严重致脱开于发动机附件传动系统，则

发动机低压燃油系统处于增压泵不增压的异常工作

状态。由于该泵不增压，势必拉低该泵进口端燃油压

力。发动机燃油系统的低压回油汇成 3条油路连到燃

油增压泵泵壳前段的 3个接头，导致整个低压燃油系

统压力降低。系统低压油压值基准异常，导致燃油调

节系统调节异常。

5 故障发动机测试检查

在故障发动机的燃油增压泵出口加装 1 块 2.5

MPa量程压力表，地面开车时测得燃油增压泵后压力

为 0.1 MPa（慢车），处于不增压状态，喷调回油压力

为 0.11 MPa，低于正常值（其他回油压力和定压油无

法测量）；而用同一压力表测得性能正常发动机增压

泵后压力为 0.70 MPa，喷调回油压力为 0.22 MPa。测

试结果验证了故障发动机燃油增压泵不增压的分析

判断。

将该故障发动机从飞机上拆下，手动转动燃油增

压泵诱导轮，可以旋转，但发动机附件上其他泵不随

其转动，表明增压泵已经

从传动系统脱开，不随传

动系统转动。将增压泵从

发动机附件拆下，发现增

压泵花键轴和附件机匣

套齿磨损严重，齿槽几乎

磨平，如图 4所示。

更换该台发动机的燃油增压泵和附件之后，地面

开车，慢车时测得增压泵后压力和主泵换算转速指令

油压 Pn2r数据正常。发动机全程开车检查，喷口收放

转速和 琢2角度恢复到故障前正常调节状态。

6 发动机台架模拟试验

在 1台发动机上进行了燃油增压泵花键轴磨秃

故障模拟试车，对整个控制系统相关参数进行了监

测。在发动机试车过程中燃油增压泵不转，出现以下

情况：喷口收放转速升高约 10%；琢2偏开，且随高压

转子转速的升高而变大，发动机从慢车到中间状态，

琢2偏开约由 2个刻度变化到 10个刻度。多次试车验

证表明，该现象具有重复性，对比判读其他发动机监

测参数，确定发动机其他附件工作正常。

喷口收放转速和 琢2的异常变化的原因为：增压

泵不增压后，整个控制系统低压回油压力降低，主燃

油系统定压油压力也随之降低。发动机进口温度传感

器输出压力经主泵温度放大器修正后降低，相当于大

气温度降低，换算转速指令压力升高，携带该指令的

n2r 换算转速形成器杆向右移动量增加（如图 3 所

示），相当于 n2r换算转速升高，所以 琢2偏开。另一方

面，指令压力 Pn2r是定压油压的分压随之降低，使得

喷口收放转速升高

控制系统其他参数未见异常，发动机主燃油供油正

常，主泵泵后压力基本无变化。本次试车相关数据与某

发动机燃油增压泵正常工作数据对比如图 5～7所示。

图 4 异常磨损的花键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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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结

某型航空发动机喷口收放转速和琢2同时突变故

障，定位于燃油增压泵工作异常，增压泵花键轴严重磨

损，发动机附件传动系统不能正常带动燃油增压泵旋

转，发动机低压燃油系统处于异常工作状态。由于该泵

不增压，降低该泵进口端燃油压力，使得整个低压燃油

系统压力降低。低压系统油压值基准异常，造成燃油调

节系统调节异常，最终导致同一飞行瞬间发生收放喷

口转速异常和 琢2突开的故障。

更换发动机增压泵后开车检查，喷口收放转速和

琢2恢复到故障前正常调节状态。

8 结束语

对故障危害度分析认为：燃油增压泵不增压故障

发生后短时工作不会危及发动机安全，但长期工作会

对主泵、加力泵、喷口油源泵造成气蚀，是危害发动机

安全性的隐患。

目前，设计单位已着手对燃油增压泵进行后续改

进，重点采用双轴结构、增加润滑滑油流量等措施。

在发动机的外场使用维护方面，在新结构燃油增

压泵交付使用前，可以采取以下 2项措施监控燃油增

压泵花键轴的磨损情况：进行滑油光谱分析，密切注

意铁元素变化；必要时加测燃油增压泵泵后压力，其

值不得低于 0.4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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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叶片运动机构的参数化拓扑仿真模型研究

赵 雷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介绍 1种在方案设计阶段，基于 UG NX的 3维设计软件和 EXCEL软件的压气机多级静子叶片联调操纵机构的联合设计

方法。通过在 UG软件的建模模块中构建简单的线条以建立操纵机构的拓扑模型，并将模型输入运动仿真模块中，对整套机构进行

运动学仿真计算，跟踪各级传动关节的运动规律，得到仿真数据。将仿真数据在 EXCEL软件中进行分析，综合拟合、回归、关联度等

数据分析手段，得到特定拓扑模型下的输出规律。在方案设计阶段即可快速建立机构模型并分析影响整套机构运动规律的关键参

数，优化设计参数、建立操纵机构调节方程，给后期的工程设计提供基础。经某型燃气轮机多级联调机构的设计实践证明，该方法具

有高效敏捷，适应面宽，可借鉴性强的特点。

关键词：可调叶片；多级联调机构；运动仿真；拓扑模型；UG；参数化；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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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UG NX and Excel software, a design method of multi-cascade adjustment control mechanism for compressor

stator blade was introduced in the design phase. The topological model of control mechanism was built and transferred into motion
simulation models by simple lines in the UG software model. The simulation data were obtained by kinematics simulation calculating the
whole mechanism and tacking the motion law of each cascade transmission joint. The output law in the special topological model was
presented by analyzing, synthesis simulating, return and associating the simulation data in Excel software. The mechanism model was
quickly built and the key parameters affect the whole mechanism motion law were analyzed in the design phase, and the design parameters
were optimized, the control adjustment equations were built, which provide the fundament to the engineering design. The design of a gas
turbine multi-cascade adjustment mechanism shows that the method is expeditions, wide adjustment and strong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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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压气机的可调静子叶片由作动筒驱动联动环实

现级调节，多级联调要求１套操纵机构同时驱动多

级联动环，且各级静子叶片角度的变化符合一定规

律。联调操纵机构一般多为 4连杆机构，由机架、连

杆、摇臂组成，设计的根本问题是根据给定的运动要

求选定机构型式，并确定各构件的尺度参数。传统连

杆机构设计有解析法、作图法、实验法，但普遍存在工

作繁琐、效率低下、误差较大的问题，设计输入即气动

规律变化时需全盘推倒重做，解析法虽然精确度较

高，但构建位置方程相当复杂，计算求解也比较麻烦，

难以推广应用于一般可调机构工程设计中[1]。应用 3

维设计软件的建模、装配和运动仿真功能，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模拟真实机构的装配效果和运动情况，有很

多采用 3维机械软件对连杆机构同时作运动学和动

力学分析的研究，但对于零件多、运动副复杂的机构，

mailto:nirayzha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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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需在方案设计初期花费很长时间用于建模和装

配，一旦规律改变，所有零件参数必须作适应性更改，

对于在着重进行概念设计和方案评价的项目初始阶

段，作零件参数化设计这种属于项目后期技术设计的

工作显得得不偿失。工程实际要求在项目初期须有 1

套快速体现设计概念并进行评估的方法。

本文探讨了 1种基于 UG3维 CAD平台和 Excel

软件的联合设计方法，对机构型式的确定、拓扑模型

的建立、运动仿真和数据分析、规律预测、机构参数的

优化诸方面进行研究。

1 设计平台的选取原则

（1）功能性，即可以完成建模、装配、运动学计算

和数据分析的功能。

（2）通用性，应该是业界普遍采用的商业系统，不

是针对本学科本专业特殊设计的个体系统，减少应用

的限制。

（3）可靠性，即具有成功应用案例，不需要设计平

台本身自验证的，这样产生的数据可信可用。

本文采用 UG软件进行拓扑建模和运动分析，使

用 Excel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2 运动仿真的拓扑建模

在 UG软件中建模一般指在明确零件的形貌和

尺寸后在 model application里建立 3维实体模型。而

在概念设计阶段，只有初始的机构设想，在零组件条

件不具备前提下，普通意义上的装配建模是不可行

的。本文建模的概念，是针对概念设计阶段的特点，建

立可用于 UG软件中 motion simulation模块中的仿真

对象模型，包括刚体的建立和运动副的定义。一般的

仿真流程是先在 CAD中建立主模型，然后将主模型

导入 CAE工作，CAE主要工作是对 CAD的设计进行

验算。本文则是设想通过 CAE的结果指导 CAD的设

计，因此,需要 1个简单、可快速建立，且能充分表达

主要结构元素的适合仿真计算的模型作为样机。“无

所不能”的草图工具当然是优选，在草图中可以方便

地绘制直线和圆，通过增加约束条件限制线条位置，

通过增加尺寸条件控制线条长度，这些简单的基本线

条，虽然没有质量和惯性矩，但适合运动分析，完全可

以作为运动仿真中的刚体元素 Link，再定义各“Link”

连接点的运动副“Joint”，就构成了作动机构的拓扑模

型。更重要的是，由于应用草图建模，具有天然的参数

化特性，给选择哪个参数作为关注的变量加以研究以

及变量的赋值变化提供了很大便利。便于运动仿真模

块中直接修改草图尺寸并自动更新模型而不必进入

草图工具，只需对参数赋值简单更改，即可获得更新

后的拓扑模型，避免了工作流的跳跃，注意力可以一

直关注运动仿真，提高了工作效率[2]。

2.1 建立草图

通过草图，首先建立第１级静子的联动环、拉杆

的拓扑关系，初步确定轴的位置以及拉杆与联动环的

交点位置，单级草图拓扑如图 1所示。很自然的可以

确定“参数 1”和“参数 2”２个变量。同理建立所有可

调级的草图，并通过轴、拉杆实现联调。

本文的模型定义“可调静子”、“摇臂”、“联动环”、

“拉杆”、“轴”几个基本 Link构件，多级机构草图拓扑

如图 2所示。

2.2 建立运动副

拓扑模型搭建完毕后需要在各“关节”处建立运

动副，这就需要了解整个机构中所有构件的运动方

式，尤其是联动环的圆柱副和拉杆的球副的运动方式

以及摇臂和联动环的约束关系。

图 1 单级草图拓扑

图 2 多级机构的草图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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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仿真需要１个初始驱动，可以是力，也可以

是位移，将驱动建立在模拟 VIGV静子叶片旋转轴线

的“旋转运动副”上，采用 UG软件内置函数 STEP（）

直接定义叶片角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这样可真实反

应理论需求，避免进行关注参数的换算。运动驱动定

义如图 3所示。

3 运动仿真

模型建立后进行仿真计算。模型建立正确，则计

算过程很快。对模型内各运动副在时间域内的位置进

行联动仿真计算，可以在动画后处理窗口观看整个机

构的运动情况。此时，不必担心规律问题，只要系统整

体运动不违反物理规律，符合预期的趋势即可，运动

仿真如图 4所示。规律的调节可通过确定关键参数和

后期优化解决[5－9]。

4 仿真结果分析

4.1 用 Excel软件做仿真数据分析

从仿真结果可知各级静子旋转角度随时间变化

关系，由于参数都是 time的单一函数，因此将多级叶

片调节规律匹配问题转化为 3级摇臂处的旋转运动

副运动关系（即叶片旋转角度）曲线问题。用 UG软件

的“导出结果到 EXCEL”功能，将 3 处运动副的时域

-角位移数据输出形成 Excel文件，用 Excel软件自

动按列排列各字段，且生成散点曲线，如图 5所示。

应用 Excel软件的图表分析功能。在散点折线图

上，选择 1 条曲线，添加该曲线的趋势线，类型选择

“多项式”，选项里勾选“显示公式”和“显示 R 平方
值”，确定后在图中增加了 1条趋势曲线，旁边则列出

了该曲线的公式和 R 平方值，可以观察到趋势曲线
同选择曲线完美重合，而 R 平方值为 1，即从数值上

证明了拟合的趋势线完全等同选择的曲线，列出的公

式即为所选曲线的方程。由此得到结论，本方案中各

级可调叶片间的规律符合 2次多项式曲线，模型确定

后系统的运动规律性质也就确定了。

在同一图中将理论曲线导入，本例中理论曲线被

设定为直线，对比观察仿真曲线与理论曲线，发现通过

调整仿真曲线的斜率，可以将线性趋势线移向理论线。

由此确定向理论规律逼近是个迭代、量化的过

程，也就是优化过程，下文重点是找出优化参数。

首先对机构的参数作敏感度分析。机构可调节的

参数包括：轴的位置坐标、各级拉杆相对于轴的初始

图 3 运动驱动定义

图 4 运动仿真

图 5 运动仿真结果输出到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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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图 1中的参数 1）、拉杆长度（图 1中的参数 2）、

拉杆与联动环的连接点位置。调节各参数后进行再次

仿真，发现拉杆联动环的连接点位置对调节规律影响

很小，可以排除，拉杆的初始角度和拉杆长度对调节

规律的影响较大，设 VIGV拉杆长度为 L0，初始角度

为 琢0，S1拉杆长度为 L1，初始角度 琢1，S2拉杆长度为

L2，初始角度 琢2，以 VIGV为基准，S1相对于 VIGV的

角度某个转速的变化为 茁1，S2相对于 VIGV的角度变

化为 茁2，这样将实际问题转化为研究 LX、琢X和 茁X的

相关系数问题。

采用 Excel软件“数据分析”中的“相关系数”功能

分析杆长和角度调节相关系数为 0.999927，可得１级

杆长和角度相关且呈“正相关”的结论，见表 1、2。

分析 ２ 级拉杆和角度相关系数为 0.999919，2

级拉杆杆长和角度也呈“正相关”，见表 3、4。

同理可得 琢X和 茁X也呈“正相关”。

由此确定了对联调机构调节规律敏感的变量，将

做为后面优化的参数[3－4]。

4.2 用 Excel软件作参数优化

Excel软件中的趋势线是用图形的方式显示数据

的预测趋势并可用于预测分析，是回归分析。优化目

标是将仿真曲线的线性趋势线调整至与理论线重合。

应用该工具，通过调整在上节确定的样机变量，可以

逼近理论值且控制差距在一定范围内。这个差距如果

得到认可，那么实际上就确定了各级拉杆的参数，使

优化目标达到预设值。剩下的就是具体结构设计的内

容了[10]。

5 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 1种用于运动学分析的简化拓扑和

数值分析的混合模型，可以满足在可调叶片调节项目

初期，尚不具备零组件装配设计条件前提下，对设计

的调节规律进行评估和优化，为后期工程设计提供输

入。模型具有参数化特性，不仅可以在 CAD平台上进

行参数的数值调整以改变拓扑结构，还可以在数值分

析平台上进行参数的敏感度分析和控制，某型燃气轮

机的多级联调机构设计实践及后期生产、装配、试验

结果证明了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工程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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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压气机叶片作为航空发动机的关键部件之一，其

工作可靠性直接影响发动机的整机性能特别是使用

安全性和使用可靠性[1-9]。某型航空发动机作为某系列

飞机的动力装置，自装备以来压气机转子叶片掉块故

障时有发生。据统计，从 1975年到 2002年 6月，共发

生转子叶片故障 69起，其中叶片掉块故障占 58%[10]。

为此，分别从故障机理、试验验证等方面进行了较为

深入地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精锻、喷丸和涂漆等

相应解决措施。同时，针对其结构和使用特点，进一步

下发了有关技术通报，明确了部队相关使用要求，曾

取得一定的研究技术成果[11]。但近年来该发动机压气

机转子叶片掉块故障又大量集中爆发，如 A团在 2

012年短短 2个月内连续发生了 6起，而 B团在同年

的 1个月内连续发生了 3起，且叶片掉块发生时机分

散性很大，在工作时间最短不到 26 h和最长将近 300

h均有发生。叶片掉块故障的频繁发生，给飞行安全造

成了现实危险，严重影响了部队战训任务的完成。

本文从部队使用飞参数据入手，开展了该型发动

机第 5级转子叶片掉块故障分析研究。

1 叶片掉块故障机理分析

某型发动机转子叶片掉块发生多次，属于老故

障，但集中爆发情况极为罕见。统计发现，叶片掉块主

要集中发生在第 5级转子叶片。因此，针对第 5级叶

片，分别从故障断口、材料特性和工艺复查方面展开

了故障机理分析[12]。

基于飞参数据的航空发动机叶片故障分析

秦海勤 1，徐可君 1，王永旗 1，杜百强 2

（1.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青岛校区航空机械系，山东青岛 266041；2.海军装备部航空技术保障部，北京 10071）

摘要：为查找某型航空发动机第 5级转子叶片掉块连续集中爆发，严重影响飞行安全和外场使用故障的原因，从部队使用飞

参数据入手，在明确其掉块故障机理的基础上，借助于数理统计开展该故障分析研究。发现长期以来所认为的叶片掉块故障很大程

度上与发动机在放气带转速范围停留时间过长有关的结论不成立，该故障与发动机在某一特定转速区间范围的工作时间密切相

关。为该型发动机第 5级叶片掉块故障的综合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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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口分析表明，断口呈明显疲劳特征，源区起始于

叶尖叶盆一侧表面，为点源起裂，疲劳条带较为密集，

瞬断区面积较小，具有高周疲劳断裂的典型特征[13-14]。

材料特性分析表明，在源区附近未见明显材料及冶金

缺陷，未见机械损伤、腐蚀坑；断口附近金相试样腐蚀

态、显微组织均正常，未见过热特征；叶片硬度检测也

表明其硬度符合技术状态要求。工艺复查表明，掉块

故障叶片均符合相关技术要求。

综合上述分析，认为第 5级叶片掉块故障是由于

振动导致的高周疲劳断裂。

2 基于飞参数据的故障原因分析

2.1 振动故障原因分析

为查明振动故障原因，分别对该型发动机结构特

点和第 5级叶片振动特性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

该型发动机第 3、4级压气机间装有自动操作的放气

机构[15]。放气带的开、关会激起较大的振动，不利于叶

片的工作。而在实际工作中，放气带的开关较为频繁。

同时振动特性分析表明，该级转子叶片分别在转速区

间范围 I、II、III为明显的压力脉动区域或共振区域。

在这些转速区域长时间工作有可能对叶片不利，可能

激起叶片振动造成疲劳破坏。

为进一步明确引起第 5级叶片掉块的真正原因，

分析提取了 A、B团近 3年内所有正常和故障发动机

（共近 90台）的飞参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2.2 放气带开关影响分析

A团故障发动机与其所对应同架飞机的正常发

动机在统计时段内平均每架次放气带开关次数对比

如图 1所示。

从图 1中可见，A团故障发动机与其所对应同架

飞机正常发动机在统计时段内的平均每架次放气带

开关次数相当，分别为 10.556和 10.576次，说明叶片

掉块故障与放气带的开关相关性不大。同时分别统计

了该团正常发动机每月的平均每架次放气带开关次

数分布和故障发动机的平均放气带开关次数分布（由

于故障发动机发生故障时间不同，故无法取相同的统

计月份），分别如图 2、3所示。

从图 2、3中可见，正常发动机每月和故障发动机

的平均每架次的放气带开关次数均主要分布于 9～

13。进一步说明放气带的开关与叶片掉块故障没有相

关性。

为进一步对比，分析了 B团的放气带开关数据。

该团故障发动机及对应同架飞机的正常发动机在统

计时段内平均每架次放气带开关次数如图 4所示。

从图 4中可见，B团所有故障和对应正常发动机

的平均放气带开关次数分别为 16.8、18.13次，二者基

本相当。同时统计发现，该团故障发动机平均每架次

放气带开关次数和正常发动机每月的平均每架次放

气带开关次数均分布于 10～25。相较于 A团对应的

放气带开关次数明显增多，但再次表明，放气带的开

关与叶片掉块故障没有相关性。

图 1 A团发动机放气带开关次数

图 2 A团正常发动机每月平均每架次放气

带开关次数拟合分布

图 3 A团故障发动机平均每架次放气带开关次数拟合分布

图 4 B团发动机次放气带开关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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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转速区间范围 I影响分析

为分析转速区间范围 I对叶片掉块故障的影响，

分别统计了发动机在该转速区间范围内，稳定工作时

间≥1 min的平均工作时间占对应发动机总工作时间

的比例分布等。A团故障发动机与其所对应同架飞机

的正常发动机在转速区间范围 I工作时间的比例如

图 5所示。

从图 5中可见，故障发动机与所对应同架飞机的

正常发动机平均每架次在转速区间范围 I的工作时

间相当，似乎表明在转速区间范围 I的工作时间长短

对第 5级叶片故障没有影响。为此，进一步统计该团

正常发动机每月的平均每架次和故障发动机平均每

架次在转速区间范围 I内的工作时间比例分布，如图

6所示。

从图 6中可见，以 A团所有正常发动机为样本

进行统计可发现，故障发动机在转速区间范围 I的平

均工作时间比例偏高于正常发动机的。说明转速区间

范围 I工作时间长短对第 5级叶片掉块可能有一定

程度的影响，但不是特别明显。为此，进一步分析 B

团发动机在该转速范围内的工作时间比例，分别如图

7、8所示。

从图 7中可见，对于 B团故障发动机与所对应

同架飞机的正常发动机在转速区间范围 I的工作时

间也相当。同时对比图 5、7可知，B团发动机在转速

区间范围 I的工作时间所占比例主要分布于 0.05～

0.08，低于 A团分布于 0.08～0.15的情况。图 8中的

统计表明，以 B团所有正常发动机为样本进行统计

时发现，故障发动机在转速区间范围 I的平均工作时

间比例反而低于正常发动机的，这与对 A团的统计

结果正好相反。表明前述“转速区间范围 陨工作时间
对第 5级叶片掉块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的分析结

论不完全成立。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从部队使用飞参数据角度而

言，转速区间范围 I的工作时间与第 5级叶片掉块故

障没有相关性，但需指出的是 A团正常及故障发动机

在该转速范围的工作时间比例要明显高于 B团的。

2.4 转速区间范围 II影响分析

同理对 A团和 B团转速区间范围 II的工作时间

影响进行分析，A团故障发动机与其所对应同架飞机

的正常发动机在转速区间范围 II 工作时间的比例、

该团所有正常发动机每月和故障发动机的平均每架

次在该转速区间范围内的工作时间比例分布分别如

图 9、10所示；B团所对应的比例和工作时间比例分

布分别如图 11、12所示。

对比分析图 9、11以及图 10、12可知，A、B团的

使用均表明，在统计学平均意义上，故障发动机在转

速区间范围 II内的工作时间都小于正常发动机的。

说明发动机在转速区间范围 II的工作时间长短与第

5级叶片故障没有相关性。需指出的是转速区间范围

图 5 A团转速区间范围 I工作时间比例

图 6 转速区间范围 I内 A团发动机工作时间比例分布

图 7 B团发动机转速区间范围 I工作时间比例

图 8 转速区间范围 I内 B团发动机工作时间比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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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对应的为放气带开关的控制转速区间范围。由于该

型发动机放气带的特殊结构，传统上一直认为第 5级

转子叶片掉块故障很大程度是由于发动机在放气带

转速范围停留时间过长导致，且目前外场的使用要求

也是尽量避开该转速区间范围。而上述分析结果以及

前文的放气带开关次数统计结果均表明，放气带的开

关和在其对应转速范围停留时间的长短与第 5级叶

片掉块故障没有相关性。

2.5 转速区间范围 III影响分析

为明确发动机在转速区间范围 III内工作时间的

影响，进行了进一步分析。A团故障发动机与其所对

应同架飞机的正常发动机在该转速区间范围工作时

间的比例和该团所有正常发动机每月的平均每架次

和故障发动机平均每架次在该转速区间范围内的工

作时间比例分布分别如图 13、14所示。

从图 13中可见，故障发动机在转速区间范围 III

工作时间比例高于与其所对应同架飞机正常发动机

在相应转速区间的。同时，图 14的统计也表明：在该

转速区间范围内故障发动机的工作时间比例分布均

值明显高于所有正常发动机的对应值。这些均表明发

动机在该转速区间范围内的工作时间极可能与第 5

级叶片掉块故障有一定的相关性。

为此对 B团的飞参数据进行类似分析。其对应

的工作时间比例和工作时间比例分布分别图 15、16

所示。

从图 15、16中可见，无论与故障发动机所对应同

架飞机的正常发动机相比，还是与所有正常发动机相

比，从统计平均意义上故障发动机在转速区间范围

III内的工作时间均偏长，与 A团的分析结论相同。再

图 9 A团发动机转速区间范围 II工作时间比例

图 10 转速区间范围 II内 A团发动机工作时间比例分布

图 11 B团发动机转速区间范围 II工作时间比例

图 12 转速区间范围 II内 B团发动机工作时间比例分布

图 13 A团发动机转速区间范围 III工作时间比例

图 14 转速区间范围 III内 A团发动机工作时间比例分布

图 15 B团发动机转速区间范围 III工作时间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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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表明：第 5级叶片掉块故障与发动机在该转速区间

范围内的工作时间长短有相关性。

进一步对比图 13、15以及图 14、16，发现 B团故

障发动机在该转速区间范围内的工作时间比例明显

高于 A团故障发动机的。2团故障发动机在转速区间

范围 III内从装机到发生故障以来的工作时间分布分

别如图 17、18所示。

从图 17中可见，A团故障发动机在转速区间范

围 III内从装机以来的平均工作时间为 33.981 h，由

于高周振动疲劳的极大分散性，其工作时间分散带非

常宽广，介于 6~84 h。从图 18中可见，B团故障发动

机在该转速区间范围内从装机以来的平均工作时间

为 31.835 h，其工作时间介于 10~62 h。综合图 17、18

的分析结果，可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 2团的第

5级掉块故障叶片在转速区间范围 III内工作对应的

平均疲劳寿命介于 31~34 h，但由于存在分散性，该

疲劳寿命具有从几小时到 80多小时的分散带。

为进一步分析转速区间范围 III对第 5级叶片掉

块故障的影响，分析统计了 A团所有发动机在调研

时段内每月平均每架次在转速区间范围 III内的工作

时间，如图 19所示。

从图 19中可见，自 2012年 3月（2012年 6月除

外）以来，A团所有发动机每月平均每架次在转速区

间范围 III内的工作时间从平均意义上明显高于往年

其他月份的工作时间，尤其是 7月和 8月这 2个月平

均每架次的工作时间都大于 0.5 h。由上述分析得知，

转速区间范围 III对第 5级叶片掉块非常不利，而在

该转速下的长时间工作，意味者第 5级叶片掉块的概

率大大增加，这有可能是该团 2012年 7月和 8月第

5级叶片掉块较为集中爆发的诱因之一，而事实也表

明该团在 7月和 8月连续发生了 6起第 5级叶片掉

块故障。

3 结束语

综合上述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放气带的开关与第 5级叶片掉块故障没有相

关性。

（2）转速区间范围 I的工作时间与第 5级叶片掉

块故障没有相关性，但 A团无论正常还是故障发动机

在该转速区间范围的工作时间比例明显高于 B团的。

图 16 转速区间范围 III内 B团常发动机工作时间比例分布

图 17 A团故障发动机在转速区间范围 III的工作时间分布

图 18 B团故障发动机在转速区间范围 III的工作时间分布

图 19 A团所有发动机每月平均每架次在转速区间范围 III的

工作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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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转速区间范围 II的工作时间与第 5 级

叶片掉块故障相关性不强。与长期以来所认为的引起

第 5级转子叶片掉块故障很大程度是由于发动机在

放气带转速范围停留时间过长的结论不一致。

（4）在转速区间范围 III的工作时间与第 5级叶

片掉块故障有一定的相关性。并且第 5级叶片所对应

的在该转速区间范围内的平均疲劳寿命介于 31~34 h，

但由于存在分散性，该疲劳寿命具有从几小时到八十

多小时的分散带。

上述结论的得出为该型发动机第 5级叶片掉块

故障的综合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但须指出本文的分

析结果仅就实际使用数据而言，叶片掉块故障的彻底

排除尚需考虑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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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轮机燃烧室中的管路设计

赵传亮，尚守堂，马宏宇，柴 昕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燃气轮机燃烧室中的管路主要用于供油、引气和测试等，其重要性往往易被忽视，而成为故障易发部位。为了提高燃气

轮机燃烧室管路部件的可靠性,从实际应用出发,分析总结了燃烧室的管路设计中需要考虑的管路材料、直径以及壁厚的选择，形状

的确定，相配件的热膨胀协调、卡箍与支架的设计，振频及动应力计算与测试，焊接方式的选择与工艺控制，后期校形控制等主要因素。

通过对以上各设计细节的控制，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管路易出现的各种问题，降低燃烧室管路故障发生的概率。

关键词：管路；设计；故障；燃气轮机；燃烧室

中图分类号：V23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4.05.008

Design of Pipelines for Gas Turbine Combustor
ZHAO Chuan-liang袁 SHANG Shou-tang袁 MA Hong-yu袁 CHAI Xin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Pipelines in combustor are used for fuel supply, air bleeding and tes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pipeline in combustor is

often neglected, which usually causes combustor failure.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reliability of combustor pipelines, when designing pipelines
of a combustor, the key factors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following aspects, such as the selection of material, pipeline爷s diameter, wall thickness, the shape definition, thermal expansion
coordination, the design of clamp and bracket, the calculation and testing of vibration frequency and dynamic stress, the selection of
welding, the control of welding procedure, the control of pipelines shape adjustment袁 etc. All kinds of problems happened on pipelines can
be fundamentally avoided. The probability of combustor pipeline failure will be reduced in this way by controlling the design details.

Key words: pipeline; design; failure; gas turbine; combu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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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燃气轮机燃烧室中的管路主要用于供油、引气和

测试等，其工作特点是温度高、压力大，有时需要穿越

燃烧室机匣、外涵等部件，决定了在设计燃烧室管路

时需要特别考虑一些问题。根据近年来航空发动机及

地面燃气轮机燃烧室研制的经验表明，往往是一些不

易引起重视的管路在燃烧室的使用中较易发生故障。

某型发动机燃烧室近年来发生的 2起较大的故障均

是管路故障，且均反复多次出现。其中 1起是燃油管

路的裂纹故障，影响了正常的试车、试飞乃至型号的研

制周期。其原因既有设计问题也有生产与装配质量的

控制问题，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但设计质

量作为产品质量的根源，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本文针对燃气轮机燃烧室管路设计时需要考虑

的诸多问题展开论述，以期对该管路设计产生一定的

指导作用。

1 影响因素

燃烧室的管路设计中需要考虑的管路材料、直

径以及壁厚的选择、形状的确定、相配件的热膨胀

协调、卡箍与支架的设计、振频及动应力计算与测

试、焊接方式的选择与工艺控制、后期校形控制等

主要因素。

1.1 管路材料的选择

随着发动机循环压比的增大，进入燃烧室内的气

mailto:zcl60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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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温度和压力也在逐渐提高，在燃烧室内参与工作的

管路所承受的温度和压力负荷也相应增大，因此要根

据燃烧室的使用工况选择相应的管路材料。

在燃烧室内工作的管路的材料不仅要有良好的

高温强度以及持久、蠕变性能，还要有良好的高温抗

氧化、抗腐蚀能力，同时也要考虑到塑性以及质量、成

本等问题。此外，管路选材时也不能盲目追求高强度，

部分高强度材料的塑性较差，如果管路装配时对中性

不好，会在管路根部产生较大的装配应力，极易导致

管路在工作时发生断裂，因此，管路选材时要在强度

与塑性之间进行合理的折衷考虑。

一般而言，燃烧室管路设计可优选 0Cr18Ni9，

GH625，GH536等常用材料。

1.2 管路直径的选择

通常根据管路的用途选择相应的直径。一般而

言，燃烧室内引气管路内径应保证最大引气状态下的

引气量，并且管路损失需要满足相关部门提出的损失

控制要求；燃油管路的直径应保证管路内的燃油流速

不能过大，以免产生太大的流阻损失，而使燃油泵负

荷过大；燃油或引气管路内流阻可通过试验或计算方

法确定[1]；测试用管路直径不宜过大，以减少测试响应

时间，但要保证足够的强度及刚度。

1.3 管路壁厚的选择

在管路设计时，应根据其使用条件以及所选择的

材料选择适当的壁厚。过厚会增加发动机的质量和制

造难度，过薄会增大发生故障的概率。可以根据管路

内压、直径以及管路材料的许用应力进行估算来确定

壁厚。壁厚应最终选取工程上常用的尺寸系列或与制

造方协商后确定，以便于管路材料采购。

1.4 管路形状的确定

传统的管路生产需要在发动机其他零组件加工

完成后再取样，导致管路的生产必然会受到发动机其

他零组件的制约，往往成为最后交付的组件。随着 3D

技术的不断发展，在计算机内进行精确地 3维建模并

排布管路已成为现实，文献[2-5]介绍了管路数字化

设计的一些方法。目前,常用的 3维建模软件有 UG、

CATIA、Pro/E等，可以在设计之初就建立起燃烧室电

子 3维模型，并对管路进行排布，改变了设计人员的

设计方法和思维方式，能帮助设计者更准确地了解空

间位置、形状尺寸，避免了传统手工取样周期长、管形

不准等弊端，可以大大缩短生产周期，提高设计成功

率[6]。例如某型发动机在外场试飞过程中发生燃油分

管焊缝裂纹故障，经分析认为裂纹故障产生的原因之

一是由于燃油分管手工取样尺寸不准确，致使在组件

中装配时需要进行大量校形，结果在焊缝处产生了较

大的装配应力，在工作过程中装配应力与动应力叠

加，致使燃油分管出现裂纹。故障发生后，设计人员向

生产厂提供了由电子样机取样形成的管路坐标值，生

产厂按这些坐标值生产出的管路形状准确，基本不需

校形就可进行焊接、装配，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小

了故障发生的概率。因此，通过采用 CAD/CAE 和

CAM技术，增强燃烧室管路设计的可靠性和维护性，

提高燃烧室的设计水平。

1.5 热膨胀协调设计

由于燃烧室上的管路经常需要穿过燃烧室机匣、

外涵等部件，而燃烧室机匣以及外涵的温差较大，比

如推比 8一级军机外涵与燃烧室机匣的温差可能达

到300 ℃以上，如果在设计时没有考虑热膨胀问题，

而未采取相应的补偿措施，那么如果管路同时穿越了

燃烧室机匣和外涵机匣，在管路工作时必定会在其轴

向和径向热膨胀量不一致而承受额外的载荷，可能导

致管路或与其相配件提前失效。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合理地选择管路以及与

其相配件的材料。充分考虑管路和相配件的工作温度

和材料的线膨胀系数，尽可能保证相配件在工作时热

膨胀量一致；其次设法降低管路的刚性。某型发动机

燃烧室中使用的测压管路进行拉伸时，管路应力分布

情况如图 1、2所示，分别表示的是管路上面的安装座

受拉变形位移为 0.4 mm的变形、应力分布情况。此时

管路根部的最大静应力达到 342.3 MPa。

图 1 受拉变形位移为 0.4 mm的变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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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管路的使用温度约为 600 ℃，如果采用 GH536

管材，则在 600 ℃时的 匾0.2=270 MPa，匾b=655 MPa[7]。此

时管路的静强度安全系数 n0.2=0.8，nb=1.9，所以在不

考虑动应力的情况下，管路的强度储备已经不足。换

言之，如果上述管路 2个安装座之间的装配误差或热

膨胀差达到 0.4 mm，管路将无法正常工作。

为了解决装配或热膨胀带来的应力问题，在国内

外发动机管路设计中最通用有效的办法是设法降低管

路的刚性。设计时可以适当增加管路的长度，以补偿管

路工作时两端可能出现的相对位移，降低管路应力。

将图 1中的管路加长约 30 mm后的应力变化情况

如图 3所示。从图 3中可见，在变形量同样为 0.4 mm

的情况下，管路的最大应力由图 2的 342.3 MPa下降

为图 3的 237.3 MPa，降低了 30.7%。可见将管路加长

后，其承受的最大应力显著减小。此时管路的静强度

安全系数 n0.2=1.14、nb=2.76，分别比管路加长前提高

了 42.5%和 45.3%。

协 和 号 客 机 配 装 的 Olympus 593、V2500、

CFM56-7、PW4000、PW6000 和俄罗斯某型发动机的

燃烧室燃油分管的形状分别如图 4~9所示。从图中可

见，不同型号发动机燃烧室的燃油分管形状千差万

别，但无一例外地都有意加长管路的长度，以降低其

刚性，减小应力，来提高使用寿命。

此外，还可采用柔性管路来降低其刚性。

АЛ-31Ф发动机从燃烧室上引出的 2根管，其中间

有 1段采用金属软管结构，如图 10所示。采用金属软

管的燃油分管如图 11所示，该结构形式的燃油分管

尚未在正式商用发动机中使用，应该是未来发展方向

之一。在 Trent 900发动机燃烧室中采用的橡胶外皮

的燃油分管如图 12所示。该燃油分管形式新颖，首次

用于商用发动机中，值得国内借鉴。

图 2 受拉变形位移为 0.4 mm的应力分布

图 3 管路加长后受拉变形量为 0.4 mm时的应力分布

图 4 OLYMPUS 593发动机燃烧室的燃油分管形状

图 5 V2500发动机燃烧室的燃油分管形状

图 6 CFM56-7发动机燃烧室的燃油分管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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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可以采用浮动配合结构降低相配件的工作

压力。对于军用涡扇发动机而言，由于燃烧室上的燃

油、测试以及引气管等管路都需要通过外涵机匣引到

发动机外部，而燃烧室与外涵机匣在工作时存在一定

的轴向和径向相对位移，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以防止

发动机工作时管路与外涵机匣出现干涉而产生应力。

目前，较为通用的措施是在管路上采用浮动配合结构。

1.6 卡箍与支架的设计

振动是影响管路寿命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而管

路系统中卡箍与支架的设计（如数量、位置、刚度等）

对管路系统振动的影响非常大。因此，管路设计中对

卡箍和支架给予足够的重视，对管路系统的振动特性

（如固有频率和应力等）分析具有重要工程意义。

早期发动机上的卡箍多采用钢制件，中间加钢垫作

为阻尼元件，如图 13所示。但由于该结构减振效果较

差，发动机振动对管路的影响较大，目前基本不使用。

现在民机上使用最广泛的卡箍是带有减振橡胶

或氟塑料的钢卡箍，如 GE90、CFM56-7和 Trent 800

发动机上所用的卡箍，如图 14~16所示。

根据航展资料，АЛ-31Ф发动机外部管路上普

遍使用了 1种带有金属毡结构的卡箍。该金属毡是由

金属丝经过螺旋成型，再相互缠绕最后模压而成的阻

图 7 PW4000发动机燃烧室的燃油分管形状

图 8 PW6000发动机燃烧室的燃油分管形状

图 9 俄罗斯某型发动机燃烧室的燃油分管形状

图 10 АЛ-31Ф发动机使用的金属软管

图 11 采用金属软管的燃油分管

图 12 Trent 900发动机燃烧室的燃油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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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衬垫，其阻尼性能好、抗高温、不易老化，且具有质

量轻，可调节刚度等优点，在燃烧室的管路卡箍设计

时也可考虑使用。

另外，文献[8]介绍了 1种新型的带垫卡箍结构，

具有减震、防火性能好、耐老化和装配方便等优点。在

燃烧室内的卡箍设计时也可借鉴使用。

现代燃烧室管路设计时也可考虑采用有限元法

辅助进行卡箍设计。文献[9]介绍了针对航空发动机管

路系统中不同卡箍的结构特点，对其刚度系数进行有

限元计算和试验测定的方法。文献[10]分析了简化管路

系统模型的固有频率特性以及其与导管卡箍固定位置

的对应关系，给出了导管卡箍固定间距的安全范围。

除了以上提到的卡箍设计外，在进行燃烧室上的

支架设计时，应尽量简单，且自身要有足够的刚度，最

好在机匣的安装边或座上固定支架，尽量不要将其固

定在部件上，以免在发动机工作时影响管路的定位。

1.7 振频以及动应力控制

管路设计必须从结构上防止出现高周疲劳，并保

证有足够的低循环疲劳寿命。而为了防止高周疲劳主

要是使管路的自振频率错开发动机的特定频率。

另外，燃烧室管路的自振频率还应避免落在燃烧

室声激振的高能量区，管路的最大振动应力应小于同

种结构管子疲劳极限的 1/3。为达到以上要求，对管路

的振动特性分析以及进行相关试验是必不可少的，其

中包括振频和振型的计算（如简化估算、有限元分析

等）[11-13]、响应分析、寿命预估 [14]等，以及对管路的振

频、振型、动应力等进行测量[15]。如果测量结果不令人

满意，可通过改变管路的形状、支架与卡箍的位置等

来调整管路的自振频率和动应力[16]。

1.8 焊接方式的选择与质量控制

燃烧室内的管路总数虽不是很多，但其形状大多

比较复杂，焊缝数量也比较多。同时，也由于其形状复

杂，造成管路成形困难以及一些自动焊设备无法使

用，而手工焊往往大大增加了焊缝潜在缺陷存在的可

能性。根据相关资料报道，某涡扇发动机燃油总管上

的钎焊缝共有 90余处，某涡喷发动机燃油总管上的

氩弧焊缝共有 120余处，某在役发动机燃油总管上的

焊缝共有 100余处。这 3型发动机的燃油总管在使用

中，无一例外地在重要试飞、试车过程中发生过燃油

管路焊缝裂纹故障，对型号的研制进度均产生了重大

影响。因此，从设计角度对焊缝质量进行严格控制是

燃烧室管路设计中极其重要的方面。

（1）根据管路系统结构特点选择合适的焊接方法。

由于真空钎焊的焊接应力小、焊缝质量好、生产效率

高等优点，对于焊缝较多的燃油管路焊接来说应是较

好的选择，但在焊料的选择上一定要慎重，以预防在

使用过程中发生焊缝裂纹故障。另外，由于一些焊料

对钎焊间隙要求较高，在钎焊时应根据焊料特点选择

合适的钎焊间隙，以保证焊接质量。对于一些能采用

自动焊接设备或不适宜采用钎焊的管路来说，采用氩

弧焊也是很好的选择。总之，在燃烧室管路设计时应

根据其特点以及各种焊接方法的优缺点选择合适的

焊接方法，否则不但不能发挥各种焊接方法的优点，

反而容易给生产及使用带来诸多隐患。

（2）加强焊接质量控制。在设计初期，设计人员就

要对重要的焊缝提出明确的质量控制要求。除了常规

的 X光、荧光以及打压试验外，对重要焊缝还要有相

应的金相检查、疲劳试验以及定期检查要求等。

1.9 校形控制

由于管路生产的特殊性，很多管路在装配时都要

进行校形。然而，由于工人的技术水平各不相同，在校

形过程中极易造成管路以及焊缝内残余大量的应力，

在管路工作时就很可能发生故障。某型发动机多次出

现过从燃烧室引出的测压管的断裂故障，其原因均与

不规范的校形有很大关系。所以在设计文件中对管路

的装配要提出严格的要求,对校形次数、校形位置、管

路在自由状态下与在安装状态下的错移量等进行限

图 13 OLYMPUS 593发动机

使用的卡箍及垫片

图 14 GE90发动机上

所用卡箍

图 15 CFM56-7发动机上

所用卡箍

图 16 Trent 800发动机上

所用卡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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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另外，一般情况下，均要求管路安装自如，徒手能

拧动外加螺母螺纹长度的 2/3多；校正导管时，应采

取措施，严防应力传至焊缝。

2 结束语

由于燃烧室内管路工作的特殊性，在设计时必须

从管路的材料、直径与壁厚的选择、管形的确定、相配

件的热膨胀协调方式、卡箍与支架的设计、振频及动应

力计算与测试、焊接方式的选择与工艺控制、后期校形

控制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并对生产与装配中可能

出现的问题进行严格要求与限定，以规范管路制造和

使用中各细节，有效保证燃烧室内管路使用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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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体结构发动机总体结构尺寸控制与分析

赵 威，张德志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在单元体结构发动机中，在各小的维修单元体或大的单元体内部，通过逐级控制一些关键尺寸，来满足单元体本身互换性要

求，同时满足发动机总体结构设计的要求，这也是单元体发动机设计和装配中需重点关注的问题。以国外某发动机为例，通过尺寸链的

分配和必要时在内部设置调整环，使单元体内部的这些关键的总体结构特征尺寸达到一定的精度要求，贯穿至发动机总体结构设计和

协调、传装及总装装配的各环节中，使发动机总体结构尺寸如转、静子轴向间隙等更加合理可靠，避免发生干涉等问题。

关键词：单元体结构；主单元体；维修单元体；总体结构；特征尺寸；控制；装配；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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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and Analysis of General Structure Dimension for Aeroengine with Modul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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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n aeroengine with modular structure, some key dimensions are controlled on various levels within individual

maintenance modules or major modules for module structure. The dimension control needs to be concerned in both engine design and
assembly processes, so that the modular interchange ability and general structure requirements would be met. Take a mature engine as an
example, engine designers distribute the dimension chain and set internal adjusting rings when necessary to help the key general structure
feature dimensions meet the accuracy requirements. The method applies to all process of developing an engine, including general structural
design, subassembly and assembly. It makes the general structure dimensions, such as axial clearance between rotors and stators, more
reasonable and reliable, and prevents interference of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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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发动机维修性是设计出来的[1]。维修工作的质量

及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动机的结构及总体布

局是否易于维修[2]。为实现良好的维修性，目前国内外

先进的军、民用航空发动机普遍采用了单元体的设计

思想，其目的是提高发动机的维护性，便于运输，降低

全寿命周期费用[3-4]。这在民用大涵道比涡轮风扇发动

机上体现的更为明显，其风扇部件尺寸越来越大，运

输和维修成本也不断攀升。为了进一步改善运输便利

性，提高整机维修性，CFM56、GE90、V2500等国外先

进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都采用了单元体结构设计[5]。

结构单元体化是目前各种军、民用发动机普遍采用的

设计原则，单元体设计思想是航空发动机设计和发展

的必然趋势[6]。

如何对单元体内部一些关键尺寸进行控制，使其

既能满足单元体本身特性要求，例如性能、结构互换

性的要求，又能满足发动机总体结构设计要求，以使

发动机总体结构性能最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本文以国外某发动机为例，着重阐述这一问题。

1 名词解释

在 GJB 3817[7]中称主单元体为“基础单元体”，指用

作发动机装配和分解基础的单元体；GJB 3817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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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单元体为“单元体内具有自身独立的尺寸链以

保证获得其特殊的封闭尺寸和性能要求（如轴向间

隙、啮合间隙等），并可在尺寸链中设置调整元件的

单元体”。

总体结构特征尺寸是指封闭在单元体内部（包括

大的主单元体和小的维修单元体）对整个发动机的一

些关键的总体结构特征参数有重要影响的尺寸。主要

指影响发动机高、低压转静子轴向和径向间隙以及滚

棒轴承错度的封闭环[8]、影响锥齿轮啮合间隙和着色

印痕检查的发动机重要尺寸[9]。它可以在设计时由发

动机总体部门确定，并作为部件结构设计的依据；同

时在装配环节中必须进行保证，在装配时通过对单元

体内部进行尺寸检查，以确保其处于“配合与间隙”所

规定的极限和公差范围之内[10]。

2 尺寸控制与分析

根据 GJB 3817中维修单元体的定义可知，发动

机上涉及到封闭在单元体内部控制的尺寸需要在单

元体装配时予以保证，并需要记录在随机质量文件

中，必要时可通过调整环来调整所需尺寸满足要求，

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发动机总体结构特征参数（包

括转静子轴向间隙、锥齿轮啮合间隙等，当流道为锥

形时，还包括叶尖的径向间隙等）的要求。上述内容对

发动机主单元体也同样适用。因此，在发动机装配时

为达到单元体互换目标，需最大程度地利用各种直接

检验方法，以直接反映单元体功能性参数，从而保证

各单元体的高度同等性，防止相配单元体的个体特点

对发动机总体结果产生影响[11]。下面以国外某发动机

的几个关键尺寸控制为例来具体说明和分析如何通

过单元体内部的总体结构特征尺寸控制来满足对发

动机总体结构设计的要求。

该发动机采用单元体结构设计，便于装配与维

修，共分为 4个主单元体，即风扇、核心机、低压涡轮

和附件传动装置，又可分解为 17个维修单元体[12]。

2.1 风扇主单元体

在风扇主单元体中，需要重点关注风扇 /增压级

转静子之间的轴向间隙控制方法。该发动机风扇叶片

和增压级后几级工作叶片叶尖处流道为锥形，尤其是

增压级第 4级工作叶片叶尖处流道更陡，轴向间隙控

制的好坏对叶尖的径向间隙会产生直接影响。风扇和

增压级组件单元体通过风扇盘与 No.1/2号轴承支撑

组件单元体上的风扇轴相连，No.1/2号轴承支撑组件

单元体的制造尺寸公差积累会对风扇和增压级转静

子间的轴向和径向间隙（尤其是增压级第 4级叶尖）

产生很大影响。为保证上述间隙满足发动机总体要

求，必须增加调整部件。该发动机通过控制 No.1/2号

轴承支撑组件维修单元体内部转、静子之间的尺寸

（下述尺寸 B）来控制风扇和增压级转静子之间的间
隙。具体如下：

（1）控制尺寸 B
在 No.1/2号轴承支撑组件单元体中，利用 No.1

支点轴承前挡油环来作为调整环，在该单元体内部组

件装配时通过修磨挡油环厚度来保证单元体内部控

制尺寸 B为定值。具体装配时挡油环厚度按如下方
法确定，如图 1所示。

通过测量和记录如下尺寸，根据公式计算挡油环

的厚度 A 1：A 1 = B + L2- (L3 + L4 + L1)。

式中：B为风扇轴上一端面与轴承座后端面之间
的尺寸，为转静子间形成的封闭环，取定值 B=Bo mm；

L1为 No.1 支点轴承座上后安装边后端面和 No.1 支

点轴承座与轴承外环定位面之间的距离；L2为风扇轴

上尺寸；L3 为带封严篦齿的轴承内套的厚度；L4 为

No.1支点外环前端与内环前半前端面之间的距离，该

尺寸测量时需要考虑排除轴承的轴向活动量的方向。

计算挡油环厚度时，用单元体内部控制尺寸 B
为定值来计算。

（2）对挡油环厚度的修磨要求

修磨挡油环的厚度：对挡油环厚度的修磨要求不

仅包含厚度的加工公差要求，还包括轴向定位的 2个

端面的平行度要求。这些加工精度要求都很严格，主

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总体结构特征尺寸 B。
（3）检查尺寸 B
在该单元体装配完成后，对 B值还需要进行复

检，保证其值在 Bo±0.1 mm范围之内，即向后排除轴

图 1 尺寸 B控制

L1

L2 B

L1

L4

L3

A 1

A
挡油环

No.1支点
风扇轴A 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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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轴向活动量，与前面 L4尺寸测量时一致。若尺寸超

出此范围，则要重新进行检查。

由前述可知，在该单元体中将挡油环作为 1个调

整环，通过调整环来控制单元体内部总体结构特征尺

寸即封闭环 B为定值，满足了发动机总体尺寸要求，
即对风扇 /增压级各级转、静子间隙的要求。

也可将控制 B值改为控制风扇轴前端面至 No.1

支点轴承座后端面之间的距离，这样能更直接控制风

扇和增压级转静子间的间隙，累积公差更小。但该做

法的缺点是在选取低压涡轮轴前调整垫时，因需要使

用 B值（此时通过尺寸链计算有公差累积），低压涡
轮轴前调整垫厚度选取范围较大，给调整垫补加工带

来不便。2种方法设计思想相同，均为了满足总体对

风扇 /增压级转静子间隙的要求。

2.2 核心机主单元体

2.2.1 C值控制
在该发动机各系列中，高压转、静子之间轴向相

对位置都是通过在中央传动和 3号支点组件维修单

元体内部直接控制 C值（中央传动壳体安装面与轴
承后篦齿端面之间的距离）来保证，如图 2所示。C值
作为封闭在该单元体内部的总体结构特征尺寸，用于

保证整机状态下高压压气机内部各级转、静子之间的

轴向间隙在合理范围内，同时对发动机后部的高压涡

轮轴向位置也有影响，要求 C值必须在某定值 Co的

Co
0
-0.38 mm范围内。高压转子轴向力方向向后，需沿 B

向对水平主动锥齿轮施加一定的载荷来向后排除

No.3支点球轴承轴向活动量。在该单元体上有 2个

调整垫，在主动锥齿和从动锥齿组件上各有 1个调整

垫，如图 2、3所示。锥齿轮副的齿隙必须处于最佳状

态，否则传动时会产生较大噪声、振动以及冲击等问

题。装配时影响其齿隙的因素较多，譬如轴承、轴承

座、机匣、安装座、锥齿轮实际安装距等，在实际加工

尺寸的累积误差都需要通过选配调整垫来排除[13]。而

弧齿锥齿轮承载能力主要取决于齿面接触情况，齿面

着色检查是判断和调整齿面接触情况的惟一方法[14]。

这 2个调整垫用于调整锥齿轮啮合间隙和着色印痕

在合理范围内，同时保证 C值满足设计值要求，2个
调整垫同时进行联调。

在具体操作时，通过在装配过程中相关零组件尺

寸的测量及尺寸链计算，先初选出主动和从动锥齿轮

组件上的调整垫。单元体装配好后，要进行齿轮啮合

间隙、齿牙印痕和 C值检查。与着色印痕检查调整相
比，由于齿轮啮合间隙调整范围大，操作较容易，数值

好读取，所以先进行齿轮啮合间隙检查，安装主动和

从动锥齿轮组件上调整垫，再进行齿牙印痕和 C值
检查。如果不满足要求，重新按上述步骤调整。为设置

啮合间隙而调整调整垫会影响齿牙印痕。在适合间隙

下调整调整垫通常可得到满意的齿牙印痕。每次调整

垫改变后需再次进行啮合间隙和齿牙印痕检查。

2.2.2 S尺寸检查
在中央传动和 3号支点组件维修单元体内部控

制了 C值，一旦高压转子没有装配到位，对高压转、
静子轴向间隙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在发动机总装

时，在核心机单元体装配到风扇主单元体上以后，为检

测高压转子安装是否到位，需对轴头尺寸 S（No.3支点

轴承座前端面锁紧螺帽与高压压气机前轴颈前止口端

面之间的轴向距离）进行测量计算，通过轴头处其他尺

寸测量来间接计算 S值，确认其是否满足要求。
由上述可知，在该单元体中共有 2个调整环，用

来控制单元体内部总体结构特征尺寸即封闭环 C为
定值，从而满足了发动机总体尺寸要求，即对高压压

气机各级转、静子轴向间隙的要求以及高压涡轮转子图 2 主动锥齿轮组件上的调整垫

C

B

No.3支点

高压压气机
前轴颈止口

中央传
动壳体

主动锥
齿轮

调整垫

图 3 从动锥齿轮组件上的调整垫

调整垫 从动锥齿轮

中央传动
球轴承

中央传动
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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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轴向位置，同时满足锥齿轮啮合间隙和齿牙印

痕的要求。

2.3 低压涡轮主单元体

在低压涡轮主单元体内部需要控制的总体结构

特征尺寸为 K，在主单元体内部通过工装来保证，该
尺寸用于保证低压涡轮各级转、静子之间的轴向相对

位置；低压涡轮转子轴向尺寸较长，冷热态温差较大，

轴向膨胀量大，因此除了在设计上需留有足够的轴向

空间，还需要设置调整环节，在总装时通过在低压涡

轮轴前端增加调整垫来保证。

2.3.1 K尺寸的控制
K 为低压涡轮 1 导机匣前端面与低压涡轮第 1

级转子挡板端面间尺寸，在低压涡轮转、静子维修单

元体内部组件装配时通过工装保证。在低压涡轮内部

3个维修单元体再进行组合装配时，工装保证 K 值
后，将通过测量 LX 值（No.5支点轴承座后端面与低

压涡轮后轴头端面之间的轴向尺寸）来检验 K 值是
否正确，如图 4所示。

在低压涡轮主单元体内部，LX 值是在竖直状态
下测量的，再用测得的 LX 来计算 LH 值，LH=LX-0.5

mm（0.5 mm为 No.1支点球轴承的轴向活动量）。在发

动机最终总装配时，必须进行 LH尺寸的复验。首先，
将上述 LH 值按公差（+0.85mm，-0.35mm）计算出最

大值 LHmax和最小值 LHmin，低压涡轮装配完成后

（轴前端大螺母拧紧后），重新测量 LH 值，确保其在
上述 LHmax和 LHmin之间。若超出上述范围，需要分

解下低压涡轮主单元体，重新计算并检查调整垫厚度。

2次 LH值均是在向后排除轴承活动量的情况下
测得的值，即轴承状态是一致的。

2.3.2 低压涡轮轴前端调整垫厚度的确定

低压涡轮转、静子轴前调整垫厚度 A 2通过尺寸

链 中 相 关 尺 寸 的 测 量 来 计 算 确 定 ：A 2=

B+XF+XH-XL。式中：B为风扇轴止口后端面至 1、2

号轴承机匣后端面之间的距离，即为 2.1节中的定

值；XF为中介机匣前端与 No.1、No.2 号轴承机匣结

合面至中介机匣后端与高压压气机机匣结合面之间

的距离；XH 为高压压气机机匣前端面至低压涡轮机
匣前端面之间的距离(即核心机的长度)；XL 为调整垫
后端面至低压涡轮机匣前端面之间距离。在低压涡轮

主单元体内部装配时，转 /静子与低压涡轮轴装配在

一起之后进行测量。如图 5所示。

2.3.3 调整垫的加工要求

对调整垫的厚度进行修磨。与前述挡油环类似，

修磨要求不仅包含厚度的加工公差要求，还包括轴向

定位的 2个端面的平行度要求，这些加工精度要求都

很严格，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总体结构特征尺寸 K。
由上述可知，在该单元体中将低压涡轮轴前端

调整垫作为 1 个调整环，来控制低压涡轮主单元体

内部总体结构特征尺寸即封闭环 K 为定值，便可满
足发动机总体尺寸要求，即对低压涡轮各级转、静

子间隙的要求。

3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1）在单元体结构发动机中，发动机总体结构尺

寸要求必须通过对单元体内部尺寸控制来实现；

图 5 低压涡轮轴前调整垫计算

图 4 LX的测量

No.5支点轴承座

LX

低压涡轮轴

XF
中介机匣

XH
核心机

B No. 1/2支点

A 2
LPT轴前调整垫

XL
低压涡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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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对单元体内部一些较关键的总体结构特

征尺寸的控制分析，使发动机总体结构尺寸如转、静

子轴向间隙等更加合理可靠，避免发生干涉等问题。

（3）按单元体原则对单元体内部总体结构特征尺

寸控制时，可通过在其内部设置调整环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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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遗传算法的 2维叶型优化设计

刘龙龙，周正贵，陶 胜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为得到具有宽广低损失工作范围的静子叶片，采用基于遗传算法的优化平台对 3个不同载荷水平的静子叶栅叶型的型

面、安装角及弦长进行优化设计。通过比较 3个叶栅优化前后的正常特性线，认为尾缘“负载荷区域”对改善叶栅性能是有益的，且

其对叶栅性能的改善效果与叶片载荷有关。结果表明：优化后叶栅性能在设计点和非设计点都有明显改善；叶片表面等熵马赫数分

布类似控制扩散叶型，最大载荷点位置前移，叶型前段弯度增加，尾缘出现“负载荷区域”。

关键词：静子叶片；压气机；数值优化；遗传算法；负载荷；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4.05.010

Optimization Design on 2D Blade Profiles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
LIU Long-long, ZHOU Zheng-gui, TAO Sheng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get stator blades with low loss in a wide range of attack angle, three stator blades profiles of different load levels

were optimized by the genetic algorithm. According to contrasting the normal characteristic behind and after three cascades optimized, the
negative load region on the trailing edge was significant for improving the cascade performance, which affects the optimized results and
blade loadings of cascade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ized cascade performance has obvious improvements for design
conditions and off design conditions. The distributions of isentropic Mach number on the blade surfaces is similar with the controlled
diffusion profiles, the position of maximum loads moves forward, camber increased in front of blades, and the 野negative load region冶 appears
on the trailing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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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压气机作为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的核心部件之

一，其增压比和效率将直接影响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

的推重比、推力和耗油率。目前轴流压气机叶片设计

都基于基元级叶栅思想，因此设计性能良好的基元叶

型有利于研制高性能压气机叶片。随着计算机计算能

力增强和流体力学数值计算技术的发展，采用自动优

化方法设计压气机叶片日益受到关注。自动优化方法

是将数值优化技术与正问题流场计算相结合，由数学

过程替代设计人员经验进行气动优化设计，使得设计

过程更加客观、有效。高性能的压气机不仅需要在设

计点性能良好，而且需要具有足够的稳定工作裕度，

所以在叶片优化设计时，关注的是全工况范围内的性

能提升[1]。国内外研究人员分别采用基于梯度方法、单

纯形法和遗传算法等数值最优化方法，设计出的叶型

不仅在设计点性能优越；同时具有较好的非设计点性

能[2-9]。其中国外文献[6-7]优化得到的 2维叶型尾缘

呈现“负载荷”的特点。

本文采用基于遗传算法的叶片优化平台对 3个

不同载荷水平的静子叶栅叶型进行优化设计，以期得

到不仅在设计点性能良好，而且具有较好非设计点性

能的优化叶型。

mailto:E-mail:longll2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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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值最优化方法

基于遗传算法的叶片

优化平台是指将遗传算法

与正问题流场计算相结合，

采用优化控制理论寻找最

优叶型[8,10]。本文提到的叶片

优化平台主要包括数值最

优化、正问题流场计算、叶

型参数化生成及目标函数

设定 4个模块。叶片优化设

计流程如图 1所示。

1.1 叶型参数化方法

叶型参数化是指采用对原始叶型型线附加修改

量的方法[10]，运用有限个设计参数来描述叶型，以便

控制修改叶型，将叶型压力面和吸力面的修改量定义

为

驻n=
N

k=1
W kfk(x) （1）

式中：W k 为权重系数；x 为设计变量；N 为设计变量
数；形状函数 fk(x)定义为

fk(x)=sinn(仔xe(k)) k≠1,N; n=3

fk(x)=x0.25(1-x) k=1,N
（2）

e(k)= log (0.5)
log (xk)

（3）

式(3)中 xk是指形状函数峰值点所在位置。吸力

面和压力面 xk取值一致，分别取 0.05、0.10、0.25、0.45、

0.65、0.80、0.90、0.95。除将上述叶型的型面修改量作

为设计参数外，弦长和安装角也作为设计参数，以增

加叶型的寻优空间，弦长相对于初始弦长的变化范围

为[-0.5,0.5] ，安装角相对初始安装角的变化范围为

[-10毅,10毅]。
1.2 流场计算方法

采用基于遗传算法的叶片优化平台进行 2维叶

型优化设计时，需反复进行正问题流场计算。流场计

算需精度足够才能保证优化设计具有可靠的结果。为

缩短流场计算所需时间，优化平台流场计算程序采用

任意曲线坐标系下的 N-S方程，有限体积空间离散，
4步龙格 -库塔时间推进法求定常解，湍流模型采用

B-L模型[11]。网格采用壁面正交 H型网格，靠近壁面

处网格进行加密处理，如图 2所示。通过与商用软件

Numeca的计算结果比较，对该流场计算程序的计算

精度进行了验证。计算时保证叶型、边界条件完全一

致，结果对比如图 3所示。结果表明：该流场计算程序

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可用于自动优化设计的流场计算。

1.3 目标函数设定

遗传算法可以将多目标问题通过权重系数转化

成单目标进行寻优[11]，目标函数定为

F=10-c1棕-c2
驻茁-驻茁0驻茁0

-c3
驻p-驻p0驻p0

（4）

式中：c1、c2、c3为目标函数的权重系数；棕为设计工况
下的总压损失系数；驻茁、驻茁0分别为设计工况下的气

流转角和目标气流转角；驻p、驻p0分别为设计工况下

的静压比和目标静压比。

在设计攻角下，当总压损失系数最小，气流转角

和静压比达到目标值时，目标函数取得最大值，对应

的叶型为最优叶型。

2 优化结果分析

本文分别对 3 个不同载荷水平（对于亚声速

叶型载荷大小可由气流转角大小表征）的静子平

面叶栅进行叶型优化，优化以在设计点处达到目

标气流转角且总压损失系数最小为目标。为便于

区分，分别称 3 个叶栅对应的原始叶型为原始叶

图 1 叶片优化设计流程

图 2 流场计算网格

图 3 流场计算程序精度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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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Ⅰ、Ⅱ、Ⅲ；对应的优化叶型称为优化叶型Ⅰ、

Ⅱ、Ⅲ，见表 1。

2.1 优化前后叶栅设计点性能对比

在设计点的叶栅性能参数（见表 2）表明，3个优

化叶型在气流转角与目标气流转角基本一致的情况

下，总压损失系数减小明显。

3个优化叶型与各自原始叶型的比较如图 4 所

示。从图 4中可见，3个优化叶型型面相对各自原始

叶型有如下变化趋势：优化叶型前段相对原始叶型弯

度增大，而靠近尾缘段变得相对平直；压力面的尾缘

处有 1段上翘区域，压力面型线在这段区域由“上凹”

渐变为“下凸”。原始叶型Ⅰ、Ⅲ在优化后弦长和安装

角变化不大，而原始叶型Ⅱ在优化后弦长和安装角变

化很大。原因在于原始叶型Ⅰ、Ⅲ性能较好，其几何参

数本身较为合理，因此优化后叶型几何参数变化不如

原始叶型Ⅱ剧烈。

设计点处 3个叶型优化前后的叶型表面马赫数

分布如图 5所示。由于优化前后叶片弦长有变化，为

方便比较优化对载荷分布影响，横坐标采用相对弦

长。从图 5中可见，3个优化叶型的最大载荷点位置

相对原始叶型都前移，优化叶型前缘区域载荷增大；

优化后叶型吸力面表面马赫数分布与控制扩散叶型

类似[12-13]，在 3个优化叶型的尾缘都出现了“负载荷区

域”。原始与优化叶型采用同一流场计算程序，且计算

时保证网格划分方式和数量一致。在采用相同计算程

序和网格计算的前提下，原始叶型并没有“负载荷区

域”，而仅优化叶型出现“负载荷区域”，表明出现“尾

缘负荷的交叉”并不是计算误差所引起的。在文献

[6-7]中，O.Lotfi和 Bo Song也分别得出与本文类似的

载荷前移、尾缘存在“负载荷区域”的优化叶型，且叶

型优化后性能改善得到了验证。

载荷分布的变化趋势与叶型型面变化是相关联

的，体现在优化叶型前段弯度增加，气流流过优化叶

型前段的转角大于流过原始叶型，相应的其前段载荷

也会增大；当亚声速气流流过压力面型线由“上凹”渐

表 1 原始叶栅相关参数

叶栅

Ⅰ

Ⅱ

Ⅲ

进口马赫数

0.65

0.73

0.76

气流转角 /（毅）
17

30

45

进口气流角 /（毅）
40

40

49

图 4 优化叶型与原始叶型的比较

-10

（a）优化叶型Ⅰ与原始叶型Ⅰ

（b）优化叶型Ⅱ与原始叶型Ⅱ

（c）优化叶型Ⅲ与原始叶型Ⅲ

表 2 设计点性能参数

叶型

原始叶型Ⅰ

优化叶型Ⅰ

原始叶型Ⅱ

优化叶型Ⅱ

原始叶型Ⅲ

优化叶型Ⅲ

气流转角 /(毅)
17.19

17.08

29.54

28.06

44.71

44.35

总压损失系数

0.0384

0.0256

0.0434

0.0283

0.0274

0.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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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下凸”的区域时，贴近压力面表面的流管先收缩

后扩张，其内气流先加速后减速，体现在图 5中就是

尾缘形成了“负载荷区域”。

从图 5中还可见，优化叶型尾缘“负载荷区域”越

大，其前缘区域载荷增大越多，与优化目标有关。本文

优化目标之一是优化前后叶片载荷基本不变（即气流

转角基本不变）。在优化叶型尾缘出现“负载荷区域”

的情况下必然需要增大前缘区域的载荷以保证叶型

整体载荷基本不变，且尾缘“负载荷区域”越大，前缘

区域载荷增大越多。最终可能导致原始叶型无超声区

而优化叶型前缘区域出现，如图 5（b）所示。

载荷前移和“负载荷区域”会影响叶型表面附近

附面层发展，进而影响叶栅性能。由于载荷前移和“负

载荷区域”对 3个优化叶型压力面附近附面层发展影

响规律是相似的，为避免重复，只给出了原始叶型Ⅱ

及优化叶型Ⅱ对应的叶栅在设计点处通道马赫数等

值线，如图 6所示。从图 6中可见，由于优化叶型前半

段弯度增大，载荷前移，使得优化叶型压力面前段附

面层较原始叶型迅速，导致叶型损失变大；但由于尾

缘“负载荷区域”的存在，对应区域压力面表面附近的

流体局部加速，附面层发展明显被抑制，附面层相比

原始叶型变薄，尾迹区明显减小，有利于减少叶型损

失 [14]。图 6验证了前文关于流体流经压力面型线由

“上凹”渐变成“下凸”区域时的流态分析，表明尾缘

“负载荷区域”确为叶型型面所引起的物理现象。

2.2 优化前后叶栅全工况性能比较

压气机的工作状态变化时，叶片的进口气流角和

（a）原始叶型Ⅱ

（b）优化叶型Ⅱ

图 6 叶栅通道内马赫数等值线分布

图 5 叶片表面等熵马赫数分布

（a）优化叶型Ⅰ与原始叶型Ⅰ

（b）优化叶型Ⅱ与原始叶型Ⅱ

（c）优化叶型Ⅲ与原始叶型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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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数等参数也随之变化，因此，需要叶栅优化后不

仅在设计点性能提升，而且在非设计点也具有良好的

性能。叶栅的正常特性线如图 7所示。从图 7中可见，

在全工况范围内，3组叶栅优化前后的气流转角都很

接近，也就是说优化前后叶片载荷基本不变；叶型优

化后 3组叶栅不仅设计点性能与原始叶栅相比有明

显提高，而且非设计点性能也得到改善。

优化前后静压比的对比如图 8所示。从图 8中可

见，叶型优化后 3组叶栅在全工况范围内的静压比均

有增大。对于静子叶型来说，其增压能力与气流转折角

是正相关的，由于叶型优化后气流转角基本不变，而优

化后叶型损失减少，因而相应叶型的增压能力提高。

从图 7中可见，3个叶栅优化后在负攻角下的性

能提升幅度不一致，为便于研究，定义某一点处的总

压损失系数下降幅度为

驻棕%= 棕0-棕
棕0
×100% （5）

式中：棕0、棕分别为该点处原始、优化后叶栅的总压损
失系数。

从图 8中还可见，在全工况范围内，优化叶型Ⅰ、

Ⅱ对应的总压损失系数减小幅度大于优化叶型Ⅲ的，

这是由于优化叶型Ⅲ对应的原始叶栅性能已较好，优

化后性能难以大幅提高。

性能改善与攻角关系如图 9所示。从图 9中可

见，当攻角为负时，随着负攻角增大，优化叶型Ⅰ对应

的总压损失系数减小幅度明显增加，Ⅱ对应的总压恢

复系数减小幅度与设计点处相比略有下降但相差不

多；而Ⅲ对应的总压恢复系数减小幅度明显减小。即

图 7 叶栅的正常特性线

图 8 优化前后静压比比较

（a）优化叶型Ⅰ与原始叶型Ⅰ

（b）优化叶型Ⅱ与原始叶型Ⅱ

（c）优化叶型Ⅲ与原始叶型Ⅲ

（a）优化叶型Ⅰ与原始叶型Ⅰ

（b）优化叶型Ⅱ与原始叶型Ⅱ

（c）优化叶型Ⅲ与原始叶型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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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叶片载荷越小，负攻角下叶栅性能改善越显著的

规律。叶片前段弯度增加和尾缘“负载荷区域”对叶型

损失不同的影响规律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

当攻角由零度变为负时，叶型压力面附面层会变

厚甚至出现分离，损失增加[15]。且一般来说叶型弯度

越大，负攻角下压力面附面层发展越快、越容易出现

分离；而本文优化叶型出现的尾缘“负载荷区域”能抑

制压力面附面层发展，推迟压力面附面层分离，对减

小负攻角下的损失是有益的。下面针对 2个不同载荷

水平的叶型加以分析（图 9）。

对于载荷较小的情况（如原始与优化叶型Ⅰ），虽

然优化后叶型前段的弯度有所增加，但弯度仍然较

小，对压力面附面层发展影响不大，此时，尾缘“负载

荷区域”对压力面附面层发展的抑制起主要作用。负

攻角越大，“负载荷区域”对优化叶型Ⅰ压力面附面层

发展的抑制效果相比原始叶型Ⅰ就越明显，优化叶型

Ⅰ对应叶栅的损失随负攻角变大而增加的速度也就

比原始叶型Ⅰ所对应叶栅慢。因此，优化后叶栅的总

压损失系数减小幅度随负攻角增大而增加。

对于载荷较大的情况（如原始与优化叶型Ⅲ），由

于叶型前段弯度大，对应区域的附面层发展也较快，

此时，尾缘“负载荷区域”抑制压力面附面层发展所减

小的损失无法抵消由于叶型弯度增大所带来的损失。

优化叶型Ⅲ由于前段弯度大于原始叶型Ⅲ，其压力面

前段附面层发展更快；且负攻角越大，弯度增加带来

的附面损失增长也越快，优化叶型Ⅲ对应叶栅的损失

随负攻角变大而增加的速度也就比原始叶型Ⅲ所对

应叶栅快。因此，优化后叶栅的总压恢复系数减小幅

度随负攻角增大而减少。

通过以上优化结果分析可以发现，表面压力分布

出现载荷前移、尾缘“负载荷区域”的这一类叶型有益

于改善叶栅性能。特别对于弯度不大的叶型，在负攻

角下性能的提升效果尤为突出。

3 结论

（1）采用基于遗传算法的优化平台对静子平面叶

栅优化，优化后叶栅不仅在设计点性能改善明显，而

且在非设计点同样具有良好的性能。

（2）优化后叶型前段弯度增加，压力面尾缘上翘；

载荷分布前移，吸力面表面压力分布与控制扩散叶型

类似，且尾缘出现“负载荷区域”。

（3）尾缘“负载荷区域”能有效抑制压力面表面附

近附面层发展，对提升负攻角下的叶栅性能有益；当

叶型弯度较小时，提升效果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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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缘板阻尼器是在相邻 2个叶片缘板和伸根之间

的空腔内放置 1个质量块的阻尼减振结构。当发动机

转动时，质量块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对叶片缘板产生正

压力。叶片振动时，质量块通过摩擦传递振动载荷，当

接触面之间发生滑移时利用干摩擦消耗叶片的振动

能量，降低振动应力，提高发动机叶片高周疲劳可靠

性。这种阻尼结构在风扇、涡轮等结构上均已得到应

用，如 CFM56-3发动机的第 1级风扇、RB211-524G/H

发动机的低压涡轮叶片等都使用了缘板摩擦阻尼器。

Lars Panning等[1-2]利用赫兹线性接触模型对圆柱和不

对称缘板阻尼器进行了理论和实验研究；郝燕平[3,7]通

过理论和实验结合的方法研究了缘板阻尼器各参数

对振动响应的影响规律并得出了可用于工程计算的

方法；漆文凯[4]、何尚文[5]建立了整体－局部统一滑动

摩擦模型，考虑了摩擦接触的局部滑动问题；K-H.

Koh[6]通过准静态实验和动态实验研究了缘板阻尼器

摩擦面的力与相对位移的滞后曲线。

本文针对某发动机带缘板阻尼片涡轮叶片发生

的断裂故障，通过平面叶栅试验数据和发动机台架动

测数据计算激振力占气动力的百分比；并用这个激振

力计算该叶片在不同摩擦点法向压力下的稳态应力

响应，得到有效降低叶片动应力和振动能量的阻尼片

最优正压力；对阻尼片质量进行优化分析，以获得增

加发动机可靠性的最佳阻尼效果。

带缘板摩擦阻尼片高压涡轮叶片的减振研究

孙 莹，刘永泉，郝燕平，张峻峰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利用干摩擦阻尼对构件进行减振是 1种简单又有效的方法，广泛应用于航空发动机叶片上，可以有效限制叶片的振动

应力水平。针对带缘板阻尼片的高压涡轮叶片，基于滞后弹簧模型，以１次谐波平衡法与动柔度法结合为基本算法，提出了１种

由气动力计算激振力的方法，并对其影响参数进行研究。对该叶片进行了稳态应力响应的计算，得到使叶片振动应力最小的最优正

压力，并对阻尼片质量进行了优化分析。结果表明：现有的阻尼片质量在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可以起到较好的减振效果，为提高减振

效果可适当增加阻尼片质量。

关键词：高压涡轮；叶片；缘板；振动；激振力；干摩擦；阻尼；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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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障概述

某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片采用缘板摩擦阻尼片减

振。该涡轮转子叶片材料为 DZ22镍基高温合金。高

压涡轮工作叶片叶身段长约占叶片总长 70%，叶片

承受了较高的离心拉伸载荷和温度负荷。

在试车中高压涡轮转子叶片曾发生断裂故障，断

裂位置（如图 1所示）在沿叶高距缘板前缘 8 mm，尾

缘 12.5 mm处，发生故障时叶片的累计工作时间为

76.5 h，失效模式为高周疲劳，源区在气膜孔与叶片

内外壁交界锐角处。

该涡轮叶片伸根后端面的凹槽内安装有摩擦阻

尼片，如图 2所示，相邻叶

片之间用伸根段侧壁上的

3个凸耳支撑阻尼片。在

工作中，离心力使阻尼片

外移，对叶片起到较强的

抗振阻尼作用。

2 计算方法

接触摩擦力具有强非线性，带干摩擦阻尼结构的

叶片系统为强非线性系统。谐波平衡法是求解强非线

性系统稳态响应问题的常用方法。动柔度法是在对非

线性摩擦力进行谐波分解的基础上，对叶片有限元模

型只需进行 1次动态分析提取固有特性，且将问题归

结为求解仅含非线性自由度的非线性方程组，大大降

低了非线性迭代的计算量。

2.1 滞后弹簧摩擦模型[7]

采用的摩擦力学模型为滞后弹簧模型。这种模型

实际上就是考虑了接触物体之间的变形，弹簧刚度的

存在使摩擦力的变化始终滞后于相对位移的变化。

滞后弹簧物理模型及其对应的力学模型分别如

图 3、4所示。Fd=滋N，为最大摩擦力；kd为弹簧刚度。本

文研究的叶片缘板与阻尼块之间的摩擦力是 1种周

期性变化的力，当接

触面在相对运动一段

时间后，其动、静摩擦

系数趋于相近，所以，

在本文研究摩擦力

时，假设了动、静摩擦

系数相等。

设摩擦接触点之

间 的 运 动 关 系 为

x=A rcos（棕t+准），则摩
擦力 Ff 进行 Fourier

展开（只取基频谐波）

Ff≈a cos 兹+b sin 兹 （1）

其中 a=A rkd（兹*-0.5 sin 2兹*）/仔
b=-A rkd（sin2 2兹*）/仔 （2）

式中：兹=棕t+渍；兹*=arccos[1-2Fd /（A rkd）]；

兹*∈[0，仔]，当 Ar≤Fd /kd时，为完全黏着状态，此时

兹*=仔。
2.2 求解方法[3]

设叶片－阻尼器的系统方程为

Mx咬+Cx觶+Kx=q（t）+f（x, x觶 , t） （3）

式中：M、C、K分别为质量矩阵、阻尼矩阵和刚度矩
阵；x为结构自由度的振动位移向量；q（t）为作用于结

构上的线性激振力；f（x, x觶 , t）为接触面上产生的非线
性摩擦力，是接触区振动位移与时间的函数。

叶片的激振力一般是已知的，并且是简谐形式；

摩擦力由叶片的运动产生，是叶片位移的函数，一

般是非线性的。为方便表示各量的相位差，用复数

表示法。

设 q（t）=Qe i棕t （4）

将摩擦力展成 Fourier级数形式，只取基频谐波

f（x, x觶 , t）=Ff e i棕t （5）

式中：Ff为 f（x, x觶 , t）1阶 Fourier系数；t为时间变量。
定义应力柔度：作用在节点 j 上的单位力引起的

节点 i的应力响应，记为 Sij（棕），其为振动频率 棕的
函数。则叶片上任意一点 i的应力响应为

滓i（t）=Sij（棕）Qe i棕t+Sij（棕）Ff e i棕t （6）

一般系统的固有频率较为分散，求解某阶固有频

率附近的响应时，只要取此阶模态即可。设系统的第

图 1 高压涡轮转子断裂位置

图 2 阻尼片安装

图 3 滞后弹簧物理模型

图 4 滞后弹簧模型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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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阶固有频率为 棕p，模态位移为 椎p，模态应力为 追p，

则第 p 阶模态的应力柔度为

Sij
p
（棕）=

椎p
j

kp-棕2mp+i棕cp
追p

i
（7）

式中：mp、kp、cp为系统的第 p 阶模态质量、模态刚度

和阻尼；追p
i
为系统的第 p 阶模态应力的第 i个分量；

椎p
j
为系统的第 p 阶模态位移的第 j 个分量。

2.3 减振规律

对于摩擦阻尼器的正压力、接触刚度、摩擦系数

等参数及激振力对叶片响应的影响，根据大量相关研

究[3，8]，可总结出如下规律：

（1）存在 1个最优的正压力使叶片响应最小。

（2）随着激振力的增大，其对应的最优正压力也增

大，且最优正压力的取值范围变大，但各激振力对应的

最优正压力下叶片峰值响应的最大降幅基本不变。

（3）随着摩擦系数的增大，其对应的最优正压力

减小且取值范围变小，但最优正压力对应的最大降幅

几乎与摩擦系数无关。虽然增大摩擦系数可以使最优

正压力减小，但同时会导致接触面的磨损增大，因此，

摩擦系数不是越大越好。

（4）随着切向刚度的增大，其对应的最优正压力

也增大且取值范围变大，即增加了叶片振动的非线性

程度。在相同正压力下，切向刚度越大，其峰值响应越

小，减振效果越好。

（5）对于缘板阻尼器，随着相邻叶片间相位差的

增大，其对应的最优正压力也增大，在相同正压力下，

叶片的峰值响应均降低。最优正压力的取值范围变

大，即增加了叶片振动的非线性程度。

3 减振研究

3.1 动力特性分析

为了对该带缘板摩擦阻尼片的叶片进行响应分

析，首先需分析其动力特性，通过精确的有限元计算，

提取出叶片的固有模态参数。

该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片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5所

示。采用 10节点四面体自由网格，共划分为 98105个

单元，176834个节点。主要研究缘板阻尼片减振，不

考虑榫头面阻尼减振，所以对榫头 3对齿表面节点施

加 3向位移约束。榫头约束条件如图 6所示。

叶片频率计算包括叶片的固有频率和考虑载荷作

用下叶片变形后频率，分别

计算了静止状态及发动机

最大状态下叶片的固有频

率。静频计算时 t=20℃，动

频计算时考虑叶片离心力

和高温及温度差影响。叶

片的频率见表 1。

叶片的激振因素考虑

叶片前的燃烧室喷嘴、高

压涡轮导向叶片和叶片后

的低压导向叶片、加力扩

散器支板。该叶片主要的

激振因素有 9E、15E、42E

和 45E。得到共振分析用

的坎贝尔图如图 7所示。

从图 7中可见：

（1）第 1 阶频率在设计点附近，与 15E、42E 和

45E有足够裕度。

（2）第 1 阶频率与 15E、42E 和 45E 的交点转速

很低，在慢车转速以下。

（3）第 1 阶频率与 9E 激振频率在 12000 r/m 转

速附近有交点。

（4）第 1阶振型频率在静态下为 1893.8 Hz、在台

架状态下为 1761.7 Hz，且随转速变化的幅度较小。

图 5 叶片有限元模型

图 6 榫头位移约束条件

状态

静止

最大

振型

1

1893.8

1761.7

1弯

2

5266.9

4523.1

1扭

3

6618.4

5570.2

1扭(反向)

4

6879.1

6111.4

2弯

5

11108.0

9526.4

复合

6

13128

11302

复合

表 1 前 6阶振动频率 Hz

图 7 高压涡轮叶片的坎贝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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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接触参数的选择

（1）切向接触刚度。Hertz提出的经典球面静止接

触理论在实际中被广泛应用，认为法向接触刚度可以

通过 2个接触物体之间的局部法向弹性变形来定义。

对于相同材料组成的球面－平面接触，在压力载荷 N

的作用下，接触区的接触半径 a= 3仔NK0R0

2
3

。其中，

等效刚度 k0=
1-自2

仔2 ；自和 E分别为材料的泊松比和弹

性模量；R0为球的半径；在部分滑移状态下，切向接

触刚度为 kd=
4Ga
2-自 ，其中，G 为材料的剪切模量。

（2）激振力相位差。对于循环叶片，激振力相位差

为 椎b=
2仔NnF

Nb
（8）

式中：NnE为发动机转速的倍数；Nb为整圈叶片的个数。

式（8）表明：叶片间相位差取决于激振力频率与

发动机转速之间的倍数以及某级叶片的个数。改变这

2项参数即可改变叶片振动的相位差，而相位差的变

化又使得接触点间的相对位移发生改变而影响阻尼

器的减振性能。

在台架试车试验中，该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片 1阶

弯曲振动的共振转速为 11600～11700 r/min, 对应发

动机的转速频率为 193.3～195.0 Hz。1阶弯曲振动的

共振频率为 1761.7 Hz。故叶片的 1阶弯曲振动是由

发动机转速频率的 9倍频所激振。实际上，这正与叶

片后有 9块加力扩散器支板相吻合。因该级叶片由

68个叶片组成，故叶片发生 1阶弯曲振动时叶片间

的相位差 椎b=
2仔伊968 =47.65毅

（3）激振力。由于叶片受到的非定常气动力难以

确定，在现有文献中几乎都是假定的，通过现有涡轮

平面叶栅试验数据也只能给出激振力的范围。文献[4]

采用发动机台架动测得到的不加阻尼器时叶片应力

响应和叶片模态应力的比值为依据来确定激振力的

幅值。但本文研究的涡轮叶片在发动机动测时已经装

有阻尼片，无法得到不加阻尼器时叶片的应力响应幅

值。因此，本文先用涡轮平面叶栅试验数据给出激振

力占气动力的百分比范围，再用发动机台架动测得到

的已安装阻尼片的叶片应力响应，计算叶片受到的激

振力。

在涡轮平面叶栅试验中，不同出口马赫数下的出

口栅距方向上总压恢复系数如图 8所示，这里采用了

无量纲的参数分别来描述总压。从图 8中可见，随着

出口马赫数的增大，叶栅尾迹逐渐变大。出口马赫数

为0.6时气动力的波动为 4.5%，且随着出口马赫数增

大气动力波动增加，该高压涡轮出口马赫数平均值约

为 0.55，差值得到此时气动力波动为 4.1%。对轴向分

力而言，尾迹干扰引起的波动幅值比势流干扰的高

15%[9]，则势扰动引起气动力波动为 3.5%。又由于高

压涡轮转子后有低压涡轮减弱加力扩散器支板势扰

动对叶片气动力的影响，所以激振力为叶身稳态气动

载荷的 3.5%以下。

台架动应力测量结果：动测点为 1弯振动主疲劳

源区，最大应力是 10 MPa，转速为 11675 r/min，振动

频率约为 1650 Hz。实际装配的阻尼片在该转速下每

个摩擦点对间的正压力约为 60 N。动测点应力响应

随激振力变化（正压力 60 N）如图 9所示。采用动测

点为计算点，为使用自行编写的软件根据有限元计算

的该叶片模态应力，得到不同激振力下的应力响应。

该故障叶片气动载荷通过叶片 S1流面气动参数

计算。当激振力为气动载荷的 0.68%时应力与台架试

车测得的应力值相等。满足激振力为叶身稳态气动载

荷的 3.5%以下，所以，认为取激振力为气动力的

0.68%是合理的。

其他参数：摩擦系数只与接触面材料和表面膜状

态有关，在工程近似计算中，将摩擦系数看成在滑动

过程中不变是允许的。选取缘板摩擦阻尼器接触面摩

擦系数为 0.3。对于现代叶片常用的材料（钛合金和镍

基合金），其材料阻尼比非常低，本文计算涡轮叶片 1

弯振型时黏性阻尼比为 0.003。

3.3 计算结果及分析

采用上述阻尼片参数计算叶片 1阶弯曲响应，计

算点应力峰值响应随正压力的变化曲线如图 10所示。

图 8 不同出口马赫数下总压恢复系数沿栅距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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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动测点应力响应随

激振力变化（正压力 60 N）

从图 10中可见，正压力在 60~110 N时阻尼结构
均有很好的减振效果，计算点振动应力峰值减小到不
加阻尼片时的 40%左右。可以认为在 60 N正压力时，
其阻尼结构减振效果处在较好的范围内，即现有的阻
尼片质量是合理的。在装配时保证阻尼片在叶片缘板
与伸根间为自由状态，即可起到很好的减振效果。

当正压力为 80 N 时对应的计算点应力幅值最
小，即为最优正压力，计算点应力为 9.416 MPa，比正
压力 60 N时计算点应力的 9.945 MPa减小了 5.6%，
此时的阻尼片质量为实际安装的阻尼片质量的 1.33
倍。适当增加阻尼片质量可达到更好的减振效果。但
同时要考虑阻尼片质量增加使整机质量增加和引起
强度变化的问题。

4 结论

通过平面叶栅试验数据和发动机台架动测数据
估算激振力占气动力的百分比，用得到的激振力计算
了叶片稳态应力响应。数值计算结果表明：
（1）现有的阻尼片质量在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在

安装阻尼片时，只要保证其自由状态就能在原共振转
速时起到很好的减振效果。
（2）可适当增加阻尼片质量以增大故障转速下阻

尼片与缘板间的正压力，减小振动应力，提高阻尼结
构的减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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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力燃油计量装置的 AMESim仿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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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获得加力燃油系统数字化仿真与性能验证平台，采用功能划分的方法分析了典型计量装置的功能模块，确定了伺服

阀 -随动活塞、计量活门 -等压差活门是决定计量装置动态特性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了数学建模。鉴于获得的数学模型描

述系统特性时缺乏相关元件特性参数的设计依据，建立了由计量活门、等压差活门、电液伺服单元等组成计量装置的 AMESim模型，

计算主要结构参数后仿真分析了其稳态和动态特性。结果表明：基于控制系统构成的加力燃油计量装置功能划分与数学建模可为

仿真研究与参数设计提供指导，AMESim可用于动态过程仿真与性能预测。

关键词：加力燃油系统；计量装置；等压差活门；动态特性；参数设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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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Sim Simulation of Afterburning Metering Unit for Fue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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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build the software platform for digital simulation and performance verification of the aeroengine afterburning fuel system,
functional modules of the typical metering unit were analyzed with the method of functional division. Both servo valve-following piston and
metering valve-constant pressure difference valve were chief components determining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tering unit in
aeroengine, and these two components were modelled mathematically. In view of insufficient design evidences for th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related components, the metering unit composed mainly of metering valve, constant pressure difference valve and
electrohydraulic servo unit was modelled in AMESim platform. After calculated some key structural parameters, the steady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were simulat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based on the system composition, functional division and mathematical
modelling of afterburning fuel metering unit can provide guidance for simulation study and parameter design while AMESim can be used for
dynamic process and performance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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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发动机性能的不断提高和现代控制技术的

发展，FADEC已成为国外第 4代战斗机发动机的标

准控制技术[1-2]。新一代航空发动机的主要发展趋势是

控制系统采用不带液压机械备份的双通道 FADEC[3]，

燃油系统则采用新型燃油泵系统[4-5]。液压执行机构因

其自身的功能特点，目前仍是航空发动机中不可缺少

的部分[6-7]。无论是传统的液压机械还是数控方式，燃

油泵、油门、计量活门主油路仍是主燃油系统和加力

燃油系统的必要执行系统或元件[8]。设计性能优越的

数控系统时，必须先认清控制元件与执行元件的工作

特性，并将其用于指导系统的设计和试验。针对燃油

系统已陆续开展了仿真研究，如利用 Matlab/Simulink

建立了部件模型库，并对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进行了

仿真研究[9]；研究液压机械式控制系统中的等压差活

门的建模与仿真，验证 AMESim平台在航空动力控制

系统建模的技术优势[10]；用数值方法研究加力燃油总

mailto:binwang@n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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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设计，分析喷油孔结构对总管供油量的影响[11]；在

AMESim平台上建立了某加力燃油计量装置模型，进

行了供油规律、加力接通与切断过程的仿真研究[12]。

燃油计量装置是典型的电气 -机械 -液压控制与调

节装置，对其建模的目的主要是描述各元件相互物理

关系，从而获得系统的理论输出特性。传统数学建模

旨在分析输入输出关系，难以研究各部件结构和物理

工况参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而 AMESim是为满足机

电液系统面向对象建模的有效建模与仿真软件，目前

已作为 1种先进平台广泛应用于发动机燃滑油系统

等的研究。

本文以数控燃油系统中伺服阀控制随动活塞、计

量活门和等压差活门组成的燃油系统主油路为对象[13]，

从功能组成角度对其各独立单元建立数学模型，结合

其特性分析参数设计需求，再基于 AMESim进行建模

与仿真，进行计量装置动态工作过程分析。

1 燃油计量装置组成及原理

以加力燃油系统为例，包括加力燃油泵、喷口控

制器、加力燃油调节器、应急放油装置等。在数控式加

力燃油控制系统中，燃油流量控制装置主要由计量活

门、压差活门、伺服阀、随动活塞以及位移传感器等构

成，检测与补偿均基于电液控制的方式实现。通往发

动机燃烧室的燃油流量主要通过计量活门控制，等压

差活门用于保持其前后压力差不变，因此流过计量活

门的燃油流量仅由计量阀的开度决定。伺服阀、位移

传感器及发动机控制器组成电液位置伺服系统，其随

动活塞的位移决定了计量活门的开度，即燃油流量。

某典型数控加力燃油系统计量装置原理如图 1所示。

图中省略了定压活门、伺服阀的前置放大模块等。

2 数学模型

该系统从功能划分角度看由伺服阀功率级阀芯

与随动活塞组成的阀控作动器和计量活门 -等压差

活门 2部分组成（图 1）。系统的稳态、动态性能主要

由这 2部分决定，对伺服阀控制随动活塞部分可用以

下方程描述[14]

QL=Kq xv-Kc pL （1）

A p pL=mt
d2xp

dt2 +Bp
dxp

dt （2）

qL=A p
dxp

dt + Vt4茁e
dpL

dt +Ct pL （3）

式中：QL为进出随动活塞的实际流量；pL为随动活塞

的负载，可用作用在计量活门上的前后压差表示，

pL=驻p；Kq、KC为伺服阀主阀芯滑滑的系数；A p为随动

活塞的有效作用面积；mt为折算到随动活塞上的总

质量（含随动活塞与计量活门等）；Bp为黏性阻尼系

数；xp为随动活塞的位移；V t为随动活塞内的总压缩

容积；Ct为随动活塞的泄漏系数；茁e为燃油或滑油的

体积弹性模量（伺服阀与随动活塞的介质为伺服滑

油）。

对于等压差活门，其力平衡方程为

A 1×p in-A 2×pout=K（x0+x） （4）

Tc
dy軃
dt +y軃=Kc驻p軈t （5）

式中：p in、pout分别为计量活门进、出口压力；K 为压差
活门弹簧刚度；x0、x分别为弹簧的初始变形量和变形
量；A 1、A 2分别为进、出油腔的作用面积；Tc为时间常

数，是燃油阻尼系数与回油孔数之比；Kc=
驻p0 A
Ky0

，为

放大系数，驻p0为调定压力，A 为活门受力面积，y0为

活门芯初始位移；驻p軈t为初始压差量；y軃=（y-y0）/y0，为

活门相对位移。

据此，用数学模型描述该系统中最为关键的计量

活门和等压差活门，对上述方程进行拉普拉斯变换并

联立求解，即可获得燃油流量和输入计量活门位置指

令的稳态关系。

对该系统的设计和性能进行分析，可以建立其数

学模型或面向对象的动力学模型。数学建模可以将系

统简单分为几个典型执行元件并正确认识其类型，也

可以分析所关心的系统输入输出的相互关系[15]，但建

模过程中往往忽略了元件的结构参数，且未考虑油源图 1 数控加力燃油计量装置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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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执行机构的影响，工程设计中的大部分参数无法确

定，只能依赖经验给出数值。以下对加力燃油系统的

计量部分进行了面向对象的 AMESim建模，为研究其

特性和设计提供设计参考。

3 AMESim建模与参数设定

对加力燃油系统计量装置部分建立 AMESim模

型，如图 2所示。

建模中，进口压力用定量泵加溢流阀实现对燃油

系统主油路供油，可避免用恒压源使系统燃油量随压

力一直上升，也可考虑定量燃油泵供油流量随负载压

力的实时变化。计量活门的出口压力由于受等压差活

门、节流活门及其间的容腔联合调节，并未直接设置

出口压力的压力源，而是通过在节流活门出口设置压

力源的方法在仿真中改变节流活门出口压力，从而改

变节流活门进口压力即计量活门出口压力，模拟出口

压力变化时燃油系统的调节特性。

根据性能参数，对计量装置中的部分参数进行了

设计计算，AMESim中的主要参数设置见表 1。由于计

量活门的型孔是 1个异形孔，需要自行定义型孔。其

它参数不再列出。

4 系统性能仿真

4.1 静态特性仿真

计算后，对模型中的主要结构性能参数进行设

置，首先对静态特性进行仿真研究。

输入计量活门位移指令与燃油量关系如图 3所

示。从图 3可见，燃油量随输入计量活门位移指令的

增加呈线性增加，当达到计量活门的调节值后达到最

大值，不再随开度增加而继续增大，流量区域达到饱

和。根据本算例的参数设置，可得出计量活门位移在

5 mm内能获得较好的燃油量 -位移的线性关系。开

度超过 5 mm则流量饱和，燃油流量不再随计量活门

开度变化而变化。且在初始位置时，系统存在死区，即

换算后计量活门位移指令较小时无实际流量输出。这

主要由伺服阀的死区造成，即偏差信号小则对应伺服

阀的输入电流就小，产生的电磁力矩无法克服各种阻

力，导致功率级阀芯移动，或功率级阀芯的位移未超

过预遮盖量，阀口未真正打开。阀口开启即有流量输

出，燃油流量随着输入指令位移的增加逐步增加，并

呈较好的线性关系。以上结果表明，该系统基本满足

计量活门组件、压差活门、电液伺服阀及 LVDT等组

成的位置伺服系统对燃油量的控制性能要求。

4.2 起动过程仿真

起动过程是加力燃油系统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其

性能的好坏直接决定系统能否正常工作，能否精确地

调节燃油流量。该算例主要仿真研究燃油系统执行机

构停车时突然起动，计量活门位移、前后压力及压差

对燃油量的联合调节过程及作用效果。这里首先给出

起动过程。假设输入计量活门的位移指令为 1 mm，由

图 2 加力燃油系统的 AMESim模型

p/Pa

燃油泵排量 /(cm3/rev)

转速 /(r/min)

计量活门芯直径 /mm

计量活门开度 -过流面积表达式

计量活门开度 -水力直径表达式

等压差活门直径 /mm

等压差活门弹簧刚度 /N/mm

等压差活门弹簧腔直径 /mm

伺服阀额定电流 /mA

频响 /Hz

数值

80

4000

40

4*4.3*1.e-3*x

4*4.3*1.e-3*x/

(2*(4.3*1.e-3+x))

18

50

30

40

120

表 1 参数设置

图 3 输入位移指令与燃油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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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获得各动态曲线如图 4所示。

从图 4（a）中可见，燃油系统起动后，计量活门阀芯

在 0.05 s时达到稳态，超调量近 13%，系统响应快、动

态特性较好。结合图 4（b）、（c）、（d）可知，三者是相互关

联、相互影响的。该系统的稳定时间约为 0.05 s，达到稳

态时，计量活门位移基本不变，压差活门虽仍有小幅度

震荡（约在 0.08 s时完全稳定），但已不再会引起压差

的变化（该微幅震荡的时间长短与设计中选取的活门

弹簧刚度值大小有关，但由于其已不再影响调节过程，

不再作深入研究），即表明对压差的调节结束，压差维

持在 1个恒定值，燃油流量不变。该仿真表明，建立的

AMESim模型和相关的参数设置是正确的，可以用于

正确描述系统的变化过程和特性。另外，可对相应时域

仿真曲线进行频谱分析以获得其频率特性，结合数学

模型对 AMESim模型进行确认。

4.3 供油压力突变的工作过程仿真

试验表明，燃油系统在实际工作中受管路振动、

容积式油泵自身固有的压力脉动因素影响，计量装置

的供油压力往往存在周期性脉动或突变，在伺服阀前

设置定压活门等用于减弱这种脉动或突变，但供油压

力对燃油计量装置的影响仍然存在，通过适当设置装

置中的弹簧 -阻尼系统的参数，能削弱由此产生的动

态影响，以下对本算例进行了仿真。供油压力阶跃变

化的 AMESim模型设置及其变化曲线如图 5所示。

供油压力变化时各活门工作过程如图 6所示。从

图 6（a）中可见，当供油压力在 1 s时发生正阶跃变化

时，位移产生衰减震荡，平衡值稍有减小，表明节流边

前后压差增加，出口压力

随进口压力增大而增大，

节流活门随之关小，计量

活门出口的压力随之增

大。从图 6（b）中可见，当

供油压力增大时，压差活

门上下腔压力（即压差活

门前后压力）增大；当供

油压力减小时，压差活门上下腔压力也随之减小。0.5

MPa供油压力的变化对应 0.4~0.5 MPa的压力变化，但

压差稳态值基本不变，说明压差活门与节流活门的联

合调解，对计量活门前后压差起到了稳定作用。图 6（c）

反映了节流活门的位移和背压腔的压力变化情况，与

前述一致，在 1 s时供油压力增大，等压差活门节流边

出口压力增大，阀口关小；反之，在 2 s时供油压力减

小，阀门开大，背压也减小。节流活门阀芯的位移行程

约 7 mm，背压变化约 1.2 MPa。燃油流量的实时曲线如

图 6（d）所示，供油压力在 0.5 MPa范围内正、负阶跃变

化时，燃油量稳态值基本不变；在压力突变时，由于各

（a）计量活门位移 （b）燃油流量

（c）压差活门位移 （d）计量前后压力及差

图 4 计量执行机构起动时的动态过程仿真曲线

（a）供油压力阶跃变化的仿真模型

（b）供油压力变化曲线

图 5 供油压力阶跃变化算例

输出信号

（a）压差活门阀芯位移 （b）压差活门上下腔
压力及压差

（c）节流活门阀芯位移及背压 （d）计量活门燃油流量

图 6 供油压力变化时各活门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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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部件自身的惯性和液压弹簧效应，燃油量的超调

较大，设计中应增加系统阻尼，避免系统出现瞬时燃油

量过大。

5 结束语

通过对加力燃油计量装置的建模与仿真，总结如

下：

（1）无论是液压机械还是数控燃油系统，适当的

功能划分均有利于找准影响系统性能的关键部件和

参数；

（2）数学建模可用于确定功能模块及类型，快速

获得输入输出的函数关系，且有助于对 AMESim仿真

结果的确认；

（3）燃油计量装置的 AMESim建模与仿真可用于

分析系统性能，查看各控制部件的运动参数，为高性

能设计与优化提供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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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代航空发动机已经达到很高的涵道比，如陈光

介绍了波音 787客机在设计中对声音的要求[1]，可见

降噪成为了如今设计发动机翼型的另一目标。在低马

赫数时，风扇出口导流叶片的宽频噪声和喷流噪声同

时成为翼型的 2个最大噪声源。在风扇出口导流叶片

的宽频噪声中，尾缘噪声占大部分[2]。Brooks[3]对尾缘

噪声进行了首次试验研究，并由 Amiet[4]成功得出预

测模型。为了对尾缘噪声进行降噪[5-6]，Adams第 1次

提出可以借鉴猫头鹰的翅膀形状来对尾缘噪声进行

控制。20世纪 60年代后，Lilley[7]重新采用该种方法，

对猫头鹰的飞行进行了气动研究并得出降噪原理。

Lilley提出鸟类柔软的羽毛可能会产生降噪的效果。

Bohn[8]进行了多孔边缘扩展研究，继而 Revell[9]进行了

声学研究，Sarradj[10]又进行了多孔翼型研究，对于翼型

降噪，Fink[11] 和 Khorrami[12]都进行了多孔和锯齿尾缘

研究。翼型表面的优化造型会限制声音辐射，但往往

会严重降低气动性能。以前大量的试验研究着重对前

缘锯齿优化，如 Howe[13]对尾缘锯齿进行了大量研究，

从开始的正弦齿状发展到尖的锯齿形状,得出锯齿结

构可以有效的整合流动方向尾迹涡，锯齿与来流方向

夹角 兹 <45毅时降噪效果更好，试验研究表明，这种方
法至少可以降低噪声 5 dB。受叶片前缘湍流以及边

界层湍流和尾缘湍流的互相影响，薄叶片尾缘噪声中

的宽频部分与叶片边界层内剧烈剪切区域中发展的

锯齿尾缘翼型近场湍流试验研究

许坤波，叶英哲，仝 帆
（西北工业大学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072）

摘要：基于锯齿尾缘结构在航空发动机上的应用，对其降噪机理进行研究。通过 3维热线风速仪测量 2种尾缘结构的尾迹流

场揭示锯齿降噪的流动本质，其结果显示出锯齿尾缘后流场的细微湍流结构变化规律，并在尾迹流场可见单个锯齿的齿峰和齿谷。

结果表明：锯齿尾缘后尾迹中心线速度的衰减率比直尾缘的高；湍流峰值因为锯齿尾缘的存在出现在离翼型更远处，锯齿在近尾迹

区产生了额外的马蹄涡。

关键词：锯齿尾缘；湍流噪声；湍流热线测量；仿生学；噪声机理；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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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尺度湍流密切相关，并发生了相对高频的声场震

荡。当边界层湍流流过尾缘时，突然的压力释放导致

了涡的畸变，并最终以声将这种脉动传播出去。中国

的研究人员也对发动机内部噪声进行了相关研究[14-15]。

本文针对 Howe提出的锯齿尾缘进行研究，着重

通过对尾迹区域流场细节进行测量分析，建立锯齿尾

缘流动的流场模型，从而在流动机理上解释仿生锯齿

尾缘结构的降噪缘由。

1 试验设备

试验是在西北工业大学动力与能源学院低速风

洞（如图 1所示）上进行，该风洞由气源压缩机（如图

2所示）、扩压段、整流段、收敛段和试验段组成。试验

段（如图 3所示）中翼型前缘距离气洞出口为 6.8 cm，

翼型的 2边通过夹板固定。

试验翼型为 SD2030，如图 4所示。弯度为 4%，最

大相对厚度为 8.5%，翼型的弦长为 150 mm，展长为

300 mm，采用的锯齿数据长度为 2 h=15 mm，锯齿宽

度 姿=6 mm。

翼型平面如图 5所示。分别测量了带锯齿和不带

锯齿的 2种尾缘结构翼型的尾迹区。

试验采用 Dantec Dynamics 3D streamline恒温热

线风速仪（如图 6所示）。利用该风速仪可以测得尾迹

区速度的 3个方向分量，测量速度范围为 1～100 m/s。

试验典型误差为 0.5%，最大误差小于 2%。

2 试验结果和分析

风洞出口速度 U1=6.9 m/s，湍流度为 3.75%。试验

坐标系设 x为流向方向，y为垂直方向，z 为翼型展向
方向。测量时保持攻角为 0毅，由于热线的工作原理，
试验中不能将热线安装得离翼型太近，离尾缘最近的

测量区域在流向位置距离尾缘为 1 cm。为了捕捉尾

缘优化结构对流动产生的细微影响，在 x方向测量了
3个区域，分别为区域 1（距尾缘 1 cm）、区域 2（距尾

缘 2 cm）、区域 3（距尾缘 4 cm）。每个面上 y方向从 3

变化到 -5，z方向从 0变化到 15，间距都是 1 mm。其

中 y方向中 0 处为正对尾缘处，z 方向中 0、5、10、15

对应于锯齿的齿尖位置。

2.1 原始翼型尾迹测量结果

为了捕捉优化结构对尾迹区的细微影响，首先对

原始翼型的尾迹区进行测量，为了避免翼型加工误差

对试验结果的影响，对原始翼型尾迹区速度测量中在

z方向测量的多个点进行平均。红色、蓝色、绿色分别
是区域 1、2、3的湍流结果，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

沿着流动方向，尾迹区的湍流度逐渐减小，在靠近尾

缘区域呈现出经典的尾迹图样，离翼型越远，翼型对

气流的影响作用逐渐减小。

2.2 锯齿优化翼型尾迹测量结果

为了捕捉锯齿优化带来的尾迹区流动变化，在展

向每个齿距（5 mm）中布置了 5个测量点，间距都是

图 1 离心式压缩机 图 2 风洞及仪器

图 3 试验台测量段 图 4 锯齿翼型

图 5 锯齿翼型平面 图 6 锯齿尾缘尾迹测量

图 7 直尾缘的尾迹区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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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m，展向测量了 3个齿距。通过直尾缘（红色）和锯

齿尾缘（蓝色）尾迹在面 1 的测量结果对比，可以看

出，加了锯齿尾缘结构的翼型在面 1处的湍流度大于

直尾缘结构翼型的尾迹（如图 8所示），同位置湍流度

差值最大为 1%，其中直尾缘尾迹湍流度最大位置处

于 y=-2处，即尾缘垂直向下 2 mm处，这是由翼型的

非对称结构造成的，其中吸力面为弧面结构，压力面

为近平面结构。锯齿尾缘尾迹湍流度的最大处位于

y=-1处，更接近于尾缘的正对位置。

通过直尾缘（红色）和锯齿尾缘（绿色）尾迹在面

2的测量结果对比可见，加了锯齿尾缘结构的尾迹在

面 2处的湍流度依然大于直尾缘结构翼型的尾迹，同

位置湍流度差值最大为 0.8%，如图 9所示，2种结构

翼型的尾迹湍流度在面 2的最大值都在 y=-2处。

通过直尾缘（红色）和锯齿尾缘（蓝色）尾迹在面

3的测量结果对比可见，锯齿尾缘结构尾迹的湍流依

旧大于直尾缘结构，但同位置湍流度差值减小到

0.5%，如图 10所示。

从测量结果可知，通过对翼型尾缘进行锯齿结构

处理，尾迹区的湍流度有所增加，随着流动发展，锯齿

尾缘结构带来的湍流度变化量逐渐减小。

2.3 锯齿优化翼型尾迹区的细观结果分析

为更细微地观察尾迹区湍流的发展,利用 3维热

线探针测得每个点 3个方向速度的湍流以及在锯齿

方向布置多个测点来观察锯齿尾缘湍流的细观结构，

从而为锯齿尾缘降噪提供可靠的流场结构机理。

测点的湍流度沿展向的分布如图 11所示。图中

列举了 y=-1、-2、0这 3条线，选取这 3条线是依据

图 8中在这个区域，该 3条线的测点测出的湍流更剧

烈。在 y=-1线中，可以很明显看出，湍流流动在区域

中正对锯齿的齿尖和齿根中都变得强烈，y=0线也有

这种特征，但在 y=-2线时，这种特征已不甚明显。

区域 2中湍流度的展向分布情况如图 12所示，从

图中可见，线 y=-3依然有这种特点，但是其震荡的量

级已有所减小，而在 y=-2线上看不到明显的特征。

区域 3湍流度的展向分布如图 13所示，在图中，

线 y=-1还是有如此的特点，其他线上依然看不到明

显的特征。

图 8 直尾缘和锯齿尾缘尾迹在面 1的湍流度测量结果

图 9 直尾缘和锯齿尾缘尾迹在面 2的湍流度测量结果

图 10 直尾缘和锯齿尾缘尾迹在面 3的湍流度测量结果

图 11 区域 1中气流湍流度的展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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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区域 1中 X方向速度的 FFT结果

图 12 区域 2中气流湍流度的展向分布

图 13 区域 3中气流湍流度的展向分布

图 14 区域 1Y方向速度的湍流尺度展向分布

图 15 区域 1 Z方向速度的湍流尺度的展向分布

从图 11～13中见，气流湍流度的展向分布在特

定的位置都呈现出一定的特征，而别的部分没有强烈

的特征而其他部分没有强烈的特征，说明在流动过程

中沿展向在锯齿的齿尖和齿根部分都产生了细长的

比较强烈的湍流脉动，随着流动的发展，湍流脉动的

量级逐渐减小。由于翼型的不对称形状，这种细长的

湍流脉动先沿着 y的负方向发展，随着流动的发展，
逐渐被主流带到 y=0处，即正对尾缘的方向。

为了得到在 y和 z 方向上的速度湍流尺度，本文
应用自相关函数 Ru计算得到湍流尺度。

Rux
= [U(t)-U(t)]*[U(t+子)-U(t+子)]

U2

泰勒公式被应用到连续的长度尺度计算，假设湍

流度不变，用 FFT方法得到 R ux
=0时的 子值，计算得

到在 y和 z方向的速度湍流尺度。
在区域 1 中 y=-2 线上 Y 方向速度的湍流尺度

的展向分布可见，每个齿距（0～5、5～10、10～15）内

部都有 2个尖峰，说明在 Y 方向上速度会在每个齿
距产生 2个尖峰，即每个齿尖的两侧会出现 Y 方向

的速度大幅脉动，如图 14所示。

从区域 1（y=-2）处测得的 Z方向速度的湍流尺
度的展向分布可见，在每个齿尖的位置出现了尖峰，

如图 15所示。其结果表明，在正对齿尖位置的细长湍

流在 Z方向也有强烈脉动。
区域 1、2、3 的 X 方向速度的谱变化结果如图

16～18所示。从图中可见，峰值点的频率随着流动逐

渐变小，分别为 32、26、24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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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试验结果可

以得到锯齿尾缘尾迹的

流动模型，锯齿尾缘翼型

尾迹流动的模型如图 19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每

个锯齿都产生了额外的

马蹄涡，在正对锯齿的尖

部和根部都产生了细长的湍流，并且在齿尖位置产生

的在展向方向也有强烈脉动，随着流动的发展这些细

长的湍流对周围影响逐渐减弱。

3 结论

（1）锯齿化的翼型尾迹区湍流脉动比直尾缘尾迹

区的湍流脉动强烈，随着流动差别逐渐减小。

（2）锯齿尾缘翼型尾迹中湍流度沿展向分布的结

果表明，在正对锯齿尖部和根部处都产生了细长的湍

流脉动，随着流动发展对周围产生的影响逐渐减弱。

（3）锯齿尾缘翼型的尾迹区 Y方向速度的脉动
结果表明，每个锯齿都产生了附加的马蹄涡，随着流
动发展逐渐混合在细长的湍流中。
（4）沿着锯齿齿尖和齿根处都产生了细长的湍流

脉动，在近尾缘处每个齿都产生了附加的马蹄涡，随
着流动发展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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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燃烧室贫油熄火极限预测方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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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航空发动机燃烧室贫油熄火极限的预测方法研究对于全面掌握燃烧室性能和有效工作范围，进而对提高燃烧室设计水

平，完善中国航空发动机设计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工程意义。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适合于工程应用的预测方法

进行了归纳总结，其中包括半经验模型、火焰体积法、基于数值计算的 Lefebvre经验公式、等效反应器网络图法、火焰前锋法和

RANS燃烧流场特征法。针对每种方法，详细阐述了其特点，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完善贫油熄火预测方法的一

些建议。

关键词：贫油熄火；数值预测；燃烧室；航空发动机；冒烟；回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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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Lean Blowout Limit Prediction Methods for Aeroengine Combustors
WANG Hui-ru1, JIN Ji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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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vestigations on lean blowout limit prediction method of an aeroengine combustor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combustor performance and effective operational range, improving the combustor design level and refining the aeroengine
design system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and engineering views. The lean blowout limit prediction methods were reviewed based on summariz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at present, which were suitable fo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The methods include semi-empirical model, flame volume
model, Lefebvre empirical correlation based on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equivalent reactor networks model, flame front model and
combustion field characteristics model. The features of each method were presented in detail and existing problems were also analyzed.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on improving the lean blowout limit prediction method we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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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贫油熄火极限是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的 1项重

要性能指标。为了满足高推重比的要求，未来军用发

动机燃烧室内的油气比大幅度上升，为了防止冒烟，

要求主燃区的油气比处在化学恰当比附近，即参与燃

烧的空气量要大幅提高，这会对燃烧室的贫油熄火性

能产生不利的影响[1]。另外，随着近些年来人们环保意

识的日益增强，民用航空的污染排放问题越来越受到

关注。主流航空发动机的低污染燃烧室通过控制燃烧

室内的温度以及温度的均匀度来达到降低污染排放

的目的。为此，燃烧室主燃区的平均油气比目前已经

接近航空煤油的贫油燃烧边界。如何在保持低排放的

同时稳定可靠地工作是目前该类型燃烧室设计中急

需解决的问题之一。而在现有的燃烧室设计体系中，

尚未形成完善的预估燃烧室贫油熄火极限的方法。设

计人员大多依靠经验或者经验公式进行粗略预估，很

难在燃烧室的设计初期以及改进改型阶段全面掌握

燃烧室的稳定工作范围。为了能够提升燃烧室的设计

水平，完善中国航空发动机设计体系，非常有必要开

展燃烧室贫油熄火极限的预测方法研究。

本文回顾了目前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贫油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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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的预测方法，并对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1 预测贫油熄火极限的半经验模型

20世纪 70～80年代，Lefebvre[2-4]根据 GE和 PW

公司 7种不同型号的发动机贫油熄火数据全面总结

了流动速度、湍流度、空气压力、燃油种类、雾化粒度

和总蒸发率等关键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到预测燃

烧室贫油熄火极限的经验关系式

qLBO=
A 'fpz

V c

ma

P3

1.3
exp（T3/300）

Dr

2

姿rLHV r

（1）

式中：qLBO为燃烧室的贫油熄火极限；A '为燃烧室结

构参数；fpz为进入主燃区的空气比例；V c为燃烧区体

积（Lefebvre将其定义为主燃区和掺混区体积之和）；

ma为来流空气流量；P3为来流压力；T3为来流温度；

Dr为燃油液滴的索太尔平均直径；姿r为燃油有效蒸发

常数；LHV r为燃油低热值。

Plee和 Meller [5]提出了用油滴蒸发时间、化学反

应时间和剪切层驻留时间 3个特征时间模式来预估

贫油熄火极限的方法。判断标准为对于能连续的燃

烧，气体微团在燃烧室内的停留时间应该大于油滴蒸

发时间加上化学反应时间。根据 3种不同的发动机的

数据，Plee和 Meller总结出了预测贫油熄火极限的经

验关系，具体公式及推导过程见文献[5]。

Lefebvre 和 Meller 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

真实发动机的物理本质，但对于目前正在预研的新一

代的发动机来说，其结构、气动参数均与 20 世纪

70～80年代的燃烧室形式有很大区别，直接应用会

得出诸多不合理的结论。对于这一点，文献[1]中有较

为详细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黄勇教授课题组基于火焰

体积的概念对 Lefebvre模型中的结构参数项进行了

改进，提出了火焰体积（Flame Volume）模型[5-7]。该模

型根据燃烧室在贫油熄火过程中观察到的物理现象，

提出了以下假设（物理模型如图 1所示）：

（1）鉴于燃烧室主燃区强旋流的特点，认为实际

的燃烧区为均匀搅拌反应器 （Perfected Stirred

Reactor, PSR）。

（2）燃烧室的总空气量可以分为 2部分：一部分

为燃烧空气，包括燃烧室头部进气（旋流器进气）和部

分的火焰筒进气；另一部分为火焰筒下游的掺混空气。

（3）除了头部气流，火焰筒沿轴向和径向均匀进

气，参与燃烧的火焰筒进气量与燃烧区的长度成正比。

基于上述假设，火焰体积模型在 Lefebvre模型的

基础上增加了 2个重要参数：头部空气量 琢和无量纲
火焰体积 茁来体现头部、主燃区结构形式对贫油熄火
性能的影响。

qLBO= K
V c

琢
茁姨 +（1-琢） 茁姨

2

ma

P3

1.3
exp（T3/300）

Dr

2

姿rLHV r

（2）

式中：琢 为头部空气量中参与燃烧反应的百分比；
茁=V f /V c，V f为火焰体积。

通过对 Lefebvre的模型进行改进，火焰体积法的

预测精度有所提高，但该方法中的无量纲火焰体积需

要通过前期贫油熄火试验或者数值计算方法来确定，

因而仅凭火焰体积模型还不能直接用于预测航空发

动机主燃烧室贫油熄火性能，仅可用来定性分析。

目前，仍有众多研究者基于 Lefebvre模型，通过归

纳总结试验数据，得出适用于特定结构的燃烧室贫油

熄火关系式。但总体而言，这些经验公式都不能很好地

考虑局部流场特点，不能将影响贫油熄火性能的全部

因素考虑进去，而且公式本身的适用范围也有限。

2 基于 RANS 计算结果的贫油熄火极限预

测方法

随着计算燃烧学、计算流体动力学、计算传热学

的发展，采用数值计算方法预测贫油熄火极限成为大

势所趋。但贫油熄火本身是非稳态过程，若采用数值

方法来描述，为了能够捕捉到流场中真实的局部乃至

整个流场的熄火现象，最终得到贫油熄火极限这一参

数，势必需要采用大涡模拟或者直接数值模拟的方

法，例如 Gokulakrishnan等[7-8]、Leach等[10]、Black等[11]、

PW公司的 Kim等[12]的研究。但这些研究会对燃烧模

图 1 火焰体积法的物理模型

来流空气

扩压器

燃料

湍流燃烧区
火焰筒

机匣

火焰筒
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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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燃油雾化、蒸发模型、航空煤油的化学动力学模型

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计算时间也会大幅增加。因此

在现阶段，该类方法最适合在已知性能参数的前提

下，分析流场的瞬态特点以及熄火机理，而不适合预

测贫油熄火极限。与此同时，目前工程中燃烧数值计

算求解的几乎都是雷诺平均的时均流场，如能将计算

结果与燃烧室贫油熄火极限的预测结合起来，则将对

工程实践产生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以下重点总结

基于 RANS计算结果的预测方法。

2.1 基于数值计算的 Lefebvre经验公式

Rizk和 Mongia等[12-15]提出的预估燃烧室贫油熄

火极限的混合模型，也称作多维经验分析法。其基本

思路为：先进行 3维流场计算，然后把燃烧室分为若

干个子容积（每个子容积认为是 1个燃烧室），求出每

个子容积内各点气流参数平均值，作为计算燃烧室性

能的输入值，利用已有经验关系式（相对于 Lefebvre

经验关系式略有变形）预估每个子容积燃烧室性能，

通过累计每个子容积的相应参数之和就可以得到整

个燃烧室的总体性能。模型中的参数通过试验结果来

确定，整个参数一经确定后就保持不变，这样即可用

该模型预估其他不同状态下的贫油熄火油气比。雷雨

冰等[16]采用这种方法对某环形燃烧室进行了预估，趋

势预测正确，预测值与试验结果在合理范围内。

胡斌[16-17]基于火焰体积模型，通过冷态流场以及

燃油浓度场的数值计算确定式（2）中的相关变量，并

针对火焰体积的计算方法提出了 2种贫油熄火边界

的预测方法。第 1种方法是根据航空煤油的可燃边界

确定可燃区体积，并根据试验数据确定可燃区体积和

真实火焰体积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计算得到式（2）

中无量纲的火焰体积。由于熄火燃油流量事先并不知

晓，相应的可燃区体积也就无法得到。因而，文中通过

燃油流量迭代的方法加以解决。即先给定 1个初始燃

油流量，计算相应的冷态流场和燃油浓度场，并将其

计算结果带入式（2）得到贫油熄火极限值。当计算的

熄火燃油流量与给定值相差较大时，重新给定燃油流

量，重复上述过程，直到计算值与假定值相差在一定

阈值范围内时停止计算。第 2种方法是将燃烧室流场

中某个特征点燃油浓度等值面所包围的体积定义为

准火焰体积。通过研究发现，回流区涡心位置所包围

的准火焰体积几乎不受燃油流量的影响，而且与试验

中的火焰体积有良好的相关性。因此，无需燃油流量

的迭代，直接根据式（2）进行贫油熄火极限的预测。第

2种方法比第 1种燃油流量迭代的方法大大减少了

预测时间。2种方法的预测结果如图 2所示，结果表

明预测结果与试验数据吻合度较好。

这 2种方法没有直接进行燃烧流场的计算，而是

在冷态流场的基础上进行浓度场的计算，这与真实燃

烧环境下燃油的蒸发、雾化所形成的浓度场有较大差

距。虽然通过建立真实火焰体积与数值计算火焰区体

积之间的修正关系式来弥补这一问题，但这又增加了

模型的不确定性，因为修正关系式的适用性还有待更

多其他燃烧室试验数据的考证。对于第 2种方法，当

燃烧室的流态不对称时，采用回流区的涡心结构可能

会造成较大的误差。

综上，该类方法的特点是基于 Lefebvre预测贫油

熄火的经验关系式或其改进型，通过数值计算燃烧室

的冷态或热态流场，从而得到经验关系式中的相关参

数，进而利用已有的经验关系式进行贫油熄火极限的

预测。因此，Lefebvre经验关系式及其改进型的预测

精度和适用性直接决定了此类方法的精度和适用性。

2.2 等效反应器网络图法

Rizk和 Mongia等[19]根据如图 3（a）所示的燃烧室

各截面的流量分配，将燃烧室分成 7个子区域，如图

3（b）所示。其中主燃区由贫油熄火和燃烧反应器组

成：贫油熄火反应器描述主燃区燃烧之前，喷嘴喷出

的雾化燃油与旋流器流出的空气之间的混合过程；燃

烧反应器则描述主燃区的燃烧过程。主燃区靠近火焰

筒壁面处由 2个平行于中心反应器的反应器组成。第

1个近壁反应区 PZ1考虑了中心回流区附近未燃完

燃油与火焰筒头部剩余空气的混合，之后进入第 2个

近壁反应区 PZ2进行燃烧。相应地在中间区域也由

中间区和近壁区 IZ组成。最后在掺混区，射流和冷却

图 2 不同模型的预测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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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与这些反应器的燃气进行掺混和降温。在预测贫

油熄火极限时，通过逐渐减少燃油流量直到贫油熄火

区发生熄火，此时的油气比为整个燃烧室的贫油熄火

极限。结果表明，预测结果与试验值很接近。

Sturgess[20]提出了贫油熄火的混合建模方法，结合

CFD计算燃烧室内主燃区的流场，分析流场结构，构

建等效反应器网络（如图 4所示），解决复杂流场中以

化学动力学为主要特征的燃烧过程。该模型包括 3部

分：CFD解算器、创建等效反应器网络和求解网格中

复杂的化学反应。该模型很好地计算了气流量、燃烧

室压力、气流量分布及进口温度对贫油熄火的影响，

并且与实际燃烧室的熄火试验数据吻合较好。因此该

模型对于燃气轮机发动机燃烧室的工程设计和发展

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综上可以归纳出此类模型的特点，即以数值计算

的流场结构为基础，结合各种理想反应器的特点，构

建出相应的等效反应器网络图（反应器参数从数值计

算的结果中获得），最终以某个反应器或者整个反应

器网络的化学动力学计算结果作为评价燃烧室贫油

熄火极限的方法。该方法的难点在于构建反应器网络

的过程以及准确地给出其中的参数。而且，在真实燃

烧室的情况下，流通气路有多股，存在液滴的雾化、蒸

发等物理过程，采用理想反应器模型，如充分搅拌反

应器和柱塞流反应器(Plug-Flow Reactor，PFR)都不能

很好地考虑燃烧室空间内复杂的油气混合、湍流、热

传递以及燃烧过程的相互耦合过程。但在部分工业燃

气轮机上，因为结构相对简单，且燃料为气体，用该方

法预测污染物的排放则较有优势且得到了较为广泛

的应用[20-21]。

2.3 火焰前锋法

Kutsenko等[22-23]发展了 1套预测工业燃气轮机贫

油熄火极限的方法。该方法的核心要素是根据燃烧室

中的实际情况模拟 2种火焰前锋，1种是预混火焰前

锋，另 1种是扩散火焰前锋，燃烧室中 2种不同的火

焰锋面及其产生的原理如图 5所示。层流预混火焰传

播速度进行模化时，综合考虑了混合物组成成分和温

度、燃料可燃极限和点火极限温度、小尺度微团对火

焰面的破坏等因素。而对于扩散火焰而言，采用标量

耗散率和火焰表面混合分数的梯度等参数构建了“假

设的”的层流火焰传播速度。2个层流火焰传播速度

通过 Zimont公式和湍流火焰传播速度结合起来，并

且作为源项添加到反应进程的输运方程中。利用非定

（a）典型的燃烧室结构

（b）等效反应器网络

图 3 典型燃烧室结构和等效反应器网络

图 4 混合建模方法中构建的理想反应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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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雷诺平均的方法求解流场，模拟了燃烧室内火焰前

锋随时间的变化过程，并成功预测了贫油熄火极限。

文献中的算例主要应用于以甲烷或者丙烷作为燃

料预混及其部分非预混的燃烧室中，而这与航空发动机

燃烧室中所采用的燃料以及组织燃烧方式不同，但其中

模化扩散火焰传播速度的方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4 燃烧流场特征法

张宝诚[25]、吕文菊[26]、李武奇等[27]的预测方法为：

根据数值计算的燃烧流场，在回流区内找 1个点作为

控制节点，根据控制节点处的速度平衡来判断是否熄

火，即当控制节点的速度大于当地温度下的湍流火焰

传播速度时，判定为火焰熄灭。该方法以熄火控制点

处的速度平衡为基础进行贫油熄火的判定，遵循了火

焰稳定的本质，但不同工况下准确的湍流火焰传播速

度以及控制点的选择是该方法中的 2大难点。

蔡文祥等[28]提出了用燃油稳态逐次逼近法预测

燃烧室贫油熄火极限数值，其核心思想为数值计算远

离熄火状态（比如慢车状态）的油气比时的两相燃烧

流场,确定回流区边界，并求得回流区平均温度及其

变化率；然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把燃烧室进口

油气比降低，重新计算燃烧室两相燃烧流场，并求得

相应的回流区平均温度及其变化率，反复调整油气比

并进行重复计算，直至回流区温度较上一次计算得到

的明显降低时，认定为熄火。预测的 2个燃烧室贫油

熄火极限均与试验结果相吻合。然而，回流区的平均

温度及其变化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熄火时流场中

的某些特点，这些特点是否与燃烧流场的计算模型有

直接关系，能否体现熄火时流场的本质特征以及熄火

评价标准是否具有较好的通用性都还需要进一步验

证与考核。

作者所在课题组基于雷诺平均求解的燃烧流场

和 Da的物理意义发展了 1 套预测航空发动机燃烧

室中非预混火焰贫油熄火极限的方法[30]。该方法通过

航空煤油可燃边界识别燃烧流场的火焰区域，利用当

地 Da的物理意义（化学反应时间尺度和流动时间尺

度根据燃烧流场当地参数进行计算）判断火焰区域内

每个网格单元局部火焰的稳定性，最终通过整体分析

燃烧流场中的火焰结构来预测贫油熄火极限。该方法

的基本思想源于 Knaus 等 [29-30]、Roach 等 [32]、Drennan

等[33]在预测钝体预混火焰贫油熄火极限时的方法。鉴

于在接近贫油熄火极限时，燃油供应量较少且易于蒸

发，在燃烧室强有力的旋流作用下，充分发展的湍流

加强了分子水平的混合，煤油蒸气和空气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认为是 1种预混燃气。因此，作者将该方法进

一步改进并成功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的加力燃烧室以

及主燃烧室的贫油熄火极限预测中。Da云图的火焰

结构如图 6所示。从图 6中给出的结果可见，Da所描

述的火焰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与真实的火焰结构（如图

7所示）类似，反映了一定的物理事实，但该方法目前

还主要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解决：Da的计算方法受到

（a）mfuel=7.0 g/s

（b）mfuel=6.0 g/s

（c）mfuel=5.8 g/s

Da（临界 =10）

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d）mfuel=5.6 g/s

（e）mfuel=5.4 g/s

图 6 Da云图的火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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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熄火机理的影响，判断每个网格单元稳定性的临

界 Da也会因不同的计算方法而偏离理论值 1；目前

还没有形成合理、易于实施、定量化的评价熄火的标

准，根据试验数据经验性给定的判定准则（例如依据

回流区中稳定火焰单元占整个回流区火焰单元的比

例来判定是否熄火）缺乏较强的理论依据，且容易增

加预测方法的不确定性。

综上，该类方法的特点是基于雷诺平均的燃烧流

场计算结果，通过分析流场特点，找出一些固有的规

律预测贫油熄火极限。因此找到熄火时流场的特点或

者熄火机理，以及建立相应的熄火评价标准是现阶段

必须解决的 2个问题。但目前燃烧室的熄火机理还未

完全清楚，熄火的本质诱因，局部熄火与整体熄火的

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均尚未完全清楚，与之相配套的熄

火评价机制也尚未健全。目前的熄火评价标准，例如

回流区在冷热态时的长度或者体积的变化规律，回流

区内的温度变化率，回流区‘燃烧’的单元数与整个回

流区的单元数的比例，回流区控制节点的火焰速度平

衡，回流区内的 OH基、CO2质量分数分布规律等，都

是从唯象的角度进行经验性分析后得到的，有一定的

合理性，但不具有普适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 结束语

综合来看，已经研究和发展的不同预测方法都在

一定的范围内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均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相关的试验验证也较为缺乏，尚未形成通用性的

预测方法。因此，未来有必要建立燃烧室贫油熄火的

试验数据库对预测方法进行全面验证。在该数据库中

应包含不同类型的航空发动机燃烧室或模型燃烧室

在宽广工况范围内的贫油熄火数据点，还应包含熄火

时流场的试验数据，以便为贫油熄火的机理研究提供

相应的试验验证。同时，随着精细测量手段以及大涡

模拟、直接数值模拟方法的逐渐应用，有望对燃烧室

中湍流火焰的熄火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找出熄火的触

发机理及其本质特征，为完善预测方法提供理论依

据，最终形成适用工程应用的、经过大量试验数据验

证的燃烧室贫油熄火极限通用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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