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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蜂群算法的变循环发动机最小耗油率优化

骆广琦，李 游，吴 涛，胡砷纛，曾剑臣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航天工程学院，西安 710038）

摘要：性能寻优控制是使变循环发动机满足长寿命、低油耗和大推力需求的主要途径，也是实现飞机推进系统综合控制的关

键技术。基于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非线性数学模型，在满足发动机各部件物理约束条件和推力条件下，采用人工蜂群算法对变循环

发动机典型亚声速巡航点（H=11 km，Ma=0.8）耗油率进行了寻优分析，找到了耗油率最小条件下发动机 6个几何可调参数、5个发

动机循环参数最优值。结果表明：亚声速巡航点的耗油率在优化后比优化前降低了 4.5%，从而证实人工蜂群算法能够完成变循环发

动机多维优化问题。

关键词：变循环发动机；性能寻优；人工蜂群算法；耗油率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1.001

The Minimum Fuel Consumption Optimization of Variable Cycle Engine Based on
Artificial Bee Colony Algorithm

LUO Guang-qi袁LI You袁WU Tao袁HU Shen-dao袁Zeng Jian-chen
渊Academ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Engineering, Air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n 710038袁China冤

Abstract: Performance seeking control is the main way to meet the needs of keeping Variable Cycle Engine (VCE) long-life, low fuel
consumption and large thrust, it is also the key technology to realize the Integrated Flight of Propulsion Control (IFPC). Based on Double
Bypass Variable Cycle Engine (DBVCE) nonlinear mathematical model袁 by satisfying the physical constrains and thrust condition of engine,
the Artificial Bee Colony(ABC) has been adopted to the fuel consumption optimization analysis of VCE typical subsonic cruise point (H=
11 km, Ma =0.8). Six engine geometric variable parameters and five engine cycle parameters are found under the lowest specific fuel
consumption condi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ptimized fuel consumption is 4.5% lower than before, thus confirming that the problem
of VCE multidimensional optimization can be solved by the ABC.

Key words: variable cycle engine(VCE);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Artificial Bee Colony algorithm; fuel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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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变循环发动机（Variable Cycle Engine，VCE）可

通过变几何部件的调节，改变发动机的热力循环参

数，以在飞行包线的不同区域获得最优性能，这是变

循环发动机的设计思想[1-2]。

航空发动机性能寻优控制是飞行 /推进系统综合

控制的关键技术[3]。国外已经开展了多个研究计划[4-9]，

但由于变循环发动机可调参数多，其性能寻优难度较

大，国内外公开的研究资料较少，而传统方法如线性

规划法等局限性较大。

人工蜂群算法（Artificial Bee Colony Algorithm，ABC）

是 1 种建立在群体智能上的仿生优化算法。D.

Karaboga于 2005年提出了基于蜂群采蜜过程的人工

蜂群算法，并应用到函数的数值优化问题上[10]。Omkar

等[11]提出了基于向量评价的多目标人工蜂群算法。在

近年来的一些相关研究中[12-13]，相比于遗传算法、微粒

群算法、模拟退火算法等其他优化算法，人工蜂群算

法在收敛速度、计算精度等方面性能更好，适合求解

航空发动机等复杂机械的优化问题。

本文采用人工蜂群算法对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

亚声速巡航状态进行寻优，在满足发动机各部件安全

mailto:mail:7875890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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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约束条件下，通过发动机模型与蜂群算法程序

结合进行寻优，充分挖掘发动机的性能潜力，满足任

务需要。

1 寻优问题描述

1.1 变量选取

本文所研究对象为如图 1所示的双外涵变循环

发动机[2]，其控制变量包括

X=[IFan、ICDFS、IHPC、ILPT、A BVABI、A 8]T

式中：IFan为风扇进口导流叶片角度；ICDFS为核心机驱

动风扇级进口导流叶片角度；IHPC为高压压气机进口

导流叶片角度；ILPT为低压涡轮导流叶片角度；A 8为尾

喷管出口截面面积；A BVABI为后混合器面积。

1.2 约束条件

寻优过程的前提是确保发动机在特定的安全工

作限制下，即发动机不超温、超转、有足够的喘振裕

度。构成优化的约束条件描述为

s.t.

F≥Fconst

nH≤n1

nL≤n2

IGVmin≤IGV≤IGVmax

SM>SMmin

T4

*
≤Tmax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1）

式中：F为推力；T4

*
为涡轮前进口温度；nL、nH为低、高

压转子相对转速；S为喘振裕度。
1.3 目标函数

按不同的控制需求，性能寻优控制可分为最大推

力、最低油耗和最低排气温度等[14-15]。亚声速巡航状态

下的控制模式是在保持推力满足要求的前提下降低

耗油率，从而增加飞行航程以及提高战斗机的作战半

径。本文假设发动机采用低压转子转速不变的调节规

律研究优化问题，最终描述为

min sfc

s.t.

nH≤nconst

F≤Fconst

T4

*
≤Tmax

S>Smin

a≤X≤b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2）

式中：X 为 6个控制变量，nH、T4

*
、SFan、SHPC、SCDFS为发动

机的 5个循环参数。

2 人工蜂群算法

2.1 算法原理

在 ABC算法中，蜂群大体可以分为以下 3类：引

领蜂、跟随蜂、侦查蜂[13]。首先，由引领蜂去寻找蜜源

并进行记忆，进行比较并对符合要求的蜜源作标记；

然后，引领蜂释放信号“招来”跟随蜂，跟随蜂在所设

定的机制下选取合适的蜜源并在其附近搜索新蜜源，

反复循环寻找最佳蜜源；最后，若某个食物源或某个

蜜源不符合要求则被舍弃，生成侦查蜂随机地寻找新

的蜜源。

在 ABC算法中，每个蜜源的位置代表了优化问

题每个可能的解，蜜源的花蜜数量代表解的质量（适

应度—fiti）

fiti

1
1+fi

（fi≥0）

1+abs（fi）（fi<0）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3）

式中：fi为目标函数。

ABC算法含有 N个初始解（N为蜜源数量）。每

个解 xi(i=1，2，…，N)是 D维的向量（D为需要进行的
优化参数个数，即本文中的控制变量）。引领蜂先对蜜

源进行 1次搜索，并选择花蜜量（适应度）多的蜜源。

所有的引领蜂都完成搜索后，在舞蹈区把蜜源的信息

传达给跟随蜂，跟随蜂根据所得到的信息按照一定概

率（即蜜源质量）选择蜜源。随后，跟随蜂也进行 1次

邻域搜索，并选择较好的蜜源。跟随蜂按照概率值 p i

选择蜜源

p i=
fiti

N

i=1
移fiti

（4）

式中：fiti是第 i个蜜源的适应度值。
引领蜂和跟随蜂按式（5）进行邻域搜索

V ij=xij+R ij·（xij-xkj） （5）

图 1 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

双外涵模式

选择活门开 核心涵道 后 VABI
CDFS

排气系统

副外涵道

单外涵模式

选择活门开 主外涵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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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 ij 为第 i个蜜蜂、第 j 维对应搜索后的位置，xkj

随机选择，不等于 i的蜜源 k 的第 j 维位置；R ij 是 1

个在[-1，+1]的随机数，随着搜索进行，各蜜源逐渐靠

近，邻域范围逐渐减小。

在 ABC算法中，有，1个重要的控制参数“limit”，

是为防止陷入局部最优而用来记录某个蜜源被更新

的次数。假定某个蜜源在 limit次循环后仍没有提高，

就将被抛弃，与这个蜜源相对应的引领蜂转变为侦查

蜂查找新的蜜源。

综上，人工蜂群算法有较强的全局搜索能力，不

容易陷入局部最优，并在收敛速度和稳定性上较其它

算法有所提高。

2.2 算法流程

ABC算法流程如下：

（1）初始化，产生初始种群；

（2）通过目标函数计算出每个解的对应值并进行

比较，记录满足要求的蜜源；

（3）引领蜂根据式（5）开采新蜜源；

（4）比较前后蜜源优劣，若搜索后的蜜源优于搜

索前的蜜源，则由搜索后蜜源取代搜索前蜜源，反之，

继续开采搜索前蜜源；

（5）计算每个蜜源对应的概率值，跟随蜂根据蜜

源处的引领蜂释放的花蜜信息，按照概率的大小选择

蜜源，并在其附近按式（5）搜索新蜜源；

（6）假如某些蜜源经 limit次循环后没有变化（即

陷入局部最优），则放弃该蜜源，相应引领蜂变成侦查

蜂，查找新蜜源；

（7）若不满足终止条件（即已达到最大循环代数

或找到最优解），则跳回（5）重新搜索，直至满足终止

条件。否则，输出最优解。

3 仿真结果

亚声速巡航状态寻优过程使用双外涵变循环发

动机的稳态模型和人工蜂群算法结合，通过人工蜂群

算法程序调用发动机程序从而实现寻优。参数设置如

下：种群数设为 50（即，引领蜂和跟随蜂的个数均为

25），D=5，limit=50，相应的最大迭代次数为 500，寻优

过程的总流程如图 2所示。

本文选取 H=11 km，Ma=0.8 这一典型的亚声速

巡航工作点进行寻优，采用低压转子为常数的调节规

律（nL=85%）。VCE在双外涵模式下时，A Sel选择活门

完全打开。设定为

Fconst=20000 N

Tmax=1500 K

S=20%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6）

优化结果见表 1。

X=[IFan、ICDFS、IHPC、ILPT、A BVABI、A 8]T=

[2.89，8.04，0.67，3.02，0.84，1.28]

从表 1中可见，寻优后发动机的耗油率较之前未

寻优时有明显降低，在推力满足条件的前提下，优化

后耗油率 SFC减少 0.0042 kg·(N·h)-1，为原耗油率的

4.5%，整体燃油流量也随之降低。

图 2 基于人工蜂群算法的亚声速巡航状态性能优化流程

开始

初始化参数，产生初始位置

通过子程度调用
发动机模型

引领蜂探索新蜜源并确
定初始标记蜜源

跟随蜂搜索蜜源更
改标记蜜源

是否出现侦查蜂

调用发动机模型，
并返回值为单位耗油率

SFC、推力 Fn

判断是否超出限制条件：超转、超温、
喘振以及贫富油熄火等。

产生新位置取代相应蜜源

确定本代的标记蜜源

是否满足终止条件

输出最优蜜源

结束

是

是

否

否

A Sel / %

IGVFan /（毅）
IGVCDFS /（毅）
IGVHPC /（毅）
IGVLPT /（毅）
A BVABI / %

A 8 / %

—

基准

100

0

0

0

0

100

100

—

优化

100

2.89

8.04

0.67

3.02

84

128

—

F / N

SFC / kg·(N·h)-1

SFan / %

SCDFS / %

SHPC / %

T4
*

/ K

nH / %

B

W a / kg·h-1

基准

24425

0.0930

25.42

22.37

26.88

1502.709

89.4

0.4258

43.468

优化

20025.9

0.0887

27.67

23.58

33.17

1353.049

85.3

0.5597

44.877

几何部

件变量

发动机性

能参数

表 1 亚声速巡航状态寻优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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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果分析

取飞行状况为 H=11 km，Ma=0.8，该点为飞机比

较典型的亚声速巡航工作点。采用 nL=85%的调节规

律，取发动机寻优后为标准见表 1，分别对 IFan、ICDFS、

IHPC、ILPT、A BVABI、A 8单独进行调节，其中 IFan、ICDFS、IHPC、ILPT

变化范围为[-5毅，+5毅]，A 8 的变化范围为[-5%，+2%]，

A BVABI的变化范围为[-5%，5%]，以研究在双外涵模式

下单独调节以上 6个变量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计算

结果如图 3所示。

结合表 1和图 3可见，单变量调节时，周围仍有

点的耗油量小于优化值，但通过约束调节中的 F、SCDFS

的对比不难看出，周围点不符合约束条件，所以优化

结果正确。

5 结论

本文利用人工蜂群算法研究了变循环发动机的

最小耗油率优化问题，得到如下结论：

（1）人工蜂群算法由于收敛快、精度高，可以解决

变循环发动机的多变量优化问题，优化后变循环发动

机的最小耗油率有明显改善，降幅达到 4.5%；

（2）VCE在典型亚声速巡航点工作时，风扇导叶

角度的调节对发动机性能影响非常显著，合理调节风

扇导叶角度可以更大程度发挥 VCE性能；

（3）CDFS喘振裕度对变几何部件调节较为敏感，

在优化过程中要尤其注意 CDFS的可用稳定裕度。

以上结论均为仿真计算所得，还有待进一步试验

验证。下一步将通过人工蜂群算法对发动机推力和

稳定性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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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毅多弯管阻力系数计算方法
成锋娜 1，常海萍 1，田兴江 1，张镜洋 2，陆海鹰 3

（1，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 1，航天学院 2，南京 210016；3.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准确获得 90毅组合多弯管阻力系数，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 S弯管管内流动进行模拟，并通过分析归纳 S弯管局部阻力

的相邻影响机制及规律，提出了 90毅组合弯管阻力系数计算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弯管阻力系数受 2弯连接段长度影响的规律与文

献试验结果一致，数值计算方法准确有效；当连接段长度大于 4 倍管径时，S弯管阻力系数呈线性增长；提出的 90毅组合弯管阻力系
数计算方法考虑了多弯管间相邻影响，且采用提出的方法计算了 3弯管和多弯管的阻力系数，并将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进行了对

比，二者之间的差距均在 3%之内，适合工程应用。

关键词：90毅组合弯管；数值模拟；阻力系数；管内流动
中图分类号：V23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1.002

Calculation Method of Resistance Coefficient in 90毅 Combined Bends
CHENG Feng-na1袁CHANG Hai-ping1袁TIAN Xing-jiang1袁ZHANG Jing-yang2袁LU Hai-ying3

渊1, 2.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College of Astronaut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016, China曰3.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gain accurate resistance coefficients, a calculation method of 90毅 combined bends was proposed by
investigating on flow of S -like bends with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analysing and summarizing local resistance adjacent impact
mechanism and law.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of bends is precise and efficient due to a good agreement
between the impact on resistance coefficient by the length of 2 bends and experimental data of published papers. The local resistance
coefficient of S -like bends increase linearly when the connection section is 4 times longer than bends' diameter. Considering adjacent
impact of bends, the resistance coefficient on triple bends and multiple bends are calculat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90毅 combined bend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 which is suitable for engineering use, is less than 3 percent.

Key words: 90毅 combined bends曰 numerical simulation曰resistance coefficient曰interior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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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弯管管内流动是 1种基本的现象，在发动机系

统、暖气装置、通风设备、煤气和天然气输送、热电厂

及核电冷却水循环系统等工业设备中有广泛存在。

对于单个弯头或弯管的水力特性，国内外许国学

者曾进行过研究[1-13]。最早且深入细致研究者首推前

苏联学者依杰里奇克[1]，其研究结果表明，水流流经弯

头时，由于受离心惯性力的作用，外侧壁压力升高，内

侧壁压力降低；外侧壁处的流速相应较小，内侧壁处

的流速则较大；弯头的阻力系数不仅与雷诺数有关，

而且与弯头的几何参数（如弯角、曲率半径、进出口面

积比等）有关。阻力系数是管道设计中极为重要的水

力参数，掌握其规律有助于提高设计的合理性。已发

表文献主要研究单个和 S 型或者 U 型弯管阻力系

数，缺乏对多个组合弯管阻力系数的研究。另外，在文

献[1]中给出一些几何参数确定的组合弯管阻力系数

的计算方法，但是对于任意组合弯管的阻力系数并未

提出具体实用的计算方法。

本文通过对组合弯管进行数值模拟，认识相邻弯

mailto:E-mail:cfn12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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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间局部阻力影响的机制，期望得到适用于工程应用

的组合弯管阻力系数计算方法。

1 物理模型和数值计算方法

1.1 计算模型

计算模型为标准的维弯曲管道，弯管的横截面直

径 D=50 mm。本文所研究弯管的模型简图见表 1；对其

流动特性进行数值分析时所采用的参数及范围表 2。2

个 U型弯相组合必然会干涉，但在此不进行讨论。

1.2 网格划分

本文采用 ICEM软件对计算模型进行网格划分。

在近壁处加密使计算表面的 Y +≈3以满足加强壁面

处理要求。所有计算通过网格独立性试验，单弯管网

格数选为 70万。

1.3 计算方法及边界条件

在文献[14]中把计算结果与文献[15]中的试验的

结果进行了对比，验证了计算方法的正确性，本文在

此基础上开展数值研究。计算模型进口为速度进口，

采用 UDF编程将进口设置为充分发展湍流，Re=2×

105；出口为压力出口，压力为环境压力。

2 计算结果及分析

2.1 2弯局部阻力的相邻影响

组合弯管相邻弯之间的间距小于其间影响长度，

弯管间就会产生局部阻力的相邻影响，因此，组合弯

管的阻力系数一般不等于弯管独立时的阻力系数之

和。充分认识组合弯管中相邻弯之间的影响机制是确

定组合弯管阻力特性的前提。

R/D=1 的 90毅单弯管
速度及流线分布如图 1所

示。从图中可见，相对直管

进口处是呈对称分布的速

度型面，在离心力的作用

下弯管内产生强烈的二次

流，会一直沿着直管段发

展，持续很长的距离。不同

连接段长度下 S型弯管速
度分布及流线如图 2 所

示。从图中可见，不同连接

段长度下第 1个弯前后的

流速分布特征和单弯管的

基本相同，然而其产生的二次流发展长度会随着连接

段长度的改变而变化，因此压力损失也与单弯管的有

所不同。

R/D=1的 90毅S型弯管

不同连接段长度下第 2 个

弯进出口截面速度分布及

流线如图 3所示。结合图 2

可见，不同连接段长度对

第 2个弯的流动状态影响较大：L/D=0时，第 2个弯

的进口有在第 1个弯产生的二次流，其强度较大，且

流体的高速部分由于惯性沿着内侧壁流过第 2个弯；

第 2个弯的出口存在流速较高的惯性区，在其作用下

第 1个弯的二次流的涡系被挤压到管子下部，且在第

2个弯的离心力作用下二次流被衰减。L/D=4时，第 2

个弯的进口仍有在第 1个弯产生的环流，但环流的强

度随着连接段长度增加而减弱；第 2个弯出口仍存在

较高流速的惯性区，二次流的涡系仍被挤压到管子下

单弯管 S型弯管 U型弯管

表 1 计算模型

S+U S+S U+S

弯管类型

转角

相对曲率半径

连接段长度

单个弯管

90毅
0.75~3.00

—

2弯管

90毅+90毅
0.75~3.00

0~40

3弯管

90毅+90毅+90毅
1.00~3.00

0~40

表 2 计算参数

图 1 R/D=1的 90毅单弯管
速度及流线分布

V /（m/s）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Y

X

Z

（a）L/D=0

（b）L/D=4 （c）L/D=8

图 2 R/D=1，L/D=0、4、8的 90毅S型弯管速度及流线

V /（m/s）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5 60 65 70 75 80 8555Y
X

Z

第 2个
弯进口 第 2个

弯出口

Y
X

Z

Y
X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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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R/D=1的 90毅S型弯管
阻力系数随连接段长度变化

部，但在第 2个弯的离心力作用下大为衰减。L/D=8

时，在第 1个弯产生的二次流在第 2个弯的进口处基

本平顺，但未完全消失；在离心力的作用下直至第 2

个弯的出口处才几乎衰减消失，但在第 2个弯产生了

强度较大的二次流，二者的流动方向相反。

90毅S 型弯管阻力系

数随连接段长度的变化曲

线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

见，在不同的相对曲率半

径下，当 L/D≥4后阻力系

数均呈线性增长。

2.2 组合弯局部阻力的

相邻影响

多弯组合相邻弯局部阻力影响机制与 2弯一致，

故可认为 L/D≥4 以上的相邻弯管之间的影响是有

规 律 可 循 的 。 R/D=1，

L/D=6 的 90毅的多种弯管
速度分布如图 5所示。从

图中可见多弯组合弯管

第 1 个弯的流动状况和

单弯管的相似，第 2 个弯

之后的各弯流动状态基

本相同，反映出该弯的阻

力系数只与前弯和连接

段长度有关。

2.3 阻力系数的计算对比与分析

数值计算得到的 S型

弯管阻力系数和文献[1]中

的阻力系数对比如图 6所

示。从图中可见，二者之间

吻合很好，特别是 L/D≥4

以上二者的差距基本在

5%之内，证明了数值计算

的准确性。

2.4 90毅组合弯管阻力系数计算方法
通过对多弯管的阻力特性分析，本文提出了相对

连接段长度 L/D≥4，相对曲率半径 1≤R/D≤3的 90毅
组合弯管阻力系数计算方法，具体如下：

灼=撞A i 灼Mi+撞灼TPi+灼TPi

式中：灼为总阻力系数；灼Mi为第 i 弯管的单弯管局部
阻力系数，可采用文献 [1] 中的局部阻力试验结果；

灼TPi=0.00175 R i
D 啄姿，为第 i弯管弯曲部分的摩擦阻力

系数；灼TPi=
撞L
D 姿，为连接段长度的摩擦阻力系数；A i

为第 i弯的局部阻力系数的修正系数。
计算中需要确定的值只有局部阻力系数的修正

系数 A i值。本文认为第 2个弯以后的局部阻力系数

只与前弯和连接段长度有关，则引入下列几条修正系

数取值原则：

（1）当连接段长度 L/D>25时，截断弯管，将下一

个弯管的局部阻力作为第 1个弯重新开始计算。

（2）第 1个弯的局部阻力系数修正系数 A i 与相

对曲率半径有关。R/D=1 时，A 1-0.6A S/U；R/D=2 时，

A 1=0.7A S/U：R/D≥2.5时，A 1=0.5A S/U。
其中 A S/U为由第 1 个弯和第 2 个弯组成的 S/U

型弯管在文献[1]中的局部阻力系数修正系数，其值是

L/D的函数。
（3）第 2个弯及其后面的弯管局部阻力系数的修

正系数 A i 值如下。R/D=1 时，A i=0.4A S/U；R/D=2 时，

A 1=0.3A S/U：R/D≥2.5时，A 1=0.5A S/U。

其中 A S/U为本弯及其前弯组成的 S/U型弯管在
文献[1]中的局部阻力系数修正系数。若 2弯的相对曲

率半径不同，按照本弯的相对曲率半径计算。

数值计算的 3弯管阻力系数和采用本文提出的公

式值之间的对比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二者非常接

（a）第 2个弯进口

L/D=0 L/D=4 L/D=8

（b）第 2个弯出口

L/D=0 L/D=4 L/D=8

图 3 R/D=1，L/D=0、4、8的 90毅S型弯管第 2个弯进、

出口截面速度分布及流线

图 4 90毅S型弯管阻力系数
随连接段长度变化曲线

图 5 R/D=1，L/D=6的 90毅
弯管速度分布

V /（m/s）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5 60 65 70 75 80 8555

V /（m/s）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5 60 65 70 75 80 8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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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误差均在 3%之内。

2.5 算例验证

某一平面 90毅组合多
弯管如图 8所示，其中转

弯的方向、相对曲率半径

以及连接段长度都在计算

方法所适用的参数范围内

任意选取，组合弯管具有 9

个弯和 8个连接段，为了

直观仅显示其轴线。从左

端入口到出口分别为第

1，2…i…9弯，弯头编号与

相对曲率半径的对应关系

见表 3。

第 1、2个弯之间直管段定义为第 1个连接段长

度，则从左端入口到出口分别为第 1，2…j…8个连接

段，连接段编号与相对连接段对应关系见表 4。

计算进口采用 UDF编程设置为充分发展湍流，

Re=2×105；出口为环境压力。

采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对阻力系数进行计算

灼=撞A i 灼Mi+撞灼TPi+灼TPi=2.453

采用数值计算方法得到多弯管阻力系数值为

2.50，二者之间相差在 3%之内，证明本文提出的方法

精确可靠。

3 结论

组合弯管相邻弯之间的间距小于其间影响长度

时，弯管间就会产生局部阻力的相邻影响；当 L/D≥4

以上的相邻弯管之间的影响是随着 L/D的增长呈线
性增长的；采用本文提出的方法计算了 3弯管和多弯

管的阻力系数，并将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进行了对

比，二者之间的差距均在 3%之内，证明了本文提出

的计算方法可靠，适用于工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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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头编号

R i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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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

4

3

5

2

6

1

7

2

8

3

9

1

表 3 多弯管弯头相对曲率半径

连接段编号

Lj /D

1

4

2

6

3

8

4

20

5

18

6

6

7

4

8

4

表 4 多弯管弯头连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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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锥形状和偏转角对轴对称塞式喷管

气动性能的影响

王 旭，张靖周，单 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省航空动力系统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16）

摘要：塞式喷管是 1种具有质量轻、红外隐身效果好等优点的典型喷管。为分析矢量偏转角和塞锥的几何参数对涡扇发动机

轴对称塞式矢量喷管排气系统气动特性的影响，采用 CFD方法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结果表明：尾喷流随喷管偏转而有效偏转，推

力系数随矢量偏转而减小，在高空状态下较为严重。在地面状态下偏转 20毅时的推力系数较无矢量偏转时减小了 1.2%，在高空状态

下偏转 20毅时的推力系数减小了 2.5%；塞锥前体的导圆半径变化没有使气流分离，对气动性能影响不大；塞锥后体长度增加使喷管

内部压力提升，塞锥尾缘低压区缩小。

关键词：塞式矢量喷管；排气系统；气动性能；数值模拟；涡扇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1.003

Effects of Plug Shape and Vectoring Angle on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Axisymmetric Plug Nozzle
WANG Xu袁 ZHANG Jing-zhou袁 SHAN Yong

渊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袁China冤
Abstract: Plug nozzle is regarded as a typical exhaust nozzle with lighter weight and lower infrared radiation. In order to analysis the

effects of vectoring deflection angle and plug geometric parameters on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the plug nozzle, numerical
simulations on the flow fields were performed by CFD method. Results show that jet effectively deflect with nozzle deflection, the thrust
coefficient decreases as the increase of vectoring deflection angle袁especially under high altitude. The thrust coefficients under vectoring
deflection angle of 20 degree decrease relatively about 1.2% and 2.5% for the ground status and high altitude status. Radius change at the
plug front body does not make the flow separate and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Increase of the plug rear body length
increases the pressure inside the nozzle and shortens the lower pressure zone near the plug trailing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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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0 引言

塞式喷管是 1 种典型的矢量喷管形式，在 20

世纪 70年代，国外针对轴对称塞式喷管和 2元塞式

喷管进行了一系列试验研究[1-6]。早期的研究工作验证

了塞式喷管的气动性能和流动传热特征，初步揭示了

塞式喷管相对于常规轴对称喷管具有较低的红外辐

射特征，但相对较大的流动损失限制了其应用。进入

21世纪，塞式喷管再度引起国外的关注[7-10]，缘于其具

有良好的矢量控制特性、降低排气噪声和抑制红外辐

射的特点。

Steffen[11]研究了推力矢量 /反推轴对称塞式喷管

的跨声速特性；Samanich等[12]对 F-106B战机上的轴

对称塞式喷管跨声速气动性能进行了试验研究；

Kawecki等[13]对塞锥可移动的 2元塞式喷管的气动性

能稳定性进行了模型试验研究；Miyamoto等[14]通过数

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真实工况下 2元塞式喷管的流

动特性，表明 2元塞式喷管在跨声速条件下的推力损

失较大，但通过结构优化设计能有效提升喷管的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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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Verma等 [15]试验研究了塞式喷管底部压力、喷

管侧壁以及外部自由流对喷管气动性能的影响；Cler

等[16]对具有推力矢量和反向功能的 2元塞式喷管的

气动性能进行了试验研究；Jana M K[17]等以特征线法

为基础，以推力最大为目标，优化了内喷管倾角、内膨

胀比、总膨胀比、燃气总压和飞行高度的取值。国内对

塞式喷管进行了初步研究。李录贤等[18]对不同截短长

度塞式喷管进行了试验和数值模拟；郑孟伟等[19]对塞

式喷管的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并探讨了塞式喷管的

设计参数。

以上塞式喷管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大多针对固体

火箭发动机排气系统，而对涡扇排气系统用轴对称矢

量喷管的气动特性的研究很少。本文对小涵道比涡扇

发动机塞式矢量喷管开展了有 /无矢量动作、塞锥结

构对气动性能影响的数值研究。

1 模型介绍

1.1 计算模型

涡扇发动机排气系统如图 1所示。包括外涵、内

涵、合流环、支板、火焰稳定器、加力燃烧室、塞锥、尾

喷管等。内、外涵气体在合流环下游自由剪切混合，混

合气体经过火焰稳定器、球面段和塞锥排出。当喷管

矢量偏转时，球面段后面所有结构整体以球面段的球

心为中心偏转。本文讨论偏转角度为 0毅、5毅、10毅、15毅
和 20毅 5种情况。

塞锥的整体结构如

图 2所示。塞锥径向最大

直径 Dmax=762 mm。塞锥

前端为不同形状时对系

统气动性能的影响，即导

圆半径 R=150、70 mm 和

尖角（可认为半径为 0）。

R 与 D的比值 R/D分别为 0、0.0918和 0.1960。数值

模拟 3种不同长度的尾锥模型，其尾锥伸出喷口的长

度 L 分别为 710、852和 994 mm，则与 D的比值 L/D
分别为 0.931，1.118，1.304。塞锥结构参数见表 1。

火焰稳定器结构复杂，因此采用非结构化网格，

其他部分均采用结构化网格。对塞锥处的网格局部加

密。采用 400万、700万和 1000万的网格量进行网格

独立性计算，计算结果差别很小，不超过 5%。本文采

用网格量为 400万的计算模型，使用 Fluent软件对模

型的流场进行计算。

计算了高空（H =11000 m，来流马赫数 Ma=0.85）

和地面(H =0 m，Ma=0)2种情况。在高空条件下采用

的边界条件如下：进口边界为质量流量入口，内涵入

口的质量流量为 30 kg/s，总温 850 K，外涵入口的质

量流量为 10 kg/s，总温 370 K。在地面状态下采用的

边界条件如下：进口边界为质量流量入口，内涵入口

的质量流量为 100 kg/s，总温 1100 K，外涵入口的质

量流量为 30 kg/s，总温 480 K。在 2种情况下均假定

进口参数均匀分布。由于喷管出口处的压力并不是外

界大气压力，且出口截面流动并未充分发展，所以在

尾喷口出口外选取 1个足够大的区域作为外场(轴向

约为尾喷口直径的 30倍，周向约为尾喷口直径的 10

倍)，如图 3所示。其边界压力取外界大气压力，其他

变量按流向偏导数为零处理。固体壁面采用无滑移固

壁边界条件，排气系统内部各部件设定为流 -固耦合

面，所有壁面发射率均设为 0.7。在计算时加入了组分

输运模型以确定排气系统的气体组分分布。假设喷管

内涵入口气体为完全燃烧的燃气，成分主要是氮气、

二氧化碳和水蒸气，质量分数分别为 0.70604、

0.20862、0.08534；外涵入口气体为空气，成分主要为

氧气和氮气，质量分数分

别为 0.233、0.767。对于流

场计算，本文采用标准

k-着紊流模型和近壁区采
用标准壁面函数。

流动与传热的控制方

图 1 塞锥偏转 10毅的涡扇发动机排气系统

R/D

L/D

偏转角度

0° 5° 10° 15° 20°
0

0.931

0.0918

1.118

0.1960

1.304

表 1 塞锥结构参数

图 3 外场图 2 塞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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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采用 2阶迎风差分格式离散，压力与速度耦合采用

SIMPLEC算法，各变量的收敛精度为 10-6。

2 计算结果与分析

2.1 矢量偏转对气动性能的影响

喷口下游沿轴向 1D至 10D处压力分布（D为喷
口直径）如图 4所示。尾喷流在喷口下游 10D的位置
就基本膨胀到与环境一致。

在 H=0、Ma=0情况下，在不同偏转角下的马赫数

等值线分布如图 5所示。无论是有矢量偏转还是无矢

量偏转，尾喷流在塞锥上以及其下游的流动特征都较

为相似：在塞锥斜面上先膨胀加速，后压缩；在大气环

境中，先膨胀加速，后压缩，再膨胀等。气动矢量角与

几何偏转角的差值如图 6所示。在矢量状态下，喷流在

塞锥上、下表面的流动特征基本对称，说明塞式矢量喷

管在矢量动作下不会造成排气尾焰周向不均匀，归功

于喷管在球面段偏转，对排气的膨胀加速几乎没有影

响，这一点也可从图中见

到。气动矢量角和几何矢

量角的偏差极小。

在 H=0 km、Ma=0 情

况下，喷管在不同偏转角

下的推力系数如图 7 所

示。从图中可见，推力系数随矢量偏转角增大而略微

减小，而且偏转角越大，推力系数减小得越大，当偏转

角达到 20毅时，推力系数减小了 1.2%。总的看来，矢量

偏转给喷管气动性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大。

H=11 km、Ma=0.85情况下，喷管在不同偏转角的

马赫数等值线分布如图 8所示，气动矢量角与几何偏

转角的差值如图 9所示。从图中可见，在高空高马赫数

飞行时，喷流受到矢量偏转和飞行来流的影响也不大，

气动矢量角和几何偏转角

最大相差 1毅。
在 H=11 km、Ma=0.85

情况下，喷管在不同偏转

角下的推力系数如图 10

所示。与地面状态类似，矢

图 4 排气喷口下游压力分布

（a）偏转角度为 0毅

（b）偏转角度为 5毅 （c）偏转角度为 10毅

（d）偏转角度为 15毅 （e）偏转角度为 20毅
图 5 不同矢量角下的马赫数等值线 (H=0 km、Ma=0 )

图 6 气动矢量角与几何偏转角的差值(H=0 km、Ma=0 )

图 7 不同偏转角下的推力系数(H=0 km、Ma=0 )

（a）偏转角度为 0毅

（c）偏转角度为 10毅（b）偏转角度为 5毅

（e）偏转角度为 20毅（d）偏转角度为 15毅
图 8 不同矢量角下的马赫数等值线（H=11 km、Ma=0.85）

图 9 气动矢量角与几何偏转角的差值（H=11 km、Ma=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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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偏转对推力系数随矢量偏转角的增大而减小；减小

的程度要比地面状态的大，当偏转角为 20毅时，推力系
数减小了 2.5%。在高空状态下的气动性能受几何偏转

的影响要大于地面状态的。

2.2 塞锥前端导圆半径对气动性能的影响

不同 R/D的塞锥在不同偏转角下的喷管推力系
数如图 11所示。

从图中可见，塞锥尖角的半径对推力系数几乎没

有影响。不论是在地面状态下还是在高空状态下，塞

锥迎风面尖角的曲率半径对推力系数几乎没有影响。

2.3 塞锥尾端长度对气动性能的影响

4种不同长度的尾锥在 H=0 km、Ma=0情况下的

压力如图 12所示。

4种不同尾锥在 H=0 km、Ma=0情况下的推力系

数如图 13所示。

从图 12、13中可见，随着塞锥长度的增长，喷管

内部的压力增大；塞锥越长，需要更高的压力将气流

排出。塞锥越长，塞锥后面的低压区越小，低压值也越

大。随着塞锥长度的增加，推力系数先增大后减小，推

力最大处出现在 L/D=0.931附近。

4种不同长度尾锥在 H=11 km、Ma=0.85情况下

的压力如图 14所示。

4种不同长度尾锥在 H=11 km、Ma=0.85情况下

的推力系数如图 15所示。

从图 14、15中可见，在 H=11 km、Ma=0.85情况

下，气动状态和 H=0 km、Ma=0情况下的类似，在喷管

表面的球面段和塞锥段会产生低压区；随着塞锥的增

图 10 不同偏转角下的推力系数（H=11 km、Ma=0.85）

图 11 不同半径塞锥尖角下的推力系数

（a）L/D=0.744 （b）L/D=0.931

Level
Pressure/kPa

1
80

2
100

3
120

4
140

5
160

6
180

7
200

8
220

9
240

10
260

11
280

12
300

13
320

14
340

15
360

16
380

17
400

18
420

19
440

1.0

0.5

0

-0.5

-1.0

X/m
543210

1.0

0.5

0

-0.5

-1.0

X/m
543210

（c）L/D=1.118 （d）L/D=1.934

1.0

0.5

0

-0.5

-1.0

X/m
543210

1.0

0.5

0

-0.5

-1.0

X/m
543210

图 12 不同长度塞锥的压力

图 13 不同长度塞锥的推力系数

（a）L/D=0.744 （a）L/D=0.931

Level
Pressure/kPa

1
10

2
15.6

3
21.1

4
26.7

5
32.2

6
37.8

7
43.3

8
48.9

9
54.4

10
60

11
65.6

12
71.1

13
76.7

14
82.2

15
87.8

16
93.3

17
98.9

18
104.4

19
110

1.5
1.0
0.5

0
-0.5
-1.0
-1.5

X/m
543210

（c）L/D=1.118 （d）L/D=1.934
X/m

543210 X/m
543210

图 14 不同长度塞锥的压力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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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5
-1.0
-1.5

1.5
1.0
0.5

0
-0.5
-1.0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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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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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不同长度塞锥的推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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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喷管内部的压力增大；塞锥越长，需要更高的压力

将气流排出。塞锥越长，塞锥后面的低压区越小。推力

系数先增大后减小，在 R/D=0.931处最大。

3 结论

（1）喷流在脱离塞锥后 10倍喷口直径的气流压

力和环境压力几乎无差别。

（2）气动偏转角随几何偏转角的变动而变动，气

动偏转角比几何偏转角大，范围在 1毅之内，可以忽
略，认为尾喷流能有效地随几何结构偏转而偏转。

（3）推力系数随偏转角增大而减小，在高空状态

下尤为严重。偏转 20毅时，在地面状态和高空状态下
的推力系数减小 1.2%和 2.5%。

（4）塞锥前端的导圆半径变化没有使气流分离，

对推力系数几乎无影响，对气动性能影响很小。

（5）随着塞锥长度的增加，喷管内部的压力增大。

塞锥越长，塞锥后面的低压区越小，低压值也越大。随

着塞锥长度的增加，推力系数先增大后减小，推力最

大处出现在 L/D=0.931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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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轴发动机双回路 PI控制器多发功率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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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应对多个发动机共同驱动同一直升机时，单个发动机性能衰退所引发的输出功率不平衡问题，以控制 2个转子转

速的双回路结构 PI控制器为基础，将外回路改为直接功率控制回路，搭配能够计算旋翼在一定转速下需求功率的机载模型，构建

了 1种涡轴发动机多发功率平衡匹配控制系统。内回路分别采用燃气发生器转子转速控制回路和动力涡轮转子转速控制回路，得

到参数不同的控制器并进行了仿真验证和对比。结果表明：所设计的双回路 PI控制器能够在保证涡轴发动机动力涡轮转速恒定的

同时，使性能衰退程度不同的 2台发动机输出相同的功率。

关键词：PI控制器；涡轴发动机；双回路结构直接功率控制；功率平衡匹配控制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1.004

Power Balance for Multiple Engines Based on Double-Loop PI Controller for Turboshaft
YANG Chao1,2, WANG Xi1,2, SHI Rui-jun3, ZHOU Jian-bo3, GAO Shi-huang3

渊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Advanced Aero-Engine, Beijing 100191, China; 3. AVIC Aviation Power Plant Research Institute, Zhuzhou Hunan 412002, China冤

Abstract: Based on a PI controller with double-loop structure aiming at controlling the speed of two rotor shafts, a control system to
balance the power of two or more engines on the same helicopter was achieved with a model which was able to calculate the power
demanded by the rotor on a fixed speed to avoid the bad effects of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of them. The outer-loop was modified to control
the power of power turbine shaft, and the inner-loop was designed either to control the speed of gas generator rotor or power turbine rotor.
Both controllers were simulated with the same engine model to verify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kinds of controll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roller designed in this paper can keep the power provided by two turboshafts balance at the constant NP when performance degradations
of these two engines ar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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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涡轴发动机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一直作为直

升机的主要动力装置[1]。由于直升机的特殊性，涡轴

发动机的工作状态与直升机旋翼等负载系统的工

作状态相互影响，所以在直升机的工作过程中，一

般都要求保持旋翼的转速恒定 [2-3]。于是，涡轴发动

机控制系统在保证发动机自身受到干扰时可以稳

定工作并且响应快速外，都要控制动力涡轮转速在

工作时保持恒定[4-7]。

传统的涡轴发动机控制采用串级双回路控制器。

内回路以燃气涡轮发生器转子转速为控制量，使发动

机快速响应外界变化；外回路以动力涡轮转子转速为

控制信号，保证在任何工作状态下转速保持恒定。采

用基于 LMI（线性矩阵不等式）设计鲁棒 PI控制器的

方法求取控制器参数，根据相应的结论建立线性矩阵

不等式约束，可以通过软件求解得到满足要求的控制

器参数[8-11]。基于 PI控制器的参数算法已在国内外得

到广泛的应用并且十分成熟[12-14]。

即使是同一个型号的发动机，由于制造误差及使

mailto:E-mail:chtjyc@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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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不同程度的性能退化，每个发动机的性能也并不

完全相同，因此，在双发乃至多发共同驱动同一直升

机的情况下，上述控制系统无法保证每个发动机在同

一时刻输出的功率相同，这使得直升机的操纵变得不

稳定[15-17]。

为改善上述情况，本文参考基于模型的性能退化

缓解智能 PDMIC（Performance Deterioration Mitigation

Intelligent Control）技术 [16-17]，在传统双回路转速控制

器的基础上设计基于模型的涡轴发动机双回路直接

功率控制器，在发动机性能退化时，保证双发输出相

同的功率和动力涡轮转速。

1 单一发动机直接功率控制系统原理及结构

要实现基于模型的性能退化缓解智能控制，需

要对发动机双回路结构控制系统（如图 1 所示）进

行改进。

图中不同下标的 G（s）代表不同部件或者系统模
块的传递函数。虚线框内为发动机某些物理量间的传

递函数，G4（s）为燃油流量 W f到燃气发生器转子转速
NG的传递函数，G5（s）为燃气发生器转子转速 NG 到

动力涡轮转子转速 NP的传递函数。G3（s）为燃油调节
器执行机构的传递函数，即控制器计算出的指令 r到
燃油流量 W f的传递函数。G2（s）为内回路 NG控制器，
G1（s）为外回路 NP控制器，在考虑使用 PI控制器时，

传递函数可表示为

G i（s）=Kpi+
K1i
s （i=1,2）

在设计控制系统前，需要获得虚线框内发动机的

传递函数，依据发动机的部件特性以及气动热力学和

转子动力学方程建立发动机部件级非线性模型。在此

基础上将其线性化，得到发动机的线性模型[4-5]，最终

从线性模型中得到这些传递函数。执行机构的传递函

数因机构类型不同而略有差别，将其假设为 1个 1阶

惯性环节，结构控制器（图 1）可以达到单个涡轴发动

机的控制要求。有关串级双回路转速 PI控制器的详

细设计过程以及参数见文献[8]。

在如图 1所示的原控制系统中，外回路控制器

G1（s）输入的控制信号为动力涡轮转子目标转速（一
般为设计值），但考虑到在双发或者多发匹配的涡轴

发动机控制系统中，直升机在稳定工作的同时需要保

证各发动机动力涡轮轴输出的功率相同，即控制系统

需要根据给定的功率信号控制发动机输出目标功率，

需要将外回路控制器的控制信号变为发动机动力涡

轮轴上的目标输出功率。与此同时，为保证在任意工

况下，直升机发动机的旋翼转速都能保持稳定，需要

1个机载模型准确计算出驾驶员总距角（旋翼桨距

角）与转速在设计值时旋翼等负载系统需求功率的对

应关系。在计算机仿真中，仅需使用旋翼模型即可实

现这一要求。用旋翼模型中的特性数据计算出在设计

旋翼转速时桨距角与需求功率的关系，根据驾驶员输

入的桨距角将对应的需求功率作为外回路的控制信

号输入控制器，便可实现在保证旋翼稳定工作的前提

下对动力涡轮轴输出功率的直接控制。此时，内回路

控制器保持不变，以燃气发生器转子转速为控制信

号，外回路中的反馈信号由如图 1所示的动力涡轮转

子转速信号变为动力涡轮轴的输出功率信号，在发动

机输出功率（PPT）值无法直接通过传感器测量的情况

下，该物理量可以使用扭矩传感器测量，动力涡轮轴

输出扭矩（PQT）与转速传感器测量出的动力涡轮转子

转速（NP）通过式（1）计算得出，整个控制系统的控制

结构如图 2所示。

PPT=
PQT·NP
9550

（1）

式中：PPT 为发动机输出功率，kW；PQT为动力涡轮轴
输出扭矩，N·m；NP为动力涡轮转子转速，r/min。

根据如图 2所示的控制系统结构以及如图 1所

示的双回路结构 PI控制器传递函数结构，由发动机

模型及旋翼模型得到需要的传递函数，先求取内回路

NPgoal 驻NP G1（s）

NP

驻NG

--
NG

G2（s） G3（s）r G4（s） G5（s）
W f

图 1 双回路结构 PI控制器结构

图 2 单个发动机直接功率控制器结构

旋翼

动力涡轮
转子转速 NP

发动机

动力涡轮轴
输出功率 PPT

燃气发生器
转子转速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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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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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的参数，将内回路控制器以及控制对象等效为

广义的控制对象，再运用控制器参数计算的相应结论

求解出外回路控制器的参数；然后运用基于 LMI的

鲁棒 PI控制器参数整定算法，求出满足控制系统性

能要求的单个发动机 PI控制器参数。控制器设计的

详细方法及原理见文献[8-11]。

2 双（多）发功率平衡控制的实现

实现对单个发动机的直接功率控制后，便可考虑

多个发动机共同驱动同一直升机时控制平衡分配。基

于前文对控制器的改进，可以根据输入的需求功率实

现对动力涡轮轴输出功率的伺服跟踪，采用机载旋翼

模型计算出准确的旋翼（负载）需求功率并平均分配

给各发动机即可。以 2个发动机平衡匹配为例，功率

匹配结构如图 3所示。图 3中的发动机控制器原理以

及结构与图 2中的相同。从图中可见，只要求得满足

要求的单个发动机直接功率控制系统中 PI控制器的

参数，即可实现这种控制结构。

3 仿真验证

依据前述的控制系统原理以及结构，可以建立对

应的模型进行仿真，最终验证方案的可行性。本文采

用 Matalb软件中的 Simulink 平台进行仿真验证，非

线性模型建模过程中需要的部件特性数据以及气体

的热力参数来源于文献[4-5]。由于受部件特性数据

适用范围的限制，仿真只能在发动机空中慢车以上的

工况下进行，以空中慢车工况作为仿真的最小工况，

对应驾驶员总距操纵杆角度假设为 0毅，最大状态对
应总距操纵杆角度为 67毅。仿真时长为 40 s，仿真时，

发动机 1正常工作，发动机 2压气机效率下降 3%以

模仿发动机性能衰退，仿真时不考虑因发动机性能下

降而无法达到的工况。

据文献[8-12]可以计算出外回路为直接功率控

制，内回路为燃气发生器转子转速控制的串级双回路

控制系统的控制器参数。直接功率控制回路 PI控制

器参数 Kp1=18.9112，K12=37.1863；燃气发生器转子转

速控制回路 PI 控制器参数 Kp2=1.2683×10-5，K12=

2.0683×10-5。

总距杆角度从最大角度的 80%加大到 90%，控

制器与发动机组成闭环系统的调节响应如图 4~8所

示，总距杆变化过程持续 1 s。总距杆角度的变化如图

4所示。

燃油流量随时间的响应过程如图 5所示。从图中

可见，因性能退化，发动机 2需要消耗更多的燃油才

能达到与发动机 1相同的输出功率。

燃气发生器和动力涡轮的转子转速的调节情况

分别如图 6、7所示。从图中可见，燃气发生器转子转

速调节较快，动力涡轮转子转速动态响应过程稍长，

但进入稳态后转速稳定。在进入稳定状态后，根据不

同发动机的部件特性以及整机匹配性能，在工作环境

相同且输出功率相同的条件下，压气机性能衰退后，

燃气发生器转子转速可能高也可能低，需要性能良好

的控制系统给予正确的调节，而性能退化后的发动机

2可以与发动机 1保持相同的动力涡轮转子转速并

有相似的动态调节过程。

2 个发动机动力涡轮

轴的输出功率如图 8所示。

从图中可见，二者在 2个工

作状态下的输出功率相等，

证明如图 3 所示的带有功

率匹配功能的控制系统结

图 3 双发功率平衡控制系统结构

控制器需求的反馈信号

发动机 1

发动机 2

发动机 1
控制器

发动机 2
控制器

需求功率
输入信号

机载旋翼
功率

分配模型

驾驶员输入桨距角

动力涡轮轴
目标转速

61
60
59
58
57
56
55
54
53

Time/s
35302520151050

330

320
310
300

290
280
270

260

Time/s
35302520151050

图 4 驾驶员总距杆输入角度 图 5 燃油流量响应

W f（eng1）
W f（eng2）

4.36
4.34
4.32
4.30
4.28
4.26
4.24
4.22
4.20

Time/s
35302520151050

2.0905

2.0900

2.0895
2.0890

2.0885

2.0880

2.0875

2.0870

Time/s
35302520151050

NP（eng1）
NP（eng2）

×104

NG（eng1）
NG（eng2）

×104

图 6 燃气发生器转子转速响应 图 7 动力涡轮转子转速响应

1150

1100

1050

1000

950

900

850

Time/s
35302520151050

PPT（eng1）
PPT（eng2）

图 8 功率平衡匹配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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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可实现，且可达到预期功能。

4 改善转子转速动态响应的控制系统改进方案

通过以上仿真验证结果可知，对于外回路控制动

力涡轮轴输出功率，内回路控制燃气发生器转子转速

的双回路控制系统，闭环系统中 2个转子转速的动态

响应品质均一般，尤其是动力涡轮转子转速的动态响

应（如图 4、9所示）的斜坡输入下需要 7~8 s才能进

入稳态，响应速度稍慢。发动机动力涡轮轴上的输出

功率与燃气发生器转子的转速呈对应关系，直接控制

功率可以实现对燃气发生器转子转速的调节。可将内

环的 PI 控制器的控制量改为控制动力涡轮转子转

速，改善其动态调节性能。双回路控制系统的结构不

变时（图 1），G4（s）为燃油流量 W f到动力涡轮转子转

速 NP的传递函数。控制参数的计算方法仍参考文献

[8-12]。外回路为直接功率控制回路，内回路为动力

涡轮转子转速控制回路。直接功率控制回路 PI控制

器参数 Kp1=32.0174，K12=100.074；动力涡轮转子转速

控制回路 PI 控制器参数 Kp2=5.1299×10-5，K12=

2.9362×10-5。

将设计出的单个发动机控制器组合成如图 3所

示的功率平衡匹配控制系统结构，并仿照上文进行仿

真验证。总距杆如图 4所示，在此条件输入下，各物理

量的响应如图 9~12所示。

由以上结果可知，改进的双回路控制系统与本文

第 3章阐述的内回路为燃气发生器转子转速的双回

路直接功率控制系统相比具有更好的性能。控制器燃

油流量的调节响应（图 9）比图 5更加灵敏。图 11与

图 7相比，动力涡轮转子在相同斜坡输入时动态响应

过程更快，进入稳态的时间在 5 s以内，在动态调节

过程中，如图 7所示的动力涡轮转子转速的最大调节

偏差为 30 r/min，而如图 11所示的控制系统最大调

节偏差仅为 3 r/min，超调量减小到未改进控制系统

的 1/10，燃气发生器转子转速的响应速度也相应提

高，基本可以与总距杆输入的变化过程保持同步。

综合以上的仿真验证，易知内环为动力涡轮转子

转速控制，外环为直接功率控制的双回路结构 PI控

制器。在实现多发功率平衡匹配功能的同时，还可以

保证闭环系统中燃油流量以及转子转速的响应有更

好的动态和稳态特性，可视为另 1种多发匹配控制系

统的设计思路。

5 结论

（1）以某型涡轴发动机为例，以双（多）发共同为

同一直升机提供动力时功率平衡匹配为目的，给出了

1种基于双回路 PI控制器结构的控制系统。将传统

的双转速控制模式转换为转速与功率控制模式，将外

回路变为直接功率控制回路并加入机载模型计算出

旋翼需求功率，以平均分配的方式将信号输入发动机

直接功率控制回路中。从给出的仿真验证结果可知，

这种控制方式可以在某一发动机性能衰减时实现多

发功率平衡匹配。

（2）为了改善动力涡轮转子转速的动态响应，使

直升机在整个工作中可以更稳定地工作，将内环控制

量改进为动力涡轮转子转速。由仿真结果可见，基于

动力涡轮转子输出功率与转速的双回路控制系统不

仅可以实现多发功率的平衡匹配，还能使发动机与控

制器的闭环系统具有更好的动态调节性能，其转子转

速调节过程中的超调量更小，进入稳态的速度更快，

同时其他物理量如燃油流量、燃气发生器转子转速的

响应特性也能得到改善。对应的仿真验证结果为涡轴

发动机多发功率的平衡匹配、涡轮发动机智能控制系

统的设计提供了 1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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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燃料对航空发动机燃烧室性能影响的计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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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2.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探索用其他燃料替代航空煤油的可行性，从航空发动机燃烧性能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燃用其他燃料对燃烧室性能的

影响。在不同燃烧工况下，利用流体计算软件 FLUENT模拟计算得到航空煤油、轻柴油、工业酒精的燃烧性能。结果表明：从燃烧的角

度来看，轻柴油的燃烧性能与航空煤油的差别不大，可直接替代航空煤油或与航空煤油混合使用；工业酒精与航空煤油的燃烧性能

差距很大，用作航空发动机燃料还需深入研究。

关键词：替代燃料；航空煤油；轻柴油；工业酒精；燃烧性能；燃烧室; 数值模拟；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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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on Influence of Alternative Fuel on Combustor Performance for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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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aviation alternative fuel袁the influence of the alternative fuel on the combustion
performance was investigated. FLUENT fluid computing software was used to simulate different alternative fuels on the combustion
properties. For gas turbine combustor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in the burning of aviation kerosene, light diesel oil or industrial alcohol
were simulated, the combustion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fuels was give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aviation
kerosene and light diesel oil, light diesel oil can be used directly or combining with aviation kerosene by engine combustor from the view of
engine combustion performance. There is a wide gulf between the aviation kerosene and the industrial fuel alcohol, it is needed an indepth
study for the technology on changing fuel from aviation kerosene to industrial alco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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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全球航空煤油需求不断增长，国际油价

不断上涨，各国都在积极探索用其他燃料替代航空煤

油的可行性，其中包括开发航空合成燃料和生物燃

料[1]。德国科学家早在 20世纪 20年代就已经对 1种

“费 - 托工艺”的人工合成燃料成功进行了试验；

Denial等直接采用正十二烷代替美国 JP7航空煤油

进行裂解和热传导的研究；法国科学院 Ragout针对

法国 TRO航空煤油的 3组分替代模型和美国 JP8航

空煤油的 6组分替代模型开展研究[3-9]；NASA的革命

性空间推进器概念项目开展了航空煤油替代燃料的

深入研究，其目标是世界各大石油公司根据使用者的

要求按配方生产低排放型燃料或高喷射型燃料 [2]；

2008 年 2 月，1 架 F-WWDD 号空中客车 A380-841

型客机以液化燃气为燃料，成功飞行 3 h，成为第 1

架用液化燃气为燃料飞行的民用飞机；波音公司正在

与美国大陆航空公司一起研发生物燃料，并在新西兰

的 1架波音 747-400喷气客机上进行了可持续生物

燃料的飞行测试[15]；近年来国内对替代燃料的研究逐

渐重视，中科院力学所范学军、俞刚以大庆 RP3航空

煤油为例，对航空煤油进行热物理特性研究[12]；此外，

mailto:guorq@av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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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也开展了替代燃料的

深入研究[13-14]。

本文利用流体计算软件 FLUENT，针对燃气轮机

燃烧室在不同工况下燃用航空煤油、轻柴油、工业酒

精 3种不同燃料，模拟计算了其对燃烧室性能的影

响，对发展下一代航空替代燃料有一定参考价值。

1 数理模型的建立

采用非预混 PDF燃烧模型进行数值计算，航空

煤油及轻柴油的成分及物理性质见表 1。工业酒精的

成分及物理性质采用如下方法计算。

醇类物质反应机理十分复杂，中间产物极多，若

全部考虑，数值计算工作量极大。在不影响试验结果

的前提下，可以选取主要中间产物简化试验。乙醇的

总体反应如图 1所示。

从图中可见，脱氢反应是乙醇消耗的主要途径，

其使乙醇氧化成不同的中间产物从而完成整个燃烧

氧化过程。在 pre-PDF模型中计算选取 13种组分，

工业酒精反应组分见表 2。

用 pre-PDF软件计算的工业酒精在燃烧反应过程

中各组分的摩尔分数和温度分布分别如图 2、3所示。

采用 FLUENT 软件中的 Realizable k-着 湍流模
型、DDM (Discrete Drop Model)喷雾模型、DO 辐射模

型、热力模型 NOx排放模型进行计算[10-11]，文献[11]将

该模型的单环腔燃烧室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进

行了对比研究，验证了其计算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采

用与其相同的数理模型对不同结构的燃烧室性能进

行对比。

1.3 网格划分和边界条件

1.3.1 计算域和网格划分

燃烧室结构及计算域如图 4 所示。燃烧室设

计为 20 个头部、分成 64 个体积、总网格数目为

166 万。

航空煤油

轻柴油

分子式

C12H23

C12H23

质量分数 /

%

100

100

平均分子量

154

170

密度 /

(kg/m3)

780

876

热值 /

kJ

43.12

42.37

Cp /

(J/kg·K)

2090

1884

航空煤油

轻柴油

导热系数 /

（W/m·K）

0.149

0.145

潜热 /

(J/kg)

226000

67536

蒸发温度 /

K

341

400

沸点 /

K

477

523

饱和蒸汽

压力 /Pa

1329

1580

热值 /

kJ

43.12

1580

表 1 航空煤油及轻柴油的成分及物理性质

图 1 工业酒精氧化的总体反应流程

CH3OCH3

CH3CH2O

CH3CHO

CH3

CH2O

H2O

CO

N2

O2

OH

CO2

CH3OH

CH2

G 0

G 0

G 0

G 0

G 0

G 0

G 0

G 0

G 0

G 0

G 0

G 0

G 0

46.06952

45.06155

44.05358

15.03506

30.02649

18.01534

28.01055

28.01340

31.99880

17.00737

44.00995

32.04243

14.02709

300

300

2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250

4000

4000

6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4000

2

2

2

1

1

0

1

0

0

0

1

1

1

6

5

4

3

2

2

0

0

0

1

0

4

2

1

1

1

0

1

1

1

0

2

1

2

1

0

0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表 2 工业酒精反应组分

图 2 工业酒精各组分摩尔分数

图 3 工业酒精反应过程的温度变化

分子式
干燥无

灰基
分子量

液化

温度 /℃
比热容

C H O N

KEY
CH3OCH3

CH3CH2O
CH3CHO
CH3

CH2O
H2O
CO
N2

O2

OH
CO2

CH3OH
CH2

原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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滓1燃烧室

0.928
0.930
0.937

工质

航空煤油

轻柴油

工业酒精

滓2二股腔道外环

0.983
0.983
0.981

滓3二股腔道内环

0.982
0.982
0.981

表 4 设计点不同燃料总压恢复系数的比较

工质

航空煤油

轻柴油

工业酒精

燃烧效率 浊k

0.986

0.984

0.940

表 5 设计点不同燃料燃烧

效率的比较

（a）航空煤油

（b）轻柴油 （c）工业酒精

图 5 燃烧室纵切面温度分布（设计点 1）

工质

航空煤油

轻柴油

工业酒精

FOTDF

0.34

0.38

0.41

表 6 设计点不同燃料出口

温度分布系数

（c）工业酒精（b）轻柴油
图 6 燃烧室出口温度系数分布（设计点 1）

（a）航空煤油

工质

航空煤油

轻柴油

工业酒精

NOx排放 /

（mg/m3）

2404.0

2099.9

1393.6

NOx排放 /

(g/N)

890.43

777.73

720.30

CO排放 /

(mg/m3)

1213.3

1288.2

5243.4

CO排放 /

(g/N)

439.92

467.07

2353.26

表 7 设计点不同燃料出口污染物排放

1.3.2 边界条件

采用流量进、出口边

界条件，其设置见表 3。

在文氏管出口设置

了中空的锥形喷雾，该圆

锥的初始直径为 0.019 m

（略小于文氏管出口直

径），半锥角为 35毅。液滴的初始温度为 400 K，初始直

径为 40 滋m。

2 燃用不同燃料的燃烧性能

2.1 总压恢复系数

在设计点燃用 3种燃料燃烧室的总压恢复系数

计算结果见表 4。

从表中可见，在火焰筒出口，燃用工业酒精的总

压恢复系数略高于燃用航空煤油和轻柴油的，说明燃

用工业酒精的热阻损失要低于后二者。

2.2 燃烧效率

在设计点 燃 用 3

种燃料燃烧室的火焰

筒内燃烧效率计算结

果见表 5。

从表中可见，在火焰

筒出口，燃用工业酒精的

燃烧效率要大幅低于航空煤油和轻柴油燃用工业酒精

的燃烧效率远低于航空煤油和轻柴油的, 这可能与工

业酒精热值较小，燃烧组织较为困难有关，但其深层原

因还需进一步研究。

2.3 沿流程截面温度分布

在设计点燃用 3种燃料燃烧室沿流程截面温度

分布如图 5所示。

从图中可见，燃用航

空煤油和轻柴油的温度分

布十分接近，燃用航空煤

油最早出现高温区，而燃

用工业酒精火焰较短，高温区主要出现在掺混孔前，

表明航空煤油最易燃烧。

2.4 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

在设计点燃用 3种燃

料燃烧室沿出口温度分布

见表 6及如图 6所示。

从表 6及图 6中可见，

燃用航空煤油的出口温度

系数远低于工业酒精和轻

柴油的，其中燃用工业酒精

的出口温度很低，这可能与

工业酒精热值较小，燃烧不

充分有关，但其深层原因还

需进一步研究。

2.5 污染排放

在设计点燃用 3种燃料燃烧室出口污染排放见

表 7。

图 4 燃烧室结构及网格

工质

航空煤油

轻柴油

工业酒精

p3 /

kPa

3388.5

3388.5

3388.5

T3 /
K

860
860
860

T4 /
K

860
860
860

表 3 燃气轮机设计点

状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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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见，燃用航空煤油的 NOx排放最高，CO

最低，燃用工业酒精的 NOx排放最低，但 CO的排放

最高，表明航空煤油燃烧最为充分，这在表 5中航空

煤油的燃烧效率最高也得以说明。

3 结论

对比航空煤油、轻柴油、工业酒精 3种不同燃料

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航空煤油的燃烧效果最好,

轻柴油的其次，工业酒精的最差。从燃烧的角度来看，

由于工业酒精与航空煤油的热值、分子量及物性等差

距很大，用于航空发动机还需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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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振分析的发动机附件传动系统

危险齿轮的确定

欧阳旭靖 1，郭 梅 2，王建军 1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2.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航空发动机动力传输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确定某典型发动机附件机匣齿轮系统危险齿轮，对附件机匣各齿轮进行模态计算，通过行波共振分析获得共振

Campbell图，初步得到危险齿轮编号。采用等效有限元法建立齿轮系统有限元模型，计算研究齿轮系统共振特性，确定工作转速内可被

激起的危险共振模态，通过应变能法确定危险齿轮从而对单齿轮分析结果进行补充。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方法和技术能够有效确定复

杂附件传动系统危险齿轮，从而大幅减少设计时间，并可为试验测量和故障分析提供参考。

关键词：危险齿轮；附件机匣；共振分析；齿轮系统；单齿轮；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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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e the Dangerous Gear in Accessory Gear System of Engine Based on Resonance Analysis
OUYANG Xu-jing1, GUO Mei2, WANG Jian-jun1

渊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for Power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of Aeroengine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dangerous gears in the accessory gear system of a typical engine, modal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gear were calculated, the Campbell plot was drawn by traveling-wave resonance analysis, the number of dangerous gear were preliminary
got. The gear system was simulated using equivalent finite element method to study the reson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ar system. New
dangerous gears within the working speed were determined based on resonance analysis of the gear system. Dangerous gears were
determined through strain energy method; the results of the single gear analysis were add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ethod and
technique can determinate dangerous gear of complex accessory gearbox system effectively, reduce the design time, provide reference for
test measurement and fault analysis.

Key words: dangerous gear ; accessory gearbox; resonance analysis; gear system; single gear;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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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附件齿轮传动系统作为航空发动机重要的传动

装置，其可靠性对于发动机性能具有重要影响。发动

机性能指标不断提高，航空齿轮薄壁结构的轻薄化设

计使得轮体结构的振动疲劳破坏成为主要失效模式

之一。为了保证齿轮系统工作可靠性，在设计过程中

需要分析齿轮系统振动特性并进行试验验证，而附件

机匣为多个齿轮轴组成的复杂长链式系统，各齿轮载

荷环境和共振特性不相同，系统分析每个齿轮会延长

设计周期。因此在不同环境下，确定可能产生共振从

而引起疲劳破坏的危险齿轮，将其作为结构设计、响

应分析、疲劳特性研究的主要对象，对于提高设计效

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为试验测量和故障分析提

供参考[1-2]。

附件机匣齿轮系统特别复杂，研究其振动问题成

为发动机设计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国外在齿轮箱的理

mailto:oyxj1989@163.com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2卷

论设计和试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Hanjun Jiang

和 Yimin Shao[3]研究了考虑啮合刚度齿轮系统振动特

性，表明齿轮系统啮合相位角对振动响应具有明显影

响；Jian Lin和 Robert G. Parker[4]研究了啮合刚度变化

对 2级齿轮系统振动问题的影响，分析说明了啮合相

位角对齿轮系统振动影响很大，同时参数不稳定性也

比单级齿轮系统的更复杂；也有大量学者[5-6]对齿轮系

统减振降噪设计进行了研究。可见复杂齿轮系统振动

问题已受到广泛关注。中国在分析解决多次出现的附

件机匣振动破坏问题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宋乐

民[7]对发动机中央传动锥齿轮试验机理进行了试验研

究；杨荣等[8]在某型航空发动机附件机匣中心传动锥

齿轮故障断裂分析中发现行波振动可能导致严重故

障，有必要对齿轮系统进行行波共振分析；郭梅等[9-10]

对附加机匣齿轮系统进行振动特性分析时发现，由于

附加机匣是复杂的多部件组合弹性系统，多频率、多

啮合的激励导致系统的振动设计和共振特性更为复

杂，不易分析。目前大部分学者主要对某一问题进行

深入分析，而关于危险齿轮确定的研究相对较少。李

占营[11]对 2级圆锥齿轮系统进行了有限元分析，通过

共振转速图给出了简单避振方案，但并未系统地给出

危险齿轮的确定方法。

本文基于共振分析，结合行波共振分析方法及应

变能法，提出了 1个危险齿轮确定方案，并确定了某

典型航空发动机附件机匣齿轮系统危险齿轮。对附件

机匣内各齿轮进行模态计算及行波共振分析，初步确

定工作转速内可能出现危险共振模态的齿轮，建立齿

轮系统等效模型，进行应变能分析验证行波共振分析

初步确定的危险齿轮是否准确，并给出最终确定方

案。该分析过程仅需对齿轮进行模态计算，耗费时间

较少，之后谐响应分析及试验验证仅需集中于危险齿

轮，可大幅缩减振动设计时间及成本。

1 附件机匣齿轮系统和危险齿轮确定方法

1.1 附件机匣齿轮系统

典型航空发动机附件机匣齿轮系统由 1002～

1011号 10 个直齿圆柱齿

轮组成，其中 1006号齿轮

为双联齿轮，系统简化如

图 1所示。传动系统如图

2所示。

齿轮轴系统主要参

数见表 1。系统动力由

1005 号齿轮轴输入，经

由各齿轮传给相应附件。

从表可见，各齿轮啮

合激励频率分为 2部分，

分别为 10385 和 4534

Hz，本文根据啮合激励频

率将齿轮系统各齿轮分为上下 2个分支（图 2中虚线

方框）。

1.2 齿轮系统激励特性

齿轮工作中所受激振力主要为轮齿啮合激励力，

其频率 f可通过齿轮工作转速 N/（r/min）及齿数 z 计
算得出。由于主动轮和从动轮所受啮合激励力的频率

相同，故以主动轮为例进行计算。

f= N
60
·z （1）

在齿轮传动过程中，激励力主要由啮合齿面、支

承平面和输入输出端套齿产生，分别对 3个部分激励

特性进行说明。

在略去齿面间摩擦力的情况下，啮合齿面啮合力

仅为啮合平面内的法向力 Fn，Fn的方向与啮合线重合，

可以分解为切向力 Ft和径向力 Fr 2个分力，而在直齿

圆柱齿轮系统轴向方向没有激励力，如图 3所示。

支承处啮合力主要由齿面啮合力牵引导致，由于

直齿轮齿面啮合力不存在轴向力，因此支承平面内仅

产生径向力。
图 1 齿轮系统简化

10061009

1010 1008 1007 1005

1011
1004 10031002

图 2 传动系统

上分支

下分支

输入轴

附件 4

附件 5

附件 1

附件 2

附件 3

1002

1003

1004

1005
1011

1006
1007
1008

1009
1010

额定转速 /（r/min）

13257

8901

10215

15577

8776

8776

4251

6327

8002

6327

20100

齿轮编号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大

1006小

1007

1008

1009

1010

1011

齿数

47

70

61

40

71

31

64

43

34

43

31

啮合频率 /Hz

10385

10385

10385

10385

10385

4534

4534

4534

4534

4534

10385

表 1 齿轮轴主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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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节圆扭转振动

齿轮系统在给附件传递扭矩和功率过程中，会在

输入输出轴套齿齿面上产生周向力，而惰轴则不产生

周向力。

1.3 危险齿轮确定方法

确定危险齿轮分 2步：单个齿轮行波共振分析和

齿轮系统共振分析。

通过单个齿轮行波共振分析，判断齿轮在工作时

是否可能发生共振，同时可确定共振的频率、阶次及

转速等。由于轮齿啮合的存在，齿轮系统中各齿轮间

不可避免的存在耦合作用，使得单个齿轮主导振动模

态固有频率发生变化，同时伴随产生耦合振型，而单

个齿轮行波共振分析无法对耦合作用进行评价。通过

对齿轮系统进行共振分析，可以对单个齿轮行波共振

分析结果进行补充，从而准确确定危险齿轮。

危险齿轮确定方法的流程如图 4所示。

单个齿轮共振分析分 2步：结合激励特性及模态

振型，研究各类模态是否能被激起；通过行波共振分

析，确定常用工作转速范围内是否出现共振模态作为

危险齿轮判断依据。

齿轮系统共振分析分 3步：结合激励特性研究各

类共振模态能否被激起；将可被激起的各阶共振模态

绘制到共振转速图中，确定常用工作转速区间内出现

的共振点；通过对各共振点的共振模态进行应变能分

析，确定常用工作转速范围内最可能出现共振的齿

轮，即为危险齿轮。

2 单齿轮共振分析确定危险齿轮

2.1 附加机匣单齿轮有限元模型

附件机匣齿轮系统由 10 个齿轮组成，在 UG

8.0中分别建立各齿轮的 3维实体模型，并在 ANSYS

中采用 solid185单元建立有限元模型。各齿轮材料属

性均为：弹性模量 E=1.94×1011 Pa，密度 籽=7860

kg/m3，泊松比 淄=0.297。由于齿轮数较多，因此给出上

下分支的 1004号齿轮和 1007号齿轮的有限元模型

举例说明，如图 5、6所示。其中 1004号齿轮的单元数

为 71004，节点数为 100528；1007号齿轮的单元数为

93056，节点数为 130176。

根据实际工作条件施加边界条件，在滚棒轴承支

承表面各节点施加径向约束；在滚珠轴承支承表面各

节点上施加径向和轴向约束；在工作过程中齿轮转动

自由度无约束，因此放开周向自由度。

2.2 机匣传动系统齿轮模态振型特性

通过对上述附加机匣各齿轮进行模态计算，得到

相应的固有频率和模态振型。下面将通过对模态振型

进行分类[12]，并结合 1.2节的激励特性及各类模态激

振条件分析振动能否被激起。

根据振动位移分布，可以将单齿轮模态振型分为 3

类：轮体主导的振动，齿轮轴主导的振动及耦合振动。

轮体主导的振动根据振动方向可分为以下 3种。

（1）周向扭转振动，其模态振型如图 7所示。这类

振动主要由轮齿啮合产生

的切向力激起，根据 1.2

节激励特性分析可知，典

型附件机匣齿轮系统存在

周向力，因此这类振动可

被激起。

（2）径向伸展振动，其

图 3 齿轮啮合平面受力情况

Fn

FrFt

琢

C
d1 T1

琢
Fn Fr

Ft

d1 T1

C

图 4 危险齿轮确定流程

图 5 1004号齿轮模型 图 6 1007号齿轮模型

7.81028 11.422 15.0338 18.6456 22.2573 25.8691 29.4809 33.0927 36.7044 40.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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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态振型如图 8所示。激振条件为轮体上的径向力，

附件机匣齿轮系统啮合时存在径向力，因此这类振动

可被激起。

（3）轴向振动，振型如图 9～11所示。由于仅轴向

激励力可激起该类振动，而本文分析的典型附件机匣

齿轮系统不存在轴向力，因此这类振动不会被激起。

齿轮轴主导的振动分为 2类。

（1）扭转振动，振型如图 12所示。振动由齿轮轴

上的周向力引起，根据激励特性分析，可知仅当振动

发生在输入、输出轴对应套齿端时才可被激起；

（2）周波振动，振型如图 13所示。这类振动主要

发生在齿轮轴自由端，而自由端不存在激励力，因此

这类振动被激起的可能性较低。

耦合振动的形式较为

复杂，难以判断，根据典型

附件机匣齿轮系统不存在

轴向力的特性，可知当耦

合振动的主要振动方向为

轴向时，不会被激起，这类

振型如图 14所示。

2.3 基于行波共振分析危险齿轮的确定

2.3.1 行波共振分析原理

根据文献[13]可知，齿轮行波共振分析是齿轮设

计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对于避免齿轮共振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在共振分析采用静止坐标系时，齿轮的节径

型振动是前、后行波节径型振动，其固有频率随转速

变化，见式（2）、（3）。

ff=fd+mN/60 （2）

fb=fd-mN/60 （3）

式中：ff、fb分别为齿轮旋转时，从静坐标上看到

的顺、逆齿轮转向的前后行波固有振动频率；fd为齿

轮旋转时，从与齿轮同转速同向旋转的动坐标上看到

的齿轮振动固有频率，简称动频；齿轮不转时的固有

频率称为静频，以 f表示；m为节径数。
由 1.2节可知，齿轮的激振频率随转速变化，变

化关系见式（1）。通过绘制前后行波与激振频率随转

速的变化曲线，得到共振 Campbell图，由 2种线的交

点可直观看出共振频率和共振转速，从而确定可能的

共振模态。

2.3.2 单齿轮危险齿轮确定

根据行波共振分析原理，对典型附加机匣齿轮系

统各齿轮进行行波共振分析，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以

1004号齿轮和 1007号齿轮为例，给出共振 Campbell

图，如图 15、16所示。

从图 15中可见，在工作转速范围内，1004号齿

轮有 5阶共振模态，分别对应轮体 4节径对折振动、

轮体 2节径与 1节圆耦合振动、轮体 3节径与 1节圆

耦合振动、轮体 2节径轮体径向伸展振动和轮体 5节

径对折振动。根据 2.2节的分析可知，仅轮体主导的 2

节径径向伸展振动可被激起。

从图 16中可见，在工作转速区间范围内，1007

号齿轮有 2阶共振模态，分别为轮体 3节径对折振动

图 12 齿轮轴扭转振动 图 13 齿轮轴周波振动

0.619507
9.80406

18.9885 20.1732
37.3577

46.5423
55.7268

64.9114
74.0959

83.2805

图 14 耦合振动
0.219E-07

5.64623
11.2926

16.9303
22.5052

20.2315
33.0779

39.5241
45.1703

50.1066

图 15 1004号齿轮共振 Campbell

图 8 径向伸展振动

0.474E-07
5.66753

11.3351
17.0026

22.6701
28.3377

34.0052
39.6727

45.3403
51.0078 0.577E-04

6.9808
13.9615

20.9423
27.923

34.9037
41.8842

48.8652
55.846

62.8267

图 9 节径对折振动

图 10 节径节圆耦合振动 图 11 节圆伞形振动

0.225E-05
12.0022

24.1645
36.2467

40.3203
60.4111

72.4934
04.5754

96.6570
100.74

0.342E-11
4.62225

9.24449
13.8667

18.489
23.112

27.7335
32.3557

36.978
41.6002

0.774E-05
17.8227

35.6453
53.468

71.2906
89.1133

106.936
124.759

142.581
16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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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轮体 1节径径向伸展振动，仅轮体 1节径径向伸展

振动可被激起。

由行波共振分析可知，由于航空发动机工况转速

十分广泛，因此共振产生可能性很大，严格来讲，不可

能完全避免共振。但是共振实为能量聚集过程[14]，只

要齿轮共振转速不落在常用工作转速下，或者在共振

转速停留较长时间，则共振破坏可能性较小，可以达

到使用要求。

为了判断各齿轮是否发生共振破坏，需要确定常

用工作转速区间。根据文献[15]给出发动机 2个常用

工作转速区间：

（1）在亚声巡航状态下，工作转速区间 n =（80%

～90%）nmax；

（2）在最大连续状态下，工作转速区间 n =（95%

～100%）nmax。

将 2个常用转速区间在行波共振分析图中标出，

如图 15、16中的红色方框所示。从图中可见，1004号

齿轮可被激起的 2节径径向伸展振动不落在该区间，

因此可达到使用要求，为非危险齿轮；1节径径向伸

展振动落在常用工作转速区间内，因此可能发生共振

破坏，将其确定为危险齿轮。

同理，对附件机匣其他齿轮进行分析，最终确定

危险齿轮为 1003、1006和 1007号齿轮。

3 基于齿轮系统共振分析的危险齿轮确定

3.1 齿轮系统等效有限元模型

根据第 1.3节所述，轮齿啮合的存在使得齿轮系

统单齿轮主导振动模态固有频率发生变化，且存在耦

合振型，导致单齿轮共振分析存在一定误差，因此通

过建立齿轮系统的有限元模型进行共振分析，从而对

单齿轮共振分析确定的危险齿轮进行修正补充。

齿轮系统建模的主要思想是通过对啮合刚度进

行模拟从而建立等效有限元模型，本文在文献[16]等

效建模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弹簧单元模拟啮合刚度，

并用质量单元模拟轮齿结构，从而有效减小忽略轮齿

带来的误差。实际计算分析表明，这种方法具有通用

性好、误差小的优点。

根据 GB/T 3480—1997[17]计算得到齿轮啮合刚度，

通过 UG软件提取得到轮齿质量。基于该方法建立齿

轮系统等效有限元模型如图 17（a）所示，由于齿轮系统

结构较大，因此分段进行表示如图 17（b）所示。

轮体和齿轮轴采用实体单元类型为 8节点六面

体单元 Solid185，单元数为 108206，轮齿对应质量单

元的单元类型为 MASS21，单元数为 535，啮合刚度采

用弹簧单元模拟，单元类型为 Combin21，单元数为 47，

系统总节点数为 159245。边界条件的施加与单齿轮的

相同，在对应支承处施加相应的径向和轴向约束。

3.2 齿轮系统模态振型特性

在 ANSYS中对齿轮系统等效有限元模型进行模

态计算，提取模态振型。根据各阶振型特点将齿轮系

统模态振型分为上、下分支振动，分别包括轮体主导

的轴向节径振动（如图 18所示）、轮体主导的轴向节

圆振动（如图 19所示）、轮体主导的径向伸展振动（如

图 20所示）、齿轮轴主导的周波振动（如图 21所示）

和齿轮轴主导的径向伸展振动（如图 22所示）、耦合

振动（如图 23所示）。由于提取阶次的原因，没有列出

全部振型，高阶模态不在工作转速范围内，因此无需

全部进行考虑。

图 16 1007号齿轮共振 Campbell

（a）完整 （b）局部

图 17 齿轮系统等效有限元模型

图 19 轮体轴向节圆振动图 18 轮体轴向节径振动
0.128E-05

5.81752
11.635

17.4526
23.2701

29.0876
34.9051

40.7226
46.5402

52.3577 0.130E-03
3.96913

7.93813
11.9071

15.8761
19.8451

23.8141
27.7831

31.7521
35.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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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轮体径向伸展振动 图 21 齿轮轴周波振动

根据齿轮系统激励特性研究上述各类模态是否

能被激起。由 1.2节分析可知，上、下分支对应的啮合

激励频率区间不同，因此当激励频率区间和振动发生

位置为不同分支齿轮时，这类振动不会被激起，而激

励频率区间和振动位置为同一分支时，可分为 3方面

进行讨论：

（1）当振动为轮体轴向振动时，由于此时附件机

匣齿轮系统不存在轴向激励力，不会被激起；

（2）当振动为轮体非轴向振动（如轮体扭转振动

和径向伸展振动）时，可能被激起；

（3）当振动为齿轮轴主导振动（包括齿轮轴扭转

振动和周波振动）时，这类情况与 2.2节分析相同，仅

输入输出轴对应套齿端齿轮轴扭转可能被激起，其余

均不会被激起。

3.3 齿轮系统危险齿轮的确定

3.3.1 共振分析确定共振模态

由 2.3.2节的分析可知，当常用工作转速区间范

围内出现共振模态时，系统可能发生共振破坏。由于

齿轮系统模态十分密集，共振分析较为困难，而根据

上一节的分析可知，附件机匣可被激起的模态相对较

少，因此通过主动挑选工作转速范围内可被激起的模

态振型，并绘制成共振转速图，如图 24所示，图中转

速以 1006号齿轮为基准。为了研究各阶模态振动能

量分布，给出工作转速内可被激起共振模态应变能分

布，如图 25所示。

从共振转速图中可见：

（1）小齿频对应激励线在最大连续状态与第 1阶

模态相交，对应阶次为 65；

（2）大齿频对应激励线在亚声速巡航状态和最大

连续状态下均有 2 个共振点，对应的阶次为 150、

155、177和 178。

上述 5阶危险共振模态的共振频率和共振转速

见表 2。

3.3.2 应变能分析确定危险齿轮

由上节的分析可知，齿轮系统在工作转速区间范

围内存在 5阶危险共振模态，对上述模态进行应变能

分析[18]，结果见表 3。

分析结果表明：

（1）65阶应变能主要集中在 1007号齿轮，150和

155阶应变能集中在 1006号齿轮，即这 3阶对应的

危险齿轮与单齿轮分析一致；

（2）177、178阶应变能主要集中在 1004号齿轮，

而单齿轮分析中 1004号齿轮为非危险齿轮，可见轮

齿啮合的影响使 1004号齿轮频率发生偏移，从而导

致在工作转速范围内可能发生共振破坏，也确定为危

险齿轮。

上述分析表明：轮齿啮合使得各齿轮发生耦合作

用，齿轮系统固有特性更为复杂，导致通过单齿轮共

图 22 齿轮轴径向伸展振动 图 23 齿轮轴耦合振动

图 24 齿轮系统共振转速 图 25 共振模态应变能分布

频率 /Hz

转速 /（r/min）

65

4365

8448

70

4544

8795

150

8815

7449

155

9095

7686

177

10065

8506

178

10119

8551

阶次

表 2 共振频率和共振转速

参数

阶次

65

150

155

177

178

1002

—

—

—

—

—

1003

—

—

—

0.01

0.02

1004

—

—

—

0.98

0.96

1005

—

—

—

0.01

0.02

1006

—

1.00

0.84

—

—

1007

0.82

—

0.16

—

—

1008

0.07

—

—

—

—

1009

0.04

—

—

—

—

1010

0.07

—

—

—

—

1011

—

—

—

—

—

齿轮编号

表 3 危险共振模态应变能分布

0.215E-06
5.1537

10.307
15.4611

20.6148
25.7682

30.9222
36.0759

41.2296
46.3833 0.160E-10

30.8113
61.6226

92.434
123.245

154.057
184.868

215.679
246.491

277.302

0.219E-10
5.65175

11.3035
16.9553

22.607
28.2588

33.9105
39.5623

45.214
50.8658

0.102E-03
2.79536

5.59062
8.38588

11.1811
13.9764

16.7717
19.5669

22.3622
25.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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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分析确定危险齿轮对于部分齿轮判断不准确，而通

过对齿轮系统共振分析，可以有效弥补单齿轮分析的

不足，更为准确得到齿轮系统危险齿轮。

4 结论

（1）齿轮激励特性与振动方向研究对于判断各类

模态共振可能性具有指导意义，基于激励分析并结合

行波共振分析可以确定各齿轮是否为危险齿轮；

（2）由于耦合作用，仅由单齿轮共振分析确定的

危险齿轮对于部分齿轮判断不准确，通过对齿轮系统

共振分析，可以有效弥补单齿轮分析的不足，更为准

确地得到齿轮系统危险齿轮；

（3）发动机附件机匣结构庞大、复杂性强，系统设

计周期较长，通过共振分析确定危险齿轮，减少了非

必要的安全齿轮的分析，大幅减少设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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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壁构件试验模型的动力学相似设计方法

王 有 1，罗 忠 1，曲 涛 2，王德友 3，刘永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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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42）

摘要：针对由薄壁构件相似模型试验结果预测原型动力学特性的问题，建立了统一的数学模型，并基于方程分析法推导了动

力学相似关系。通过对薄壳单元进行受力分析，推导得到薄壁构件的微分方程，并通过微分方程得到完全几何相似模型可准确预测

原型动力学特性的相似关系。在建立薄壁构件结构参数对固有频率的敏感性与相似因子指数的比值关系基础上，提出薄壁构件不

完全几何相似模型与原型的动力学相似关系（即畸变相似关系）的确定方法。最后给出基于敏感性分析的薄壁构件精确畸变相似关

系设计流程，为薄壁构件相似试验模型的设计及动力学特性的预测提供参考。

关键词：薄壁构件；相似设计；畸变相似关系；敏感性；试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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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Similitude Design Method of Experimental Models for Thin Walled Structures
WANG You1袁 LUO Zhong1 袁 QU Tao2袁 WANG De-you3袁 LIU Yong-quan3

渊1.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袁 Northeastern University袁 Shenyang 110819; 2.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Air Force in Shenyang 袁 Shenyang 110031; 3. 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42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elastic thin walled structures similitude models predict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totype袁 the unified mathematic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and dynamic scaling laws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equation analysis method. The unified governing equation of elastic thin walled structures was firstly obtained by the stress analysis of a
shell element袁 and the scaling law was deduced between the geometrically complete model and the prototype based on the unified governing
equation. On the basis of establishing the ratio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exes of scaling factors and sensitivity results of structural parameters
for the natural frequency袁 and the method of determining the dynamic scaling law 渊distorted scaling law冤 was proposed between the
geometrically partial similitude models and the prototype. Finally袁 the design procedure of determining accurate distorted scaling laws was
given out based on the sensitivity analysis袁 which provided the design method of similitude models and the prediction of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for elastic thin walled structures.

Key words: thin walled structures; similitude design; distorted scaling law; sensitivity; tes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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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薄壁构件通常是指厚度与结构件最小平面跨度

之比在 1/80和 1/5之间的弹性结构件[1]。在工程应用

中，由于薄壁结构件具有结构简单、抗弯刚度大等优

点，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海洋机械、化工机械等工

程领域[2]。在工作过程中，薄壁构件受力情况复杂且经

常处于振动状态，其剧烈振动可能导致结构损坏，甚

至引起无法预料的破坏，因此，对其进行振动特性分

析具有重要意义[3]。然而在实际研究中，若直接采用原

型进行试验就会受到体积大、试验难度大、成本高等

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因此，设计相似模型预测原型的

动力学特性具有重要价值。有很多学者对薄壁构件的

振动特性进行了研究：Leissa[4]对薄壳的振动特性进行

mailto:wy51507758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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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理论分析，并给出了薄壁壳的振动微分方程；

Narita [5]通过采用改进的 Ritz法研究了简支板的固有

特性；Irie等[6]分析各类层合壳的动力学特性，并提出

了用传递矩阵法分析薄壳在任意边界下的振动特性；

Zhou等[7]根据混合能量守恒原理，采用 Hamiltonian方

法分析了薄圆板和圆环薄板的固有特性，得到了不同

边界下的频率方程；对于薄壁构件的相似设计方面的

研究，Krayterman等 [8]采用量纲分析法推导了薄板的

相似关系，考虑了边界条件对相似关系的影响，并对

相似模型设计方法的预测精度进行了讨论；Qian等[9]

得到了响应下层合板的相似关系，并且相似准则能准

确描述原型的响应；Rezaeepazhand 和 Simitses [10]通过

相似模型预测了层合壳的屈曲和自由振动特性；

Ungbhakorn 和 Singhatanadgid [11-12]提出了 1 种推导相

似关系的新方法，并且呈现了对称层合板和层合圆柱

壳在考虑载荷影响下的相似关系；Oshiro和 Alves[13]研

究了预测原型动力学特性的畸变相似关系，并且分析

了受动载荷原型的 3个问题。

综上所述，对于典型薄壁构件，如弹性薄板、薄壁

圆柱壳的相似性研究也有很多，然而确定薄壁构件精

确的畸变相似关系研究尚不多见。

本文通过微元法给出了薄壁构件统一形式的本

构方程，并提出了确定薄壁构件精确畸变相似关系的

方法，为航空发动机等重大机械装备薄壁构件相似试

验模型的设计提供了参考。

1 基本理论

在笛卡尔坐标系 Oxyz
中，建立曲线坐标系 O'琢茁酌
如图 1所示。琢、茁沿曲面的
曲率线方向，酌 与 琢、茁 垂
直，位移 u、v、w 分别代表
琢、茁、酌方向的切向位移。dr
为曲面上的微段弧长。E为
材料的弹性模量， 滋为泊
松比，籽为密度。
曲面上的微段弧长 dr可表示为[14]

dr=A 2（d琢）2+B2（d茁）2 （1）

式中：A、B分别为曲面拉梅参数，

A= 坠x坠琢蓸 蔀 2

+ 坠y坠琢蓸 蔀 2

+ 坠z坠琢蓸 蔀 2姨 ，

B= 坠x坠茁蓸 蔀 2

+ 坠y坠茁蓸 蔀 2

+ 坠z坠茁蓸 蔀 2姨 。

薄壁构件的内力与中面位移关系式为

N琢=K（着琢
0
+滋着

茁

0
）

N茁=K（着茁
0
+滋着琢

0
）

篆琢茁=篆茁琢=K（1-滋）
2

着琢茁
0

M琢=D（字琢+滋字茁）
M茁=D（字茁+滋字琢）

M琢茁=M茁琢=D（1-滋）
2

字琢茁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2）

式中：K = Eh
1-滋2 为薄膜刚度；D= Eh3

12（1-滋2）为弯曲刚

度，；着琢
0
，着茁

0
，着

琢茁

0
为中曲面的薄膜应变分量；字琢，字茁，字琢茁为

中曲面弯曲应变—曲率变化分量，可表示为

着琢
0

= 1
A

坠u坠琢 + v
AB

坠A坠茁 + w
R琢

着茁
0
= 1

B
坠u坠茁 + u

AB
坠B坠琢 + w

R茁

着琢 茁
0
= A

B
坠坠茁

u
A蓸 蔀+ B

A
坠坠琢

u
B蓸 蔀

字琢= 1
A

坠坠琢
u
R琢

- 1
A

坠棕坠琢蓸 蔀+ 1
AB

u
R茁

- 1
B

坠棕坠茁蓸 蔀 坠A坠茁
字茁= 1

B
坠坠茁

u
R茁

- 1
A

坠棕坠茁蓸 蔀+ 1
AB

u
R琢

- 1
B

坠棕坠琢蓸 蔀 坠A坠琢
字琢茁 = A

B
坠坠茁

u
AR琢

- 1
A 2

坠棕坠琢蓸 蔀+ B
A

坠坠琢
v

BR茁
- 1

B2
坠棕坠茁蓸 蔀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3）

式中：R琢和 R茁为主曲率分量。

将所有力矩向量分别在 琢、茁、酌方向投影及所有
力向量分别对 琢、茁、酌轴取矩，可得

坠（BN琢）坠琢 + 坠（AN茁琢）坠茁 - 坠B坠琢 N茁+
坠A坠茁 N琢茁+

AB Q琢
R琢

+ABq琢-AB籽h 坠
2u坠t2 =0

坠（AN茁）坠茁 + 坠（BN琢茁）坠茁 - 坠B坠琢 N琢+
坠B坠琢 N茁琢+

AB Q茁
R茁

+ABq茁-AB籽h 坠
2v坠t2 =0

坠（BQ琢）坠琢 + 坠（AQ茁）坠茁 -AB N琢
R琢

-AB N茁
R茁

+

ABqy-AB籽h 坠
2w坠t2 =0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4）

式中：Q琢、Q茁为剪切力，有如下关系

图 1 曲线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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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B

坠（AM茁）坠茁 + 坠（BM琢 茁）坠琢 - 坠A坠茁 M琢+
坠B坠琢 M茁琢蓸 蔀=Q茁

1
AB

坠（BM琢）坠琢 + 坠（BM茁琢）坠茁 - 坠B坠琢 M茁+
坠A坠茁 M琢茁蓸 蔀=Q琢

N琢 茁-N茁琢+ M琢 茁
R琢

- M茁琢
R茁

=0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5）

联立式（4）、（5），得到薄壁结构件的本构方程

坠（BN琢）坠琢 + 坠（AN茁琢）坠茁 - 坠B坠琢 N茁+
坠A坠茁 N琢茁+

1
R琢

坠（BM琢）坠琢 + 坠（AM茁琢）坠茁 - 坠B坠琢 M茁+ 坠A坠茁 M琢 茁蓘 蓡- （6a）

AB籽h 坠2u坠t2 =0

坠（AN茁）坠茁 + 坠（BN琢茁）坠琢 - 坠A坠茁 N琢+ 坠B坠琢 N茁 琢+

1
R茁

坠（AM茁）坠茁 + 坠（BM琢 茁）坠琢 - 坠A坠琢 M琢+ 坠B坠琢 M茁 琢蓘 蓡
AB籽h 坠2v坠t2 =0 （6b）

坠坠琢 1
A

坠（BM琢）坠琢 + 坠（AM茁琢）坠茁 - 坠B坠琢 M茁+
坠A坠茁 M琢 茁蓘 蓡嗓 瑟+

坠坠茁 1
B

坠（AM茁）坠茁 + 坠（BM琢 茁）坠琢 - 坠A坠琢 M琢+ 坠B坠琢 M茁琢蓘 蓡嗓 瑟- （6c）

AB N琢
R琢

+ N茁
R茁

蓸 蔀-AB籽h 坠2棕坠t2 =0

对于典型薄壁构件，如矩形薄板、圆环薄板、薄壁

短圆柱壳等，拉梅参数为实常数。所以在式（6）中，与

拉梅参数 A，B对 琢，茁的导数的相关项可以忽略。
另外，将式（2）、（3）代入式（6），可得薄壁构件的

本构方程

- BD
A 2R琢

坠2w坠琢3 - D
BR琢

坠3w坠琢坠茁2 + B
A

K+ D
R琢

2蓸 蔀 坠2u坠琢2 +

A（1-滋）
2B

K+ D
R琢

2蓸 蔀 坠2u坠茁2 +（1+滋） K
2

+ D
2R琢R茁

蓸 蔀 坠2v坠琢坠茁 +（7a）

BK 1
R琢

+ 滋
R茁

蓸 蔀 坠w坠琢 -AB籽h 坠2u坠t2 =0

- D
AR茁

坠3w坠琢2坠茁 - AD
B2R茁

坠3w坠茁3 +（1+滋）2 K+ D
R琢R茁

蓸 蔀 坠2u坠琢坠茁 +

B（1-滋）
2A

K+ D
2R

茁

2蓸 蔀 坠2v坠琢2 + A
B

K+ D
R

茁

2蓸 蔀 坠2v坠茁2 +（7b）

AK 滋
R琢

+ 1
R茁

蓸 蔀 坠w坠茁 -AB籽h 坠2u坠t2 =0

- BD
A 3

坠4w坠琢4 - 2滋D
AB

坠4w坠琢2坠茁2 - 2D（1-滋）
AB

坠4w坠琢2坠茁2 -

AD
B3

坠4w坠茁4 + BD
A 2R琢

坠3u坠琢3 + D
BR琢

坠3u坠琢坠茁2
D

AR茁

坠3v坠琢2坠茁 （7c）

AD
B2R茁

坠3v坠茁3
BK
R琢

+ 滋BK
R茁

蓸 蔀 坠u坠琢 + 滋AK
R琢

+ AK
R茁

蓸 蔀 坠v坠茁 +

ABK
R琢

2 + 2滋ABK
R琢R茁

+ ABK
R茁

2蓸 蔀w-AB籽h 坠2w坠t2 =0

由上式可知，位移 u、v、w对 琢、茁的最高阶导数为
4。因此，适用于薄壁构件统一的微分方程可归纳为

j=u,v,w
移 m=4

k=1
移 n=k

i=0
移L j-ki

坠kj坠琢k-i坠茁i +
j=u,v,w
移L j

坠2j坠t2 =0 （8）

式中，j代表位移 u、v、w；L j-ki、L j为相应的系数；t为时间。

2 相似关系

2.1 完全几何相似关系

原型和模型的本构方程为

j=u,v,w
移 m=4

k=1
移 n=k

i=0
移L jp-ki

坠kjp坠琢k-i坠茁i +
j=u,v,w
移L jp

坠2jp坠t2 （9a）

j=u,v,w
移 m=4

k=1
移 n=k

i=0
移L jm-ki

坠kjm坠琢k-i坠茁i +
j=u,v,w
移L jm

坠2jm坠t2 （9b）

式中：下标 p代表原型，m代表模型。

位移方程可表示为

j（琢, 茁,t）=J（琢,茁）e i棕t （10）

式中：棕是固有频率；J表示模态函数 U、V、W。

将相似因子 姿e=
ep

em
（e=j,L j-ki,琢, 茁,L j,J）代入原型的

本构方程（9a），可得

j=u,v,w
移 4

k=1
移 k

i=0
移姿Lj-ki

姿j

姿琢
k-i姿茁

i L jm-ki
坠kJm

坠琢m

k-i 坠茁m

i =

j=u,v,w
移姿Lj 姿J姿棕

2 L jm Jme i棕t （11）

根据相似理论，原型与模型的本构方程中的系数

对应成比例[15]，即

姿Lj-ki
姿J

姿琢
k-i姿茁

i =姿Lj 姿J姿棕
2

（12）

在完全几何相似的条件下

姿琢=姿茁=姿h=姿，
姿Lj,ki
姿Lj

= 姿D
姿籽姿h

1
姿4 = 姿K

姿籽姿h

1
姿2 = 姿E

姿籽

1
姿2（13）

因此，薄壁构件的完全几何相似关系为

姿棕=
1
姿

姿E
姿籽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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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畸变相似关系

通常情况下，直接采用完全几何相似模型进行试

验会受到很多因素限制，例如鼓筒的厚度较小，缩小

的完全几何相似模型可能无法加工。因此，设计薄壁

结构件的动力学畸变模型预测原型的固有特性具有

重要意义。

在式（12）中，当 i=0，1，…，4时，有很多待选的畸

变相似关系

姿棕=
姿Lj-ki

姿Lj 姿琢
k-i姿茁

i姨 （15）

根据式（7），可得 姿Lj-ki =姿E
m姿琢

o'姿茁
s'姿h

g
，姿Lj =姿籽

-n姿h
g'
。因

此，薄壁结构件的畸变相似关系可以表示为

姿棕= 姿E
m姿籽

n姿琢
o 姿茁

s 姿h
q姨 （16）

通常在畸变相似关系中，相似因子 姿E和 姿籽的指

数 m和 n可以通过本构方程推导得到。然而，指数 o、
s和 q 通常是未知的。为了确定薄壁构件精确的畸变
相似关系，提出并在理论上证明了结构参数对固有频

率敏感性值与相似因子指数的比值关系。

2.3 畸变设计准则

采用敏感性分析法确定薄壁构件精确的畸变相

似关系，所谓敏感性是指对于结构振动系统，结构特

征参数（特征值 姿）对结构参数 p（质量、刚度、阻尼、
结构参数）的改变率[16-17]。

首先给出基于敏感性分析确定畸变相似关系的

设计准则：畸变相似关系中相似因子指数的比值 k1：

k2：…：kn可近似为结构参数对固有频率敏感性 椎1：

椎2：…：椎n的比值。即

k1：k2：…：kn≈椎1：椎2：…：椎n （17）

式中：k1：k2：…：kn分别为相似因子 姿1，姿2，…，姿n的指

数；椎1：椎2：…：椎n分别为各结构参数的敏感性值。

下面证明式（17）成立。

结构参数 琢和 茁在极限范围内（姿琢t，姿茁t∈[1-着，
1+着]，着为无穷小）变化的畸变模型相似因子分别为

姿琢棕= 棕p
棕琢t

=姿琢t
o/2
，姿茁棕= 棕p

棕茁t
=姿茁t

s/2
（18）

结构参数 琢和 茁的敏感性分别为

椎琢=
d棕
d姿琢

= 驻棕
驻姿琢

= 棕p-棕琢t
1-姿琢t

椎茁=
d棕
d姿茁

= 驻棕
驻姿茁

= 棕p-棕茁t
1-姿茁t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19）

因此，可得

椎琢
椎茁

= 棕p-棕琢 t1-姿琢 t

1-姿茁 t
棕p-棕茁 t

=棕琢t
（棕p /棕琢 t-1）1-姿琢 t

1-姿茁 t
（棕p /棕茁 t-1） 1

棕茁 t
（20）

将式（18）代入式（20）得到

椎琢
椎茁

= 棕琢 t
棕茁 t

姿琢 t
o/2 -11-姿琢t

1-姿茁 t

姿茁 t
s/2 -1 （21）

当相似因子在极限范围内变化时有：姿琢 t→1，姿茁 t→

1。此时

lim
姿琢t→1
姿茁t→1

棕琢 t
棕茁 t

=1，lim
姿琢t→1

姿琢 t

o/2
-1

1-姿琢 t
=- o

2
,lim
姿茁t→1

1-姿茁 t

姿茁 t
s/2

-1
= 2

s （22）

式（22）可写为

椎琢
椎茁

越 棕琢 t
棕茁 t

- o
2蓸 蔀 - 2

s蓸 蔀= o
s （23）

当相似比在小范围内变化时，可得

椎琢
椎茁
≈ o

s （24）

当薄壁结构件的固有特性受多个结构参数影响

时，与上述过程同理递推即可得到式（17）的结果。因

此，式（17）得证。

因此，基于上述设计准则可知薄壁结构件结构参

数对固有频率的敏感性与相似因子指数比值关系，

即：通过分析结构参数对固有频率的敏感性，即可确

定畸变相似关系中相似因子未知的指数，从而得到薄

壁构件畸变相似模型的设计准则。

最后给出适用于薄壁构件精确畸变相似关系的

确定步骤：

（1）针对典型薄壁构件，如矩形薄板等，基于本构

方程推导完全几何相似关系。

（2）假设薄壁构件的畸变相似关系。

（3）通过结构参数对固有频率的敏感性分析，根

据薄壁结构件畸变相似关系的设计准则，最终确定薄

壁构件畸变相似关系。

3 结论

（1）通过对薄壳微元的受力分析，推导得到适用

于薄壁构件统一形式的微分方程式（8）。

（2）根据薄壁构件统一的微分方程，建立了完全

几何相似试验模型准确预测原型动力学特性的动力

学相似关系式（14）。

（3）提出并在理论上证明了基于薄壁类构件结构

参数对固有频率的敏感性与相似因子指数比值关系

35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2卷

式（17），从而得到薄壁构件畸变相似试验模型的设计

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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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燃气分析法的航空发动机燃烧室性能研究

李亚娟，王明瑞，葛 新，韩 冰，马 征，贾琳妍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深入了解燃烧室性能，用燃气分析法测量了燃烧室在高压状态下的气态污染物排放和排气冒烟，用热电偶法测量了

燃烧室出口温度场。混合式取样器安装于摆盘上，随摆盘沿周向匀速旋转采集样气，通过测试仪器分析样气组分，计算得到了燃烧

室的油气比、燃烧效率、污染物排放指数及冒烟数。通过比较采用燃气分析法和流量法得到的油气比、燃烧效率的测试结果，分析了

慢车状态误差偏高的原因，结果表明：燃气分析法是 1种准确、可靠的燃烧室性能测试方法。改进了混合式取样器结构，提高了排气

冒烟测试的精度。

关键词：燃气分析；气态污染物；冒烟数；摆动测量；取样器；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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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eroengine Combustor Performance Based on Gas Analysis Method
LI Ya-juan袁WANG Ming-rui袁GE Xin袁 HAN Bing袁 MA Zheng袁 JIA Lin-yan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gyang 110015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combustor performance, a gas analysis system was used to measure gaseous emission and smoke袁

the thermocouple was used to measure temperature field for understanding combustion performance in high pressure state. The mixed
sampler was installed on a swing plate which moved regularity in circle. The gas component was got through test instrument. The fuel air
ratio, combustor efficiency, gaseous emission and smoke number were calculated. The fuel air ratio was compared by gas analysis and
measuring flow as well as the combustor efficiency by gas analysis and thermocouple. The reason of high error was analyzed in ground idle
condition. It indicates that the gas analysis method is an accurate and reliable method of testing combustion performance. Mixed sampler
was improved to get exact smoke number.

Key words: gas analysis; gaseous pollutant; smokenumber; swing measurement; sampler;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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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高性能航空发动机的研制不断推进，军用航

空燃气轮机向着大推重比方向发展，燃烧室出口平均

温度已达到 2000 K，热点温度已达到 2300 K，对温度

场测量提出了很大挑战，燃气分析法成为大状态温度

场测量的主要手段。随着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各

国对燃气轮机的污染物排放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2014年开始实施的发电厂用燃气轮机污染物排放标

准规定：以油为燃料的燃气轮机组，氮氧化物（以 NO2

计）排放不超过 120 mg/m3；以天然气为燃料的燃气轮

机组，氮氧化物排放不超过 50 mg/m3；其它气体燃料

氮氧化物排放不超过 120 mg/m3；以油、气体为燃料的

燃气轮机组的林格曼黑度不超过 1[1]。低污染燃烧室

的研制成为燃气轮机发展的方向之一，而作为检测污

染物排放的燃气分析方法成为燃气轮机研制过程中

最重要的测试手段之一[2~6]。

本文介绍了气态污染物排放和燃烧效率燃气分

析测试系统以及排气冒烟测试系统，利用燃气分析法

和电偶法对某航空发动机燃烧室进行了试验研究。

1 燃气分析测试系统

燃气分析法是通过取样装置把燃气引入测量仪

器进行成分分析，再利用燃气成分数据计算燃烧效

mailto:liyajuanhi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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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油气比、燃烧温度以及污染物排放等参数的１种

测量方法。燃气分析系统（如图 1所示）一般由取样装

置、取样管路、分析仪器、标准样气和数采系统组成。

其中取样管路是取样装置出口到分析仪器进口的 1

段管路和附件的总称，一般由保温管路、调节阀门、无

油真空泵、冷凝器、流量计以及各种接头等组成。

1.1 取样装置

取样装置为 5点混合式取样器，如图 2所示。取

样孔按等环面积分布，5根取样管结构一致，使管内

样气流量相等，以保证取样有代表性。样气在混合腔

内均匀混合后输出，经过预处理进入燃气分析测试仪

器。将取样器设计成扁平结构，在提高腔体强度的同

时，还有效减少了迎风面

积。取样器采用水冷方式，

内设有导流板，同时取样

器边角采用圆弧或斜板结

构，能有效避免涡流的产

生和聚集，提高冷却效果。

此种结构的取样器已成功

应用于热点温度达 2100℃

的燃烧室燃气取样。

燃气取样采用摆动方式，将混合式取样器安装于

测量段的摆盘上，2只取样器呈 180毅分布，在试验过
程中摆盘连续匀速摆动，

以实现燃烧室整个出口截

面上燃气的采集，其采得

的燃气经混合器混合后进

入测试仪器进行样气组分

的实时分析。摆盘旋转

180毅完成 1 次样气采集，

约耗时 4 min，可实现 270~280个采样点的测量，摆

动测试方式如图 3所示。

1.2 气态污染物测试系统

分别采用非分光型红外分析仪、化学发光分析

仪、总碳氢分析仪测量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氮氧化

物、未燃碳氢的体积分数（以 CH4当量表示）。采用非

分光型红外分析仪测量得到的是干基浓度，在样气进

入仪器前，需用冷凝器将样气冷却到 4 ℃左右，除去

水分，然后再自然升温。进入化学发光分析的样气温

度保持在 65±15 ℃，进入总碳氢分析仪的样气温度

保持在 160±15 ℃。

1.3 排气冒烟系统

排气冒烟系统由主、副流路组成，主流路上安装

有能夹持滤纸的松紧夹头。主、副流路的管道弯曲半

径不小于取样管径的 10倍 [7-9]。主、副流路间的切换

通过 PC机控制高温电磁阀实现。在管路出口处设有

温度、压力传感器和浮子流量计来监控来流温度、压

力和流量。为避免未燃碳氢在管壁上凝结影响取样，

管路保温在 100 ℃左右，排气冒烟系统如图 1所示。

由于主流路电磁阀正对气流，试验准备状态气流由副

流路流出时，会有极微量的固体颗粒集聚在主流路电

磁阀处，为减小在电磁阀积存的颗粒物对测量结果的

影响，在每次测试前，先接通主路，吹除沉积的颗粒物。

2 试验结果分析

在某高压全环燃烧室上进行试验，试验器主要由

进排气系统、燃油系统、冷却水系统、电气系统、测试

系统等组成。试验用航空煤油的热值为 42650

kJ/kg，氢碳摩尔比为 1.923，L0=14.67139。试验中摆盘

顺时针摆动采集记为 01，逆时针摆动采集记为 02，具

体试验状态见表 1。

图 1 气态污染物及排气冒烟测试系统

图 2 燃气取样器

图 3 摆盘及取样器安装

1

2

3

4

5

01

02

01

02

01

02

01

02

01

02

试验状态

表 1 燃烧室试验状态
进口总温 /

℃

222.4

223.5

450.2

451.1

574.4

577.8

593.6

591.9

596.5

596.6

进口总压 /

MPa

0.4853

0.4836

1.1112

1.1138

1.1989

1.1999

1.2157

1.2147

1.2042

1.2077

参燃空气流量 /

(kg/s)

10.5730

10.5122

18.4016

18.4274

18.4684

18.4739

18.5508

18.5247

18.8188

18.8061

燃油流量 /

(kg/s)

0.1213

0.1212

0.4379

0.4374

0.5243

0.5245

0.5324

0.5321

0.5690

0.5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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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油气比及燃烧效率的测试结果分析

油气比通过燃气分析法和流量法 2种方式进行

测试，燃烧效率通过燃气分析和电偶法测量。燃气分

析法通过测量燃气组分计算得到燃烧效率与油气比，

具体计算公式见文献[10]。

流量法油气比通过测量燃烧室进口燃油流量和

空气流量计算得到。燃油流量采用涡轮流量计测得，

精度为±0.5%，空气流量采用流量孔板测量，试验前

流量孔板用临界流文丘里喷嘴校准，其误差分布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见，当空气流量大于 20 kg/s时，空

气流量的测量误差小于 1％；而在小于 20 kg/s时，空

气流量的测量误差较大；当空气流量在 10 kg/s时，误

差约为 2.5。在燃油流量控制精确的情况下，试验的油

气比误差将由空气流量误差导致。

油气比和燃烧效率的试验结果分别见表 2、3。从

表２、3中可见，在状态 2～5％下，油气比的偏差为

-0.95%～-1.41%，燃烧效率的偏差为 3.94%～

4.85%，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和重复性，而在状态 1

下，油气比较其他状态的平均偏差大 3.32％，燃烧效

率的偏差较其他状态的平均偏差大 3.76％。

燃气分析误差精度在 1.1％以内 [11]，燃油流量的

测量误差小于 0.5%，通常热电偶测量的温度误差随

着测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在慢车状态下由于排气温

度较低，测量温度的精度较高，8.13％的燃烧效率偏

差明显不合理，初步确定燃烧效率和油气比的偏差扩

大是由空气流量测量误差引起的。

首先以燃气分析油气比为基准，以慢车状态与状

态 2～5的平均偏差的差值对慢车状态的流量法油气

比进行修正，在慢车状态下的油气比为 0.01099，再以

此油气比及热电偶测量的燃气温度通过焓值法重新

计算得到的燃烧效率为 91.07％，与采用燃气分析法

得到的燃烧效率的偏差变为 3.27％。燃气分析法计算

燃烧温度在不高于 1200 ℃时，采用平均定压比热

法，在高于 1200 ℃时，考虑热离解作用采用焓值法，

热电偶燃烧温度的计算采用焓值法。热电偶燃烧效率

修正后显示随着燃气温度的提高，采用热电偶温升法

测量的燃烧效率与采用燃气分析法测量的燃烧效率

偏差有增大的趋势，这是由热电偶的测量原理引起

的，热电偶测温精度的影响因素较多，如环境温度、偶

丝固定端温度、隔热罩黑度、气流外壁面温度、偶丝表

面的催化效应等 [12]，随着被测燃气温度的升高，热辐

射和对流换热损失的增加导致测量温度与燃气实际

温度误差增大，进而导致燃烧效率的误差变大。燃气

分析测量不受环境因素影响，误差来源较为稳定。

通常航空发动机或燃气轮机主燃烧室燃烧效率

在慢车状态下的设计指标为 98.5%，在其他状态下为

99.5%以上 [13-15]，试验件在慢车状态下的燃烧效率仅

为 94.34%，远低于设计指标，表明在慢车状态下燃油

雾化和油气匹配需要改善。

此外，由于燃烧室在不同工作状态下的空气流量

变化很大，而试验器用于测量空气流量孔板的量程比

一般为 3，超过工作范围就会导致测量精度大幅下

降，应采用分级测量或更换更大量程比的流量测量装

图 4 试验喷嘴相对标准喷嘴误差

试验状态

1

2

3

4

5

流量法

0.01160

0.01160

0.02379

0.02373

0.02839

0.02839

0.02870

0.02872

0.03023

0.03027

燃气分析法

0.01136

0.01137

0.02413

0.02407

0.02879

0.02873

0.02908

0.02904

0.03063

0.03056

误差 /％

2.11

2.02

-1.41

-1.41

-1.39

-1.18

-1.31

-1.10

-1.31

-0.95

油气比

表 2 油气比数据

试验状态

1

2

3

4

5

燃气分析法

94.34

99.32

99.92

99.92

99.92

热电耦法

86.21

95.38

95.94

95.21

95.07

偏差 /%

8.13

3.94

3.98

4.71

4.85

表 3 燃烧效率数据

燃烧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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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以适应发动机燃烧室的工作范围。

2.2 气态污染物测试结果分析

航空发动机气态污染物测试包括对一氧化碳、氮

氧化物和未燃碳氢的排放

含量的测试。用燃气分析

法测得几种物质的排放指

数，计算公式见文献[10]。

气态污染物随油气比

的变化趋势如图 5 所示。

气态污染物排放指数见表

4，CO 和 THC的排放指数

随着油气比的增大而减

小，NOx 的排放指数随着

油气比的增大而增大。当油气比大于 0.028时，CO和

THC的排放指数接近于 0。

2.3 排气冒烟测试结果

用取样器进行燃气取样，完成 2次燃气冒烟数的

测试（分别如图 2、6所示）。取样器混合腔为方形结构

（图 2），燃气很容易在方形结构的边角处形成旋涡，

在测航空发动机燃烧室排气冒烟时，固体的燃气颗粒

会积聚在方形结构的边角处，造成冒烟数的测量值偏

低。考虑到混合腔的影响，对取样器的结构进行优化，

将混合腔改为锥形结构，如图 6 所示。依照

HB6116-1987要求对燃烧室排气冒烟进行测试。2次

排气冒烟测试数据见表

5，第 1 次测试采用如图 2

所示的取样器，第 2次测

试采用如图 6所示的取样

器，2 次测试均无可见冒

烟。但第 2次测试的冒烟

数明显大于第 1 次测试

的，并且冒烟数随着试验

油气比的增大而增大，符

合燃烧室排放规律，证实了在测量航空发动机固态污

染物时，锥形混合腔结构要优于方形混合腔结构，使

取样器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提高了排气冒烟的测试

精度。

3 结论

（1）通过分析慢车状态误差偏高的原因，表明了燃

气分析法是 1种准确、可靠的燃烧室性能测试方法；

（2）改进的取样器混合方式有效地防止了固体颗

粒物在混合腔内的堆积，提高了排气冒烟的测试精度；

（3）摆动测量方式能实现整个取样截面上的样气

收集，使取样更具代表性，测试结果更接近真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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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油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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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76

0.02906

0.03060

CO

6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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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

0.27

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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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5

20.43

21.27

19.65

THC

35.14

5.29

0

0

0

燃气分析法排放指数 /(g/kg)

表 4 气态污染物排放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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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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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烟数 SN
表 5 排气冒烟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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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管路系统振动特性有限元模拟技术

赵伟志，陈志英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航空发动机燃油管主要用于提供燃油，属于复杂 3维管路系统。为了更好地分析管路系统的振动特性，以双路总管燃油

管路系统为例，结合其管路繁多、连接结构多样、支撑结构特殊、管内充液等特点，系统研究了各部件的有限元模拟方法。考虑到支

撑刚度对管路系统振动特性有较大影响，采用有限元静力分析对其进行了求解。结合以上不同部件的分析方法，建立起系统的振动

有限元模型。对该管路系统进行模态分析，得到系统固有频率变化规律及具有分簇特点的振动模态；对系统进行共振评估，认为副

燃油分管最有可能发生共振，提出了振动优化的合理建议。

关键词：燃油管路；振动特性；支撑刚度；有限元；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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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Technology of Fuel Pipe System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ZHAO Wei-zhi袁 CHEN Zhi-ying

渊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Beihang University袁Beijing 100191袁 China冤
Abstract: Aircraft engine fuel pipe is a three -dimensional pipeline system, mainly used for fuel supply.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taking dual fuel line system as an example, combining clustered lines, diversified connection structures, specific
bracing structures and pipe with injecting liquids, the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method has been systematically studied. Bracing stiffness of
pipeline system, which has great influence on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was analyzed by the finite element static method. Combining the
above analysis methods of different components,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vibration system was established. After modal analyzed the
pipeline system, natural frequency change rule of the vibration system was obtained.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 of vibration has
cluster characteristics. After the resonance evaluation of the system, vice fuel line branch was considered most possibly to resonate, and
some reasonable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Key words: fuel pipe曰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曰bracing stiffness曰finite element method曰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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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燃油管路主要用于输送燃油，由管路

组件及其连接件、密封件、支架、卡箍等组成，作为发动

机外部管路的 1支，是发动机附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燃油管的结构设计及特性与发动机的性能紧密相

关，对飞机的稳定工作也有着重要影响[1]。燃油管路系

统属于复杂的 3维管路系统，因此管路故障极易发生
[2]，其原因有加工、装配、温度和振动等诸多因素，而振

动问题是其中最主要的根源之一[3]。因此，研究系统的

动力学特性对于管路敷设、振动控制等具有指导意义。

在管路振动问题的相关研究中，有限元方法已经

得到了广泛应用。Sreejith[4]考虑流固耦合振动，采用有

限元法研究了核工业管路中流速对系统振动频率的

影响；杨莹[5]采用壳单元有限元法研究了管内流体质

量、压力、温度、管路形状等对管路固有频率的影响；

刘伟等[6]采用有限元法研究了卡箍位置对管路振动频

率的影响并提出了优化设计方案；贾志刚[7]研究了不

同结构模式管路的振动特性以及调频方法；黄益民[8]

等针对输流管道分析评估了不同支撑刚度对其动力

学特性完整性影响。目前，采用有限元方法研究管路

振动问题一般针对基本管路或局部管路，对空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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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燃油管路系统的研究较少。

双路燃油管路系统的管路结构复杂、数量众多且

连接形式多样，建立系统的有限元模型需要综合考虑

单元类型及数量、支撑结构和连接结构的力学模型、

支撑刚度的求解以及燃油的流固耦合等，本文详细阐

述了燃油管路系统的有限元模拟技术，并分析系统的

振动特性。

1 典型燃油管路系统的结构特点

燃油管路系统如图 1所示。该系统具有主、副 2

路燃油管路。环形的为主、副燃油总管，分 2段，通过

管接头连接；总管上的分支部分为燃油分管，分管与

总管之间通过 3通管接头连接，分管另一端通过管接

头连接燃油喷嘴。主、副燃油总管之间通过带有支架

的双管卡箍连接，支架将管路系统固定到发动机的机

匣上。

燃油管路系统在结构上存在以下鲜明特点：

（1）系统管路分主、副 2路，管路数量众多，且为

结构复杂的 3维管路；

（2）管路系统部件之间相互连接，连接结构有 3

通、主管接头、分管接头等多种连接方式，连接形式

多样；

（3）支撑结构为带有支架的双管卡箍，卡箍内圈

有柔性衬套（为弹性支撑），在分析系统的振动特性时

需要计算卡箍的支撑刚度；

（4）燃油分管呈周期对称分布，但因为管接头等

其他部件，管路系统在整体上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周期

对称结构；

（5）管内充满燃油，振动具有流固耦合特点，系统

的动力学特性复杂。

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燃烧室管路系统属于复杂

的 3维管路系统。

2 燃油管路系统的有限元模型

建立燃油管路系统的有限元模型需要综合考虑

单元类型和数量、计算精度和复杂程度等。根据燃油

管路系统的结构特点，分析各部件的有限元模拟方

法，建立系统的有限元模型。

2.1 管路有限元模型

燃油总管和分管是燃油管路系统的主要组成部

分，应用有限元法建立模型需要对结构进行离散，可

供选择的单元主要有实体单元、壳单元、管单元。其中

实体单元和壳单元建模更接近原几何模型，能够考虑

流固耦合振动问题，但建模及分网复杂，适于分析简

单管路振动问题。管单元基于梁单元，截面参数设置

方便，建模简单，适合分析结构复杂的管路系统。

燃油管路系统的分管数量多、结构复杂，因此采

用管单元进行建模。文献[9]采用管单元有限元法计算

了 L型管路的固有频率，并与试验结果对比，验证了

管单元分析管路振动问题的准确性。1段分管的几何

模型及有限元模型如图 2、3所示。

2.2 管内燃油的有限元模型

燃油管路作为充液管路的 1种，其振动问题是典

型的充液管路流固耦合振动问题。根据文献[10-11]

可知，充液管路各阶频率随流速加快而降低，当达到

临界速度时，固有频率降为零，系统失稳；但在远离临

界速度区域，频率变化十分平缓；压力对管路频率影

响较小，一般可以忽略不计。燃油管路燃油流速相对

较慢[12]，可忽略流速及压力影响，只考虑流体质量影

响，故采用附加质量法模拟管内流体。

附加质量法是指将流体对结构的作用以附加质

量的形式表达。燃油管路系统的运动微分方程为

[Ms]{u咬 }+[Cs]{u觶 }+[K s]{u}={F} （1）

式中：[Ms]、[Cs]、[K s] 分别为燃油管路系统的质量、阻

尼、刚度矩阵；{u}、{u觶 }、{u咬分别为燃油管路的位移、速

图 1 燃油管路系统

图 2 管路几何模型 图 3 管路单元模型

管接头 4 管接头 3

管接头 1 管接头 2

副燃油总管

主燃油总管

双管卡箍

3通 1 3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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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速度向量；{F}为燃油管路系统的外载荷。

用附加质量法对流体处于静止或小幅值运动的

充液管路系统进行计算时，只考虑流体质量对管路系

统动力特性的影响，把流体质量转化到管路系统质量

上，忽略实际管路中存在的流固相互作用的影响。考

虑流体对结构的附加质量建立的系统振动有限元方

程为

[Ms+Mf]{u咬 }+[Cs]{u觶 }+[K s]{u}={F} （2）

式中：[Ms]、[Mf] 分别为管道结构质量和管内流体质量

矩阵；[K s]为系统刚度矩阵，可以考虑流体压力对系统

刚度的影响；{F}为结构所受外载荷。

2.3 管路连接件有限元模型

管路系统连接件（如图 4所示）用于连接不同的

管路，并起到密封作用。管路系统连接件的刚度较大，

因此不考虑其弹性影响，但质量较大且集中，其质量

特性对管路系统的动力学特性影响显著，因此采用

MASS21质量单元对管路连接件进行有限元建模。单

元的节点坐标选取连接件的质心坐标，质量特性通过

定义实常数进行添加，并将连接件节点与相邻导管的

节点通过自由度耦合进行连接，使连接件的节点成为

管路连续系统的一部分。

2.4 双管卡箍有限元模型

燃烧室管路系统的支

撑结构是带有支架的双管

卡箍，主要用来连接燃油

主管并将其固定到机匣

上。双管卡箍的几何模型

如图 5所示。卡箍内圈是

1层聚四氟乙烯衬垫，起到

阻尼减振的作用，卡箍对管

路系统的支撑刚度相对总管较小，属于弹性支撑。在振

动分析中，将双管卡箍及支架部分作为 1个整体考虑，

其力学模型等效为 6个自由度方向的支撑刚度。

双管卡箍的等效刚度采用 Ansys 软件中的

Matrix27单元进行模拟，该单元具有 2个节点，可以

通过定义单元刚度矩阵来描述单元在 6个自由度方

向上的刚度。由图 5可知，在双管卡箍支撑的管路中

心点和卡箍中间位置分别建立 I、J、K 3个节点，3个

节点之间建立 2个 Matrix27单元，并分别定义单元刚

度矩阵；在中间节点 K
施加固定约束模拟卡箍

支架固定到机匣上，I、J 2

个节点通过与管路节点

的共享，模拟管路与卡箍

的连接处，双管卡箍的有

限元模型如图 6所示。

3 管路支撑刚度

刚度表示物体抵抗变形的能力，定义为力与位移

之比，即

K i=Fi /啄i （3）

K ij=Fij /啄ij （4）

式中：啄i 为 i 方向施加集中力 Fi 所产生的线位移；啄ij

为角方向 ij 施加力矩 Mij所产生的角位移。

管路系统的支撑刚度是影响其固有频率及振型的

重要因素之一。根据文献[8]，支撑刚度增大，管路系统

固有频率增大直至稳定；支撑刚度影响振动传递效率，

刚度越大，振动传递效率越高。因此准确求解管路系统

的支撑刚度对于管路系统的动力学分析非常重要。

燃油管路系统的支撑结构为带支架的双管卡箍

（图 5）。文献[12]采用有限元法计算了卡箍刚度，并通

过试验验证了有限元计算的正确性，本文采用类似方

法，建立带支架的双管卡箍有限元模型，并求解其支

撑刚度。

卡箍简化成弹性支撑，共具有 6个自由度方向的

刚度，分别是 X、Y、Z方向的平动刚度和绕这 3个方

向的转动刚度，即 Kx、Ky、K z、Kxy、Kxz、Kyz。

管路系统双管卡箍的有限元模型（图 6）用 2段

实体刚性杆代替主、副燃油总管，以方便施加载荷且

通过设置较大的弹性模量最大限度地降低因管路变

形引起的计算误差。卡箍及支架材料为 0Cr18Ni9，衬

垫材料为聚四氟乙烯，材料参数见表 1，在有限元模

型中对不同材料分别进行定义。

燃油管路的振动以横向弯曲振动为主，认为管路

不存在沿管路轴线方向的滑动和绕轴线的相对转动，

所以认为 Ky、Kxz为无穷大，6个方向的刚度简化成 4

（a）总管接头 （b）喷油嘴管接头 （c）3通

图 4 管路连接件模型

图 5 双管卡箍几何模型

图 6 有限元模型

节点 I

节点 K

节点 J

节点 I

节点 K
（固定约束）

节点 J

单元 1

单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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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分别是 Kx、K z、Kxy、Kyz。

双管卡箍对燃油主、

副总管都有支撑作用，在

求解等效刚度时需要分别

计算。主、副总管的直径分

别为 12、10 mm，如图 7所

示。D12和 D10代表主管路

系统和副管路系统。从图

中可见，以 D12卡箍 X 方
向平动刚度为例，在 D12刚性杆端面中心点施加 X 方
向载荷 Fx，在 D10刚性杆端面中心点以及卡箍支架螺

栓固定处施加固定约束，进行静力分析，获得 D12中

心点 X 方向位移，根据式（3）计算得到 X 方向刚度
Kx。同理，可以计算得到其他方向以及 D10卡箍的等

效刚度，计算结果见表 2。根据计算结果即可建立管

路系统的支撑刚度矩阵。

4 燃油管路系统模态分析

4.1 边界条件和载荷

根据上述对管路部件建模分析的结果，建立燃油

管路系统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8所示。采用有限元法，

网格划分越精细，计算结果越精确，但计算效率随之降

低。本文模型主要为管单

元，在分管弯管处适当地加

密网格来体现弯管特性，划

分网格后有限元模型的节

点数为 2294，单元数量为

1196，单元数量继续增加

时，计算结果基本不变，说

明网格已足够精细。

边界条件方面，主、副燃油分管连接双油路喷嘴，

喷嘴与机匣连接，喷嘴和机匣刚度比燃油管路的刚度

大，因此将喷嘴支撑简化为刚性支撑，在分管与喷嘴

连接处施加固支约束。卡箍支撑为弹性支撑，认为机

匣刚度远大于卡箍支撑刚度，在卡箍与机匣固定位置

施加固定约束。

通常采用燃油对滑油系统进行冷却，因此发动机

工作时燃油温度高于常温，根据燃油雾化要求，喷嘴

前燃油温度一般不超过 150 ℃[13]。本文假定管路温度

与燃油温度相同，设置为 100 ℃，参考温度为 20 ℃。

管路材料为某型高温合金，由《航空材料手册》[14]

可知，材料参数在 200 ℃以内随温度变化不大，因此

设为定值。弹性模量为 205 GPa，密度为 8440 kg/m3，

泊松比为 0.308，膨胀系数为 12.3×10-6；管内燃油密

度为 802.4 kg/m3。

4.2 固有频率分析

施加边界条件和温度载荷对燃油管路系统进行

静力分析，计算得到热应力分布，再进行有预应力的

模态分析，采用 Block Lanczos法求解管路系统的固

有特性。该算法是经典 Lanczos算法的改进算法，将经

典 Lanczos 算法的递归

向量改为向量块同时与

斯特姆序列检查相结

合，提高了算法的稳定

性以及收敛性。得到前

60 阶固有频率阶次曲

线，如图 9所示。

从图中可见，系统第 1阶频率为 125 Hz，系统固

有频率曲线整体呈“阶”状、分簇的特点，说明燃油管

路系统频率及振型为典型的密集分布型。这是由于系

统中有许多结构相同的分管，系统整体上呈现一定的

周期对称特点，1 种振动形式会重复出现在不同区

域，所以存在图中频率密集的区域。同时，由于存在系

统中管接头等其他部件，导致结构并不是严格意义的

周期对称，因此系统并没出现重复频率，同一振动形

式的模态频率会有些许波动。

4.3 振动模态分析

系统分为主、副燃油管，外圈管路为主燃油管，内

圈管路为副燃油管。管路系统的模态振型主要分为主、

副燃油分管主导振型以及分管与总管耦合振动模态。

相对总管刚度，燃油分管刚度较小，故低阶频率

材料

0Cr18Ni9

SFBN聚四氟乙烯

刚性杆

弹性模量 /Pa

2.04×1011

2.8×108

1.0×1015

泊松比

0.28

0.4

0.3

表 1 材料性能参数

图 7 双管卡箍实体

有限元模型

不同方向刚度

平动刚度 / Kx

（N/m） Kz

转动刚度 / Kxy

（N·m/rad） Kyz

D12卡箍支撑刚度

1.88×106

13.9×106

409.34

407.91

D10卡箍支撑刚度

2.37×106

13.63×106

499.62

345.99

表 2 双管卡箍等效支撑刚度

图 8 燃烧室管路系统

有限元模型

图 9 燃油管路系统固有
频率曲线

Fz

Fx

Z
YX

260

240
220
200

180
160

140
120

6050403020100
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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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对应分管主导振型；分管数量较多，呈对称周期

排列，因此同一振动形式的分管主导振动模态都成簇

出现，对应频率曲线中的某一“阶”区域。燃油主、副分

管主导的振动模态如图 10~12所示。其中图 10为以副

燃油分管径向振动为主的振动模态，对应频率曲线的

第 1 阶 ， 频 率 范 围 是

125~133 Hz；图 11为以主

燃油分管径向振动为主振

动模态，对应频率曲线的第

2阶，频率范围是 158~165

Hz；图 12以副燃油分管周

向振动为主的振动模态，对

应频率范围是 210~230 Hz。

总管 -分管耦合振动模态如图 13、14所示，这类

振动模态对应频率曲线阶跃部分，其中图 13为副燃

油管耦合振动模态，振动频率为 165 Hz，图 14为主

燃油管耦合振动模态，振动频率为 184 Hz。从图中可

见，耦合振动的振动形式比较复杂，振动范围较广，危

害更大，因此需要格外关注其共振频率，采取措施防

止这类共振发生。

4.3 系统共振评估

在发动机工作时，管路会遇到各种类型的周期性

激励，当这些激励的频率与管路的某 1阶固有频率相

等时，会引起管路的共振[15]。燃油管路激励有多种，一

般考虑高、低压转子不平衡导致的周期性激励，忽略

流体脉动、气动激励等随机激励[16]。对于共振裕度，将

发动机额定转速上下浮动 10%作为共振激励频率范

围。具有上述燃油管路系统的发动机额定转速一般为

8000 r/min，即激振频率为 133 Hz，其共振频率范围

为 120 ~147 Hz。

从图 9 中可见，管路系统第 1 阶振动频率为

125~133 Hz，第 2阶振动频率范围为 158 ~184 Hz，其

中第 1阶频率落入共振频率范围内，极有可能发生危

险共振。由前述可知，第 1阶频率范围的振动以副燃油

分管的径向振动为主，因此燃油分管更有可能发生振

动破坏，需要优化燃油分管振动特性，采取以下措施：

（1）通过更换导管类型改变管路振动特性，例如

将钢管改为软管 [17]，大幅降低分管的振动幅度，将振

动应力减小到可接受范围内；

（2）优化分管的空间结构，通过改变分管空间走向

和管长等达到改变振动频率、减小振动应力的目的；

（3）通过改变支撑结构的形式、位置或支撑数量

来提高系统支撑刚度，使得系统第 1阶固有频率高出

共振频率范围。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需要结合发动机管路的实际

工作环境，综合考虑燃油流量、管路质量、空间大小等

其他因素，合理选择上述 1条或几条措施来优化燃油

管路系统的振动特性。

5 结论

本文系统研究了航空发动机双路总管燃油管路

系统的有限元模拟技术，求解了双管卡箍的支撑刚

度，建立起系统的有限元模型，并对其固有振动特性

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航空发动机双路总管燃油管路系统的有限元

模拟技术主要体现在管单元模拟管路、附加质量法模

拟管内流体、质量元模拟管接头、矩阵单元模拟卡箍

支撑及支撑刚度的求解；建立了系统的振动有限元模

型，可用于管路系统有限元分析。

（2）采用有限元法的静力分析求解了双管卡箍的

支撑刚度，提高了燃油管路系统支撑刚度矩阵的合理

性以及系统振动分析的准确性。

（3）该燃烧室管路系统以分管振动为主，振动模

态具有分簇特点，可分为主、副燃油分管主导模态以

及分管 -主管耦合模态。

（4）对燃油管路系统进行共振评估，副燃油分管

图 10 副燃油分管径向

振动模态

图 11 主燃油分管径向

振动模态

图 12 副燃油分管周向

振动模态

图 13 副燃油总管 -分管

耦合振动振型

图 14 主燃油总管 -分管

耦合振动振型

Y
ZX

Y
ZX

Y
ZX

Y
ZX

Y
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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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可能发生共振，需要针对分管采取合理措施优化

振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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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壁厚气冷涡轮叶片结构参数化设计方法

钟治魁，郝艳华，黄致建
（华侨大学机电及自动化学院，福建厦门 361021）

摘要：叶片叶身截面内腔型线的光滑过渡是航空发动机变壁厚涡轮叶片结构设计的关键。为解决变壁厚插值在最大壁厚点处

出现拐点而导致过渡不光滑的问题，提出变壁厚叶片结构设计方法即变壁厚抛物线插值法。该方法基于管道相交投影线拟合中弧

线法，利用壁厚系数及其对应关系控制壁厚，实现变壁厚涡轮叶片结构参数化设计。设计实例结果表明：应用变壁厚抛物线插值法

对不同壁厚气冷涡轮叶片进行结构设计，叶身截面内腔型线光滑，在最大壁厚点处不会出现拐点过渡。

关键词：变壁厚抛物线插值法；管道相交；气冷涡轮叶片；拐点；内腔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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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ric Design Method of Air-Cooled Turbine Blade Structure with Variable Thickness
ZHONG Zhi-kui1袁HAO Yan-hua2袁HUANG Zhi-jian2

渊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袁 Huaqiao University袁 Xiamen Fujian 361021袁 China冤
Abstract: Smooth transition of blade body inner cavity curve is critical to structure design of aeroengine turbine blades with variable

thicknes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ppearing inflection point in the biggest wall thickness causing the not smooth transition within
variable thickness interpolation袁 design method 渊variable thickness parabolic interpolation method冤 of blades structure with variable
thickness was put forward. The method based on the fitting curve method of projecting curves through pipe intersection袁 utilizing coefficient
of wall thickness and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wall thickness袁 realizing parametric design of turbine blades with variable
thickness. Results of design instance show that using variable thickness parabolic interpolation method to design air-cooled turbine blade
structure with variable thickness袁 blade body inner section curves is smooth that not presenting transition of inflection point in the point of
the biggest wall th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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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对航空发动机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发动机

涡轮前温度越来越高，目前的材料已经无法承受燃气

高温。在新型材料以及材料耐热性技术未能取得重大

突破的情况下，冷却叶片技术成为解决高温问题的主

要途径，冷却涡轮叶片结构也随着不同的要求变得越

来越复杂[1-6]。

叶片结构参数化设计是涡轮冷却叶片自动化设

计分析及优化的前提和基础[7-10]。变壁厚气冷叶片结

构设计比等壁厚叶片的更具有研究及应用价值。虞跨

海等[2]提出 3次样条构造插值函数方法，以叶身外型

构造函数建立叶型内外截面；宋玉旺等[5]提出基于离

散数据点变壁厚直线插值方法，进行叶片变壁厚结构

设计。

在应用变壁厚线性插值方法进行叶片变壁厚设

计时，在叶型最大壁厚点处会出现拐点，即局部呈凹

凸状，本文基于叶型离散数据点，提出 1种变壁厚抛

物线插值法，实现变壁厚气冷涡轮叶片参数化设计。

1 叶片截面线

涡轮叶片叶型截面线和中弧线[11-12]如图 1所示。

其中叶型由关键点（A、B、C、D）分为 4 段，分别为前

缘、叶盆、尾缘、叶背，叶片外型线由符合气动性要求

mailto:zhongzkyh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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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叶片截面线

Cmax

中弧线

叶背

尾缘
内切圆圆心

C
D

叶盆

A

B

前缘

的离散数据点拟合而成；中

弧线是叶片截面线的内切

圆圆心的连线，可采用管道

相交投影法创建[5]。s=p 时
为叶盆内腔型线，s=b 时为
叶背内腔型线，下同。

2 变壁厚内腔型线的设计方法

2.1 变壁厚线性插值方法的应用

变壁厚线分段性插值方法是以最大壁厚点为中

点将外型曲线分为 2段，即曲线起点至最大壁厚点为

l1，最大壁厚点至曲线终点为 l2，然后利用线性插值法

得到变壁厚点，再通过曲线拟合创建内腔型线[5]。

以叶背内腔壁厚插值为例作简单说明，其中 us0、

usc、usn为曲线起点、最大壁厚点、终点参数；ts0、tsc、tsn为

us0、usc和 usn曲线参数对应的壁厚。

l1：t1（u）= tsc-ts0

usc
u+ts0

l2：t2（u）= tsn-tsc1-usc
（u-usc）+tsc

约束条件：

0≤us0<usc<usn≤1

0<ts0≤tsc

0<tsn≤tsc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该方法能通过线性插

值得到变壁厚曲线，但在

应用过程中，在叶片内腔

型线的最大壁厚点处出现

明显的拐点过渡，呈凹凸

状，变壁厚直线插值如图 2

所示。

因为 t'1（u）>0、t'2（u）<0，所以在连接点处（最大壁

厚点处），插值函数存在最大值且不存在 2阶微分，易

产生突变，函数不连续，难以保证拟合曲线的光滑性。

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叶背和

叶盆内型线采用壁厚与曲

线参数关系（如图 3所示）

进行插值导致的结果。为

解决其拐点过渡问题，提

出 1种变壁厚参数控制方

法计算变壁厚点。

2.2 变壁厚抛物线插值法

外叶型线和中弧线的关键点及其壁厚位置关系

如图 4所示。W sc为叶盆、

叶背曲线的最大壁厚点，

用曲线参数 u=0、1 定义

叶盆、叶背的起点和终

点，W s0、W sn、Ts0、Tsn分别为

外型线起点和终点以及

距中弧线的最小距离，Tsc

为叶型最大壁厚。

最大壁厚点将叶片外型线和中弧线分成 2个区

域Ⅰ和Ⅱ，区域Ⅰ为曲线起点至最大壁厚点之间；区

域Ⅱ为最大壁厚点与曲线终点之间。

2.2.1 插值参数的确定

计算每段曲线的插值参数，采用抛物线插值算

法[13-14]进行分段插值，拟合插值点建立内腔型线。区域

Ⅰ壁厚插值参数为 ts0、tsm1、tsc，区域Ⅱ壁厚插值参数为

tsc、tsm2、tsn，其中 tsm1、tsm2为每个区域的曲线中点对应的

壁厚，ts0、tsm1、tsc、tsm2、tsn为内型线关键点处的内腔壁厚。

由于曲线参数不能随机给定，因此引出壁厚系数 k0、

kc、kn（k=0~1）。依次计算叶盆和叶背插值参数，得到插

值参数与壁厚系数之间的关系。

叶盆内型线插值参数为

tp0=k0·Tp0

tpm1=
（tp0+tpc）

2

tpc=kc·Tpc

tpm2=
（tpc+tpn）

2

tpn=kc·Tpn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1）

叶背内型线插值参数为

tb0=k0·Tb0

tbm1=
（tb0+kc·Tbc）

2

tbc=
（tbm1+tbm2）

2

tbm2=
（kc·Tbc+tbn）

2

tbn=kn·Tbn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2）

随着系数 k0、kn的增大，内腔型线将相交于前缘

和后缘处，其临界值记为 k max

0
、k max

n
，设 kmax=min{k max

0
，

kmax

n
}，为确保内腔型线不相交，k0、kn均需小于 kmax，式

（1）、（2）中系数关系须满足

图 3 插值壁厚与曲线

参数关系

图 2 变壁厚直线插值

拐点

图 4 截面线关键点及其壁厚

Wbc

Tbc

Tb0

W b0

Tp0

Tpc

W pc

Tbn

W bnTpn

W pm

区域Ⅱ区域Ⅰ
Wp0

O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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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算法流程

k0T0≤kcTc

knTn≤KcTc

k0<kmax

kn<kmax

扇

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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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2.2 外型线型值点的选取

外型线型值点的选取方法有等弧长和等参数法

２种，此处采用等参数法。设外型曲线参数为 usi=0~1

（us0、usc、usn叶盆、叶背内腔型线的起点、最大壁厚点和

终点参数），选取的型值点总数为 Ns，每个插值区域

型值点数分别为 ns1、ns2，计算外型线弧长为 Ls
[15]。

叶盆外型线型值点选取

Np=
Lp

Cmax

np1=Np·upc

np2=Np-Np1

upm1=0.5·（up0+upc）

upm2=upc+0.5·（upn-upc）

ui=
（upc-up0）

np1
…（i=1~np1）

ui=
（upn-upc）

np2
…（i=1~np2）

扇

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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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叶背外型线型值点选取

Nb=
Lb

Cmax

nb1=Nb·ubc

nb2=Nb-Nb1

ubm1=0.5·（ub0+ubc）

ubm2=ubc+0.5·（ubm-ubc）

ui=
（ubc-ub0）

nb1
…（i=1~nb1）

ui=
（ubn-ubc）

nb2
…（i=1~nb2）

扇

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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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式（4）、（5）中参数 usm1、usm2是壁厚 tsm1和 tsm2对应

的曲线参数。由 usi 惟一确定外型曲线型值点，用

UF_MODL_ask_curve_props（）函数 [15-17]计算型值点法

矢 nsi。

2.2.3 壁厚插值

区域Ⅰ的壁厚插值以（us0，ts0）、（usm1，tsm1）、（usc，

tsc）3点为插值点插值壁厚 tsi（i=1~ns1）

t（usi）=ls0+lsm1+lsc

ls0=ts0
（usi-usm1）（usi-usc）
（us0-usm1）（us0-usc）

lsm1=tsm1
（usi-us0）（usi-usc）
（usm1-us0）（usm1-usc）

lsc=tsc
（usi-us0）（usi-usm1）
（usc-us0）（usc-usm1）

区域Ⅱ的壁厚插值以（usc，tsc）、（usm2，tsm2）、（usn，tsn）3

点为插值点插值壁厚 tsi（i=1~ns2）

t（usi）=lsc+lsm2+lsn

lsc=tsc
（usi-usm2）（usi-usn）
（usc-usm2）（us0-usn）

lsm2=tsm2
（usi-usc）（usi-usn）
（usm2-usc）（usm2-usn）

lsn=tsn
（usi-usm2）（usi-usc）
（usn-usm2）（usn-usc）

以外型线型值点 W si为基点，指向中弧线型值点

法矢方向（判断方法见文献[5]）为基点方向 nsi，结合

插值得到的壁厚 tsi，计算

内 腔 型 线 型 值 点

Nsi=W si+tsi·nsi，拟合内腔型

线插值点创建叶片内腔型

线如图 5所示，变壁厚抛

物线插值法算法流程如图

6 所示，计算公式见上述

公式推导。

变壁厚抛物线插值法

相比较于线性插值法，改

善了内腔型线在最大壁厚

点处的拐点问题。抛物线

插值减小了曲线在最大壁

厚点处的斜率；壁厚系数

的控制使在最大壁厚点处

较光滑过渡。

l1：t1

"
（usi）=ls0

"
+lsm1

"
+lsc

"

ls0

"
=2·ts0

usm1usc

（us0-usm1）（us0-usc）

lsm1

"
=2·tsm1

us0usc

（usm1-us0）（usm1-usc）

lsc

"
=2·tsc

us0usm1

（usc-us0）（usc-usm1）

l2：tsc

"
（usi）=lsc

"
+lsm2

"
+lsn

"

lsc

"
=2·tsc

usm2usn

（usc-um2）（usc-usn）

lsm2

"
=2·tsm2

uscusn

（usm2-usc）（usm2-usn）

图 5 变壁厚内型线

外型线型值点

内型线插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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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n

"
=2·tsn

usm2usc

（usn-usm2）（usn-usc）

因为 t1

"
（usi）≠0、t2

"
（usi）≠0，所以曲线在最大壁厚

点处存在 2阶微分，不易发生突变。

2.3 前缘和尾缘线创建

前缘、尾缘圆弧（分别如图 7、8所示）的创建方法

一致，仅以前缘圆弧创建说明。从图 7（a）中可见，延

长中弧线与外型前缘圆弧交于 Qi 点，r=tp0=tb0（tp0=tb0

确保圆弧圆心在中弧线上）为半径，点 Qi为圆心，画

圆交中弧线于 Pi点。提取点 Pi在中弧线的参数，计算

Pi在中弧线上的法矢，沿着法矢方向作直线 l，以内腔

型叶盆、叶背线和直线 l为相切对象，创建如图 7（b）

所示的前缘圆弧。对于前缘、尾缘圆弧创建需要注意，

半径不能小于制造工艺最小半径 rmin
[3]，即 r≥rmin。

3 设计实例

以某气冷涡轮叶片为研究对象，通过其叶型坐标

点建立外叶型线，采用文中提出的变壁厚抛物线插值

法计算内型截面线，控制插值壁厚，实现变壁厚内腔

结构的设计。在 VS2008开发环境下，使用 C语言并

结合 UG二次开发函数 [15-17]，实现变壁厚空心涡轮叶

片实体的参数化建模。控制壁厚插值可实现不同壁厚

的气冷叶片结构设计，叶

盆最大壁厚点厚度 t pc 大

于、等于叶背最大壁厚点

厚度 tbc时的叶片冷却结构

分别如图 9、10所示；实体

建模如图 11所示。叶片内

腔是采用线性插值法方法

插值计算得到的内腔型

线，如图 12所示。从图 12

中可见，在最大壁厚点处

出现拐点，呈凹凸状，曲面

过渡不光滑，无法满足内腔

冷气流通的气动要求[10]。

设计实例表明，采用

壁厚控制法设计气冷涡轮

叶片结构，叶盆和叶背最

大壁厚点处并没有出现拐

点。与此同时，控制关键点

壁厚以及壁厚系数之间关

系进行插值，可设计出不

同变壁厚叶片结构。

4 结论

采用变壁厚抛物线插

值法计算叶片内型截面

线，解决了最大壁厚点出

现拐点的问题，内型叶盆和叶背线在最大壁厚点处光

滑过渡。通过给定壁厚系数 k及计算系数之间对应关

系，能更好地实现变壁厚控制，创建不同壁厚插值的

气冷涡轮叶片结构。值得一提的是，当式（3）取等号

时，可实现等壁厚叶片结构参数化设计。

在气冷涡轮叶片变壁厚内腔参数化建模过程中

采用变壁厚抛物线插值法，比采用线性插值法设计内

腔结构有 3个优点：

（1）最大壁厚点无拐点过渡现象；

（2）变壁厚抛物线插值法中的插值方法为二次拉

（a）创建前 （b）创建后

图 7 内型前缘圆弧

Pi

l

Qi

（a）创建前 （b）创建后

图 8 内型尾缘圆弧

图 10 叶片截面（tpc=tbc）

图 9 叶片截面线（tpc>tbc）

外型线型值点

内型线插值点

外型线型值点

内型线插值点

（a） tpc>tbc

（b） tpc=tbc （c）局部放大（tpc>tbc）

图 11 变壁厚叶片实体建模

图 12 线性插值叶片

内腔建模

拐点

尾缘最大壁厚点

前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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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朗日插值，内腔插值壁厚变化趋势较小，过渡平稳；

（3）变壁厚抛物线插值法将控制参数缩减成 3个

壁厚系数，通过控制系数实现不同壁厚叶片内腔结

构，有利于后续叶片的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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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分进化算法的航空发动机模型修正

朱正琛，李秋红，王 元，潘鹏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省航空动力系统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16）

摘要：为了提高航空发动机性能仿真模型精度，采用微分进化算法对发动机部件特性进行修正。对微分进化算法进行改进，提

出折线式交叉变量变化方式，提高了算法的寻优能力。提出变步长牛顿 -拉夫逊迭代算法，基于平衡方程残差范数变化趋势，改变

牛顿 -拉夫逊算法迭代计算步长，提高了模型的收敛性和收敛速度。在设计点，对各部件特性、引气系数、总压恢复系数进行修正，

使修正后的模型输出与试验数据相匹配。仿真结果表明：改进后的牛顿 -拉夫逊迭代算法收敛性更强、计算速度更快，修正后的各

输出参数的最大建模误差减小到 1.3762%，满足建模误差需求。

关键词：微分进化算法；牛顿 -拉夫逊迭代算法；部件特性修正；折线式交叉变量；性能仿真模型；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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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ion of Aeroengine Model Based on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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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the model, Differential Evolution 渊DE冤 algorithm was used to modify the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of an aeroengine. DE algorithm was improved , the broken line style across-variable was put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ability
of the algorithm was increased. A variable step-size Newton-Raphson iteration algorithm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variation tendency of
the residue errors norm of the balance equations, which could adjust step-size of Newton-Raphson resulting in improving the convergent
ability and convergent speed of the model. At the design point, the characteristics correction coefficients of components, air-entraining
correction coefficients and pressure recovery correction coefficients were optimized to achieve high matching accuracy of engine model
outputs to test data.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based on variable step-size Newton-Raphson method could achieve better
convergent performance with less time. After correction of aeroengine model, the maximum error was reduced to 1.3762 % ,which satisfied
the modeling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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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计算机仿真技术既能够大幅度缩减航空发动机

试车所需的时间和成本，避免试车时的不安全因素，

又能够完全获得各截面的参数，所以建立精确的发动

机性能仿真模型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加工误差及使用

过程中产生的性能蜕化等原因，所建立的仿真模型与

实际发动机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为了使发动机模型输

出参数更加精确，需要对发动机部件特性进行修正。

模型修正方案大致分 2种。1种是在有较多试车

数据时，采用函数拟合的方法来获得发动机的部件特

性。文献[1~3]利用多组试车数据，采用拟合法近似获

得以 3阶函数为表达形式的压气机增压比特性图。该

方法能够获得整个工作范围内的工作特性，但精度有

待提高。文献[4]利用优化算法求得不同状态点的修正

系数，而后拟合修正系数曲面，获得修正曲面后利用

插值方法求得各点对应的修正系数。另 1种是当试车

数据较少时，在原有部件特性上进行修正。为了避免

mailto:98512485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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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过程中的盲目性，国内外专家广泛采用优化算法

来实现模型输出与试验结果的匹配。文献[5-7]利用

最小二乘方法对模型进行修正；文献[8-10]采用遗传

算法对航空发动机部件特性进行修正。最小二乘法是

1种局部搜索算法，遗传算法又容易陷入局部最优，

同时其初始种群随机产生，初值不适宜，容易使模型

发散。

本文以某涡扇发动机模型为研究对象，采用微分

进化算法，利用发动机在设计点的试车数据，对模型

的部件特性、引气系数以及总压恢复系数进行修正，

减小建模的平均误差和最大误差。针对模型修正过程

中易出现的计算发散现象，提出变步长牛顿 -拉夫逊

迭代算法，提高模型稳定性和收敛速度。

1 部件特性修正目标

部件特性是模型计算的基础，适宜的部件特性可

以提高模型精度。对于发动机来说，由于难以获得精

确的部件特性，在建模过程中通常使用通用特性，这

会直接影响到模型的精度，为此本文采用部件特性修

正因子对部件特性进行修正。以压气机的部件特性修

正为例，设其设计点给定的特性为（c仔，cw，c浊），分别代
表压比、流量和效率。选择对应的部件特性的修正因

子为（驻c仔，驻cw，驻c浊）。修正后的模型新特性为（c仔×
驻c仔，cw×驻cw，c浊×驻c浊）。

航空发动机模型是 1个强耦合、强非线性的系

统[11]，除部件特性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变化同样会对模

型的输出产生影响。本文在对部件特性进行修正的同

时，考虑到模型的引气系数以及总压恢复系数与实际

发动机设计状态的差异，将这些因素列入考量，以实

现模型输出和试验数据的匹配[12]。

修正因子选取见表 1。

在表 1中，驻f、驻c、驻h分别代表风扇、压气机、高
压涡轮对应的修正因子；下标中 仔、w、浊分别对应压

比、流量、效率；啄3in为压气机中间级引气系数；啄31、啄3in1

为高、低压涡轮进口处引气分配系数；滓0、滓B、滓7、滓8、

滓16分别为外涵道、进气道、燃烧室、掺混室、尾喷管所

对应的总压恢复系数。

将修正后模型的输出与发动机真实数据的相对

误差作为评判模型精度的标准。定义目标函数

Of=
M

i=1
移ai·

yTest-yModel

yTest
×100 （1）

式中：M为参与评判的参数的个数；ai 为各参数

的加权系数；yTest为试车数据；yModel为模型输出数据。

采用目标函数的倒数作为适应度函数

J= 1
Of

（2）

模型输出与试验数据相对误差越大，Of 也就越

大，此时 J也就越小，个体被淘汰的几率增大。式（1）

中的 ai并非一成不变，当最优适应度 J超过 20代不

发生变化时，找出相对误差最大的变量，增大其权值。

相应减小相对误差最小变量的权值。从而能够减小建

模最大误差，加快模型的收敛速度。

高、低压转速（N2，N1）的精度将直接影响到转速

线的确定，转速对精度起统领作用。本文要求高、低压

转速的精度均需达到 0.2%。若不能达到精度要求，则

降低个体的适应度，使其被淘汰的几率增大，即令

J= 0.6
Of

（3）

模型在设计点的优化过程如图 1所示。

参数类型

风扇特性修正系数

压气机特性修正系数

高压涡轮特性修正系数

低压涡轮特性修正系数

引气系数

总压恢复系数

驻f仔
驻c仔

驻h仔

驻l仔
啄3in

待优化参数

驻fw

驻cw

驻hw

驻lw

啄3in1

驻f浊
驻c浊

驻h浊

驻l浊
啄31

滓16 滓7 滓8 滓B 滓0

表 1 待优化参数

图 1 模型在设计点优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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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1种合适的算法是模型修正的关键。微分进

化算法在解决复杂全局化最优化问题方面的性能更

加突出，过程也更加简单，受控参数少，被视为仿生智

能计算产生以来在算法结构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13]。

因此本文采用微分进化算法对模型进行优化。

2 微分进化算法设计

作为 1种基于群体进化的仿生智能计算方法，微

分进化算法通过种群个体间的合作与竞争来实现对

优化问题的求解。设种群规模为 NP，可行解空间的维

数为 D（本文中 D为修正因子的个数）。首先，在问题

的可行解空间内随机产生初始种群 X（0）=（x1

0
，x2

0
，

…，xn
0
），其中，xi

0
=（xi,1

0
，xi,2

0
，…，xi,D

0
）用于表征第 i个个

体解。本文每个个体 xi表征 1组修正因子。

微分进化算法的基本操作包括变异、交叉及选择

3种[14]。通过这 3种操作使种群朝着种群适应度值变

大的方向进化，最终得到问题的最优解。

2.1 微分进化算法的基本操作

2.1.1 变异操作

生成变异向量 v i

v i=xr1+滋·（xr2-xr3），i=1，2…，NP （4）

式中：（xr1，xr2，xr3）为在父代种群中随机选取的 3个不

同个体，且 r1≠r2≠r3≠i；滋 为[0，2]间的实型放缩因

子，用于控制差分向量（xr1，xr2）的影响。

放缩因子较小会引起算法过早收敛，较大的 滋值
能提高算法跳出局部最优的能力，但当 滋>1时，算法

的收敛速度会明显降低。放缩因子的经验选取范围为

0.5~0.9[13]，本文选取 滋=0.6。

2.1.2 交叉操作

微分进化算法交叉操作的目的是通过变异向量

v i和目标向量 xi各维分量随机重组提高种群个体的

多样性。生成新的交叉向量 ui=（ui,1，ui,2，…，ui,D）

ui, j=
v i, j，r≤CR或 j=RB

xi, j，r≤CR或 j≠RB
嗓 （5）

（i=1，2，…，n； j=1，2，…，D）
式中：r为[0,1]间的随机数；RB为[1，D]间的随机整数，

保证 ui至少要从 v i中获得 1个元素，以确保有新的

个体生成，从而避免种群的进化停滞；CR为[0,1]间的

常数，称为交叉变量，其选择将会影响种群进化的速

度和最优解的精度。

2.1.3 选择操作

微分进化算法的选择操作是 1种“贪婪”选择模

式，当且仅当新的向量个体 ui的适应度值比目标向

量个体 xi的适应度值更好时，ui才会被种群接受。选

择操作可描述为

xi
t+1

=
ui,f（ui）<f（xi

t
）

xi
t
， else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6）

2.2 交叉变量的设置

在微分进化算法中，交叉变量在整个进化过程中

一般固定不变。这种做法虽然简单，但对于不同的优

化问题，参数设置各不相同，需要进行多次试验才能

确定合适的参数变化规律，提高算法的寻优能力。

本文提出 1种折线式 CR的变化规律，在迭代初

期，保持较大的交叉变量，使得算法具有较快的收敛

速度；在迭代后期，保持较小的交叉变量，使得算法能

够在最优解附近进行细致搜索；在迭代中期，交叉变

量呈线性减小，使其变异概率逐渐减小。

CR（t）=

CR2 t<G0
CR2 t>G-G0

CR1-（t-G0）（CR1-CR2）/（G-2G0） else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7）

式中：CR1、CR2分别为最大、最小交叉变量；G0为保持交

叉变量不变的代数；t为当前代数；G为最大进化代数。
为了验证这种交叉变量的寻优效果，在通用测试

函数上对其开展仿真验证，并与 CR为常数和 CR呈线

性变化[15]的仿真结果进行对比。CR为常数时，根据常

规选择 CR=0.6；CR呈线性时按文献[15]的变化规律为

CR（t）=CR1-t（CR1-CR2）/G （8）

测试函数为

min f（x1,x2）=0.5+
（sin x1

2
+x2

2姨 ）2-0.5

（1+0.001（x1

2
+x2

2
））2

式中：-10.0≤x1,x2≤10.0。

该函数是 2维的复杂函数，具有无数个极小值

点，在（0,0）处取得最小值 0。选取初始种群大小为

100，迭代次数为 100，CR1=0.9，CR2=0.1。

对于每种规律都独立重复运行 20次，然后比较

算法 20次运行的最优解和平均解。测试结果见表 2。

方案

CR为常数

CR线性变化

CR折线变化

最优解

2.5687181e-008

2.6264336e-009

1.9431401e-011

平均解

4.81677e-06

1.66030e-07

9.76538e-10

表 2 测试函数收敛精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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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测试函数收敛结果的对比中可见，本文提出的

折线式交叉变量搜索方式最优解和平均解更接近目

标值“0”，求解效果更佳，收敛精度更高。

在优化过程中，由于初始种群在给定的范围内随

机产生，且经过交叉变异也会产生一些偏离较远的个

体，可能会引起模型发散，使得优化中断，影响优化的

顺利进行。为此，本文对牛顿 -拉夫逊迭代法进行改

进，提出基于发散判断的变步长牛顿 -拉夫逊迭代算

法，能够基于平衡方程残差自适应调整计算步长，不

但能够避免迭代过程中的发散，而且可以提高模型的

收敛速度。

3 改进牛顿迭代法

基于稳态模型对发动机部件特性进行优化。发动

机处于稳定工作状态时，应满足各截面流量连续、静

压平衡和各转动部件的功率平衡。定义 6个共同工作

方程

（浊htW ht-W EX-W c）/W c=着1

（浊ltW lt-W fan）/W fan=着2

（PS6-PS16）/PS16=着3

（PC8-P8）/P8=着4

（Q41cX-Q41c）/Q41cX=着5

（Q45cX-Q45c）/Q45cX=着6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9）

式中：着i（i=1，2，…6）为共同工作方程的残差；W ht为高

压涡轮的功率；W c为高压压气机功率；浊lt为高压涡轮

的效率；W EX为高压涡轮的抽功量；W lt为低压涡轮的

功率；W fan为风扇功率；浊lt 为低压涡轮的效率；PS6 为

内涵出口静压；PS16为外涵出口静压；PC8为由流量连

续算得的喷口总压；P8为喷管出口背压；Q41cX为根据

高压涡轮流量特性曲线计算出来的高压涡轮进口换

算流量；Q41c为由高压涡轮导向器流入高压涡轮转子

的换算流量；Q45cX为根据低压涡轮流量特性曲线插值

得到的低压涡轮换算流量；Q45c为由低压涡轮导向器

进入低压涡轮转子的换算流量。

模型修正基于稳态模型展开，采用牛顿 -拉夫逊

（N-R）迭代方法来求解满足误差要求的方程猜值。基

本步骤是：先试给出方程的解 v i
（0）
（称为初猜值），记平

衡方程为 渍（v i），代入方程计算 着i，若满足残差要求，

初猜值即是方程的解，若不满足要求，则需对猜值进

行修正，下一步的猜值为

v（k+1）=v（k）-姿驻v（k）=v（k）-姿A -1（k）着（k） （10）

式中：k 为 N-R迭代次数；A 为基于平衡方程残差计
算出的雅克比矩阵。

当 |着i|<10-6，i=1，2，…，6，认为方程收敛，迭代停止。

N-R法对于初始值的要求比较苛刻，在初始条

件较恶劣的情况下，迭代收敛比较困难。在优化过程

中，由于初始种群随机产生，在模型修正的过程中频

繁出现迭代不收敛的现象，会中断模型优化。在迭代

时间方面，N-R法的计算步长 姿固定，且需要重复计
算雅可比矩阵，较小的计算步长会使模型调用次数过

多，严重影响优化时间。目前在航空发动机数值计算

应用中，针对 N-R法的不足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改进

方案：初值拟合法、部件特性扩展、变步长等[16-18]，主要

思路是通过改变初始条件从而改善算法本身的收敛

性和收敛速度。但这些方法会牺牲计算的实时性，且

不能改善算法本身在恶劣条件下的计算性能。

本文针对 N-R法的不足，提出了基于发散判断

的变步长 N-R算法（V-N-R）。采用平衡方程残差的

二范数值 ||着||的变化趋势来判断计算收敛或者发散

的趋势，在计算濒临发散时适当缩短步长 姿，避免程
序发散，在计算远离发散边界时适当增大步长 姿，加
快程序收敛速度。

姿（k+1）=
1.5姿（k），||着（k+1）||≤a||着（k）||

姿（k）/3，||着（k+1）||>a||着（k）||
嗓 （11）

式中：a为发散判断系数，且当 姿>1时，令 姿=1。

大量仿真研究表明 ||着（k+1）||>||着（k）||的情况在

最终计算收敛的计算过程频繁出现，是 1种正常现

象。而当 ||着（k+1）||>2||着（k）||时，迭代计算趋于发散。

为验证基于发散判断的变步长 N-R 法的有效

性，在相同初猜值条件下，给定不同修正因子，使得平

衡方程的初始残差 2范数值 ||着||不同，常规 N-R法

和 V-N-R法模型运算结果对比见表 3。

从表 3中可见，当步长较短和残差的 2范数较小

时，2种方法都能收敛；当步长较大且残差 2范数较

大时，N-R法易发散。而改进后的算法能够判断发散

趋势、及时调整计算步长，避免了迭代发散现象。从上

面的迭代次数看，V-N-R法迭代次数明显少于常规

N-R法的，而每次迭代都需要调用 6次模型来计算

雅可比矩阵，大幅减少了计算时间。

4 模型修正仿真结果

以 V-N-R法进行模型稳态计算，采用改进后的

微分进化算法修正模型，最大和平均建模误差随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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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数变化曲线如图 2 所

示。修正前、后各输出参数

误差对比如图 3所示。

在图 3中：N1、N2分别

为高、低压涡轮转速；P25、

T25分别为高压压气机进口总压、总温；P3、T3分别为

表高压压气机出口处总压、总温；Q41、P41分别为高压

涡轮进口燃气流量、总压；Q45、P45、T45分别为低压涡轮

进口处燃气流量、总压、总温；P46、T46分别为低压涡轮

出口处总温、总压；Q8、P8、T8分别为尾喷管出口处燃

气流量、总压、总温；F为发动机推力；sfc 为耗油率。
从图 3中可见，修正后的模型精度得到大大改

善。平均建模误差由修正前的 2.3154%减小到

0.3888%。最大建模误差减小到 1.3762%，误差超过

1%的参数只有 P46和 T46，其他截面参数误差都低于

1%。满足了设计点精度误差小于 2%的指标。

4 结论

（1）对求解模型的 N-R 算法提出基于发散判断

机制的变步长改进，提高了模型的收敛性，加快了收

敛速度。

（2）对微分进化算法提出折线式交叉变量变化方

式，提高了算法的寻优能力。

（3）以部件特性修正因子、引气系数以及总压恢

复系数为待优化参数，通过改进微分进化算法寻优，

使模型输出与试验数据相一致，达到了稳态模型建模

精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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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水含量对防冰表面水膜流动换热的影响

郑 梅，朱剑鋆，董 威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为了研究液态水含量对防冰表面水膜流动换热的影响，基于机翼防冰表面水膜及空气相互作用机理，并考虑水膜表面

传热传质过程，建立了水膜与空气的流动换热模型，得到溢流水膜及空气边界层流动换热的积分控制方程，通过对比文献试验结果

验证了模型的准确性。在此基础上，比较了不同液态水含量条件下防冰表面水膜厚度及主要热流量的分布情况。结果表明：液态水

含量对水膜沿表面厚度分布有明显影响，而对换热过程中各项热流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水滴撞击区域，加热热流与散热热流随液态

水含量的增加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

关键词：水膜；防冰；流动换热；液态水含量；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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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Liquid Water Content on Flow and Heat Transfer of Water Film on Anti-Icing Surfaces
ZHENG Mei, ZHU Jian-jun, DONG Wei

渊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袁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袁 Shanghai 200240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liquid water content on flow and heat transfer of water film on anti -icing surface袁 a

mathematical model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the water film and air boundary layer and considering the mass
and heat transfer of the water film. Governing equations of water film and air flow in the model were both in integral form. The validation of
the model was carried out by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omputation of the model and the measurement data from the reference. On this
basis袁the film thickness and main heat flux distribution on the anti-icing surface under different liquid water cont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ickness distribution of the water film is affected obviously by liquid water content while the influence for the heat
transfer mainly concentrates on the droplets impingement region. In addition袁the opposite trend can be observed in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
heating heat fluxes and heat losses with liquid water content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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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结冰是影响飞行安全的一大隐患。当飞机穿越由

亚稳态过冷水滴组成的云团时，部件迎风表面就容易

结冰[1]。气动面结冰会破坏飞机的气动外形，影响其稳

定性和操纵性；发动机进口部件结冰会改变发动机进

气条件，造成进气畸变和推力减小；近些年来，甚至还

发生过由于结冰而直接引发的坠机事故[2-3]。

热气防冰系统是目前用于防止飞机结冰而使用

最为广泛且技术最为成熟的装置。该系统从发动机压

气机中引出带有一定压力的热空气，对防冰部件表面

进行加热，使得撞击表面的过冷水滴受热蒸发，从而

避免结冰[4]。热气防冰系统能够处于 2种工作状态，完

全蒸发系统能够完全蒸发部件表面的撞击水，而不完

全蒸发系统则允许部件表面溢流水存在[5]。对于不完

全蒸发热气防冰系统，冷水滴撞击防冰表面后，未完

全蒸发的液态水在气动力作用下沿表面向后流动，形

成溢流水。溢流水膜的流动形态将直接决定可能的结

冰区域和所需的防冰区域，同时对防冰部件所需的防

冰热流分布造成直接影响。因此，国内外对此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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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6-11]。Messinger模型[12]是结冰与防冰表面流

动换热分析中最为经典的热平衡模型。结合质量守恒

和能量守恒定律，模型可以求解稳态情况下表面的温

度分布。此后，形成功能相对完善的结冰计算软件，

如：LEWICE [13]、ANTICE [14]、ONERA [15]、CANICE [16] 和

FENSAP-ICE[17]等。很明显，表面水膜的流动形态对防

冰表面的流动换热过程影响很大，但现有的研究工作

大多围绕结冰表面展开，而对防冰表面溢流水膜流动

形态及厚度分布的预测较少。

本文主要关注水膜在防冰表面的流动问题。建立

了防冰表面水膜流动换热的数学模型，并获得了水膜

沿防冰表面流向的厚度以及换热过程中各项热流的

分布情况，以及不同液态水含量对防冰表面流动换热

的影响。

1 水膜流动的物理描述

防冰部件表面的水膜流动现象是伴随水滴撞击

产生的。过冷水滴到达防冰部件表面，会在部件表面铺

展形成 1层水膜。由于受到防冰系统的加热，一部分水

会在流动过程中蒸发，而剩余部分会在气动力的作用

下沿部件表面向后流动形成溢流水。相关研究表明，在

实际飞行过程中部件表面形成的水膜是非常薄的，且

在流动过程中其厚度随着蒸发等作用不断变化。

2维翼型表面水膜流动如图 1所示。在水膜流动

过程中存在质量、动量及能量的交换。从图中可见，其

前方流入的水膜质量与撞击质量都会导致控制体积

内水膜质量的增大，而水膜的蒸发又导致控制体积质

量的减小。水膜沿表面的流动受空气剪切应力和压力

差驱动，并和壁面黏滞力共同对水膜沿壁面法向速度

分布产生影响。此外，水膜还受到部件表面加热和空

气对流换热的作用，使其温度分布改变。为了描述这

些物理过程，将控制体积分为水膜层和空气层，分别

建立相应的控制方程，并给出对应的边界条件。

2 数学模型

在翼型表面建立曲线坐标系（图 1），沿表面流向

方向为 s 轴，法向方向为 y轴。分别取翼型防冰表面
上方水膜和空气边界层的控制体积为研究对象。啄1为

水膜厚度，啄2为空气边界层厚度。控制体积沿 s 方向
长度取为 ds，展向方向取单位宽度。为了便于数学描
述，采用如下假设：

（1）空气边界层和水膜流动均为 2维不可压缩层

流且为定常层流流动。

（2）由于水膜非常薄，同时空气中液态水含量很

小，因此仅考虑空气对水膜的单向耦合作用，同时由

于水膜重力相对于空气剪切力十分小，因此忽略重力

影响，仅考虑空气剪切应力与压力差对水膜流动的驱

动效应。

（3）仅考虑防冰系统运行足够长时间后表面水膜

的流动情况，即稳态情况下的水膜流动问题，且不考

虑防冰失败形成积冰的情况。

（4）控制方程中的所有物性参数均为常数。

2.1 水膜流动控制方程

2.1.1 连续性方程

取控制体积内的水膜为研究对象，进入控制体的

质量包括前一控制体溢流到当前控制体的质量m觶 in和

由于水滴碰撞进入控制体积的质量m觶 imp。流出控制体

积的质量包括当前控制体积溢流到下一控制体积的

质量m觶 out和控制体积表面由于蒸发损失的质量m觶 evap。

根据质量守恒原理，水膜流动的连续性方程应满足

m觶 in+m觶 imp=m觶 out+m觶 evap （1）

控制体积内撞击水量m觶 imp为

m觶 imp=LWC·茁·u∞·ds （2）

式中：LWC为液态水含量；茁为局部水收集系数；u∞为
无限远处的来流速度。

控制体积内的蒸发水量m觶 evap
[2]为

m觶 evap=
0.622hc

Cp,air

Pv,w-Pv,e

Pe-Pv,w
蓸 蔀·ds （3）

式中：hc为对流换热系数；Cp,air为空气定压比热容；Pv,w

为溢流水表面饱和蒸汽压；Pv,e为自由来流边界层饱

和蒸汽压。

啄1—水膜厚度；啄2—空气边界层厚度；mevap—水膜表面蒸发质量；mimp—水滴撞击质量；min—流入控

制体积的质量；mout—流出控制体积的质量；qc—对流换热；qd—加热撞击水滴的散热；qevap—蒸发散

热；q imp—水滴撞击动能；q in—控制体积进口焓值；qout—控制体积出口焓值；qw—壁面导热

图 1 防冰机翼表面水膜流动

y

S qw

mout qout Water film

Air Boundary

qevap mevapqd

mimp
q imp

啄1

啄2

qc

min
q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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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条件下，饱和蒸汽压可以表示为关于温度

的函数[8]

Pv（T）=2337·e
6789 1

293.15
- 1

T蓸 蔀-5.031ln T
293.15蓸 蔀

（4）

考虑水膜沿 y方向的速度分布，控制体积进、出
口的质量流量为

m觶 in=
啄1

0乙 籽wateruwaterdy （5）

m觶 out=
啄1

0乙 籽wateruwaterdy+ 坠坠s
啄1

0乙 籽wateruwaterdy蓸 蔀 ds （6）

因此，水膜的连续性方程可以简化为

LWC·茁·u∞- 0.622hc

Cp,air

Pv,w-Pv,e

Pe-Pv,w
蓸 蔀 =

坠坠s

啄1

0乙 籽wateruwaterdy蓸 蔀 （7）

2.1.2 动量方程

防冰部件表面的水膜在流动方向上主要受到空

气剪切应力、沿流动方向的压力差以及壁面黏滞力的

作用。水膜沿表面流动方向受到的合力 Fs-water
[18]为

Fs-water=p啄1- p+ 坠p坠s ds蓸 蔀（啄1+d啄1）+

p+着 坠p坠s ds蓸 蔀 d啄1-子0ds+子airds （8）

式中：p 为机翼表面静压力；着为压力梯度增量系数，
为极小值；子0为壁面黏滞应力；子air为气 -液界面空气

对水膜的剪切应力，由 子=滋（du/dy）确定。将上式展开
整理后并忽略 2阶小量可得

Fs-water= -啄1·
坠p坠s -子0+子air蓸 蔀 ds （9）

考虑控制体积各表面的动量通量。由此，总的动

量通量为

M觶 water=m觶 evapu啄1-m觶 impu∞,s-
啄1

0乙 籽wateru2
waterdy+

啄1

0乙 籽wateru2
waterdy+ 坠坠s

啄1

0乙 籽wateru2
waterdy蓸 蔀 ds蓸 蔀 （10）

式中：u∞,s为水滴撞击表面时沿 s方向的速度。
由动量定理可知，对于控制体积，动量变化率和

储存动量增量之和等于作用于控制体积上的合力[19]。

运用定常流动的假设，水膜控制体积的动量方程为

-啄1·
坠p坠s -子0+子air蓸 蔀 ds=

m觶 evapu啄1-m觶 impu∞+ 坠坠s
啄1

0乙 籽wateru2
waterdy蓸 蔀 ds （11）

式中：u啄1为气 -液界面水膜速度。

对于不可压缩层流，速度分布可以用 1个多项式

表示，由边界条件可以确定其各项系数。对于水膜流

动，由于其厚度较薄，可以假设边界层速度为２次方

多项式分布。在沿流向方向的某一给定位置，水膜边

界层速度分布是关于 y的抛物线函数。运用壁面无滑
移假设，以及水膜在气 -液界面处的边界条件，水膜

内速度分布为

uwater=
2u啄1

啄1
- 子air

滋water
蓸 蔀 y+

子air

啄1·滋water
-

u啄1

啄1

2蓸 蔀 y2 （12）

其中：u啄1
、啄1、子air均为关于 s的函数。

2.1.3 能量方程

从图 1中可见，进入控制体积的能量包括水滴撞

击防冰表面带入的动能 Qimp、水膜由前一控制体积流

入当前控制体积带入的能量 Qin和由防冰表面导入的

能量 Qw。离开控制体积的能量包括流出当前控制体

积带走的能量 Qout、由于蒸发损失的能量 Qevap、控制体

积表面与空气对流换热损失的能量 Qc和加热碰撞水

滴损失的能量 Qd。根据热力学第 1定律，水膜控制体

积的能量方程为

Qimp+Qin+Qw=Qout+Qevap+Qc+Qd （13）

考虑换热面积 1·ds，单位面积控制体积进、出口
热流密度之差为

q觶 out-q觶 in=
坠坠s

啄1

0乙 籽wateruwaterCp,water（Twater-T∞）dy蓸 蔀 （14）

式中：Cp,water为液态水的定压比热容；Twater为水膜内的

温度分布；T∞为自由来流温度。
单位面积各项热流密度为

q觶 imp=
1
2
（LWC·茁·u∞）u肄

2
（15）

q觶 w=-姿water
坠Twater坠Y |y=0 （16）

q觶 evap=
0.622hc

Cp,air

Pv,w-Pv,e

Pe-Pv,w
蓸 蔀·Le （17）

q觶 c=hc（Tw-s-T∞） （18）

q觶 d=（LWC·茁·u∞）Cp,water（Tw-s-Td） （19）

由于水膜厚度较薄，其边界层内的温度分布可以

假设为线性分布，代入边界条件求解后可以表示为

Twater=Twall+
Tw-s-Twall

啄1
y （20）

由此，水膜的能量积分方程可以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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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坠s
啄1

0乙 籽wateruwaterCp,water（Twater-T∞）dy蓸 蔀 =

-姿water
Tw-s-Twall

啄1
+ 1

2
（LWC·茁·u∞）u∞

2
- （21）

hc（Tw-s-T∞）- 0.622hc

Cp,air

Pv,w-Pv,e

Pe-Pv,w
蓸 蔀·Le

-（LWC·茁·u∞）Cp,water（Twater-Td）

式中：姿water为液态水的导热系数；Le为液态水的蒸发

潜热；Tw-s为气 - 液界面水膜表面温度；Td 为碰撞水

滴的温度，可以视为与来流温度相等。

2.2 空气边界层流动控制方程

取空气边界层的控制体积为研究对象，与水膜控

制体积的分析方法相类似，在 s 方向上，空气控制体
积的总动量通量为

M觶 s-air=m觶 airue=-ue
坠坠s

啄1+啄2

啄1
乙 籽airuairdy蓸 蔀 ds （22）

其中：ue为空气边界层靠近主流位置的速度；籽air为自

由来流空气密度；uair为空气边界层的速度分布。

沿 s方向，空气控制体积所受合力为

Fs-air=p啄2- p+ 坠p坠s ds蓸 蔀（啄2+d啄2）+

p+着 坠p坠s ds蓸 蔀 d啄2-子'airds （23）

其中：子'air为气 -液界面水膜对空气的黏滞力，与 子air

互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简化可得

Fs-air=- 啄2 坠p坠s +子'air蓸 蔀 ds （24）

根据动量定理可以写出完整的动量积分方程，并

简化可得

子'air+啄2 坠p坠s =ue
坠坠s

啄1+啄2

啄1
乙 籽airuairdy蓸 蔀 -

坠坠s
啄1+啄2

啄1
乙 籽airu2

airdy蓸 蔀 （25）

同样假设空气边界层速度为 1个 2次多项式分

布，代入边界条件后可求得

uair=ue-
ue-u啄1

啄2

2 （啄1+啄2）2+

2
ue-u啄1

啄2

2 （啄1+啄2）y-
ue-u啄1

啄2

2 y2 （26）

气 -液界面黏滞力由边界层速度梯度决定

子'air=-滋air
duair

dy |y=啄1
（27）

3 求解过程

表面水膜的流动需要通过求解水滴撞击特性以

获得水滴撞击量，而空气流场求解是获得水滴撞击特

性的前提。2 维翼型的外流场数据通过商业软件

ANSYS Fluent获得，而局部水收集系数采用欧拉法，

基于 Fluent用户自定义标量方程求解。

水膜流动控制方程采

用 Matlab编程求解。在每

1个迭代步中，依次求解

空气边界层动量方程、水

膜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

和能量方程。在每 1迭代

步结束时将求解得到的水

膜厚度、空气边界层厚度、

水膜上表面温度和厚度与

迭代开始前的值进行对

比，以判定迭代是否收敛。

若迭代收敛则输出计算结

果，反之则将计算结果作

为迭代初始值进行新 1轮

迭代直至收敛。整个计算

过程如图 2所示。

4 算例验证

采用文献[20]中的试验作为算例，对建立的 2维

水膜流动换热模型进行验证。文献[20]中给出了利用

DIP技术获得的 NACA 0012翼型表面液态水的流动

形态和水膜厚度。因此，2维模型的有效性主要通过

对比文献中稳态情况下的连续水膜厚度测量结果来

验证。

对比试验中的模型为截面 NACA 0012翼型，其弦

长为 0.101 m，攻角为 0毅，
试验均在室温条件下进

行。试验过程中液态水含

量（LWC）以及平均水滴直

径（DMV）等参数见表 1。

在进行水膜流动计算前，先采用 ANSYS Flu-ent

14.5软件计算翼型表面空气流场并迭代至收敛；在此

基础上，再采用欧拉法[21]计算水滴撞击特性并获得翼

型表面的局部水收集系数。翼型表面的局部水收集系

图 2 计算流程

u∞/

（m/s）

25

T∞/

℃

20

LWC /

（g/m3）

10

DMV/

滋m

20

表 1 模型计算状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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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分布如图 3所示。

在获得空气流场及水

滴撞击特性计算结果的基

础上，求解 2维水膜流动换

热模型，可得到水膜在翼型

表面各位置处的厚度分布。

翼型表面水膜厚度的

计算结果与文献中试验测量结果的对比如图 4所示。

从图中可见，当表面液态水以稳态连续水膜形式存在

时，即水膜未破裂之前，本文模型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

果在总体趋势上吻合良好，水膜厚度均沿表面流向不

断增加，仅在驻点区域附近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有所

偏差。但从整体趋势和水

膜厚度的数量级的吻合度

方面而言，提出的 2维水

膜流动换热模型在一定程

度上能较为准确地反映翼

型表面的水膜流动情况。

5 液态水含量对水膜流动换热的影响

在不同气象参数条件下，防冰部件表面的水膜流

动会呈现不同的特性，从而影响表面换热过程。液态

水含量作为主要的气象参数之一，对防冰表面水膜流

动换热过程会产生影响。

不同液态水含量下算例的计算状态参数见表 2。

5.1 水膜厚度分布

不同液态水含量条件

下水膜厚度沿翼型表面的

分布如图 5所示。从图中

可见，机翼表面水膜厚度

的数量级均在微米级，沿

翼型表面的分布呈现先增

后减的趋势。在水滴撞击区域，部件表面水膜质量的

改变主要受到撞击与蒸发的综合作用。由于在驻点附

近撞击质量相比蒸发质量要大得多，因此水膜沿表面

向后流动过程中先不断变厚；当水膜经过一定流动

后，其蒸发质量会超过撞击量，此时表面水膜达到最

大厚度，此后水膜的厚度会在流动过程中不断减小，

直至被完全蒸发。随着液态水含量的增加，水膜沿翼

型表面的铺展区域及最大厚度均有所增加。由于液态

水含量的增加会使翼型表面水滴撞击质量增加，不同

液态水含量条件下机翼表

面水滴撞击质量的分布如

图 6所示；而在相同防冰

状态下由于水膜厚度很

薄，水膜表面与气流温差

几乎保持不变，使表面液

态水蒸发量近似相等。因

此，根据水膜质量守恒方

程可知，表面溢流水增加，

即表现为水膜厚度增加。

5.2 主要热流项分布

不同液态水含量下水膜换热过程中主要热流项

的分布情况如图 7~9所示。从各图的局部放大图中均

可见，液态水含量对于水膜流动过程中换热热流的影

响主要集中在翼型表面的水滴撞击区域。从图 7中可

见，机翼壁面导热热流随液态水含量的增加而增加。

而从图 8、9中可见，随着液态水含量的增加，在水滴

撞击区域内，水膜表面由于蒸发和对流换热作用所损

失的热量反而略有减小。

因为在水滴撞击区域内，

水滴撞击质量随液态水

含量的增加而增加，使得

溢流水量增加，导致水膜

控制体积进、出口焓值之

差增大，即 qout-q in 增加。

图 4 水膜厚度分布

图 5 不同液态水含量下

水膜厚度的分布

图 6 不同液态水含量下机翼

表面水滴撞击质量的分布

图 7 不同液态水含量下机翼

表面导热热流的分布

图 8 不同液态水含量下水膜

表面蒸发散热热流的分布

图 9 不同液态水含量下水膜

表面对流换热热流的分布

参数

防冰表面温度 Twall /℃

自由来流速度 u∞/（m/s）

总温 T∞ /℃

液态水含量 LWC /（g/m3）

平均水滴直径 DMV /滋m

1

10

44.4

-5

0.5

20

2

10

44.4

-5

1.0

20

3

10

44.4

-5

1.5

20

4

10

44.4

-5

2.0

20

状态点

表 2 不同液态水含量下的计算状态参数

图 3 局部水收集系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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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水膜能量平衡方程可知，当液态水含量增加

时，即使热损失有所减少，但壁面导热热流仍有所增

加。

6 结论

以防冰表面水膜的流动换热作为研究对象，基于

水膜及空气的相互作用机理，建立了水膜流动的连续

性方程、动量方程和能量方程以及空气边界层动量方

程。通过对文献算例的求解，本文模型的有效性得到

验证。通过改变算例的液态水含量，研究了液态水含

量对表面水膜厚度及各项热流分布的影响。主要结

论如下：

（1）在驻点附近的水滴撞击区域，水滴撞击质量

对水膜厚度影响较大；到达撞击极限后，水膜表面蒸

发作用开始占主导地位，由此，水膜厚度沿机翼表面

的分布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

（2）液态水含量的增加使得表面撞击区域内的收

集水量增加，表现为水膜在表面的铺展面积及最大厚

度均随之增加；

（3）液态水含量对壁面导热热流、蒸发及对流换

热作用产生的热损失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水滴撞击区

域，且加热热流和散热热流随液态水含量的增加呈现

相反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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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DAMS的静叶联调机构参数化设计

梁 爽，印雪梅，王 华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压气机静子叶片调节机构空间运动关系复杂、设计难度大的问题，提出了 1 种以 3维参数化仿真为核心，进行压气机静

叶联调机构方案设计的方法。基于 ADAMS平台建立调节机构的简易模型，利用软件参数化分析模块研究了模型中决定机构性能的关键

设计变量的确定方法；在此基础上，以某型压气机调节机构为例，利用参数化方法进行了该机构的方案设计。结果表明：在方案设计阶

段，参数化分析方法可快速、有效地进行调节机构结构参数选取与优化，使模型的运动 /动力学仿真结果满足设计要求。

关键词：可调静子；联调机构；ADAMS；参数化仿真；方案设计；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9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6.01 .01 3

Parametric Design of Stator Blade Jointly Adjusting Mechanism Based on ADAMS
LIANG Shuang袁YIN Xue-mei袁WANG Hua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the complicated motion relationship and difficult design of the compressor stator vane adjusting

mechanism, a new method to design Variable Stator Vane (VSV) mechanism was proposed by a simulation with the 3D parameterization.
Based on the VSV simple model in ADAMS, the method for determining key design variables of mechanism performance was investigated
using parametric analysis module. On this basis, taking the VSV mechanism of a compressor as example, the process proposed for
parametric simulation was studied for VSV design.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ametric methods are available and effective in the scheme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The kinematics/dynamics simulation results meet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Key words: Variable Stator Vane; jointly adjusting mechanism; ADAMS曰parameterization simulation; scheme design;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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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压气机静子叶片角度调节机构的作

用是根据工作状态调节静叶角度。为了减轻压气机质

量和减少控制变量，多级叶片调节机构通常设计成由

1个主动件同时驱动多排叶片按不同角度规律调节

的联调机构。目前国内对调节机构的设计研究，文献

[1]给出了调节机构的运动方程，主要针对以平面运动

为主的叶片调节机构，推导时将部分空间运动近似成

平面运动处理；文献[2]以齐次坐标分析法为基础，结

合 Matlab推导典型结构形式的涡轴发动机调节机构

运动方程，通过优化计算得出关键构件的结构尺寸。

国外对调节机构的研究，在公开发表的文献[2-3]中

主要是对机构的运动学和动力学的仿真分析。

本文介绍了 1种通过参数化仿真进行联调机构

设计的方法，并利用 ADAMS 软件对某压气机 4级

联调机构进行方案设计，研究了该机构中关键设计变

量的确定方法。

1 典型联调结构形式

在相同工作转速下，

压气机各级静子叶片的

角度是不同的，而联调机

构由同一套作动系统驱

动，所以需要设计不同的

传动机构来保证各级静

子叶片能够按照设计角

度要求进行调节。

多级联调机构主要 图 1 拉压杆式多级联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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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4级可调叶片机构

包括以连杆的拉压力、扭

转力进行传递级间驱动力

形式，分别如图 1、2所示。

从图 1中可见，拉压

杆式多级联调机构的级间

连杆连接各级曲柄，构成

1组平行四边形连杆机构。作动筒驱动其中 1 个曲

柄，通过级间连杆的拉压力带动其余曲柄转动，实现

叶片的角度调节。拉压杆式多级联调机构占有空间相

对较小，各级静子叶片调节角度之间的关系由曲柄和

摇臂的几何特征来保持。

从图 2中可见，扭力杆多级联调机构主要是以作

动筒驱动级间连杆转动，安装在级间连杆不同位置的

凸耳带动拉杆，拉杆带动联动环，来调节静子叶片角

度。各级静子叶片调节角度之间的关系由安装在级间

连杆上的凸耳的几何特征和安装角度来保持[4]。

本文研究的某型压气机可调静子叶片调节机构

是 1种靠级间连杆拉压力传递级间驱动的多级联调

机构。

2 设计目标分析

某型压气机试验件共有 4排静子叶片角度可调，

为方便级间匹配调节和性能优化，先期设计为可调进

口导叶（IGV）单独调节，后 3级联调，结构形式如图 3

所示。

经过试验确定了优化后的 IGV 角度调节规律。

在该压气机工程应用阶段，需要将单独调节的 IGV

并入 3级联调机构，实现整体 4级联调，各级联调规

律如图 4所示。

在新 4级联调机构中，沿用原 3级联调的驱动范

围 0毅～40毅，第 1～3级机构不需改变，只需重新设计

要并入的 IGV调节机构。本方案设计旨在 3级曲柄

处驱动转角 0毅～40毅范围内实现 IGV 角度 -14.2毅～
17.5毅的调节规律，其结构方案如图 5所示。定义摇臂

与发动机轴线平行位置

为 0毅，正、负值分别为闭
角、开角。

3 参数化设计过程

参数化包括仿真模

型和仿真过程的参数化。

前者对决定机构形状的

基本尺寸以及决定构件

相互位置关系的约束进行参数化，使整个仿真模型完

全由若干个参数值来控制，从而易于模型的重建；后

者在仿真过程中动态地改变参变量的数值，从而可以

在满足相关约束

的条件下，获得最

优的参数取值。可

见仿真模型参数

化是仿真过程参

数化的前提[5]。

采用 ADAMS

软件进行压气机

静叶联调机构参

数化方案设计，

基本流程如图 6

所示。

3.1 设计方案建模

在 ADAMS软件环境下建立机构的分析模型，建

模过程如下。

（1）分析机构模型设

计变量，目标是找出能够

完整描述整个机构模型的

结构参数，建立设计变量

和模型对象的对应关系。

本算例设计变量及其物理

含义对照见表 1。

（2）创建关键位置点。

在模型中创建机构的关键位置点，以便确定机构中各

构件的装配位置关系，有利于模型在参数化求解过程

中快速重建。

（3）创建模型构件。ADAMS软件提供了连杆、圆

柱、矩形体等丰富的基本几何体，对照机构模型可以

用基本几何体快速创建整个机构的简易模型，如图

图 2 扭力杆式多级联调机构

图 4 4级联调规律

图 5 设计目标方案

图 6 参数化设计流程

设计变量

DV_1

DV_2

DV_3

DV_4

DV_5

DV_6

物理含义

曲柄从动臂长度

曲柄从动臂与

主动臂夹角

拉杆长度

摇臂长度

联动环中心半径

曲柄主动臂长度

表 1 设计变量物理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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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所示。

（4）添加运动副约

束。对机构进行参数化仿

真的前提是要对该机构

进行详细梳理分析，明确

构件间的约束关系，模型

中的运动副约束包括旋

转副、球绞副、圆柱副和

固定副。机构中各构件的

约束类型见表 2。

（5）添加驱动。将仿真驱动设置在模型 3级曲柄

的旋转运动副上。按照设计目标，给定其驱动角度范

围为 0毅～40毅。
3.2 模型的参数化

结合机构模型对表 1列出的设计变量进行分析，

摇臂长度和联动环半径等结构参数很大程度上受到

压气机自身结构（外径、级间距等尺寸）的约束；与其

相比，拉杆的长度以及曲柄从动臂的长度和角度受到

的约束较弱，可以优先作为本次设计的参数化变量。

上述 3个参数可以反映在拉杆和 IGV曲柄连接

点的位置坐标上，于是将曲柄与拉杆的连接点（图 4）

位置坐标参数化，创建 3个设计变量（DV_X,DV_Y,

DV_Z）来表示该参数化点的坐标，并以原 IGV单独调

节时的结构位置坐标为初值，给定 3个设计变量 ±3

mm取值范围。下一步将通过静叶联调机构模型的运

动仿真试验，得出能够满足目标调节规律的静叶联调

机构设计变量取值。

3.3 仿真试验设计

进入 ADAMS 软件的

试验设计 (Design of Ex-

periments) 环境下设置参

数如图 8所示。本次设计

2个目标函数，分别是可

调叶片的最大开、闭角，变

量的取值精度表示设计变

量在给定的取值范围内取

值的数量，若设定为 20，

则每个变量在取值范围内

均匀取 20个值。本算例有 3个设计变量，则共有 203

种数据组合进行试验，可根据需要选取更高的数据密

度以获得更高的计算精确度[6]。参数设置完毕，点击

Start按钮，程序自动开始仿真试验。

4 设计结果

程序完成 203次试验后，进入软件后处理模块

PostProcessor提取试验结果，并从中筛选接近设计目

标的试验结果，见表 3。

以调节角度设计要求与试验结果差值的最小平

方和为目标，从结果中选取最优的试验次，即第 3200

次试验（开角 14.1859毅，闭角 17.5028毅）可以满足设计
要求。读取第 3200次试验对应的设计变量值 DV_X，

DV_Y，DV_Z作为本次方案设计的结构参数，并进行

运动仿真加以验证，得到设计结果数据与设计要求对

比，如图 9所示。从图中可见，设计数据与设计要求的

约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I零件

大地

驱动曲柄

级间连杆

大地

级曲柄

级拉杆

联动环

联动环

摇臂销轴

摇臂

叶片

J零件

驱动曲柄

级间连杆

级曲柄

级曲柄

级拉杆

联动环

大地

摇臂销轴

摇臂

叶片

大地

约束类型

旋转副

旋转副

圆柱副

旋转副

球绞副

球绞副

圆柱副

圆柱副

固定副

固定副

旋转副

表 2 模型构件约束类型

图 8 参数化试验设计

试验次

379

410

500

1279

1340

2270

2389

3200

3400

4308

5179

设计要求

目标 1

（开角）/（毅）
-14.1702

-14.0668

-14.1671

-14.1698

-14.0999

-14.133

-14.4

-14.1859

-14.1668

-14.1663

-14.1693

-14.2

目标 2

（闭角）/（毅）
17.6838

17.525

17.4338

17.7107

17.5208

17.5168

17.5213

17.5028

17.4601

17.4864

17.7376

-17.5

表 3 试验结果节选

图 7 联调机构参数化

设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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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偏差在 0.6毅之内，作
为初步的方案设计，认为

结果可以满足设计要求，

对于未能完全吻合的点可

以在详细设计时进一步微

调优化。

该算例确定了参数化

设计点的位置坐标，并且满足了设计要求，通过参数

化点的位置坐标可以得到拉杆长度、曲柄从动臂长

度、曲柄从动臂与主动臂夹角 3个关键结构参数取

值，从而确定 IGV并入后 3级联调机构后的结构尺

寸方案，达到 4级联调的方案设计目标。

5 结论

（1）应用 3维参数化方法开展机构方案设计，与

解析计算法相比，可以快速确定机构的关键尺寸参

数，能够很好地满足设计要求；保证了结构尺寸的精

确设计，缩短研制周期。

（2）进行结构方案设计的同时完成联调机构运动

轨迹仿真及干涉分析，保证设计方案的可行性，提高

了设计效率。

（3）仿真样机通过简单的设计参数修改，可满足

不同的气动规律变化，其设计思想可应用于其他型号

可调静子机构的设计。

（4）本文采用理想的刚体模型，没有考虑摇臂、联

动环等构件的变形，相对于实际情况有一定误差。考

虑计算资源和时间的限制，刚性模型可以在初始设计

时采用，设计基本定型时再用柔性模型进行更精确地

仿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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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发动机润滑供油系统流量仿真分析

苏媛媛，毛福荣，路 彬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航空发动机动力传输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沈阳 110015）

摘要：为加快某型发动机的研制进度，保证其可靠工作，以现有发动机成熟润滑系统为基础进行润滑系统改进设计。为评估供

油系统工作情况，利用英国流体系统仿真软件 Flowmaster对供油系统进行部件级和系统级流量仿真分析。重点对系统中调压活门

和调压差活门的溢流特性、压力与流量的关系进行仿真分析，得到满足系统循环量要求的调节量，根据仿真结果对系统各处喷嘴和

节流嘴尺寸提出改进建议，包括调整前轴承腔 8处喷嘴尺寸和附件机匣节流嘴尺寸等。

关键词：供油系统；润滑系统；压力差；流量；仿真分析；溢流特性；活门；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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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low Simulation on an Aeroengine Lubrication System
SU Yuan-yuan袁 MAO Fu-rong袁 LU Bin

渊Key Laboratory for Power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of Aeroengine袁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aeroengine development and ensure reliable operation, the lubrication system is improved based on
the existing engine lubric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evaluate working conditions of fuel supply system using Flowmaster software , the flow
simulation analysis of fuel supply system on componment level and system level was performed. The simulation analysis of overflow and
pressure-flow relationship about pressure regulating valve and differential pressure valve was performed . The amount of regulation to meet
requirements of the system cycle was obtained. According to simulation results, the suggestion for improvement of nozzle and orifice size was
put forward , including eight nozzle sizes on forward bearing cavity and orifice sizes on accessory gear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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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润滑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向航空发动机主轴轴承、

接触式密封装置、中央传动齿轮、转接齿轮箱和附件传

动机匣的齿轮及轴承提供用于润滑及冷却的滑油[1-3]。

随着航空发动机润滑系统数值仿真技术的发展和研

制进度的需要，采用网格计算法，将系统的结构和腔

室分解成有相应原件和节点组成的网格，用有限的元

件和不同的流动介质类型描述各种结构的润滑系统，

得出润滑系统在发动机各飞行状态下的温度、压力分

布及各喷嘴的滑油流量分配比例等参数[4]。这种方法

不仅取代了部分试验调试工作，缩短了研制周期，减

少了研制费用，而且得到了详细的流体系统信息，对

滑油系统设计提供理论依据。

为加快某型发动机的研制进度，保证其可靠工

作，以现有发动机成熟润滑系统为基础进行改进设

计，选用现有的滑油泵组，因其供油流量大于系统循

环量。故在润滑系统供油流路中设置调压活门，使多

余滑油通过调压活门溢流回滑油箱。为确定调压活门

溢流特性与供油系统各处流量和压力是否满足要求，

需对供油系统进行流量仿真分析[5-8]。

英国流体系统仿真软件 Flowmaster是当今全球

mailto:ianleelj@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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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著名的热流体系统仿真软件，以其高效的计算效

率、精确的求解能力、便捷快速的建模方法而广泛应

用[9]。南昌航空大学李静等利用 Flowmaster软件对航

空发动机内部的供油润滑冷却系统的流量分配和压

力分布问题进行计算[10]，吉林大学杨纯辉等对4G6 发

机润滑系统基本结构建立了润滑系统 1维仿真计算

分析模型[11]。

本文利用 Flowmaster软件对某型发动机润滑供
油系统进行了部件级和系统级仿真分析。重点对系统

中调压活门和调压差活门的溢流特性、压力与流量的

关系进行仿真分析。通过计算，对供油系统工作进行

评估，对滑油系统结构提出改进建议，为设计、调试和

试验提供理论指导依据。

1 供油系统概述

润滑供油系统如图 1所示。供油系统基本流程为：

滑油箱→滑油泵组增压级→燃滑油散热器→滑油滤→

喷嘴（节流嘴）→冷却和润滑部位。由于滑油泵组供油

能力大于验证机所需油量，需从供油路引出 1条溢流

路与总回油路汇合后通入油箱。溢流量由设置在溢流

管路的调压活门调节，确保供油能力与需求油量平衡。

2 计算方法和步骤

本文采用 Flowmaster软件开展供油系统流量仿
真分析。首先模拟部件级试验的压力和流量，根据处

于设计状态下的各部位滑油流量的需求调整各滑油

喷嘴结构。用得到的各部件结构合并建模，模拟滑油

供油系统的系统级试验过程，进而得到发动机整机试

车过程或关注的工作状态下滑油供油系统的供油特

性[12～15]。仿真计算过程如图 2所示。

3 建模

Flowmaster软件建模的算法特点是将系统的结构

与腔室分解成由相应元件和节点组成的网络，用有限

的元件和不同的流动介质类型描述各种结构的内流

系统。将滑油系统中的真实元件（如各种管、突扩、突

缩、渐扩、渐缩、弯头、3通和阀门等）直接转为网络元

件，组成了 Flowmaster网络模型。
3.1 部件级试验模型

为满足轴承腔各处供油量需求，建立前轴承腔、后

轴承腔供油油路试验模型如图 3、4所示，模型中包括

轴承腔供油管路、节流嘴和喷嘴等元件，根据轴承腔滑

油喷嘴流量试验要求，各轴承腔供油压力为 250 kPa，

因此采用恒压源供油，喷嘴出口压力为轴承腔压力。

图 1 供油系统

图 2 仿真计算过程

图 3 前腔滑油供油油路试验模型

图 4 后腔滑油供油油路试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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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统级试验模型

以部件级试验模型为基础，建立系统级试验模型

如图 5 所示，补充从滑油泵组、调压差活门、调压活

门、附件机匣和转接齿轮箱处节流嘴、以及各处连接

管路的相关模型。滑油泵组模型采用恒流源，喷嘴出

口压力为各腔腔压。

4 计算结果及分析

4.1 部件级仿真结果分析

按照滑油喷嘴流量检查要求，为满足前腔各处供

油量需求，建立前腔供油油路试验模型，根据设计尺

寸计算得出各处喷嘴流量不满足要求的情况，对各处

喷嘴尺寸进行修改和仿真计算，计算结果及改进建议

见表 1。

按照滑油喷嘴流量检查说明，为满足后腔供油量

8～9 L/min的要求，建立后腔供油油路试验模型，得

到后轴承腔节流嘴 K、后轴承腔 H、I2处喷嘴的孔径

及仿真流量值，见表 2。

4.2 系统级仿真结果分析

某型发动机润滑系统循环量在发动机地面设计

点状态的需求为 33.3～39.9 L/min, 供油压差要求为

0.23～0.35 MPa。

在调压活门和调压差活门调节量不同的情况下，

总供油路压力和流量，调压活门和调压差活门的溢流

量见表 3。调压活门和调压差活门的溢流特性、总供

油压力及流量的关系分别如图 6、7所示。从表 3和图

6、7中可见，调压活门对系统供油流量和供油压力影

响较大，而调压差活门的影响较小。通过调整调压

活门和调压差活门，系统供油流量和供油压力可以

满足使用要求。

为保证系统各处供油量需求，某型发动机润滑系

统共设置 6处节流嘴，按照发动机不同的试验状态，

分析润滑系统仿真结果，得到总供油路供油压力、调

压活门溢流量和各处供油流量，根据各处供油流量需

求和计算结果，对节流嘴尺寸进行修正。保证供油系

图 5 供油系统流量模型

润滑部位

前密封

主轴承及后密封

主轴承弹支

中央传动齿轮

中央传动轴承

改进建议

不变

扩孔 0.15mm

缩孔 1mm

扩孔 0.4mm

扩孔 1mm

计算流量 /

（L/min）

0.8

7.2

0.95

1.85

3.68

喷嘴前压力 /

（kPa）

376.8

376.8

391

297

197

表 1 前腔各喷嘴改进尺寸流阻特性计算

喷嘴

节流嘴 K

4支点喷嘴 H

5支点喷嘴 I

孔径 /

mm

4

3

3.5

孔长 /孔径

2≤L/d0≤4

L/d0<2

L/d0<2

流量 /

（L/min）

8.73

4.06

4.67

表 2 后腔节流孔及喷嘴尺寸及流量计算值

调压活门

调节

扣数

2

4

6

8

10

压差活门

调节

扣数

2

4

6

8

10

2

4

6

8

10

2

4

6

8

10

2

4

6

8

10

2

4

6

8

10

供油压力 /

MPa

0.528

0.493

0.493

0.482

0.491

0.467

0.457

0.459

0.442

0.447

0.41

0.403

0.406

0.389

0.389

0.334

0.334

0.333

0.321

0.318

0.279

0.279

0.278

0.274

0.269

调压活门

溢流量 /

（L/min）

19.54

15.01

14.98

13.67

14.76

24.46

22.79

23.15

20.67

21.41

33.1

31.35

32

28.6

28.57

39.67

39.67

39.67

37.13

36.4

43.72

43.72

43.72

42.74

41.7

压差活门

溢流量 /

（L/min）

8.08

14.59

14.63

16.59

14.96

6.64

8.91

8.43

11.89

10.84

1.37

3.68

2.8

7.34

7.35

0

0

0

3.4

4.37

0

0

0

1.32

2.75

供油流量 /

（L/min）

54.37

52.39

52.38

51.73

52.28

50.89

50.28

50.41

46.43

49.73

47.4

46.9

47.1

46

46

42.33

42.33

42.33

41.44

41.19

38.27

38.27

38.27

37.92

37.54

表 3 活门溢流特性及总供油流量和压力

P

P P

P

PPPP

P

P

P

P

P

P

P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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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溢流特性

（c）流量特性

图 6 调压活门特性

（c）流量特性

（b）压力特性 （b）压力特性

图 7 调压差活门特性

统满足发动机试验要求。

在调压活门和调压差活门均外拧 8扣的情况下，

总供油路流量与系统循环量相当，供油压力为 0.32

MPa，供油压差为 0.25 MPa，在该状态下，各处供油流

量及供油压力见表 4。

从表中可见，在该状态下，除附件机匣供油量偏

少外，其余各部分供油量均满足要求。因此对附件机

匣供油节流嘴进行修改，计算结果见表 5。

5 总结

利用英国流体系统仿真软件 FLOWMASTER 对

某型发动机润滑供油系统进行了部件级和系统级仿

真分析。通过计算，对滑油系统结构提出改进建议。

（1）前轴承腔共有 8处喷嘴需调整，其中主轴承

和后密封 3处喷嘴需扩孔 0.15 mm，主轴承弹支 1处

喷嘴需缩孔 1 mm，中央传动齿轮 2处喷嘴需扩孔 0.4

mm，中央传动轴承 2处喷嘴需扩孔 1 mm；

（2）得到后轴承腔喷嘴和节流嘴尺寸，以及流量值；

（3）附件机匣节流嘴尺寸需调整，扩孔 0.5 mm。

进行供油系统仿真计算，对供油系统工作情况进

行评估。通过调整调压活门和调压差活门，系统总供

油量和供油压力满足要求，通过调整各处节流嘴尺

寸，前轴承腔、后轴承腔、附件机匣、转接齿轮箱等各

处供油流量和供油压力满足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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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扩张角涡轮过渡段性能试验和数值研究

施鎏鎏 1，罗华玲 1，张 颜 2，刘火星 2

（1.中航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201108；

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发动机气动热力国家科技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1）

摘要：为研究某型大扩张角涡轮过渡段气动性能，对过渡段内部流场进行了详细的试验测量，同时采用 CFD数值模拟对过渡

段内部流场进行仿真，并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过渡段机匣表面流动受强逆压梯度影响，容易发生流动分离；轮毂表

面流场受支板前缘冲击绕流的影响，呈现周向不均匀性。来流气流角使得过渡段内部流场向支板一侧偏斜，随着气流角的增大，过

渡段总压损失增大。CFD模拟结果与试验测量结果吻合较好，均能很好地捕捉流场的细节特征；过渡段进、出口总压恢复系数随着

来流气流角的增大而减小，CFD模拟和试验测量值的偏差约为 0.2%。

关键词：大扩张角；涡轮过渡段；气动性能；流动分离；气流角；试验；大涵道比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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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an Aggressive Intermediate Turbine Duct
SHI Liu-liu1, LUO Hua-ling1, ZHANG Yan2, LIU Huo-xing2

渊1. AVI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袁 LTD袁 Shanghai 201108袁 China; 2.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ero-Engine Aero-Thermodynamics袁 Beihang University袁Beijing 100191袁 China冤

Abstract: To study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an aggressive intermediate turbine duct,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s and CFD
simulations of the duct flow field were carried out, and the CFD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experimental data for valid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mediate turbine duct casing is dominated by strong adverse pressure gradient, and flow separation is easy to occur. The
circumferential difference of the flow filed is found near hub, which is caused by the disturbance of the impinging flow at the strut leading
edge. The flow field inclines to one side of the strut as the incoming flow angle increases, the total pressure loss increases as well. The CFD
results agree reasonably well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both of them can capture the main flow features.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decreases as the incoming flow angle increases,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CFD prediction and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is found
to be merely 0.2%.

Key words: aggressive; intermediate turbine duct;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flow separation; flow angle; experiment; high bypass
ratio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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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涵道比航空发动机是未来民用航空涡扇发动

机发展的趋势。大涵道比发动机常采用大扩张角涡轮

过渡段结构，使得子午流道外壁一侧的扩张流动恶

化，更易发生端壁附面层分离，明显增加流道内的流

动损失，造成发动机性能下降。国外对大扩张角过渡

段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90 年代，Dominy等 [1-3]采用叶

栅试验结合数值模拟的方法，对大扩张角过渡段内部

的流动机理进行了研究；同期，美国 NASA刘易斯研

究中心的 Wendt等 [4]也对过渡段内部流动规律进行

了探索，通过进行大量细致的试验，分析了大扩张角

过渡段内部涡结构对流场的影响；Norris[2]对带直叶片

的过渡段流场发展进行了研究；Miller 等 [5]依靠试验

结合数值模拟的方法，针对上游转子对过渡段流场的

影响规律进行了研究。国内对大扩张角过渡段的研究

mailto:sll466_t_aim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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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值模拟为主。安柏涛[7]、毛凯[8]和唐洪飞[13-14]等在大

扩张角过渡段内部流动机理、子午型线改变、分离流

场模拟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数值模拟；杜强 [11]在过渡

段型面优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试验研究在国内

仍属空白。

本文以某大涵道比航空发动机大扩张角涡轮过

渡段为研究对象，通过详细的试验测量对过渡段内部

的流场特征进行初步探索，同时与 CFD模拟的流场

结果进行对比，验证 CFD数值模拟的准确性。

1 试验装置

本文的试验研究工作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

空发动机气动热力国家科技重点实验室低速过渡段

试验台上完成的。该试验台由气源、扩张段、稳定段、

收敛段和测试段 5部分组成。气源由 1台离心式风机

提供，额定功率为 220 kW，空气流量为 35000 m3/h，

全压为 15000 Pa。试验的

扇形试验件根据涡轮过渡

段原型按照 1颐1比例设计
试制，试验件扇形流道内

包含 4个过渡段支板。试

验件实物如图 1所示。

为了模拟过渡段进口来流的预旋，在试验件进口

安装了 1段导流段（如图 2所示），改变导流叶片的安

装角来产生不同的来流气流角，以此模拟不同的高压

涡轮出口气流角。试验共

在 3个不同的来流气流角

（气流与过渡段轴向的夹

角）工况下完成了过渡段

内部流场测量，分别为 0毅，
5毅和 10毅。
试验测量了过渡段进口的总压，过渡段出口的总

压、静压和速度，机匣和轮毂表面的静压，以及过渡段

支板不同径向高度位置处的静压。测试系统包括压力

扫描阀、气动 5孔探针、压力传感器、数据采集设备及

5自由度位移机构等。进口采用 3孔探针测量总压，

出口采用 5孔探针对整个出口平面进行移动测量。壁

面静压采用静压孔，通过接嘴引出到压力扫描阀测

量。压力测量的误差≤±0.1%。

完成压力测量后，以碳粉作为指示粒子，硅油作

为载体，加入适当煤油作为稀释剂，在机匣和轮毂表

面进行油流显示。

2 数值计算模型

为了与试验结果对比分析，采用商业软件 CFX

对过渡段内部流场进行了数值仿真。数值计算采用与

试验相同的过渡段试验件和进口导流段模型（如图 3

所示）。扇形导流段和过渡段分别包含 13片导流叶片

和 4片过渡段支板。计算采用结构化网格，试验段网

格总数约 250万，导流段网格总数约 400万，壁面

y+<1，湍流模型采用 SST。

将试验测量得到的进口总

温、总压作为数值计算的

进口边界条件，将测量得

到的出口平均静压作为出

口边界条件。

3 结果分析及讨论

首先，对来流气流角为 0毅的设计工况过渡段流
场进行分析。过渡段端壁

表面静压分布曲线如图 4

所示。图中给出了过渡段

上、下端壁中心线上的表

面无量纲静压 Cp 沿轴向

（z/L）分布的试验测量结
果和 CFD计算对比。

随着流向位置的增加，流道不断抬高并扩张。在

机匣表面，由于流体的减速扩压，流动呈现大的逆压

梯度，易分离。在机匣后半段 z/L=0.75附近，随着通流

面积的收缩，流体开始缓慢加速，机匣表面呈现较弱

的顺压梯度。在轮毂表面，因流道曲率的原因，前半段

流场压力变化较平稳；在 z/L=0.55附近，由于流道曲

率由凹变凸，流体开始急剧加速，下游流体呈现较强

的顺压梯度。过渡段前段的机匣压力低，后段轮毂压

力低，端壁型线曲率变化带来的径向压差会产生径向

流动。

从图 4中可见，试验测量和 CFD计算得到的表

面压力分布基本一致，都能很好地捕捉过渡段表面压

力的变化趋势。但在机匣的进口到 z/L=0.5区间内，

CFD 计算得到的表面静压和试验测量值差异较大，

经仔细检查后发现，机匣在该区域已经产生了流动分

离。机匣表面的极限流线和油流如 5、6所示。2幅图

图 1 试验件实物

图 2 导流段实物

图 3 过渡段数值计算模型

图 4 过渡段端壁表面静压

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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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地表明流体在过渡段进口已发生分离，而后又再

附到机匣表面。

虽然在过渡段方案设计时，在机匣表面未发生流

动分离，但由于试验工况与设计工况不完全一致，在

试验中发生了分离。再次提醒需关注过渡段机匣处的

逆压梯度对流动分离的风险。

机匣和轮毂表面的静压分布如图 7、8所示。结果

表明，试验测量和 CFD模拟得到的静压分布规律基

本一致。从图中可见，机匣表面静压的周向（X/L）分布
较为均匀。机匣表面测量结果表明，在过渡段进口存

在 1个低压力区域，该区域即为机匣表面的分离区，

CFD计算的压力值比试验测量值偏高。

轮毂表面静压的周向分布较不均匀，这是由于来

流冲击到过渡段支板前缘后，流体向通道内挤压，而

轮毂表面流速缓慢，流场易受外部流体干扰，造成流

场周向不均匀。CFD计算和试验测量均捕捉到这一

特征。

过渡段支板根、中、尖 3个径向高度的表面静压

分布如图 9所示。由图中可见，径向不同高度位置处

的静压沿流向分布规律基本一致，在距支板前缘

20%范围内，存在很强的顺

压梯度，之后缓慢扩压。但

是在支板的根部（10%叶

高），在约 50%流向位置后

又出现了顺压梯度。

支板前缘 20%范围内的加速特性可理解为来流

滞止到支板前缘后，开始了 1段加速过程。随后，由于

流道扩张，流体不断减速扩压。支板 10%叶高处在后

半段的加速和图 4中后半段的加速原理一致：因轮毂

曲率的变化使靠近轮毂的流体加速。

过渡段出口 1 个通道内的总压分布如图 10 所

示。图中，y/R 为径向，x/R 为周向。从图中可见，CFD

预测和试验测量值吻合较好。在机匣附近总压低，损

失大。在支板尾缘靠近机匣的位置，也存在低压区，这

是由于在支板尾缘靠近机匣的位置发生了流动分离，

造成较大损失。

过渡段出口二次流如

图 11所示。从图中可见，

过渡段出口靠近支板和机

匣处的二次流较强，这也

加剧了该处的流动损失。

试验又在来流气流角 i=5毅、10毅的工况下对过渡
段内部流场进行了测量，得到与 0毅工况下相似的流
场分布规律。进口气流角会使过渡段内部的流场向一

侧倾斜，呈现较强的周向不均匀性。i=5毅、10毅时，过渡

图 5 过渡段机匣表面

极限流线

图 6 过渡段机匣表面

油流图谱

（a）试验测量 （b）CFD计算

图 7 过渡段机匣表面静压分布

（a）试验测量 （b）CFD计算

图 8 过渡段轮毂表面静压分布

（a）10%叶高

（c）90%叶高（b）50%叶高

图 9 支板不同叶高处静压分布

（a）试验测量 （b）CFD计算

图 10 过渡段出口总压分布（i=0毅）

图 11 过渡段出口二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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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出口 1个通道内的总压分布如图 12、13所示。从图

中可见，气流角会使流场明显向一侧偏斜。支板吸力

面一侧出现低压区，总压损失较大，机匣表面的总压

损失也较大。CFD模拟和试验均捕捉到了这些特征。

随着来流气流角进一步增大，支板吸力面侧的低压区

也随之增大，过渡段出口总压分布如图 13所示。

根据过渡段出口截面测得的总压，进行流量平均

后，得到不同来流气流角条件下的过渡段总压恢复系

数 滓，如图 14所示。随着气流角增大，总压恢复系数

逐渐减小，总压损失逐渐

增大。试验和 CFD预测的

变化趋势相同，试验值和

CFD 预测值的偏差也较

小，在 0.2%左右。

4 结论

（1）大扩张角涡轮过渡段机匣表面流动受强逆压

梯度影响，容易发生流动分离；过渡段轮毂表面流场

易受支板前缘冲击绕流的影响，呈现周向不均匀性；

（2）CFD预测的总压恢复系数随气流角的变化趋

势与试验测量值一致，数值偏差仅约 0.2%；

（3）来流气流角造成过渡段内部流场向一侧偏斜，

流动损失随着气流角的增大而变大；

（4）高压涡轮出口是非定常流动，本文采用导流叶

片模拟的高压涡轮出口流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进

行考虑非定常的尾迹流动对过渡段流场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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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试验测量 （b）CFD计算

图 12 过渡段出口总压分布（i=5毅）

（a）试验测量 （b）CFD计算

图 13 过渡段出口总压分布（i=10毅）

图 14 过渡段总压恢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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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31B镁合金大应变循环变形行为研究

耿长建，师俊东，李晓欣，王志宏，滕佰秋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研究 AZ31B镁合金在大应变幅条件下的变形机制，开展了该合金在 7.5%应变幅条件下的循环行为研究。结果表明：

在拉伸阶段的最大应力值随着循环周次的增加而减小，而在压缩过程中的最大应力值随着循环周次的增加而增大，在整个循环过

程中材料呈现循环应变硬化特性，拉应力是导致循环应变硬化的主要原因；随着循环周次增加，滞回曲线的不对称性基本不变。真

应力 -真应变滞回曲线在卸载和反向拉伸阶段出现 3个拐点。在压缩过程中发生{10-12}孪生，反向拉伸过程发生去孪生行为，包

申格效应对去孪生行为具有较大影响。研究表明：孪生 -去孪生是大应变幅循环变形的主要变形机制；对拉伸、反向压缩过程的变

形特征及机制的分析，可为低周疲劳行为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AZ31 B镁合金；非对称；应变硬化；滞回曲线；孪生 -去孪生

中图分类号：V21 6.3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6.01 .01 6

Cyclic Deformation Behavior of AZ31B Magnesium Alloy at Large Amplitude
GENG Chang-jian袁SHI Jun-dong袁LI Xiao-xin袁WANG Zhi-hong袁TENG Bai-qiu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deformation mechanism of material under large amplitude conditions, the cyclic deformation
behavior of an extruded AZ31B magnesium alloy with the fiber texture components was investigated under tensile-tensile asymmetric strain
loading at 7.5% amplitude. It was found that the maximum tensile stres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yclic number袁 while the maximum
compressive stress increased袁 the alloy presented cyclic strain -harden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whole cycle. The cyclic hardening was
resulted from tensile deformation; the asymmetry of the hysteresis loop basically unchanged during the whole cyclic. Three turning points
appeared during unloading and reversal tension process on the true stress-true strain curves. {10-12} tension twinning was activated in
compressive process and its detwinning happened in reversal tension process, Bauschinger effect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detwinning. It
was found from deformed microstructures that twinning -detwinning is dominant plastic deformation at the high amplitude.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stress and reversal tension process,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low cycle fatigue behaviors.

Key words: AZ31B magnesium alloy; asymmetric; cyclic hardening; hysteresis loop; twinning-detw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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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镁合金具有密度低、比强度和比刚度高、铸造性

能良好、电磁屏蔽能力较强以及易于再生利用等一系

列优点，被誉为“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和前途的材

料”。其结构件在汽车、飞机、计算机、通讯等领域的应

用日益广泛 [1-3]。AZ31B变形镁合金因其延展率良好

和强度较高，是目前应用最多的挤压变形镁合金。在

不同加载方向下，AZ31B变形镁合金呈现各向异性。

许多对镁合金在应变控制的低周疲劳的研究表明，加

载方式和样品的织构对其疲劳性能具有重要影响[4-10]。

研究表明，在镁合金低周疲劳过程中每周期都发生的

孪生 -去孪生行为对其疲劳起重要作用[11-14]。在以往

研究中，大都加载对称性应变幅进行疲劳试验。在同

一应变幅下，由对称性应变幅和非对称性应变幅控制

的疲劳中产生的初始孪生种类、数量及产生机制大不

mailto:gengchangjian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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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样品反极

相同。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加载方式下的低周疲劳

过程中塑性变形机制与疲劳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研

究了大应变幅条件下 AZ31B镁合金的疲劳行为，对

镁合金材料设计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1 试验材料和方法
试验采用的 AZ31B镁合金属于 Mg-Al-Zn系合

金，是目前工业界使用较广泛的 1种变形镁合金。合

金中加入的 Al元素可与 Mg形成固溶体，提高了合

金的力学性能；同时 Al元素还可提高合金的耐腐蚀

性，减小凝固时的收缩，改善合金的锻造性能，增强铸

件强度。Zn是另 1种有效的合金化元素，在镁合金内

以固溶体形式存在，对合金性能的影响与 Al相似，但

Zn的质量分数高于 2%时会导致热裂现象，因而应严

格控制。加入 Mn元素可提高镁合金的韧性，还能改

善其耐腐蚀性能。铁、铜、镍等杂质元素会降低合金的

耐腐蚀性能，应严格控制其含量。综上可知，该合金成

本较低。AZ31B镁合金的名义成分见表 1。

将合金棒材加工成标距长度 30 mm、标距直径 6

mm、总长度 90 mm的轴向光滑疲劳试样。EBSD样品

的电解抛光液为 10% HClO4+90%乙醇，电压为

30~40V，电流为 1~2 mA，电解抛光的温度为 243 K。

使用液氮作为制冷剂。抛光后，在酒精中反复冲洗以

洗掉样品表面残留抛光液，吹干即可。在应变控制的

低周试验中，三角波能保持应变速率在整个循环拉压

过程中的状态保持不变；采用轴向加载方式在 MTS

试验机上进行试验。

2 试验结果

原始挤压 AZ31B 镁

合金退火后显微组织如图

1所示。从图中可见，样品

晶粒为等轴组织，尺寸不

均匀，平均尺寸为 15 滋m

左右。

样品反极如图 2 所

示。从图中可见，织构主要

由强的 <10-10> 丝织构

组分和较弱的 <11-20>

丝织构组分构成，{0002}晶

面平行于挤压方向（ED）。

应力幅（驻滓/2）随循

环周次变化曲线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循

环变形的前 5周期，应力

幅值随循环周次的增加

迅速增大，即合金产生了明显硬化。随着变形的发展，

应力幅值的增大变得缓慢，直至样品断裂。由于循环变

形时应变幅为 7.5%，（采用如此大的应变幅是因为在

大应变幅下镁合金的孪晶 -去孪晶行为更加明显）如

此大的应变量在循环变形中累积大量的塑性变形，造

成材料损伤，因此至断裂时的循环周次较小，仅为 68。

在循环变形过程中拉伸和压缩时的最大应力随

循环周次的变化如图 4所示，表明了循环过程中应力

幅的变化。从图 4（a）中可见，在拉伸过程中最大应力

值随着循环周期的增加而减小，特别是在初始阶段，

其减小速度较快。在压缩过程中最大应力绝对值随着

循环周期的增加而增大，而在初始阶段，增加速度较

快（如图 4（b）所示）。由于在压缩过程中应力增大速

度大于拉伸过程中的应力减小速度，故图 3中应力幅

随循环周次增加而增大，从而出现循环硬化现象。由

此可以推断，循环应变硬化是因压缩变形过程中的形

变强化所致。

不同循环周期的真应力 -真应变滞回曲线如图

5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循环过程中滞回曲线呈非对

称性。初始拉伸过程曲线与一般拉伸曲线基本一致，

呈下凹状，随着循环变形的发展，其它循环周次拉伸

过程曲线形状基本与初始拉伸过程曲线一致。而在初

Element

wt%

Al

2.7

Zn

0.96

Si

0.01

Cu

≤0.01

Mn

0.21

Element

wt%

Fe

0.002

Ni

≤0.001

Ca

≤0.01

Sn

0.00

Mg

Bal

表 1 AZ31B镁合金名义化学成分

图 1 挤压 AZ31B镁合金

显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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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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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应力幅 -循环周次曲线

（a）拉伸过程 （b）压缩过程

图 4 最大应力 -循环周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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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卸载和反向压缩过程

中，曲线开始出现 3个

拐点（图中 A、B、C 所

示）。随着循环周次增

加，滞回曲线非对称性

无明显变化。

3 分析讨论

3.1 循环变形组织

拉 -拉大应变幅前 2周期的金相组织如图 6所

示。在初次拉伸过程中，变形组织中出现孪晶（图 6

（a）），说明孪生机制在此变形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在

卸载和反向压缩过程中，出现大量孪晶（图 6（b）），而

在随后的第 2次拉伸过程中，大量孪晶消失（图 6

（c）），在第 2次卸载和反向压缩中，又有大量孪晶产

生（图 6（d））。

3.2 循环变形过程中的孪生 -去孪生机制

从前 2周期的真应力 -真应变滞回曲线（图 5）

中可见，在大应变幅下，在前 2周期内循环变形滞回

曲线已呈现不对称性，说明拉伸与压缩阶段的塑性变

形机制有所不同，拉伸与压缩变形组织中孪晶数量的

变化反映了这种差异。

初次拉伸、初次卸载压缩、第 2次拉伸和第 2次

卸载压缩的变形组织的 EBSD取向及其所对应的差

取向分布如图 7所示。从图 7（a）中可见，在初次拉伸

过程中产生的少量孪晶主要为{10-12}拉伸孪晶（蓝

线所示），其余为 {10-11} 压缩孪晶（黄线所示）和

{10-12}-{10-11}双孪晶（红线所示）；在接下来的初次

卸载和压缩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孪晶几乎全部为

{10-12}拉伸孪晶（图 7（b）），且有些孪晶穿过晶界，贯

穿几个晶粒，说明在卸载和反向压缩过程中具有很强

的孪生倾向。在第 2次拉伸过程中，{10-12}拉伸孪生

的数量急剧减少（图 7（c）），说明在该拉伸过程中发

生了去孪生行为，然后在第 2次卸载和反向压缩过程

中又产生了大量拉伸孪生（图 7（d））。

在循环变形过程中，孪晶的变化导致晶体取向分

布的变化。初次拉伸、初次卸载压缩、第 2次拉伸和第

2次卸载压缩的变形组织的极图如图 8所示，其中 Z0

对应 ED，X0、Y0对应径向。从图 8（a）中可见，经过初

次拉伸后，变形组织的晶体取向分布无大的变化，为

{0001}//ED。经卸载与反向压缩后，部分取向旋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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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0

-200

-300
0.080.070.060.050.040.030.020.010

True strain

1N
2N
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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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N
4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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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周期下真应力 -真

应变滞回曲线

（a）1/2周期 （b）1周期

（c）3/2周期 （d）2周期

图 6 不同循环周次的变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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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轴平行于拉伸轴位置（图 8（b）），其原因是由于产

生大量的 {10-12} 拉伸孪生（晶粒与基体间的

<11-20>86毅取向）所致。在第 2次拉伸变形后，由于去

孪晶的作用，取向回复到初始位置（图 8（c）），由于测

试时样品放置有些倾斜，因此与原始位置相比，取向

有些偏斜)。在第 2次压缩变形后，由于又产生大量拉

伸孪晶，取向变化与第 1次的压缩相似，孪晶晶粒的

取向集中在 c-轴与拉伸轴平行的位置（图 8（d））。由

上述过程可知，在大应变幅的循环变形中，{10-12}孪

生 -去孪生机制起重要作用。

3.3 滞回曲线

一般来说，材料在非对称应变循环变形条件下的

应力变化与对称应变循环变形条件下的应力变化有

差异。材料在拉 -拉循环变形条件下（Ra=0）的应力

随应变变化如图 9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小应变幅下

的拉伸开始阶段，首先发生弹性形变，然后是弹塑性

变形至 a点。卸载后，发生回弹，应力降为零，但残留
有小的塑性应变。此时，若将应变回复到零，需要有压

缩应力形成反向加载，所需压缩应力的大小取决去残

留塑性应变的大小和反向压缩过程中材料的屈服应

力大小。由于在小应变幅下发生的塑性应变极小，所

以从 a到 b 的应力 -应变曲线为线性，该过程为弹性

应变。在接下来的循环变形过程中，应力 -应变响应

将沿着图中所示的红色直线在 a、b 之间往复进行。然
而在大应变幅下的循环变形过程中，在拉伸初始阶段

发生弹性应变后，从 a到 c 发生较大的弹塑性应变。
卸载后，发生回弹，应力降为零，但残留的塑性应变比

较大，若将应变回复至零，需要较大的压缩应力。但在

该过程中有可能发生塑性屈服，屈服应力的大小取决

于塑性变形的大小和是否发生包申格效应[15-17]。在理

想情况下，从 c 到 d发生弹性应变，在 d点发生屈服，
而从 d 到 e 为弹塑性应
变。在接下来的卸载和反

向拉伸过程中，应力 - 应

变曲线从 e 到 f 为线性，
为弹性过程，而从 f 到 c

为非线性，为弹塑性过

程 ， 由 f 到 c， 构 成
c-d-e-f-c 滞回曲线。

4 结论

（1）在拉 -拉大应变幅循环变形过程中，在拉伸

过程中的最大应力值随着循环周次的增加而减小。

（2）拉 - 拉大应变幅下真应力 - 真应变滞回曲

线在卸载和反向拉伸阶段出现 3个拐点。

（3）在大应变幅下，在前 2周期内循环变形滞回

曲线已经呈现不对称性，说明拉伸与压缩阶段的塑性

变形机制有所不同，在压缩过程中产生孪生行为，在

拉伸过程中产生去孪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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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斜孔冷却火焰筒燃烧性能试验研究

刁瑶朋，王少波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保证高温升燃烧室火焰筒壁温，进行了多斜孔冷却火焰筒燃烧性能试验。通过对多斜孔冷却火焰筒和常规气膜冷

却火焰筒的试验对比，研究了多斜孔冷却火焰筒的燃烧性能。研究结果表明：与常规气膜冷却火焰筒相比，多斜孔冷却火焰筒具有

冷却空气量少、火焰筒壁温低和温度梯度小等优点；采用了多斜孔冷却方式的火焰筒，其温度场、燃烧效率、火焰筒壁温和慢车贫油

熄火油气特性等燃烧性能均达到或超过了常规气膜冷却火焰筒的水平。

关键词：多斜孔冷却；火焰筒；燃烧性能；壁温；温度梯度；试验；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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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Combustion Performance of Multiple Incline Holes Cooling Flame Tube
DIAO Yao-peng, WANG Shao-bo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gyang 110015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guarantee flame tube wall temperature of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袁 the influence of the multiple incline

holes cooling flame tube on combustor performance was investigated. This paper studied the combustion performance of the multiple incline
holes cooling flame tube and the conventional film cooling flame tub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ultiple incline holes cooling flame tube
has many merits袁 such as less cooling air袁 lower flame tube wall temperature and smaller temperature gradient袁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film cooling flame tube.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combustion performance of the multiple incline holes cooling flame tube
match or exceed the conventional film cooling flame tube, including the combustor exit temperature profile袁 the combustion efficiency袁 the
flame tube wall temperature and the idle blowout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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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航空发动机燃烧室中，燃油通过喷雾装置喷射

进入火焰筒，油雾汽化后与高温高压空气发生剧烈的

化学反应，最高的燃气温度可达 2450 K左右，这时火

焰筒壁面要承受很高的对流和辐射热负荷。在如此苛

刻的条件下要维持火焰筒壁温以及温度梯度不能过

大，以确保火焰筒能够可靠的工作和具有足够长的使

用寿命，是航空发动机燃烧室设计面临的严峻挑战。

军用和民用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的发展趋势分别

是高温升和低污染。二者都需要大幅度提高用于参加

燃烧的空气分配比例，因此减少火焰筒的冷却空气分

配比例是必然趋势。而为了提高航空发动机的循环效

率，压气机的增压比和燃烧室进口空气温度将大幅度

提高，用于火焰筒冷却空气的品质下降。这些给火焰

筒冷却带来很大困难[1-3]。因此，火焰筒冷却技术在先

进航空发动机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如何在更少的冷却空气量和更高的冷却空气温度下

可靠有效地冷却火焰筒是非常重要且迫切需要解决

的问题。近年来，发展了 1种多斜孔冷却技术，与常规

的气膜冷却相比，多斜孔冷却技术具有冷却空气量

少、火焰筒壁温低和温度梯度小等优点。但将该技术

应用于火焰筒时会出现很多新问题，需要开展对应的

应用研究。

本文以某型发动机燃烧室为研究平台，对比研究

了多斜孔冷却技术与常规气膜冷却技术在火焰筒上

mailto:10863823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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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对燃烧性能的影响，为将多斜孔冷却技术应用于

航空发动机燃烧室提供了技术基础。

1 多斜孔冷却技术及其应用

多斜孔冷却又称全覆盖气膜冷却、致密微孔壁冷

却、开孔壁冷却等[4-8]，其原理是在火焰筒壁上打出大

量的倾斜小孔，冷却空气通过数量众多的倾斜小孔在

火焰筒壁的热侧形成全覆盖气膜。从传热学角度来

看，多斜孔冷却的换热特点有：（1）背部换热增强，冷

却孔进气抽吸火焰筒冷侧气体附面层；（2）冷却孔内

孔进口区域换热增强；（3）大量倾斜小孔使得换热面

积极大增加；（4）在火焰筒热侧形成全气膜保护。相对

于常规气膜冷却来说，多斜孔冷却的冷却孔密集得

多，孔径也小得多，在热侧形成的气膜更均匀，对火焰

筒壁面的覆盖更完全，从而明显地提高冷却效果，可

节省 40%的冷却气量，综合冷却效率可达 90%[9]。

国外对多斜孔冷却技术的研究开展较早，目前已

经得到实际应用。美国艾利逊公司在 ATDE 和

GMA500燃烧室上采用多斜孔冷却技术，总壁温梯度

是 50 ℃，表明有极大潜力延长火焰筒寿命 [4]；美国

GE公司在 GE90燃烧室上采用了多斜孔冷却技术，

在保证火焰筒壁温在材料的许用温度之内的前提下，

大大减少了所需的冷却空气量[10]；F414发动机燃烧室

由 F412和 F404发动机燃烧室发展而来，采用先进

的多孔气膜冷却方案，改进了气膜和核心流冷却，降

低了火焰筒的温度，减少了热梯度和裂纹[11-12]；M88发

动机的主燃烧室与加力燃烧室也都采用了多斜孔冷

却结构[12]；英国 RR公司研制的 RB715低污染轴向台

阶式燃烧室也采用了多斜孔冷却方式，其燃烧室需要

冷却的火焰筒面积比常规燃烧室的增加 15%，而该

发动机可用于冷却的气流量反而减少 15%[13-14]。

国内对多斜孔冷却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

研究方面，对其应用研究较少。张勃等数值研究了多

斜孔冷却火焰筒和常规气膜冷却火焰筒的的流动换

热特性，发现采用多斜孔冷却方式后，火焰筒壁的冷

却效果得到强化，冷却空气量比常规气膜冷却火焰筒

的降低 23%[15]。

2 试验设备

燃烧性能试验主要在燃烧室综合性能试验器上

进行，主要由进气、排气、冷却气、燃料、冷却水、测量、

控制等系统组成，试验器

原理如图 1所示。

根据模化准则，燃烧

室的进口温度要求与发动

机真实状态一致，该温度

高于空压站来流温度，这

就需要对空气进行加温，目前采用间接加温和直接加

温相结合的方式，间接加温是将燃气通过回热器，利

用高温余热对进气换热加温，达到预热空气的目的，

其优点是不会改变空气的成分。直接加温是采用加温

燃烧室直接向来流空气中喷入燃油燃烧，来达到准确

的燃烧室进口温度。

燃烧室进口空气流量由安装在进气系统上的标

准喷嘴测量，通过测量流量喷嘴前压力、温度和喷嘴

前、后压差，利用该流量喷嘴的计算公式计算。燃烧室

进口气流总压、总温和静压在试验件上测量，利用压

力和温度受感部及压力变送器通过计算机进行采集

和处理。燃烧室出口燃气温度由安装在后测量段摆动

机构上的温度受感部测量。

出口测量段是 1个水、气双冷高温自动扫描检测

装置。旋转测量装置上布置 4支温度受感部，沿径向

有 5个测点，每个测点位于等环面的中心；温度受感

部沿周向通过转－停－转的方式测量 120个位置。

燃烧室综合性能试验器拥有 1套试验状态控制

及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所有的测量信号经过 1次受

感部和转换器的转换后最终接入数据采集系统，能保

证试验状态的实时控制和所有试验数据的实时采集

和计算。

3 多斜孔冷却火焰筒试验件

多斜孔冷却火焰筒与常规气膜冷却火焰筒相比

仅火焰筒壁面的冷却孔的开孔方式不同。多斜孔冷却

火焰筒的冷却孔物理开孔面积与常规气膜冷却火焰

筒的相同。

根据火焰筒内、外壁的气流流动特点，对多斜孔

冷却火焰筒的内、外壁分别进行设计。其冷却孔分布

情况如图 2所示。火焰筒外壁冷却孔采用切向入射的

方式，冷却孔开孔方向与火焰筒内气流旋向一致，以

延长气膜寿命并形成良好的全气膜覆盖。火焰筒内壁

采用入射角 琢=20毅的方式。

图 1 试验器原理

加温器 空气流量计

进气
总管

消音塔

测量段 调压电动阀门试验段

电动阀门

回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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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常规气膜冷却

火焰筒壁温

850 800 670 850 700 850 700 850

620 600 650 610 620 610 550 620 ℃

4 试验结果及分析

对多斜孔冷却火焰筒和常规气膜冷却火焰筒的

燃烧性能进行了对比试验，主要包括冷态流阻损失、

火焰筒壁温、慢车贫油熄火、燃烧室出口温度场及燃

烧效率试验。

4.1 冷态流阻损失试验

对装有多斜孔冷却火

焰筒和常规气膜冷却火焰

筒的燃烧室试验件分别进

行了冷态流阻损失试验，

试验结果如图 3所示。

从图中可见，装有多

斜孔冷却火焰筒的燃烧室

冷态流阻损失要大于装有常规气膜冷却火焰筒的燃

烧室的，说明多斜孔冷却火焰筒的实际流通面积要小

于常规气膜冷却火焰筒的。造成这一影响的原因是多

斜孔冷却方式的冷却孔的流量系数要小一些。

由冷态流阻损失试验结果可知，在后续的火焰筒

壁温、燃烧室出口温度场和慢车贫油熄火试验中，多

斜孔冷却火焰筒用于冷却火焰筒壁面的冷却空气量

要小于常规气膜冷却火焰筒的。

4.2 火焰筒壁温试验

在指定试验状态下，对多斜孔冷却火焰筒和常规

气膜冷却火焰筒进行了火焰筒壁温试验。火焰筒壁温

试验采用在火焰筒内、外壁的外表面喷涂示温漆的方

法来测定火焰筒壁面温度。

多斜孔冷却火焰筒的壁温试验结果如图 4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火焰筒进口位置附近，火焰筒壁温接

近燃烧室进口温度，火焰

筒壁的最高温度均可达到

约 850 ℃，低于火焰筒材

料的许用温度。通过对比

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和壁

温试验结果，发现火焰筒

壁温的热区与温度场热区的周向分布位置一致。

常规气膜冷却火焰筒的壁温试验结果如图 5所

示。与多斜孔冷却火焰筒壁温试验结果相比，2种火

焰筒壁面的最高壁温相同，但由于常规气膜冷却火焰

筒的最高壁温在火焰筒内部的气膜舌上（示温漆无法

喷涂），其最高温度比相同位置的火焰筒壁面温度高

出约 100 ℃。由此可知，多斜孔冷却火焰筒的最高壁

温要低于常规气膜冷却火焰筒的。通过对比还发现，

多斜孔冷却火焰筒的热区出现在主燃孔后，可以对其

进行局部冷却强化，这样火焰筒的最高壁温将大幅度

降低，其温度分布将非常均匀。多斜孔冷却火焰筒的

壁温梯度明显低于常规气

膜冷却火焰筒的，而壁温

梯度是影响火焰筒寿命的

关键因素，因此，采用多斜

孔冷却方式的火焰筒的使

用寿命更长。

根据冷态流阻损失试验结果可知，多斜孔冷却火

焰筒用于冷却的空气量要小于常规气膜冷却火焰筒

的。可见，多斜孔冷却方式优于常规气膜冷却方式。

4.3 慢车贫油熄火试验

在发动机慢车状态下，对装有多斜孔和常规气膜

冷却火焰筒的燃烧室试验件进行慢车贫油熄火试验，

试验结果见表 1。多斜孔冷却火焰筒的慢车贫油熄火

油气比略低于常规气膜冷却火焰筒的，二者的慢车贫

油熄火特性相差不大，都可以满足航空发动机慢车贫

油熄火油气比不大于 0.005的使用要求，并且有一定

裕度。

4.4 温度场及燃烧效率试验

在指定试验状态下，对装有多斜孔和常规气膜冷

却火焰筒的燃烧室试验件进行温度场和燃烧效率试

验，试验结果见表 2。

（a）外壁 （b）内壁

图 2 多斜孔冷却火焰筒

图 4 多斜孔火焰筒壁温

780 850 720 850 850 720 780 850

610 780 590 720 780 720 780 ℃

常规气膜冷却火焰筒

多斜孔冷却火焰筒

FAR

45.57

44.91

mf /（g/s）

10.42

10.60

ma /（kg/s）

0.00437

0.00424

表 1 慢车贫油熄火试验结果

常规气膜冷却火焰筒

多斜孔冷却火焰筒

TODF

0.253/0.250

0.256/0.255

浊/%
99.6/99.9

99.7/99.8

表 2 温度场及燃烧效率试验结果

图 3 多斜孔冷却燃烧室的

流阻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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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试验结果可知：装有多斜孔冷却火焰筒的燃烧

室出口温度分布系数为 0.25左右，与常规气膜冷却

火焰筒的大致相当，可以满足使用要求；燃烧效率在

99.5%以上，也满足要求。

由冷态流阻损失试验结果可知，多斜孔冷却火焰

筒的实际开孔面积小于常规气膜冷却火焰筒的，用于

冷却火焰筒的空气量更少，可以适当的增加掺混空气

量，进一步改善温度场情况。

5 结论

（1）多斜孔冷却具有冷却效率高、壁温梯度小、使

用寿命长等优点，是 1种非常先进的冷却技术。

（2）在冷却空气量减少的情况下，多斜孔冷却火

焰筒的壁温情况要优于常规气膜冷却火焰筒的，其慢

车贫油熄火特性、燃烧室出口温度场及燃烧效率与常

规气膜冷却火焰筒的大致相当，并且有进一步优化的

可能。

（3）多斜孔冷却方式可以作为常规气膜冷却火焰

筒的替代方案，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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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压气机试验件转子平衡精度分析

纪福森，翟贤超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航空发动机及其转动部件运行的平稳性与转动件的平衡品质密切相关。为保证压气机试验件可靠运行，分析了压气机

转子静平衡、初始动平衡、最终动平衡允许剩余不平衡量控制方法，以及最终动不平衡量的分配方法，并针对某压气机试验件转子，

通过采取零件静平衡、组件初始动平衡、转子最终低速动平衡的分步平衡方法，保证了该试验件转子的平衡品质。试验运行结果表

明：采取分步平衡精度控制方法，试验件运行平稳、振动水平低。

关键词：静平衡；动平衡；平衡品质；压气机；半挠性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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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Balance Precision for a Compressor Test R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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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tionarity of aeroengine and its rotor components have relations with the rotor balance quality. For the compressor test

article reliable operation, permission unbalance value for static balance, initial dynamic balance and final dynamic balance of compressor
rotor were analyzed袁and distributing method of final dynamic unbalance was introduced. For a compressor test article rotor袁the balance
precision was controlled by substep balance method, including static balance of parts, initial dynamic balance of compressor rotor assemble
and final low speed dynamic balance of test article rotor. Result shows that substep balance method is effective for compressor test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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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振动问题是航空发动机研制中的 1个难题，发动

机及其部件试验件的振动始终伴随并困扰着其研制

进程，有时甚至会严重阻碍研制工作。引起振动的因

素很多，包括设计、生产、装配、转子不平衡量等。工程

实践表明，不论是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还是压气机、

涡轮等转动部件试验件，它们的运行平稳性均与转子

的平衡品质关系密切。

设计手册[1]、国家标准[2-4]、机械行业标准[6]对转子的

平衡方法、平衡品质进行了规范，本文从设计角度出

发，进一步分析转子静平衡、初始动平衡、最终动平衡

平衡精度控制方法，以及平衡修正面确定的一般方法，

并以某压气机试验件转子为例进行工程应用研究。

1 压气机试验件转子平衡控制

压气机试验件转子多为半挠性转子，其设计转速

通常高于第 1阶临界转速而低于第 2阶临界转速。试

验件转子临界转速计算值见表 1。

工程上一般将半挠性转子作为准刚性转子，参照

刚性转子进行低速动平衡。多采用分步平衡的方法控

代号

A

B

C

D

E

转速

11994

11983

11983

12036

10346

ncr1

6239（俯仰）

6500（俯仰）

7473（俯仰）

4858（俯仰）

8043（俯仰）

ncr2

>20000

15300（俯仰）

>20000

14816（俯仰）

23368（俯仰）

表 1 压气机试验件转子临界转速计算值 r/min

mailto:jifuse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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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压气机试验件平衡精度，各级轮盘或叶盘零件通过

去除实体材料的方法修正静不平衡量，检查并记录其

他零件静不平衡量，通过调整叶片装配位置进行盘片

组合件静平衡，对压气机转子组合件进行初始动平衡

检查，对转子最终作动平衡时，通过在修正面上加装

平衡配重的方法来修正残余不平衡量，动平衡精度一

般采用 ISO1940推荐的 G1级平衡精度要求。

1.1 静不平衡量的控制

静不平衡是中心主惯性轴仅平行偏离于轴线的

不平衡状态[5]。静不平衡量一般由重心平面上的 1个

校正量予以校正。对于压气机轮盘、整体叶盘、鼓筒

轴、轴颈、叶片和轮盘装配组件等零组件，当其直径与

长度的比值≥5时，一般采用静平衡方法进行修正。

但如何控制静不平衡量一直没有统一标准。

机械工业部关于汽轮机旋转零部件静平衡标准规

定：通常汽轮机旋转零部件在工作转速下的剩余静不

平衡质量所产生的离心力不超过其质量的 5%[6]，即

GRA=
103×0.05Wg
（仔n

30
）2r

（1）

工程上也有根据刚性转子允许剩余动不平衡量

来控制零件静不平衡量的，即

G '
RA=

V eW仔n
30

×1000 （2）

式中：GRA为允许剩余静不平衡质量，g；G '
RA为允许剩

余静不平衡量，g·mm；W 为质量，kg；g为重力加速
度，m/s2；n 为旋转速度，r/min；V e 为平衡精度，mm/s，

一般选为 1～2.5；r为平衡半径，m。
由量纲分析可知，式（1）、（2）的物理本质相同，但

式（1）引入了平衡半径。

根据式（1）、（2）的计算结果得出静不平衡量的控

制值的基础，同时考虑具体结构的静平衡可修正量、

静平衡工艺特点以及经济性等因素确定静不平衡量

的控制值。

1.2 初始动不平衡量控制

为了保证转子的最终不平衡品质，对完成初始装

配的压气机转子组合件进行不平衡量检查，一般要求

初始剩余不平衡量按 G2.5精度进行控制，若满足要

求则进行最终动平衡，若不满足要求可调整零件的角

向位置进行再装配。转子组合件初始动不平衡量的控

制精度与各零件静不平衡量的控制精度相关。

1.3 最终不平衡量控制

工程上多根据实践经验确定转子允许的剩余不

平衡量并分配至各平衡面，但较科学的方法是用轴承

的单位承压大小来衡量动平衡品质，并要求在各平衡

面上产生的轴承力不能

超过剩余不平衡力位于

转子重心产生的轴承力。

简支支撑转子如图 1

所示。按 G1级平衡精度，

允许剩余不平衡量为

UPER=
W仔n/30

（3）

UP1=UPER
k

（l-a）±R（l-b） （4）

UP1=UPER
c

（a+Rb） （5）

式中：UPER为允许剩余动不平衡量；c 为重心位置到前
轴承距离；l为轴承间距；a为校正面 1到前轴承的距

离；b 为校正面 2到前轴承的距离；R= c-a
b-c ，并规定

0.4≤R≤2.5；k=l-c，若 |l-c|
c <0.33，取 k=0.33c；UP1、UP2

分别为校正面 1、2许用剩余动不平衡量。

最终，取式（4）、（5）计算的最小值为 UP1，这样

UP2=UPER-UP1。

1.4 不平衡修正平面的确定

对于刚性转子，不平衡修正平面数量为 2；对于

挠性转子，一般不平衡修正平面数量为工作转速范围

内临界转速数 +2。

不平衡修正面应位于转子重心的两侧，并靠近

前、后支点轴承位置，以使转子在平衡时所需的校正

量小，即配重的效果好。

2 某压气机试验件转子平衡精度控制

该压气机试验件转子为双支点简支支撑结构，前

支点为滚珠轴承，后支点为滚棒轴承，各级采用叶盘

结构。试验件转子质量为 63.96 kg，设计转速为

11346 r/min，计算第 1、2阶临界转速分别为 4273～

5705和 12735～13045 r/min ，试验件前、后支点间距

为 1151 mm，重心距前支点 354.7 mm。

2.1 各级叶盘许用静不平衡量

各级整体叶盘采用不同的静平衡控制方法允许

的剩余静不平衡量以及硬件实际剩余静不平衡量见

图 1 简支支撑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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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考虑静不平衡可修正量，以及工艺性、经济性因

素，该试验件各级整体叶盘的静平衡品质参照刚性转

子允许剩余动不平衡量控制，平衡精度按 V e=2.0

mm/s。因航空发动机转子类零件质量较轻，按汽轮机

旋转零部件静平衡标准（JB3329-83）确定的许用剩余

静不平衡量要求高，工艺难度大，所以该方法应用在

航空发动机转动件上存在一定限制。

2.2 初始动不平衡量精度

考虑到该试验件压气机转子质量、刚度分布均

匀，转子不平衡稳定性好，加之转子各零件止口为过

盈配合，不宜反复拆装，故该试验件压气机转子未按

理论要求严格控制初始动不平衡剩余量，仅根据工程

经验进行要求。

2.3 动不平衡修正平面的确定

根据该试验件的结构及动力学特点，在靠近前、

后支点轴承位置各设置 1个动不平衡修正平面，并在

重心后面与第 1修正平面近似对称位置设置第 3个

不平衡修正平面。

2.4 最终动平衡精度

该试验件转子平衡系

统如图 2所示。根据式（3）

～（5）计算允许剩余动不

平衡量，并分配至各平衡

修正面，最终剩余动不平

衡量见表 3。

2.5 振动监测

在试验过程中监测了试验件前、后支点附近垂直

与水平振动，结果如图 3所示。振动监测结果表明，该

试验件振动水平低。

3 结论

（1）试验结果表明，采用本文所述的分步平衡及

其平衡精度控制方法对压气机试验件准刚性转子进

行平衡是可行的，该压气机试验件试验运行平稳，振

动小。

（2）对于榫连结构叶片、轮盘，装配前应按叶片质

量或静力矩大小合理排布，以保证叶片与轮盘装配组

件剩余静不平衡量在许用范围内；对于原始不平衡量

难以控制的转轴，应单独测定不平衡量，并视情校正。

（3）动不平衡量修正最好采用增加平衡配重的方

法，尽量避免采用去材料方法。设计时还需考虑动平

衡品质允许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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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叶盘

表 2 各级整体叶盘许用剩余静不平衡量 g·mm

图 2 某压气机试验件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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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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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试验件振动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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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NET的小型涡扇发动机故障判读系统

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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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某小型涡扇发动机试车数据的故障判读与诊断问题，应用先进的数据库管理技术建立并设计了发动机异常监视和

故障诊断系统，包含试车数据异常监视与试车故障诊断２大功能模块。该系统依托.NET开发平台框架，采用以 Web技术为中心的

B/S(Browser/Server)结构，以 Oracle 10.0g作为试车故障信息数据库，同时按照系统的功能需求实现不同试验模式下试车数据故障

诊断。试验验证表明：该系统能有效实现发动机性能、控制参数的异常判读和故障诊断。

关键词：故障诊断；小型涡扇发动机；信息管理；Oracle 1 0.0g 数据库；.NET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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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 of Monitoring and Fault Diagnosis System for Small Turbofan Engine Based
on .NET Platform

MA Tong-ling1袁 JIAO Hua-bin1袁 LU Feng2袁 ZHU Tie-bin2袁 YU Hai-sheng1

渊1. The 31st Research Institute of CASIC袁 Beijing 100074袁 China; 2. 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袁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 Nanjing 210016袁 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capability of fault monitoring and diagnosis for a small turbofan engine on test-bed袁 an approach to engine
condition monitoring and fault diagnosis based on advanced database management technologies was developed袁and two main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were established. The development framework of the system is .NET platform袁 and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is the B/S (Browser /
Server) of the Web technology. Test fault information database based on Oracle 10.0g software was used to manage historical fault data and
expert fault rules. The test fault diagnosis in several different experimental modes was performed according to the system function
requirement.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ed system is effective to monitor abnormal condition and diagnose faults for the small
turbofan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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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某型小型涡扇发动机在交付前需进行验收试车，

并对试车数据及曲线进行判读，从试车数据中获取发

动机的性能、控制系统装定参数等重要信息，验证发

动机各系统的工作能力是否正常、发动机是否合格，

若发动机发生故障则需进行故障诊断。以往对试车数

据的分析处理均由设计人员人工判读，但该方法存在

效率低、易出差错、故障定位准确率低、安全保密性差

等缺陷。因此，开展小型涡扇发动机试车数据故障诊

断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具有显著的工程实用价值。近年

来，有学者提出利用数据库技术对飞行器故障进行智

能诊断的原理和方法[1-2]，以及将数据库管理系统应用

到运载火箭数学仿真数据、导弹设计、航空发动机故

障诊断上[3-5]。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应用数据库管理

系统对数据进行简单管理，开发平台以及数据库管理

Vol. 42 No. 1

Feb.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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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不够灵活，如何更充分利用试车数据实现对小型

涡扇发动机出厂性能进行检验还没有方便有效的方

法和工具。

随着Web和 Internet技术的不断发展 [6]，B/S系统

结构（Browser/Server结构）[7-8]与.NET系统开发环境[9-10]

因其系统开发、维护和使用简单，在各领域得到了广

泛应用[11-12]。

本文介绍了依托.NET开发平台框架所建立的小

型涡扇发动机故障判读与诊断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1 需求分析

涡扇发动机故障判读与诊断系统包括 2大功能

模块：试车故障数据信息存储与调用功能模块以及试

车数据异常自动判读功能模块。

试车故障数据信息存储与调用模块通过试车数

据故障信息数据库的建立实现，试车数据故障信息数

据库不仅服务于涡扇发动

机的设计和方案研究，也

为领导决策提供丰富的参

考信息，是 1个应用与展

示相结合的数据库系统，

如图 1所示。

其中，“试车数据故障信息”包含各型号发动机已

知故障模式的故障信息，目前主要包括：型号、发动机

批次、故障产品名称、产品编号、发动机编号、故障日

期、故障发生环节、试验编号、试验内容、地点、故障现

象关键词、故障现象、故障原因关键词、故障原因、处

理措施、技术改进措施、管理改进措施、故障性质、产

品来源、是否是重复性故障、生产厂家（部门）、发现

者、问题责任部门、严重程度、数量、造成的损失（产

品、重新热试车次数、重新上下台架次数等）、重新装

配次数、报告名称、典型曲线等。

“故障判据信息”包含不同型号发动机各试验模

块故障判据以及指令判定条件，其内容包括：自检、磨

合、干起动、湿起动、节流特性、控制规律验证的试验

故障判据，以及冷、热起动过程判定条件。

“数据曲线信息”包含系统生成的试车数据曲线

以及数据故障曲线，其内容包括：自检、磨合、干起动、

湿起动、燃油油封、节流特性、控制规律验证的试验数

据曲线。

试车数据故障诊断功能模块包括发动机自检、磨

合、湿起动、干起动、节流特性试验、控制规律验证试

验及燃油油封共 7大功能模块，能实现批产发动机在

不同试验项目下的试车数据故障诊断功能。

系统在进行试车数据故障诊断前，要对输入的数

据完成野点和随机噪声的滤除等信号预处理，同时，

有效保留测试数据的真实波动及跳变，确保预处理后

数据的真实性。

系统完成数据信号预处理后，根据发动机的工作

机理，结合用户提出的数据故障诊断判据，并考虑计

算机程序的可实现性，对故障诊断规则进行规格化处

理，主要诊断参数包括性能、电气、燃油系统、润滑系

统等模拟量以及数字量参数。

数据输入，包括.log及二进制格式的.bin等多种

数据格式文件。在数据故障诊断中，对出现的异常数

据以曲线的形式给予警示和故障信息提示；故障诊断

结束后以文本形式输出诊断结果，并形成试车故障诊

断报告。

2 发动机故障诊断数据库设计

在定义发动机故障信息数据库时，首先必须指定

实体（entity）和关联（relationship），实体与关联（E-R）

模型是概念模型设计的有效工具。采用的概念结构设

计策略是自底向上方法，即自顶向下地进行需求分

析，然后再自底向上地设计概念结构。

涡扇发动机故障信息数据库按照需求分析，具体

可分为数据故障信息、数据故障判据信息和数据曲线

信息 3部分。发动机故障信息 E-R如图 2所示。

故障判据信息包括自检、磨合、干起动、湿起动、

燃油油封、节流特性、控制规律验证等９部分内容，

图 1 故障信息数据库组成

图 2 涡扇发动机故障信息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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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试验模块传感器

参数相同，因此，以节流

特性试验为例说明，其故

障判据信息 E-R 如图 3

所示。

冷、热起动过程判据主要包括吹气条件、起动时

间等定义，其中冷起动试验包括自检、磨合、湿起动、

干起动、燃油油封 5项试验，热起动包括节流特性试

验和控制规律验证试验，其 E-R分别如图 4、5所示。

数据曲线信息包括自检、磨合、干起动、湿起动、

燃油油封、节流特性、控制规律验证 7种试验项目的

数据曲线，数据曲线信息 E-R如图 6所示。

在本系统开发中，采用两两集成的方法将局部

E-R 集成为总体 E-R，即：将具有相同实体的 ２ 个

E-R相互集成，直到所有具有相同实体的 E-R均被

集成，从而得到涡扇发动机故障信息数据库总体

E-R。

在涡扇发动机故障信息数据库概念结构设计中，

E-R是由实体、实体的属性以及实体的关联３部分

组成，因此，转换 E-R 实际上就是将实体、实体的属

性以及实体的关联转换为关系模式，关系模式的集合

就称为关系模型的逻辑结构。本次数据库设计中主要

用到的关系模式如下：

（1）1个实体转换为 1 个关系模式，即实体类型

的主键成为表的主键，实体类型的属性成为表列。

例如，在涡扇发动机故障信息表中，故障信息作

为 1个实体，每个故障现象关键词，可以惟一标识 1

种发动机故障模式，因此，故障信息实体可以表示为

如下关系模式：故障信息（故障现象关键词，型号，发

动机批次，产品编号，……）。

（2）具有相同码的关系模式可以相互合并。如果

多个关系模式均包含相同的主键，则可以将这几种关

系模式合并，并保留其中 1个主键，生成 1个新的关

系模式。

例如，在发动机故障信息判据部分，冷、热起动过

程实体均包含发动机型号主键：冷起动过程（发动机

型号，无来流条件，吹中压气条件，……）；热起动过程

（发动机型号，二次起动时间，稳态时间，……）。

可以将二者合并到１个新的关系模式中，即：起

动过程（发动机型号，无来流条件，吹中压气条件，

……，二次起动时间，稳态时间，……）。按照以上方法

将概念结构设计中的所有实体和关联，转换为涡扇发

动机故障信息数据库关系模型后，还需对设计好的模

型进行优化和评估，以生成 1个高效的、最优性能的

关系模型。利用 OEM建立名为“ENGINEDBA”的数据

库，并利用其提供的向导工具建立相应的表空间、数

据表、索引等。

3 发动机异常监视与故障诊断系统功能设计

3.1 系统输入与输出

在系统功能设计阶段，确定系统的输入与输出是

1个非常关键的步骤[13-15]，在此系统的设计过程中，结

合用户需求以及系统的可实施性，系统的输入与输出

设计如图 7所示。

现有的试车数据输入文件包括 4部分：数字量和

模拟量数据文件，以及数字量和模拟量数据预处理文

图 3 节流特性试验判据 E-R

图 4 冷起动过程 E-R

图 5 热起动过程 E-R

图 6 数据曲线信息 E-R

图 7 涡扇发动机故障诊断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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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数字量文件为 .bin 格式 16 进制数据文件，

V2TD~V15TD等控制量以纵列的形式排列，采样率为

100 Hz。模拟量文件为.bin格式 16进制文件，包括系

统性能参数、润滑系统参数、来流判定参数等 28个参

数按组沿纵向依次排列，采样率为 100 Hz。上述数字

量文件和模拟量文件均为传感器电压值或电流值的

输出信号，而并非各参数真实值，因此系统在自动判

读时需要先将这些数据转换为参数真实值，参数的转

换关系就包含在数字量和模拟量预处理文件中，包括

各参数的函数关系和位置信息等。判读结束后以文本

形式输出判读结果，并最终形成试车数据判读报告。

3.2 故障异常判读

涡扇发动机故障诊断系统对模拟量和数字量在

内的各测量参数实现自动判读功能，数据异常判读的

准则为故障判据数据库提供的故障判据，数据判读的

依据为各功能模块下的参数数值及参数变化率的阈

值。异常判据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系统异常判读的

精度以及系统的实用性，因此在设计异常判据时，应

该选取大量试车数据对其进行测试，并且反复修改使

其适应复杂的试车数据信息。

在系统成功实施后，系统管理员用户也可对故障

判据数据库中所有判读参数的标准值、阈值、参数变

化速率及参数阶跃值等数据判据参数进行更改，对修

改完的故障判据进行保存更新。

3.3 数据曲线功能

数据曲线功能是涡扇发动机故障诊断系统中的

重要功能，其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本系统的实用性以

及人机交互性的优劣。根据用户需求，本系统数据曲

线显示功能包括：曲线显示界面具备在同一界面以堆

叠的方式显示部分或所有试车曲线的功能，当显示为

多条试车曲线时，横坐标时间轴相互统一。在曲线显

示时能方便地在界面中增加或删减要显示的曲线，同

时控制曲线的纵坐标与横坐标的坐标值便于更改，易

于实现显示曲线的放大、缩小、快进与后退等功能。当

试车数据诊断异常时自动捕捉数据异常时刻，并突出

显示该时间段的数据曲线，便于人工判断与分析。

3.4 用户访问分级管理功能

为了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根据用户对系

统功能需求的不同，赋予用户不同的权限。每个用户

只可访问系统中其权限范围允许的数据并进行相关

操作，不能越权使用，这样就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性。系

统设立系统管理员、账号管理员以及普通用户。

3类用户登录后的系统页面均不相同。系统管理

员直接登录到系统管理页面，即 adjustment.aspx，可以

对系统进行数据备份、数据判据的更改与保存、系统

设置等功能；账号管理员登录后进入账号管理页面，

即 User.aspx，只负责修改系统管理员、普通用户及自身

账号的密码，以及解锁操作，而没有任何其他操作；普

通用户登录后，则进入判据查询、曲线显示以及故障诊

断页面，即 adjustment.aspx，curve.aspx，Default.aspx，可

以实现软件的主体功能，如试验数据的上传、下载、故

障判读、显示曲线等。系统分级管理流程如图 8所示。

4 系统实现与应用

涡扇发动机故障判读与诊断应用系统的程序总

体如图 9所示。各模块均根据用户具体需求在 ASP.

NET开发环境下设计和开发，确保其相应的页面可

以实现各自的功能，便于用户进行相关操作。

在涡扇发动机故障判读与诊断系统中，用户必须

通过用户名验证、密码验证、用户权限验证后才能登

录到应用管理系统的主界面，对系统进行操作。在登

录过程中，如果用户输入密码或账号出现 3次错误，

则系统自动退出，并将该账号锁定，只有账号管理员

可以解锁。

图 8 系统分级管理流程

图 9 应用系统的程序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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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判据调整

成功登录本系统后，首先进入判据调整界面。界

面左侧链接文本显示了软件的功能，包括判据调整、

数据判读、曲线显示和故障检索。界面右侧显示的包

括自检、磨合、干起动、湿起动、燃油油封、节流特性和

控制规律验证试验 7大模块的判据显示效果。其中故

障判据数据储存于数据库服务器中，由于涡扇发动机

试车数据故障判据复杂，其判据种类多，因此，系统根

据用户需求加入了判据选择、判据下载、判据上传等

功能。在有多组数据故障判据存在的情况下，用户可

以通过 DropDownList控件方便地定位到当前判据信

息。判据下载按钮可以将当前的判据数据信息以

excel文件形式下载到客户端供用户进行判据调整、

修改等操作。判据上传按钮可将客户端的判据文件上

传到服务器端，同时将判据内容保存至数据库中，实

现判据的上传。显示当前判据按钮可以将

DropDownList中显示的判据表文件的信息显示到页

面中，系统所有可修改的判据信息均显示在可编辑的

文本框中，以方便用户修改。页面中的判据保存按钮

可将当前显示的判据保存至 DropDownList控件当前

显示的判据表中，从而实现对判据的修改。根据系统

安全性要求，判据的下载、上传和保存只有系统管理

员才可操作。

当单击显示当前判据按钮时，软件后台通过

DataTable类读取保存在服务器的判据信息，并将其

显示到客户端网页上。判据内容主要含基础判据、过

程定义、数据判据 3类。基础判据表示各模块数字量

与模拟量零时刻条件；过程定义则定义了各状态的判

断条件，如冷起动的有无来流、吹中压气、吹高压气，

热起动的 2次起动时间、稳态时间段、调工况期间、非

调工况期间等，冷起动基础判据如图 10所示；数据判

据则以表格的形式显示了数字量和模拟量共 39个参

数的阈值和波动判据。

4.2 异常监视

试车数据曲线是使用 Fusionchats将其呈现在网

页上的。FusionCharts是 1个 Flash的图表组件，可以

用来制作数据动画图表，其中动画效果用 Adobe

Flash 8获得，FusionCharts可用于任何网页的脚本语

言 类 似 于 HTML、.NET、ASP、JSP 技 术 的 ，PHP、

ColdFusion等，提供互动性和强大的图表。使用 XML

作为其数据接口，FusionCharts充分利用流体美丽的

Flash创建紧凑、互动性和视觉效果精美的图表。

在传统的基于图像的绘制系统中，图表、图像生成

在服务器端。因此，必须先在服务器上建立复杂的图

像，然后将图表流到客户端，提供给每个用户。

FusionCharts 能将所有图表均呈现在安装有 Adobe

Flash Player的客户端，而服务器只需预先建立 swf文

件和 xml数据文件。用户在对试车数据进行故障判读

时，系统会自动生成该数据的 xml文件并将其保存在

服务器端，然后将该文件的绝对路径保存在数据库中，

当用户转入到曲线显示界面时，系统自动连接数据库

并读取数据库中的文件路径信息，从而将曲线数据呈

现在页面上。由于从发动机各传感器测得的数据数量

级有差异，若将所有数据均显示在 1张图表上，数据的

变化规律就无法清晰呈现，因此，在设计时考虑将数量

级相同的传感器参数显示在同 1个图表中。装订试验

验证数字量和模拟量的监视效果分别如图 11、12所示。

图 10 冷起动基础判据

图 11 装订验证试验数字量曲线

图 12 装订验证试验模拟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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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监视曲线的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参

数值，并且在同一试验状态下每个图表横坐标相互一

致。图中彩色折线表示试验数据中各参数的变化规

律，而黑色折线则突出显示了异常点，使故障点数据

一目了然。每幅图中折线颜色、折线粗细、画布颜色、

画布大小、图表颜色、图表大小等各种属性均可根据

用户需求修改。折线图可任意放大缩小，其中同步其

他曲线链接可将该页面中其他折线图缩放到当前折

线图的起止时间节点处，以便于对比查看。

4.3 故障判读

数据判读界面包括自检、磨合、干起动、湿起动、

燃油油封、节流特性、装订验证 7种选项卡，实现了

７种不同试验模式下的数据判读。为了节省判读时

间，提高判读效率，用户在每次判读前可将需要判读

的参数选中，而未选中的参数则不进行判读。

判读时包括参数阈值判读和参数变化率（波动）

判读，在参数值判读过程中，电气和燃油系统等参数

是按照发动机各指令时刻来判读的，而当发动机试车

指令变换时，这些参数的变化都存在着一定延迟，称

之为过渡状态，若直接对过渡状态进行判读，必然会

出现许多异常点，因此，在判读这些参数时，程序会相

应地跳过过渡状态，以降低系统的虚警率。判读流程

如图 13所示。

由于系统判读时程序主要在服务器端运行，为了

实时监视服务器的运行状态，需要将服务器数据发回

至客户端浏览器，一般通过重载整个页面来实现，而

在涡扇发动机故障诊断系统中，这样做不满足需求。

因此，采用先进的 AJAX（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技术实现浏览器与服务器的异步数据传输，并

且保证页面的局部更行。在本系统中，这项技术则通

过 UpdatePanel 控件、ScriptManager 控件和 Timer 控

件来实现，其中 UpdatePanel控件表示需要刷新的区

域；ScriptManager控件属性 EnablePartialRendering设

置为 true，表示支持页面中 UpdatePanel控件的区域

异步回传和局部更新功能；Timer控件中 Interval属性

设置为 100，表示 UpdatePanel控件区域的刷新时间，

即每 100 ms刷新 1次。

判读结束后系统会在服务器端自动生成判读报

告，用户可根据需求下载查看，报告内容包括基本信

息、验收参数判读结果、各参数判读结果以及故障诊

断结果，其中各参数判读结果包括异常参数的异常提

示和异常点数，依次纵向排列，故障诊断结果包括故

障名称以及报警参数，同样依次纵向排列。故障诊断

报告如图 14所示。

异常监视与故障诊断系统采用数据库管理系统

的 SQL语言，利用 GridView控件设计了可视化的方

便的故障检索、上传以及编辑模块，实现利用历史数

据进行故障检索。该模块具有用户界面友好、操作简

单、实用性强、功能齐全等特点，同时，具有较高的可

靠性，其具体界面如图 15所示，由于篇幅所限，只给

出发动机 Pt3传感器零点漂移故障信息（仅包括型

号、发动机批次等 12列属性）。

图 13 故障判读流程

图 14 故障诊断报告

图 15 故障检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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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故障信息上传功能只有系统管理员

可以操作，即管理员可以通过上传控件将本地编辑好

的故障信息文件（Excel文件）上传到数据库服务器

中。故障检索功能则是按型号、发动机批次等 30个条

件（不包括典型曲线）与的关系进行检索，并且支持模

糊检索功能。当用户在相应条件下输入检索内容并按

下检索按钮时，系统后台自动生成 1组相应的 SQL

查询语句同时连接数据库执行相应的查询工作。检索

后得到的故障信息会显示在下方的 GridView 控件

中，该表的最后 2列为编辑和删除事件（限于篇幅，并

未显示），可更新或删除该条数据。

5 结束语

基于.NET的发动机异常监视与故障诊断系统设

计方法，采用先进的 B/S结构，利用 oracle10.0g数据

库管理系统对相关数据进行管理，同时，在.NET环境

中，完成了小型涡扇发动机试车数据故障数据库及基

于此数据库的异常监视与故障诊断系统的开发。有效

解决了“文件化”数据管理方式存在的问题，消除了各

型号发动机数据判据复杂、数据判据不明确、判读效

率低等缺陷，同时，又保证的数据的安全性。该系统在

某型发动机上应用，实现了数据共享，更好地发挥了

判据的使用价值，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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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 CCAR33-R2.75条款适航

符合性验证方法

乔 磊，李艳军，曹愈远，赵苏阳，许振腾，汪 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民航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适航取证的安全性需求，对航空发动机 CCAR33-R2.75适航条款进行了解读与分析，明确了该条款的验

证要求和方法。将功能危险分析法、故障树分析法和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法运用到该验证方法中，并提出了航空发动机

CCAR33-R2.75条款适航符合性验证的流程。最后对某型航空发动机进行实例分析，验证了发动机不可控火情对 CCAR33-R2.75条款

的符合性。该安全性验证方法能够为航空发动机 CCAR33-R2.75条款适航符合性验证提供支持。

关键词：CCAR33-R2.75；适航符合性；验证方法；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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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CCAR33-R2《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是航空发动

机研制必须满足的最低安全标准。CCAR33-R2.75是

其中的第 75项条款，该条款明确规定了发动机的安

全性要求。

目前国内还没有对 CCAR33-R2.75适航符合性

验证的经验，本文详细介绍了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

CCAR33-R2.75条款的验证要求和方法，结合适航条

款要求和目前某型航空发动机 CCAR33-R2.75适航

符合性验证的思路，把功能危险分析法、故障树分析

法和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法运用到该验证方法中，提

出了航空发动机 CCAR33-R2.75条款适航符合性验

证的流程，并进行了实例分析。

1 CCAR33-R2.75条款验证要求[1]

1.1 要求内容

（1）危害性发动机后果的预期发生概率不超过极

小可能概率（1E-7~1E-9次／发动机飞行小时）。

（2）重要发动机后果的预期发生概率不超过微小

可能概率（1E-5~1E-7次／发动机飞行小时）。

1.2 危害等级定义

CCAR33-R2.75 条款将发动机故障危害分为 3

个等级：

mailto:74124395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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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CAR33-R2.75条款

符合性验证流程

（1）1台发动机失效，惟一后果是该发动机部分

或全部丧失功率（和相关发动机使用状态有关），这种

丧失效应是轻微的发动机后果。

（2）危害的发动机后果：非包容的高能碎片；通过

发动机引气引入的有毒物质浓度较高使机组人员或

乘客失去能力；较大的与驾驶员命令的推力方向相反

的推力；不可控火情；发动机安装系统失效，导致非故

意的发动机脱开；如果适用，发动机引起的螺旋桨脱

开；完全失去发动机停车能力。

（3）严重程度介于（1）和（2）之间的后果是重要发

动机后果。

2 CCAR33-R2.75条款符合性验证方法

适航部门认可的 10种符合性验证方法见表 1。

以上 10种方法是审定航空器的常见方法，在发

动机审查中，可以根据基础条款的具体要求选取其中

的 1种或多种组合方式来满足条款的要求，形成审查

清单[2]。

本文研究航空发动机 CCAR33-R2.75条款符合

性验证，故选取安全评估作为该条款的验证方法。安

全评估的方法主要有功能危险分析、故障树分析和故

障模式与影响分析。

2.1 功能危险分析

功能危险分析通过系统全面地按层次检查发动

机系统和设备的功能，根据严重性确定这些功能相应

失效状态形式和危害等级，以确定在其失效时，可能

或诱发产生的潜在危险及其后果。

2.2 故障树分析

故障树分析是评价系统安全性的重要方法。把系

统最不希望发生的事件作为故障树的顶事件，用规定

的逻辑符号表示，分析出导致顶事件发生的直接原

因，并逐步深入分析，直到找出基本原因，即故障树的

底事件。这些事件又称为基本事件，如果其数据己知，

或者己经有过统计或试验的结果，就可以通过故障树

的运算从所有底事件的定量数据中求得全系统的安

全性。

2.3 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

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是对故障树分析中确定的

基本事件及其发生概率进行的支持分析，通过分析基

本事件的故障模式及其发生概率为进行故障树定量分

析提供支持，最终确定发动机是否满足安全性要求[3-9]。

3 CCAR33-R2.75条款符合性验证

CCAR33 -R2.75 条款符合性验证主要有以下

步骤：

（1）对发动机各系统进行功能危险分析，找出功能

的失效状态并根据失效的

后果确定危害等级。

（2）根据功能危险分

析的结果，以危害和重要

的发动机后果为顶事件

进行故障树分析。

（3）对发动机各系统

和部件进行故障模式与

影响分析，确定各附件或

零组件的故障模式及其

发生概率。

（4）将对应的发生概

率带入到故障树的底事件

中，计算出顶事件的发生

概率。

（5） 发 动 机

CCAR33-R2.75条款符合

性说明。

发动机 CCAR33-R2.

75 条款符合性验证流程

如图 1所示。

代码

MC0

MC1

MC2

MC3

MC4

MC5

MC6

MC7

MC8

MC9

名称

符合性声明

说明性文件

分析 /计算

安全评估

试验室试验

地面试验

试飞

航空器检查

模拟器试验

设备合格性

使用说明

通常在符合性检查单或符合性记录文件中直接

给出

技术说明，安装图纸，计算方法，证明方案，飞机

手册等

载荷、静强度和疲劳强度，性能，统计数据分析，

与以往型号的相似性

如初步风险分析，故障树分析，失效模式影响和

关键性分析 /FMECA，软件质量计划，用于规定安

全目标和演示已经达到这些目标的文件

静力和疲劳试验，环境试验等。试验可能在零部

件、分组件和完整组件上进行

旋翼和减速器的耐久性试验，环境、温度等试验

规章明确要求或用其他方法无法完全演示符合

性时采用

系统的检查隔离，检查和维修的规定等

评估潜在危险的失效情况，驾驶舱评估等

对预期功能的适合性，在临界环境中的性能等。

可能记录于设计和性能声明中

表 1 符合性方法代码、名称和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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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模式

接头松动

接头断裂

故障原因

振动或外力作用

振动或外力作用

故障影响

可能有少量

燃油泄漏

燃油大量泄漏

危害等级

III

III

故障率

（1E-6/h）

2.54

2.54

故障模式

频数比

0.5

0.5

故障模式的故

障率（1E-6/h）

1.27

1.27

表 6 燃油进口接头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

故障模式

接口处密封不严

管路破裂

故障原因

密封件失效

振动或外力作用

故障影响

燃油外泄

燃油外泄

危害等级

III

III

故障率

（1E-6/h）

1.33

1.33

故障模式

频数比

0.5

0.5

故障模式的故

障率（1E-6/h）

0.665

0.665

表 5 管路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

4 CCAR33-R2.75条款适航符合性验证实例

以某型涡轴发动机为例，进行适航验证，讨论符

合性验证方法的应用效果。

4.1 系统功能危险分析

对发动机系统进行功能危险分析步骤如下：

（1）确定系统的所有功能，包括内部功能和交互

功能。

（2）危险说明。确定并描述各功能失效引发的危

险。

（3）分析失效状态对发动机的影响。

（4）确定影响等级。

发动机部分系统的功能危险分析见表 2～4。

4.2 故障树分析

故障树分析是以发动机危害和重要后果为顶事件

进行的，本文以发动机不可控的火情为顶事件进行故障

树分析，其故障树如图 2所示。

4.3 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

对发动机各系统各部件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故障

模式与影响分析：

（1）确定部件所有的故障模式。

（2）分析部件出现该故障模式的原因，包括内部

原因和外部原因。

（3）分析故障模式对发动机的影响。

（4）根据影响确定危害等级。

（5）查找部件的故障率。

（6）确定故障模式频数比。可根据故障率原始数

据或试验及使用数据推出。如果没有可利用的故障模

式数据，则由分析人员根据产品功能分析判断得到。

（7）计算故障模式的故障率。

发动机部分系统和部件的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

见表 5～7。

功能

燃油供应

燃油控制

参数指示

危险说明

丧失燃油供应功能

燃油压力过低

丧失燃油过滤功能

燃油泄漏

丧失燃油喷射功能

燃油关断功能失效

燃油调节功能失效

丧失燃油滤堵塞指示功能

丧失最低燃油压力报警功能

危险对发动机的影响

因没有燃油发动机停止工作

发动机功率降低

可能轻微损伤发动机

可能引起发动机着火

发动机无法起动

发动机部分停车功能丧失

发动机可能超温、超转

发动机安全裕度降低

发动机安全裕度降低

影响等级

III

III

III

II

III

III

II

III

III

表 2 燃油系统功能危险分析

功能

火警探测功能

灭火功能

危险说明

丧失火警探测功能

火警探测误报警

丧失灭火功能

危险对发动机的影响

发动机安全裕度降低

无

发动机安全裕度降低

影响等级

III

III

III

表 3 防火系统功能危险分析

功能

润滑功能

冷却功能

参数指示

危险说明

丧失润滑功能

丧失冷却功能

丧失最低滑油压力报警

丧失滑油压力、温度信号

滑油压力、温度信号错误

丧失磁性屑末报警功能

丧失主油滤堵塞指示

危险对发动机的影响

发动机损坏

使发动机温度过高，可能着火

发动机安全裕度降低

发动机安全裕度降低

发动机安全裕度降低

发动机安全裕度降低

发动机安全裕度降低

影响等级

II

II

III

III

III

III

III

表 4 滑油系统功能危险分析

图 2 发动机不可控火情故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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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分析结果

将表 5～7中部件的故障率带入故障树中，通过

计算得到顶事件的发生概率为 1.686E-10/发动机飞

行小时，小于 1E-7/发动机飞行小时，满足适航条款

中的安全性要求。

5 结束语

本文以适航标准为依据，建立了航空发动机

CCAR33-R2.75条款适航符合性的验证程序。并以某

型涡轴发动机为例验证了发动机不可控火情对

CCAR33-R2.75 的符合性。实践证明该方法科学有

效，可为航空发动机 CCAR33-R2.75条款适航符合性

验证工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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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模式

不报警

误报警

故障原因

结构损坏或

线路断开

结构损坏

故障影响

发动机安全

裕度降低

无

危害等级

III

III

故障率

（1E-6/h）

0.83

0.83

故障模式

频数比

0.5

0.5

故障模式的故

障率（1E-6/h）

0.415

0.415

表 7 火警探测器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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