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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缘半径对钛合金叶片抗外物损伤能力

影响的数值分析

孙护国 1，李永建 2，叶 斌 1

（1.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青岛校区，山东青岛 260041；2.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株洲 412002）

摘要：为分析航空发动机压气机叶片前缘半径的选取对其抗外物损伤（FOD）能力的影响，对 TC4合金制成的转子叶片的外物

损伤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结果表明：增大叶片前缘半径可以提高叶片抗外物损伤的能力，不同撞击速度或撞击角度下前缘半

径对抗 FOD的影响程度不同。叶片前缘半径对残余应力大小和分布范围大小的影响较大，对残余应力分布的趋势影响不大。

关键词：外物损伤；数值模拟；叶片前缘；损伤尺寸；残余应力；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2.001

Numerical Analysis of Effects of Leading Edge Radius on Resistance to Foreign Object Damage
Capability of Titanium Alloy Blade
SUN Hu-guo1袁 LI Yong-jian2袁 YE Bin1

渊1. Navy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Academy Qingdao Branch袁 Qingdao Shandong 266041袁 China; 2. AVIC China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袁 Zhuzhou Hunan 412002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sis the effects of the selection of blade leading edge radius on resistance to Foreign Object Damage (FOD)
in aeroengine袁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FOD process for TC4 alloy blade were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e augmentation of radium can
increase the FOD resistance袁the effects vary with different striking velocities and angles. The leading edge radium has strong effects on
residual stress value and distribution rang, and minor-impact on the distribution trends.

Key words: Foreign Object Damage; numerical simulation; blade leading edge; size of damage; residual stress;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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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在近地面使用时，经常会遭受沙粒、

石块等硬物的冲击而使叶片损伤，称作“外物损伤”

（Foreign Object Damage，简称 FOD）[1]。

外物冲击会造成微观缺陷和残余应力等，外物损

伤不能简单地看作普通缺口[2]。由于损伤缺口附近的

残余应力测量困难，为了更准确地研究残余应力对叶

片疲劳性能的影响，国内外学者普遍采用数值模拟的

方法进行研究[3-5]，利用空气炮模拟外物损伤进行验证

并观察叶片微观特征[6-12]。

真实叶片前缘半径可能会影响叶片抗外物损伤

的能力，本文采用 LS-DYNA软件对带有不同前缘半

径的模拟叶片进行数值仿真计算分析，研究前缘半径

对叶片抗外物损伤冲击能力的影响。

1 叶片材料及本构模型

1.1 叶片材料及尺寸

选择不同前缘半径 R
（分别为 0.2、0.4、0.6 mm）

来研究前缘形状的影响，

叶片模型如图 1所示。目

前航空发动机转子叶片常

用 TC4合金制成，外物是 图1 不同前缘半径的模拟叶片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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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Pa

631.2721

B/MPa

2942.2

C

0.1486

n

1.1438

m

1.1869

表 2 Johnson-Cook本构

模型参数
D1

0.1192
D2

1.50
D3

3.7653
D4

-0.0335
D5

2.1724

表 3 Johnson-Cook失效

模型参数

直径为 3 mm的钢珠，2种

材料部分参数见表 1[13-14]。

1.2 材料本构模型及状

态方程

在固体力学中，用材

料模型来描述材料应力与应变之间的关系，如 John-

son-Cook模型就是其中 1 种。Johnson-Cook 模型是

Johnson和 Cook于 1983年针对高速冲击和爆炸侵彻

问题提出的 1种经验模型，由本构模型和失效模型 2

部分组成。另外，在使用 Johnson-Cook模型时，还需同

时提供材料的状态方程，此处选用适用于金属材料的

Gruneisen状态方程[15]。

1.2.1 Johnson-Cook本构模型[16]

滓y=（A+B着P

n
）（1+Cln着觶 *）（1-T*m） （1）

式中：滓y为 Von Mises流动应力；A、B、n、C和 m为材

料参数；着P为等效塑性应变；着觶 *=着觶 P /着觶 0，为无量纲等效

塑性应变率，着觶 0为参考应变率；T*=（T-Tr）/（Tm-Tr），为

无量纲温度，Tr为参考温度，一般取室温，Tm为材料

熔点温度。

在式（1）中，等号右边第 1个因子表示应变强化

作用，第 2个因子表示瞬时应变率敏感度，第 3个因

子表示温度对流动应力的软化作用。Johnson-Cook本

构模型简单地将应变、应变率和温度影响因素相乘，

利用少量的试验数据便可以确定这些参数。一般基于

控制应变率恒定的材料动态力学性能试验，由应变率

着觶 0、室温 Tr下的试验数据可拟合出参数 A、B、n，由室
温 Tr、不同应变率下的试验数据可拟合出参数 C，由
某一应变率、不同温度下的试验数据可拟合出参数m。
1.2.2 Johnson-Cook失效模型[7]

着f=[D1+D2exp（D3滓*）][1+D4ln着觶 *][1+D5T*] （2）

式中：着f为失效（塑性）应变；D1~D5为失效参数；滓*为

静水压力与等效应力的比值，即 滓*=p/滓eff=-滓m /滓eff，滓m

为平均应力，滓m /滓eff也被称为应力 3轴度。

在材料的动态失效过程中，考虑到应力状态、应

变率和温度均是变化的，因而选用如下的塑性应变累

积准则来判断材料失效

D=撞 驻着p

着f
（3）

式中：驻着 为塑性应变增量；D为损伤参数，当 D值累

积到 1时，则材料失效。

1.2.3 Gruneisen状态方程[7]

在高应变率、大变形条件下，金属材料的变形通

常可以分为体积变形和剪切变形 2部分。剪切变形可

用前述的 Johnson-Cook本构模型来描述，而体积变

形则需用相应的状态方程来描述。状态方程通过关于

密度、能量和温度的表达式计算压力，从而决定材料

的静水或体积行为。选用 Gruneisen状态方程计算压

力，当材料处于压缩状态时，其具体表达式为

p=
籽0C2滋 1+ 1- 酌0

2蓸 蔀 滋- a
2
滋2蓘 蓡

1-（S1-1）滋-S2
滋2

滋+1
-S3

滋3

（滋+1）2蓘 蓡 2 +（酌0+a滋）E（4）

当材料处于膨胀状态时，其具体表达式为

p=籽0C2滋+（酌0+a滋）E （5）

式中：E为初始单位体积内能；C为曲线 vs-vp（冲击波

速度 -质点速度曲线）的截距；S1、S2和 S3为 vs-vp曲

线斜率的系数；酌0为 Gruneisen常数；a为对 酌0的 1阶

体积修正；籽0为材料密度；滋为体应变。
1.2.4 材料参数

文献[5]所拟合的 Johnson-Cook 本构、失效模型

参数，分别见表 2、3。

2 计算结果分析

对冲击过程进行数值模拟，外物冲击的角度为入射

方向与试件厚度的对称面之间的夹角，冲击位置中心为

对称面与前缘的交点，如图 2所示；测量冲击损伤后带

前缘叶片的损伤缺口大小，损伤参数定义如图 3所示。

图 2 外物冲击位

置和角度 图 3 缺口尺寸

密度 籽 /

（kg/m3）

4440

7810

弹性模量

E/GPa

115

200

泊松比 滋

0.34

0.30

表 1 TC4合金部分材料参数

材料

TC4

GCr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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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不同撞击速度、角度情况下的冲击损伤

来研究前缘形状对冲击损伤的影响。选取的撞击速度

ν=200、250、300 m/s，撞击角度分别为 0毅、30毅、60毅、
90毅（垂直于叶片厚度方向），前缘半径分别为 0.2、

0.4、0.6 mm，共 36种撞击条件。不同撞击条件下外物

损伤的形貌不同，对于材料丢失不明显的定义为凹

坑，材料丢失明显的损伤又可以分为缺口、撕裂和穿

透。撞击 0毅的损伤沿厚度中截面是对称的，定义为缺
口；产生较大损失，但损伤材料未脱离母体的定义为

撕裂；产生较大损失且损伤材料脱离母体的损伤定义

为穿透，损伤类型如图 4所示。对每种撞击条件下的

损伤缺口进行测量，损伤缺口尺寸见表 4。

2.1 不同撞击速度结果分析

各速度下不同前缘半径损伤缺口宽度如图 5所

示。从图中可见，随着速度的增大，前缘半径对冲击损

伤宽度 L1 的影响程度降低。而 L2 的变化则相对复

杂，这是由于损伤类型不同所致，对于穿透或凹坑，前

缘半径对损伤尺寸的影响程度较小，而对于撕裂或缺

口，前缘半径对损伤尺寸的影响程度较大。在

ν=250 m/s、撞击为角度 0毅时不同前缘半径损伤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0毅撞击条件下，随着前缘半径
的增大，冲击损伤的宽度 L1 略有减小，而深度 L2明

显减小，由此可知增加前缘半径可以增强叶片的抗外

物损伤能力。部分情况的冲击损伤缺口如图 7所示。

从图 7（a）、（b）、（c）中可见，在ν=300 m/s、撞击角度为

90毅时，在 R=0.2、0.4 mm的损伤属于穿透，二者相近，

而在 R=0.6 mm的损伤属于凹坑，尺寸与 0.2、0.4 mm

不同；从图 7（d）、（e）、（f）中可见，在 淄=200 m/s、撞击角

度为 30毅时，R=0.4、0.6 mm损伤为凹坑（尺寸接近），

而 R=0.2 mm损伤为穿透。而图 6中的损伤为缺口，前

缘半径对损伤尺寸影响程度就比较大。

撞击角度为 30毅残余应力分布如图 8所示。数值

分析结果表明，前缘半径的改变不仅影响残余应力的

大小，而且不同前缘形状的外物损伤区的残余应力分

布及影响区域有较明显的差异。

（a）穿透 （b）凹坑

（c）撕裂 （d）缺口
图 4 损伤类型

R/mm

0.2

0.4

0.6

撞击速度ν/

(m/s)

200

250

300

200

250

300

200

250

300

撞击角度 /

（毅）
0

30

60

90

0

30

60

90

0

30

60

90

0

30

60

90

0

30

60

90

0

30

60

90

0

30

60

90

0

30

60

90

0

30

60

90

L1/mm

2.985

2.488

3.104

2.389

2.987

2.865

2.985

3.163

3.008

3.021

2.984

3.488

2.853

2.585

2.257

1.303

3

2.942

2.771

2.103

3.047

3.057

3.015

2.867

2.69

2.638

2.248

1.537

2.903

2.851

2.712

1.782

3.041

3.027

2.868

2.441

L2/mm

1.593

1.733

1.576

1.464

1.962

2.156

1.942

1.777

2.565

2.38

1.953

1.579

0.937

1.243

1.322

1.371

1.439

1.494

1.499

1.413

1.68

1.811

1.678

1.976

0.83

1.146

1.315

1.41

0.983

1.359

1.535

1.783

1.279

1.487

1.67

1.865

损伤形式

缺口

撕裂

穿透

撕裂

缺口

撕裂

穿透

撕裂

缺口

穿透

穿透

穿透

缺口

缺口

凹坑

凹坑

缺口

撕裂

缺口

撕裂

缺口

穿透

穿透

穿透

缺口

缺口

凹坑

凹坑

缺口

缺口

撕裂

凹坑

缺口

撕裂

撕裂

缺口

表 4 损伤缺口尺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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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撞击角度结果分析

在不同撞击角度下，叶片前缘的形状对叶片抗外

物损伤能力的影响是不

同的。各撞击角度不同前

缘半径的损伤深度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除撞

击角度为 90毅时，前缘半
径对损伤宽度的影响很

小。撞击角度为 60毅的残

余应力分布如图 10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撞击角度

增加，前缘半径对损伤深度 L2的影响程度减小。

分析图 8、10可知，改变撞击角度，叶片前缘损伤

（a）ν=200 m/s

（b）ν=250 m/s

（c）ν=300 m/s

图 5 各速度下不同前缘半径

损伤缺口宽度

（a）R=0.2 mm

（b）R=0.4 mm

（c）R=0.6 mm

图 6 淄=250 m/s、撞击角度

为 0毅时不同前缘半径损伤

（a）R=0.2 mm、ν=300 m/s （b）R=0.4 mm、ν=300 m/s

（c）R=0.6 mm、ν=300 m/s （d）R=0.2 mm、ν=200 m/s

（e）R=0.4 mm、ν=200 m/s （f）R=0.6 mm、ν=200 m/s

图 7 部分情况的冲击损伤缺口

（a）R=0.2 mm、ν=250 m/s

（b）R=0.4 mm、ν=250 m/s （c）R=0.6 mm、ν=250 m/s

图 8 撞击角度为 30毅的残余应力分布

（a）损伤宽度 （b）损伤深度

图 9 各撞击角度不同前缘半径的损伤尺寸（ν=300 m/s）

4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孙护国等：前缘半径对钛合金叶片抗外物损伤能力影响的数值分析第 2期

区域的残余应力大小和分布范围也存在较大差异，分

别见表 5。在撞击损伤区

域附近会产生较大的残余

压应力，且随前缘半径增

大残余压应力范围减小，

远离损伤区域残余应力为

拉应力，且距离较远，残余

拉应力值较高。

3 结论

采用LS-DYNA软件通过改变撞击速度、撞击角

度对不同前缘半径叶片的外物损伤过程进行数值模

拟，得出以下结论：

（1）叶片前缘半径会对冲击造成的叶片损伤尺寸

产生影响。

（2）在低速冲击下，叶片损伤主要为缺口，前缘半

径的增大对叶片抗外物损伤能力的增加作用明显。在

高速冲击下，叶片损伤为穿透，前缘半径的减小对叶

片抗外物损伤能力的削弱作用不明显。

（3）随着撞击角度增大，前缘半径对叶片损伤深

度的影响程度减小。

（4）叶片前缘形状对残余应力大小和分布范围大

小的影响较大，在撞击损伤区域附近会产生加大的残

余压应力。

（5）增大叶片前缘半径可以提高叶片抗外物损伤

能力，但叶片前缘半径对叶片气动性能也有影响，在

进行叶片抗外物损伤设计时，前缘半径的选择需综合

考虑强度与气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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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m

0.2

0.4

0.6

宽度 /mm

7.843

4.782

4.526

深度 /mm

2.673

2.485

1.694

表 5 撞击角度分别为 30毅、60毅残余压应力范围

宽度 /mm

7.003

4.219

3.544

深度 /mm

2.549

1.665

1.595

30毅 60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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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液 2相离心甩油盘设计

蒋雪辉
（北京动力机械研究所，北京 100074）

摘要：为了进一步减少微型涡喷发动机零件数目，降低成本，设计了 1种气液 2相离心甩油盘。在甩油盘设计过程中借鉴了气

液 2相泵的设计方法，设计了 1组叶片用来提高甩油盘的加压能力，并在供油管路中供入空气用来防止气蚀。对所设计的甩油盘进

行了数值校核和部件及整机试验验证。数值计算结果表明：甩油盘的性能和强度均满足使用要求。甩油盘部件和发动机整机试验表

明：甩油盘雾化效果良好，具有宽转速范围的快速点火及起动能力，可满足设计要求。

关键词：甩油盘；气液 2相；燃油雾化；微型涡喷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2.002

Design of a Gas-Liquid Two-Phase Slinger
JIANG Xue-hui

渊Beijing Power Machinery Institute袁 Beijing 100074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decrease further component amount of micro-turbojet engine and reduce cost, a gas-liquid two-phase slinger

was designed. In the design process, the method of gas-liquid two-phase bump design was referred to design a set of blades to increase the
pressure ability of the slinger, and the air was injected in the fuel supply line to eliminate cavitations. Numerical and test verification were
conducted. Numerical calculations show that the slinger performance and strength meet the requirements. Slinger unit and the engine tests
show that the slinger pulverization is good袁has rapid ignition and start-up ability over wide speed ranges and meets the requirements.

Key words: engine slinger; gas-liquid two-phase; fuel atomization; micro-turbojet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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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推力小于 100 kg的涡喷发动机一般被称为微型

涡喷发动机 [1-2]，具有结构紧凑、成本低、零件少的特

点[3-5]。对于微型涡喷发动机燃烧室，国内有采用蒸发

管式燃烧室[6-8]的，也有采用甩油盘式燃烧室的[9-11]。甩

油盘式燃烧室利用甩油盘旋转将燃油雾化，用低功率

的油泵供油，以达到降低成本、减小油泵体积的目的。

而微型涡喷发动机取消了滑油系统，用燃油先润滑轴

承，然后进入燃烧室内燃烧，这样会增加油路的阻力，

进而增大供油压力。在保证供油量的情况下，如何减

小供油压力，同时保证甩油盘的雾化效果，是微型涡

喷发动机甩油盘设计的关键。

可以在甩油盘上设计 1组叶片，用来给燃油加

压，弥补燃油流路中的压力损失，甚至可以取消油泵，

直接用压气机的气压来挤压燃油，进一步减少微型涡

喷发动机零件数目，降低微型涡喷发动机成本。由于

发动机转速很高，燃油流过轴承时会被加热、蒸发，变

成气态燃油发生气蚀，对部件造成损害。为此，可在供

油管路从内环腔通过段管壁上开引气孔，通过引气孔

向油管内引入空气，通过控制引气孔数目调整引入空

气量。供油管路中加入一定量空气，利用空气的可压

缩性，减少气泡对管壁的冲击[12]。同时，加入空气可以

提高燃油雾化效果，还可以提前与燃油掺混，对燃烧

有利。

在燃油油路中加入空气后，进入甩油盘的燃油就

变成了气液混合物。经过甩油盘的搅拌后，气液 2相

混合得更加均匀，为区别于常规的甩油盘[13-14]，可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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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的甩油盘为气液 2相离心甩油盘。

本文借鉴气液 2相泵的设计方法，既考虑了汽蚀

对结构强度的影响，也考虑了甩油盘的加压效果，设

计了气液 2相离心甩油盘，并进行了部件和整机试验

考核。

1 方案设计

气液 2相离心甩油盘

方案如图 1所示。从轴承

出来的油气混合物进入甩

油盘后，经过叶片加压，再

利用离心力通过甩油盘和

燃烧室内壳间的空隙甩到

燃烧室中。油气混和物从

连续的缝隙进入燃烧室，

还可以消除常规孔式离心

甩油盘在火焰筒内造成的

旋转高温点，改善涡轮的

工作环境。叶片设计可以

借鉴文献 [12]中气液 2 相泵

的叶片设计方法，即采用

单相离心泵的设计方法，

再对叶片加厚，增加叶片

强度。

由于对甩油盘的加压

效率要求不高，同时为了加工方便，降低成本，采用常

规的双圆弧式叶片，甩油盘结构如图 2所示。

2 数值计算

2.1 流场计算

流场计算使用商用软件 FLUENT6.3，采用 RNG

湍流模型，隐式算法，１阶迎风差分格式；在 2 相流

计算中，使用软件提供的 mixture模型。计算模型的

进口取甩油盘进口，出口取气液 2 相混合物在燃烧

室的进口。计算模型如图 3所示。

在计算中，空气为理想气体，燃油

为不可压缩流体，密度为 780

kg/m3。通过调整计算模型出口背

压和混合物中燃油的质量分数，使

燃油流量达到设计值。

计算得到的子午面上的总压

分布如图 4所示，与子午面呈 90毅截面上的总压分布
如图 5所示，轴向截面总压分布如图 6所示。甩油盘

加压效果明显，增压比为可达 1.54。从图 4、5中可见，

气液混合物沿径向压力逐渐增高，经过叶片后，压力

增加得更加明显，证明叶片的加压效果很好。结合图

1、3可知，在甩油盘出口，由于甩油盘是旋转的，燃烧

室内壳是静止的，压力增加幅度从甩油盘侧到燃烧室

内壳侧逐渐减小，甩油盘侧压力增加最大，燃烧室内

壳侧压力增加最小。从图６中可见，在叶片的压力面

和吸力面，压力沿流动方向均逐渐增大，没有出现负

压力梯度压区，说明叶型布局设计合理。通过计算可

得叶片上的压力，可用于叶片强度计算。不同转速下

的增压比和燃油 DSM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在转速

为 50000 r/min以下，甩油盘增压效果不明显；在转速

超过 50000 r/min后，尤其是超过 80000 r/min后，甩油

盘的加压效果显著增加。DSM的变化与甩油盘的加压效

果一致，加压效果越明显，DSM越小，雾化效果越好。

2.2 强度计算

强度计算使用 workbench12，材料密度取 7850

kg/m3，杨氏模量为 2×1011 Pa，泊松比为 0.3。计算模

型的叶片根部倒角与实际结构一致，同时引入流场计

算得到的叶片表面压力。甩油盘在最大设计转速下应

力和变形情况分别如图 8、9所示。从图 8中可见，最

图 1 叶片式甩油盘方案

图 2 甩油盘结构

图 3 流场计算模型

图 4 子午面上总压分布 图 5 与子午面呈 90毅截面
上的总压分布

图 6 轴向截面上的总压分布 图 7 不同转速下的增压

比和燃油 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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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应力为 667.83 MPa，集中在叶片尾部根部附近，甩

油盘的材质为 1Cr11Ni2W2MoV，屈服极限为 735

MPa，甩油盘结构满足使用强度要求。从图 9中可见，

计算得到甩油盘在最大工作转速下，最大变形量为

0.054 mm，发生在甩油盘出口的自由端。如图 1所示，

此端面与燃烧室内壳相距 1.5 mm左右，变形不会导

致动静件间碰摩。在此设计基础上，考虑到叶片厚度

是针对单相流体设计的，而甩油盘实际用于气液 2相

流体，根据文献[12]，对叶片进行加厚处理，从而完成

甩油盘的结构设计。

3 试验结果

3.1 甩油盘部件试验结果

甩油盘的雾化质量决定了其设计的优劣，雾化质

量包括液滴的直径和均匀程度。甩油盘部件试验可以

直观地体现甩油盘的雾化质量。

甩油盘部件试验采用 1种新颖的试验方式，用 1

台微型涡喷发动机作为试验载体，将火焰筒拆除，去

掉一部分燃烧室机匣，用来观察甩油盘的雾化质量。

在涡喷发动机试验台架上用 1台电动机拖动发动机

转动，进行甩油盘部件试验，这样就可以节省部件试

验台的建设费用，从而降低了整机的研制成本。甩油

盘部件试验件及试验时燃油雾化情况分别如图 10、

11所示。试验表明，在远低于发动机自励转速下，甩油

盘的雾化质量就很好，液滴的直径和均匀程度均优于

同等转速下文献[15]中常规孔式甩油盘甩出液滴的直

径和均匀度（文献[15]中的甩油盘径向尺寸略大于本文

设计的甩油盘的）。试验中还发现气液 2相离心甩油盘

甩出的油雾有很强的跟随性，甚至可以跟随自然风飘

动。可以利用甩油盘的这种特性来设计火焰筒。

3.2 整机试验结果

喷油环试验表明甩油盘在低转速下的雾化质量

较好，有很强的跟随性。那么根据气液 2相甩油盘的

雾化特点，对火焰筒进行相应调整设计，微型涡喷发

动机就能在很宽转速范围内实现快速点火及起动，且

在慢车前就能迅速收回尾焰。整机试验也证明了这一

点，而且供油压力很低，基本上与燃烧室环腔内压力

相当。装配气液 2相离心甩油盘的典型整机试验曲线

如图 12所示。

4 总结

根据微型涡喷发动机结构紧凑的特点，以及低成

本要求，设计了 1种新式的气液 2相离心甩油盘。

在燃油中掺入一定量空气，可以防止气蚀损害，

与燃油提前掺混，也有利于燃烧和燃油雾化。为达到

低压供油的要求，在离心甩油盘上设计了 1组叶片，

用以给气液 2相流加压。

部件试验表明：在远低于发动机自励转速下，甩

油盘的雾化质量就很好，并且甩油盘甩出的油雾有很

强的跟随性，可以利用该特性来设计相配合的火焰

筒。整机试验表明：发动机在很宽转速范围内均容易

实现快速点火及起动，且在慢车前能迅速收回尾焰，

而且供油压力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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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排放燃烧室化学反应器网络模型的参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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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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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掌握低排放燃烧室的污染物排放情况，对其化学反应网络器（CRN）模型的参数化进行研究。对爬升工况下燃烧室

CFD数值模拟结果进行分析，划分燃烧室的结构，得到燃烧室的 CRN模型。再利用自编程软件对燃烧室的结构参数和进口参数进行

参数化定义，并把参数化的 CRN模型在不同工况下的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分别比较。结果表明：在慢车工况下二者相差不大，在爬

升工况下二者差异也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验证了该模型可行性较好，该参数化 CRN模型可用于预测低排放燃烧室的污染物排放

量和出口温度。

关键词：化学反应器网络模型；低排放燃烧室；CFD数值模拟；参数化；污染物排放；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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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aster the pollutant emission of a low-emission combustor, the parameters of the low -emission combustor
Chemical Reactor Networks 渊CRN冤 models were studied. CFD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the combustor under climbing condition was car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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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化石燃料的燃烧过程已经成为非常可靠的

能量来源。燃气轮机燃烧室内的燃烧情况直接影响到

燃气轮机的性能和排放。化学反应网络（CRN）会定量

地提供燃烧室中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的生成结果，对

燃烧室的设计、优化环节以及燃烧系统污染物排放的

减少非常有帮助。

在国外，Sturgess[1]运用区域建模的思想研究了贫

油预混燃烧室内的贫油熄火情况；Steele [2] 构建了

HP-JSR反应器，应用 2个 PSR串联的简单网络模型

对污染物排放进行预测，预测结果与试验数据吻合得

很好；Nicol等[3]运用由 1个 PSR和一系列 PFR组成的

模型，研究了在甲烷和空气预混燃烧情况下，不同的反

应机理对 NOX排放的影响；Sturgess和 Shouse [4] 运用

CFD-CRN 方法对燃烧室内污染排放进行了研究，

CRN模型能够较好地满足流场以及化学反应计算的

要求；Bengtsson [5-6]采用单个 PSR 和单个 PFR 的简单

网络模型对燃气轮机燃烧室内 NOx 排放进行了模

拟，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基本一致；Bhargava等[7]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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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R 和 PFR构建了 CRN模型，并研究了当量比以

及压力对 NOx和 CO 排放特性的影响；Rutar [8-9]通过

PSR模型，运用 GRI Mech 3.0 化学动力学反应机理，

成功预测了高压射流反应器下 NOx和 CO的排放量；

Falcitelli等[10]运用通用算法构建了 CRN模型，研究了

影响污染物生成的因素；Mohamed和 Rizk等[11-14]构建

CRN网络模型研究了当量比、停留时间以及温度对CO

和 NOx排放特性的影响；Novosselov[15]等对某燃气轮机

燃烧室污染物的形成机理进行了详细分析，构建了复

杂的 CRN网络模型，详细介绍了 CRN网络模型的构

建过程，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高度吻合；Mancini等[16]

采用同样的步骤构建了化学反应网络模型 RNM，预

测 NOx的生成与测量结果误差在 5%以内。

本文采用自编程软件实现了化学反应机理文件

的解析、化学热力学平衡计算、化学反应动力学计算、

CRN网络组建以及参数化计算，利用该软件建立某

低排放燃烧室的参数化反应器网络模型，对燃烧室的

不同工况进行模拟，并把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对

比，确定模型的正确性。

1 燃烧室结构

本文研究的燃烧室

为低排放燃烧室，为了研

究方便，把该燃烧室简化

为单管圆筒燃烧室，其结

构如图 1所示。

该低排放燃烧室装

有双环预混旋流的燃烧

室头部，由主混合器、值

班旋流器以及喷嘴系统

等部分组成，如图 2 所

示。以双环预混旋流

（TAPS）为基础，同时引

入了多点燃油直接喷射

技术（MLDI）。

2 CFD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本文数值模拟的进口工况为试验工况（爬升），其

参数见表 1。

利用 Gambit软件对低排放燃烧室结构进行建模

和网格划分，生成 3维网格节点总数为 235万，网格

单元总数为 855万。

在低排放燃烧室燃

烧流场计算过程中，燃烧

室流场计算采用隐式的

分离式求解器，近壁面采

用标准的壁面函数处理，

湍流模型为标准 k-着模型，燃料为航空煤油，分子式
为 C12H23，氧化剂为空气。燃烧状态为稳态燃烧过程，

燃烧过程为扩散燃烧或非预混燃烧，化学反应初始条

件通过 PDF文件生成。求解所用的算法为 SIMPLE

算法，压力方程采用 2阶精度进行离散，动量、湍流动

能及其耗散率、能量、混合分数、混合分数脉动均方值

等方程的离散采用 QUICK格式离散；把火焰筒壁面

假设为固壁，按照 Fluent软件的判断收敛准则，所得

的计算结果的进出、口流量相对误差小于 5%，全部

残差小于 1.0×10-3。

低排放燃烧室中心截面温度分布如图 3所示。从

图中可见，在爬升状态下燃烧室的高温区可以分为 2

部分：值班级高温区域和主级高温区域。值班级的燃

烧属于扩散燃烧，燃油浓度较高，形成了值班级高温

区域。由于主混合器径向进气方向与喷嘴喷出的燃油

喷射方向相反，有利于燃油的喷射、雾化与掺混，同时

主混合器内大部分燃油沿圆周共 8个单点直射式喷

嘴进行喷射，周向供油比较均匀，导致主混合器出口

油气掺混均匀，基本上属

于预混和半预混燃烧。因

此，主级燃烧温度非常均

匀，主级高温区的面积较

小。随着冷却空气的进入，

在沿燃烧室气流的流动方

向上，混合气的温度逐渐

降低。

低排放燃烧室中心截面速度流线如图 4所示。从

图中可见，回流区域可以分为 2 部分：主回流区

（PRZ）和角回流区（CRZ）。

空气流经 2级轴向值班旋

流器后形成旋流并与从径

向旋流器流出的旋转射流

相互作用，形成 1个稳定

的中心回流区又称主回流

区（PRZ），以提供点火源保

图 1 低排放燃烧室结构

图 2 TAPS/MLDI燃烧室头部

参数

压力 /kPa

进口空气温度 /K

燃料总质量流量 /（kg/s）

空气总质量流量 /（kg/s）

主级燃油分配 /%

数值

2712

608

0.060737

2.514

87

表 1 爬升状态的计算工况

图 3 爬升状态燃烧室中心

截面温度分布

图 4 爬升状态燃烧室中心

截面速度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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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火焰稳定。在燃烧室头部壁面附近角落处还出现角

回流区（CRZ），这是燃烧室头部突扩结构造成的。来自

主混合器与值班旋流器的旋转射流之间的速度差形

成了剪切层，其存在有助于燃烧过程中的油气掺混。

由于低排放燃烧室头部设计采用弱旋流，并且火焰筒

上不存在主燃孔对回流区长度的限制，因此低排放燃

烧室头部主回流区比较长。

燃烧室中心截面 NOx质量分数分布图 5所示，

从图中可见，由于值班级的燃烧属于扩散燃烧，燃油

浓度较高，燃烧温度超过 1900 K，因此形成了 NOx的

主要生产区域；而在主级燃烧区域后面，氮氧化物的

生成量很小，这是由于主级旋流器和值班级旋流器的

共同作用使得主级油气掺混比较均匀，燃烧比较充

分，另外，主级大量空气的进入降低了主级高温区后

的反应区温度，使得温度高于 1900 K的区域减小，造

成 NOx 的生成量迅速减

少。随着轴向距离增加，大

量冷却空气进入燃烧室，

降低了燃气的温度，抑制

了热力 NOx的生成，同时

也稀释了来流燃气，降低

了出口NOx的质量分数。

燃烧室中心截面当量比分布如图 6所示。从图中

可见，主级和值班级进口处的当量比数值较大，其喷

嘴喷出大小不同的油珠，形成 1个油雾锥面，在油珠

运动过程中不断吸热蒸发。值班级、主级的燃油油珠

从喷出到完全蒸发时间约为毫秒级和微秒级，因此值

班级喷入的燃油油珠的生

命周期比主级的明显长，

值班级火焰为扩散火焰，

而主级油珠在径向旋流器

空腔中就完全蒸发，进入

燃烧室时已经接近预混燃

烧或半预混燃烧过程。

燃烧室 Z=0 截面 Da

分布如图 7所示。针对燃

气轮机燃烧室不同区域的

模拟是用 PSR 还是用

PFR，是由燃烧室内不同

区域的化学反应尺度以及

湍流尺度来决定的，即用

Da（Da为特征流动时间与化学反应时间的比值）来决

定。一般而言，针对多组分化学系统，因为化学反应时

间的变化跨度很大，所以 Da变化范围也较大。一般规

定若 Da＜1的区域，用 PSR来模拟，而 Da＞1的区域，

则用 PFR来模拟。从图中可见，燃烧室的前半部分

Da＜1，因此，前半部分燃烧室的各部分区域大都可以

用 PSR来表示。燃烧室的后半部分 Da＞1，因此，前半

部分燃烧室的各部分区域大都可以用 PFR来表示。

3 反应网络模型的设计及参数化

3.1 燃烧室区域划分

在进行燃烧室区域划分时，由于燃烧室已简化为

单管圆筒燃烧室，并且各工况为稳态工况，中心线上任

意 1个截面的流态都相同，并且该截面关于中心线对

称，因此可以使用截面的一半对燃烧室结构进行划分。

从图 7中可见，燃烧室前面大部分区域 Da＜1，

所以可以用 PSR来表示，而燃烧室尾部区域 Da＞1，

所以可以用 PFR表示。从由图 3中可见，在燃烧室中

部偏后的位置，温度变化不大，并且从图 7、8中可知

该部分的掺混比较均匀，大部分区域 Da＜1。Da＞1的

部分是由于大量的冷却气体进入并且不与混合物发

生反应，为了简化计算，把该区域统一分为 PSR。考虑

到燃烧室的进口位置和流动曲线，燃烧室前部可以划

分为几个反应器。从图 4中可见，进口的流动可以分

为 2种不同的气流，分别为值班级和主级。在主级旋

流器作用下，主级气流沿着靠近壁面的位置向后流

动，形成 1个高温区，该高温区可以利用 1个 PSR表

示。在主级高温区的后面，气流的温度迅速降低，这样

造成了流动时间变长，Da＞1，该区域可以用 1个 PFR

表示。从图中可见，值班级的燃烧方式为扩散燃烧，燃

烧区域内的当量比沿半径方向逐渐变小，需要把该区

域分为 3部分。在该区域中值班级入口附近，Da＞1，

这是由于燃料液滴的蒸发燃烧造成的，但该区域的

混合比较均匀，反应比较剧烈，所以也可以用 PSR

反应器表示。混合气沿轴向流动时，燃油蒸汽和空

气逐渐掺混均匀。此时，混合气的当量比趋于稳定，

并且混合气均来自于值班

级上游的 3个不同的反应

器。燃烧室划分的结果如

图 8所示。

图 5 爬升状态燃烧室中心

截面 NOx质量分数

图 6 爬升状态下当量比分布

图 7 爬升状态下 Z=0截面

Da分布
图 8 低排放燃烧室结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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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网络模型的生成

利用自编程软件对燃烧室建模，生成低污染燃烧

室所对应的 CRN模型，通过对 CFD模拟生成的云图

观察对比，发现在燃烧室的头部区域，NOx的质量分

数很高，随着气流沿轴向运动，NOx的质量分数逐渐

减小，这是由于冷却气体在回流和卷吸的作用下进入

燃烧室的内部反应稀释造成的。因此，需要在燃烧室

中部 PSR的进口处添加 1个空气进口，从而得到完

整的低污染燃烧室 CRN结构，如图 9所示。

3.3 网络模型的参数化

网络模型的参数化提供了 1个快捷的途径对燃

烧室进行分区计算。可以通过输入一些初始参数得到

燃烧室的出口温度和各组分的质量分数。网络模型的

参数化包括空气量、燃油量和燃烧室结构的参数化。

3.3.1 空气量的参数化

空气量的多少对各反应器中燃料的燃烧和污染

物的生成有很大影响。随着空气流量的减少，当量比

增大，燃烧状态会逐渐从贫油燃烧过渡到富油燃烧，

而污染物的排放量会先增加后减少。值班级进口的燃

烧方式为扩散燃烧，由于燃油与空气没有混合均匀，

虽然整体的当量比小于 1，但是局部的燃烧区域混合

气的当量比仍然要大于 1。主级进口的燃烧方式为预

混或半预混燃烧，相比较扩散燃烧来说，在当量比大

于 1时，预混燃烧的 NOx转化率会变成 1个常数，而

在扩散燃烧时，转化率随当量比的减小而增大。确定

值班级燃烧区域的当量比大小，可以用于计算相对应

燃油流量下的空气量。

从图 9中可见，网络结构中空气量被分为 6部

分，分别是主级空气量、值班级空气量 1～3、中部掺

混空气量和冷却空气量。初始参数给出了主级空气流

量和值班级空气流量的百分比。中部掺混空气量的百

分比与油气比有关。剩余空气为冷却气量。值班级空

气量 2、3可以通过燃油流量和相对应的当量比计算

出来。而值班级空气量 1可以通过值班级总空气量与

值班级空气量 2、3相减得到。

3.3.2 燃油量的参数化

在主级供油情况下（如爬升状态），油量的分配根

据初始参数确定。燃油进口有 2个，分别是主级和值

班级燃油进口。在主级不供油情况下（例如：慢车状

态），燃油进口为 1个，即值班级燃油进口。根据图 9

燃油量分为 2部分，分别是值班级残留油量和值班级

燃油量。值班级残留油量的分配与该状态下的油气比

呈一定的函数关系。

2种情况都需要对网络中值班级燃油量进行划

分。3个值班级燃油进口的燃油流量按照一定比例划

分，并且进口油量总和等于值班级燃油量。

3.3.3 燃烧室结构的参数化

网络模型中反应器的几何尺寸可以从 2个方面

进行定义，即停留时间和反应器体积。在已知燃烧室

的结构划分时，很容易利用反应器体积和几何尺寸进

行定义。从图 8中可见，网络模型中各反应器沿轴向

的长度和沿径向的宽度分别与燃烧室的总长和半径

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可以通过这些比例关系对网络模

型中各反应器的体积容量进行量化。

为了避免采用定量方式计算燃烧室各反应区域

体积所带来的误差，对燃烧室各部分的体积进行修

正。每个反应区域的体积都乘以 1个修正系数，然后

利用优化方案对某个区间内的修正系数按照一定的

间隔进行计算，在各方案中找出 1组修正系数使得在

该组修正系数下的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得很好。

因此，对燃烧室中主级 PSR1、主级 PSR2、主级 PFR、

值班级 PSR1、值班级 PSR2、值班级 PSR3 和值班级

PSR4的体积进行了修正。

由于定量假设主级 PSR体积时所选用的长度比

较合适，在假定修正系数时选取修正系数的范围为

0.8～1.2，变化间隔为 0.1，因此，每个工况都有 1024

组计算结果可供筛选。各反应器的体积公式见表 2。

通过表 2中的计算公式可以得出每个反应器的

体积，进而通过给定燃烧室的直径和长度对各反应器

的体积进行计算。试验工况 1的优化方案如图 10所

示。可以同时设置多个工况进行计算，本文对 5个工

况进行优化。

优化方案的已知栏中设置了进口压力 p i，进口温

图 9 低污染燃烧室的 CRN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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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各工况的优化方案

循环参数

进口压力 /kPa

进口温度 /K

值班级燃油分配 /%

油量 /（g/s）

空气量 /（g/s）

油气比

工况 1

101.9

423

100

2.075

102.56

0.0202

工况 2

101.9

423

100

2.476

98.92

0.025

工况 3

101.9

423

100

3.103

120.69

0.0257

工况 4

101.9

423

100

3.380

130.88

0.0258

工况 5

2712.0

608

13

60.737

2514.00

0.0242

表 3 燃料和空气的进口参数

NOx试验值 /（mg/m3）

NOx模拟值 /（mg/m3）

NOx相对误差 /%

试验值 T/K

模拟值 T/K

T相对误差%

工况 1

38.4

39.8

3.48

886

901.8

1.78

表 4 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

工况 2

38.8

41.3

6.21

970

941.0

2.99

工况 3

33.5

42.5

26.80

1024

963.2

5.94

工况 4

42.9

45.6

6.25

1063

1031.6

2.95

工况 5

112.5

113.0

0.48

1516

1396.0

7.91

表中：D为圆筒燃烧室的直径，m；L为圆筒燃烧室的长度，m；a

为修正系数。

反应器

主级 PSR1

主级 PSR2

主级 PFR

值班级 PSR1

值班级 PSR2

值班级 PSR3

值班级 PSR4

中部 PSR

末尾 PFR

体积公式

V 1 =仔[（D/2）2-(D/4)2]L/5荠a1

V 2 =仔[（D/2）2-(D/4)2]L/10荠a2

V 3 =仔[（D/2）2-(D/4)2]L/5荠a3

V 4 =仔[（D/4）2-(D/6)2]L/4荠a6

V 5 =仔[（D/6）2-(D/12)2]L/4荠a6

V 6 =仔（D/12）2L/4荠a6

V 7 =仔（D/4）2L/4荠a7

V 8 =
仔（D/4）2（0.75-0.25a6-0.25a7）L/4+

仔[（D/2）2-（D/4）2]（0.75-0.2a1+0.1a2-0.2）
嗓

V 9 =仔（D/2）2L/4

表 2 各反应器的体积公式

度 T，燃油总量 ot，空气总量 at和主级燃油比例 om。目

标栏中设置了混合器。t代表混合器出口温度和混合
器，NO代表混合器出口 NOx排放量。在输入优化变

量栏中，变量 a1、a2、a3分别表示主级 PSR1、PSR3和

PFR的修正系数。由于在设置变量时，a4和 a5已经用

于表示其他变量，为了避免重复。用变量 a6表示值班

级 PSR1、PSR2和 PSR3的修正系数，用变量 a7表示

值班级 PSR4的修正系数。

3.4 运行参数以及结果

首先，对燃烧室的结构进行定性划分，按比例计

算出各反应器的体积。其次，对各反应器体积中的长

度尺寸利用优化方案选项进行优化。最后，选择与试

验值相近的优化方案作为该工况下的模拟方案。对比

各工况的优化方案结果可得，当 a1=0.9，a2=0.8，a3=

0.8，a6=1.1，a7=0.9时，各工况下的模拟结果与试验结

果相差较小。

采用该自编程软件对低排放燃烧室出口 NOx排

放特性进行模拟，模拟过程中所用燃料为航空煤油的

替代燃料（C12H23），反应机理采用 C12H23 的骨干化学

反应机理。本文在不同工况下对构建的化学反应器网

络模型进行验证。其中工况 5为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

提供的试验工况，其余为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

动力学院燃烧试验室获取的另外 1组试验数据。具体

运行参数见表 3，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见表 4。

工况 1～4为慢车状态下的工况，进口压力、进口

温度和值班级燃油分配都相同，所以可以将这 4种工

况的出口温度和出口 NOx质量分数进行比较。出口

NOx排放量的试验值与模拟值都随着油气比的增大

而增大，各工况下的模拟值都略大于该工况下的试验

值。但在工况 3处，试验值的曲线中有 1个拐点，这可

能是由于试验误差所造成的。除工况 3外，在其他 3

个工况下，试验值与模拟值的误差都在 6.3%以内。出

口温度的试验值与模拟值都随着油气比的增大而升

高，除工况 1外，其他工况下的试验值均大于模拟值，

且二者的误差都在 6%以内，符合模拟要求。从表 3

中数据可见，处于爬升状态工况 5下的进口压力和进

口温度都比较大，该工况增加了主级供油并且供油量

占总油量的 87%，所以工况 5应该与工况 1～4分开

单独比较。从表 4中数据对比可知，工况 5下 NOx排

放量的模拟结果与试验值非常接近，而温度的模拟结

果与试验值有一定偏差，但其误差在允许范围内。

由于初始状态条件相同，比较了工况 1～4的模

拟值和试验值。出口 NOx的变化曲线如图 11所示。

从图中可见，模拟值与试验值的误差相差不大，并且

随着工况的变化，模拟值和试验值都会随着燃烧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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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况变化逐渐递增。出口温度随工况的变化曲线如

图 12所示，模拟值与试验值都随着工况的变化呈上

升趋势。

从图 11、12中的变化趋势可以归结出油气比对

出口 NOx排放量和出口温度的影响，油气比增大，即

是燃油比例增加，这时反应区域的当量比增大，并向

最佳当量比靠近，反应更加剧烈，反应产生的温度越

来越高，NOx的生成与反应区的温度有很大关系，温

度越高，NOx的生成量越大，即随着油气比的增大，出

口的 NOx排放量增加和出口温度升高。

4 结论

对某低排放燃烧室建立参数化反应网络模型，利

用 Gambit软件建立 3维模型，并采用 CFD方法对燃

烧室进行数值模拟，再用模拟结果对燃烧室结构进行

划分，得到低排放燃烧室的化学反应网络模型。对模型

中各反应器的体积、进口空气流量和进口燃油流量进

行参数化。建立各反应器的体积与燃烧室几何尺寸之

间的关系，可以使得体积随燃烧室几何尺寸的变化而

变化，建立 1套完整的参数化化学反应器网络模型。

（1）参数化网络模型的计算结果与试验值相差不

大，验证了参数化网络模型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和参

考价值。

（2）利用验证过的参数化网络模型对慢车工况进

行预测，预测结果可以用于指导燃烧室的优化设计。而

在爬升工况下，需要较多的试验数据才能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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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出口 NOx的排放量

随工况变化曲线

图 12 出口温度随工况的

变化曲线

16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射流角度对M-TIB燃烧性能影响分析

张 鑫，唐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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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主燃（MB）-涡轮叶间补燃（TIB)一体化燃烧室（M-TIB）中燃烧环二次射流角度对燃烧性能的影响，设计了 3种

燃烧环二次射流角度组合分别为 40毅 & 40毅，45毅 & 55毅以及 50毅 & 50毅的 M-TIB模型。利用 FLUENT 软件的 Realizable k-着湍流模
型、PDF 燃烧模型和离散相模型对 M-TIB的流动和燃烧进行数值模拟。研究结果表明：适当增大燃烧环二次射流角度，可以强化

M-TIB内部气流的掺混，改善速度分布，提高出口速度，减少污染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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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提高燃气涡轮发动机的性能，最为有效的方法就

是提高涡轮前温度。但是，由于受涡轮叶片耐温能力

的限制，涡轮前温度的提高也受到限制。如何在现有

耐温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燃气涡轮航空发动机

的性能，或者如何在航空发动机同等性能的条件下，

降低涡轮前温度，成为航空发动机燃烧技术领域值得

探索和研究的课题。

对此，Srignano等 [1-3]提出了涡轮内燃烧的概念，

高温燃气在经过高压涡轮作功之后，温度下降，此时，

充分利用材料的耐热特性，利用二次燃烧，提高低压

涡轮进口温度，从而提高低压涡轮的作功能力，进而

提高航空发动机的循环功，以增大推力，提高性能。由

美国空军研究试验室提出的超紧凑燃烧室

（Ultra-Compact Combustion，UCC）的概念把涡轮燃烧

的概念推向了实际化 [4-7]。随后，基于超紧凑燃烧室

（UCC）技术和涡轮叶间燃烧室（Turbine Inter-Vane

Burner，TIB）出现，其工作原理是利用燃烧环上的凹

腔结构，喷油雾化二次射流，与主流燃气掺混，以形成

旋流形态的燃烧取代轴向传递的燃烧组织，燃气燃烧

的过程发生在狭小紧凑的涡轮导向叶片间的通道里，

从上游到下游，发生稳定的动量、能量交换以及组分

扩散[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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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燃 -涡轮叶间一体化燃烧室（M-TIB）是在涡

轮叶间燃烧室的基础上提出的 1种新型组合式燃烧

室，即在传统航空发动机主燃室（本文采用环形燃烧

室）尾部加设涡轮叶间燃烧室，使其一体化。与传统环

形燃烧室（带高压涡轮导向器）相比，M-TIB保持总燃

油量不变，减少了主燃烧室的燃油量，使得主燃室内

的余气系数提高，不仅使涡轮前温度降低，同时也减

少了污染物的排放；随后，将减少的油量提供给涡轮

叶间补燃室进行二次燃烧，其后高温燃气进入叶片通

道向下游流动，对涡轮动叶片作功。目前对这种新型

燃烧室的研究，徐兴亚[14]只完成了其与传统燃烧室的

数值模拟对比分析，而对于不同结构的 M-TIB研究

仍然是空白。

本文针对 M-TIB 上不同燃烧环射流角，对

M-TIB燃烧性能进行对比分析。

1 物理模型和计算方法

1.1 物理模型

M-TIB 由传统主燃室

（MB）和涡轮叶间燃烧室

（TIB）2部分组成，如图 1所

示。其中，图 1（a）为 M-TIB

整体，图 1（b）为 M-TIB 整

体的 1/12，灰色部分为传统

主燃室，红色和绿色部分为

涡轮叶间燃烧室。

在 M-TIB中，后半部分的 TIB主要结构包括导

向叶片和燃烧环，导向叶片以 10毅均布在内侧中心体
上，在导向叶片的叶背上开有与燃烧环宽度（W）相同
长度的径向槽；在燃烧环上，进油凹腔（轴向槽）每

10毅均分，进油凹腔两侧布有双排二次进气孔，每 10毅
均分，二次进气孔的组合角度选取 40毅~55毅[15]，燃烧环

上的长宽比[16]取 1.0。

1.2 计算模型

为了便于计算和观察，选取 M-TIB整体的 1/12

作为计算模型，用于数值

模拟和结论分析。

为了研究不同燃烧环

射流角下M-TIB的燃烧性

能，选取二次射流角度组合

为 40毅 & 40毅、45毅 & 55毅和
50毅 & 50毅的M-TIB模型作

为 Model-1、Model-2 和

Model-3，不同燃烧环射

流角的 M-TIB 模型如图

2 所示。

1.3 网格划分

计算域结构比较复杂，为了便于计算，选取的计

算模型为 M-TIB的 1/12，30毅的扇形区域，采用生产
网格较简便的非结构化四

面体网格，其中对旋流器、

导向叶片以及二次流等狭

小复杂的区域进行了加

密，最后的网格总数为

100万左右。M-TIB计算

域网格如图 3所示。

1.4 边界条件

3种 M-TIB模型的主流和二次射流均为速度进

口，其中主流速度为 100 m/s，二次流速度为 160 m/s；

出口均设为压力出口，环境温度为 600 K，操作压力

取 2.7 MPa。本文不考虑燃气与外界的换热情况，故

所有壁面均为绝热壁面。

1.5 参数定义

采用商业软件 FLUENT对流动及燃烧进行数值

模拟。使用分离隐式稳态求解器，2阶迎风格式离散

控制方程中的对流项，中心差分格式离散扩散项，交

错压力格式（PRESTO!）离散压力项，协调一致的半隐

式（SIMPLEC）算法处理压

力 -速度耦合项。液态燃

油使用煤油（C12H23），因为

其与 JP-8+100 的热力学

特性相同。在燃烧过程中

考 虑 了 11 种 成 分 ，即

C12H23，CH4，CO，CO2，H2，

H2O，H2O(液)，O2，OH，C(固)

和 N2，各组分的定压比热

容 Cp都是温度的多段多项

式函数。

（a）M-TIB（360毅）

（b）M-TIB（30°） （c）二次射流角度组合
图 1 M-TIB结构和工作原理

图 2 不同燃烧环射流角的

M-TIB模型

图 3 M-TIB计算域网格

数值

3.62

0.58

0.07

0.03

4.20

0.10

0.0238

参数

m觶 MB

m觶 T1B

m觶 fuel-MB

m觶 fuel-T1B

m觶 total

m觶 fuel-total

fa

表 1 流量燃油配比 kg/s

TIB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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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 的流量m觶 MB 与喷

油量m觶 fuel-MB及 TIB的流量

m觶 T1B与喷油量m觶 fuel-T1B的分

配比例见表 1、油雾参数

见表2。

观察截面位置如图 4

所示。定义主燃室长度为

L，涡轮叶间燃烧室长度
为 D，观察截面的选取分
别为：x=0（进口）、0.6L、
0.7L、0.9L、L（主燃室出口）、L+0.1D、L+0.15D（燃烧环
中心）、L+0.2D、L+0.6D、L+D（出口）。

2 计算结果和分析

2.1 速度场

3种模型各截面的速度分布如图 5所示。从图中

可见，3 种模型的速度分布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

处。其中，相同之处：（1）上游 MB速度整体上小于下

游 TIB的；（2）上游速度分布相对均匀，最高速度约为

140 m/s，而下游速度分布

并不十分均匀，在燃烧环

内部以及导向叶片尾端出

现局部高速区，速度高达

320 m/s。

3种模型速度场的不同之处主要出现在下游 TIB

中，尤其在导向叶片尾端以及燃烧环内部。3种模型

在 x=L 处（导向叶片前端）速度分布基本相同；在燃烧
环内部 x=L+0.1D处，由于存在二次射流的缘故，环形
通道区域出现高速涡流区域，并且与主流燃气相互掺

混，而这个区域的大小随着二次入射角度增大而增

大，最高速度也相应提高；在出口处，3种模型的速度

分布差异较大，总体分布呈现左高右低，下高上低的

趋势。

通 过 数 值 计 算 ，

Model-1 的出口平均速度

为 186.51 m/s，最大速度

差 110 m/s；Model-2 的出

口 平 均 速 度 为 193.06

m/s，最大速度差 122 m/s；

Model-3 的出口平均速度

为 200.33 m/s，最大速度差 106 m/s。3种模型出口径

向平均速率的分布曲线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见，速

率分布以 30毅为周期变化，对速度分布的均匀程度来
看，组合角度为 50毅 & 50毅的 Model-3的出口不仅平

均速度最大、速度差最小，而且分布相对较平缓。提高

出口速度矢量的均匀度，对减少下游涡轮叶片的不平

衡冲击，防止周期性震荡，提高结构强度有利。

2.2 压力场

3种模型各截面的总压分布如图 7所示。相同之

处为：（1）上游高、下游低;

（2）负压区域主要出现在

导向叶片通道的尾端。不

同之处为：（1）二次入射角

度的不同对上游主燃室内

部总压分布产生影响，这

是由于不同角度的二次进

气与主流流场的掺混程度不同造成的，并且随着入射

角度的增大，上游总压也随之增大；（2）3种模型的下

游，尤其是导向叶片尾端的总压分布不同，从图中可

见，Model-1的负压区域较大。

2.3 温度场

3种 M-TIB模型各截面的温度分布如图 8所示。

从图中可见，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

（1）最高温度出现在主燃

室中，如 x=172.5，最高温

度高达 2470 K；（2）上游

出口和下游入口的温度

分布并不均，中间高两边

MB

TIB

半角 /

（毅）
30

30

直径 /

滋m

50

50

速度 /

（m/s）

40

120

流量

分配 /

％

70

30

表 2 油雾参数

图 4 观察截面位置

（a）Model-1：40毅 & 40毅组合

（b）Model-2：45毅&55毅组合 （c）Model-3：50毅&50毅组合
图 5 速度矢量分布

图 6 出口径向平均速度分布

图 7 总压分布

（a）Model-1：40毅 & 40毅组合

（b）Model-2：45毅 & 55毅组合 （c）Model-3：50毅 & 50毅组合
图 8 不同截面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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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如 x=L，温度差为 800~1000 K；（3）燃烧环内均

出现明显的环形高温区域，如 x=L+0.15D，燃气在导
向叶片间的通道内再燃，平均温度再次升高，但最高

温度不超过 2400 K，满足了材料的高温限制；（4）出

口 x=L+D与上游 x=L 处相比，平均温度提高 120 K

左右。

经 过 数 值 计 算 ，

Model-1 的出口平均温度

为 1258 K，最大温度差

245 K；Model-2 的出口平

均温度为 1245 K，最大温

度差 352 K；Model-3 的出

口平均温度为 1248 K，最大温度差 370 K。3种模型

出口的径向平均温度分布曲线如图 9所示。从图中可

见，角度组合为 40毅 & 40毅的 Model-1不仅平均温度

较高、温差较小，并且温度分布的均匀程度也相对较

好，有利于提高涡轮性能

以及热端部件的寿命。

为了更加清楚地观察

燃烧环内的温度分布情

况，导向叶片表面温度分

布如图 10所示。从图中可见，由于上游的高温燃气温

度分布中间高两边低，中间叶片的温度要高于两侧叶

片的，同时受到燃烧环上二次射流的影响，温度分布向

左偏移，导致右边叶片温度高于左边的。并且这个效

果随着入射角度的增大而显著。

通过对比分析 3种模型导向叶片表面的温度分

布发现，相对高温区主要出现在中间叶片叶盆尾端上

部区域，而 Model-2 的此区域温度最高，其次为

Model-3，Model-1的最低。

2.4 污染物浓度

3种模型 CO的浓度分布如图 11所示。其相同之

处为：（1）如 x=0.7L处，绝大部分的 CO在主燃室中生

成，并且随着燃气向下游

不断燃烧反应，CO的浓度

越来越低；（2）上游出口、

下游进口处，导向叶片前

端，即x=L 处，CO平均浓

度已经很低，量级在 10-7；

（3）如在 x=L+0.15D处，燃烧环内的二次燃烧使得
CO平均浓度内略有提高，其量级也仅仅处在 10-4，

并且随着反应向下游的继续进行，CO 的浓度越来

越低；（4）在出口处 CO平均浓度基本为 0。

通过对比分析 3种模型的 CO浓度分布发现：在

燃烧环内，x=L+0.15D处，Model-3的平均 CO浓度最

低，为 4.29e-4 mol/L；Model-1的平均 CO浓度较高，为

8.16e-4 mol/L；Model-2 的平均 CO 浓度最高，为

8.91e-4 mol/L。

经过计算，3 种模型的燃烧效率均在 99.9％以

上。出口性能参数见表 3，其中 NOx表示氮氧化物，以

NO 为主要成分；UHC 表示未燃尽碳氢化合物

（Unburned Hydrocarbons），以 C12H23 为主要成分；dp
表示进出口压力损失；T4表示出口温度。

从表 3可知，在出口处，Model-3的 NOx排放量

最少，但压力损失最大；Model-1 的 UHC 排放量最

少，燃烧效率最高，平均温度最高，压力损失最小。

3 结论

通过对 3种M-TIB燃烧室模型的速度、压力、温

度以及污染物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二次射流角度组合为 50毅 & 50毅的 M-TIB模

型，出口速度较高，分布较均匀，有利于减少下游涡轮

图 9 出口径向平均温度分布

（a）Model-1：40毅 & 40毅组合

（b）Model-2：45毅 & 55毅组合 （c）Model-3：50毅 & 50毅组合
图 10 叶片表面温度分布

（a）Model-1：40毅 & 40毅组合

（b）Model-2：45毅 & 55毅组合 （c）Model-3：50毅 & 50毅组合
图 11 不同截面 CO浓度分布

角度

40毅 & 40毅
45毅 & 55毅
50毅 & 50毅

NOx排放量 /

(mg/m3)

1227.75

1333.15

916.25

UHC排放量 /

(mg/m3)

0.32

0.51

0.50

dp/

%

11.62

11.67

12.22

T4/

K

1258.3

1245.1

1248.5

表 3 出口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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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不平衡冲击，防止周期性震荡，提高结构强度；

（2）增大二次射流角度，有利于二次射流和主流

燃气的掺混，但不利于出口温度的均匀化，对压力损

失影响不大；

（3）二次射流角度组合为 40毅 & 40毅的 M-TIB模

型，出口平均温度相对较高，分布也相对较均匀；

（4）二次射流角度组合为 50毅 & 50毅的 M-TIB模

型，有利于降低出口 NOx排放量，二次射流角度组合

为 40毅 & 40毅的 M-TIB模型，有利于降低出口 UHC

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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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体积力模型的 1维涡轮特性评估方法

何 杰 1，2，邹正平 1，2，姚李超 1，2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发动机气动热力国防重点实验室；2.先进航空发动机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191）

摘要：涡轮低维气动特性评估方法的预测精度对涡轮气动设计有重要意义。基于适用于轴流涡轮特性评估的 1维体积力方

法，分析和局部调整了 Adam和 Leonard的 1维体积力模型中的叶片力源项和离心力源项，并在特性计算中引入涡轮损失模型。通

过 1个低压涡轮和 1个含冷气高压涡轮对该方法进行验证，计算结果表明：该方法对 2个算例在涡轮设计工况点的流量效率预测

偏差均在 1%以内，且能够反映涡轮气动特性随膨胀比的变化趋势，具有良好的精度，可用于快速可靠地评估涡轮低维气动特性。

关键词：涡轮；低维设计；体积力模型；欧拉方程；特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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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ne-Dimensional Simulation Method to Evaluate Turbine Performance Based on Body Forced Model
HE Jie1袁2袁 ZOU Zheng-ping1袁2袁 YAO Li-chao1袁2

渊1.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ero-engines, Beihang University;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dvanced Aero-engine院 Beijing 100191, China冤

Abstract: The precision of turbin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low dimensional evaluation meth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turbine aerodynamic design. A one-dimensional simulation method for axial flow turbine based on body force model was studied, the blade
force source term and centrifugal force source term in Adam and Leonard body force model were corrected, the turbine loss models were
introduced in the computation. The method was verified by a low pressure turbine and an air cooling high pressure turbine,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efficiency deviation of two examples turbine at design point is within 1%.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can reflect the tendency for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the turbine with the expansion ratio variation. All in all, the corrected body force model has a good precision,
and can be used as a fast and reliable evaluation method of low dimensional gas turbin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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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涡轮部件气动设计是 1个从低维到高维逐步设

计和优化的过程，低维气动设计是高维空间工作的基

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涡轮的性能水平，是设计

流程中 1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涡轮低维气动特性评估

方法可在涡轮设计初期预测工作特性，其预测精度对

涡轮气动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涡轮低维气动特性评估常用方法为 1维平均中

径法，通过分析涡轮内部气动损失机理并总结损失经

验关系式，建立计算轴流涡轮叶栅通道内气动损失的

模型，以定量评估涡轮 1维平均中径上性能。在工程

领域常应用的 AMDC损失模型及 AMDCKO模型，可

较好评估涡轮设计点和非设计点的性能[1-2]。其他比较

著名的经验模型如 Traupel模型[3]、Craig & Cox模型[4]

等也能较好地预测涡轮气动损失。平均中径法在过去

应用广泛，但随着涡轮设计技术的发展和设计要求的

变化，该方法被用来考虑涡轮中一些新参数的影响规

律，如 Coull和 Hodson等[5]分别分析了流量系数、升力

系数和雷诺数等参数对低压涡轮性能的影响规律等；

在中国，如姚李超等[6]发展了以载荷系数、反力度、轴

向速比等多种设计变量为约束条件求取涡轮效率的

多级低压涡轮 1维气动优化程序。平均中径法对涡轮

性能的预测能力和精度取决于所使用的损失模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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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度和适用范围，对使用者要求较高。

除了平均中径法，利用欧拉方程与体积力相结合

对叶轮机性能评估的方法近年来也得到重视，该方法

适用于 1~3维和非定常等不同维数叶轮机性能的评

估。高维体积力模型如 Adamcyz提出的通道平均多

级流动模型[7]，通过体积力模型来模拟叶片对气流的

作用力以求解压气机中的 3维流动。高维体积力模型

还有其他形式，如适用于 3 维非定常畸变问题的

Gong的周向平均体积力模型[8]和 Xu的黏性体积力模

型[9]等。低维体积力模型如 Adam和 Leonard提出的 1

维模型[10-12]，该模型在低维欧拉方程中引入体积力源

项，采用有限体积法求解该方程组从而得到叶轮机流

道平均中径上的气动参数，用于确定叶轮机在不同工

况下的气动性能，以评估叶轮机械优劣。在此基础上，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也进

行了相应的研究，并发展了多级轴流透平气动特性计

算程序[13-14]。

本文在 Adam 和 Leonard 的体积力模型的基础

上，对 1维涡轮特性评估方法进行了研究，分析调整

了模型中的叶片力源项和离心力源项，在特性计算中

引入了损失模型，通过双级低压涡轮和气冷高压涡轮

的性能结果比较对该方法进行验证。

1 计算方法

1.1 控制方程

涡轮流道截面如图 1所示。本文所建立体积力的

源项在空间的分布基于均匀的轴对称特性，在 1维评

估中只考虑气动参数沿流向的变化，忽略了流道法向

气动参数变化，由此建立曲线坐标系（m,n,兹），其中 m
为流向坐标，n为法向坐标，兹为周向坐标。微元控制
体如图 2所示。控制体上边界为机匣，下边界为轮毂，

假定进口截面为截面①，出口截面为截面②，建立守

恒的欧拉微分方程组

坠U坠t + 坠F坠m =Q （1）

其中

U=

籽S
籽V m S
籽V 兹 S
籽e毅S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F=

籽V m S

（p+籽V m

2 S）
籽V mV 兹 S

籽 e毅+ p
籽蓸 蔀V m S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Q=Qb+Qf+Qg+Qc

式中：籽为流体的密度；S为子午流道的横截面积；t为
时间；V m为流体的绝对速度子午流向分量；V 兹为流体
的绝对速度周向流向分量；r为到涡轮中心轴线的半
径；p 为流体的静压；e毅为流体的总内能；Qb为无黏叶

片力源项；Qf为黏性力源项；Qg为几何力源项；Qc为

冷气源项。

1.2 体积力模型

基于 Ad am 和 Leonard

的思路 [10]，本文局部修正了

其体积力模型中无黏叶片

力切向分量：体积力模型采

取在欧拉方程上添加源项的

方法，确定源项对于预测精

度和能力至关重要，为了分

析源项，给定叶片平均中径

进出口速度三角形，其参数

如图 3所示。

r1、r2分别为叶片进、出口平均中径，对应的周向

速度分别为 V 兹1、V 兹2，qm为假定通道流量，V ol为叶片排

内气体体积。求解源项需要分析叶片黏性力、无黏叶

片力、离心力、几何流道形式和冷气影响。

黏性力源项 Qf考虑黏性力的影响，作用于叶片

区域的黏性力使得流体沿流线产生熵增，利用 AMD-

CKO损失模型求解气流通过叶栅后的熵增 驻s，该模
型由 AMDC损失模型改进得到，不仅适用于低亚声

涡轮叶栅，也同样适用于高马赫数的涡轮叶栅。由于

叶栅通道几何参数未知，故近似认为气流在叶片区域

内的单位流向坐标上的熵增相等，该假设在设计点考

虑是合理的[15-16]，在变工况下的熵增分布有待进一步

优化改进。从该角度出发，可得黏性力矢量F軋f、及其流

向分量F軋f,m和周向分量F軋f,兹分别为

|Ff|=籽T W m

W
坠s坠m （2）

图 1 研究坐标 图 2 控制体[10]

图 3 速度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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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軋f,m=-|F軋f|
W軛m

|W軛|
（3）

F軋f,兹=-|F軋f|
W軛兹
|W軛|

（4）

分析动量矩方程的叶片力源项 Qb，Adam 和

Leonard认为动量矩方程中力矩起主导作用的为无黏

叶片力力矩[10]，故只考虑无黏叶片力源项。由于涡轮

设计工况点流动的主控因素是位势作用，该假设在设

计点及设计点附近的状态点是非常合理的，但在 1维

特性评估过程中，要合理评估非设计状态的性能，在

远离设计点的工况下，黏性的影响将越来越大，成为

不应被忽略的因素。本文在动量矩方程中将综合考虑

无黏叶片力力矩和黏性力力矩的作用，以适用于更宽

广的工作范围。利用角动量守恒方程求解切向力总和

F兹，可得单位体积上气体所受到的无黏叶片力切向分
量 Fb,兹和流向分量 Fb,m分别为

rF兹= qm

Vol（r2V 兹,2-r1V 兹,1） （5）

Fb,兹=F兹-Ff,兹 （6）

Fb,m=-Fb,兹 W 兹
V m

（7）

几何力源项 Qg包含了离心力和涡轮子午流道形

式的影响。Adam和 Leonard

文献中以轴向为基准坐标，

将离心力分解为轴向和周

向分量 [10]，本文以子午流线

为基准坐标，离心率如图 4

所示。仅考虑叶片旋转引起

的离心力，没有离心力周向

分量，即离心力只作用在轴

向动量方程，不影响切向动量方程。

Fg，m=
籽V 兹

2

r
坠r坠m （8）

Fg，m=0 （9）

涡轮子午流道形式指轮毂和机匣之间的流道面

积变化，具体为垂直于平均子午流线的横截面面积以

及平均中径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冷气源项 Qc主要与冷气有关，本节中所建立的

1维体积力模型为简化考虑，只考虑在质量守恒方程

和能量守恒方程中添加源项冷气，即冷气的加入会改

变通道气体流量和焓的变化，而不影响在流向的动量

守恒方程和角动量守恒方程，该假设在冷气量所占比

例较小时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各体积力源项分别为

Qf=

0

Ff,mS
Ff,兹S
Ff,兹赘rS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Qb=

0

Fb,mS
Fb,兹S
Fb,兹赘rS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Qf=

0

Fg,mS+p 坠S坠m
0
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Qb=

qcool

0
0

qcoolhcool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10）

1.3 数值方法

采用时间推进的有限体积法求解欧拉控制方程，

其数值格式为迎风型矢通量分裂格式 AUSM[17]，无黏

通量 F分裂为对流项和压力项。
程序采用定比热方法计算，计算时需要给出以下

条件：涡轮子午面轮毂和机匣型线几何数据、各叶片

排前尾缘在子午面内的坐标、各叶片排个数以及进出

口几何构造角、冷气参数、涡轮转速以及边界条件。边

界条件包括：进口总温和总压、进口切向气流角以及

出口静压。在计算过程中通过改变涡轮转速和出口静

压以得到涡轮在不同非设计工况下的工作特性。

2 计算结果与讨论

选取 2级低压涡轮和冷气单级高压涡轮 2个算

例涡轮对程序的正确性进行验证，同时与 3维 RANS

计算结果进行对比。

2.1 2级低压涡轮

某型 2级低压涡轮的

流道形式如图 5所示。涡

轮进口总温为 1100 K，进

口总压为 357 kPa，设计转

速为 11500 r/min，轴向进

气、总冷气量较少，小于 2%。计算得到不同转速下涡轮

流量和效率随膨胀比变化的曲线及其与 3维计算结果

的对比曲线，如图 6所示。

Adam和 Leonard的 1维模型、修正后的 1维模

型和 3维模型计算的 110%，100%、90%、80%折合转

速下低压涡轮出口折合流量、效率随膨胀比的变化如

图 6所示。在流量 -膨胀比特性图中，以 3维 RANS

结果为基准，修正后的 1维模型比原 1维模型对涡轮

图 4 离心力

坠r

坠m

图 5 低压涡轮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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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的预测更为精准，对流量堵点出现的位置预测更

加精确；在效率 -膨胀比特

性图中，修正后的 1维模型

和原 1 维模型计算结果分

别与 3维结果对比，修正的

1 维模型计算结果与 3 维

结果更加贴近。

修正后的 1 维体积力模型计算结果与 3 维

RANS计算结果中的涡轮流量和效率的变化趋势基

本相同，在不同的折合转速下，利用修正后的 1维体

积力模型计算的涡轮的流量和效率随着膨胀比的变

化特性与 3维结果基本相同。

不同转速和膨胀比下的流量和效率偏差如图 7

所示。对比分析了各状态点的预测精度。流量偏差

驻m和效率偏差 驻浊定义如下
驻m= |m觶 1D-m觶 RANS|

m觶 RANS

（11）

驻浊= |浊1D-浊RANS|
浊RANS

（12）

式中：m觶 1D和 浊1D为修改后的 1维模型计算结果的流

量和效率；m觶 RANS和 浊RANS为 3维计算结果的流量和效

率。从图 7（a）中可见，流量偏差对转速并不敏感，对

膨胀比较为敏感，大部分区域流量偏差在 9%以下，

设计点处流量偏差在 1%以下；效率偏差受到转速和

膨胀比的综合影响，大部分区域效率偏差在 8%以

下，设计点处效率偏差在 1%以下，说明修改后的 1

维结果与 3维结果的数值偏差较小，1维结果可信度

较高。

2.2 冷气单级高压涡轮

高压涡轮进口总温为 1600 K，进口总压为 1529

kPa，设计转速为 18500 r/min，轴向进气，导叶冷气量

为涡轮进口质量流量的 10.4%，动叶冷气量为 3.8%，

该算例中涡轮冷气量较

大，应以考核体积力的方

法对气冷涡轮性能适应性

进行评估。高压涡轮的流

道和冷气掺混比例如图 8

所示。

Adam和 Leonard的 1维模型、修正后的 1维模

型和 3维计算的 100%、90%、80%折合转速下高压涡

轮出口折合流量、效率随膨胀比的变化如图 9所示。

其中冷气涡轮效率定义见文献[18]。从图 9（a）中可

见，修正后的 1维模型计算结果中流量堵塞点出现的

位置更符合涡轮真实工作情况，修正后的 1维模型的

计算结果比原模型的更贴近 3维计算结果；从图 9

（b）中可见，在膨胀比为 4.2的设计点处，修正后的 1

维体积力模型比原模型对效率的预测更加精确。说明

了在不同的折合转速下，采用修正后的 1维模型计算

的涡轮流量和效率随着膨胀比的变化趋势与 3维结

果基本相同，修正后的 1维模型比原模型对流量特性

预测的精度更高。

高压涡轮不同转速和膨胀比下的流量和效率偏

差如图 10所示。从图中可见，修正后的 1维结果与 3

维结果的数值偏差较小，设计点处流量偏差和效率偏

差均小于 1%，非设计点处流量偏差和效率偏差较

小，修正后的 1维结果可信度较高。针对冷气量较多

的高压涡轮，修正后的 1维模型仍然可以较为精准地

评估涡轮特性。

（a）流量变化

（b）效率变化（1维体积力方法） （c）效率变化（3维方法）

图 6 低压涡轮流量、效率随膨胀比和折合转速的变化

（a）流量偏差 （b）效率偏差

图 7 低压涡轮不同转速和膨胀比下的流量和效率偏差

图 8 高压涡轮的流道和

冷气掺混比例

（a）流量变化 （b）效率变化

图 9 高压涡轮流量和效率随膨胀比和折合转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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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个算例中，在偏离设计点状态较远处都出现

涡轮流量效率偏差较大的现象，说明体积力模型在非

设计点处的预测尚需进一步修正，在非设计点处气动

损失模型的精度决定着源项的偏差，对体积力模型的

精度有一定影响。如何进一步提高体积力模型在非设

计点下的预测精度是未来的工作方向。

3 结论

本文结合修正后的 1维体积力模型，改进了计算

程序，并对 2个算例进行涡轮特性评估，得出以下结

论：

（1）修正后的 1维体积力模型比原模型对流量特

性预测精度更高。能够在设计点处比较准确预测流量

效率特性，在非设计点处能够较为准确预测流量特

性，且在非设计点处性能偏差在工程允许的误差范围

内，能够预测流量效率特性随膨胀比的变化趋势。

（2）低维体积力方法能够快速准确地对涡轮特性

进行评估，适用于高压低压、单级多级、含冷气不含冷

气的轴流涡轮。

（3）低维体积力方法的预测精度取决于体积力源

项的模化，进一步提高体积力模型在涡轮非设计状态

下的预测精度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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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流量偏差 （b）效率偏差

图 10 高压涡轮不同转速和膨胀比下的流量和效率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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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方案设计阶段的发动机质量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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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在航空发动机方案设计阶段准确地预估发动机质量，提高质量估算模型的估算精度，针对发动机方案设计阶段的

特点，建立了航空发动机质量估算初级模型；考虑转子件的应力水平要求，完善了轮盘、叶片、轴等典型转子件的质量估算高级模

型。建立了相应的模型数据库，并开发了面向方案设计阶段的发动机质量评估平台。利用该平台分别对初级模型和叶片、盘、轴等典

型转子件的高级模型进行了计算验证。结果表明：初级模型的估算误差在 25%之内，高级模型转子件的估算误差在 7%之内。证明所

提出的质量估算初、高级模型具有较高的精度，可用于发动机方案设计阶段的质量评估。

关键词：质量预估；初级模型；高级模型；应力水平；方案设计阶段；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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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on Method of Aeroengine Weight at Concept Design Stage
HU Dian-yin1,2袁 HU Dan1,3袁 HUO Feng3袁 FAN Jiang1,2袁 CHEN Gao-xiang1,2

渊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Beihang University袁Beijing 100191袁 China;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dvanced Aero-Engine袁Beijing 100191袁China; 3. 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estimate the weight of aeroengine in the stage of concept design and improv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evaluation model. Aiming at desig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tage of aeroengine concept design, a primary model was established. Meanwhile袁
in view of the strength requirements袁advanced models to predict the weights of the components including disk袁 blade and shaft were
improved. Model database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aeroengine weight estimation platform for concept design stage was developed. The
primary model and advanced model were calculated and verificated by the platfor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rrors of the primary and
advanced weight models are 25% and 7% respectively, confirming that the primary model and advanced model have higher accuracy and
can be used for evaluating the components' weights in the concept design of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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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航空发动机的方案设计阶段[1]估算发动机质量，

有利于军用发动机设计，提高民用发动机的经济性[2]。

发动机质量估算可采用初级模型、中级模型和高级模

型[3]。在发动机方案设计阶段，着重考虑初级模型和高

级模型。

国外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研究发动机质量估

算方法。Gerend和 Roundgill等[4]统计了 1940~1980年

间服役的 350台发动机的空气流量、涵道比、总压比、

涡轮前温度、飞行马赫数等参数，建立了用于发动机

方案设计阶段的质量估算方法，并形成了相应的计算

程序，误差在 30%以内；NASA[5]建立了针对发动机部

件的质量估算高级模型，开发了如 WATE-1、

WATE-2、WATE-S等质量评估平台，并将其作为发

动机设计的重要工具，但该模型对采用新材料的先进

航空发动机质量估算误差较大；2002 年，Tong [8]对

WATE中的轮盘质量估算方法进行了改进，在满足一

定强度条件下估算轮盘的质量，提高了 GE90等发动

机的质量估算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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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纪 9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进行发动机质

量估算方法研究。郭淑芬等[9]建立了针对涡喷、涡扇、

涡轴、涡桨发动机的质量估算高级模型。在叶片的质

量估算模型中，仅考虑形状、轮毂比对质量的影响，未

考虑强度设计要求，同时，轮盘的简化模型采用实心

等厚盘，这不符合轮盘的结构设计准则；2004年黄志

勇[10]利用有限元方法，考虑强度设计要求，完成了压

气机轮盘的质量预估；2013年杨龙龙[11]综合考虑了轮

盘转子的强度要求，建立了基于等强度型面的轮盘质

量估算模型。上述 2种模型均未考虑温度梯度引起的

热应力的影响，因此不适用于涡轮盘质量评估。

本文根据发动机方案设计阶段特点，建立了满足

精度要求的发动机质量估算初级模型，完善了轮盘、

叶片、轴等质量估算的高级模型，并开发了包括初、高

级模型在内的发动机质量估算平台。

1 质量估算初级模型

在方案设计阶段之初，往往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动

机参数数据，但需要得到发动机的质量大致范围，对

其优化和计算得到其推重比等重要参数。此时即可使

用质量估算初级模型。本文参照文献[4]的数据，分析

了涵道比、涡轮前温度、压气机总压比、流量等参数与

总体质量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拟合了发动机质

量估算初级模型。

1.1 总体性能参数对发动机质量的影响

在文献[4]中，参考 14种不同的发动机，给出了总

涵道比与发动机质量的比值 Kgg的曲线，如图 1 所

示。从图中可见，Kgg随着发动机涵道比的增大而逐渐

减小，且整体趋势类似

指数函数的形式。因

此，在最后的模型中，

涵道比对总质量的影

响以指数型函数的形

式体现。

航空发动机的总压比会影响压气机、燃烧室和高

压涡轮部分。提高总压比就会增加压气机和涡轮的级

数，并提高核心机部分气流的压强和温度。因此，随着

总压比增大，核心机的结构质量显然会增加，轴和轴

承的质量也会随之增加。总压比与发动机质量关系如

图 2所示，体现了发动机总压比和质量的比值与发动

机总压比之间的关系。从图中可见，当发动机总压比

大于 15时，其比值与发动

机总压比大致呈线性关

系；当发动机总压比小于

15时，又大致呈二次函数

关系。因此，可以采用多项

式来反映总压比与发动机

质量之间的关系。

随着发动机设计水平

的不断提高，涡轮前温度

也随之不断升高。涡轮前温度升高一般会导致发动机

质量增加。然而，发动机设计水平的提高和高性能材

料的不断出现，涡轮前温度并不如预期中对发动机总

质量有很大影响。涡轮前温度与发动机质量关系如图

3所示。从图中可见涡轮前温度对质量的影响趋势。

在实际设计中，发动机流量能够影响来流总温和

发动机的径向尺寸，因此对发动机质量的影响较大。

核心机流量与质量的比值随核心机流量变化的趋势

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见，该比值与流量之间可以表

达成近似的二次函数关系。

1.2 质量估算的初级模型

搜集较常见的 81台军用和民用发动机数据，部

分数据见表 1。为了提高拟合精度，将发动机数据分

为 3个涵道比范围进行拟合，分别为 B≤1、1<B≤4

和 B>4。在此基础上拟合响应面，将响应面作为质量

估算的初级模型。基于上述分析，在该响应面中，涵道

比以指数形式出现，其余参数都以一次项或二次项的

形式出现，由于数据有限，拟合所得的响应面为含有

交叉项的 2阶多项式响应面。采用最小二乘法得到发

动机质量估算的初级模型。

利用搜集的数据进行不同涵道比范围的响应面

拟合，得到对应涵道比范围的响应面方程。

拟合所用的 B≤1的发动机共有 30台，得到响

应面方程为

图 2 总压比比与发动机

质量关系

图 3 涡轮前温度与发动机

质量关系

图 4 空气流量与发动机

质量关系

图 1 涵道比与发动机

质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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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01456x1

2
+3.9492x2

2
+2.25502*(25.9352x3)2

-0.0447x4

2
-0.4258x1x2+0.3734x1*25.9352x3

+0.03924x1x4-2.8676x2*25.9352x3-1.6458x2x4 （1）

-0.4961x4*25.9352x3-44.2127x1+690.9102x2

-517.8177*25.9352x3-0.3169x4+30759.2667

拟合所用的 1<B≤4的发动机共有 25台，得到

的响应面方程为

y=0.0006785x1

2
-2.8239x2

2
+40550081240*0.0002622x3

-0.01229x4

2
-0.01236x1x2-334940x1*0.000262x3

+0.02234x1x4-6873796x2*0.000262x3-0.1059x2x4 （2）

-588860x4*0.000262x3-2.7051x1+86.7767x2

-413891543*0.0000262x3-18.3229x4+1739.2930

拟合所用的 B>4的发动机共有 26台，得到的响

应面方程为

y=0.0009341x1

2
+5.6067x2

2
-39.2245*1.43362x3

-0.0031x4

2
-0.265x1x2+0.2339x1*1.4336x3

+0.01097x1x4-31.0827x2*1.4336x3+0.1518x2x4 （3）

+0.7343x4*1.4336x3-2.9746x1+317.5716x2

+681.767*1.4336x3-16.7065x4-365.8141

式中：y为发动机的质量；x1为涡轮前温度；x2为总压

比；x3为涵道比；x4为流量。除发动机涵道比为指数函

数的形式之外，其余参数均以多项式函数的形式体现

在方程中。

2 质量估算高级模型

高级模型考虑了发动机的流道参数、应力水平、

材料特性、结构特点等因素，将发动机部件细分，分别

估算其质量，累加得到整机质量。风扇、增压级、高压

压气机、高压涡轮、低压涡轮都可分为若干级，主体部

分质量为单级质量之和，每 1级包括机匣、转子叶片、

静子叶片、轮盘和级间连接件。在完成上述分解的基

础上，建立发动机每个零部件的质量估算公式，进而

完成发动机总体的质量估算。

2.1 转子件质量估算的高级模型

旋转部件是发动机中最重要、负荷最大的部件，

因此，轮盘、叶片、轴等转子件质量估算的高级模型精

度是影响发动机方案设计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考

虑转子件的强度设计要求建立转子件质量估算的高

级模型。

发动机型号

F110系列

F110-100

F110-129

F110-400

F100系列

F100-PW-229

F100-PW-100

PW4000系列

PW4052

PW4084

PW4168

CFM56系列

CFM56-2-B1

CFM56-2-C1

CFM56-3-C1

CFM56-3-B2

CFM56-5-A1

GE90系列

GE90-85B

GE90-115B

M53系列

M53-2

M53-P2

NK系列

NK-22

NK-25

NK-321

TFE731系列

TFE731-2

TFE731-40

AL-20系列

AL-22

AL-25TL

JT8D系列

JT8D-209

JT8D-217

TAY600系列

TAY620

TAY650

其它型号

M88-2

RM12

EJ200

D-18T 3

D-36

TF39

涡轮前温

度 x1/K

1700

1700

1700

1672

1672

1574

1574

1574

1539

1620

1648

1591

1536

1592

1755

1508

1548

1390

1597

1630

1133

1295

1455

1230

1285

1335

1314

1400

1850

1699

1750

1395

1245

1589

发动机总

压比 x2

30.4

32.0

30.4

32.4

24.5

27.5

34.2

32.0

22.6

24.7

30.6

23.9

26.5

36.9

42.0

9.0

9.8

14.75

25.9

28.4

14

22

15.87

9.6

17.1

18.2

15.8

16.2

24.5

27.4

26.0

27.5

19.8

22.0

涵道比 x3

0.87

0.76

0.87

0.4

0.7

5.0

6.4

5.1

5.0

6.0

5.0

4.9

6.0

8.3

8.9

0.35

0.4

0.6

1.45

1.4

2.66

2.9

4.77

1.98

1.78

1.74

3.04

3.06

0.3

0.31

0.4

5.7

6.2

8.0

发动机流

量 x4 /

（kg/s）

113.4

118.0

117.5

43.29

101.1

802

802

802

297.4

357.7

322.34

300

386.5

1415

1641

86

94

303

339

365

51.25

65.77

125.3

46.8

213

221

186.0

189.6

64.5

69

76

765

148

700

质量 y/kg

1769

1809

1996

617

1428

4264

6603

6509

1941

2104

1952

1951

2267

7825

876

1470

1485

3290

3590

3650

337

406

765

400

2056

2052

1445

1515

897

1050

990

4083

1106

3187

表 1 搜集到的发动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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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轮盘质量计算流程

2.1.1 轮盘高级模型

为了充分发挥材料的承载潜力，减轻质量，目前轮

盘多为等强度设计[12]。在方

案设计阶段，将风扇、压气

机、增压级、涡轮部件的轮

盘简化为由轮缘、辐板和轮

毂 3部分组成的模型，如图

5所示。轮缘的尺寸设计与

轮盘上叶片的尺寸有关，其

厚度约等于叶片的弦长，高

度可根据叶片榫头类型按

经验值选取；辐板处采用等

强度设计原则；轮毂处则假

设为等厚度空心盘。

图中：W 为轮缘厚度，约等于叶片的弦长；R 为轮
缘外半径，等于叶根半径 Rh；轮缘高度 H，根据榫头
类型按经验值选取；W dr、W ds分别为辐板外、内缘厚

度；h 为轮毂高度；r 为轮毂内半径（轮盘中心孔半
径）。

由叶片离心力引起的轮缘径向应力为

滓b=
n滓c A h

2仔RW （4）

式中：滓c为单个叶片离心拉伸应力；A h为叶片根部的

横截面积。

轮缘处采用均匀应力假设，计算辐板上缘处平衡

叶片和轮缘离心力的厚度，由

（R-Hr）d兹W dr滓d=Rd兹W滓b+籽W（R- 1
2

H）2d兹H棕2（5）

得到辐板上缘厚度为

W dr=
W

（R-H）滓d
[R滓b+籽（R- 1

2
H）H棕2] （6）

其中：滓d为轮缘设计应力；棕为轮盘旋转的角速度。
轮盘质量估算的流程如图 6所示。（1）根据辐板

处的应力水平确定辐板的上缘厚度；（2）给定中心孔

半径初值，计算中心孔边应力，判断是否满足强度设

计要求，若不满足，则通过减少辐板的高度增加中心

孔半径的值，直到得到满足强度设计要求的中心孔半

径（反复迭代）；（3）假设辐板厚度按照指数规律变化[13]，

计算得到辐板下缘厚度；（4）计算轮盘体积，从而得到

轮盘的质量。

在方案设计阶段，因为轮盘的最大应力出现在中

心孔边部位，所以对孔边应力进行校核，得到满足强

度要求的中心孔尺寸。压

气机盘只考虑由离心力

引起的孔边周向应力，涡

轮盘则需同时考虑由离

心力和温度梯度引起的

热应力的影响。给定轮毂

中 心 孔 半 径 初 值

（R-H-h-0.002 m）计算孔

边应力 滓t。轮毂中心孔边

周向应力 滓t0 和热应力

滓T0求法分别为

滓to=
2（r+h）2

（r+h）2-h2 滓d+
3+滋

8
籽棕2 2（r+h）2+ 2（1-滋）

3+滋 r2蓸 蔀（7）

滓to=
q
2
（（R-H）2-r2）琢E （8）

式中：滋为泊松比；籽为轮盘材料密度；q 为温度按照
二次抛物线规律 t=t0+qr2变化的系数；t0为孔边温度；

琢为材料的热膨胀系数。
验证孔边应力是否满足

滓t≤[滓s] （9）

式中：[滓s]为许用应力；在设计初满足[滓s]=
滓s

s ，s 为安

全系数，取值为 1.15。若不满足，则减少中心孔半径 r
的值，返回孔边应力的计算，直到得到小于许用应力

对应的 r的值。
由于离心力的累加，辐板厚度一般随半径的减小

而增大。基于均匀应力假设，辐板厚度按指数规律与

轮缘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则辐板下缘厚度 Wds（及轮

毂厚度）为[13]

W ds=W dre
籽棕2

2滓d
[（R-H）2-（r+h）2]

（10）

基于以上计算，得到轮盘的质量

W d=仔籽[R2-（R-H）2]W+仔籽{（R-H）2-[（R-H）-

（r+h）]2} W dr+W ds

2
+仔籽[（r+h）2-r2]W ds （11）

2.1.2 叶片高级模型

叶片简化模型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转子叶

片和静子叶片简化为四边形平板。在求出叶片体积

后，即可求得叶片的质量，同时考虑强度设计要求。

图中：H 为叶片的平均叶高；C为叶片的平均弦

图 5 轮盘简化模型

W

W dr H

R

h

r

W ds

计算辐板上缘厚度

W dr

给定中心孔
半径初值

计算孔边应力

滓t

否
滓t≤[滓s]

增加孔边

半径值

是

计算辐板下

缘厚度

W ds

计算轮

盘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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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R t 为叶尖半径，Rh 为

叶根半径。

叶片根部的离心应力

为

滓t=
棕2籽
2
（R t

2
-Rh

2
）（12）

式中：棕 为叶片旋转角速
度；籽为叶片的材料密度。
按照设计标准

滓t≤[滓s]=
滓0.1

n （13）

式中：[滓s]为许用应力；n为安全系数；压气机叶片取
值为 6，涡轮叶片取值为 1.8[14]。

根据以上公式可求出叶片的叶根半径 R t。代入叶

片的体积公式[5]

V=K·H3

A R

2 （14）

式中：A R为展弦比；K 为 1个与叶片轮毂比及榫头形

式有关的系数。

从文献[8]中可知：（1）对于风扇、压气机和增压级

叶片来说，当轮毂比小于 0.75，K=0.0485，当轮毂比大

于 0.75时，有

K=0.0485+0.33（H
T -0.75） （15）

（2）对于高压和低压涡轮叶片，动叶 K 值为
0.195，静叶为 0.144。

则叶片质量

W b=V·籽 （16）

2.1.3 轴高级模型

在轴的质量估算过程中，根据轴的外径、长度以及

它所传递的扭矩，应用轴的应力公式可确定其内径尺

寸。将轴看成 1个空心圆柱体，轴的最大剪切应力为

子max=
MT仔

16
d3（1-琢4）

（17）

其中：d为轴的外径；琢为轴的内外径之比。
对于常用的轴类合金钢，剪切应力的取值为

300～400 MPa[14]。根据此应力水平可确定上述式中 琢
的取值。最大剪切应力满足

子max≤300 （18）

轴的质量为

W sh=
仔
4

Lshd2k（1-琢2）籽 （19）

式中：Lsh为轴的长度；k 为经验系数，取值为 2。

3 质量估算平台

在质量估算初、高级模型的基础上搭建了面向航

空发动机方案设计阶段的质量估算软件平台，形成了

1整套估算系统，并且建立了质量估算数据库，可实现

质量估算相关参数数据的储存、查询和删除的功能。

3.1 数据库平台开发与工具

在数据库的技术运用上，利用 SqlServer2005数

据库构建网络数据库，使数据库在这种方式下有效地

管理分布式网络中的数据，使得可以通过客户端管理

数据。服务器端主要完成数据存储的任务，计算任务

在客户端完成，以减轻服务端的压力[15]。

在 2层结构开发方式，采用目前用得比较广泛、

对数据库访问支持能力比较强，具有可视化开发环境

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方法的开发工具 Visual Studio

2010，利用 C#语言面向对象的编程方法，开发程序

的各功能模块。

3.2 程序设计与软件平台

程序按功能共分为 3部分进行设计和开发，即数

据录入系统、数据查询系统、质量估算系统。

数据录入系统：主要实现在参数数据库中建立发

动机型号、输入部件数据并维护各种数据之间的关

联，实现参数数据的入库和对数据的管理，为查询数

据建立数据源。

数据查询系统：实现对参数数据库中的参数数据

的查询和修改功能。

质量估算系统：主要

实现针对录入数据或者存

量数据，估算目标部件的

质量，并给出相应的提示。

高级质量估算界面如图 8

所示。

4 实例计算

4.1 实例 1

利用质量评估平台对发动机方案设计阶段的初

级模型进行了验证。将未用于拟合的发动机数据代入

模型中，在 B≤1内的 AL31F发动机参数代入初级模

型，得到的质量为 1617 kg，误差为 5.57%；将 1<B≤4

图 7 叶片简化模型

H

C

图 8 高级质量估算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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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的 FJ44-1A发动机数据代入初级模型，得到质

量 为 252 kg， 误 差 为 23.2% ； 将 B>4 内 的

CFM56-5-C2发动机数据代入初级模型，得到质量为

2896 kg，误差为 13.9%。初级模型的误差范围在 25%

以内。

4.2 实例 2

对某型发动机高压压气机第 2级轮盘和高压涡

轮第 1级盘进行了质量估算，估算结果见表 2。估算

结果与实际盘质量误差在 7%之内，表明所提出的高

级模型具有较高的精度。

4.3 实例 3

对某型发动机风扇叶片进行了质量估算，叶片材

料为 TC4，转速为 3200 r/min，叶尖半径 0.85 m，弦长

0.297 m，叶片实际质量为 9.75 kg。根据式（12）~（16）

估算其质量为 9.44 kg，误差为 -3.18%。

4.4 实例 4

对某型发动机高压涡轮第 2级叶片进行了质量

估算，材料为 DD6，转速为 18750 r/min，叶尖半径为

0.3 m，弦长为 0.04 m，涡轮叶片的实际质量为 0.165

kg，根据式（12）~（16）估算其质量为 0.156 kg，误差为

-5.45%。

4.5 实例 5

某型发动机涡轮轴，材料为 GH4169，外径为

0.0322 m，长度为 1.1 m，扭矩为 983.62 N·m，实际质

量为 5.0495 kg，根据式（17）~（19）估算质量为 5.0973

kg，误差为 0.98%。

4.6 实例 6

某型发动机涡轮轴，材料为镍基高温合金，外径

为 0.135 m，长度为 1.41 m，传递扭矩为 81340 N·m，

实际质量为 9.9839 kg，根据式（17）~（19）估算质量为

9.8451 kg，误差为 1.4%。

5 结论
（1）建立了面向方案设计阶段的发动机质量估算

初级模型，误差在 25%以内，满足对初级模型的要

求。

（2）考虑了结构强度设计要求，完善了轮盘、叶

片、轴等典型转子件质量估算高级模型，误差在 7%

以内，提高了估算精度。

（3）开发了面向方案设计阶段的发动机质量估算

软件平台，为发动机的初步设计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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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限制保护的航空发动机起动控制技术

殷 锴 1，魏 芳 1，张 荣 1，黄 浏 1，李志鹏 2，4，王 曦 2，3

（1.中航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201108；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3.先进航空发动机协同创新中

心，北京 100191；4.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涡扇发动机起动控制方法直接影响发动机的起动性能。为在发动机整个起动过程中持续获得高、低压转子转轴上的最

大剩余功率，提出了 1种涡轮前总温 Tt4闭环控制规律用于设计涡扇发动机起动控制的方法。对于起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扇、低

压压气机、高压压气机喘振和失速问题，在设计的 Tt4闭环回路前加入喘振裕度限制保护控制，并考虑到在起动过程的第 1阶段中

在起动机带转到发动机点火前 Tt4回路不起作用的特点，对 Tt4回路设计了积分冻结逻辑。仿真结果表明：在满足给定喘振裕度和涡

轮前总温不超温的条件下，涡轮前总温 Tt4闭环控制方法能够以持续的最大剩余功率使发动机从静止状态起动到慢车功率状态。

关键词：起动控制规律；最大剩余功率；限制保护控制器；闭环控制；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2.007

Starting Control Strategy Considering Limit Protection for Turbofan Engine
YIN Kai1袁 WEI Fang1袁 ZHANG Rong1袁 HUANG Liu1袁 LI Zhi-peng2袁4袁 WANG Xi2袁3

渊1. AVI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袁Ltd. Shanghai袁 201108 China曰 2.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 Beihang
University袁 Beijing 100191袁 China; 3.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Advanced Aero-Engine袁 Beijing 100191袁 China; 4.AVIC

Aviation Motor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袁 Wuxi Jiangsu 214063袁 China冤
Abstract: Starting control strategy effects turbofan engine performance directly. A methodology of designing start control strategies

using closed-loop control law for the total temperature after the primary combustion chamber 渊Tt4冤 was proposed in order to persistently
obtain the maximum surplus power of high-low pressure twin-spool during a whole starting process for a turbofan engine. Several limit
controllers for surge margin are added to the reference command of the Tt4 closed loop袁 taking into account prevention against surge or stall
for fan袁low-pressure compressor and high-pressure compressor. Freezing the integral of the PI controller before the ignition of an engine is
introduced to anti-windup. The simulation result illustrates that turbofan engine can successfully start from engine off to idle power with a
persistent maximum surplus power and the protection of several limit controllers袁which can guarantee adequate surge margin of compression
components and Tt4 to not exceed the maximum value.

Key words: starting control law曰maximum surplus power曰limit controller曰closed-loop control曰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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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起动控制规律主要分 2种：1种是按

油气比或油随时间或转速变化的开环控制方案[1-4]；另

1种是 ndot转子加速度闭环控制规律 [4]。无论哪种方

案，都要在发动机起动过程中保证发动机不会喘振和

超温，工程上一般通过试验方法来确定[1]。

本文针对带限制保护控制器[5]的 Tt4闭环控制规

律设计问题，以双轴涡扇发动机为研究对象，首先基

于部件级模型对发动机低转速部件特性进行了外推[6]，

然后对模型进行适当修正，以此作为数字仿真平台，

对所提出的算法进行了数字仿真验证。

1 起动过程

涡扇发动机系统气动截面如图 1所示。

航空发动机起动过程是在通过起动机带转，使发

动机的转速从 0转速加速到燃烧室可点燃的转速，使

燃气涡轮作功带转压气机，按预期控制目标加速到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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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转速的过程[7]。这一过程分 3个阶段，即起动机带

转、发动机点火共同带转

和发动机独立加速阶段。

双轴涡扇发动机的起

动机与高压转子连接。高

压涡轮功率、高压压气机

功率、起动机功率及飞机

提取功率与高压转子换算

转速的关系如图 2所示。

1.1 起动过程第 1阶段

在第 1阶段，转速由 0加速到涡轮开始产生功率

的转速 nH1，发动机完全由起动机带动加速。在这个阶

段的末尾转速 nH1下，起动系统向燃烧室供油、点火，

燃烧室开始工作。这个阶段的功率平衡方程为

Pstarter-
Phpc

浊m

仔
30蓸 蔀 2

J·nH dnH
dt （1）

式中：Pstarter为起动机功率；Phpc为压气机功率；浊m为高

压转子机械传动效率；J为转动惯量；nH为高压转子
转速。

1.2 起动过程第 2阶段

在第 2阶段，燃烧室点火，涡轮开始作功到起动

机脱开。在这个阶段，起动机与涡轮的扭矩之和驱动

发动机加速，涡轮前总温通常保持最大值 Tt4max。当高

压转子转速加速到 nHP时，理论上可以脱开转速起动

机，但是为了增加可靠性、缩短起动时间，一般到转速

nH2时才脱开起动机。功率平衡方程为

Pstarter+Phpt-
Phpc

浊m
= 仔

30蓸 蔀 2

J·nH dnH
dt （2）

1.3 起动过程第 3阶段

在第 3阶段，由起动机脱开转速 nH2至慢车转速

nHidle，转子加速完全靠涡轮剩余功率。功率平衡方程为

Phpt-
Phpc

浊m
= 仔

30蓸 蔀 2

J·nH dnH
dt （3）

2 起动控制规律设计

确定发动机起动时控制规律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保证高压压气机具有一定的喘振裕度；

（2）保证涡轮后温度不超出规定限制；

（3）在满足前 2个要求的同时，尽量缩短起动时间；

（4）由于起动时不考虑发动机的推力，因此为满

足起动时空气流量需要并尽可能降低涡轮后的反压，

喷管喉部面积应开至最大；

（5）起动机则应综合考虑功率、体积和质量等因

素[8]。

根据以上原则本文设计了以下起动控制结构，如

图 3所示。

从图中可见，线框 A中为限制保护控制模块，其

作用是当发动机喘振裕度降低到某个值后削减 Tt4cmd

指令输入以使喘振裕度保持在该值以上，否则不起作

用。其中，“SMfan限制控制器”为 SMfan控制回路的控制

器，其余 2个限制控制器同理。线框 B为 Tt4闭环回路

上的 PI控制器，该控制器具有抗积分饱和功能。线框

C中为燃油计算与选择，包括了 4个模块：燃油指令

限制保护非线性环节模块，其目的为了使燃油流量处

于合适的速率变化范围内，如燃油流量贫油熄火边

界、富油熄火边界，燃油变化率最小、最大限制；慢车

以上燃油计算模块，根据调节计划计算慢车以上状态

下的燃油流量；转速间隙（Backlash）保护模块，能防止

发动机在起动结束后停留在慢车状态时，由于转速超

2—风扇进口；3—高压压气机出口、燃烧室进口；4—燃烧室出

口、高压涡轮进口；45—高压涡轮出口、低压涡轮进口；5—低压

涡轮出口；13—外涵道进口；17—外涵道出口；19—外涵喷口；

24—增压低压压气机进口；26—增压低压压气机出口、高压压

气机进口；7—内涵道出口、尾喷管进口；9—尾喷管出口

图 1 民用涡扇发动机气动截面

图 2 各部件功率与高压转

子换算转速关系

图 3 起动控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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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原因可能引起的起动控制器和慢车以上控制器

之间来回反复切换的现象；燃油选择模块，通过选择

逻辑输出最终的燃油指令值。

3 算例

以双轴涡扇发动机

为例，在 Matlab/Simulink

为仿真环境下，按照上述

方法设计起动控制规律，

带抗积分饱和 PI控制器

按输入、输出数据作归一

化处理设计，各参数取值

见表 1。

在起动过程中，燃油

流量随时间变化规律如图 4所示；中风扇、低压压气

机、高压压气机 3个部件的喘振裕度响应曲线如图 5

所示；Tt4反馈量跟踪被修正后的指令 Tt4trimed以及指令

Tt4cmd在起动过程中被修正的过程如图 6所示；高、低

压转子转速响应曲线如图 7所示。

发动机在第 6 s时开始供油点火，并按如图 4所

示的供油规律工作；从图 5中可见，高压压气机喘振

裕度迅速减小，此时 Tt4闭环回路开始工作，涡轮前总

温开始跟踪 Tt4trimed，由于前 10 s内 3个喘振裕度没有

碰到各自的下限值，所以限制保护控制器未起作用；

从图 6中可见，Tt4cmd=Tt4trimed。在第 10 s时高压压气机的

喘振裕度 SMhpc碰到下限值 a3（图 5），所以限制保护控制

器开始工作，对指令 Tt4cmd进行削减或修正（图6），此时

有 Tt4cmd>Tt4trimed，在第 40 ~43 s 期间，风扇、低压压气

机、高压压气机 3个部件的喘振裕度又大于各自的下

限，限制保护控制器没有工作，使得 Tt4trimed又回到 Tt4cmd

的值上（图 6）；随后，低压压气机的喘振裕度 SMlpc碰到

下限 a2，使得限制保护控制器再次起作用直到第 48 s

时 SMlpc离开 a2线（图 5）。

在起动过程中风扇、低压压气机、高压压气机 3

个部件在压比流量特性

图上的过渡过程如图

8~10所示。从图中可见，

风扇、低压压气机、高压

压气机 3 个部件的喘振

裕度被安全保护。

在发动机起动过程中，利用高压转子相对转速

nH判断是否切换到慢车状态，其随时间的变化的响

应情况如图 11所示。由起动状态进入慢车状态，一般

情况下由于控制器的切换会导致 nH有所降低，如果
单纯使用 nH进行控制状态判断，容易导致在起动过
程与慢车状态间的来回

切换；而设计转速间隙保

护（Backlash）模块，保证

进入慢车状态后进行控

制状态判断的 nH输出不

会下降波动，避免引发重

新起动与转速摆动。

在整个起动过程中，Tt4反馈量与 Tt4的修正指令

Tt4trimed形成的偏差通过 PI控制器进行校正补偿，以获

得伺服跟踪性能，使发动机在起动过程中能够持续保

持最大剩余功率的状态进行加速起动，从而发挥其最

大潜能，缩短起动过程时间。另外，如果考虑在不同阶

段，具有不同的温度限制以延长发动机寿命，可以将

名称

SMfan限制控制器

SMlpc限制控制器

SMhpc限制控制器

Kp

Ki

Tt4cmd/K

参数值

1000
s/3+1

1000
s/3+1

1000
s/3+1

0.812

0.473

1100

表 1 起动控制各参数设计值

图 4 起动过程的燃油指令

变化规律

图 5 起动过程中风扇、低压

压气机、高压压气机的喘振裕

度的响应曲线

图 6 起动过程反馈量 Tt4sensor

跟踪被修正后的指令 Tt4trimed以

及指令 Tt4cmd被修正的过程

图 7 起动过程高、低压转子

转速响应曲线

图 8 风扇特性

图 9 低压压气机特性 图 10 高压压气机特性

图 11 经过转速间隙保护

模块前后的 nH对比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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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限制值设计成随一自变量 x变化的函数，x可以

是时间、高压换算转速或其他合适的发动机工作参

数，以达到权衡起动性能与发动机寿命的目的。

4 结束语

上述仿真结果表明：

（1）在起动过程中，带限制保护控制器的涡轮前总

温闭环控制律能保证发动机在不超温、不喘振的前提

下持续获得最大剩余功率，从而保证起动时间最短；

（2）本文提出的方法给传统的按油气比开环控制

和按 ndot闭环控制的起动控制律提供了 1种获取输

入指令的途径。

但是，涡轮前温度和喘振裕度的测量问题目前尚

未解决，需要展开相关技术研究；本文未考虑发动机

空中起动，包括起动机辅助起动和风车起动以及贫

油、富油熄火限制以及燃烧延迟等因素[2]的限制问题，

将在下一步研究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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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笼式弹性支承结构参数分步优化设计方法

唐 瑞 1，郭 健 1，罗 忠 1，王德友 2，刘永泉 2

（1.东北大学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沈阳 110819；2.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进一步提高鼠笼式弹性支承结构支承刚度设计的准确性，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小鼠笼受到的最大应力，在相关研究的

基础上，基于参数化建模思想，并结合有限元优化技术提出分步优化设计方法。采用鼠笼式弹性支承的刚度和应力计算公式并结合

加工装配条件初定 1组满足设计要求的结构参数值；建立鼠笼式弹性支承的有限元优化模型，并将初定的结构参数值代入到有限

元优化模型作为优化的初始迭代值，同时以鼠笼笼条的长度和厚度为优化参数，经过迭代计算得到满足工程需求的结构参数。该方

法可提高设计精度，节省设计时间。最后，结合具体算例验证了优化设计方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关键词：鼠笼式弹性支承；有限元法；优化设计；参数化建模；支承刚度；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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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al Design Method of Squirrel Cage Elastic Support by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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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support stiffness design for squirrel cage elastic support and reduce the maximal stress
of squirrel cage into capacity, a kind of by-stages optimization design method based on the idea of the parametric modeling as well as the
finite element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was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correlation research. In this design, the stiffness and stress calculation
formula of squirrel cage elastic support combined with processing and assembly condition were used to previously select a combination of
structure parameter meeting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then the finite element optimization model of the squirrel cage elastic support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structural parameters were substituted into the model as the initial values to optimize the length and thickness of
squirrel cage elastic support, a reasonable structure parameter meeting the engineering demands was obtained after several iterative
computations.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method saves much time and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results in design. Finally, efficiency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method were validated through a concrete example of squirrel cage elastic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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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鼠笼式弹性支承常用于航空发动机中，以调节转

子临界转速并实现减振[1-2]，但其在工作中易发生疲劳

破坏[3-4]，因此其刚度和强度特性对发动机性能影响很

大。为了能高效地设计出满足要求的鼠笼式弹性支

承，有必要完善其设计方法。

目前，鼠笼式弹性支承的设计有 2种思路：1种

思路是凭借设计经验，结合其刚度和应力计算公式，

通过试凑的方法寻找满足设计要求的结构参数值，这

种方法设计效率偏低；另 1种思路是根据其刚度和应

力计算公式建立优化模型，再结合遗传算法等优化算

法搜索满足要求的参数值[3]。这种方法的精确取决于

计算公式的精确性，但在笼条刚性较大和笼条根部有

圆角的情况下，刚度和应力计算公式的精度会大大下

降[5]，因此这种优化方法设计精度不够，适用范围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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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广泛。

随着计算技术的发展，计算效率高的有限元法成

为结构优化设计的重要方法之一[6-9]，其不但能对不同

对象的动态特性进行优化[10-11]，也能对设计对象进行

位置布局[12]、拓扑结构[13]和结构尺寸的优化[14-15]。因此

鼠笼式弹性支承的设计也可以采用基于有限元法的

优化技术。但当设计变量较多时，有限元优化设计的

计算量很大。因此，本文提出 1种针对鼠笼式弹性支

承的分步优化设计方法，第 1步通过应力和刚度计算

公式初定 1组参数值，第 2步建立考虑了笼条根部圆

角和两端圆环柔性的有限元优化模型，然后基于序列

2次规划算法反复进行迭代计算，从而找到精确满足

设计要求的结构参数值，最后结合算例验证了这种设

计方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1 鼠笼式弹性支承结构分析与参数计算

航空发动机中常用的鼠笼式支承属于悬臂式结

构，其一端由安装边固定于机匣轴承座上，另一端悬

臂，内部安装轴承以支承转子，支承悬臂端机匣内一

般装有钢制圆环，该圆环与弹性支承悬臂端之间留有

一定间隙，对弹性支承起到减振和限幅作用。由于鼠

笼受载时的变形主要发生在刚性小的笼条部分，鼠笼

的刚性可以通过改变笼条的数目、长度、宽度和厚度

进行调整[1]。为缓解笼条上应力集中，设计鼠笼式弹性

支承时要尽可能加大笼条间的转接圆弧的半径，鼠笼

式弹性支承结构如图 1所示。

文献[1]假设鼠笼两端的环是刚性的，同时靠近安

装边一端的笼条和环固接，既不能发生线位移也不能

转动，另一端的连接环是自由的，且内部装有轴承，所

以在径向力作用下仅能径向移动而不能转动。在此假

设的基础上，根据材料力学方法推导出鼠笼式弹性支

承刚度 k和应力 滓的计算公式

k= NEb2h2

L3 （1）

滓= 3Ebu
L2 （2）

式中：N为鼠笼笼条数量；E为鼠笼弹性模量；b为笼条
宽度；h为笼条厚度；L为笼条长度；u为鼠笼变形量。

由于该方法未考虑各笼条截面主弯曲方向与笼

条受力方向不平行的因素，实践中多次发现该方法与

有限元法分析和试验结果不一致，这一误差在笼条截

面是正方形时较小，但在笼条截面是矩形时很大，因

此，本文采用考虑了各笼条截面主弯曲方向和笼条的

受力方向不平行特点的刚度、应力计算公式[3]

k= NEbh（h2+b2）2L3 （3）

滓= 3Eu h2+b2姨
L2 （4）

2 鼠笼式弹性支承结构参数优化设计

2.1 设计要求

为了达到调整转子 -支承系统临界转速以降低

整机振动的目的，设计鼠笼式弹性支承时一般会给定

1个满足调整临界转速要求的刚度值 kdesign，同时，为

了提高使用过程中鼠笼式弹性支承的强度，还需要使

设计的弹性支承满足一定的应力限制条件，即弹性支

承变形最大时对应 滓max≤[滓]，另外，在工程实际中设

计鼠笼式弹性支承时往往需要考虑加工工艺性和安

装空间的限制。总之，在鼠笼式弹性支承的优化设计

中，需要在满足加工工艺性和安装空间限制的设计可

行域内，合理配置鼠笼的结构参数（包括 L、b、h、N），
使鼠笼式弹性支承同时满足工程实际中的支承刚度

要求和最大应力限制条件。

2.2 设计思路

本文提出的鼠笼式弹性支承结构参数优化设计

思路，是结合鼠笼式弹性支承的刚度和应力计算公式

以及有限元优化技术对其进行分步优化设计的。先利

用计算公式在加工工艺性限制的设计可行域里初选

1组满足刚度和强度设计要求的结构尺寸；以计算公

式初定的尺寸为有限元优化的初始迭代值，然后利用

有限元优化方法优化其结构参数。具体步骤如下：

（1）根据工程实际需要，对鼠笼式弹性支承给出

一定的强度和刚度设计要求，即设计出弹性支承的支

承刚度满足 k=kdesign，且笼条变形最大时对应最大应力

滓max≤[滓]，并根据弹性支承安装处转子轴的直径选定

弹性支承内圈所安装轴承的型号。

（2）根据选定轴承型号确定弹性支承的内径 D，
并根据弹性支承安装处的空间条件，确定弹性支承悬

（a）主视图 （b）左视图

图 1 鼠笼式弹性支承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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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端允许的最大变形量 umax，同时选定制作鼠笼式弹

性支承的材料，确定弹性支承的弹性模量 E和泊松
比 滋。
（3）根据结构空间确定结构参数的设计可行域，

并初选笼条宽度 b (0)和厚度 h(0)。

（4）根据式（3）、（4），可由初定的宽度 b (0)和厚度 h(0)

以及最大变形量 umax算出满足设计要求的笼条长度

L(0)和数目 N(0)。计算公式为

L(0)= 3Eumax (h(0))2+(b (0))2姨
[滓]姨 （5）

N(0)= 2(L(0))3kdesign

Eb (0)h(0) (h(0))2+(b (0))2蓘 蓡 （6）

（5）为方便加工装配，工程设计中常限定笼条宽

度的总和不大于周长的一半，即

bN≤ 12 仔D （7）

若初定的结构参数 b (0)、N(0)、h(0)、L (0)不满足式（7）和

设计可行域，则跳回第（3）步，在设计可行域中重新选

取笼条宽度 b (0)和厚度 h (0)；若满足式（7）和设计可行

域，则继续。

（6）建立以 b、N为常量，L、h为变量的有限元优
化模型，并赋给其初始值：b=b (0)，N=N (0)，L=L (0)，h=h (0)，

然后利用鼠笼有限元优化模型根据序列 2次规划优

化算法对其进行优化，在 L 和 h的取值范围中选取 1

组同时满足刚度和强度要求的设计值 L*和 h*，如果

经过多次迭代计算仍无法找到满足设计要求的 L*和

h*，则跳回第（3）步，在设计范围中重新选取 b (0)和 N(0)，

然后重复上述优化设计过程，直至找到满足设计要求

的 L*和 h*为止。此步建立的有限元优化模型如下：

①优化目标：笼条最大应力的绝对值最小；

②设计变量：L、h；
③约束条件如下：

a. 通过有限元方法计算得到的鼠笼刚度 kFEA等

于设计要求值 kdesign，此处允许刚度值 kFEA相比于设计

要求值 kdesign有 驻k 的误差，即
kdesign-驻k≤kFEA≤kdesign+驻k （8）

由于有限元方法不能直接计算出弹性支承刚度

RFEA并将其代入优化模型中计算，所以对刚度的约束

条件需要转化为对鼠笼加载一定力时变形量的约束，

同时，为使鼠笼在满足刚度要求的同时也满足笼条变

形最大时对应最大应力的限制条件，迭代计算前需要

对弹性支承加载能让其支承刚度为 kdsign的同时变形

也最大的力 Fload，即

Fload=umaxkdesign （9）

由此，刚度约束条件可转化为对弹性支承加载力

Fload时变形量 驻u的限制，即

kdesign-驻k≤ Fload驻u ≤kdesign+驻k （10）

将式（10）和式（9）联立，化简后可得

umaxkdesign

kdesign+驻k ≤驻u≤ umaxkdesign

kdesign-驻k （11）

b. 鼠笼变形最大时对应的笼条最大应力满足设

计限制条件，即

滓max≤[滓] （12）

c. 设计变量 L 和 h满足设计经验和结构空间限
定的取值范围，即

Lmin≤L≤Lmax （13）

hmin≤h≤hmax （14）

至此，具备了上述约束条件、变量范围以及优化

目标，即可结合鼠笼有限元模型对其进行结构参数优

化，从而得到满足设计要求的结构参数，上述优化流

程如图 2所示。

图 2 鼠笼式弹性支承结构参数分步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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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实例

本文选取与文献[3]中算例相同的设计要求，即给

定某型发动机鼠笼式弹性支承设计要求为：

（1）设计目标：滓max最小。

（2）设计变量：N、b、L、h。
（3）约束条件：支承刚度等于转子动力学设计要

求的刚度值 kdesign=1.667×104 N/mm；根据结构空间限

制取定设计变量可行域为 L∈[20,45] mm，N∈
[24,60]，h∈[3,6] mm，b∈[3,6] mm；笼条变形最大时对

应的鼠笼最大应力值满足 滓max≤[滓]=200 MPa。

设计时采用本文提出的分步优化设计方法，具体

步骤如下：

（1）根据转子轴直径选定轴承型号为 6309，内径

d=45 mm，外径 D=100 mm，同时选定弹性支承的材料

为 40 Cr，其弹性模量 E=2.1×105 N/mm2，泊松比 滋=0.3。

（2）在结构空间限定的设计可行域中初选笼条宽

度 b (0)=3 mm，笼条厚度 h(0)=4 mm。

（3）本算例中结构空间限制的最大变形量 umax= 0.1177

mm，所以根据式（3）、（4），可由初定的笼条宽度 b (0)和厚

度 h(0)结合最大变形量 umax计算出满足强度和刚度要求

的笼条长度 L(0)=43 mm，笼条数目 N(0)=42。

因初定的参数值 b(0)和 h(0)满足加工装配条件，即 b(0)

和 h(0)满足 b (0)N(0)≤0.5仔D，且初定的参数 N(0)、b (0)、L (0)、h(0)

均在结构空间限制的变量范围内，所以至此可得到结

构参数的设计初值：b (0)=3 mm，N(0)=42 mm，L(0)=43 mm，

h(0)=4 mm，可直接将此结构参数代入鼠笼式弹性支

承的有限元优化模型中，并以其作为迭代计算的初

始值。

（4）在 Pro/Engineer软件

中建立以笼条数目 N、长度 L、
宽度 b、厚度 h以及笼条根部
圆角半径 r为变量的鼠笼参
数化几何模型，并赋给变量初

值：b (0)=3 mm，N (0)=42 mm，L (0)=

43 mm， h (0)=4 mm，r=1 mm

几何模型如图 3所示。

（5）利用 Pro/Engineer中 Mechanica（M）程序模块

对建好的几何模型进行有限元分析：定义 E=2.1 ×

105 N/mm2，滋=0.3，籽=7.9 g/cm3。

因为实际中鼠笼式弹性支承的一端由螺钉固定，

另一端安装轴承，因此在有限元模型中将其中一端完

全约束，另一端加载 驻F=50 N，其方向为全局坐标系

的 x轴正方向，然后用 Auto GEM工具完成有限元网

格的自动划分，总共为此模型创建了 3469个元素和

1637个节点。

至此，鼠笼有限元计算模型建立完毕，借此计算

出其在力 驻F下变形量 驻x=4.985 ×10-3 mm，可得结

构参数为设计初值时对应的支承刚度 k FEA

(0)
=驻F/驻x=

1.003×104 N/mm2。为使此弹性支承变形最大，应在其

悬臂端内圆面加载 Fload

(0)
=umaxkFEA

(0)
=1180 N，此时通过有

限元方法可算出笼条最大

应力 滓max

(0)
=174 MPa，可知结

构参数为设计初值的弹性

支承的强度达到了设计要

求，但是刚度没有达到设计

要求，需要继续修改结构参

数值以同时满足强度和刚

度要求，有限元分析模型如

图 4所示。

（6）为使弹性支承在满足刚度要求的同时变形量

达到最大，需在迭代计算前于其悬臂端内圆面加载模

拟安装轴承作用的载荷力 Fload=umaxkdesign=1962 N，方向

为全局坐标系 x轴正方向。
（7）利用 Pro/Mechanica 中的优化设计研究功能

对鼠笼进行基于有限元方法的优化设计，即对建立的

优化任务做出规定：

①优化目标：滓max的绝对值最小。

②设计变量：h、L。
③约束条件：需优化的设计变量满足 h∈[3,6]

mm，L∈[3,6] mm；满足 |滓max|≤[滓]=200 MPa；通过有限

元法算出的弹性支承刚度值 kFEA=kdesign=1.667×104

N/mm，将其转化为对其加载载荷 Fload时对应变形量

驻x=0.1177 mm，本算例中允许设计刚度值相比于设

计要求值的相对误差为 5%。

采用序列 2次规划优化算法对其进行优化计算，

经过 4次迭代计算后，得最终优化结果为：h(4)=5.65

mm，L (4)=45 mm，对应 k (4)=1.667×104 N/mm，滓max

(4)
=178

MPa，为便于加工，取最终结构参数设计值为：N*=42，

b*=3 mm，h*=5.5 mm，L*=45 mm，经过有限元方法计算

知结构参数为最终设计值 k*=1.582×104 N/mm，滓max

*

图 3 鼠笼式弹性支承

参数化几何模型

图 4 鼠笼式弹性支承有限

元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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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MPa，设计值 k*相比于要求值 kdesign的相对误差

为 5.08%，滓max

*
相比于设计允许值[滓]的相对降低幅度

为 12%，所以由此分步优化设计方法设计出的弹性

支承的刚度和强度基本满足设计要求。

考虑到鼠笼式弹性支承在实际中的工作情况，比

如笼条根部圆角、两端圆环柔性等问题，刚度和应力

计算公式所考虑到的情况和弹性支承的实际工作情

况往往有出入。而有限元法在计算其支承刚度和笼条

最大应力时考虑的因素比计算公式考虑的因素更全

面，因此本算例采用有限元法而非刚度和应力计算公

式来分别确定通过上述 2种设计方法最终设计出的

弹性支承的支承刚度以及笼条变形最大时对应的最

大应力。对比文献[3]中采用遗传算法得到的设计值和

本文采用分步优化设计方法得到的设计值，可以发现

本文的设计结果能更好地满足给定的刚度和强度设

计要求，2种方法对应的设计结果见表 1。

4 结论

本文针对鼠笼式弹性支承的结构设计，分析了其

结构特点、强度和刚度特性以及不同设计方法的优缺

点，提出了 1种分步优化的设计方法，并通过 1个算

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在对鼠笼式弹性

支承设计方法的探讨过程中，得到如下结论：

（1）在鼠笼式弹性支承的结构设计过程中，运用

所提出的分步优化设计方法，既能克服用计算公式进

行优化设计时不精确的缺点，又能克服用有限元方法

进行优化设计时计算复杂而耗时长的缺点，在工程实

际中有一定推广应用价值。

（2）提出的分步优化设计思想，在除鼠笼式弹性

支承之外的其他结构优化设计中也可推广运用，即在

设计初期利用设计对象的数学计算模型初定 1个粗

略满足要求的设计值，在设计后期以初定设计值为有

限元优化的迭代起始值，再对其进行迭代计算，能快

速又精确地找到满足设计要求的最优解。

（3）优化设计的一般思路是在设计可行域通过一

定的算法选取满足设计要求的最优解，在优化过程

中，设计可行域过大往往会让设计时间变长甚至找不

到满足设计要求的最优解，因此在运用优化迭代算法

寻找最优解之前可以先全方位分析优化设计的要求，

尽量运用一些设计限制条件提前缩小设计可行域，这

样往往能有效缩短寻找到最优解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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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热管理技术的航空发动机滑油

系统热分析方法

苏 壮，毛宏图，宋冠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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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热管理系统技术提出的新要求，研究了航空发动机滑油系统热分析方法。应用 FORTRAN程序，建立了几种不同的

滑油系统热分析模型。针对典型发动机带加力转换活门、分主辅散热区和辅助燃滑油散热器处于齿轮泵回油路上的 3种不同滑油

系统散热方式，分别进行了滑油系统热分析，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了 3种散热方式下的滑油系统温度水平，给出适合航空

发动机热管理系统技术的散热方式的建议，即主辅散热区的方案能够初步满足热管理技术需求。适合热管理系统技术的滑油系统

计算方法，可为采用热管理技术的发动机滑油系统热分析计算提供参考。

关键词：热管理技术；滑油系统；散热方式；热分析；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2.009

Thermoanalysis Method of Aeroengine Lubrication System Based on Heat Management Technology
SU Zhuang, MAO Hong-tu, SONG Guan-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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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 the new demand of heat management technology袁the thermoanalysis method of aeroengine lubrication
system was researched. Several different thermoanalysis models of the lubrication system were established using FORTRAN. Aiming at 3
different lubrication system heat dissipation forms which were the cooling with afterburner fuel transfer valve, the main auxiliary cooling and
the auxiliary cooling located on the return line of fuel gear pump, the thermoanalysis of the lubrication system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calculated result were conducted, the temperature level of oil system with 3 different heat dissipation forms was analyzed, and the
form of the heat dissipation which fits the aeroengine heat system management technology is suggested that the main auxiliary cooling
scheme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rmal management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is appropriate for the calculating method of the heat
management technology for the lubrication system and it also can be referred to conduct the thermoanalysis of the lubrication system by the
heat managemen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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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传统飞机的环控系统、液压系统、润滑系统、燃油

系统都是相互独立的[1]，它们与发动机的燃油系统和

滑油系统只通过接口的燃油温度和流量进行联系，会

产生飞机系统和发动机系统的热量不能互补，热量得

不到有效利用的后果。随着战斗机机载电子设备的增

多，机载设备的发热功率不断增加，发热量越来越大。

同时，飞机上对于复合材料的使用也越来越多，使得

蒙皮的导热性能有所下降 [2]，而随着发动机性能的提

高，发动机滑油系统的热负荷也越来越高。综上所述，

飞机和发动机的散热性越来越差。

目前，先进战斗机逐渐使用综合热管理系统对飞

机和发动机的散热量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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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热管理系统分为飞机和发动机两部分[3]，飞机

热管理系统的作用是保证飞机各子系统的温度不超

过限制值，并限制发动机进口燃油温度；发动机热管

理系统的作用是保证发动机的燃油温度和滑油温度

不超过限制值。

滑油系统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4]，滑油

系统必须保持在合适的工作温度水平，以保证发动机

机械系统部件的可靠润滑和冷却。目前，先进飞机的

发动机润滑油主体温度在 200 ℃左右[5]，已经接近现

有滑油使用温度的极限。

为了适应发动机热管理系统工作的要求，开展基

于热管理技术的滑油系统热分析方法研究，通过协调

匹配燃油冷却介质、燃滑油散热器散热能力、发动机

总体外部结构设计、滑油温度与流量等参数要求，研

究适合发动机热管理系统特点的发动机滑油系统热

分析方法，为确定滑油系统散热方案奠定基础。

1 热管理系统热平衡原理

在现代作战飞机中，与冲压空气相比，燃油在所

有飞行状态下都具有温度稳定、不影响飞机的隐身性

能等优点，且随着飞机战斗性能的提高，飞机的载油

量也大大提高。综合热管理系统考虑整个飞行包线内

的设计需求，综合利用冲压空气和燃油 2种冷却介

质，通过控制程序控制冲压空气与燃油的使用。在低

速飞行时充分利用冲压空气，在高速飞行时充分利用

燃油，使系统在整个飞行包线内都能够有效散热，满

足飞机和发动机的工作需要。飞机散热系统的基本原

理如图 1所示。

然而，先进作战飞机的热管理系统仍需要解决 2

大问题。

（1）满足飞机系统散热需求。随着先进作战飞机

中电子设备的使用量和功率的不断提高，飞机内部会

产生大量热量，远远超过传统飞机空气循环制冷系统

的承受能力，飞机系统需要发动机燃油系统为其带走

更多热量，这大大提高了飞机给发动机的燃油进口温

度，而这部分增加的热量需要发动机制冷系统解决。

（2）满足发动机滑油系统散热需求，同时保证发

动机燃油系统中的燃油不超温，不发生燃油结焦。飞

机更多的散热提高了飞机给发动机的燃油进口温度，

使发动机滑油系统散热条件更加苛刻。发动机滑油系

统主要通过燃滑油散热器实现滑油的散热，燃油温度

提高，使滑油系统的散热裕度减小。同时，先进发动机

更高的性能使滑油系统的热负荷加大，给其散热带来

了较大困难。

先进作战飞机的热管理系统原理如图 2所示[6]。

飞机将环控系统、液压系统、润滑系统的热量加到燃

油中，发动机燃油由飞机油箱供给，待对发动机的滑

油系统进行冷却后，一部分进入燃烧室烧掉，另一部

分经过冲压空气冷却后回到飞机油箱，这部分燃油热

量可以控制，也是飞机能够帮助发动机解决的热量。

热管理系统通过对飞机和发动机散热量统一协调控

制，实现二者系统的热量平衡，保证二者都能在合适

的系统工作温度范围内工作。飞机、发动机中各种热

量达到平衡的关系如图 3所示。热管理系统需要通过

图 1 飞机散热系统的原理

图 2 先进作战飞机的热管理系统原理

图 3 热管理系统热量平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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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燃油和滑油的温度，调整燃油的热回油流量，实现

在不同工作状态下飞机和发动机的不同热平衡状态。

2 滑油系统热分析计算方法

某型小涵道比发动机滑油系统的发热量及系统

循环量都已确定，不同状态点的滑油系统边界条件也

已经确定。因此，研究目的是通过不同散热方式的有

效计算方法，确定适应热管理系统工作需要的滑油系

统散热形式。

滑油系统热分析包括滑油系统热平衡计算和滑

油润湿部件温度场计算。热分析以能量守恒原理贯彻

始终，与传热学定律一起进行系统的温度计算，系统

的计算模型一般按滑油系统流路的原理图进行。本文

研究不同滑油系统散热形式的热分析计算方法，采用

FORTRAN 程序编制了不同散热方案下的计算分析

程序，忽略散热量比例较小的管路及附件表面等散

热，系统分析的主流程如图 4所示。其中各轴承腔的

换热量已经过地面台架试车数据的修正，回油温度的

计算误差不超过 8％。针对不同散热形式，分别进行

散热器子程序计算方法研究。

轴承腔的计算采用较成熟的基于 ANSYS的 2维

稳态轴对称导热模型 [7]，轴承腔计算的基本原理是 2

维轴对称稳态导热微分方程[8]

坠坠x rk 坠T坠r蓸 蔀+ 坠坠r rk 坠T坠r蓸 蔀+rq i=0 （1）

式中：x和 r为轴向和径向坐标；k 为导热系数；T为温
度；q i为单位体积生热率。

用 FORTRAN程序调用 ANSYS程序[9]，建立各轴

承腔的 ANSYS有限元模型 [10-11]，同时运用 ANSYS的

APDL语言编程得到轴承腔温度场并求解出轴承腔

与外界的换热量[12]，通过 FORTRAN程序计算出轴承

腔温度平衡后的回油温度。不同散热形式所采用的轴

承腔 ANSYS有限元模型和边界条件都相同，即相同

状态点的轴承腔的换热特性相同，所以在同一计算基

准下进行，使不同散热形式的计算具有可比性。

不同散热形式所选用

的燃滑油散热器为现有

的管壳式散热器，燃油在

管侧，滑油在壳侧，其基

本结构形式如图 5 所示。

换热性能的单位温差换

热量为[13]

Q/（t1

'
-t2

'
）=着Wmin （2）

式中：Q为散热率；t1

'
，t2

'
为滑油、燃油进口温度；着为散

热器的效能；W min为冷流体或热流体热容值的较小者。

根据散热器的结构及形式的不同，着有不同的计
算方法，但都可以表达成散热器传热单元数 NTU和

热容比 C*的函数。

散热器性能已经通过

试验掌握，得到散热器的

当量单位温差换热量曲线

如图 6所示。理论上滑油

需散走的热量与燃油带走

的热量相等[14]，即

Q= Q
（To1-Tf1）

（To1-Tf1）

=Mocpo（To1-Tf1） （3）

=Mfcpf（Tf2-Tf1）

式中：Mo、Mf为滑油、燃油质量流量；To1、Tf1为滑油、燃

油进口温度；To2、Tf2为滑油、燃油出口温度；cpo、cpf为

滑油、燃油的平均质量定压热容。

发动机选用 II型航空润滑油，其长期使用温度

为 -40～200 ℃，短期可达 220 ℃[15]。根据 II型航空

润滑油的使用温度特性，考虑计算误差并留有一定的

安全裕度，以发动机正常工作时的最高温度是否超过

212 ℃作为散热优劣的判定依据。

图 4 散热方案计算分析流程

图 5 管壳式散热器的基本

结构形式

图 6 散热器的当量单位

温差换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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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散热方式的滑油系统的热分析方法

综合热管理系统的采用使发动机的燃油入口温度

比 80℃大幅升高，燃油流量也发生较大变化。这就给

发动机滑油系统散热方案的设计带来了较大困难，因

为燃油温度的提高使得滑油系统的散热变得十分困

难，而飞机又无法处理滑油系统中多余的热量，所以，

滑油系统必须采用新的散热方式以满足使用要求。根

据滑油系统特点，提出以下 3种具有可实现性、代表性

的滑油系统散热方式，并对其计算方法进行研究。

3.1 带加力转换活门的散热方式

带加力转换活门的散热方式采用主散热器和加

力散热器，通过转换控制活门向加力散热器供加力燃

油，而不向飞机热回油。现有发动机多采用该散热方

案，燃油入口温度一般不超过 80 ℃。该散热方式的

原理如图 7所示。

在发动机不开加力的状态下，滑油只经过主燃滑

油散热器进行散热，而接通加力时流经主燃滑油散热

器后的滑油还会流向加力散热器进一步散热。具体散

热器计算流程如图 8所示。在滑油不超温的条件下，

计算出的最高燃油入口限制温度见表 1。从表中可

见，在保证滑油不超温的条件下，该散热方式的燃油入

口温度必须足够低，其中最小气动负荷点的温度不允

许超过 40℃，亚声速巡航点的温度不允许超过 60℃，

显然不能满足热管理系统

对于增加发动机燃油入口

温度（远超过 80 ℃）的设

计要求。

3.2 分主辅散热区的散

热方式

分主辅散热区的散热

方式采用带主辅散热区的

散热器，主辅散热区的散

热面积与第 3.1节散热方

式的主燃滑油散热器的散

热面积相同，散热器的结

构原理如图 9所示。滑油

依次流过主散热区和辅散

热区，燃油则分 2路分别

流入主辅散热区，该散热方式的原理如图 10所示。

由于受控制系统主调节器耐温性能的限制，该散

热方式燃油控制系统的主调节器（包括燃油计量活

门）布置在散热器前，需要在燃油流入散热器前对燃

烧室所需的低温燃油进行计量，而多余的燃油不会流

图 7 带加力转换活门的散热原理

图 8 带加力转换活门的

散热器计算流程

状态点

设计点

超声速巡航

最大热负荷 I

最大热负荷 II

最小气动负荷

亚声速巡航

地面慢车

主燃滑油散热

器带走热量 /

kW

70.4

74.5

74.2

53.8

64.0

63.0

24.0

加力散热器带

走的热量 /

kW

—

—

20.7

24.3

—

—

—

散热器燃油

入口温度 /

℃

80

80

80

80

40

60

80

表 1 带加力转换活门的散热方式典型状态点计算结果

滑油供

油温度

122.0

123.0

112.8

124.0

135.5

129.0

149.8

滑油总回

油温度

175.3

179.6

171.0

183.1

184.0

181.9

192.7

滑油后腔

回油温度

212.2

210.4

211.7

212.4

211.9

211.7

194.5

状态点

设计点

超声速巡航

最大热负荷 I

最大热负荷 II

最小气动负荷

亚声速巡航

地面慢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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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主辅散热器结构

图 10 分主辅散热区的散热方式原理

经散热器的主散热区，将根据热管理阀感受滑油的温

度来控制进入散热器的辅散热区，其后会返回飞机，

经过飞机的冲压空气散热

器冷却后，最终返回飞机

油箱。该散热方式的滑油

会始终流经散热器的主散

热区和辅散热区，故燃油

在主散热区的流量即为发

动机燃烧室的燃油流量，

辅散热区的燃油流量即为

飞机热回油的流量。因此，

该散热方式的特点是通过

调整辅助散热区的燃油流

量，实现在给定状态下发动

机滑油系统的散热调节。

散热器计算子程序的

计算流程如图 11所示，燃油入口温度为 90 ℃的散

热方案计算结果见表 2。

从表中计算结果可见，在燃油入口温度为 90 ℃

下，当后 4 个状态点通过辅散热区的燃油流量从

3000 kg/h提高到 5000 kg/h时，其换热量的增加不超

过 10％，辅散热区的散热效率较低。即增加给辅助散

热器的燃油流量发挥的散热作用较小，如果该流量流

经的是主散热区将大大增加主散热区的换热量。但主

散热区的流量受燃油计量活门限定，已无法调整。通

过辅散热区流量的控制调整，可以初步满足入口燃油

温度为 90 ℃下的工作要求，但为了更好地满足热管

理系统对于提高发动机燃油入口温度的要求，还需要

进一步优化研究。

3.3 辅助燃滑油散热器处于齿轮泵回油路上的散

热方式

辅助燃滑油散热器处于齿轮泵回油路上的散热

方式是将辅助燃滑油散热器布置在齿轮泵回油路上，

原理如图 12所示。在该散热方式下，系统不需要热管

理阀，辅助散热区布置在齿轮泵回油路上，在齿轮泵

状态点

设计点

超声速巡航

最大热负荷 I

最大热负荷 II

最小气动负荷

亚声速巡航

地面慢车

状态点

设计点

超声速巡航

最大热负荷 I

最大热负荷 II

最小气动负荷

亚声速巡航

地面慢车

燃滑油散

热器带走

热量 /kW

60.893

63.977

64.023

41.287

24.011

29.969

10.924

滑油供油

温度

121.6

124.5

114.9

125.5

135.5

126.3

143.6

辅助散热器

燃油流量 /

（kg/h）

1000

1000

3000

5000

5000

5000

1000

滑油总回油

温度

174.8

180.3

180

183.3

183.9

173.9

162.3

辅助散热器

带走热量 /

kW

10.492

11.035

23.043

36.315

40.488

33.233

14.122

滑油后腔回

油温度

206.3

201.6

211.5

211.7

211.6

200.8

165.6

表 2 燃油入口温度为 90℃，分主辅散热区散热方式典型

状态点计算结果

图 11 分主辅散热区的散热

器计算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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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循环流路中，所有循环的燃油都会经过辅助散热

器，采用的散热器与第 3.2节中的散热器相同。在发

动机进口燃油温度为 90 ℃下，散热器子程序的计算

流程如图 13所示，计算结果见表 3。

从表中可见，该散热方式

的滑油回油温度和后腔回油温

度均高于第 3.2节中散热形式

的数据，已远远超过了滑油的

使用极限温度。由于辅助散热

区的大量燃油在反复循环加

热，散热效果并不好，比第 3.2

节散热方式的差，不能满足热

管理系统的设计需要。

4 计算结果对比分析

（1）带加力转换活门的散

热方式采用 2个散热器，在目

前第 3 代发动机机中广泛采

用。其优点是技术成熟度较高，

不需要向飞机热回油；但缺点

是对燃油入口温度的限制较苛

刻，不能满足飞机方提出的提

高燃油入口温度的要求，且管

路较复杂、加力泵填充性差。

（2）分主辅散热区的散热方式采用分主辅散热区

的散热器，能初步满足飞机方提高燃油入口温度的要

求，但燃油入口温度只能提高到 90 ℃，并且滑油的

回油温度已接近了滑油使用极限温度，而且同样需要

向飞机热回油，其技术没有国内外参考和借鉴的依

据，技术成熟度较低。为此需要开展此种散热器的方

案研究和技术攻关，提高散热器的效率及成熟度，满

足热管理系统设计要求。

（3）辅助燃滑油散热器处于齿轮泵回油路上的散

热方式，从计算结果看不能满足设计要求，可以直接

排除。

可见，只有通过向飞机返回热燃油的方式，增加

参与换热的燃油流量，才能满足热管理系统要求，在

燃油入口温度提高的条件下满足滑油系统散热要求。

5 总结

对于不同的散热方式，只有形成不同的、有针对

性的滑油系统计算方法，才能满足热管理需要的滑油

系统热分析。由于滑油系统针对特定的发动机，因此

除与燃油系统相关联的散热器部分外，系统热分析中

的发动机轴承腔及其他附件相对固定，系统计算的基

准相同，根据不同散热方式的特点，采用不同的计算

方法。

本文采用的不同散热方式的计算方法可以为适

应热管理系统需要的滑油系统热分析提供参考。带加

力转换活门的散热方式和辅助燃滑油散热器处于齿

轮泵回油路上的散热方式都无法满足热管理系统的

设计要求。而分主辅散热区的散热方式初步满足热管

理技术需求，但燃油入口温度只能提高到 90℃，且在

图 13 辅助燃滑油散

热器处于齿轮泵回油路

上的散热器计算流程

图 12 辅助燃滑油散热器处于齿轮泵回油路上的散热方式原理

状态点

设计点

超声速巡航

最大热负荷 I

最大热负荷 II

最小气动负荷

亚声速巡航

地面慢车

主燃滑油散热

器带走热量 /

kW

45.5

50.1

58.6

43.7

29.3

32.5

15.1

滑油供

油温度

132.7

134.6

129.2

150.2

206.4

190.8

188.9

滑油总回

油温度

178.2

185.3

183.9

208.4

228.3

217.7

190.4

滑油后腔

回油温度

207.3

214.7

222.3

229.3

245.3

232.8

203.5

表 3 燃油入口温度为 90℃，辅助燃滑油散热器处于齿轮泵

回油路上散热方式典型状态点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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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温度下滑油系统工作已达温度极限边界，故从技术

成熟度角度考虑，需尽早开展散热器优化设计及工艺

研究。

只有通过对飞机进行热回油，提高换热的燃油流

量，才能满足热管理设计的需要。因此，为提高控制系

统主调节器耐温性能，需开展将主调节器布置在燃滑

油散热器后的散热方式研究。所有燃油流经燃滑油散

热器后再进行流量计量，得到流经燃烧室的燃油流量

及返回飞机系统的燃油流量，可以大幅提高散热器的

散热效率，而且该散热方式结构简单，能更好的满足热

管理系统需要。同时应开展飞机系统和发动机燃油、滑

油系统的联合计算，研究飞机和发动机系统集成的计

算模型，为最优的二者热量匹配提供更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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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优化智能网络的发动机推力指令模型

潘 阳，李秋红，顾书文，李业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性能退化缓解控制中推力指令模型输入量有限问题，提出 1种双智能网络串联的推力指令建模方法。

其中子模型 I采用 BP网络映射与推力密切相关的气路参数，其输出作为子模型 II的输入；子模型 II采用优化极端学习机（ELM）算

法，输出为额定发动机推力，并以此推力为性能蜕化缓解控制指令。为了减小 ELM网络规模，提高推力指令模型实时性，采用微分进

化算法（DE）优化 ELM初始网络参数。数字仿真验证表明：各飞行包线内推力指令模型预测值最大相对误差小于 4‰，远优于单一神

经网络最大 8.17%和单一极端学习机最大 14.5%的误差，模型推力指令计算时间仅需 0.64ms，实时性好，验证了该推力指令模型的

有效性。

关键词：推力指令模型；性能退化缓解；极端学习机；微分进化算法；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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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engine Thrust Command Model Based on Optimized Intelligent Networks
PAN Yang袁LI Qiu-hong袁GU Shu-wen袁LI Ye-bo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 China冤
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put information deficient in thrust command model used in Performance Deterioration Mitigating

Control 渊PDMC冤 of aeroengine, a series of connection structure of double intelligent networks model was proposed to model the thrust. In
sub-model I, a BP network was adopted to map the gas-path parameters which have closely correlation with thrust. The outputs of sub-
model I were used as inputs of sub-model II. The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渊ELM冤 was adopted in sub-model II to estimate the nominal
thrust of the engine which was used as the thrust command for PDMC. Differential Evolution 渊DE冤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network
parameters of ELM in order to simplify the network scale and improve the calculation speed. The result of digital simulation shows that the
max relative error of thrust model is less than 4译, far better than the 8.17% error of single BP network and the 14.5% error of single ELM
network. It takes only 0.64 ms in the thrust command calculation process of the model.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real-
time of proposed aeroengine thrust comman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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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性能退化缓解控制（Performance Deterioration

Mitigating Control，PDMC）为了使得航空发动机发生

性能退化后，仍然能够保持额定推力，在现有控制的

基础上附加外回路推力控制的方式来解决此问题[1-3]。

推力指令模型反映当前工作状态下飞机对发动机推

力的需求，是 PDMC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对

此研究比较欠缺，通常以额定发动机部件级模型、3

维插值表格（高度、马赫数、油门杆角度插值）来计算

推力指令，在实际应用中，影响控制系统的实时性，如

果仅单独采用现有智能映射方法，则无法满足性能退

化缓解控制的精度需求，为此本文针对推力指令简化

模型的设计展开研究工作。常用的简化模型包括小偏

差状态变量模型、平衡流型模型、智能网络模型等。状

态变量模型可以在小偏差范围内模拟控制参数和气

动热力参数间的响应关系[4-5]。平衡流型模型在状态变

量模型的基础上，通过线性插值和相似变换使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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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用范围增大，近年得到广泛应用[6-7]。智能映射模

型采用神经网络或支持向量机[8-9]等方法设计，常用于

参数预测 [10]，如推力估计 [11-12]，传感器故障诊断 [13-14]等

方面。NASA采用“状态变量模型 +神经网络”的方法

建立简化模型，并结合 Kalman滤波器使得模型具有

自适应能力[15]。

本文提出基于双智能网络串联的推力指令建模

方法。推力指令模型采用离线训练在线使用的模式，

首先在发动机额定状态下，以 H、Ma、PLA 映射和推
力密切相关的多个气路参数，形成子模型 I；然后将

模型 I的输出作为子模型 II的输入，映射发动机额定

状态下的推力，为性能退化缓解控制提供指令。

1 推力指令简化模型结构

推力指令模型与常规简化模型不同，它计算的是

不同工作状态下飞机对发动机的推力需求，反映的是

额定发动机的推力，不受发动机性能退化的影响，因此

其输入不能包含发动机的气路参数和控制量信息，这

些信息会因发动机性能退化而改变。因此推力指令模

型的可用输入只有高度 H，马赫数 Ma以及油门杆角
度 PLA，使得常规的简化模型建立方法无法满足要求。
由于发动机是强非线性系统，仅采用这 3个量作

为输入直接对额定推力进行映射其效果较差，因此本

文将推力指令模型的训练步骤分为 2个子模型：子模

型 I以 H、Ma和 PLA 为输入，对与推力密切相关的发
动机气路参数进行映射；子模型 II以子模型 I的输出

加上 H、Ma为输入，输出为额定发动机推力 F，这种
双层智能网络结构，在子模型 II中包含了额定状态

下的发动机气路参数信息，有效解决了推力指令简化

模型输入信息不足的问题。

基于集成学习思想，对 2个子模型采取不同的训

练方法。鉴于子模型 I各输出参数对于整个推力指令

简化模型精度影响较大，本文对子模型 I采用经典

BP神经网络训练[16]，而对于子模型 II为单输出模块，

关系到最终的推力指令精度，对其采取优化极端学习

机算法（ELM）训练 [17-18]，以微分进化（Differential

evolution, DE）算法对 ELM输入层权值以及隐含层偏

置进行优化，以提高网络映射能力及实时性。子模型

I与子模型 II进行串联后形成推力指令简化模型，其

结构如图 1所示。

图中子模型 I采用 BP网络映射得到的和推力密

切相关的气路参数预测

值，子模型 II 基于子模型

I获得的预测值结合高度、

马赫数映射推力指令。整

个网络采取离线训练方

式，得到网络参数后形成

推力指令简化模型。下面对子模型 I进行设计。

2 基于 BP网络的子模型 I

子模型 I输入为 H、Ma、PLA，输出为与发动机推
力密切相关的气路参数，为子模型 II提供更多的输

入信息。

通过计算发动机各截面气路参数与额定推力 F
之间的相关性，选取相关性较高且包含信息丰富的组

合作为子模型 I的输出，包括高压压气机出口温度
T3，低压涡轮出口压力 P46，低压涡轮出口温度 T46，尾

喷管喉道温度 T8，发动机总温比 TER。

对子模型 I的每个输出单独建立 BP网络，为了

提高网络映射精度，本文将飞行包线按高度分为

0~5、5~10、10~5、15~20 km 4个子包线，分别在子包

线内建立推力简化模型。

在训练过程中，通过遍历搜索在所有包线内 BP

神经网络的隐含层节点都设定为 40。隐含层激励函

数选为 tansig，输出层激励函数选为 logsig。在 4个高

度子包线内子模型 I各输出参数预测相对误差平均

值及最大值见表 1。

从表中可见，虽然子模型 I输出的发动机参数训

练以及测试相对误差平均值均在 5‰以内，但其最大

Mean

5.259E-04

6.022E-04

2.435E-03

2.729E-03

6.718E-04

7.087E-04

1.106E-03

1.641E-03

6.828E-04

8.223E-04

Max

3.10E-03

3.10E-03

3.19E-02

2.54E-02

4.90E-03

3.90E-03

8.60E-03

4.71E-02

5.40E-03

9.00E-03

15~20
中间

变量

T3

P42

T46

T8

TER

误差

种类

训练

测试

训练

测试

训练

测试

训练

测试

训练

测试

Mean

7.966E-04

1.043E-03

2.530E-03

2.878E-03

9.094E-04

1.089E-03

1.037E-03

1.324E-03

1.317E-03

1.624E-03

Max

1.20E-02

2.61E-02

3.40E-02

4.37E-02

1.27E-02

1.92E-02

9.60E-03

3.55E-02

1.59E-02

2.59E-02

Mean

1.132E-03

1.285E-03

2.318E-03

2.565E-03

8.189E-04

9.639E-04

1.107E-03

1.253E-03

1.237E-03

1.384E-03

Max

1.45E-02

1.63E-02

2.09E-02

3.35E-02

1.17E-02

1.35E-02

1.66E-02

1.99E-02

1.97E-02

2.21E-02

Mean

8.690E-04

1.024E-03

4.016E-03

4.307E-03

1.539E-03

1.646E-03

1.651E-03

1.787E-03

1.878E-03

2.023E-03

Max

1.60E-02

2.19E-02

4.16E-02

4.21E-02

2.33E-02

2.43E-02

2.66E-02

3.08E-02

2.67E-02

2.63E-02

0~5 5~10 10~15

高度包线 /km

表 1 子模型 I的 BP网络训练平均误差及最大误差

图 1 推力指令简化模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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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超过 4.71%，若以单独 BP网络建立推力指令模

型，势必会引起推力偏离期望值。因此仅以 H、Ma、
PLA 作为输入，进行推力指令计算是不能满足性能退
化缓解控制需求的。

3 基于优化 ELM的子模型 II

子模型II采用 ELM算法设计。ELM算法预测精

度随着隐含层节点数的增加而提高，但过多的隐含层

节点数势必会使得网络结构复杂，降低计算实时性，

因此本文希望在保证计算精度的前提下，将 ELM隐

含层节点数控制为 40个以提高计算速度。由于 ELM

算法的输入层权值以及隐含层偏置均在初始化时随

机生成，不能保证 ELM获得最优的结果，而子模型 II

的映射能力直接关系到推力指令的精度，为此对子模

型 II的网络参数进行优化设计。

本文要进行优化的极端学习机初始化参数较多，

采用微分进化算法[19]对其进行优化，以获得相同预测

精度下隐含层节点更少的 ELM网络，提高推力指令

简化模型实时性和精度。

3.1 微分进化算法

微分进化（DE）算法在收敛速度和稳定性方面都

有极为出色的表现，是近年来最热门的进化算法，具

有保存最优解并与种群内部进行信息共享的特点。算

法的基本思想是利用向量差的操作规则从初始种群

开始进行交叉、变异等操作，通过不断迭代计算实现

优胜劣汰，引导个体向最优解逼近[20]。其算法流程如

下：

（1）参数设置。设定待优化参数维数为 D，种群规
模为 NP，放缩因子为 F，交叉常量为 CR。

（2）初始化。在问题的搜索空间中随机产生初代

种群 x（0），并计算每个个体的适应度 fit（xi（0））。

x i,j（0）=x j,min+rand（0,1）×（x j,max-x j,min） （1）

式中：i∈{1,2,… ,NP}；j∈{1,2,… ,D}；x j,min 和 x j,max 为解

空间中第 j 维的上、下界；rand（0,1）为（0,1）区间内的

随机数。

（3）变异。在目标个体 xi之外随机选取另外 3个

不同的个体 xr1、xr2及 xr3，将 2个互异的个体向量相减

产生差分向量，将得到的差分向量乘以 1个系数并与

另一随机选出的向量相加，生成变异个体 v i。

v i=xr1+F·（xr2-xr3） （2）

式中：F为定值放缩因子；r1,r2,r3∈[1,NP]且 r1≠r2≠r3≠i。

（4）交叉。按照给定的交叉率 CR将目标个体 xi与

变异个体 v i进行混合交叉生成交叉个体 ui。

ui, j=
v i, j, rand(0,1)≤CR
ui, j, rand(0,1)>CR
嗓 （3）

（5）选择。当前迭代次数为 n，交叉个体 ui(n)与原

目标个体 xi(n)进行贪婪选择，择优生成新 1代的种群

个体 xi(n+1)。

xi(n+1)= ui(n), fit[ui(n)]≥fit[xi(n)]

xi(n), else
嗓 （4）

式中：NP}；fit(·)为适应度算子。

（6）检验是否满足结束条件。若满足则停止循环，

输出问题的最优解，如不满足则继续迭代，重复（3）～

（5）的过程。

3.2 基于 DE 算法优化的 ELM算法

在 ELM算法中，给定 1个训练数据集 字={xj,tj}1

N
，

其中输入数据 xj=[xj1,…xjn]T∈Rn，期望输出数据 ti=[ti1,

…tim]T∈Rm，并设隐含层激励函数为 g (x)，则含有N軒
个隐含层节点的 ELM的数学模型为

tj=
N軒

i=1
移茁 ig（wixi+b i）, j=1,2…N （5）

式中：wi=[wi1,wi2,…，win]T为连接输入层节点与隐含层

第 i个节点的权值；b i 为隐含层第 i节点的偏置；茁i=

[茁i1,…，茁im]T为连接隐含层第 i节点和输出层节点的
权值。

式（5）可以表达为

H茁=T （6）

隐含层矩阵 H的第 i个隐含层节点的输出，即第
i列元素 hi为

hi=

g(wi1 x1+b i)

g(wi2 x2+b i)

…

g(wiN xN+b i)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N×1

（7）

输出权值 茁为
茁=H+T （8）

式中：H+为 H的广义逆矩阵。
由于 ELM的输入层权值与及隐含层偏置是随机

给定的，只通过广义逆矩阵修正输出层权值，需要较

多的隐含层节点数量来保证精度，这就增加了网络规

模的复杂性，降低了实时性[21]。

为了提高 ELM算法在线使用时的计算速度，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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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映射使用隐含层节点数量，采用 DE算法对 ELM

的输入层权值和隐含层偏置进行优化，成为 DE-ELM

算法，对子模型 II进行训练。以 T3、P46、T46、T8和 TER共

5个子模型 I的输出加上 H、Ma作为输入，额定发动
机推力 F为输出，采用 DE-ELM算法进行训练。

在 DE算法中，种群规模以及迭代次数越多，优

化结果越接近最优解，但会急剧增加优化耗时；缩放

因子 F过小会引起算法过早收敛，难以跳出局部最
优，而过大则会使得 DE算法收敛速度降低，根据经

验 F取 0.6具有较好的优化效果；通常交叉常量 CR

较好的取值范围为[0.3，0.9]，较大的 CR会加快 DE算

法收敛速度[20]。

在训练子模型 II 时，DE-ELM 算法中的设置

ELM隐含层节点数设置为 40个，经过多次尝试，设

定 DE算法的种群规模 NP为 100，放缩因子 F为 0.6，

交叉常量 CR为 0.9，最大迭代次数 Nmax=500，在较短

的优化时间内具有最佳优化效果，定义适应度函数为

ELM训练样本数据预测误差绝对值和的倒数，其形

式为

fit(xi)=
1

N

k=1
移|ek|

（9）

式中：N为 ELM训练样本数据容量；ek为第 k 个 ELM

训练样本预测值的相对误差。

将 DE-ELM 算法与 ELM 算法预测结果进行对

比（其节点数通过遍历获得）。在映射达到相同平均误

差水平的情况下，隐含层节点数量见表 2。

从表中可见，DE-ELM算法相较于 ELM算法，在

达到同等映射精度的情况下所需的隐含层节点数量

更少，网络规模小，映射的实时性更好。

4 发动机推力指令简化模型仿真

以某型双轴涡扇发动机为例，将子模型 I和子模

型 II串联，形成如图 1所示的推力指令简化模型，以

高度、马赫数、油门角度为输入，对发动机推力指令进

行计算，不同包线分区内，推力指令计算相对误差如

图 2所示。值得指出的是，子模型 I和子模型 II均采

用离线训练方法，在实际使用时，只需将网络参数代

入，基于隐含层和输出层激励函数进行计算，即可获

得推力指令，不需要进行在线训练，同时由于模型输

入只与 H、Ma、PLA 有关，获得的推力指令反映发动
机的额定推力需求，不随发动机的个体差异而变化，

可以为性能退化缓解控制提供指令。

从图中可见，本文提出的基于 BP 网络以及

DE-ELM算法的双层结构推力简化模型具有良好的

预测精度和泛化能力，训练样本最大相对误差小于

3‰，测试样本最大相对误差小于 4‰。经测试，推力

指令简化模型 1次计算耗时 0.64 ms，远快于部件级

模型迭代计算时间，可以用于性能退化缓解控制的推

力指令计算。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所提出的推力指令简化模

型的优势，以 H、Ma、PLA 为输入，将直接采用单独
BP网络或 ELM进行额定推力估计的结果与推力指

令简化模型进行误差对比，结果见表 3。

H/km

0~5

5~10

15~20

15~20

算法

ELM

DE-ELM

ELM

DE-ELM

ELM

DE-ELM

ELM

DE-ELM

隐含层

节点数

71

40

75

40

73

40

65

40

平均

误差

4.08E-04

4.04E-04

3.37E-04

3.35E-04

5.91E-04

5.88E-04

3.58E-04

3.57E-04

表 2 ELM网络优化前后效果对比

（a）0~5 km （b）5~10 km

（c）10~15 km （d）15~20 km
图 2 推力指令简化模型预测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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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中的对比可见，采用单一神经网络进行推

力指令计算时，虽然计算平均误差不大，但在各子包

线内的最大误差均超过 4%，而单一的极端学习机的

最大计算误差则均超过 7.2%。而本文所提出的双智

能网络推力指令简化模型，包线推力计算最大相对误

差为 4‰，远优于单一神经网络最大 8.17%和单一极

端学习机最大 14.5%的误差，验证了双智能网络在推

力指令计算中的优势。

本文提出的推力简化模型通过离线训练获取网

络参数，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仅需编程构建网络结构，

相较于机载模型计算过程更为简单，具有良好的工程

应用前景。

5 结论

本文提出 1种基于双智能网络的推力指令简化

模型设计方法，采用 2个子模型串联的结构，分别用

BP神经网络和 DE-ELM网络训练 2个子模型，其工

作模式为离线训练在线使用。

（1）DE-ELM算法在相同映射精度的前提下，简

化了 ELM网络规模。

（2）基于双智能网络的推力指令简化模型最大预

测误差小于 4‰，计算时间小于 0.64 ms，具有较高的

精度和实时性。

（3）推力指令简化模型工程实现简单，将离线训

练参数存储后，通过编程计算可以实现在线实时获取

额定推力指令。

（4）双智能网络串联的结构为实现高精度简化模

型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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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M BP 推力指令简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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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发动机空中慢车性能设计方法

曾 涛
（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上海 201210）

摘要：空中慢车是应用于飞机空中下降过程的最小推力状态。为实现飞机与发动机性能的优化匹配，空中慢车需要在设计阶

段综合考虑飞机性能和用户系统、发动机自身运行特性 3方面的要求，包括飞机正常下降率、引气、功率提取、发动机附件运行和本

体运行限制等设计需求。通过空中慢车设计需求分析并结合发动机推力控制模式，给出了基于引气压力的慢车设计方法和设计流

程，并根据型号应用经验讨论了设计中的常见问题和对应处理方法。

关键词：空中慢车；性能设计；民用飞机；民用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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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Method of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Flight Idle
ZENG Tao

渊Shanghai Aircraft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Shanghai 201210冤
Abstract: Flight idle is the minimum thrust level in aircraft descent phase. In order to optimzie the aircraft/engine integration袁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aircraft performance袁 aircraft customer system and engin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shall be considered in flight idle
design袁 which include aircraft normal descent rate袁 bleeding袁 power extraction袁 engine accessory and engine operating requirements.
Combination the analysis of flight idle design requirements with engine thrust control modes flight idle design method and process are
provided based on bleeding pressure. Several common design issues and method in the design practice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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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发动机慢车是发动机用以维持低推力稳定运行

的最小转速状态[1]。根据使用阶段的不同，慢车可分为

地面慢车、空中慢车、进近慢车和着陆慢车等类型。其

中空中慢车也称之为下降慢车或飞行慢车，主要应用

于飞机空中下降过程。发动机慢车性能设计不仅与发

动机设计紧密关联，也与飞机性能和系统正常运行紧

密关联[2-3]。

为实现飞机与发动机性能的优化匹配，需要在设

计阶段综合考虑空中慢车状态各设计因素。目前可查

到的关于慢车性能设计方法的公开文献较少，在国内

相关设计手册[4-6]中也未见慢车设计方法的详细说明。

本文以某型国产客机设计经验为基础，给出了民

用飞机空中慢车设计的一般方法和流程。

1 空中慢车运行特点

空中慢车通常应用于飞机空中下降过程。此时飞

机并无特定推力需求，但仍需从发动机提取引气和功

率以维持飞机机上用户系统的正常运行；如果慢车推

力过高，会对飞机下降率产生影响；空中慢车设计还

必须满足发动机附件系统和自身运行限制的需求以

保证发动机自身持续稳定运行。综上所述，空中慢车

可定义为满足飞机引气需求、功率提取需求、正常下

降率要求、发动机附件需求和发动机运行限制等设计

要求的最小可用推力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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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中慢车设计需求

2.1 飞机引气需求

飞机引气需求来源于飞机引气下游用户系统，通

常包括空调、机翼防冰和短舱防冰系统等。以典型的

双发客机为例，包括 2个空调包、两侧机翼防冰系统

及短舱防冰系统。各用户系统引气需求可归纳为引气

的流量、总温和总压 3种要求。

飞机引气需求受 2个因素影响：飞行状态条件和

用户系统运行状态。飞行状态条件包括飞行高度、环

境温度和结冰条件；用户系统运行状态是指飞机用户

系统在正常和故障运行状态下的系统状态组合。对于

双发客机，慢车设计需考虑的典型运行状态通常包

括：双发双引气无防冰、双发双引气有防冰、单发单引

气无防冰、单发单引气有防冰、双发单引气无防冰及

双发单引气有防冰等。在慢车设计中，需考虑以上所

有运行状态在各飞行条件下的引气需求，以保证下游

飞机用户系统的正常运行，进而保证飞机运行安全。

由于不同运行状态对引气流量、压力和温度需求差异

较大，为实现慢车推力与飞机需求的优化匹配，通常

需要为不同运行状态设计不同的慢车等级。

2.2 飞机功率提取需求

功率提取需求来自于飞机液压泵和发电机的功

率需求。与引气需求相似，功率提取的数值与环境温

度和飞机系统运行状态有关。空中慢车的设计中需要

考虑以下因素对功率提取的影响，其中包括：（1）环境

温度；（2）单发失效影响；（3）正常工作状态需求；（4）

瞬时过载工作状态需求。

2.3 飞机正常下降率需求

在飞机下降过程中，若推力过大，会直接导致飞

机下降航迹角减小，进而导致飞机下降率减小，下降

时间延长。以某型飞机为例，在特定飞行状态下，若慢

车推力增大 50%，下降时间将延长约 25%。合理的慢

车推力设计可以支持飞机飞行管理系统对运行航迹

进行优化[9]，慢车推力过大将导致飞机运行经济性降

低，从而严重影响飞机任务策略的实施[7-8]。

2.4 发动机本体运行和附件需求

空中慢车设计还必须考虑发动机本体的运行特

性，满足发动机稳定运行需求，不能熄火和出现不良

工作特性；发动机需驱动燃油泵、滑油泵、PMA（用于

发动机自身供电）等附件以维持自身正常运行，在空

中慢车设计中也需满足发动机附件系统的运行需求。

3 空中慢车设计方法与流程

发动机慢车推力控制有 3种典型模式：引气压力

控制、N1控制和 N2控制[10]。引气压力控制以发动机引

气口处的供气压力为控制目标，主要用于满足特定引

气需求；N1控制以发动机低压转速为控制目标，主要

用于满足特定推力需求；N2 控制以发动机高压转速

为控制目标，主要用于满足功率提取和发动机附件特

定运行需求。

3种控制模式对应空中慢车设计需考虑的 3方

面：飞机用户需求、飞机性能需求及发动机自身运行

需求。以进近慢车为例，进近慢车的主要设计需求来

源于发动机复飞加速要求，通常基于 N1控制进行设

计。通过对各设计需求的综合比较可知，引气需求是

空中慢车设计需求中的最高值，因此空中慢车一般基

于引气压力控制模式进行设计。

以引气压力控制模式为基础，空中慢车的设计转

化为慢车压力目标的设计。综合考虑设计需求和型号

应用经验，制定设计流程如下。

（1）综合空调、机翼防冰、短舱防冰等系统的引气

需求，确定不同运行状态下引气的流量、总温和总压需

求，并在飞行包线内选定多个状态点作为设计检查点；

（2）基于引气总压要求制定慢车压力设计目标。

典型的引气压力目标如图 1所示，从图中可见，对不

同运行状态设计了不同的压力目标曲线；

（3）基于慢车压力设计目标和发动机运行限制完

成全包线空中慢车推力等级初步设计；

（4）对全包线慢车进行引气流量检查，确保在各运

行状态下引气流量要求均被满足，如有状态流量不满

足，则对发动机压力进行调整直至流量要求被满足；

（5）基于引气流量校核后的慢车设计完成慢车推

图 1 引气压力目标

双发双引气无防冰

双发双引气有防冰

单发单引气单空调包无防冰

单发单引气双空调包无防冰

单发单引气单空调全机翼防冰

高度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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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计算，供飞机性能评估

使用；

（6）基于引气流量校

核后的慢车设计完成慢车

供气特性计算，供各引气

用户系统评估使用；

（7）根据飞机性能和

引气用户系统反馈对慢车

压力进行调整，直至所有

设计需求均被满足；

（8）基于飞机功率提

取需求和发动机附件系统

运行需求对慢车推力性能

进行校核，校核后完成空

中慢车设计。

对应设计流程如图 2

所示。

4 常见问题及处理方法

4.1 发动机供气流量不足

空中慢车为低推力状态，发动机核心机总流量偏

低，在一定严酷状态下（如双发单引气防冰状态）可能

存在发动机最大供气能力仍不能满足飞机流量需求

的情况。针对该问题，通常的解决方法如下：

（1）提高慢车压力目标以增大发动机慢车推力；

（2）调整供气口位置以获得更大的供气流量；

（3）调整发动机供气口流道设计以提高发动机最

大供气能力。

4.2 供气总温不足

在某些运行状态（如防冰条件）下，飞机引气对供

气总温有特定要求，而慢车状态下发动机总温偏低，

可能存在供气总温不满足飞机需求的情况。针对该问

题，通常的解决办法如下：

（1）提高慢车压力目标以增大发动机慢车推力；

（2）调整供气口位置以获得更高的供气总温。

4.3 发动机设计带来的总压波动

如前所述，空中慢车的控制通常是以引气压力为

控制目标。而在实际运行中，在引气口处可能并无压

力传感器，基于气路其他位置的压力对引气压力进行

间接控制。某型发动机气路压力布置如图 3所示。从

图中可见，在高压引气口处未设置压力传感器，而在

燃烧室出口处设有气路压力传感器。该设计下的发动

机空中慢车引气压力控制是以燃烧室出口压力作为

参考进行。基于试验和模型分析得到气路压力传感器

处压力和高压引气口处压力的关系曲线，在实际运行

中，发动机以传感器处压力为参考换算得到引气压

力，进而进行压力控制。由于传感器压力和引气口压

力的关系曲线存在一定误差，导致发动机实际供气压

力与设计目标值出现偏差。其解决方法是通过试验验

证和数据分析确定关系曲线的误差分布情况，然后基

于误差分布情况对引气压力进行调整以保证所有运

行情况下供气压力均满足飞机需求。

5 结束语

民用发动机空中慢车设计作为发动机性能设计

的一部分。为实现飞机与发动机性能的优化匹配，空

中慢车设计需综合考虑飞机引气、功率提取、正常下

降率、发动机附件和运行限制等要求，一般采用引气压

力控制模式。因此，空中慢车的设计流程通常基于引气

需求制定慢车压力目标，并根据飞机性能、引气和功率

提取的需求等在全飞行包线范围内对初步慢车设计进

行校核，校核调整后最终完成空中慢车设计。

本文中的设计流程和方法主要是基于型号经验

得到，希望能为相关设计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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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工况下低排放燃烧室的压力振荡特性

李文朝，林宇震，秦 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为了研究低排放燃烧室在典型工况下的压力振荡特性，针对模型燃烧室进行了燃烧自激振荡特性试验。在试验中测量

了采用贫油预混预蒸发（LPP）燃烧技术的低排放燃烧室在典型工况下的压力振荡频率和幅值，在燃烧室进口压力为 1.10~2.77

MPa、燃烧室进口温度为 656~845 K、燃烧室压降为 3.41%~4.35%范围内，分析了燃油粒径变化对振荡特性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局

部当量比脉动是引发燃烧不稳定的因素之一。通过计算燃油二次雾化状态下的液滴最大粒径，发现燃油液滴粒径的变化对主燃级

出口处的局部当量比脉动有直接影响，从而引起燃烧室压力振荡幅值和频率的变化。

关键词：压力振荡；燃油粒径；局部当量比脉动；低排放燃烧室；贫油预混预蒸发；中心分级；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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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Oscill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ow Emissions Combustor in Typical Conditions
LI Wen原zhao袁 LIN Yu原zhen袁 Qin Hao

渊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 Beihang University袁 Beijing 100191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pressure oscillation characteristics under typical conditions,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self-oscillation

of a low emissions combustor was conducted. Influence of the droplet size on pressure oscill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a low emissions
combustor adopts LPP technology was tested. The amplitudes of the pressure oscillation were measured under the operating margins within
P=1.10~2.77 MPa袁 T=656~845 K袁 and pressure drop of 3.41%~4.35% which were the typical condi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tially
equivalence ratio fluctuation is one of the reason caused the pressure oscillation. The maximum droplet size of the fuel has been calculated
by secondary atomization. The changes of fuel droplet size have direct effects on partially equivalence ratio fluctuations of primary outlet,
which lead to the changes of pressure oscillation amplitude and frequency.

Key words: pressure oscillations曰droplet size曰partially equivalence ratio fluctuations曰low emissions combustor曰LPP曰internally -
staged;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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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国际适航排放标准对民用航空发动机环

保性的要求愈加严格。针对低排放燃烧，在航空燃气轮

机燃烧室中引入了贫油预混预蒸发（LPP）燃烧技术[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主研发的 LESS（Low Emissions

with Stirred Swirls）低污染燃烧室采用了中心分级的

LPP技术，能够显著降低污染物排放特别是 NOx的

排放。

由于 LPP技术火焰筒内火焰稳定性差，容易引

发不稳定燃烧，大幅度的压力振荡就是最直接的影响

之一。压力振荡会使机械载荷产生系统部件疲劳，从

而导致部件过早磨损，严重时可能直接导致高温组件

失效[2]。航空发动机的典型工况是针对起飞着陆循环

（Landing and Take Off，LTO）而言的，包括了起飞、爬

升、进场和巡航 4个典型状态。在航空发动机整个

LTO循环中，需要避免大幅度的压力振荡，减小不稳

定燃烧的发生概率，保证发动机的安全性。

对于贫油预混预蒸发燃烧室，燃料的雾化和蒸

发、当量比脉动以及火焰筒内的释热率脉动等因素都

有可能引发燃烧不稳定[3]。其中液态燃料的雾化和蒸

发的脉动是 LPP燃烧有别于其他贫油预混燃烧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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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针对液态燃料雾化和蒸发脉动激发燃烧不稳定的

研究明显少于其他机理的研究。Lieuwen[4-5]指出液态

燃料雾化、蒸发的脉动直接影响局部当量比脉动，从

而可能激发燃烧不稳定现象；燃料雾化、掺混得越均

匀，局部当量比脉动产生的概率就越小；并且，局部当

量比脉动是直接引发燃烧室压力脉动的主要原因。

M. Zhu等[6-7]详细地研究了燃烧室中热释放率产生的

熵波转换成压力脉动的过程，并且通过监测压力脉

动、释热以及燃油液滴 DSM、掺混的百分数、燃油流量

以及空气流量等参数，指出燃油雾化质量可能导致燃

烧不稳定；Akitoshi Fujita等[8]直接通过 2维数值模拟

发现预混火焰的变化导致液滴雾化粒径变化会直接

影响到预混火焰结构脉动继而引发热声振荡，而火焰

结构脉动的原因是局部当量比发生了变化。

上述研究均表明，液态燃料雾化程度可能影响燃

烧不稳定所引发的压力振荡。本文针对采用中心分级

LPP技术的 LESS燃烧室在典型工况下，定性分析液

态燃料雾化对压力振荡的影响。

1 研究对象

LESS燃烧室的结构如图 1所示。从图中可见，预

燃级在中心，为传统的旋流杯结构，燃烧模式为扩散

燃烧；主燃级在外环，设计

为环形预混段，燃烧模式为

预混预蒸发模式。主燃级燃

油喷油方式为多点横向喷

射，燃油通过直射式喷嘴径

向喷射进入预混通道内，在

内外环和端壁上开有进气

的斜孔，使进入预混段内的

气流具有一定的切向速度，

有利于预混段内的油气混

合、蒸发，从而实现贫油燃

烧，有效降低NOx排放。

2 试验

2.1 试验工况

试验测量了相近分级比不同进口条件下的燃烧

室压力振荡。燃烧室工况见表 1，包括进口压力 Pin、进

口温度 Tin、进口空气流量 ma、燃烧室相对压降 孜（进、
出口之间压差与进口总压的比值）、预总分级比 SR

（预燃级燃油质量与总燃油质量之比）和总油气比 FAR

（总燃油流量与总空气流量之比）。

2.2 测试系统

测试系统如图 2所示。中心分级的贫油预混预蒸

发燃烧室发生压力振荡的主要频率为 100~2000 Hz[9]，

主要与局部当量比脉动、压力振荡耦合、燃烧室内部

火焰涡相互作用有关。主要频段的声波产生于燃烧室

火焰筒，其传播方向有 2个：（1）向上游的头部截面穿

过旋流通道进入集气室的扩压器部分反射回来；（2）

向下游遇到燃烧室出口截面，遇到壁面冷却结构反射

回来。在火焰筒结构中，火焰筒冷却结构可以视作声

阻抗单元，因此，能够忽略

声波从火焰筒传至集气室

的部分[10-12]。因此，在图 2

中“×”处测点对压力振荡

的频率测量没有影响。动

态压力采集频率为 10

kHz，样本时长为 3 s，频率分辨率为 0.3 Hz。

2.3 试验结果

本试验在保持主燃级和预燃级等油气比的情况

下，对集气室部位试验采集的压力振荡信号作快速傅

里叶变换（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得到了在表 1

中 4个工况下该时段的压力振荡频率与幅值。试验

工况 1~4下测得的压力振荡频谱如图 3所示。从图中

图 1 LESS燃烧室结构

工况

1

2

3

4

Pin /kPa

1421

2775

1109

2632

Tin /K

656

809

747

845

ma /（kg/s）

1.120

2.110

0.969

1.981

孜/%

4.35

3.52

3.75

3.41

SR/%

11.04

11.05

10.90

11.09

FAR

0.0264

0.0265

0.0262

0.0263

表 1 试验工况

图 2 试验测试布局

（a）工况 1 （b）工况 2

（c）工况 3 （d）工况 4

图 3 典型 LTO工况下的压力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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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工况 1下，压力振荡主频发生在 514 Hz处，

振荡幅值为 4.8 kPa；在工况 2下，压力振荡第１、２

主频分别发生在 1802 、900 Hz处，振荡幅值分别为

4.8、2.0 kPa；在工况 3下，压力振荡主频发生在 976

Hz处，振荡幅值为 3.6 kPa；在工况 4下，压力振荡主

频发生在 959 Hz处，振荡幅值为 4.4 kPa。

3 CFD计算

3.1 CFD建模及验证

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 LESS 燃烧室主燃级

出口处局部当量比的分布规律。CFD数值模拟工具

采用商业计算软件 FLUENT，研究对象为如图 1所示

的 LESS燃烧室模型，计算域包含燃烧室头部旋流器

流道以及燃烧室火焰筒流道部分。由于 LESS燃烧室

主燃级的结构设计复杂，为了减少网格数目，采用区

域法进行网格划分，对预燃级采用四面体网格，对旋

流器等比较复杂的位置进行网格加密，对预燃级进口

段和火焰筒筒体部分采用六面体网格；生成的 3维网

格数目为 193万，网格节点数目为 99万。湍流模型采

用 realizable k-着（2-eqn），计算模式为 3维稳态计算，

预燃级和主燃级进口采用质量流量进口边界条件，质

量流大小及方向根据气动设计反推，LESS燃烧室出

口边界条件采用压力出口边界。主燃级和预燃级的空

气流量分别按照工况 1~4的气量分配给定。预燃级燃

油设置出口位置为图 1中预燃级喷油位置，预燃级

DPM离散相模型采用 air-blast-atomizer模型，主燃级

燃油设置出口位置为图 1中主燃级喷油位置，沿周向

均匀分布，主燃级 DPM离散相模型采用 group模型。

近壁面采用标准壁面函数，压力方程采用 2阶精度离

散，动量、湍流动能以及湍动能耗散率采用 QUICK格

式离散，采用解压力耦合方程的半隐式算法对离散方

程求解。本文所有计算结果的收敛准则为进、出口流

量相对误差小于 1×10-3，全部残差小于 1×10-5。

CFD计算工况参数按照工况 1~4设定，为了在

一定程度上考察 CFD 数值计算的可信度，在工况

1~4条件下，燃烧室进、出口压力和燃烧室压降的

CFD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见表 2。从表中可见，燃烧

室压降的 CFD计算值和试验值的相对误差 浊最大绝
对值为 3.98%；说明了 CFD计算结果较为准确，具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

3.2 CFD计算燃油质量分数分布

CFD计算主燃级和预燃级在设定工况下燃油质

量分数分布计算得到的燃烧室燃油质量分数分布云

图如图 4所示。主燃级喷出的燃油经过雾化过程进入

火焰筒之后迅速燃烧，因此以主燃级出口平面为基准

边界对燃油质量分数展开分析。在燃烧室主燃级出口

沿周向的当量比分布规律基本一致，因此在主燃级出

口平面上取同主燃级出口相切的直线区域（如图 5所

示）[13]，得到了直线上燃油质量分数分布曲线（如图 6

所示）。

该直线区域分别在工况 1~4条件下的燃油质量

分数分布如图 6所示。通过相对标准偏差计算（式

（1））得到工况 1~4的燃油质量分数分布均匀程度，其

中，FARji 是图 6中工况 j 的横坐标位置 i对应的油气
比，FARj为工况 j 的总油气比，Sj 为工况 j 的相对标准
偏差值。经计算 S1≈S3>S4≈S2。

Sj=
撞i=1

n
(FARji-FAR j)2

n-1姨 （1）

从图 6中和计算结果可知，工况 2、4的燃油质量

工况

1

2

3

4

Pin/

kPa

1382

2820

1085

2580

Pout/

kPa

1324

2717

1045

2495

孜/%

4.19

3.66

3.65

3.31

Pin/

kPa

1421

2775

1109

2632

Pout/

kPa

1359

2677

1067

2542

孜/%

4.35

3.52

3.75

3.41

压降相

对误差

浊/%

-3.68

3.98

-2.67

-2.93

试验结果CFD结果

表 2 CFD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

图 4 燃油质量分数分布 图 5 分析区域

（c）工况 3 （d）工况 4

（a）工况 1 （b）工况 2

图 6 燃油质量分数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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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分布较为均匀，工况 1、3燃油质量分数分布均匀

程度较差，此现象在靠近主燃级外侧壁面处（±0.03

m）尤为明显。

4 分析

对于中心分级预混燃烧来说，激发燃烧不稳定性

引发压力脉动的原因包括 2方面：（1）燃烧室内部火

焰 /大尺度结构相互作用；（2）主燃级当量比脉动引

起热声振荡[3-14]。

LESS燃烧室在典型工况下发生压力振荡的机理

具体是哪一方面起主导作用需要进一步分析。

4.1 振荡频率分析

文献[15]通过简易模型和 CFD方法检验了 LESS

燃烧室的共振模态。Z.M.Ibrahim[16]的研究中给出边界

为声压全反射条件下燃烧室的半波模态频率的表达

式（式（2）），将燃烧室分成 3个特征区，T1、T2和 T3分

别为火焰区上游、火焰区和火焰区下游（定义为 3个

特征区）的平均温度；L1反映了火焰的轴向位置，L2

反映了火焰的轴向长度，L3反映了火焰下游至燃烧室

出口的轴向长度。从式（2）中可知，燃烧室的模态频率

与各区的平均声速和长度成正比

f= 1

2
L1

酌RgT1姨 + L2

酌RgT2姨 + L3

酌RgT3姨蓸 蔀 （2）

在试验过程中，从旋流器出口截面到临界孔板

之间的管道总长度为 790 mm，利用 Chemkin软件计

算 4个典型工况的燃烧温度 T分别为 1604.2~1606.5、

1651.1~1653.0、1543.1~1546.2 和 1751.1~1755.0 K，

因此可得到在工况 1~4下，燃烧室第 1轴向全波模

态为 912~998 Hz，半波模态为 457~500 Hz，工况 1~4

全波模态频率见表 3，fa是燃烧室全波自然模态频率。

从表中可见，在工况 1下的压力振荡频率同燃烧室的

半波自然模态频率产生共

振，在工况 2下的压力振荡

第 1主频同燃烧室的全波

自然模态频率的 2 倍频产

生共振，在工况 3、4下都是

压力振荡频率同燃烧室的

全波模态频率产生共振。

4.2 火焰 /大尺度结构相互作用

火焰 /大尺度结构相互作用包括环状涡 / 火焰

（特点为对称火焰结构）和进动涡 /火焰的相互作用

（特点非对称火焰结构）。大尺度结构的对流特性可以

用斯特劳哈尔数（St）表示[17]。St（见式（3））是描述有特

征频率圆周运动的无量纲数。

St= fvD
u （3）

式中：fv为涡的脉动频率；D为特征尺度（固定燃烧结
构下特征尺度为常量）；u为射流速度。

对于燃气轮机燃烧室，固定燃烧结构且在外界没

有施加其他扰动的情况下 St为定值。从式（3）可知，

频率 fv同射流速度 u成正比。在每个工况下已经发生
压力振荡，若是由火焰 /大尺度结构相互作用引起

的，那么振荡主频应当等于涡脉动的频率，即：fi=fv

ui=
ma

籽aCdA

（4）

式中：射流速度 u等于油气
混合物的主燃级流速 ui；ma

为主燃级进口流量；籽a为主

燃级进口热空气密度；CdA为

主燃级进口有效面积，得到

工况 1~4的主燃级流速 u1~u4（见表 4）。

从表 4中数据可知： f1
u1
≠ f2

u2
≠ f3

u3
≠ f4

u4
，因此

St1≠St2≠St3≠St4，不符合涡脱落同声压脉动相互作

用的特征。文献[18]采用热线和大涡模拟方法研究了

LESS燃烧室的非定常流动特性。试验和数值结果均

发现旋流器附近流场存在着 2331 Hz的进动运动。但

该频率远离于当前的热态试验。因此火焰 /大尺度结

构相互作用不是当前燃烧不稳定性的主导机制。

4.3 当量比脉动同声波相互作用

从 CFD计算结果可知，在不同工况下，燃烧室的

主燃级出口处燃油同空气的掺混均匀程度是不一样

的，燃油和空气的不均匀掺混必然导致燃烧室主燃级

出口处局部当量比的脉动。试验工况 1~4的当量比接

近贫油熄火边界，燃烧的稳定性对于局部当量比的脉

动十分敏感。局部当量比的脉动会导致火焰表面温度

脉动，从而引发熵波向下游传递，经燃烧室壁面反射

从而产生压力脉动；压力脉动又导致流动和混合过程

扰动，进而产生燃烧室的声学振荡循环。

从表 1可知，工况 1~4的燃油预 /总分级比和燃

油总油气比基本保持不变。但从图 3中的测试结果可

工况

1

2

3

4

T/K

1604.2~1606.5

1651.1~1653.0

1543.1~1546.2

1751.1~1755.0

fa /Hz

959~960

910~912

952~954

995~998

表 3 自然模态频率

工况

1

2

3

4

ui /（m/s）
52.72
62.73
66.56
67.42

fi /Hz

514

1802

976

959

表 4 空气流速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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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燃油直径下的

压力振荡特性

知，工况 1~4的振荡频率和幅值均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压力振荡幅值代表燃烧不稳定发生的剧烈程度；

压力振荡频率的改变说明了火焰距离旋流器端面位

置发生了变化，而火焰位置又与燃油雾化粒径有关。

LESS燃烧室的特点是主燃级掺混蒸发段长度较短，

燃油的雾化和蒸发的过程会相应受到影响。因此，燃

油在典型工况下的雾化程度是影响燃油颗粒空间和

时间不均匀性的关键因素。因此有必要研究局部当量

比脉动和燃油雾化特性之间的关系。

4.4 燃油液滴粒径对局部当量比的影响

LESS燃烧室主燃级喷油方式为燃油直接喷射，

燃油喷入主燃级预混段的旋转气流经过不断地蒸发、

雾化形成燃油液滴并且与空气混合。经过雾化后所产

生的直径较小的燃油液滴在旋转气流中的跟随性强，

反之，直径较大的燃油液滴跟随性弱[19]。跟随性强的

燃油液滴能够更好地同空气掺混，跟随性弱的燃油液

滴由于同空气掺混不均匀，即可燃气体混合物的空间

分布不均匀，产生的瞬时当量比梯度导致了局部当量

比波动，因此燃烧时的预混火焰所产生的热释放率也

随之波动。

燃油液滴燃烧前需要经过初次破碎和二次雾化

２个过程[20]。燃油射流在横向旋转气流作用下导致液

体射向下游弯曲破碎（如

图 7所示），形成较大尺寸

的液团、液丝和液滴。当气

动力超越表面张力时，这

些液团、液丝和液滴在气

动力的作用下进一步破

碎，直到达到临界韦伯数

Wecr，形成二次雾化。

达到临界韦伯数时液滴的直径就是燃油液滴在

当前热力学和空气动力学条件下所能维持液滴形态

的最大直径 d0

Wecr=
籽auid0
滓 （5）

式中：Wecr是常数，取定值 12[19]；籽a为热空气的密度；ui

为主燃级出口。

根据工况 1~4的初始压力 Pin和进口温度 Tin以及

燃烧室相对压降能够得到燃油液滴最大直径（见表 5）。

同一燃气轮机燃烧室，固定声学边界结构不变；

因此，导致不稳定燃烧的释热脉动能量（熵波）在燃烧

室下游边界以 1个固定系数反射回上游，产生压力振

荡[2]。因此压力振荡幅值的相对大小能够反映出释热

脉动的强度。压力振荡相对幅值的计算方法为

pc=
P '
P ×100% （6）

式中：Pc为压力振荡相对幅值；P '为压力振荡幅值；P
为燃烧室进口压力。表 5给出了不同工况下对应的压

力振荡脉动的相对幅值 Pc和振荡频率 fi。

不同燃油直径下的压

力振荡特性如图 8所示。从

图中可见，在工况 2、4下，

燃油液滴直径为 6.9 滋m

（red spot）和 7.1 滋m（green

spot），直径大小比较接近，

压力相对振幅变化不大，

均为 0.17%；但是振荡频率骤然降低，由 1802 Hz（全

波自然模态频率的 2倍频）阶跃至 959 Hz。由此说

明，在工况 2下的燃油粒径小于全波振荡频率区下

限，局部当量比无法维持在全波声模态倍频振荡，从

而跃迁至频率较低的全波自然声模态频率；而在工况

4下的燃油粒径在全波振荡频率区内，局部当量比维

持在全波自然声模态频率振荡。在工况 4、3下，燃油

粒径为 7.1 滋m（green spot）和 14.1 滋m（blue spot），随

着液滴粒径的增大，振荡相对幅值增大，由 0.17%增

至 0.32%；振荡频率在全波自然模态范围内无明显变

化。在工况 3、1下，在燃油液滴直径为 14.1 滋m（blue

spot）和 15.4 滋m（cyan spot）时，压力相对振荡幅值随

之增大，由 0.32%增至 0.34%；可见随着燃油液滴直

径的增大，压力振荡的相对振幅也随之增大，振荡频率

呈阶跃式降低，由全波自然模态频率范围内的 976 Hz

降低至半波自然模态频率范围的 514 Hz。由此说明

了在工况 3下的燃油粒径在全波振荡频率区范围内，

局部当量比维持在全波自然声模态频率振荡；在工况

1下的燃油粒径大于全波振荡频率区的上限，局部当

量比无法维持全波自然声模态频率振荡，进而跃迁至

频率更低的半波自然模态频率。

上述现象说明，随着二次雾化的燃油颗粒直径的

图 7 射流在横向气流中破碎[21]

工况

1

2

3

4

籽a /（kg/m3）

7.55

11.95

5.17

10.85

ui /（m/s）

52.72

62.73

66.56

64.85

d0 /μm

15.4

6.9

14.1

7.1

pc /%

0.34

0.17

0.32

0.17

fi /Hz

514

1802

976

959

表 5 燃油液滴最大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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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燃油液滴随着旋转气流运动的跟随性降低，掺

混均匀程度也随之降低，从而导致主燃级出口局部当

量比脉动程度的加剧，具体表现在压力相对振荡幅值

的增大；振荡频率的阶跃式变化，同样证明了随着燃

油液滴粒径增大，单个液滴质量上升，导致了燃油液

滴随气流运动的跟随性下降，因此局部当量比无法保

持更高频率的脉动状态。在工况 4、3下的燃油粒径在

全波振荡频率区范围内，该区域决定了振荡频率是否

在全波自然声模态范围内；小于全波振荡频率区下限

则跃迁至全波声模态的倍频，大于全波振荡频率区上

限则跃迁至半波自然模态频率。

5 结论

本文研究了 LESS燃烧室典型工况下燃烧时振荡

压力频率和幅值的变化趋势。通过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LESS燃烧室主燃级出口处局部当量比脉动是

引发燃烧不稳定现象的主要因素；

（2）主燃级燃油颗粒直径与压力振荡剧烈程度有

关，压力振荡的相对幅值随着颗粒直径的增大而增

大，压力振荡的频率随着颗粒直径的增大而由高频振

荡波段跃迁至低频振荡波段；

（3）燃油颗粒直径变大导致了局部当量比脉动加

剧，由此引发的热声振荡是导致压力振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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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频响压力探针测量压气机动态流场的结果分析

马宏伟 1,2，魏 巍 1,2，张 良 1,2，官 辉 1,2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先进航空发动机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191）

摘要：压气机内部流动具有很强的非定常特征，尤其是小尺寸发动机叶片通过频率高达 30~80 kHz，而动态压力探针的响应频率

只能与叶片通过频率相当，采用其测量不易获得具体的高频流场结构。为了研究这种欠频响情况下测得流场与真实流场的差异，以某

低速压气机为对象进行了模拟研究。采用频响为 420 Hz的动态压力探针及频响大于 33 kHz的单斜丝热线探针，测量了叶片通过频率

为 303 Hz的转子出口流场。修正了动态压力探针的容腔效应对测得流场的影响，校验了在测试系统响应频率较低时，修正后流场与热

线测得的参考流场之间的差异。对比结果表明：原始流场压力信号的部分频率成分产生了较大偏差，出口截面流场的周向位置有较大

误差。经修正后，周向位置较为准确，泄漏堵塞区域形态以及强度都与参考流场的更为接近，但由于尾迹区存在部分高频，修正后结果与

参考流场的差异仍较明显。

关键词：欠频响压力探针；动态测量；管传递函数；动态修正；压气机；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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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Measured Unsteady Flow Field Using a Quasi Fast Response Pressure Probe
MA Hong-wei1,2袁WEI Wei1,2袁ZHANG Liang1,2袁 GUAN Hui1,2

渊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Beihang University曰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dvanced
Aero-Engine袁Beijing 100191袁China冤

Abstract: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flow filed inside a compressor has strong dynamic characteristic, especially in the small-scale ones
whose blade passing frequency could reach 30~80 kHz. In most circumstances, because the Fast Response Aerodynamic Probe 渊FRAP冤 can
only meet the blade passing frequency,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probe can not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reproducing a detailed
high-frequency flow structur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asured flow field and real flow field using this quasi FRAP, a
dynamic pressure probe with a response frequency of 420 Hz and a slanted single hot wire probe with a response frequency more than 33
kHz was utilized to measure the unsteady flow filed at the outlet of an isolated compressor rotor which had a blade passing frequency of 303
Hz. The frequency response of the probe was measured to correct the influence of square-cavity effect on the measured flow field. The
corresponding corrected one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flow field measured with hot wire probe as the response frequency of
measurement system was low. The comparison shows that some frequency components of the original signals were amplified. After
correction, the circumferential position of the unsteady field, the blockage and pattern of the tip leakage area are obviously more close to the
reference flow field.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high frequency component in the wake, the correction still cannot get a good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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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准确测量动态压力信号对描述航空发动机压气

机部件中的非定常流动特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

相对于压气机内部流场极高频的动态特征，高频压力

探针的频响往往不能满足测量要求。目前，常规尺寸

的航空发动机压气机部件的典型叶片通过频率为

5~20 kHz，小尺寸发动机的叶片通过频率则高达

30~80 kHz，而多数高频压力探针的频响只有 30~50

kHz [1-8]。可以认为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动态压力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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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欠频响即接近流场特征频率的状态下工作。

因此，为了扩大测量系统的频响范围、提高动态

测量的准确度，必须进行仔细的动态标定和修正[9]。此

前，很多研究者曾给出过展宽测量系统频响或动态修

正的方法[10-13]。李继超等[10]标定了容腔效应对高频动

态探针的影响，通过改进容腔尺寸来提高高频动态探

针的频响，从而满足试验需求；杨林等 [11]采用半无限

引压管测量动态压力，并进行了动态标定，有效地减

小动态压力信号的能量衰减；郭勇等[12]利用动态补偿

数字滤波器技术，展宽了高频压力探针的工作频带。

综上所述，现有的研究集中在探针的结构设计、

动态修正等方面，以提高动态压力探针的频响，但在

动态探针频响不能远大于流场特征频率情况下，少有

文献剖析测得的流场形态是否准确。

在真实发动机试验环境中，现有的试验技术很难

提供标准的动态流场来与动态探针测得的流场进行

对比。本文以某低速压气机试验设备为对象进行了模

拟研究。采用频响接近流场特征频率的动态压力探

针，研究了测量流场与参考流场的差异，并探讨了该

情况下旋转探针法的适用性。

1 试验系统介绍

1.1 测试设备及探针动态标定

本文采用圆柱状动态压力探针，侧面的取压孔直

径为 2.2 mm，探针直径为 4 mm，引压管长 400 mm，

管径为 2.2 mm。传感器选用 SMI5882硅微压传感器，

其稳态标定精度为 0.1%。由于做了封装处理，传感器

的标称频响为 500 Hz，由温漂和重复性造成的误差

限小于 8 Pa。

另外，参考动态流场采用单斜丝热线探针进行测

量，其热丝直径为 5 滋m，方波测试结果显示整套热线

系统的动态频响大于 33 kHz。试验中使用 1 套

NI-PXIe高速数据采集系统进行数据采集，所有的动

态采集的采样率均为 120 kHz，采样点数为 600 kHz。

动态标定设备如图 1所示。由旋转盘提供周期性

的气流激励，旋转速度可调；转盘在边缘沿圆周方向

均布了 120个直径为 2 mm的圆孔，改变单脉冲信号

的频率可通过改变圆盘转速来实现。

动态标定的主要目的是标定该段引压管的容腔

效应对动态响应的影响。在标定过程中，裸传感器和

探针头部分别被脉冲气流激励，然后根据测得数据建

立管传递函数。经 FFT分析，激励信号为 5 ms的脉

冲气流激励包含 0~500 Hz的频率成分。

管传递函数的建立采取 2种方法。第 1种是经典

的 FFT算法，即直接对裸传感器得到的“标准信号”

和探针测到的信号进行 FFT分析，将频域中输出量

和输入量幅值的比值和相位差作为此总压探针的管

传递函数，文献[9]对该方法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在修正数据的过程中，需要先将数据变换成频域，然

后利用管传递函数反变换成时域；第 2种方法则利用

Matlab软件中的 ARMA模型辨识方法（自回归滑动

平均模型）对 2组数据进行识别，建立系统的动态模

型，此分析方法为时域建模法，考虑了测量探针系统

输入和输出信号的测量噪声，其频域特性曲线更光

滑。本文采用第 2种方法。2种方法的函数图像对比

如图 2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0~420 Hz内，采用 2种

方法得到的结果很接近，在更高的频率区间内，由于

存在测量噪声、有限的激励频率成分以及有限的传感

器频响等因素，2种方法产生了明显差距。

为了校验得到的管传递函数，在旋转盘上打开了

4个连续的孔，产生了 4组频率约为 100 Hz的周期

性脉冲。其中“标准信

号”、探针原始信号、修正

容腔效应后信号三者的

图像对比如图 3所示。从

图中可见，在此激励作用

下，管传递函数模型的修

正还是十分可靠的。

1.2 试验台及测试方案

试验在航空发动机

气动热力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的大尺寸压气机试

验台上进行。研究对象如

图 4 所示，为 1 个单转图 1 探针动态标定装置

图 2 管传递函数

图 3 管传递函数验证

图 4 单转子压气机试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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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含 17个叶片，叶片造型为 C4 叶型，叶顶间隙设

计为 3 mm。压气机外径为 1 m，轮毂比为 0.6，叶片弯

角为 26.5毅，安装角为 33.4毅。压气机运转的折合转速
为 1100 r/min，转速的波动约为±1 r/min。基于进口

流速和叶片弦长的雷诺数约为 7.5E5，试验选取了 2

个典型的工作点：流量系数 Cva为 0.55的近失速点

和 0.65的设计点。

测试方案的布置情况如图 5所示。其中，T3表示

位移机构安装座，位于转子尾缘下游约 10%轴向弦

长处，用于安装位移机构和探针，径向测量站数为 45

站。为保证在每个径向站探针头部都正对来流方向，

探针的安装角度由 5孔针测得的气流偏转角给定。

转子试验件的几何偏差如图 6所示。其中，叶型

最大厚度与平均值的差别如图 6（a）所示，转子进、出

口栅距的周向不均匀分布如图 6（b）所示。周向的非

均匀特征为校验非定常压力场测量方法提供了 1个

良好的对象。

在试验中，13#叶片叶顶贴有锡箔纸，用于触发

光学探头。在叶轮机测试过程中，硬件锁相采样平均

技术是 1种常见方法，然而在持续多周的测试中，叶

轮机的旋转角速度并不是绝对均匀的，既定的单周采

样点数可能导致转子在单周测量中转过的角位移有

所不同；如果只对单次测量或系综平均结果进行频域

分析，其采样点数少，频率分辨率很低，而且间断的单

周测量系综平均的数据会产生相位误差。为保证数据

的连续性，动态测量技术均使用软件锁相采样平均技

术，即在试验过程中，同时记录连续的流场信号和锁

相触发信号，在后处理中，在触发信号的上升沿分离

出每个单周的流场信号，进行插值和系综平均。

2 试验结果分析

2.1 总压测量及修正结果

在不同状态、叶顶间隙下转子出口的总压系数分

布情况如图 7所示。总压系数定义为当地总压与用叶

尖切线速度计算的动压头之比。对比图 7（a）、（b）可

知，在设计工况下，修正后的尾迹的周向分布变化较

大，这主要是由于引压管引起的迟滞作用造成的。主

流区域的总压分布的偏差较大，这主要是由于从尾迹

到主流的周向突跃的频率较高，传感器并不能准确识

别；但在尖区，由于泄漏流动的影响，总压的周向变化

呈近似正弦波动的特征，近似于转子通过频率，反而

被捕捉的较为准确，泄漏的形态和强度都比较一致。

在设计工况下，转子叶尖间隙分别为 3 mm和 1

mm时的总压系数分布情况如图 7（b）、（c）所示。从图

中可见，在叶尖间隙为 1 mm的情况下，泄漏流动的

尺度和总压亏损都有所降低，而在主流区域，流动的

重复性较好，总压分布较为一致。即总压探针能够分

辨出总压分布的不同，且能够保持一直重复下去。

在近失速工况（NS）下的总压系数分布情况如图

7（d）、（e）、（f）所示。从图中可见，修正后的主流区域

流动更为均匀，这符合使用标准动态传感器测得的转

子出口总压分布[14-15]。类似地，泄漏流动的尺度和强度

图 5 测试方案布置

（a）叶型中弧线偏差 （b）前缘和尾缘的栅距偏差

图 6 转子几何的周向非对称性偏差
（a）3 mm叶尖间隙，设计

点，原始信号
（b）3 mm叶尖间隙，设计
点，管传递函数修正结果

（c）1 mm叶尖间隙，设计
点，管传递函数修正结果

（d）3 mm叶尖间隙，近失速
点，原始信号

（e）3 mm叶尖间隙，近失速
点，管传递函数修正结果

（f）1 mm叶尖间隙，近失速
点，管传递函数修正结果

图 7 转子出口总压系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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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也能够清晰地识别。

2.2 与参考动态流场的对比分析

在不同状态、不同叶顶间隙下单斜丝热线测得的

转子出口的轴向速度系数分布如图 8所示。轴向速度

系数定义为轴向速度与叶尖切向速度之比。对比图

7、8可见，由于修正后的总压分布减弱了引压管的迟

滞效应，尾迹的周向位置更符合热线测到的结果。同

时，在设计点和近失速点，泄漏流的所在位置的对应

关系较好；在近失速点，泄漏流与叶尖吸力面尾迹有

明显的掺混现象。在叶片根部，转子和轮毂之间的缝

隙所产生的泄漏流动也可以被捕捉到。

由于主流部分的测量结果受限于探针的频响特

性，不能很好地表现流动结构。而在近失速工况下，中

间叶高处各叶片尾迹宽度却有所增加，表明测量站得

到的动态数据所包含的频率成分在向低频成分移动。

因此，经过修正后，主流区域的流动更接近真实值。对

比图 7（b）、8（a），以及图 7（e）、8（c），可以证明以上推论。

2.3 周向非均匀流场的识别

在设计点、叶尖间隙为 3 mm时转子出口整周的

总压系数和轴向速度系数如图 9所示，其中总压系数

为修正后结果。对比（a）、（b）2图可知，总压探针对尾

迹位置和泄漏流动的捕捉在整周上都与热线测得的

结果比较接近。由转子周向非均匀导致的流动差异也

能很好地被该探针捕捉到，且二者和图 3所给出的几

何参数对应较好，2#、6#、12#等叶片的尾迹相对相邻

叶片都较宽，故总压亏损和轴向速度亏损都较大。

从整周来看，欠频响状态下工作的动态压力探针

基本能够反映出典型的泄漏流、尾迹等二次流动。但

由于缺少高频部分的流场信息，其周向的波动强度被

弱化，这种规律与在真实压气机的试验中也相同。

图 9（a）测量结果 FFT分析沿径向分布的瀑布图

如图 10（a）所示。其中转子叶片通过频率为 303 Hz。

由于探针的固有频率为 110 Hz左右，总压测量结果

的频谱在此频率成分下被放大。由于受转子叶片周向

非均匀几何分布的影响，在转子频率的整数倍成分上

（1～16倍转子频率），均存在较清晰的峰值。在经过

修正后，110 Hz左右的频率成分均被抑制，如图 10

（b）所示，频域分析结果与热线所得结果（图 11）类

似。这种频域中的偏差在高速压气机试验中也存在，

一方面是容腔效应导致的，另一方面取决于传感器本

身的幅频特性。与前文的修正方法类似，二者均可以

通过动态补偿得到一定的修正，但修正后的结果仍将

受限于探针的频率特征，高频成分的信息会有不同程

度的偏差。

2.4 对旋转探针法适用性的探讨

在叶轮机械的级间动态测量中，多孔动态探针由

于尺寸原因，并不一定适用。研究者更多地使用单孔

探针或双孔探针配合旋转探针法来获得级间动态流

（a）3 mm叶尖间隙，设计点 （b）1 mm叶尖间隙，设计点

（c）3 mm叶尖间隙，近失速点 （d）1 mm叶尖间隙，近失速点

图 8 转子出口轴向速度系数分布

（a）总压系数 （b）轴向速度系数

图 9 3 mm叶尖间隙时转子周向非对称导致的周向流场

不均匀分布

（a）原始信号 （b）管传递函数修正后结果

图 10 动态探针测量结果的 FF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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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旋转探针法的应

用方法如下：在某一

径向高度，利用多次

（3~11次）旋转探针获

得的拟合曲线，与稳

态的气动标定数据进

行对比，从而得到气

流的偏转角、俯仰角、

总压、静压、速度等参数。在这个过程中，以触发信号

为基准，提取每一时刻多次旋转测得地原始信号作为

当前时刻的拟合曲线。前提是需在每个旋转位置下进

行提取，测孔对气流中的所有频率成分的响应的幅值

和相位均一致，但从前文的分析来看，这显然是不现

实的。

目前研究中探针的管传递函数的标定主要集中

在当测压孔正对来流时的频率响应。但当测压孔侧对

来流时频率响应的研究并不常见。利用总压探针和旋

转探针法测得的偏转角分布情况如图 12（a）所示，对

三个旋转位置（-30毅，0毅，
30毅）测得的压力信号进行
修正，并计算所得的偏转

角分布情况如图 12（b）所

示，热线得到的偏转角分

布情况如图 12（c）所示。

对比图 12（a）、（b）以及标准分布图 12（c），虽然

主流区域的气流偏转角略有改善，但尾迹区并没有明

显改善，甚至产生了更大的误差，在尖区和角区的泄

漏流动只是在周向位置上有所改善，但区域和大小并

没有改善。因此，本文认为，在使用旋转探针法时，热

线和齐平安装的动态压力传感器可以不考虑多个旋

转位置下的不同动态标定问题，但有引压管存在时，

则必须谨慎处理，应在动态标定设备中对多个旋转位

置进行动态标定，并分别修正各个位置的数据，然后

再使用旋转探针法处理气流角数据。

3 结论

（1）通过动态修正，减小了引压管的容腔效应的

影响。修正后，流场的周向位置与参考流场基本一致。

在尾迹区域，由于尾迹到主流的周向突跃变化较快，

测得结果偏差较大；相对的，由于受泄漏流动的影响，

尖区总压的周向变化呈现出近似正弦波动的特征，频

率成分集中于转子通过频率，因此被捕捉得较为准

确，泄漏的形态和强度都和标准场比较一致。

（2）使用旋转探针法测量叶轮机械中的动态流场

时，如果传感器前有引压管，应尽可能考虑对每个旋

转位置下都进行动态标定并分别利用标定数据对原

始数据进行修正，以还原真实的流场信息。

（3）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低速压气机，但在高速设

备中，以上结论也适用。衡量二次流损失的尾迹宽度、

泄漏尺度等参数的选择均应在动态修正的基础上审

慎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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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机匣包容试验叶片飞脱方法

郭明明，吕登洲，洪伟荣，曹继来
（浙江大学化工机械研究所，杭州 310027）

摘要：风扇机匣包容性试验是航空发动机适航许可试验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风扇叶片的飞断方法是风扇机匣包容试验的关键。简

述了发动机风扇机匣包容性试验中常用的 3种叶片飞脱方法，重点介绍了预制裂纹与线型聚能切割器爆破切割相结合的爆破飞脱方

法，并采用该方法对钛合金实心平板叶片进行了静态爆破切割试验，试验结果与设计方案相吻合，达到了预期目标，证明了该爆破飞脱

方法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较高的可靠性。

关键词：包容性；叶片飞脱；预制裂纹；爆破切割；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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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de out Methods of Aeroengine Case Containment Test
GUO Ming-ming袁LV Deng-zhou袁HONG Wei-rong袁CAO Ji-lai

渊Institute of Chemical Machinery袁Zhejiang University袁Hangzhou 310027袁China冤
Abstract: Fan case containment tes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aeroengine airworthiness verification. The blade out methods

are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e test. The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ree blade out methods in the engine fan case containment test, and a
blasting blade out technology is mainly introduced which combines precrack with linear shaped charge cutter blasting cutting. With the
technology, a static blasting cutting test on the TC4 flat blade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design scheme and met to
the expectation, which proved that the blasting blade out technology was feasible and highly re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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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在工作转速下运转时，若遇到外物撞

击或出现疲劳损伤会导致叶片断裂。断裂叶片由于具

有极高的能量会使发动机严重受损[1]，甚至造成机毁

人亡的严重空难[1-2]。为此，在试飞之前需要检验发动

机机匣的包容能力。当对全尺寸叶片进行包容性试验

时，在瞬态冲击载荷的作用下，如果风扇机匣能够保

持完整的结构，航空发动机即可获得适航许可[3]。世界

各航空大国十分重视发动机机匣包容性研究，并在民

用和军用发动机规范中做了特殊的规定与要求[4]。

进行航空发动机叶片包容性试验，首先必须对叶

片的飞脱方法进行研究和分析。早在 20世纪 70年

代，美国 FAA和 NASA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的试验和

数值模拟方法研究。而近些年来，浙江大学高速旋转

机械实验室与国内航空发动机主要科研院所及制造

单位合作，采用预制裂纹法开展了一系列试验和数值

计算研究[1，5-7]。目前采用的叶片飞脱方法包括预制裂

纹法和预埋炸药法。预制裂纹法使叶片断裂飞脱虽与

实际情况更为接近，但需多次反复切割，耗时耗力，且

不适用于真实风扇叶片的台架试验；预埋炸药法操作

简单，但爆炸能量不集中，药量少则叶片不会在预定

转速下断裂飞脱，需反复尝试，成本较高，药量多则会

把叶片直接炸断，还会对飞脱叶片输入一定的额外动

能，可控性较差，无法验证风扇机匣的包容能力。而采

用预制裂纹与线型聚能切割器爆破切割相结合的方

法则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本文简单介绍了预制裂纹法、预埋炸药法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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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法和过程，重点介绍了预制裂纹与线型聚能切

割器爆破切割相结合方法的技术原理和实施过程。

1 叶片飞脱一般方法

1.1 预制裂纹法

预制裂纹法的原理是在需要断裂飞脱的叶片根

部的某个部位开 2条对称的预制裂纹，当试验转子

达到预定转速时，叶片将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从预

制裂纹处断裂飞脱，如图

1所示。

采用预制裂纹法引起的叶片断裂与真实情况非

常接近，既不会对叶片断裂后的飞行轨迹和飞行姿态

产生影响，又不会对叶片输入附加的能量；同时，基本

不会对试验人员造成危险。但该方法存在的主要技术

风险在于对断裂时机的控制。由于实际情况下叶片材

料性能存在分散性，按理论计算下设定的预制裂纹深

度很难保证试验时叶片在预定的转速下断裂飞脱。如

果预制裂纹切得过深，还未达到设定的转速时叶片就

会断裂，飞脱的叶片就不会达到预定的动能，显然不

能考核机匣的真实包容能力。为防止上述情况发生，

预制裂纹一般先切得较浅，若在设定的最高转速下运

转叶片未断裂飞脱，只能取下叶片继续切割然后再安

装，但仍存在切得过浅不断裂或是切得过深提前断裂

的情况。显然，该方法耗时耗力，难以精确控制，特别

在整机台架试验时难以实施。

1.2 预埋炸药法

预埋炸药法的原理是在需要断裂飞脱的叶片根

部的一侧切割裂纹，另一侧开 1个或多个空腔，在空

腔中填充爆炸物，通过观察试验转子转速信号控制爆

炸物的引爆，然后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使叶片断裂飞

脱，如图 2所示[8]。

在叶片根部采用切割裂纹与预埋炸药相结合的

方法使其断裂飞脱存在以下问题：

（1）爆炸物引爆后产生的巨大能量会以球波的形

式向四周均匀传播，故能量不能集中，对于切割叶片

不具有很好的方向性；

（2）若空腔中填充炸药量较少，则叶片根部剩余

连接部分较多，在目标转速下不能使断裂飞脱，需要

反复尝试，故耗时耗力，成本较高；

（3）若空腔中填充炸药量较多，则叶片根部会被

直接炸断，爆炸物对飞脱叶片会输入额外的动能，对

其飞行姿态和飞行轨迹产生明显影响，无法考核真实

情况下机匣的包容能力。

综上，采用该方法使叶片在目标转速下断裂飞脱

的可控性较差。

2 预制裂纹与线型聚能切割器爆破切割结合法

2.1 线型聚能切割器简介

考虑到预制裂纹法耗时耗力，预埋炸药法可控性

较差，而线型聚能切割器早已在采石、水下工程及石

油等领域广泛应用[9-10]，且便于操作、精确可控，因此可

采用预制裂纹与线型聚能

切割器爆破切割相结合的

方法对风扇叶片的断裂飞

脱进行分析研究。线型聚

能切割器由聚能装药和

金属药型罩构成，如图 3

所示。

当炸药被引爆后，爆轰波在同一时间内沿横向和

纵向迅速传播，而药型罩在爆轰波的作用下瞬间被压

垮后做加速运动，并在对称面上发生碰撞，形成了质

量大、速度低的“杵”和能量大、速度高的射流[11]。在侵

彻切割过程中，高能、高速的熔融态金属射流逐渐被

拉长，当其与金属靶板接触时，其表面在瞬间就能达

到百万个大气压。在此高压的作用下，金属靶板表面

被不断切开，线型聚能切割器正是凭借这种高速的

“聚能刀”来达到对目标的切割效果 [12]。经爆破切割

后，最终形成层裂状的定向控制爆破断裂面[13-17]。

线型聚能切割器爆破切割平板叶片数值模拟如

图 4所示，所用切割器装药为 B炸药，药型罩的材料

为铅锑合金。为聚能装药爆炸形成射流初始阶段如图

4（a）所示，射流头部刚刚接触平板叶片以及侵彻切割

图 1 预制裂纹法原理

图 2 预埋炸药法原理

图 3 线型聚能切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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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叶片的过程如图 4（b）、（c）所示。

2.2 叶片预处理方式

以平板叶片为例，采用预制裂纹、线型聚能切割

器爆破切割结合法 3维模型如图 5所示。对叶片进行

线切割如图 5（a）所示，1处线切割与线型聚能切割器

之间的连接部分将在试验转速的离心载荷下拉断，2

处进行线切割主要是为了

减少切割器的长度，即降

低用药量，同时便于放置

雷管。线型聚能切割器和

雷管的固定位置如图 5（b）

所示。

2.3 平板叶片静态爆破试验

采用上述预处理方案，对 15 mm厚钛合金实心

平板进行静态爆破试验，切割方案如图 6（a）所示。一

端线切割 52.5 mm，另一端线切割 35 mm，线型聚能

切割器长 35 mm，有效爆破切割长度为 15 mm，中间

预留 15 mm。线型聚能切割器用设计夹具固定，雷管

用胶带黏贴固定，如图 6（b）所示。试验结果如图 6（c）

所示。

从图 6（c）所示的试验结果可见，有效爆破切割

部分两侧出现层裂现象，最终平板叶片中间剩余连接

长度为 12 mm。采用该方案进行动态旋转爆破飞脱试

验，能够保证叶片被爆破切割后处于连接状态，且连

接处最终会在工作转速的

离心力作用下断裂飞脱。

采用预制裂纹与聚能

爆破切割相结合的方法具

有以下优点：（1）可操作性

和可控性较好，可以有效减少装药量、降低成本、大大

降低危险性；（2）便于固定装夹雷管，能够精确控制所

要求的切割长度；（3）对叶片处理方式简单，无需打孔

（打孔较困难）；（4）能够精确控制引爆切割时机，保证

叶片在目标转速下断裂飞脱而不引入额外的动能；

（5）预埋炸药法是以爆炸的形式作用于叶片根部，主

要作用力在径向，因此对叶片输入的额外能量很大。

而爆破切割是以更加可控、更加精确的聚能切割方式

使得叶片断裂飞脱，主要作用力在切向，不会对叶片

输入额外能量。预制裂纹与聚能爆破切割法同样能够

很好地适用于航空发动机真实风扇叶片台架试验的

飞脱研究，能够保证试验一次性取得成功。

3 结论

（1）相比预制裂纹法和预制裂纹与预埋炸药结合

法，预制裂纹与线型聚能切割器爆破切割结合法可控

性较好，危险性较低，省时省力，能够保证叶片中间预

留部分经过爆破切割后仍处于连接状态，最终在试验

转速的离心载荷下断裂飞脱。

（2）采用预制裂纹与爆破切割结合法对叶片飞脱

进行研究，不会引入额外的动能，从而不会影响断裂

叶片的飞行姿态和飞行轨迹，与真实情况较为接近。

（3）本文虽以平板叶片为例，但在理论和实际工

程应用中均适用于真实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的断裂

飞脱研究，能够一次性准确地完成其台架试验，同时

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a）爆炸形成射流

（b）射流头部接触平板叶片 （c）侵彻切割平板叶片
图 4 线型聚能切割器切割平板叶片数值模拟

（a）对叶片进行线切割 （b）线型聚能切割器和雷管的

固定位置

图 5 预制裂纹、线型聚能切割器爆破切割结合法 3维模型

（a）切割方案

（b）线型聚能切割器和

雷管的固定

（c）试验结果

图 6 爆破切割钛合金实心平板叶片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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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种用于涡轮出口总温测量的新型热电偶设计

刘绪鹏，刘忠奎，孙 琪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在测量某型燃气轮机涡轮出口截面的总温时出现的热电偶失效、使用寿命短的问题，对故障电偶进行了分解和能谱分

析，发现故障是由偶丝氧化及碎裂的填充水泥的影响导致偶丝断裂造成的。结合涡轮出口的特定测量环境，研制了 1种能够在高温氧化

环境中长期可靠使用的总温测量热电偶。介绍了新型热电偶结构、感温元件以及采用的支杆填充方式，并对新型热电偶进行结构和精

度分析。通过发动机考核试验，证明新型热电偶工作可靠，测量数据准确有效，可用于燃气涡轮发动机涡轮出口总温测量。

关键词：热电偶；总温测量；涡轮出口截面；铠装热电偶；燃气轮机

中图分类号：V23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2.015

Design of Thermocouple Probe for Measurement of Turbine Outlet Total Temperature
LIU Xu-peng, LIU Zhong-kui, SUN Qi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easuring of total temperature for the outlet of a turbine袁 it was found that the life of some thermocouple

probe was very short. To solve this problem袁 the fault thermocouple probe was decomposed and an energy-spectrum analysis was taken袁it
was found that the fault was caused by oxidized thermocouple wire and broken concrete.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special surrounding of the
outlet of the turbine袁 a total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thermocouple probe was developed which could be used in high temperature and
oxidized atmosphere for long term. The structure of a new thermocouple probe , a new sensor and a new fitting method were introduced袁 the
structure and precision of the thermocouple probe were analyzed. By the actual use in engine test袁 the new thermocouple probe was proved
to be reliable and accurate袁 it could be used in measurement for total outlet temperature of gas turbine engine.

Key words: thermocouple probe曰total temperature measurement曰outlet of turbine曰 sheathed thermocouple曰gas tur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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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涡轮出口温度测量可间

接反映涡轮前的燃气温度场情况，是评估发动机性能

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涡轮出口工作环境恶劣，要求

测量设备在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的同时保持较高的

可靠性。

目前测量涡轮出口总温的手段主要有非接触法

和接触法 2类。在非接触法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光

学测温、红外测温和激光测温技术。国内外对非接触

测量技术均有较多研究，并在某些热端部件试验中实

际应用[1-11]。但该技术因普遍存在设备复杂、可靠

性较差、易受环境辐射影响、测量精度较差等问题，目

前并不适用于整机状态下的燃气温度测量。接触法测

量通过将测试受感部（例如热电偶）插入被测介质中

进行。该方法在目前国内外对于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

机整机状态下流程参数的总温测量广泛采用。

中国对于涡轮出口温度场的测试手段主要采用

多点 K型热电偶。本文介绍了 1种针对其特定的工

作环境而研制的 1种高可靠性、高精度的多点总温热

电偶，对于整机状态下的涡轮出口总温测量工作具有

重要意义。

1 研制背景

在多个型号的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涡轮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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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温测量过程中，均出现过测量电偶失效、部分测点

使用寿命短的问题。针对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进行

了故障电偶分析，并根据故障原因，制定排故方案。

1.1 故障电偶简介

总结 3种型号发动机

的故障电偶材料及结构特

点，可以归纳出故障电偶的

基本结构，如图 1所示。故

障电偶的基本特征如下：

（1）电偶的感温元件均为 I级精度 K型偶丝；

（2）受感部支杆插入流道内的远端测点，一般深

入流道 100 mm以上；

（3）杆腔内灌注水泥以固定偶丝。

1.2 故障现象

在工作过程中，测点 1、2的使用寿命明显小于其

余测点的，例如：在某型涡喷发动机上安装的电偶在

使用了 15 h后发生故障，在某型燃气轮机上安装的

电偶在使用了 20 h 左右

也发生了故障。分解用于

某型燃气轮机涡轮出口总

温测试的故障电偶，其偶

丝如图 2所示。

从图中可见，偶丝热接点周围表面有严重的氧化积

炭现象；在距离热接点 30～50 mm处，负极偶丝断裂。

1.3 故障原因分析

1.3.1 偶丝断口微观形貌分析

宏观检查断口齐平，呈深灰色，边缘未见明显塑

性变形。进一步放大观察，断口均可见明显的沿晶特

征，断口表面已氧化。断口微观形貌如图 3所示。

1.3.2 偶丝断口能谱分析

分别对故障偶丝断口处和未受污染处进行能谱

分析，2种分析结果对比见表 1。

从表中可见，断口处偶丝已经被氧化；偶丝受到

来自燃气或者支杆内的填充物的杂质污染。

1.3.3 支杆填充物的影响

为固定和保护偶丝，支杆内部需要灌注水泥，固

结后的水泥质地脆硬。在发动机试验时，需要频繁地

改变发动机运行状态，涡轮出口截面的温度在室温

~800 ℃的范围内不规律变化。在温度骤变和发动机

振动的共同作用下，水泥会逐渐出现大量裂纹直至碎

裂，如图 4所示。填充水泥

碎裂会损害本来需要其保

护的偶丝。

水泥碎块将偶丝分段包裹，在发动机工作时，热

电偶将产生振动，在偶丝与碎块的交界处产生疲劳应

力，如图 5所示。而测点 1、2处于悬臂支杆的端部，振

幅最大，偶丝产生的疲劳应力最大，因此故障也多发

生于 1、2测点。在 1.3.2节中的分析已经指出，由于氧

化作用及其他污染导致了

偶丝的晶间腐蚀，强度已被

大幅削弱。在二者综合作

用下，偶丝断裂失效。

1.4 故障原因

根据前文分析，涡轮出口总温热电偶产生故障的

原因如下：

在高温氧化氛围的燃气内工作的偶丝由于接触燃

气被氧化，且被其它杂质污染，强度下降。因发动机温

度骤变和振动等导致支杆填充物水泥碎裂。在试验过

程中，在偶丝与水泥碎块交界处受到较大的疲劳应力。

强度已被削弱的偶丝在疲劳应力的作用下最终

发生沿晶断裂，导致故障发生。

2 新型热电偶设计

针对上述故障原因，在某型燃气轮机参数测量工

作中，采用新设计的 1种适用于整机测量的耐高温氧

化抗振动的新型热电偶。

图 2 故障偶丝外观

（a）A2断口（150×）

图 1 故障电偶结构

（b）B2断口（150×）

（c）A2断口（1000×） （d）B2断口（1000×）

图 3 偶丝断口微观形貌

元素

断口

未受污染偶丝

Ni

80.52

98.30

Si

5.60

1.70

Mn

6.07

O

6.24

Ca

1.56

表 1 断口处材料成分 W%

图 4 填充水泥碎裂

图 5 受感部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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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热电偶尾部转接方案

2.1 新型电偶外部结构设计

新型热电偶采用带罩式结构，可有效减小总温测

量的速度误差和辐射误差，提高测试精度。涡轮出口

流道较高，主流区测点按等环面分布，插入高温燃气

流中的耙臂较长，考虑到热电偶的安全性，支杆选用

高温合金制作。在兼顾强度的同时，这种结构对流道

的堵塞作用最小，其模型

如图 6所示。

2.2 新型电偶内部结构设计

根据 1.4节分析的故障原因，新型热电偶内部结

构设计主要目的是提升测温元件的抗氧化能力以及

防止支杆填充物对测量元件的不利影响。为此，需解

决 3方面的问题：选择合适的测温元件；设计支杆填

充方案；尾部补偿导线的转接。

2.2.1 感温元件的选择

新型热电偶选用高温合金外壳的 K型绝缘封头

铠装热电偶。测温元件直接接触高温氧化氛围的燃

气，必须具有较高的抗高温氧化能力。铠装热电偶的

高温合金外壳，在 800 ℃以下具有很好的热强性和

塑性，并具有良好的抗氧化、热疲劳、冷冲压和焊接工

艺性能[12]，能够保护偶丝免受燃气的氧化和污染。

铠偶内部填充氧化镁粉，具有以下性能：在工作

时具有较高的导热性能，能够迅速使偶丝接近外壳温

度，提高铠偶的响应速度；当工作温度在 1000 ℃以

下时，绝缘性较好；具有一定的颗粒度易于灌注；在常

温及高温情况下对偶丝及外壳均无腐蚀作用。

偶丝分度号为 K型，精度能够达到 I级。

该测温元件具有耐高温、抗氧化、响应速度快、精

度高等优点。

2.2.2 支杆填充方案的设计

在设计新型热电偶填充方案中，选用了 1种耐高

温绝缘材料代替水泥对支杆进行填充。该材料是 1种

纤维状轻质耐火材料，具有质量轻、耐高温（最高使用

温度可达 1300 ℃）、热稳定性高、导热率低、绝缘性

能好、比热小及耐机械振动等优点，能够有效固定测

温元件，避免发生 1.3.3节所述的问题。

2.2.3 尾部补偿导线的转接方案

新型热电偶采用铠偶作为测温元件，需要处理好

热电偶尾部铠偶与补偿导线之间的转接设计，避免因

转接处处理不好影响到热电偶的可靠性。对于新型热

电偶尾部的处理方法是，将偶丝与补偿导线焊接到一

起，再在转接段内灌胶固

化，以保护焊点，转接方案

如图 7所示。

2.2.4 新型热电偶最终

结构方案

新型热电偶的最终设

计方案如图 8所示。新型

电偶的支杆采用高温合金

材料，测点采用带罩式结

构。既能保证测量精度和

结构强度，又具有较好的

气动性能。

易发生故障的测点

1、2采用铠装热电偶作为

感温元件，第 3、4、5测点

采用精度较高的偶丝作为

感温元件，并在偶丝外部

穿套陶瓷管，起到绝缘和

保护偶丝的作用；支杆采

用 1种耐高温绝缘材料纤

维作为填充物，既能保护

支杆内部的铠偶和偶丝，

又可以避免脆性填充物碎

裂对偶丝造成伤害，且陶瓷材料的绝热性能极好，可

有效消除铠偶之间导热造成的测量误差；设计了尾部

的转接方案，有效地提高了电偶工作的可靠性。

3 新型电偶结构分析

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新型电偶插入流道内部处

于最恶劣的工作环境，需对插入流道内部分进行结构

分析，包括 2方面内容：

（1）静强度校核。热电偶在高温条件下持续受到

气流冲刷而产生沿支杆正面均布的气动阻力，静强度

校核的目的是分析在上述条件下受感部的静强度是

否满足使用要求，且是否具有足够的强度储备。

（2）动强度校核。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当发动机

的激振频率与热电偶的自振频率相近时，将发生共

振，极易损坏热电偶，不但无法进行正常的测量工作，

还会危及发动机的试车安全。因此，设计中应考虑热

电偶的特征频率，以保证热电偶的自振频率避开发动

图 6 新型电偶外部结构

图 8 新型热电偶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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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等效应力局部放大

机的激振频率。

3.1 静强度计算

在发动机工作时，热电偶所受的载荷主要是支杆

正面均布的气动阻力，支杆所受的均布载荷为

PL=Cx·
1
2

籽v2 （1）

式中：Cx为阻力系数；
1
2

籽v2为气流的动压头。

根据发动机最大工况下气动参数，可计算出热电

偶支杆所受的均布载荷 PL=24902 Pa。

对新型电偶进行有限元分析。对承受载荷部分建

模，建模结果如图 9所示；对电偶划分单元格，并对应

力较大处单元格进行细化，单元划分结果如图 10所

示；将模型划分为 42852个单元、70722个节点。设置

材料属性。根据热电偶的实际安装情况加载并计算，

得到的等效应力如图 11、12所示。

从图 11中可见，应力的最大值出现在支杆与安

装座连接处，滓max=37.7 MPa。查材料手册，支杆材料在

工作温度的许用应力 滓0.2=240 MPa，可计算出材料的

安全系数为：

n= 滓max

滓0.2
≈6 （2）

继续计算可得出在发动机最大工况下，热电偶的

变形情况，如图 13所示。

从图中可见，热电偶最

大位移发生在支杆末端，

驻l=0.059 mm。可计算出热

电偶的挠度

ny=
驻l
l = 0.059110 =0.0536% （3）

可见，新型电偶安全系数较大，挠度较小，静强度

能够满足使用要求。

3.2 动强度分析

仍采用上述模型及参数设置，进行热电偶特征频

率有限元分析，得出 5阶频率，见表 2。

热电偶振动的主要激振源来自发动机转子的转

动以及最后 1级涡轮工作叶片引起的激振频率。将新

型热电偶的 5阶自振频率与发动机转子激振频率和

由发动机的转子叶片引起的激振频率进行比较，可知

新型传感器自振频率处于安全范围，即超出激振源频

率的±10％。

结合 3.1节中计算结果，可确定新型热电偶的静

强度与动强度均满足安全性要求。

4 误差分析

新型热电偶主要用于测量涡轮出口截面的总温参

数，不做瞬态温度记录，在精度分析中可忽略由于热电

偶测量端的热惯性造成的动态误差，只进行稳态误差

分析。对于稳态测试，其误差来自速度误差、辐射误差、

导热误差和测试元件自身静态误差 4个方面[13]。

用某型燃气轮机设计点参数计算得出偶丝测点

最大相对误差为 酌=-0.78%，能够满足测量系统对热

电偶的精度要求。

由于结构上的原因，铠偶测点的导热误差比偶丝

测点的大。下面用某型燃气轮机设计点参数对铠偶测

点的误差进行详细分析，以准确评估新型热电偶的性

能。

4.1 铠偶测点速度误差

新型热电偶采用的滞止室能够使热电偶的复温

系数 r提高到 0.95～0.99，这里取 0.95。

速度误差

驻Tv=（1-r）
k-1

2
M2

1+ k-1
2

M2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T* （4）

代入发动机的气动参数，计算出 驻Tv=-0.698 K。

图 9 支杆及安装座建模结果 图 10 单元格划分结果

图 11 等效应力

阶数

频率 /Hz

1

553.9

2

609.2

3

3331.3

4

3394.9

5

4644.7

表 2 新型热电偶特征频率

图 13 热电偶的变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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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铠偶测点导热误差

根据燃气轮机最大工况下的气动参数，计算出流

过铠偶测量端的燃气流速度 V=43.15 m/s，文献[14]的

雷诺数计算公式

Re=Vd/v （5）

式中：d为准则方程的定性尺寸，这里取铠偶测量端
的直径；v 为工作截面处气流的运动黏性系数。
根据式（5）计算出 Re=1850.3。根据换热准则方程

Nu=0.0845 Re0.674 （6）

计算出 Nu=13.60，将 Nu带入对流换热公式
Nu=琢d/姿f （7）

式中：d为铠偶测量端直径；姿f为燃气的导热系数。可
算出铠偶测点对流换热系数 琢=787.3 W/m2·K，将将

该值代入热电偶导热误差公式

驻壮c=
Tg-Tb

ch L 4琢
姿md姨蓘 蓡 （8）

式中：L 为铠偶浸入气流长度；Tb 为热汇温度；Tg 气

体有效温度；姿m铠偶壳体材料的导热系数；d为铠偶
直径。

计算可得 驻壮c=-2.36 K。

4.3 铠偶测点辐射误差

由于新型热电偶采用带罩结构，测量端的辐射误

差主要产生在测点与其周围的屏蔽罩间。

热电偶辐射误差经验公式

驻壮r=
着c0

琢
Tj

100蓸 蔀 4

- Tw

100蓸 蔀 4蓘 蓡 （9）

式中：着 为测量端黑度；c0 为绝对黑体辐射系数；Tj

为支杆壳体感受的温度（取气流总温）；Tw为屏蔽罩

温度。

代入已知参数得 驻壮r=-2.14 K。

4.4 静态误差

新型热电偶采用 I级精度 K形热电偶，其在使用

温度范围内的允许误差见表 3[15]。

从表中数据可知，在燃气轮机设计点温度下，新

型热电偶的静态误差 驻壮r=±3.0 ℃。

4.5 综合误差

新型热电偶采用的铠偶测量端的综合误差由速

度误差、导热误差和辐射误差构成，根据上述计算

可知

驻壮=驻壮v+驻壮c+驻壮r+驻壮A=-4.5±3.0 ℃ （10）

即新型热电偶的最大误差 驻壮=-7.5 ℃，计算得

出铠偶测点最大相对误差 酌1=-1%，偶丝测点的测试

精度满足设计要求。

5 新型热电偶的应用

在 20 10～2011 年进

行某型燃气轮机涡轮出口

截面的总温测量时，安装 8

支新型热电偶，共 40个测

点。随燃气轮机进行了 5

次试车，累计无故障运行

近 60 h。使用后的电偶如

图 14所示，探头部分细节

如图 15所示。

6 结束语

（1）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涡轮出口总温接近

800 ℃，测量介质为高温燃气。在使用常规热电偶进

行测量时多次发生故障，其原因是由于偶丝被高温燃

气氧化污染导致强度降低，在发动机振动的影响下断

裂失效；

（2）针对故障原因，研制了新型热电偶，新型热电

偶的结构合理、测量精度高、气动性能优异、工作可

靠。实际应用证明可用于发动机涡轮出口总温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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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机匣故障对燃烧室性能影响的数值与试验研究

王文波，岳 明，金 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为了研究内机匣故障对燃烧室性能的影响，在对某回流燃烧室的正常件及小弯管有裂缝故障件进行试验的基础上，通

过可实现的 k-着湍流模型、颗粒随机轨道模型、火焰面模型和 Kundu化学反应机理对模型燃烧室内 3维 2相燃烧流场进行了数值

模拟，分别对小弯管不同裂缝长度（占模型弧长的 10%、20%、30%、40%、50%）且最宽处为 0.55 mm不变情况下的模型燃烧室的出口温

度分布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裂缝漏气导致叶尖温度降低，叶根温度升高，不利于涡轮转子叶片工作。

关键词：内机匣；故障；试验；数值模拟；出口温度分布；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2.016

Numer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f Effect of Inner Casing Failure on Combustor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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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inner casing failure on combustor performance, three dimensional two-phase combustion flow

fields in a model combustor were simulated using realizable k-着 turbulent model袁particles stochastic trajectory model袁 flame let models and
Kundu chemical reac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experiment of a reverse-flow combustor and the one with cracks in the small bend. The
outlet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he model combustor in the situation of different crack length (accounting for 10%袁20%袁30%袁40%袁50%
of the arc length of the model) and the widest position's dimension which was a fixed value of 0.55 mm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rack leakage lead to the temperature dropping at blade tip but rising at the blade root ,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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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燃烧室是燃气轮机的核心组成部件，其工作环境

具有热负荷大、流场复杂及高温高速等特点。燃烧室

出口温度场均匀性不仅是燃气轮机燃烧室的重要安

全性指标，而且是涡轮叶片安全长久工作的重要保

证，密切关注燃烧室性能参数是十分必要的。随着涡

轮前温度的提高，燃烧室火焰筒等高温零件的故障问

题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据相关统计数据[1]，在燃烧室

故障中，63%是火焰筒的故障，5%是燃烧室外套的故

障，4%是喷嘴的故障。然而在公开文献中，极少研究

故障发生后对燃气轮机产生的影响。而且，由于燃烧

室内部流场、化学反应及物理变化过程非常复杂，在

试验中不能细致观察到燃烧室内部燃烧流动情况，有

很大的局限性。随着计算机性能的提高，计算方法的

不断完善和改进，燃烧室的数值模拟研究得到国内外

的广泛重视，比如 GE 公司提出的 ACC(Advanced

Combustion Code)计划[2]，采用参数化建模方法[3-4]和基

于计算流体力学(CFD)的数值方法[5]，以及 3维湍流燃

烧数值模拟[6]来分析燃烧室的工作特性，预测其流场、

温度分布以及 NOX排放指数，对减少燃烧室试验和

研制费用，缩短研制周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7]。

本文在试验的基础上，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某

回流燃烧室火焰筒内壁故障对其出口温度分布的影

响，以期引起相关研究者的重视，并对燃气轮机的维

护起一定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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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及计算网格

本文研究对象为某回流环形燃烧室，包括 14个

沿周向均匀分布的旋流器，每个旋流器内部装有 1个

空气雾化喷嘴，涡流杯位于内外机匣的中部，并与火

焰筒头部相连。在火焰筒内、外机匣壁面上开有 2排

较大的孔，前面为主燃孔，后面为掺混孔，在火焰筒上

分布 5～6排冷却孔。燃烧室结构如图 1所示。空气从

压气机出来经外环腔通道，大量空气在组织燃烧和与

燃气掺混的过程要经过 2次折转再流入涡轮部件，为

了与试验结果对比分析，所有组件尽量与实际燃烧室

结构相同。而为了提高网格质量和计算精度，本文对

燃烧室流场影响较小的组件作了适当简化。

在燃气轮机实际工作过程中，在燃烧室内机匣小

弯管部位（即图 1中 A处）形成了裂缝，裂缝状态如

图 2所示。裂纹长度沿周向约占环形燃烧室整圈周长

的 50%，在装配状态下测得裂纹冷态下最宽处约为

0.55 mm，为了研究内机匣裂缝对燃烧室性能的影响，

在燃烧室部件试验器上安装裂纹故障件进行了部件

性能试验。

某研究机构对回流环形燃烧室进行试验的运行

工况见表 1。分别模拟了内机匣故障件和正常件燃烧

室的性能试验，并作简单的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通

过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 A处不同裂缝长度下（占模

型燃烧室弧长的 10%、20%、30%、40%、50%）燃烧室

的性能变化情况，分析其变化过程。

由于环形燃烧室的几何结构比较复杂，考虑到计算

时间成本问题，取 1个喷嘴对应的几何区域作为计算区

域，以 Y=0 mm为中心截面，周向取 26毅扇形区域即 1/14

环形燃烧室，并适当的延长进出口区域。使用

ICEM-CFD软件对计算模

型划分网格，所用网格主

要采用四面体网格，如图

3所示。在主燃区、旋流器

等局部局域进行加密，燃

烧室网格数为约 590万。

2 数值计算方法

2.1 数学物理模型

数值计算采用 FLUENT 15商用软件。在任意非结

构网格下，建立了燃烧室内 3维喷雾 2相流燃烧过程

的数学模型，选用能较好修正湍流黏度系数 C滋[8]且易

收敛的 Realizable k-ε模型[9]、稳态火焰面模型[10]及颗

粒群轨道模型等对 3维 2相化学反应流场进行计算，

近壁面区采用标准壁面函数处理，数值算法采用 SIM-

PLE压力速度耦合算法。在全流场中使用拉格朗日发

追踪离散相液滴的运动，按照颗粒轨道模型求解油珠

的运动轨迹，以及沿轨道的颗粒速度、大小和温度的变

化过程，液滴的分布采用 Rosin-Rammler分布[11]。

本文以 C12H23为航空煤油的替代燃料进行模拟，

化学反应采用 Kundu反应机理 [12]，该机理是 Kundu

在 1999年提出的最具代表性的 1个化学反应机理，

应用范围广泛，且经过了预混燃烧试验验证。根据文

献[13]提到的 131种组分 1020步不可逆基元反应的详

细化学反应机理，Kundu 给出了 16 个组分，23 步反

应的简化机理，能很好准确预测模型燃烧室的温度场

和 CO2排放量[14]，并能节省大量计算时间。

火焰面模型采用近平衡化学假设，在湍流燃烧过

程中，当火焰面厚度小于湍流最小的漩涡尺度时，湍

流燃烧呈皱褶的层流火焰面燃烧模式。此时稳态扩散

火焰可以看成由一系列具有不同结构的层流火焰面

组成，通过将标量耗散率作为独立的参数引入稳态火

焰面方程中，且当火焰面稳定时，火焰面结构仅由标

量耗散率和混合分数 2个参数决定，求解火焰面方

程，生成标量耗散率和混合分数的变化关系写入数据

文件。通过求解湍流流场，得到平均标量耗散率和平

均混合分数，然后在数据库中插值得到对应的组分质

量分数和温度值。

2.2 边界条件

计算工况的设定参考试验工况（见表 1），进口采

用质量进口边界条件，来流空气温度为 623 K，假设

图 1 回流燃烧室结构 图 2 小弯管焊缝裂纹

空气流量 /（kg/s）

4.173

空气温度 /K

623

空气压力 /MPa

1.004

燃油流量 /（kg/s）

0.064

表 1 燃烧室的运行工况参数

图 3 模型回流燃烧室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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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流量每个头部均匀分配，即取试验状态的 1/14，约

为 0.298 kg/s，出口截面采用压力出口边界条件，燃烧

室的两侧面设定为旋转周期性边界条件，旋转角度为

26毅，近壁面的湍流动能及其耗散率由标准壁面函数法
确定，给定喷射类型为雾化锥形式，喷雾角度为 60毅。
3 结果与分析

3.1 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

出口温度试验值如图 4所示。图中对比了正常件

和故障件燃烧室在同一工况下（表１）某测温耙上的

出口温度试验值，故障燃烧室试验值（Exp.f）由于机匣

裂缝导致出口温度与机匣

正常燃烧室试验值（Exp.）

产生明显变化：在约 70%

叶高处温度相等，并且向

叶尖方向降低，向叶根方

向升高，叶尖温度最高降

低 10%，约 130 K，叶根温

度升高 5%，约 70 K。

燃烧室出口温度计算值和试验值对比情况如图

5所示。计算值（Cal.）与燃烧室正常件出口温度试验

值（Exp.）相比，计算值能部分反映试验结果，中心高

温区域温度与试验相符，

同时叶根温度低于试验

值，沿周向存在较明显的

低温带，燃烧室出口温度

分布计算值出现偏差的

原因有很多[15]，总体而言，

模型燃烧室的计算结果

能满足本文要求。

为了进一步分析出口温度的分布情况，无量纲化

的出口温度径向分布如图 6所示。在模型燃烧室不同

裂缝占比下 （0、30%、

50%）的出口温度无量纲

化后的分布曲线中，将出

口温度除以 3 种状态下

温度最大值（裂缝占比为

50%时周向平均温度最大

值为 1530 K），表征了不

同状态下出口温度沿径

向的分布特征。从图中可

见，出口温度变化趋势和试验值相符，随着内机匣裂

缝变长，高温区下移 15%，温升约 5%，由于叶尖温度

降低过多，出口温度分布曲线在叶尖变化较大。并且，

出口温度在 65%叶高附近发生转变。

3.2 出口温度分布评价指标

采用平均径向温度分布系数 TRDF作为出口温度

场品质的评价指标[16]

TRDF=
T4avc-T4ave

T4ave-T3ave
（1）

式中：T3 为燃烧室进口空气温度；T4 为出口燃气温

度；下标 ave为整个横截面平均，max为最大值，avc

为周向平均。

模型燃烧室内机匣不同裂缝长度条件下 TRDF值

见表 2。计算结果显示，随着燃烧室内机匣故障严重

化，TRDF值不断变大。从表中可见，随着裂缝变长，TRDF

值增至 0.145，同时，故障燃烧室对比正常燃烧室 TRDF

值从 0.078增至 0.144。而文献[14]指出，在目前温升

水平的燃烧室中，TRDF值不超过 0.15。

为了进一步说明，又分析了 TRDF值大小和径向位

置的关系，如图 7所示。正常燃烧室 TRDF最大值为

0.09，径向位置约在 70%叶高处；当内机匣裂缝长度

占比为 50%时，TRDF=0.145，径向位置约在 1/2 叶高

处。随着裂缝变大，TRDF峰值不断变大且径向位置向

叶根方向下移，TRDF最大值和出口高度随裂缝长度的

加剧呈线性关系。

正常燃烧室和故障件燃烧室试验值 TRDF分布，以

及模型燃烧室内机匣不同故障状态下的 TRDF最大值

和径向位置计算值（Cal.p），文献[14]中燃烧室出口温

度分布形状的典型要求（Ideal.）和最大分布偏差（Max

deviation.），如图 8所示。

图 4 出口温度试验值

图 5 出口温度径向分布

图 6 无量纲化的出口温度

径向分布

L 0 10% 20% 30% 40% 50%

TRDF 0.09 0.095 0.11 0.12 0.13 0.145

表 2 不同裂缝长度下出口温度品质

图 7 随裂缝变化趋势 图 8 径向温度分布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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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正常件燃烧室试验结果（Exp.）与出

口温度理想分布符合良好；故障件燃烧室试验结果

（Exp.f）在叶尖处 TRDF值急剧减小，然后沿着叶根方向

不断增大，TRDF值从 0.078增至 0.144，增大约 85%。模

型燃烧室 TRDF内机匣正常的计算值与试验值相符，同

时，当裂缝长度为 40%时，TRDF峰值为 0.13，径向位置

在 55%叶高处，TRDF值虽然未超过 0.15，但其值已超

出最大分布偏差，不利于涡轮的工作。

3.3 对结果及原因分析

分析导致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高温区径向位置下

移的原因，可能是内机匣故障相当于增加了燃烧室内

的开孔面积，对燃烧室内气流分配有一定程度影响，随

着故障面积的变化导致空气流量分配不断变化。

正常燃烧室中心截面(Y=0 mm)的流体迹线、以及

裂缝长占比为 10%、30%、50%时内机匣故障处流体

迹线如图 9所示。从图中可见，由于 A处（图 1）裂缝

漏气导致裂缝射流背流区形成 1个稳定的射流漩涡，

并且逐渐增大。文献[17]对此认为：在射流边界区域，

因卷吸与射流间存在较强质量、动量输运和交换，射

流迎流面和背流面存在的力强梯度迫使射流弯曲，燃

气主流与裂缝射流的相互作用形成复杂的大尺度涡。

从图中射流涡的变化可见，随着裂纹长度的增加，漏

气量增多，射流涡发展加快，射流刚性增强、对主流的

影响深度逐渐增加，射流对主流的影响范围越来越

大，混合界面温度不断降低，对于未能影响到的主流

高温燃气，在稳定的射流涡一定的“挤压”作用下，导

致高温区不断下移。

4 结论

利用 Fluent软件对回流燃烧室进行了 3维 2相

燃烧流场数值模拟研究，同时对内机匣不同程度故障

条件下的燃烧室进行数值模拟，并与试验结果进行比

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采用的数值模拟方法能对燃烧室 3维 2相燃

烧场起到一定的预测作用。通过对内机匣故障燃烧室

的数值模拟，可以预测内机匣故障对燃烧室出口温度

分布的影响：随着内机匣故障加剧，燃烧室出口温度叶

尖温度逐渐降低，叶根温度逐渐升高；出口温度评价指

标平均径向温度分布系数 TRDF值不断变大，在裂缝长

度占弧长的 40%时，TRDF超出适用范围，建议更换。

（2）燃烧室内机匣故障导致裂缝射流背流区形成

稳定的射流涡，从而影响了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对

涡轮工作不利。

本研究对于燃烧室经孔探仪检查后是否需要进

一步分解维修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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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损伤力学的 GH4169合金低循环

裂纹萌生寿命预测

初金阳 1，胡殿印 1,2，毛建兴 1，王荣桥 1,2，申秀丽 1,2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2.先进航空发动机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191）

摘要：为了更准确地预估高温材料的低循环疲劳裂纹萌生寿命，将低循环疲劳的裂纹萌生过程视作损伤累积过程，基于连续损伤

力学建立了损伤累积模型。结合 360 ℃、650 ℃下 GH4169合金的低循环疲劳寿命数据拟合出模型的具体表达式，进而开展了对低循环

疲劳裂纹萌生寿命的预测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针对 GH4169合金低循环疲劳裂纹萌生寿命的预测结果较为理想，其分散带基本在 2

倍以内，且能很好的反映变幅加载对 GH4169合金低循环疲劳裂纹萌生寿命的影响。

关键词：低循环疲劳；裂纹萌生寿命；GH4169合金；连续损伤力学；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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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of GH4169 Low Cycle Crack Initiation Life Based on Damage Mechanics
CHU Jin-yang1袁HU Dian-yin1,2袁 MAO Jian-xing1袁 WANG Rong-qiao1,2袁 SHEN Xiu-li1,2

渊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Beihang University;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Advanced Aero-Engine袁Beijing 100191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predict the low cycle fatigue crack initiation life of high temperature materials, the low cycle fatigue crack
initiation life was regarded as a process of damage accumulation and a damage accumul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ontinuum
damage mechanics. Parameters for low cycle fatigue life of GH4169 alloy at the temperatures of 360 益 and 650 益 were fitted to obtain the
definite expression of the model, and low cycle fatigue crack initiation life predictions test we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w
cycle fatigue crack initiation life used by the approach gives better estimation within about twice of scatter band for GH4169 alloy and a
definite influence of variable amplitude loading on the low cycle fatigue crack initiation life of GH4169 alloy can be greatly ref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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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疲劳寿命问题一直是航空航天领域的难题,国内

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并通过大量试验不断建

立和验证疲劳寿命模型。在航空发动机疲劳问题中，

低循环疲劳损伤占有重要地位，一旦发生在关键部件

上将会造成极大影响。

高温合金在先进航空发动机上的用量占总材料

的 40%~60%[1]，主要是铁基、镍基和钴基高温合金[2-3]。

其中 GH4169合金是比较典型且应用较广泛的沉淀

硬化型高温合金。由于其在 650 ℃以下拥有塑性好、

屈服强度高等优点，在航空发动机中主要用于制作涡

轮盘、叶片等关键结构部件[4]。所以，准确预估其低循

环疲劳寿命是很必要的。

目前，对于材料低循环疲劳裂纹萌生寿命的预

测，被广泛应用的是 Manson [5]与 Coffin [6]各自独立提

出的材料疲劳寿命的经验关系式，即 Manson-Coffin

方程，揭示了塑性应变幅和疲劳寿命之间的经验关

系；很多学者对 Manson-Coffin方程提出了修正公式，

如：Morrow[7]于 1965修正的总应变幅与疲劳寿命之间

关系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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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方程虽然可以对材料低循环疲劳裂纹

萌生寿命进行预估，但其主要基于经验关系，对拟合

数据有很大的依赖性，导致在低循环疲劳寿命中高循

环数范围的寿命预测结果精确度较低，不能很好满足

实际的工程需要。而连续损伤力学中把材料所有的疲

劳破坏过程都看作内部损伤的累积，结合热力学原理

可以通过严密的理论推导来建立损伤累积模型来描

述材料的损伤过程，模型中各参数物理意义较明确且

减少了对数据的依赖性，通用性更强。

本文基于连续损伤力学的原理，将材料的循环软

化视作损伤，把疲劳裂纹萌生过程看作材料内部的损

伤累积过程。又以 GH4169合金单轴拉伸疲劳的试验

数据[8]进行拟合，建立了 GH4169合金的低循环疲劳

损伤累积模型，进而对其低循环疲劳裂纹萌生寿命进

行预测。

1 低循环疲劳损伤累积模型

1.1 损伤模型的建立

根据热力学定义：在等温过程中，封闭系统对外

作功小于或等于系统 Helmholtz自由能的减少量。所

以，对于等温无穷小变形（无热量交换）过程，

Clausius-Duhamel不等式可表示为

滓ij着觶 ij-鬃觶≥0 （1）

式中：滓ij为 Cauchy应力张量；着觶 ij为无穷小应变张量；

鬃觶为 Helmholtz自由能密度的变化率[9]。

假设材料在损伤过程中具有弹性和各向同性，则

Helmholtz自由能又可看作应变能。定义标量损伤变

量 D=1- E'
E ，其中 E为材料的弹性模量，E'为损伤后

的弹性模量。当忽略其它变量，只用 D和 着ij来描述损

伤状态时，Helmholtz自由能密度可以表示为

鬃=鬃（着ij，D） （2）

定义 Y=- 坠鬃坠D ，则 Y 是 D 的对偶广义力，又称为

Helmholtz自由能密度对 D的变化率。损伤过程是不

可逆的，由 D的定义可知 D≥0，D觶≥0。鬃可以看作是
材料的热力学势，假定存在耗散势 鬃*与其对应，对各

向同性材料一般可以取[10]

鬃*= 1
2

Y 2

s0

p觶
（1-D）琢0

（3）

式中：p觶为累积塑性应变率对应力的变化率；s0为损伤

强度为材料系数；琢0是材料常数。

设

鬃*=鬃*（滓ij，Y） （4）

其中 2个内变量 滓ij和 Y 分别为 着ij和 D的对偶
变量，根据内变量的正交流动法则[9]，Lemaitre提出损

伤演化方程[11]为

D觶 = 坠鬃*

坠Y （5）

其中 Helmholtz自由能密度对 D的释放率 Y 表
示为

Y=
滓eq

2

2E（1-D）2 s t （6）

其中 3轴因子 s t表示为

s t=
2
3
（1+v）+3（1=2v）（滓H

滓eq
）2 （7）

式中：滓H为静水压力；滓eq为 Von Mises等效应力；v 为
泊松比。

联立式（3）、（5）和（6）可以得到损伤演化方程

dD
dn =

滓eq

2 s t p觶

2ES0（1-D）琢0+2 （8）

对于单轴拉伸的情况，滓eq=滓a，滓a为应力幅，所以

s t=1。

材料在受到循环载荷时，往往会发生循环硬化和

循环软化的现象。对于低循环疲劳，连续损伤力学中

将累积塑性变形看作损伤形成的主要原因，而循环软

化会随着累积塑性变形的增大而发生，并影响累积塑

性变形变化率。所以，可以把材料的循环软化看作疲

劳损伤过程[12]。稳定的循环软化过程通过通用的金属

循环应力 -应变关系来描述

着= 滓a

E +2（ 滓a

2k'
)

1
n'

（9）

式中：k'为循环强度系数；n'为循环硬化指数。式（9）

等号右半部分别为循环软化稳定时每循环的弹性变

形和塑性变形，塑性变形部分通过对应力幅求导可以

得出累积塑性变形变化率

p觶= 1
k'n'
（ 滓a

2k'
）

1
n'

-1

（10）

假设循环加载为比例加载，且每个循环过程中损

伤程度不变，可以通过对式（8）进行积分得到损伤累

积模型。由 D的定义可知，在材料无损伤时，D=0；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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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疲劳裂纹萌生时，D=1[13]。对于 GH4169合金，从

开始受载荷到稳定循环软化阶段，通常为十几至几十

个循环[12]。由于其低循环疲劳寿命很短，这个阶段可

以忽略，把低循环疲劳裂纹萌生过程近似看作稳定循

环软化过程，则可得到材料低循环裂纹萌生寿命方程

Nf=n' 1
3+琢0

2k'ES0

滓a

2 （
2k'
滓a
）

1
n'

-1

（11）

假设 茁= 1
3+琢0

，则上式可简化为

Nf=n'茁 2k'ES0

滓a

2 （
2k'
滓a
）

1
n'

-1

（12）

1.2 变幅加载下低循环疲劳裂纹萌生寿命的预测

式（12）确定的是在等幅加载下的低循环疲劳裂

纹萌生寿命。而实际工程中，材料往往在多级载荷的

作用下造成损伤。

根据式（8）可知材料损伤值为 D时对应循环数

ND=n'茁 2k'ES0

滓a

2 （
2k'
滓a
）

1
n'

-1

（1-（1-D）
1
茁
），将此式与式

（13）相除可得

D=1-（1- ND

Nf
）茁 （13）

假设材料受到 2级载荷，第 1级载荷应力幅为

滓a1加载了 N1循环，然后又在应力幅为 滓a2加载了 n2

循环直至断裂破坏。当上述 2种载荷单独加载对材料

造成相同损伤值时存在

（1- N1

Nf1
）
茁1

=（1- N2

Nf2
）
茁2

（14）

式中：N2=Nf2-n2；Nf1、Nf2 分别为 2 个载荷单独加载时

对应的低循环疲劳裂纹萌生寿命，整理得

n1

Nf1
=1- N1

Nf1
=（1- N2

Nf2
）

茁2

茁1 =（ n2

Nf2
）

茁2

茁1 （15）

假设 滓a1>滓a1，当
茁2
茁1

>1 时，n1

Nf1
< n2

Nf2
；反之，n1

Nf1
>

n2

Nf2
。这样可以根据不同材料 茁的不同，判断变幅加

载对低循环疲劳裂纹萌生寿命的影响。

2 GH4169合金低循环疲劳损伤参数确定

2.1 等幅加载条件损伤参数确定

从材料手册[8]获得 GH4169合金在 360 ℃和 650

℃下的数据，相关的材料参数见表 1。其中 E为弹性
模量，k' 为循环强度系数，n' 为循环硬化指数。

GH4169 合金在 2 种温度

下光滑试样循环疲劳试验

数据见表 2。

从表 1中可见，采用

式（12）确定低循环疲劳裂

纹萌生寿命时，还需要确定 s0和 茁。s0为材料系数，取

值通常为 0.40~0.45，本文取 s0=0.42[14]。材料的损伤累

积过程主要受加载应力幅的影响，所以可以把 茁看作
是应力幅 滓a的函数，通过表 2中的数据进行拟合并

确定 茁的表达式。GH4169合金在 2种温度下 茁的拟
合曲线如图 1、2所示。用指数函数、幂函数、多项式函

数、傅里叶函数等常用函数的 茁 值拟合结果与
GH4169合金在 2 种温度下的试验数据的 茁 值进行
对比，可得出指数函数和幂函数对 茁值的拟合结果最
优。拟合参数的计算结果见表 3。

材料参数

E/MPa

k'/MPa

n'

360℃

168000

1401

0.065

650°C

153000

1481

0.098

表 1 GH4169合金的参数

温度 /℃

360

650

总应变范围

驻着t

0.07404

0.03788

0.02314

0.01566

0.01236

0.01042

0.00936

0.00856

0.04236

0.02526

0.01754

0.01318

0.01094

0.00944

0.00850

0.00772

循环数

15

50

150

500

1500

5000

15000

50000

15

50

150

500

1500

5000

15000

50000

应力幅值 /MPa

1103

1033

974

913

860

806

759

712

985

911

848

784

730

675

629

582

表 2 2种温度下 GH4169合金光滑试样疲劳试验数据

图 1 360℃下 GH4169合金

的 茁拟合曲线
图 2 650℃下 GH4169合金

的 茁拟合曲线

90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初金阳等：基于损伤力学的 GH4169合金低循环裂纹萌生寿命预测第 2期

从图 1中可见，在 360 ℃下，GH4169合金的 3

种拟合效果比较接近，在高载荷情况下指数函数拟合

更优；在低载荷情况幂函数拟合更优。从图 2中可见，

在 650 ℃下，GH4169合金的 3种拟合效果几乎与试

验数据所计算的 茁一致。由于低载荷情况下误差对材
料寿命影响较大，并考虑到公式的简捷性，将 茁的表
达形式修改为

茁=a·滓b （16）

2.2 变幅载荷对 GH4169合金低循环裂纹萌生寿

命的影响

上文中，茁是通过等幅加载时的试验数据确定的表
达式。当 GH4169合金受 2级变幅载荷加载时，假设

滓a1>滓a2，由前文知
n1

Nf1
<

n2

Nf2
。根据式（12）、（16）得出

此时 Nf1<Nf2，则 n1<n2，裂纹

萌生寿命比等幅加载时长；

反之，滓a1<滓a2时，裂纹萌生

寿命会缩短，如图 3所示。

当材料受 2级载荷加载时，假设应力幅 滓1>滓2，对

于 GH4169则 茁1<茁2。在造成相同损伤变量 D1时，互

换载荷幅值，从图 3可见，变幅载荷由高到低的萌生

寿命小于载荷由低到高的萌生寿命；等幅加载载荷为

低载荷的萌生寿命最长，高载荷的萌生寿命最短，符

合实际情况，体现 茁的表达式的合理性。

3 GH4169合金低循环疲劳裂纹萌生寿命预测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损伤累积模型的预测精度，

选取材料手册[8]中的方锻材和直接时效的 GH4169合

金涡轮盘锻件的试验数据进行拟合，数据见表 4。由

于疲劳模型只有 2个未知参数，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

拟合，拟合参数值见表 5。分别用式（12）和材料手册

中拟合的 Manson-Coffin公式进行计算，并对比预测

结果，对比情况如图 4、5所示，拟合结果见表 6。

温度 /℃

360

650

拟合参数

a

b

c

d

相关系数

a

b

c

d

相关系数

a·exp（b·x）+

c·exp（d·x）

1.052E-5

-6.783E-3

9.82E-7

-1.826E-3

0.9983

8.346E-2

-1.099E-2

1.463E-3

-3.974E-3

1.0000

a·x^b+c

0.6712

-2.205

6.721E-9

0

0.9991

1.678E8

-4.258

5.796E-7

0

0.9999

a·x^b

0.6896

-2.205

0

0

0.9983

1.678E8

-4.258

0

0

0.9999

表 3 2种温度下 GH4169合金 茁的拟合结果

图 3 载荷次序对损伤变量

的影响

360℃

方形

650℃

涡轮盘

总应变范围

驻着t

0.0431

0.0278

0.0235

0.0186

0.0157

0.0126

0.01

0.0085

0.02971

0.02207

0.02186

0.02195

0.01706

0.01696

0.01195

0.01197

0.011

0.01101

0.01

0.01

循环数

40.5

150.5

248.5

422.5

556.5

1555.5

3614

17135

85

223

183

176

475

425

1743

1174

3290

2704

8097

4732

应力幅值

滓a /MPa

1180

1102

974

1035

973

975

827

802

895

814

824

829

791

754

701

721

664

700

651

665

表 4 2种温度下 GH4169合金试验数据

试样

方锻材（360℃）

直接实效涡轮盘锻件（650℃）

a

2.5996E-10

0.2862

b

1.5210

-1.1607

相关系数

0.9472

0.9860

表 5 GH4169合金的参数拟合结果

图 4 360℃下 GH4169合金

2种预测结果对比

图 5 650℃下 GH4169合金

2种预测结果对比

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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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4、5中，X 轴为试验寿命，Y 轴为计算得到
的预测寿命。从图中可见，采用本文方法计算得到的

GH4169合金在 2种不同温度、试样种类的情况下的

低循环裂纹萌生寿命预测结果在较大范围内与试验

数据十分贴近，基本都在 2倍分散带以内，且在高于

103循环数时比手册的结果更保守。从表 6中可见，本

文方法比材料手册 [8]应用 Manson-Coffin 公式得到的

残差平方和更小，对于方锻材试样，本文方法得出的

残差平方和仅为 Manson-Coffin公式的 1.1%；对于涡

轮盘锻件，残差平方和为 Manson-Coffin 公式的

98.59%。综上，本文方法计算精度更高，满足当前工

程的需要。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

文方法在 104循环数及其

以上范围内寿命预测的

准确性，采用前文 650 ℃

下 GH4169光滑试样的补

充数据 [15] 进行计算并与

Manson-Coffin进行公式

对比，结果见表 7。

本文方法得到残差

平方和为 1.2726E10，而采用 Manson-Coffin公式得到

的残差平方和为 1.4645E10，前者是后者的 86.9%。结

合表 7可知，在相对低载荷的情况下，本文的低循环

疲劳裂纹萌生寿命预测精度较高，误差相对更小。

4 结论

（1）基于连续损伤力学建立了低循环疲劳损伤累

积模型，并结合模型中参数与应力幅的关系和试验数

据确定了拟合效果最优的低循环裂纹萌生寿命的表

达式。

（2）预测的 GH4169合金低循环疲劳裂纹萌生寿

命结果均在 2倍分散带以内，与 Manson-Coffin公式

相比，在循环数高于 103时的预测精度更高。

（3）所建立的低循环疲劳损伤累积模型可以较好

地反映变幅加载对低循环疲劳裂纹萌生寿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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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模型

1.1487E4

1.8347E5

6.1009E5

9.8182E5

Manson-Coffin公式

1.0884E4

1.7022E5

5.6195E5

9.0040E5

试验

1E4

2E5

5E5

10E5

驻着t

0.8749E-2

0.705E-2

0.6498E-2

0.6295E-2

滓a /

MPa

640

535

495

480

循环数

表 6 低循环预测寿命拟合结果的残差平方和

试样

360℃

方锻材

650℃

涡轮盘锻件

Man-

son-Coffin

公式

1.4715E8

7.4257E5

损伤累积

模型

1.6228E6

7.3207E5

表 7 650℃下光滑试样高循

环疲劳预测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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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 6代战斗机发动机关键技术综述

梁春华，索德军，孙明霞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通过对美国政府报告、科研报告、会议论文、期刊论文、动态信息的搜集、消化与分析，针对美国第 6代战斗机，归纳其超

声速巡航与作战、超常规机动、超级隐身、超远程打击、超越物理域和信息域的实时控制等战略与战术需求，总结其对发动机的大推

力（推重比）、低油耗、超隐身、高机动、低费用等要求，并分析了其发动机可能采取的变循环、高综合性能、低信号特征、矢量喷管、热

管理等关键技术，得出了第 6代战斗机发动机大量关键技术需要深入验证，形成产品还需较长时间的结论。

关键词：第 6代战斗机；战斗机发动机；变循环；智能；隐身；矢量喷管；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2.018

A Review on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the Sixth Generation Fighter Engines in the US
LIANG Chun-hua袁SUO De-jun袁SUN Ming-xia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 China冤
Abstract: The strategies and tactics requirements of supersonic cruising and combat, super-maneuver, super-stealth, super long-range

strike, real-time control of transcending physics and information region were concluded on basis of collecting, assimilating and analyzing U.S.
government report, scientific research report, conference paper, journal paper and new information for the U.S sixth generation fight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ixth generation fighter develop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fighter engine from high thrust (thrust weight ratio)袁 low
specific fuel consumption, super-stealth, high maneuver and low life cycle cost were summarized. The variable cycle, high performance, high
stealth袁thrust vectoring nozzle and heat management we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 that a great deal of key technologies from the
sixth generation fighter engine are required to be demonstrated deeply and that coming into being may take long time.

Key words: the sixth generation fighter; fighter engine; variable cycle; intelligence; stealth曰thrust vectoring nozzle;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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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美国配装 F119-PW-100发动机的第 5代重型战

斗 机 F-22 于 2002 年 投 入 部 队 使 用 ， 配 装

F135-PW-100发动机的第 5代轻型战斗机 F-35 进

入小批量生产，标志着第 5代战斗机及其发动机的研

制已经基本完成。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利用 X验证飞行器开发、验

证新的飞机方案，以及利用综合高性能涡轮发动机技

术（IHPTET）和通用的经济可承受的先进涡轮发动机

（VAATE）等技术研究计划开发和验证新技术，开始

论证和筹划下 1代（第 6代）战斗机及其发动机方案，

以使武器系统更高效、更机动、更致命和更经济，进而

持续保持空中优势和响应军方日益提高的要求。综合

美国国家级政府文件（《美国空军 2020年愿景》、《美

国航空航天倡议》、《美国国防部空间科学与技术战

略》）描述和国防领域专家研究结论，基本可以明确：

对未来武器装备的宏观需求是全球到达、快速打击、

持久攻击、持久且快速反应的情报 / 监视 / 侦察

（ISR）、多任务机动、灵活的保障等；对第 6代战斗机

的基本要求可能为可选有人与无人驾驶和具备超声

速巡航与作战、超常规机动、超级隐身、超远程打击、

超越物理域和信息域的实时控制等能力；对其发动机

的基本要求可能为超大推力与推重比、超低油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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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隐身、超机动、长耐久（寿命）、超低费用。因而，美国

的第 6代战斗机发动机可能的结果是：以高效高耐久

核心机为基础，实现大推力与高推重比；以低压自适

应部件和智能控制，实现多任务适应性与低油耗；以

高隐身结构的进口和喷管与超级隐身材料，实现超级

隐身；以增加矢量控制技术，实现更高机动性；借鉴预

研与型号经验，实现长耐久和超低费用。

1 突出发展核心机技术，适应超距离和超时

限打击要求

作为战斗机发动机最重要的技术指标，推力和耗

油率直接影响着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加速性、爬升率、

持续转向力、最大平飞速度等核心性能。由于必须在

性能、质量、可靠性、耐久性、成本等要求下综合平衡，

加之采用相对复杂的变循环发动机结构，在原理方面

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航空涡轮发动机推力和耗油

率等关键性能指标虽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但空间已经

不大。按自适应发动机技术验证计划的目标，与第 5

代战斗机发动机相比，第 6代战斗机发动机的推力可

能增大 10％，耗油率可能降低 25％左右，亚声速战斗

机航程延长 30％，待机时间延长 70％；超声速战斗机

航程延长 40％，待机时间延长 80％。

这些指标的提升需要提高涡轮进口温度（达到

2200～2400 K）和总增压比（达到 30以上）等发动机

热力循环参数；需要缩小核心机，减小风扇直径；增大

单位推力和使核心机的单位功率生成能力最大。而增

大单位推力会对单位耗油率造成不利影响，通过以下

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在提高级负荷的同时，提高部件

效率；采用变循环部件；减少冷却空气消耗量；采用先

进的热管理方案；采用低损失的加力燃烧室和燃料喷

射系统。

为了获得所需的高部件效率，将采用以下新设计：

（1）采用更加先进的 3D稳态和非稳态气动设计；（2）采

用主动压气机喘振控制，在不牺牲气动特性的前提下

改善可操作性；（3）采用与主动间隙控制相结合的部件

热力学优化设计，使间隙最小和补偿性能衰减。

为了提高热力机械负荷，将引入以下新颖结构：

（1）风扇和高压压气机整体叶环；（2）采用包括预冷冷

却方案在内的新高压涡轮冷却方案；（3）采用新的短

长度的加力燃烧室方案；（4）采用功率最佳化的附件

结构，包括电驱动的泵和作动器、完全一体化的电子

起动机 /发电机、磁力轴承方案，将能在降低燃料消

耗和减轻质量的同时提高可靠性和可维护性，进而降

低寿命期费用。

为了提高热力机械负荷，将引入以下先进材料：

（1）采用耐 704 ℃以上的压气机轮盘材料，打破最大

压缩比为 50的限制值；（2）采用先进的钴基合金、陶

瓷、陶瓷基复合材料或更好的热障涂层技术，消除对

热端部件温度的限制；（3）采用先进的隐身材料与方

法，提高隐身能力；（4）采用轻质和多功能材料，大大

减轻发动机质量。

2 突出发展变循环技术，适应超远程作战要求

美国空军要求第 6代战斗机在具备高速持续和

冲刺飞行能力的同时，还具备远程和长航时能力，即

要求发动机具备高低速都能飞、高低速都省油，并且

具有极高的经济可承受性。受部件和系统技术的限

制，常规循环可能难以满足未来扩大的使用范围、多

种任务等需求，因而需要在高、低速等各种飞行和工

作状态下都具有良好性能的变循环发动机。采用变循

环技术，当战斗机亚声速巡航时采用涡扇工作模式，

超声速巡航时则采用涡喷工作模式，从而使发动机的

工作范围拓宽、不同飞行状态下工作效率提高，使第

6代战斗机既能亚声速巡航飞行，又能进行 Ma=3～6

不开加力超声速巡航飞行。目前，美国预研的典型第

6代战斗机发动机包括以 GE公司的自适应循环发动

机和 PW公司的 PW9000发动机。

GE公司的变循环发动机采用了“3流道”技术，

即在传统涡扇发动机的核心机流道和外涵道流道的

基础上增加由自适应风扇产生的第 3个外流道，如图

1 所示。它在 COPE 布局

上又增加了 1 个“Flade

（fan-on-blade接在转子叶

片上的风扇）”级，即在发

动机外围又增设第 3个外

流道。第 3外流道被关闭，可增大起飞和超声速阶段

的推力；被打开，能降低巡航和留空时的耗油率。这种

设计能保证发动机在低速和高速巡航时都保持较高

的效率。第 3外流道相对凉爽的空气可用于冷却热端

部件，减少红外特征信号；被注入核心机或加力燃烧

室，可以增大推力。此外，增加第 3流道可极大改进发

动机的热管理及进气道压力恢复能力，减小发动机内

图 1 GE公司“3流道”

涡扇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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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流阻力，提高气动效率，从而减小安装阻力，增大

发动机的功率，还可以为战斗机提供额外的冷却空

气。这不仅为未来军民用飞机带来航时、航程、速度和

隐身等方面的巨大收益，同时可以满足传感器、武器

和通信设备对发动机功率提取的更高要求。美国空军

研究实验室（AFRL）预计，自适应发动机的燃油效率

将比 F135发动机的提高 25％，可以使飞机的作战半

径增加 25％～30％，续航时间延长 30％～40％。其关

键技术包括：单独可变流量和压比的辅助风扇；高温

多转子机械系统；高剩余功率、流量和压比可变的核

心机；可在大流量范围工作的高效涡轮；综合的热管

理技术；进 /排气综合改进技术。

PW 公司的 PW9000

发动机是以 F135 和“静

洁动力”PW1000 发动机

为基础，采用变循环发动

机和自适应风扇技术，如

图 2所示。

3 突出发展低信号特征技术，适应超隐身要求

美国政府多年来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将发展隐身技术当成国家“竞争战略”的基本要素

加以实施，把作战飞机达到高度隐身视为发明喷气式

发动机一样的重大飞跃。在发展 F/A-22隐身战斗机

之前，美国已经研制并使用了 F-117隐身攻击机和

B-2隐身轰炸机。美国军方认为：随着各种反隐身技

术的发展，依靠外形设计和传统隐身材料实现低可观

测性的第 5代战斗机在未来战场上面临着极大的威

胁，现役隐身作战飞机（如 F-22战斗机和 B-2 轰炸

机）的技术优势最多只能维持到 2020年左右。为此，

第 6代战斗机在隐身方面的要求将会比第 5代战斗

机更为严格，需要扩大隐身频段，如增加可见光、红

外、雷达波的隐身频段，最终实现全向全频段隐身，从

而使任何探测设备无法探测。

隐身技术实际很复杂，仅战斗机的雷达波隐身设

计就涉及了众多的关键技术或相关技术，其中包括为

飞机和发动机的大型承载结构发展先进复合材料和

制造工艺、先进的雷达吸波材料（RAM）和应用工艺、

雷达散射截面（RCS）精确测量技术、采用先进电传操

纵系统（计算机控制的电子飞行控制系统）为气动不

稳定的小 RCS飞机提供增稳控制、研制发射信号不

易被敌方捕获的低截获概率火控雷达和无源探测装

置等。作为战斗机信号特征贡献大户的发动机，也必

须在进气道、加力燃烧室、排气喷管、机体与发动机一

体化方面依靠新的隐身机理，寻求新的隐身途径，实

现更宽频段的雷达隐身、红外隐身和目视隐身。除继

续改进和发展 S形进气道、双斜面外压式楔形进气

道、进气道唇口平面对直设计、进气道格栅、机体遮

挡、吸波材料、吸波结构、倾斜设计、锯齿形设计、2元

喷管、冷却设计、与机身结构一体化设计等先进隐身

技术外，还必须开发与验证更先进的新 1代隐身技

术。这些技术可能包括：有可能实现宽频隐身和多光

谱隐身的纳米材料和综合飞行器能量管理技术；能够

对雷达波、红外和光波都有效的隐身涂料，包括可同

时应付多种频谱的多层或多功能隐身涂料和新型的

导电涂层、放射性同位素涂层等；雷达和红外等离子

体隐身技术。

4 突出发展推力矢量技术，适应超机动要求

为满足战争需要，美国军方要求第 6代战斗机不

仅要具有高空高速性能，而且要具有机动、敏捷和隐

身等方面的性能。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发布的

第 6代战斗机概念图都采用了无尾或 V 型尾结构，

可以满足作战战斗机常规机动性、过失速机动性、敏

捷性、短距起落、超声速巡航、隐身等性能需求的推力

矢量无疑成为提高战斗机机动能力的重要支撑。

美国虽然已经初步验证了轴对称推力矢量喷管

（AVEN）、俯仰 /偏航平衡梁喷管、2元俯仰推力矢

量喷管、球形收敛调节片推力矢量喷管（SCFN）和全

方位轴对称推力矢量喷管等机械调节式推力矢量

喷管，但高度复杂的作动部件导致其成本和质量的

增加（据统计，高度复杂的先进推力矢量喷管占整

个推进系统质量和成本的 25％～30％），可能不是

最佳选择。

流体推力矢量喷管需要极少的活动部件，具有质

量轻、结构简单、隐身特性好、响应快、易于冷却和无

封严问题等优点，可以使喷管的成本大大降低，可靠

性与可维修性提高和使用寿命延长，可能是更好的选

择。而在处于开发与验证中的激波、反流和喉部偏移

等几种流体推力矢量喷管中，流体喉道偏斜矢量方案

兼顾了其他几种推力矢量方案的优点，不但可以进行

最佳气流面积控制和推力矢量，而且推力损失较小、

图 2 PW9000发动机

95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2卷

推力矢量效率较高，应该是优先选择方案。

5 突出发展热管理技术，适应高温轻质要求

战斗机热载荷的不断增加需要采用更加有效的

冷却方法，战斗机隐身要求必须减少外开口盖和热排

放，尽量减少使用冲压空气，使用具有质量轻、体积

小、温度稳定等优点的燃油作为冷源，F-22战斗机抛

弃了许多现役战斗机所采用的接口温度控制方案，采

用了以燃油为热沉的综合环境控制 /热管理系统。该

系统充分利用了燃油的散热能力，不但把机体的燃油

热管理系统与发动机的燃油热管理系统综合在一起，

而且把环境控制系统的热负荷也纳入燃油冷却对象，

促进了机载机电系统的综合化。

第 6代战斗机及其发动机对热管理系统的要求

更高，要求采用更低温度冷却介质（空气、燃油、氢和

水等）的预冷冷却先进热管理技术。现役战斗机发动

机涡轮进口温度基本处于 1600～1950 K，考虑到燃

烧室的不均匀性，涡轮内局部温度会高达 2000 K以

上，第 6代战斗机发动机的涡轮内局部温度还将有所

提高。考虑到材料耐温水平以 5 K/a的速度发展，还

需要新型高效冷却技术。预冷冷却采用少量的冷却空

气能够达到极好的冷却效果，从而使发动机的总效率

提高、单位推力增大，允许通过提高涡轮进口温度来

改善发动机的性能（推重比），或在同样的温度下延长

发动机部件的寿命，并且能够降低燃烧室的排放及对

先进材料的需要；如果将预冷空气用于冷却喷管，可

以降低喷管表面温度，改善发动机隐身性，进而提高

战斗机生存性。为了进一步提高燃油的散热能力和热

稳定性，美国空军已经研制出了 1种改善 JP8燃油热

稳定性的添加剂，把它添加到 JP8燃油中可以使燃油

温度在升高 56℃时仍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使散热

能力提高 50％，这为燃油系统采用综合控制布局创

造了条件。但是，采用预冷冷却需要增加换热器，以将

冷却空气的热量交换给燃油，使发动机的复杂性增

加、部件数增多、质量增大、易损性加大，使战斗机燃

油的热负荷增加，进而增加发动机研制、生产、使用和

保障等费用。另外，经过加温的气 /液二相燃料对燃

烧室的燃烧与排放等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因而需要

开发轻质、低阻、高紧凑度、高效的空气－空气冷却器

和空气－燃油冷却器的结构、传热、安全防护、制造、

试验验证等技术等。

6 突出发展飞机 /发动机一体化技术，适应

提高性能的要求

发动机进气道、喷管、控制系统等对飞机推力的

贡献随飞行速度的改变变化很大。对于高空高速战斗

机，在亚声速飞行时，发动机本身产生的推力约占总

推力的 73％；在高速飞行时，发动机本身只提供 17％

的推力，进气与排气系统提供 83％的推力。因此，在

发动机设计时，必须考虑飞机与发动机之间的协调和

相互影响，进行进气道 /前机体、喷管 /后机体、飞机

控制 /发动机控制的一体化设计，以便获得最佳的飞

机 /推进系统组合。

进气道的来流处于前机身的流场中，故进气道与

机身一体化设计的核心任务是合理地安排进气道与

机身的相对位置，细致地设计前机身的流场，使进气

道与前机身均具有优良的气动性能。高性能低可观测

性的进气系统的设计应考虑以下因素：良好的无机翼

屏蔽的大迎角性能，满足高的总压恢复和低出口流场

畸变要求；高效的低空条件下附面层吸除系统，在非

低空条件下吸除量可增大；用于高速飞行时的机外旁

路系统；在小到负迎角下能承受前体涡的卷入；发动

机风扇 /压气机旋转金属面不外露，满足低可观测性

要求。

喷管 /后机体一体化设计的目的是降低阻力，并

获得对飞机后部绕流的有利干扰。对现代高速战斗

机，要求其在亚声速和超声速下均有良好的飞行性

能，因此，不仅应采用可变几何截面的进气道，也应采

用可变几何截面的喷管。

此外，为了满足第 6代战斗机发动机的要求，还

需大力开发与验证流体控制、高效大功率能源提取、

新型燃料等技术。

7 结束语

美国国防部、空军、海军等已经开始筹划第 6代

战斗机及其发动机的需求论证和方案研究。按照战斗

机及其发动机发展规律，希望在 2030年以后研制出

能够装备使用的第 6代战斗机。但是，根据美国战斗

机发动机的研制基础、近期预先研究的进展，及受变

循环、低信号特征、矢量喷管、智能控制、先进材料、先

进热管理等关键技术的成熟度还不够高的影响，预计

进入型号研发的时间不会太快，投入使用时间可能最

早为 2035年。目前，中国应该结合已经开展的技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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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加强分析与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成功经验，沿

着部件－验证机－工程研制的道路，加快先进战斗机

发动机的发展步伐，早日实现先进航空动力的跨越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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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TE和 ITEP计划下的涡轴发动机分阶段研发综述

肖 蔓
（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株洲 412002）

摘要：为了探索新型航空发动机研制规律，通过收集整理美国 AATE和 ITEP两项计划中的 2237 kW 涡轴发动机 GE3000和

HPW3000研发的一些公开信息，结合美国国防科技的分类分阶段管理，再现了美国新型发动机阶段化研发的全貌。指出美国国防科

研的分类管理体现了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均衡发展的科技创新理念，国防武器装备研发的分阶段全寿命周期管理反映了基于技术

成熟度对复杂系统研发有效的风险管控理念，实力相当的竞争在帮助军方获得最优装备的同时，也促使参与竞标的公司不断提升

自身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推动了持续的技术创新。

关键词：AATE; ITEP; GE3000; HPW3000；涡轴发动机；研发；科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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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 Turboshaft Engine Based on AATE and ITEP Program
XIAO Man

渊AVIC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袁Zhuzhou 412002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strategy and roadmap of new aeroengine袁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andidate 2237 kW turboshaft engines渊GE3000 and HPW3000冤 under AATE and ITEP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according to American
Defense Acquisition Policy .The overlook of American new aeroengine R&D was presented. It was shown that classification management of
America defense R&D embodied an innovation methodology of balancing development for original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innovation,
and life cycle management of defense weapon R&D reflected the risk control ideas for the complicated system R&D based on technology
maturity. Comparative competition helped the army to get good equipment, urged the competing companies to improve their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level, and drived continuous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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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美国 GE公司和先进涡轮发动机公司（ATEC，霍

尼韦尔和普惠的合资公司）目前正在通过先进经济可

承受涡轮发动机（AATE）计划和改进涡轮发动机

（ITEP）计划竞争研制新型 2237kW涡轴发动机，以替

换 UH-60“黑鹰”和 AH-64“阿帕奇”直升机配装的现

役 T700涡轴发动机。

本文通过收集整理美国正在竞标研发的候选涡

轴发动机 GE3000和 HPW3000的一些公开发表的信

息，结合美国国防科技的分类分阶段科研管理，力图

显性化描述新型发动机阶段化研发的全貌，以有助于

认识航空发动机研发规律。

1 AATE和 ITEP计划

1.1 AATE 计划与 2237kW涡轴发动机

美军“黑鹰”和“阿帕奇”直升机在伊拉克和阿富

汗战争中显示出作战能力的不足，但其配装的 T700

发动机继续提升性能的潜力有限，需要研制全新的动

力系统。因此，美国航空应用技术理事会于 2007年启

动了先进经济可承受涡轮发动机（AATE）计划，该计

划为通用经济可承受先进涡轮发动机（VAATE）计划

的一部分，其目标是研发 1型尺寸与 T700发动机相

同，质量为 204 kg的 2237kW 发动机，在保持 T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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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质量和良好的可靠性、可维护性、耐久性与可

生产性的基础上将油耗降低 25%、功率提高 50%（达

到 2237 kW级别）、功重比提高 65%、寿命延长 20%

以及成本降低 35%[1-4]。

AATE计划属于技术基础计划，旨在验证技术是

否成熟以及原始设备制造商（OEMs）是否能设计 1款

无论是在尺寸、质量和体积方面都能够达到要求的

2237kW发动机，确保以较低的技术风险进入后续

ITEP计划。AATE计划包括 2个演示验证发动机项

目：ATEC的 HPW3000和 GE公司的 GE3000。GE和

ATEC公司必须在科学和技术（S&T）阶段为未来的

ITEP发动机进行 AATE技术验证，美国陆军航空应

用技术理事会完成了对以上 2种验证发动机的初步

设计、详细设计和关键技术评审，经过 5年的设计和

研究，GE和 ATEC公司已经验证了 2台发动机，成功

完成耐久性和性能试验。AATE计划中每台验证机合

同经费为 1.09亿美元。

AATE计划是为装备采办研制项目提供先进技

术储备的预研性质项目，为取得较好的燃油效率和更

大的功重比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其实施是为了降

低研发技术风险，为顺利进入 ITEP计划铺平道路。在

AATE计划结束后，验证发动机还不能提供使用，必须

进入 ITEP计划下的技术开发以及工程和制造阶段。

在 AATE 计划下，HPW3000 和 GE3000 发动机

的技术研究情况如下。

（1）HPW3000发动机

ATEC在 2008年 5月收到美国陆军科学与技术

阶段的合同。HPW3000为 2轴发动机结构，可在有 /

无辅助动力装置（APU）下起动，2011 年中期，

HPW3000发动机进行了核心机（仅高压系统）试验，

2012 年 1 月，完成了燃气发生器（高、低压系统）试

验。HPW3000发动机进行了首台发动机持久试验，第

2台发动机进行了性能试验和吞沙试验。在发动机性

能试验过程中收集了每台发动机部件数据，如发动机

对高压和高温的响应，同时，也测试了功率和燃油效

率以保证发动机满足该计划的目标；在吞沙试验中，

利用 1台投沙试验设备将沙投入发动机中，测试发动

机的吞沙容忍能力，吞沙试验并不是科学和技术

（S&T）阶段的典型试验，但通过试验可以很好地验证

发动机的吞沙性能以降低进入 ITEP计划的风险。

（2）GE3000发动机

GE公司选择了 5个 AATE部件进行技术验证，

如涡轮、陶瓷基复合材料、机械系统、紧凑型高功率燃

烧室和压气机。完成了第 2台 GE3000发动机的性能

评估、持久性和吞沙等试验。

1.2 ITEP计划与 2237 kW涡轴发动机型号研制

ITEP计划即美国陆军的改进涡轮发动机计划，

承接 AATE计划，是美国陆军航空 NO.1现代化计划，

目标是把预先研究的先进技术用于型号研制阶段，研

制和取证 1 型先进的 2237 kW 涡轴发动机，替代

UH-60“黑鹰”和 AH-64“阿帕奇”直升机配装的现役

T700-701D涡轴发动机，在未来 30年或更久的时间

内保持这些现役直升机的作战能力。与现役基准发动

机相比，功率提高 50%，功重比提高 65%、油耗降低

25%，生产和维护成本降低 20%~35%，这些目标与

AATE 计划的一致。此外，ITEP发动机要求能在 35

℃候条件下提高直升机飞行高度至 1829 m以满足美

国陆军的航程和载人能力提高 1倍的新要求，为美国

陆军未来旋翼机发动机的工程发展奠定验证技术基

础。ITEP发动机服役时应最小程度地修改 UH-60和

AH-64的机体，与“黑鹰”和“阿帕奇”直升机的适配

性强。此外，研制的 ITEP发动机与以往的涡轴发动机

不同，还应具有 FAA适航取证的能力。

美国陆军于 2015年 9月发布 ITEP发动机初步

设计评审的竞争性技术开发邀标书，要求发动机生产

商提供设计方案、技术数据和设计图纸，以评审竞争

型发动机通过整机试验和与飞机集成的飞行试验的

技术研发阶段之后是否能进入到工程和制造发展

（EMD）阶段，只有当研制的发动机达到里程碑 C 决

策点之后才可以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美国陆军项目

邀标书中要求 2家竞争公司安装和验证各自发动机

的性能、安装的便捷性以及与飞机集成性。尽管通过

竞争手段来支持多个候选机型的研发费用很高，但美

国陆军新闻局仍要求保持 2家发动机公司参与竞争

直至进入 EMD，这样有助于提升各公司研发能力、降

低美国陆军的研发成本和管控风险，最终研制出更好

的产品。预计在 2017年选出惟一的 ITEP发动机生产

商，2024年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2026年开始大批量

生产。

GE和 ATEC2家公司正在竞争 ITEP发动机的合

同，GE 公司的 GE3000 发动机和 ATEC 联合公司的

HPW3000发动机是 ITEP发动机的 2种候选机型[5-7]。

在 ITEP计划下，HPW3000和 GE3000发动机的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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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下。

（1）HPW3000发动机

HPW3000为 2轴发动机，要求低功率起动以及

降低整机安装费用。该发动机允许使用电池起动，陆

军也可选择无辅助动力装置（APU）起动。对

HPW3000发动机进行了初始试验，燃油效率提高了

25%。2013年完成首台整机上的 30 h简化耐久性试

验和第 2台整机上的性能和吞沙试验，以进一步验证

发动机硬件；2014年完成第 2 台发动机调试；截止

2015年 3月，2台技术验证机完成性能演示、持久性

调试和吞沙试验[12-13]。

（2）GE3000发动机

GE3000发动机为新型基准型发动机，在 ITEP计

划下，将采用多项先进技术，如高温陶瓷基复合材料

（CMC），增材制造零部件以及先进的 3D气动设计，

而且也能有 /无 APU起动以满足美国陆军未来直升

机执行任务的卓越性能要求，同时，GE公司致力于在

吸取 T700 数百万小时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将

GE3000 发动机性能相比 T700 发动机的大幅提升。

GE公司每年花费约 10亿美元研发革命性的新技术，

GE3000发动机正是得益于此。GE3000发动机进行了

初始试验以验证采用新材料后在没有增加质量的情

况下强度得到提高，2013年完成了整机试验，这些试

验的成功验证了 GE3000发动机技术的先进性[8-11]。

（3）竞争态势

尽管 GE 和 ATEC 公司在正在研制全新的

2237kW涡轴发动机过程中，预算经费面临挑战，但

美国陆军和国会仍会给予 ITEP项目很大支持，按计

划为 AH-64“阿帕奇”和 UH-60“黑鹰”换发。

目前，美国陆军 ITEP计划正在单轴和双轴结构

之间开展竞争[14]。GE公司认为单轴是最佳方案，其结

构更加简单、质量更轻，且技术更加成熟，虽然在双轴

结构中，发动机压缩部分的某些转动件转速可以更快

或更慢以获得最佳性能效率，但如果要保持原 T700

发动机的安装尺寸不变，在如此“狭小”的小型涡轮发

动机上采用双轴结构并不可取。而 ATEC公司认为考

虑到配装对象和所需性能，应研发双轴燃气发生器；

ATEC公司在过去数十年研制了很多配装固定翼飞

机的双轴发动机产品，具有丰富的研发经验。

美国陆军同时授予 GE和 ATEC2家公司初步设

计合同。在后续研发中，2家公司 2种结构布局的竞

争将会更加激烈，但不管最终结果如何，2家公司的

发动机技术水平因这种良性的竞争会再上 1个台阶。

2 新型发动机分阶段研发管理分析

2.1 美国国防科技的分类分阶段管理

航空发动机的研究和发展是指从技术的概念形

成开始，到将采用这些技术的发动机符合其型号规范

要求这一过程中的全部技术活动。航空发动机研发是

1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研究和发展的分类管理和

系统寿命周期的分阶段管理[15]。

国防科研按美国财政管理规定分为 7类，即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先期技术开发、先期部件开发与技术

样机、系统开发与验证、科研管理保障和作战系统开

发[16]，分类的相关说明见表 1。

针对预研项目风险大和项目创新性强的特点，美

军也在寻求管理模式的创新。2009年，美国《武器系

统采办改革法》规定在项目进入型号工程研制阶段之

前，应保持 2家或 2家以上的承包商进行样机研制与

演示验证，通过样机的竞争以提高技术成熟度[17]。同

科
学
和
技
术
类

武
器
装
备
研
发
类

分类

基础研究(6.1)

应用研究(6.2)

先期技术开发(6.3)

先期部件开发与技术样机(6.4)

系统开发与验证(6.5)

作战系统开发(6.7)

描述

在无具体应用对象情况下

尽可能掌握事物现象的科学

研究。前瞻性、高回报研究。

通过知识延伸和应用弄清

各种方法以满足具体应用对

象的需求。有用材料、设备、系

统或方法的研究。

在现场试验和 /或模拟环境

下将子系统和部件应用到技

术样机的集成和开发。

在真实作战环境下对集成

技术或技术样机的评估。从实

验室到作战运用的技术转移。

为实际产品做准备的成熟

系统开发。在计划下的作战系

统水平级（包括现场防火试

验）或接近该水平级的情况下

验证技术样机性能。

在短时间内对已经过真实

环境验证或已获批批量生产

的作战系统进行升级。

表 1 美国国防科研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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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美军强化技术成熟度的审查评估，配备专门部门

负责关键技术成熟度和集成风险管理。美军对国防科

研的分类分阶段管理，反映了美国对复杂系统研发风

险管控的理念，如图 1所示。

一旦“武器装备开发决策”确认后，新型航空发动

机的型号研制工作将按系统全寿命周期分阶段研发

管理[18-19]，如图 2所示。

从上述分类分阶段管理介绍可知，美国在航空发

动机的研发方面有 1套完整的科研管理体系，通过预

先研究先取得技术突破，经装备开发决策确认后，再

按武器装备全寿命周期管理推出满足作战需求的新

型装备，以维持美军长期以来的作战能力优势。

2.2 新型涡轴发动机的分阶段研发分析

AATE / ITEP计划作为美国国防科研项目，必须

按国防条例和指令进行研发管理。由于目前公开发表

的有关 GE3000和 HPW3000涡轴发动机研发信息有

限，无法直接看到这 2个项目研发情况的全貌，但通

过对公开发表信息的梳理，结合上述国防科研分阶段

管理规定，可以分析出该项目分阶段研发的情况。

关于 T700换代的 GE3000 和 HPW3000 涡轴发

动机分类研发对照见表 2，其进展对照见表 3并如图

3所示。

3 结束语

通过对 AATE和 ITEP计划下 T700发动机换代

候选发动机 GE3000和 HPW3000 研发过程的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图 1 国防科研活动与技术成熟度（TRL）的关系

图 2 武器装备分阶段研发

美国国防部研发分类

6.1基础研究

6.2应用发展

6.3先期技术开发（不针对

特定系统）

6.4先期部件开发与技术

样机（针对特定系统）

6.5系统开发与验证（针对

特定系统）

6.7作战系统开发

GE3000和 HPW3000研发情况

AATE计划与发动机技术研究：

AATE计划目标是在保持 T700发动机

质量的基础上油耗降低 25%、功率提高

50%、寿命延长 20%、功重比提高 65%以

及成本降低 35%。AATE计划包括２个

演示验证发动机项目：ATEC 公司的

HPW3000和 GE公司的 GE3000。

ITEP计划与发动机研制：

与现役发动机相比，功率提高 50%，油

耗降低 25%，与“黑鹰”和“阿帕奇”的适

配性强，生产和维护成本降低 20%～

35%，生产和维护成本降低 20%～35%。

此外，满足美国陆军的航程和载人能力

提高 1倍的新要求。GE公司的 GE3000

和 ATEC 联合公司的 HPW3000 是美国

陆军改进涡轮发动机项目（ITEP）的两种

候选机型。

ITEP计划与发动机研制：

ITEP发动机服役时应最小程度地修改

UH-60和 AH-64的机体。陆军将只选出

1型发动机进入工程与制造阶段（EMD），

进行研制、地面试验和飞行试验，另 1型

发动机则被淘汰。

表 2 GE3000和 HPW3000发动机分类研发对照

寿命周期管理

装备解决方案

分析阶段

技术开发阶段

工程与制造

开发阶段

生产与部署阶段

使用与保障阶段

里程碑目标

A

B

C

初始作战能力

全面作战能力

GE3000和 HPW3000项目进展

2012年 10月，通过装备开发决策，

标志型号研制工作正式开始；2012年

11月，进入装备方案分析阶段；2013

年 12月，达到阶段性目标A。

2014年 6月，发布邀标书（RFP），

使 HPW3000 和 GE3000 进入竞争

性的技术开发阶段；2015年 9月，发

布 ITEP发动机初步设计评审的竞

争性技术开发邀标书，2 型发动机

将进行初步设计评审（PDR），并达

到阶段性目标(里程碑)B。

预计 2017 年初发布工程与制造

开发邀标书，2018年陆军将只选出

1型 ITEP发动机进行研制、地面试

验和飞行试验，另 1型发动机则被

淘汰，进入工程与制造阶段（EMD）；

预计 2024年进入小批量生产阶段，

2026年进入大批量生产阶段。

预计 2023年交付使用；预计 2034

年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待更新

表 3 GE3000和 HPW3000发动机分阶段研发进展对照

6.1基础研究

6.2应用发展
6.3先期技术开发
（不针对型号）

6.4先期部件开发
与技术样机
（针对型号）6.5系统开发

与验证 6.7作战系
统开发

TRL1 TRL2 TRL3 TRL4 TRL5 TRL6 TRL7 TRL8 TRL9

装备方案分析 技术开发 工程与制
造开发

生产与
部署

使用与
保障

A B C IOC FOC

装备开
发决策

能力开发
文件确认

CDD
Validation

Development
RFP Release

技术开发
标书发布 初始小批

生产
B C

Full-Rate
Production

全速生产

使用与保障生产与部署工程与制造开发技术开发装备解决
方案分析

ASR SRR SFR PDR CDRTRR PRRSVR/
FCA AOTROTRR

PCA ISR

LRIP

技术评
审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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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防科研的分类管理体现了美国科技创新理

念，科学和技术类侧重突出技术先进性的原始创新，

武器装备研发类侧重突出产品竞争力的集成创新。

（2）国防武器装备研发的分阶段全寿命周期管理

反映了美国基于技术成熟度对复杂系统研发有效的

风险管控理念。

（3）科学合理且有针对性的预先研究和型号研制

计划，如 AATE计划和 ITEP计划，是促成新型发动机

研发各阶段顺利过渡的关键。

（4）AATE和 ITEP计划遵循美国国防部分类、分

阶段的科研管理规定和条例，在美国陆军采购策略的

指引下，在 2种不同技术特征和结构布局的候选发动

机机型 GE3000和 HPW3000发动机之间展开良性竞

争，通过全面评估将最终选择 1型发动机进入工程和

制造阶段。这种竞争促使参与竞标的公司尽尽最大努

力去实现发动机技术和成本的优化，以满足美国陆军

对新型发动机的严酷要求，同时驱动其不断提升技术

和管理水平，保持持续的技术创新动力。

（5）即使对于美国这样的航空发动机强国，全新

升级换代航空发动机的研发也并非一蹴而就，必须严

格按分类分阶段一步一个脚印逐步推进，才能最终获

得研发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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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GE3000和 HPW3000发动机分阶段研发进展

装备方
案分析 技术开发

装备开发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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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制造开发

A B C IOC FOC

生产与部署 使用与保障

初步设计评估
关键设计评估 全速批产

决策评审

作战需求与研究
与发展目标

技术基础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联合能力技术演示
·先期技术演示
·实验室 /现场演示
·作战试验

ITEP计划

产品开发

技术研究
技术成果
转化决策

AATE计划监督小组
监督小组

先期技术
演示

（1）进展见表 3 里程碑 A

（2）进展见表 3 里程碑 B

（3）进展见表 3里程碑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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