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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响应面法的齿轮容差设计方法研究

王桂华 1，井海龙 2，史妍妍 1，陈云霞 2

（1.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随着附件传动系统不断向高速、重载方向发展，齿面接触可靠性问题越来越受关注。为提高齿轮可靠性，分析了齿轮传

动系统常见误差类型及影响，开展了齿轮容差设计初步探讨。根据齿轮制造、加工及系统动态误差的产生原理和作用方式，基于齿

轮接触应力仿真结果，确定了影响齿轮接触应力随机性的 5种主要误差形式及其特征量分布规律，提出了基于响应面法的齿轮容

差设计方法，给出了齿轮系统公差设计的改进方向：在进行齿轮公差设计时，重点控制 H、V方向的轴向平行度公差。

关键词：齿轮；容差设计；可靠性；接触应力；随机性；响应面；传动系统；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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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of Tolerance Design for Gears Based on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WANG Gui-hua1袁 JING Hai-long2袁 SHI Yan-yan1袁 CHEN Yun-xia2

渊1. 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0015曰 2. School of Reliability
and Systems Engineering袁 Beihang University袁 Beijing 100191冤

Abstract: With the accessory driving system takes the way towards the high speed and heavy load, the contact reliability of aviation
gears make more sens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the common error types and effects of gear driving system were analyzed, and the
study of tolerance design was proposed. According to gear processing and manufacturing, the principle and action-mode of the systematic
dynamic error, five main error type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andom error of the contact stress of the gear were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the simulation results. Moreover, a method of gear tolerance design based on response surface was proposed and the improvement
direction of tolerance design of gear system was given: the tolerance for the direction of H and V should be mainly controlled during the
tolerance design.

Key words: gear曰tolerance design曰reliability曰contact stress曰randomness曰response surface曰driving system; sensitivit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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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航空发动机推重比不断提高，附件传动系统

逐渐向高速、重载方向发展，越发严苛的工作条件也

对传动齿轮提出了更高的可靠性要求[1]。在航空发动

机维修过程中发现，80%以上的齿轮失效是齿面接触

疲劳造成的[2]。因此，研究齿轮的齿面接触应力可靠

性，对提高附件传动系统及发动机整体工作的可靠性

意义重大。

齿轮的工作可靠性受到多种随机因素的综合作

用，其中制造、加工及系统动态误差的存在是随机性

产生的主要原因。文献[3]针对不同轴线平行度偏差对

某附件机匣传动系统轴系结构的影响进行对比仿真

分析；文献[4]建立了带有安装与制造误差的齿轮参数

化模型，并对其进行动态仿真，得到齿轮在安装与制

造误差影响下的动态接触应力；文献[5]针对斜齿轮进

行建模及仿真，分析了齿轮在齿侧间隙误差和轴平行

度误差下力学性能的变化；文献[6]得到了齿形误差及

公差对齿轮振动的影响。

以上研究仅针对单一误差对齿轮传动系统齿轮

性能的影响做了分析，而对于多种误差协同作用对齿

轮性能的影响，及每种误差因素的影响程度，并没有

给出明确的结论。

本文根据齿轮制造、加工及系统动态误差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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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和作用方式，确定了影响齿轮接触应力随机性的

5种主要误差形式及其特征量分布规律，提出了基于

响应面方法的齿轮公差设计方法，并给出了齿轮系统

公差设计的改进方向。

1 齿面接触应力随机性模型的构建

1.1 齿轮加工误差的影响分析

受到机床加工精度

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在齿

轮加工过程中不可避免

会存在一定的误差。根据

对齿轮传动性能的影响，

归纳为主要影响传递运

动准确性、传动平稳性和

载荷分布均匀性的 3 组

误差项。其中，影响齿面

接触应力可靠性的主要

是第 2、3组，见表 1。

1.2 齿轮装配误差的影

响分析

发动机附件机匣通常采用多平行轴齿轮传动系

统，装配中主要存在以下 2类误差：

（1）中心距偏差（驻fa）。是指在齿轮副的齿宽中间
平面内，实际中心距与公称中心距之差。

（2）轴线平行度误差。是指 1对齿轮的轴线分别

在 2个基准平面上投影的平行度误差（在等于齿宽的

长度上测量），具体分为轴

线平面内的偏差（f撞啄）和垂
直平面上的偏差（f撞茁），简
称 H、V 方向的轴线平行

度误差。具体形式如图 1

所示。

1.3 齿轮系统动态误差的影响分析

齿轮系统动态误差是指齿轮系统受到温度、振动

和工作载荷等综合作用时，由其装配环境的变化引起

的误差类型。该类误差一般与齿轮装配误差相互耦

合，可以累加入装配误差之中。

本文主要针对影响齿轮接触应力的误差类型进

行研究，根据每类误差的形成原理和作用方法，结合

工程经验，筛选出影响齿轮接触应力的 2类加工误差

和 3类装配误差，如图 2所示。

根据齿轮产品在机械

加工装配过程中各设计参

数分布的特性，结合齿轮

传动系统的实际设计资

料，以附件机匣 1对齿轮

为例，得到了其 5类误差

参数，见表 2。

1.4 构建误差齿轮模型

本文在标准齿轮副应力仿真的基础上，考虑齿轮

存在的误差类型，根据各类误差的定义或常见形式，将

其直接或间接转化后加入到常规标准齿轮副中形成齿

轮误差模型，进行基于有限元的误差齿轮应力仿真。

根据定义，构造齿轮副中心距偏差和轴线平行度

误差，如图 3、4所示；将分度圆齿厚误差转换成齿轮

某 1齿面的偏置，如图 5所示；在齿轮实际生产制造

中，多数齿形误差为中凹

型，且齿形误差一般处于

齿面中部，所占齿面面积

约为 1/2，因此，针对齿轮

模型构造中凹齿形误差轮

齿，如图 6所示。

1.5 误差齿轮的接触应力仿真分析

采用有限元方法进行上述 5种误差因素协同作

用下的齿轮接触应力仿真分析。根据表 2确定的误差

误差组

影响传动平稳性

影响载荷分布均

匀性

误差项

齿切向综合误差

齿径向综合误差

齿形误差

基节偏差

齿距偏差

齿向误差

齿厚偏差

公法线平均长度

偏差

表 1 影响齿面接触应力的

加工误差

图 1 齿轮系统装配误差[7]

轴线在[V]平面投影

[V]
参考点

基准轴线

[H]
齿宽

轴线

轴线在[H]
平面投影

中心距

驻f撞茁
驻f撞啄

图 2 影响齿轮接触应力的

误差类型

误差名称

中心距偏差

H方向轴线平行度误差

C方向轴线平行度误差

齿形误差

分度圆齿厚误差

分布规律

截尾正态

截尾正态

截尾正态

均匀分布

截尾正态

数字特征

[-0.015，0.015]，mm

滋=0，滓=0.005

[-0.0572，0.0572]，（毅）
滋=0，滓=0.01906

[-0.0572，0.0572],（毅）
滋=0，滓=0.01906

[0.003，0.006]，mm

[0.07，0.14]，mm

滋=0，滓=0.0466

表 2 齿轮公差信息

图 3 中心距偏差建模

（a）V方向 （b）H方向

图 4 轴线平行度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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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规律，随机抽样确定

有限元仿真的误差参数组

合，同时利用有限元瞬态

动力学仿真确定最大应力

出现的相位，从而建立处

于最大应力相位的齿轮误

差模型，进而采用有限元

静力学仿真进行基于齿轮

误差模型的应力仿真分

析。具体流程如图 7所示。

2 基于响应面的齿轮系统公差设计

2.1 基本原理

基于响应面的齿轮公差设计，首先根据齿轮误差

参数的分布类型进行抽样，确定误差参数仿真集，利

用误差齿轮的接触应力仿真分析方法确定误差参数

及对应的齿轮接触应力大小，根据抽样样本及对应的

应力仿真结果建立齿轮系统应力与误差参数的响应

面模型；其次根据响应面模型进行误差参数敏感性分

析，确定其每种误差参数的敏感性及单因素条件下的

最坏情况，再进行综合误差因素最坏情况分析，确定

综合误差因素下的最大应力，若 2种最坏情况的最大

应力任何 1个不满足要求，则计算其可靠度，若可靠

度不满足要求，则需找出最坏参数组合，进而根据单

因素敏感性分析结果进行参数的优化设计，具体流程

如图 8所示。

2.2 齿轮系统接触应力响应面模型构建

响应面法[8]的基本原理是：首先假设 1个包含未

知系数的、由状态变量与基本变量构成的解析表达

式，然后用拟合的方法确定未知系数以表达隐式函数

或高度非线性函数。多项式系数的确定一般以试验设

计为基础，应用正交设计或均匀设计回归得到特定因

子的最小二乘估计。采用该方法时，随机变量的个数

越多，试验次数便越多。

在结构力学分析领域，响应面函数模型常采用 2

阶多项式形式[9]

y=a+
n

i = 1
b ix i+

n

i = 1
c ixi

2
+

n - 1

i = 1

n

j = i + 1
d i jx ix j （1）

式中：a、b i、c i、di为待定系数；xi和 xj（i=1,2,…,n; j=1,2,

…，n-1）为基本变量。

由于齿轮误差种类较多且具有截尾分布的特点，

在保证抽样结果合理性的同时，考虑仿真分析的效

率。本文采用超拉丁立方[10]抽样得到 80次仿真的样

本值，建立齿轮系统试验误差组合集，并进行误差齿

轮的接触应力仿真分析。

利用前 70组数据进行响应面建模，后 10组数据

进行响应面模型的验证。利用完全 2阶多项式对前

70组数据拟合得到接触应力的响应面模型

滓=591.2790-2017.0018×X1+117827.9547×X2+347.5501×

X3-1239.4857×X4-121.2541×X5+925673.5836×X1×

X2-21080.0740×X1×X3+14224.7177×X1×X4-812.5432

×X1×X5+215448.7605×X2×X3-45228.9853×X2×

图 5 分度圆齿厚误差 图 6 齿形误差

图 7 基于误差的齿轮应力

仿真流程

图 8 基于响应面的齿轮系统公差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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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53595.8962×X2×X5+40690.6147×X3×X4-

21928.5601×X3×X5+120123.1595×X4×X5-9963.9554

×X1×X1-23433625.0394×X2×X2+184224.6109×

X3伊X3+85823.1455伊X4伊X4+14399.8515伊X5伊X5 （2）

X1=-0.8143×X11+0.184 （3）

式中：滓为接触应力；X11为分度圆齿厚误差，单位为

mm；X1为有限元仿真输入参数，反映了分度圆齿厚

误差，单位为 mm；X2为齿形误差，单位为 mm；X3为

中心距偏差，单位为 mm；X4为 H方向轴向平行度误

差，单位为毅；X5为 V方向轴向平行度误差，单位为毅。
利用后 10组数据进行接触应力模型的验证，验

证结果见表 3。

从表中可见，齿轮系统

接触应力响应面模型预测

结果与仿真分析结果误差

在 10%以内，认为模型可

以作为后续分析的依据。

利用协方差矩阵进行

贡献率分析，得到分度圆

齿厚误差、齿形误差、中心

距偏差和 H、V方向轴向平行度误差这 5种误差参数

对应力分析结果的贡献率 [11] 分别为 26.5874%、

22.8871%、20.8440%、18.2140%和 11.4675%。

2.3 误差参数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是指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研究有关因

素发生某种变化对某 1个或

1组关键指标影响程度的 1

种不确定分析技术。其实质

是通过逐一改变相关变量数

值来解释关键指标受这些因

素变动影响大小的规律。

分别将不同的齿轮误差因素设为单一变量，通过

固定其它 4种误差因素，对每种误差因素进行齿轮接

触应力敏感性分析。

首先以齿厚误差为例，分别固定齿形误差、中心

距偏差和 H、V方向轴向平行度误差为均值，分析齿

厚误差对齿轮系统接触应力的影响，如图 9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固定齿形误差、中心距偏差和 H、

V方向轴向平行度误差这 4个误差因素的条件下，分

度圆齿厚误差在[0.07，0.14]范围内变化时，齿轮的接

触应力范围为[744.7，762.8]，应力幅值相对于应力均

值的变化率为 0.045%，变化不明显。

以此类推，得到：

（1）齿形误差在[0.003，0.006]范围内变化时，齿轮的

接触应力范围为[704.7，761.9]，应力幅值相对于应力均值

的变化率为 4.04%，变化不明显，如图 10所示。

（2）中心距偏差在[-0.015，0.015]范围内变化时，

齿轮的接触应力范围为[761.1，814.5]，应力幅值相对

于应力均值的变化率为 3.39%，变化不明显，如图 11

所示。

（3）H方向轴向平行度误差在[-0.0572，0.0572]范

围内变化时，齿轮的接触应力范围为[761.9，1045.4]，应

力幅值相对于应力均值的变化率为 15.7%，变化明显；

V方向轴向平行度误差在[-0.0572，0.0572]范围内变化

时，齿轮的接触应力范围为[758.5，834.2]，最大应力相

对最小应力变化 4.75%，变化不明显，如图 12所示。

根据单误差因素敏感性分析结果，确定各误差参

数的敏感性由高到低为：H方向轴向平行度误差、V

方向的轴向平行度误差与齿形误差、中心距偏差和分

度圆齿厚误差。因此，在进行公差设计时，应按上述敏

感性从高到低考虑。

2.4 综合误差因素最坏情况分析

最坏情况分析法是 1种按照不常发生的最坏使

用条件的组合为基础，进行确保系统可靠性要求的设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仿真结果 /MPa

967.04

680.50

762.60

775.43

756.53

935.18

924.33

992.05

873.92

777.45

模型预测结果 /MPa

976.15885

655.88067

797.92593

818.13944

719.02033

859.04106

942.28902

944.16016

855.91764

777.94834

误差 /%

0.94

3.62

4.63

5.51

4.96

8.14

1.94

4.83

2.06

0.06

表 3 响应面模型验证结果

图 9 齿厚误差敏感性

分析结果

751
750
749
748
747
746
745
744
743
742

y=-3212.2x2+741.25x+707.06

分度齿厚偏差 /mm

0.140.120.100.080.06

图 10 齿形误差敏感性

分析结果

760
750
740
730
720
710
700
690

y=-2E+07x2+212150x+272.53

齿形误差 /mm
0.00550.00450.0035

755
750
745
740
735
730
725
720
715

中心距误差 /mm
0.015

y=-101208x2-791.9x+749.48

0-0.010

1200

1100

1000

900

800

700

600
0.070.07-0.07-0.08

轴向平行误差 /毅

H方向
V方向

y=85823x2-48.24x+761.85

y=14400x2-442.11x+761.85

图 11 中心距偏差敏感性

分析结果

图 12 轴向平行度偏差敏

感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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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综合因素最坏情况分析流程

计方法[12]，是 1种非概率统计方法，用来分析系统的

设计参数和各种内、外影响因素的参数处于最坏情况

或最坏组合情况下的系统性能参数偏差。对于大规模

复杂系统来说，用其分析各类参数处于最坏情况下系

统的性能是否还满足指标要求，并找出导致系统性能

参数处于最坏情况下的设计参数和影响因素的组合

规律。

应用该方法的前提是假设各类影响因素对系统

的影响是呈单调性的，即影响因素的参数取标称值时

系统处于最理想状态，其参数偏离标称值越大对系统

的影响也越大[13]。由敏感性分析可知，本文研究的 5

个误差因素只有 H、V方向的轴向平行度误差对系统

的影响呈现单调性。结合接触应力的响应面模型，采

取仿真与数值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最坏情况分析，

H、V方向的轴向平行度误差 2个参数采取上、下极

限值全面组合的方法，其余 3个参数采取数值分析的

方法进行 3参数下的最大应力分析。具体流程如图

13所示。

分别对 H、V 方向轴向平行度误差的极限值（依
0.0572毅）进行全面组合，确定分度圆齿厚误差、齿形
误差和中心距偏差 3参数的响应面，利用数值的方法

确定其最大应力，分析结果见表 4。

齿轮的接触疲劳极限为 1500 MPa，其设计安全

系数为 1.0。从表中可见，在极限 1、4状态下，不满足

齿轮接触应力的要求。

2.5 基于响应面的齿轮系统可靠度分析

将齿轮的齿面安全系数作为可靠性分析的指标，

由齿轮设计要求可知齿轮齿面的计算安全系数不能

小于设计安全系数。因此，齿轮副的可靠度定义为在

随机误差综合影响下齿轮副的计算安全系数不大于

设计安全系数的概率，表达式如下

R=P{n≤ns} （4）

式中：R 为齿轮副可靠度；n为齿轮齿面的计算安全系
数；ns为齿面设计安全系数。齿根的安全系数定义为[14]

n= 滓Hlim

滓H
（5）

式中：滓Hlim为材料的接触疲劳极限；滓H为齿轮齿面应力。

本文基于蒙特卡洛思想[15]，根据齿轮误差因素的

分布特点，对其公差构成的随机变量进行大量重复抽

样，将样本值带入响应面模型，确定每组误差组合的

接触应力响应，得到每组误差组合下的安全系数，利

用式（4）计算其可靠度为 0.9923。

3 结论

本文根据齿轮制造、加工及系统动态误差的产生

原理和作用方式，确定了影响齿轮接触应力随机性的

5种主要误差形式及其特征量分布规律，提出了基于

响应面方法的齿轮公差设计方法，并给出了齿轮系统

公差设计的改进方向。

分析结果表明：影响齿轮接触应力随机性的误差

主要有 5种，即分度圆齿厚误差、齿形误差、中心距偏

差和 H、V方向轴向平行度误差。在进行齿轮公差设

计时，应重点控制 H、V方向的轴向平行度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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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2

齿厚误差 /

mm

0.07

0.12

0.13

0.13

齿形误差 /

mm

0.003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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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承刚度和轴向位置对某型对转发动机

低压转子临界转速的影响

邓旺群 1，2，王 毅 1，2，聂卫健 1，2，何 萍 1，徐友良 1，2，杨 海 1，2

（1.中国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2.航空发动机振动技术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湖南株洲 412002）

摘要：为提供某型对转发动机低压转子临界转速的设计和调整的理论依据，开展了该转子的临界转速随支承刚度和轴向位置

变化规律的研究。以该转子为研究对象，采用有限元法建立了转子动力特性的计算模型，基于不同的支承刚度和轴向位置，运用转

子动力学分析软件 SAMCEF/ROTOR对低压转子的前 4阶临界转速进行了系统的计算分析，揭示了低压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随支承

刚度和轴向位置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支承刚度对低压转子的临界转速有显著影响，而支承轴向位置对临界转速的影响较小。

关键词：对转发动机；低压转子；临界转速；有限元法；支承刚度；支承轴向位置

中图分类号：V231.9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3.002

Influence of Supporting Stiffness and Axial Location on Critical Speeds of a Low-Pressure Rotor of
a Counter Rotating Engine

DENG Wang-qun1袁2袁 WANG Yi1袁2袁 NIE Wei-jian1袁2袁 HE Ping1袁 XU You-liang1袁2袁 YANG Hai1袁2

渊1.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曰2. Aviation Key Laboratory of Aero-engine Vibration Technology院
Zhuzhou Hunan 412002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es for critical speeds design and adjust of a low-pressure rotor, a study on law of critical
speeds with supporting stiffness and axial location was carried out. Taking the roto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calculation model of dynamic
features was established by finite element method. The first four orders critical speeds of the rotor were systematically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by SAMCEF/ROTOR software based on different supporting stiffness, and axial location and the laws were reveal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supporting stiffness on critical speeds is significant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supporting axial location is s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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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转子动力特性是转子动力学的 1个重要研究领

域，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在该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 [1-8]。而随着现代中小型航空发动机转子的速度更

快、柔性更高，结构越来越复杂，建立能反映实际情况

的计算模型是进行动力特性分析的关键。在国内，翼

成等对多盘转子系统的临界转速进行了分析[9]，邓旺

群对某涡轴发动机动力涡轮转子的动力特性进行了

系统研究[10]，缪辉则分析了双转子系统的临界转速[11]。

这些研究均采用有限元方法建立计算模型。临界转速

是转子动力特性研究的核心内容，临界转速设计满足

要求是转子设计的首要条件。而在转子各零部件的结

构和材料确定后，为了使临界转速满足裕度要求[12]，

选取合适的支承刚度和轴向位置就成为重要环节。此

前，白中祥、梅庆研究了支承系统的刚度、支承布置对

转子动力特性的影响[13-14]。邓旺群等对某小型涡扇发

动机高速柔性转子的前 3阶临界转速随支承刚度的

mailto:E-mail:hnzzdwq@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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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15]。

本文针对某型对转发动机低压转子前 4阶临界

转速（该转子是 1个带细长柔性轴的高速柔性转子，

其各阶临界转速均为弯曲临界转速）随支承刚度和轴

向位置的变化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为低压转子临界

转速设计和调整提供参考。

1 有限元计算模型

低压转子结构十分复杂，主要零部件有：进气罩、

风扇叶片盘、风扇轴、拉紧螺杆、低压轴和低压涡轮叶

片盘。低压转子各支承的基准支承刚度值通过计算确

定，见表 1。

采用梁单元建立低压转子的动力特性有限元计

算模型。建模时，将轮盘叶片和支承部分分别用集中

质量单元和轴承单元模

拟。通过转子全转速范围

内的动力特性试验验证了

计算模型的正确性，有限

元计算模型如图 1所示。

2 支承刚度对低压转子临界转速的影响分析

通过计算，揭示了低压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随各

支承刚度的变化规律。计算时，以表 1中的支承刚度

为基准。

2.1 前支承刚度对低压转子临界转速的影响

当中间支承和后支承

刚度一定、前支承刚度在

（0.3~50）E+7 N/m 范围内

变化时，低压转子前 4阶

临界转速的计算结果见表

2，其随前支承刚度的变化

曲线如图 2所示。

由表 2、图 2得到的低压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随

前支承刚度变化的变化率见表 3。

由表 2、3和图 2可知：

（1）前支承刚度从 3E+6 N/m增大到 5 E+7 N/m，

低压转子的第 1阶临界转速增大 2321 r/min，增大了

39.22%；第 2 阶临界转速增大 9373 r/min，增大幅度

达 105.30%；第 3阶临界转速增大 2753 r/min，增大了

13.41%；第 4阶临界转速几乎没有变化。

（2）前支承刚度从 5E+7 N/m 增大到 1.5 E+8

N/m，低压转子第 2阶临界转速有一定变化，第 3 阶

临界转速有显著变化，分别增大了 7.20%和 46.73%，

其他 2阶临界转速几乎没有变化。

（3）前支承刚度从 1.5E+8 N/m 增大到 5 E+8

N/m，低压转子前 2阶临界转速几乎没有变化，第 3

阶临界转速增大 15309 r/min，增大了 44.80%，第 4阶

临界转速有一定变化，但仅增大 8.58%。

2.2 中间支承刚度对低压转子临界转速的影响

当前、后支承刚度一定，中间支承刚度在

（0.3~50）E+7 N/m范围内变化时，低压转子前 4阶临

界转速随中间支承刚度的变化曲线如图 3所示，其计

算结果见表 4。

由图 3、表 4 得到的

低压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

随中间支承刚度变化的变

化率见表 5。

由表 4、5 和图 3 可

知：

支承

支承刚度 /（E+7 N/m）

前支承

0.5

中间支承

5.0

后支承

0.5

表 1 支承刚度

图 1 低压转子有限元

计算模型

前支承刚度 /

（E+7 N/m）

0.3

0.5

1

3

5

7

10

15

30

50

第 1阶

5918

6857

7818

8195

8239

8256

8268

8277

8285

8289

第 2阶

8901

9211

10652

15916

18274

19032

19396

19590

19732

19778

第 3阶

20534

20566

20664

21424

23287

25826

29396

34170

43278

49479

第 4阶

55625

55633

55654

55739

55830

55926

56083

56381

57687

61221

临界转速 /（r/min）

表 2 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随前支承刚度变化的计算结果

图 2 前 4阶临界转速随

前支承刚度的变化曲线

前支承刚度 /

（E+7 N/m）

0.3~5

5~15

15~50

第 1阶

39.22

0.46

0.15

第 2阶

105.30

7.20

0.96

第 3阶

13.41

46.73

44.80

第 4阶

0.37

0.99

8.58

临界转速变化率 /%

表 3 前 4阶临界转速随前支承刚度变化的变化率

图 3 前 4阶临界转速随

中间支承刚度的变化曲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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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间支承刚度从 3E+6 N/m增大到 5 E+7

N/m，低压转子第 1 阶临界转速增大 946 r/min，缓慢

增大了 14.99%；第 2阶临界转速增大 4743 r/min，增

大了 56.78%；第 3阶临界转速增大 7983 r/min，增大

了 39.96%；第 4阶临界转速没有实质性变化（变化率

小于 5%）。

（2）中间支承刚度从 5E+7 N/m 增大到 1.5 E+8

N/m，低压转子第 3 阶临界转速有一定变化，增大了

15.56%，其他 3阶临界转速均没有实质性变化（变化

率均小于 5%）。

（3）中间支承刚度从 1.5E+8 N/m 增大到 5 E+8

N/m，低压转子前 2阶临界转速均没有实质性变化

（变化率均小于 5%），第 3、4阶临界转速均有一定变

化，分别增大了 13.88%和 14.15%。

2.3 后支承刚度对低压转子临界转速的影响

当前支承和中间支承

刚度一定，后支承刚度在

（0.3~50）E+7 N/m 范围内

变化时，低压转子前 4阶

临界转速随后支承刚度的

变化曲线分别如图 4 所

示，其计算结果见表 6。

由图 4、表 6得到的低压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随

后支承刚度变化的变化率见表 7。

由表 6、7和图 4可知：

（1）后支承刚度从 3E+6 N/m增大到 5E+7 N/m，

低压转子第 1阶临界转速没有实质性变化（变化率小

于 5%）；第 2 阶临界转速有一定变化，仅增大了

8.02%；第 3 阶临界转速增大 6597 r/min，增大了

47.22%；第 4阶临界转速增大 16120 r/min，增大了

40.80%。

（2）后支承刚度从 5E+7 N/m增大到 1.5 E+8 N/m，

低压转子前 3阶临界转速均没有实质性变化（变化率

均小于 5%），第 4阶临界转速有一定的变化，增大了

10.52%。

（3）后支承刚度从 1.5E+8 N/m增大到 5 E+8 N/m，

低压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均没有实质性变化（变化率

均小于 5%）。

3 支承轴向位置对低压转子临界转速的影响

以表1中的支承刚度为计算支承刚度，以有限元

模型中的各支承轴向位置为初始位置，通过计算，分

析各支承的轴向位置对低压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的

影响。

中间支承刚度 /

（E+7 N/m）

0.3

0.5

1

3

5

7

10

15

30

50

第 1阶

6310

6857

7126

7238

7256

7263

7268

7272

7276

7278

第 2阶

8353

9211

10770

12629

13096

13303

13461

13584

13708

13807

第 3阶

19979

20566

21934

25754

27962

29411

30856

32312

34217

36797

第 4阶

55546

55633

55847

56634

57327

57941

58740

59822

61950

68285

临界转速 /（r/min）

表 4 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随中支承刚度变化的计算结果

中间支承刚度范围 /

（E+7 N/m）

0.3~5

5~15

15~50

第 1阶

14.99

0.22

0.08

第 2阶

56.78

3.73

1.64

第 3阶

39.96

15.56

13.88

第 4阶

3.21

4.35

14.15

临界转速变化率 /%

表 5 前 4阶临界转速随中间支承刚度变化的变化率

图 4 前 4阶临界转速随

后支承刚度的变化曲线

后支承刚度 /

（E+7 N/m）

0.3

0.5

1

3

5

7

10

15

30

50

第 1阶

6539

6665

6770

6842

6857

6863

6867

6871

6874

6876

第 2阶

8527

8749

8981

9171

9211

9229

9243

9253

9264

9268

第 3阶

13970

15125

17049

19757

20567

20949

21251

21495

21746

21849

第 4阶

39513

40891

43945

51716

55633

57885

59836

61486

63191

63872

临界转速 /（r/min）

表 6 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随后支承刚度变化的计算结果

后支承刚度 /

（E+7 N/m）

0.3~5

5~15

15~50

第 1阶

4.86

0.20

0.07

第 2阶

8.02

0.46

0.16

第 3阶

47.22

4.51

1.65

第 4阶

40.80

10.52

3.88

临界转速变化率 /%

表 7 前 4阶临界转速随后支承刚度变化的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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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前支承轴向位置对低压转子临界转速的影响

当中间支承和后支承的轴向位置一定、前支承轴

向位置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低压转子前 4阶临界转

速的计算结果见表 8，其随前支承轴向位置的变化曲

线如图 5所示。图中，横坐标“0”表示初始位置，横坐

标为负值表示支承轴向位置前移，横坐标为正值表示

支承轴向位置后移，下同。

由表 8、图 5 得到的

低压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

随前支承轴向位置变化的

变化率见表 9。

由表 8、9 和图 5 可

知：前支承轴向位置从初

始位置前移 15 mm，低压

转子前 2阶临界转速分别增大了 6.68%和 3.59%，而

第 3、4阶临界转速几乎没有变化；前支承轴向位置从

初始位置后移 8 mm，低压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均没

有实质性变化（变化率均小于 5%）。

3.2 中间支承轴向位置对低压转子临界转速的影响

当前、后支承的轴向位置一定，中间支承轴向位

置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低压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的

计算结果见表 10，其随中间支承位置的变化曲线如

图 6所示。

由表 10、图 6 得到

的低压转子前 4 阶临界

转速随中间支承轴向位

置的变化率见表 11。

从表 10、11 和图 6

可知：不论中间支承轴向

位置从初始位置前移 15.9

mm还是后移 5.2 mm，低压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均没

有实质性变化（变化率均小于 5%）。

3.3 后支承轴向位置对低压转子临界转速的影响

当前支承和中间支承

的轴向位置一定，后支承

轴向位置在一定范围内变

化时，低压转子前 4阶临

界转速的计算结果见表

12，其随后支承轴向位置

的变化曲线如图 7所示。

前支承

轴向位置

前移 15.0 mm

前移 11.4 mm

前移 8.0 mm

前移 4.1 mm

初始位置

后移 4.1 mm

后移 8.0 mm

第 1阶

7315

7216

7120

6995

6857

6711

6565

第 2阶

9542

9449

9372

9289

9211

9144

9087

第 3阶

20572

20571

20569

20568

20566

20565

20563

第 4阶

55620

55622

55625

55629

55633

55638

55644

临界转速 /（r/min）

表 8 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随前支承轴向位置变化的计算结果

图 5 前 4阶临界转速随

前支承轴向位置的变化曲线

前支承轴向位置

前移 15 mm

后移 8 mm

第 1阶

6.68

4.26

第 2阶

3.59

1.35

第 3阶

0.03

0.01

第 4阶

0.02

0.02

临界转速变化率 /%

表 9 前 4阶临界转速随前支承轴向位置变化的变化率

中间支承轴向

位置

前移 15.9mm

前移 11.6mm

前移 5.2 mm

初始位置

后移 5.2 mm

第 1阶

6661

6743

6796

6857

6915

第 2阶

9414

9325

9272

9211

9156

第 3阶

20216

20355

20466

20566

20679

第 4阶

52917

54045

54865

55633

56451

临界转速 /（r/min）

表 10 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随中间支承轴向位置

变化的计算结果

图 6 前 4阶临界转速随中间

支承轴向位置的变化曲线

前支承轴向位置

前移 15.9 mm

后移 5.2 mm

第 1阶

2.86

0.85

第 2阶

2.20

0.60

第 3阶

1.70

0.55

第 4阶

4.88

1.47

临界转速变化率 /%

表 11 前 4阶临界转速随中间支承轴向位置变化的变化率

后支承轴

向位置

前移 13.5 mm

前移 5.9 mm

初始位置

后移 5.9 mm

后移 9.7 mm

后移 18.7 mm

第 1阶

7083

6980

6857

6746

6672

6491

第 2阶

9337

9285

9211

9143

9099

9002

第 3阶

20060

20299

20566

20783

20920

21234

第 4阶

55543

55583

55633

55678

55709

55787

临界转速 /（r/min）

表 12 改变后支承轴向位置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计算结果

图 7 前4阶临界转速随后支承

轴向位置的变化曲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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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2、图 7得到的低压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

随后支承轴向位置变化的变化率见表 13。

从表 12、13和图 7可知：后支承轴向位置从初始

位置前移 13.5 mm，低压转子的前 4阶临界转速没有

实质性变化（变化率均小于 5%）；后支承轴向位置从

初始位置后移 18.7 mm，低压转子的第 1阶临界转速

减小了 5.34%，其他 3阶临界转速没有实质性变化

（变化率均小于 5%）。

4 结论

针对某对转发动机低压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随
支承刚度和轴向位置的变化规律进行了系统的计算
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支承刚度对低压转子前 4阶临界转速有显著

影响，支承轴向位置的影响较小，如需调整低压转子
临界转速，优先选取调整支承刚度的方法。
（2）如需调整低压转子的第 1阶临界转速，前支

承刚度和中间支承刚度在（3 E+6～5 E+7）N/m范围
内，可以通过调整前支承或中间支承刚度来实现。
（3）如需调整低压转子的第 2 阶临界转速，前、

中、后支承刚度在（3 E+6～5 E+7）N/m范围内，可以
通过调整前、中、后支承刚度来实现。
（4）如需调整低压转子的第 3阶临界转速，前支

承和中间支承刚度在（3 E+6～5 E+8）N/m范围内、
后支承刚度在（3 E+6～5 E+7）N/m范围内，可以通
过调整前、中、后支承刚度来实现。
（5）如需调整低压转子的第 4阶临界转速，前支

承和中间支承刚度在（1.5E+8～5E+8） N/m范围内、
后支承刚度在（3E+6～1.5E+8） N/m范围内，可以通
过调整前、中、后支承刚度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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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支承轴向位置

前移 13.5 mm

后移 18.7 mm

第 1阶

3.30

5.34

第 2阶

1.37

2.27

第 3阶

2.46

3.25

第 4阶

0.16

0.28

临界转速变化率 /%

表 13 前 4阶临界转速随后支承轴向位置变化的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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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差控制器的稳定性分析和设计参数的研究

李洪胜 1,2,3，王 曦 2,3，王华威 2,3，党 伟 2,3，张 耿 2,3

（1.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2.先进航空发动机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191；

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压差控制器是航空发动机燃油计量的重要部件，用于保持计量活门前后的压差恒定。为探究其控制压差能力的因素，研

究了某型发动机加力系统中压差控制器的性能，分析并推导出其影响控压差能力的主要因素，并在 AMESim仿真环境下对所得结果

进行建模仿真，验证了所得结论的正确性。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的改型，为保证改型不影响系统稳定性，用小偏差原理对改型

前后的压差控制器辨识，得到传递函数，确保改型并未损失其动态性能。最终得到改进压差控制器控压差能力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压差控制器；液压控制；稳定性；AMESim模型仿真；稳定裕度；计量活门

中图分类号：V233.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3.003

Differential Pressure Controller Stability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Design Parameters
LI Hong-sheng1,2,3, WANG Xi2,3, WANG Hua-wei2,3, DANG Wei2,3, ZHANG Geng2,3

渊1. AVIC China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 Chengdu 610500, China;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dvanced Aero-Engine,
Beijing 100191, China; 3.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冤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aeroengine fuel measurement, differential pressure controller is used to keep the pressure drop
constant of the measurement valv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actors of its ability, the differential pressure controller in an aeroengine
afterburner was studied. The main factors that impact on the ability of control pressure drop were analyzed and deduced. Then a model was
established with AMESim.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to prove the correctness of the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fixed component, the
differential pressure controller was remodeled reasonably. In order to keep the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from the improvement, a technical
modification was done to get the transform function by using small deviation linearization metho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which can improve
the ability of differential pressure controller was got eventually.

Key words: differential pressure controller; hydraulic control; stability; AMESim model simulation; stability margin; metering va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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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压差控制器是发动机燃油计量装置中至关重要

的部分，国内的研究多是对现有型号进行仿真，通过

单一变量方法逆向测试出其改型方向，其特性一般都

是通过软件仿真和试验的方式获得。尚洋等 [1] 利用

AMESim软件对压差活门的阀口直径、阀芯直径、弹

簧刚度等进行了定性测试，给出压差活门的直径阀口

和弹簧等参数改进的建议；康伟等[2]对发动机执行机

构在 EASY5框架下建模，并在静态特性仿真中得出

在不同压差作用下，计量燃油量随计量形孔的变化曲

线，验证了不同压差下流量变化趋势。

本文研究了某型发动机加力系统中压差控制器

的性能，分析并推导出其控压差能力的影响因素，并

在 AMESim环境下对所得结果进行建模仿真。

1 压差控制器介绍

1.1 压差控制器工作原理

压差控制器一般由压差活门与执行活门构成。压

差活门感受压差变化，执行活门改变计量活门后压

力。在一些小流量的压差控制器中，这 2个活门一般

会合二为一[3]。

mailto:lhs_bua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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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流量公式

G=Cd·A· 2
籽·驻P （1）

式中：Cd为流量系数；A 为计量活门形孔面积；籽为液
体密度；驻P为计量活门形孔前后压差。

由式（1）可知，若 Cd、籽和 驻P均为常数，则只需改
变 A 的大小，G 就能精确地与 A 呈线性变化。
某型发动机压差控制器原理如图 1所示。压差活

门无弹簧端作用于计量活门前油压 Ps，弹簧端作用于

计量活门后油压 P1和弹簧力，根据两端压差进行移

动，同时开大或关小高压

油通往执行活门弹簧腔的

阀口 S0，从而控制执行活

门弹簧端的油压 P2，使执

行活门移动，改变憋压腔

出口即回油型面 S1 的面

积 [4]，控制憋压腔压力 P1

变化，即可保持计量活门

前后油压差 Ps-P1不变。

例如，计量活门前压力 Ps增大时，压差活门向弹

簧端移动，开大高压油通往执行活门弹簧腔的环孔面

积 S0，执行活门弹簧腔压力 P2变大，使执行活门向无

弹簧端移动，关小憋压腔出口的面积 S1，憋压腔油压

P1升高，计量活门前后油压差 Ps-P1回落，进入另一

个稳态。

1.2 研究压差控制器的重要性

若计量过程中压差 驻P不稳定，就会影响 G 与 A
的线性，造成计量燃油量不准。如果发动机给油量不

足，就会造成功率不足，推力不够；给油量过多，就会

造成超转、超温，产生严重后果。

在发动机实际工作中，影响压差的扰动主要来自

于高压油压的突然振荡、计量活门的迅速打开或关闭

还有回油压力的波动等。如果压差产生波动，就会造

成燃油计量不准。

所以研究压差活门的特性非常重要，确定哪些参

数影响其稳态特性和动态特性，在设计压差活门时就

能合理选取，保证压差控制器的性能。

2 压差活门的数学模型

2.1 压差活门滑阀所受稳态液动力

液流经过阀口时，流动方向和流速的变化会造成

液体动量的改变，因此阀芯上会受到附加的作用力，

称为液动力[5]。在阀口开度一定的稳态流动情况下，液

动力为稳态液动力，稳态液动力的方向总是使滑阀趋

于关闭。

设圆形阀口开度为 x，则阀口节流面积为

S0=arccos（1-x）-（1-x）· 1-（1-x）2姨 （2）

为便于计算，现将 x
与 S0 的函数关系拟合成

1条 2次曲线 [6]，如图 2

所示。

则单个阀口面积随开

度的关系可表示为

S0=0.66 x2+0.98 x-0.044 （3）

根据动量定理的计算，每个阀口处滑阀受到的稳

态液动力[7]可表示为

Fs0=2·Cd

2
·Cv·S0·驻P·cos 兹 （4）

式中：取 Cd=0.62；Cv为流速系数，取 0.97；兹为阀口液
流的射流角。

压差活门在主要工作状态中，阀口前后压差范围

约为 驻P=0.58 MPa，阀口的开度约为 x=0.5 mm。根据

阀口射流角随阀口开度的变化关系[8]，可认为压差活

门阀口在主要工作范围内的射流角均为 69毅。
根据以上参数可以求得滑阀受到的 4个阀口处

的稳态液动力为

Fs=4 Fs0=0.41 x2+0.61 x-0.027 （5）

2.2 压差活门滑阀的运动力学平衡方程

分析压差活门滑阀的受力[7]，滑阀上所受的外部

作用力包括液压力、液动力、侧向液压力、摩擦力、弹

簧力、重力、以及惯性力。

由于 4个阀口为对称设计，侧向液动力相互抵

消；进行稳态分析时不考虑所受瞬态液动力、摩擦力；

重力相对于滑阀外部液压力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

据此，列出压差活门滑阀的动力学平衡方程，即

运动微分方程式，系统处于某一平衡状态时

Ps·S=P1·S+K·驻x+Fs （6）

式中：P1为计量活门后压力；S为压差活门滑阀截面
积；K 为压差活门弹簧刚度；Δx为压差活门弹簧初
始压缩量。

3 压差控制器性能分析

3.1 压差变化的原因

压差控制器的作用是保证压差不变，所以首先要

考虑的便是控压差这一性能。

控制油

控制油

S1

去往

燃烧室

P2

回油 P0

S0P1

高压油 Ps

图 1 某型发动机压差

控制器原理

1.6

1.4

1.2

1.0

0.8

0.6

0.4

0.2

y vs.x
fit 1

x/mm
1.00.90.80.70.60.50.40.30.20.10

图 2 阀口面积拟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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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6）变形得到

驻P=Ps-P1=
K·驻x+Fs

A （7）

由式（7）可知，压差控制器的 驻P由弹簧力、A 和
Fs决定。

假设 Ps增大，计量活门前后压差 Ps-P1增大，压

差活门阀口开度变大，使执行活门弹簧腔压力 P2变

大，执行活门开度变小，P1变大，Ps-P1回落，压差活门

开度也随之减小，达到新的平衡状态，最终在新稳态

下，阀口开度比上一个稳态略大，弹簧压缩量变大，弹

簧力变大，活门受到的稳态液动力也变大，计量活门

前后压差必然发生变化，即压差控制器产生了静差。

3.2 静差产生原因

设 Ps'为 Ps的增量，P1'为 P1的增量，x'为弹簧压

缩量的增量，也为 x的增量，可列新稳态下的阀芯受
力平衡方程

（Ps+P 's）·S=（P1+P '1）·S+K·（驻x+x'）+

0.41（x+x'）2+0.61（x+x'）-0.027 （8）

将式（6）和式（8）两边相减得到

P 's·S=P '1·S+K·x+

0.41[（x+x'）2-x2]+0.61x （9）

整理得到

驻P=P 's-P '1=
（K+0.61）·x'+2.64[（x+x'）2-x2]

S （10）

分析上式，为使压差 Ps-P1不变，必须保证左端

Ps'-P1'=0。压差的稳态误差来自于 x'、K、x和 S。由动
态上分析可知，压差控制器是 0型系统，利用终值定

理可求出必然存在阶跃响应的稳态误差，且误差大小

与开环增益 K+1成反比，为减小稳态误差，需要提高

开环增益，即调节上述各系数。

3.3 改进压差控制器的措施

由上述分析可知，可通过以下 3项措施来减小压

差活门的稳态误差：增大 S，即增大滑阀直径 D；减小
K；增加阀口的宽度，以减小 x'，对于圆形阀口，即增

加阀口直径 d。
对于分子后半项，设

y=（x+x'）2-x2 （11）

对 x'1次求导后得

y觶=2·（x+x'） （12）

2次求导后得y咬=2。可知在 x和 x'均为正时，函数

y为过原点的增函数且为凹函数，x越大斜率越大，相

对的函数值 y也越大，所以，另 1个减小压差偏移的

方法是尽量减小阀口工作时的开度 x。为保证同样阀
口面积的前提下减小 x，即增大 d，与最后 1种小压差

活门的稳态误差措施相同。

4 稳态分析 AMESim仿真

4.1 AMESim软件

AMESim是 1款专门用于液压 /机械系统建模、

仿真及动力分析的优秀软件，具备图形化的仿真界面、

完善的仿真类库、完整的软件接口，给航空发动机的控

制系统的分析和设计带来

了非常大的便利[9]。

针对 3.3节中所得结

论，在 AMESim 环境下仿

真。验证结论的正确性。

某型压差控制器参数见

表 1。

4.2 模型的建立和仿真

搭建压差控制器的

AMESim模型，如图 3所

示。

用 AMESim对 3.3 节

中的 3 条措施分别仿真，

得到曲线（部分），如图

4~6所示。从图中可见，调

节上述参数可减小压差

的稳态误差。

5 压差控制器参数

优化设计

5.1 参数改进的原则

在调节上述 3 个参

数时，会存在 1 组最适

合参数，能明显改善压

量 /单位

Ps /MPa

P0 /MPa

D/mm

d/mm

K/(N/mm)

参数名称

计量活门前油压

回油压力

阀芯直径

阀口直径

压差活门弹簧刚度

数值

8

0.2

18

2

40.56

表 1 某型压差控制器参数

Ps

A

P1

P2

P0

驻P

图 3 阀口面积拟合曲线

0.605

0.600

0.595

D=16 mm
D=18 mm
D=20 mm

Ps /MPa
12.011.511.010.510.09.59.08.5

0.500

0.495

0.490

0.485

d=16 mm
d=18 mm
d=20 mm

Ps /MPa
12.011.511.010.510.09.59.08.5

图 4 不同 D下，驻P随 Ps的

变化曲线

图 5 不同 d下，驻P随 Ps的

变化曲线

0.460

0.455

0.450

K=38.2326 N/mm
K=40.5581 N/mm
K=42.8837 N/mm

Ps /MPa
12.011.511.010.510.09.59.08.5

图 6 不同 K下，驻P随 Ps的

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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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损失。定性分析参数的调节原则如下。

首先，采用单一变量

原则，求出式（10）的左边

分别关于 D、K、d这 3个

参数的函数关系，定义域

范围是 3 个参数的实际

可调整范围，绘制 3条函

数曲线如图 7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各参

数的可调范围内，参数 D对于压差影响较大，K 和 d
对压差影响较小。

5.2 验证新压差控制器的性能

在此压差控制器基

础上，对其进行改型设

计，D由 18 mm增大到 20

mm，另外 2个参数保持不

变，改型前和新改型的压

差控制器控压差的性能

如图 8~10所示。

6 动态性能的分析

以Ps输入为例，进行系统稳定性分析，验证 Ps变

化时改型前后系统的输出稳定性。计量面积 A 和回油
压力 P0为输入的分析与之同理，不作过多篇幅验证。

6.1 辨识系统传递函数

改型后，在满足了降低压差偏移目标的同时，需

要考虑改型是否影响系统的动态性能，即压差控制器

从 1个稳态到另 1个稳态过渡的动态。这就要求调节

时间不能过长，超调不能过大，要保证在稳定裕度不

变小的前提下进行改型。

运用小偏差原理，通过系统辨识程序，分别辨识

改型前后的传递函数。

在 Ps阶跃输入信号下，压差活门位移与压差变

化趋势一致，可用滑阀的位移变化来表征压差变化。

同理在以面积 A 和回油压力 P0的阶跃输入下，也可

以用滑阀位移变化表征压差变化。

由于单位的关系，不同参数数值之间数量级相差

较大，为避免出现较大的数值损失，且为使响应曲线

更加明显利于辨识传函（实际超调小于 25%），用归

一化方法取系统的输入为 ΔP/8 MPa 输出为 x'/0.3

mm。改型前和改型后系统阶跃响应曲线分别如图 11

和图 12所示。

辨识出的传递函数为

f1（s）= 48.8 s+1686
s2+22.56 s+2299

（13）

辨识所得的传递函数为

g1（s）= 27.85 s+1353
s2+19.12 s+2295

（14）

6.2 分析改型前后稳定性

为得到改型前的稳定性，由传递函数式（13）可

知，极点为 -11.2781±49.7158i，均为负实部，且相角
裕度为 91.8814毅，系统稳定。

为得到改型后稳定性，由式（14）可求得改型后系

统极点为 -9.5602±46.9401i。
其 nyquist图[10]如图 13所示。

从图中可见，曲线不与负实轴相交，其幅值裕度为

无穷大，相角裕度稍有减小，为 86.3519毅，压差控制器
仍然有很大的稳定裕度[11]。

对 Ps加入脉动信号，正弦波模拟外部油压 Ps脉

动，验证其抗干扰性，输入和输出波形如图 14所示，

可证明其稳定性很好。

0.60

0.55

0.50

0.45

0.40

0.35

驻P=f（D）

20.019.519.018.518.017.517.016.516.0
D/mm驻P=g（k）

0.50

0.45

0.40

K/（N/mm）驻P=h（d）

42.542.041.541.040.540.039.539.038.5

0.50

0.45

d/mm
2.62.42.22.01.81.61.41.2

图 7 参数 D、K、d与 驻P的
函数关系

0.490

0.485

0.480

改型后
改型前

Ps /MPa

12.011.511.010.510.09.59.08.5

图 8 改型前后压差随 Ps

变化情况

0.490

0.488

0.486

0.484

0.482

0.480

改型后
改型前

A /mm2
400350300

图 9 改型前后压差随 A
变化情况

0.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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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本文研究了某型压差控制器的性能影响因素，提

出了改善压差偏移的措施，并改型原压差控制器，仿

真表明达到了更好的控压差效果。通过以上分析得到

了如下结论：

（1）为提高压差活门控压差性能，可以增大压差

活门滑阀直径，增大阀口直径，降低弹簧刚度。鉴于增

大滑阀直径对于控压差能力更明显，优先考虑增大滑

阀直径。

（2）在动态分析中，压差控制器自身是 1个稳定

的系统，设计时要保证考虑其主要工作状态处于较大

稳定裕度。

（3）分体式的压差控制器的部件较多，利用建立

微分方程提取数学模型较为复杂，采取的辨识传递函

数为近似拟合方法，精度有限。对于精度要求更高的

起动总管等为一体式压差控制器，建议采用微分方程

提取数学模型得到传递函数。

（4）对于 3个参数，应该存在 1组最佳组合，既能

提高控压差能力，又能使动态损失最小，需要精确建

立压差控制器的数学模型。但分体式的传递函数提取

较为复杂，最优参数的定量求解方法可以在后续工作

中以一体式压差控制器为对象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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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涡轮噪声适航性评估平台设计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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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涡轮噪声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噪声源，其噪声评估对飞机适航取证非常重要。为解决涡轮噪声适航性评估难的问题，将

NASA涡轮噪声预测方法和中国航空发动机噪声适航标准相结合，利用 Matlab GUI软件设计了航空发动机涡轮噪声适航性评估平

台。该平台具有界面友好、操作简单、可视化显示等优点。通过将预测结果与涡轮静态测试噪声数据进行对比以及软件对包括涡轮

转速、涡轮叶片数和涡轮直径对涡轮噪声适航性影响分析功能展示，验证了所设计平台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关键词：涡轮噪声评估；噪声适航标准；Matlab GUI编程；适航性评估平台；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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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Turbine Noise Airworthiness Assessment Platform of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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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urbine noise is one of the main noise source of turbofan engine, which is important to the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NASA turbine noise prediction method and Chinese aeroengine noise certification standard, a model for noise
airworthiness assessment platform of turbine, which has friendly interface, simple operation and visually display was established, and a
program by Matlab GUI code was written to solve the difficulty of turbine noise certification assessment. The efficiency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e platform is verified by comparing the prediction results with static test data of turbine noise and presenting the analysis func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urbine noise and turbine parameters including turbine rotation speed, number of turbine blades and turbine di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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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0 引言

涡轮噪声作为发动机的重要噪声源，直接影响到

飞机适航取证和决定该型发动机能否进入市场。发动

机噪声评估以及相关适航审定技术的研究，已经引起

国内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1-3]。目前，中国对民用发动机

噪声的研究仅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者虽然已经开始

对发动机部件噪声和抑制技术进行研究[4-5]，但对涡轮

噪声的适航性评估研究还属空白，因此中国在自主研

发发动机时缺少涡轮噪声适航性评估软件平台。Mat-

lab GUI软件不但具有无与伦比的矩阵计算、可视化建

模、仿真和实时控制等功能，也是 1种简单易用、扩展

性强的系统开发平台。它能够设计界面友好、操作方便

的软件开发平台，已在不同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6]。

本文结合 NASA涡轮噪声预测方法和航空器适航

合格审定噪声规定，使用 Matlab GUI软件进行交互界

面编程，搭建航空发动机涡轮噪声适航评估平台。

1 涡轮噪声适航评估平台设计

为规范涡轮噪声适航评估平台的构建过程，从系

统分析、仿真程序和仿真界面 3个方面设计评估平台

框架，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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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仿真平台的启动界面

图 3 仿真平台的主界面

系统分析包括涡轮噪声参数选取、参数无量纲计

算、涡轮噪声预测模型和噪声适航评估标准 4部分，

这 4部分需要在航空发动机静态测试试验参数基础

上进行分析，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噪声预测的公式推

导和涡轮噪声适航性评估流程建立。

仿真程序由涡轮参数导入、参数无量纲化、涡轮噪

声计算和评估报告生成 4个程序组成，处理航空发动

机静态测试试验数据，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噪声预测

的后台程序，完成涡轮噪声适航性评估后台程序编写。

仿真界面分为涡轮参数输入、参数无量纲化、涡

轮噪声评估和评估报告生成面板 4部分，主要目的是

为了解决噪声预测平台交互界面设计，实现涡轮噪声

适航平台人机对话，并将预测结果与涡轮静态测试噪

声进行对比。

2 系统图形用户界面制作与实现

2.1 界面设计

涡轮噪声适航性评估平台包含 2个界面。打开程

序时，首先进入程序启动界面（如图 2所示），再由启

动界面进入主界面（如图 3所示），然后由主界面进入

涡轮参数导入模块、无量纲计算模块和噪声评估模

块，最终输出涡轮噪声适航性评估报告。

通过涡轮参数导入模块将涡轮相关参数导入系

统中，并显示在显示面板上，可以通过参数修改按钮

和检验数据按钮进行参数修改和数据验错。

参数无量纲化模块能够对输入的涡轮参数进行

预处理，整理出符合要求的无量纲数，同时该面板具

有参数修改和数据验错功能。

涡轮噪声评估面板包括模式选择、显示面板和声

压级分析面板，能选择飞行模式和静态模式，并能通

过图 3右上角窗口显示工作状态和分析结果；评估报

告的生成可以由分析报告按钮直接将分析结果导出

并保存为 Excel文件。

2.2 程序流程

在结合以 NASA涡轮噪声预测方法和中国飞机

噪声适航规定基础上，搭建航空发动机涡轮噪声适航

性评估程序，其在 Matlab GUI平台设计中的工作原

理流程如图 4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1）建立参数输入标准化模块，计算涡轮输入参

数，获得与涡轮噪声级相关的无量纲数[7]；

（2）利用无量纲的声功率关系计算单音噪声和宽

频噪声的总声功率级[8-10]；

（3）判断是否为静态测试，即飞行马赫数是否为

0。如果为 0，计算涡轮单音噪声和宽频噪声的功率频

谱级，如果不为 0，需要引入多普勒因子进行修正后

再计算功率频谱级[11]；

图 1 涡轮噪声适航评估平台框架

图 4 涡轮噪声评估平台工作原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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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声压级等角度分析结果 图 9 声压级等频率分析结果

图 10 涡轮有效感觉声压级

与转速的关系

图 11 涡轮有效声压级与

叶片数的关系

图 5 110毅涡轮预测噪声和
静态测试对比

图 6 8000 Hz涡轮预测

噪声和静态测试对比

图 7 涡轮参数输入面板

（4）利用半经验公式[12-14]计算一定距离沿圆弧各

角度处的声压级，并与静态测试噪声数据对比；

（5）通过适航标准推荐的修正方法[15]对感觉噪声

级进行修正，并求出有效感觉噪声级；

（6）进行涡轮噪声级适航性评估，包括评估转速、

涡轮叶片数和涡轮直径对噪声适航性的影响。

3 涡轮噪声适航评估平台验证与分析

为验证系统的适用性，将涡轮噪声预测结果与某

型发动机涡轮静态测试噪声进行对比。

3.1 某型发动机涡轮

相关参数

在静态条件下，对距

离某型发动机涡轮 45.7

m处的噪声进行评估，其

性能参数见表 1。

3.2 预测结果输出

该型发动机进气口

轴线夹角为 110毅下涡轮
预测噪声与静态测试噪

声的频谱特性的对比情

况如图 5所示。

在 1/3 倍频程中心

频率为 8000 Hz下，该型

发动机涡轮预测噪声与

静态测试噪声的方向性特性的对比情况如图 6所示。

从图 5、6中可见，预测模型基本上能预测出涡

轮噪声的趋势和噪声的分布特点，在涡轮噪声的核

心范围内与静态测试数据吻合，二者误差范围在 5

dB以内。

4 涡轮噪声适航评估应用实例

为了将设计软件应用推广，并与实际发动机涡轮

设计结合，选取某型发动机涡轮数据进行适航评估。

将某型涡轮参数导入该设计软件后的参数输入面板

如图 7所示。

在该转速下，距离涡轮 45.7 m处噪声声压级的

等角度分析和等频率分析结果如图 8、9所示。

从图 8、9中可见，在该转速下，涡轮噪声频谱由

单音谱和宽频谱组成，单音频谱出现在 8000 Hz左

右，涡轮噪声表现出很强的方向性，在与进气口夹角

为 110毅左右时出现峰值。
研究发现，进近阶段的涡轮噪声占发动机总噪声

的比例已不容忽视[16]。根据中国飞机进近噪声适航规

定[15]，分析距离在 120 m内的涡轮噪声有效感觉声压

随转速变化关系如图 10所示。

从图 10可见，在 3200～4000 r/min内，涡轮转速每

提高 250 r/min，有效感觉声压级就会增加 1 EPNdB左

右，但随着涡轮转速的增大，有效感觉声压级增加速度

有所减缓。在 3600 r/min下，改变涡轮叶片数，涡轮有效

感觉声压级随叶片数的变化关系如图 11所示。从图中

输入参数

周围环境温度 /K

飞行真空速 /（m/s）

环境压强 /Pa

涡轮转速 /（r/min）

内涵道气体流量 /（kg/s）

燃油流量 /（kg/s）

涡轮外径 /m

涡轮内径 /m

尾喷管喉部面积 /m2

尾喷管喉部速度 /（m/s）

低压涡轮出口总温 /K

发动机参考面积 /m2

涡轮转子叶片数

静子 /转子叶片间隙比

数值

296.02

0

97475.86

3600

19.75

1.02

0.808

0.53

0.233

145.92

604.89

0.785

106

1.363

表 1 某型发动机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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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涡轮有效噪声级先随着叶片数的增加而增大，

当叶片数在 50～70范围内达到最大，之后随着涡轮

叶片数增加缓慢减小。有效感觉声压级最大达到 96

EPNdB，建议在该型发动机涡轮设计时，涡轮叶片数

应小于 60或者大于 80。

在同样转速下，涡轮感

觉声压级随涡轮直径的变

化关系如图 12所示。

从图中可见，涡轮有效

噪声级随涡轮直径增大而

增大，当涡轮直径大于 1.0

m时峰值角有效感觉声压

级超过了 95 EPNdB，为了

使涡轮噪声不影响该型发动机噪声适航性，建议该型

涡轮直径应小于 1 m。

5 结束语

将发动机涡轮噪声预测和飞机适航性评估结合，

设计开发了航空发动机涡轮噪声适航性评估平台。通

过与某型发动机涡轮静态测试噪声数据对比，验证了

该仿真平台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利用该平台分析了涡

轮有效声压级与转速、叶片数和涡轮直径等重要设计

参数的关系。

航空发动机涡轮噪声适航性评估平台可为中国

航空发动机噪声适航审定的开展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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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直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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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级涡轮内部流动定常与非定常计算差异研究

杨 杰，周 颖，潘尚能，卢聪明
（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株洲 412002）

摘要：为获取进而认识涡轮内部流动状态，以某 2级约化形式的动力涡轮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其进行定常和非定常数值计算

和分析。研究表明：定常计算与非定常计算对涡轮内部流动的模拟结果，如叶片表面的压力分布、叶排进出口的气流角、叶片通道中

的二次流流向涡、展向涡、叶片通道中的损失等，均存在差异；流动的非定常性越强，定常与非定常计算结果的差异越大，且该差异

大小对于静叶与动叶呈相反的展向分布规律。

关键词：涡轮；内部流动；定常；非定常；数值模拟；涡；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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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Differences between Steady and Unsteady Computation for Two-Stage Turbine Internal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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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ind out internal flow state of turbine, taking a scaled two-stage power turbin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oth steady

and unsteady computations were conducted.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re makes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results of both steady and unsteady
computation on the internal flow of turbines, including the pressure distribution on blade surfaces, the inlet/outlet flow angles of blade rows,
the secondary flow streamwise and spanwise vortex in blade passages, the flow loss in blade passages. Moreover, the stronger the unsteadies
of the flow show, the larger differences between steady and unsteady computation results are, and the magnitud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teady and unsteady computation results tend to follow opposite spanwise distribution rules for stators and ro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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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对涡轮内部流动的数值模拟是获取进而认识涡

轮内部流动状态的重要手段，有定常计算和非定常计

算 2种方法。定常计算方法所需的计算机硬件资源

少、花费的机时少，能快速获取模拟结果。涡轮内部的

流动本质上是非定常的，定常的数值计算必然会丢失

相关的非定常信息，无法获取非定常流动特征。掌握定

常计算结果与非定常计算结果之间的差异是衡量选

用何种计算方式的重要依据，更是工程计算中用定常

计算代替非定常计算的必要前提。对于叶轮机械的内

部流动的定常和非定常数值模拟，国外[1-5]和国内[6-10]的

学者都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对于定常计算与非定常

计算之间的差异的系统研究在公开文献中还很少见。

本文以某 2级动力涡轮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定常

计算与非定常计算的对比研究。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某 2级动力涡轮为研究对象。该涡轮 4排叶

片数之比为 0.98颐1颐1.04颐1，不成简单整数比。为了减小
非定常模拟的计算量，对该涡轮的 2排导叶进行了叶

片数约化处理，将 2排导叶的叶片数调整成与 2排动

叶的叶片数相等。约化后，4排叶片数之比为 1颐1颐1颐1，
即 4排叶片的数目相等。这样在非定常计算时，可充

分利用周期性边界条件，每排叶片通道均只取 1个。

该涡轮 2排动叶均带冠和篦齿封严，但为了模拟

叶尖泄漏流，取消了 2排动叶的叶冠和篦齿，2排动

mailto:E-mail:yjgu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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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的叶尖间隙均取 0.15 mm。

1.2 数值模型

流场的定常和非定常模拟采用商用软件 CFX求

解定常的和非定常的雷诺平均方程来实现。其中湍流

的模拟采用带有自动壁面处理功能的剪切应力输运

模型（SST模型）；时间项的离散采用 2阶向后欧拉格

式，对流项和湍流项的离散均采用高阶格式。进行非

定常计算时，时间步长取 1倍第 1级动叶通过周期

（即转子转过 1个第 1级动叶通道的时间，实际上，由

于各排叶片数相等，故各叶排的叶片通过周期相同）

的 1/30。非定常计算进行约 70个动叶通过周期后，得

到了流场的收敛解。

1.3 计算模型

计算网格采用商用软件 TurboGrid生成。定常和

非定常计算采用相同的网格和计算域。整个计算域包

括 4排单叶片通道，总网格量约为 160万。各叶片通

道叶片表面 Y +值不超过 30。2排动叶叶尖间隙内有

15层网格。计算域进口位置距离第 1级静叶前缘约

1.5倍、叶中处轴向弦长；计算域出口位置距离第 2级

动叶尾缘约为 5 倍叶中

处轴向弦长。封严和泄漏

位置处的网格通过商用

软件 ICEM标出。计算网

格如图 1所示。

计算域进口给定总温、总压、进气方向、来流湍流

度，出口给定平均静压。计算域展向两侧及叶片表面

给定无滑移壁面边界条件，周向两侧设置为周期性边

界。静子区域与转子区域的交接面在非定常计算时采

用滑移面处理方式；在定常计算时采用混合面处理方

式；在为获取非定常计算所需的初场定常计算中采用

固结转子处理方式。

2 研究结果

2.1 计算成本分析

约化后涡轮的定常和非定常计算的成本对比见

表 1（二者具有相同的计

算网格和计算域）。从表

中可知，非定常计算在

CPU 和内存消耗均比定

常计算大的情况下，时间

花费是定常计算的 91

倍。从 CPU、内存、时间花费的综合成本来看（综合成

本定义为 CPU、内存、时间 3项成本之积），非定常计

算的综合成本是定常计算的 176倍。由此可见，从计

算经济性来看，定常计算相对于非定常计算而言，有

着巨大的优势。

2.2 性能参数分析

关于性能参数，约化后涡轮定常和非定常计算

结果的对比见表 2。其中流量和功率以原涡轮定常

计算的结果为基准进行

了无量纲化，称为相对流

量和相对功率。其中效率

为总对总等熵效率，即实

际总焓降与总对总等熵

焓降之比。

从表中可见，对于涡轮的流量、功率、膨胀比、效率

等性能参数而言，涡轮的定常计算结果与非定常计算

的时均结果相差很小。流量、功率和膨胀比的变化不超

过 0.5%，效率的变化不超过 0.1%。这表明对于该涡轮

而言，其定常性能与非定常时均性能差别很小。

涡轮各排叶片通道区域的总压恢复系数的定常

计算结果与非定常计算的时均结果的对比如图 2所

示。某排叶片通道的总压恢复系数定义为该排叶片通

道出口总压与进口总压之比（静叶排为绝对总压之

比，动叶排为相对总压之比）。从图中可见，S1区域的

总压恢复系数的定常计算结果与非定常计算的时均

结果几乎无差别；对于 R1区域与 S2区域，总压恢复

系数的非定常时均结果比定常结果略低，相差不超过

0.1%；对于 R2区域，总

压恢复系数的非定常时

均结果比定常结果低约

0.3%。这说明除 S1区域

外，其他各叶排区域的

损失的非定常时均结果

比定常结果要大，但相

差不大。

约化后涡轮非定常计算得到的效率与各排叶片

通道区域的总压恢复系数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约化后涡轮的效率与各排叶片通

道区域的总压恢复系数的变化周期均为 1个静叶或

动叶通过周期（各叶排的叶片通过周期相同）。效率的

变化幅值为 0.61%，这说明效率在 1个叶片通道周期

图 1 计算网格

Y
XZ

0.067
0.080 m0.045

0.0225
0

计算类别

定常

非定常

CPU

4线程

6线程

内存 /GB

2.59

3.34

时间 /h

3

273

综合成本

31.08 PGh

5470.92 PGh

成本

表 1 定常和非定常计算

成本对比

参数

相对流量

相对功率

膨胀比

效率

定常

1

0.999

2.4

92.09%

非定常时均

0.997

1.002

2.41

92.08%

相对差异

-0.300%

0.300%

0.417%

-0.011%

表 2 性能参数的计算结果

图 2 各排叶片通道区域总压

恢复系数定常与非定常时均

结果对比

0.990
0.985
0.980
0.975
0.970
0.965
0.960
0.955

非定常时均

定常

S1 R2S2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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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第 1级静叶表面压力分布

内的变化不超过 0.7个百分点，即其非定常效应较

弱。各排叶片通道区域的总压恢复系数随时间变化的

相位存在差异，例如 S2区域与 R1区域几乎反相。事

实上，涡轮效率的非定常效应较弱正是与各排叶片通

道区域的损失存在相位差异有关，当某叶排通道区域

的损失较大时，另外的叶排通道区域的损失较小，反

之亦然，从而使总损失和效率的变化较弱。另外，由于

各叶排通道区域的时均损失与定常计算的结果相差

也不大，故涡轮非定常时均效率与定常计算的结果相

差很小。

2.3 流动分析

本节对约化后涡轮的定常计算和非定常计算得

到的流动细节进行分析。

2.3.1 第 1级静叶

第 1 级静叶在 5%、50%和 95%3 个展向位置处

的表面的定常压力、非定常时均压力、非定常最大值

与最小值压力的分布

的对比如图 4所示。非

定常最大值与最小值

压力即流场中某点压

力随时间变化周期中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从图中可见，在叶根、叶中、叶尖 3 个展向位置

处，第 1级静叶表面的定常与非定常时均压力分布都

只是在吸力面后段上微有差异，而且非定常最大值与

最小值压力的分布也只是在吸力面后段上有较小差

异。这表明在第 1级静叶通道中，流动的非定常性很

弱，定常与非定常计算的差异很小。事实上，第 1级静

叶通道中流动的非定常性只有来自下游第 1级动叶

的势扰动这一较弱的源头，故其非定常性很弱，且只

表现在通道后段。

2.3.2 第 1级动叶

第 1 级动叶在 5%、

50%和 95% 3 个展向位

置处的表面的定常压力、

非定常时均压力、非定常

最大值与最小值压力的

分布的对比如图 5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叶根、叶中和叶尖 3个展向位

置处，第 1 级动叶表面的最大值压力与最小值压力

的分布有显著差异，而且定常压力分布与非定常时

均压力分布也有明显区别。这表明在第 1级动叶通

道中，流动的非定常性已经很显著，定常计算的结

果与非定常计算的时均结果已经有明显区别。

定常与非定常时均压力分布值差异大的位置一

般就是非定常压力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大的位置，即

非定常压力扰动强的位置，这说明定常计算结果与非

定常计算时均结果的差异是由于流动的非定常性造

成的。

第 1级转子进口的涡量云图（包括流向涡和展向

涡）的定常计算结果与非定常计算的时均值、标准差

的对比如图 6所示。从图 6（a）、（c）中对比可见，第 1

级转子进口定常计算的流向涡在通道上方和下方均

与非定常计算的时均结果有明显差异，在通道中间区

域的差别较小。事实上，由于二次流流向涡自身就具

有典型的非定常流动特征，遵循自身的时间演化规

律，而且受到转静干涉的影响，非定常特性非常明显。

从图 6（e）中可见，通道上方和下方的流向涡的强度

随时间变化很剧烈，表现出很强的非定常性，这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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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效率与总压恢复系数随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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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第 1级动叶表面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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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图 6（a）、（c）有差异的地方对应，说明非定常计算

能有效地模拟出二次流流向涡的非定常特性。而定常

计算一方面对通过转静交接面的通量进行了平均，导

致对二次流流向涡模拟得不准；另一方面无法模拟由

于转子转动产生的非定常特性，从而无法模拟二次流

流向涡的时间演化规律及其非定常特性。事实上，图

6（a），（c）显示定常计算模拟的通道上方和下方的二

次流流向涡比非定常时均结果明显偏弱。

定常计算对第 1级动叶进口展向涡的模拟结果

如图 6（b）所示。图中的高涡量区是第 1级静叶尾迹

所在位置。由于在定常计算中，转子的转动没有被模

拟，故转、静子的相对周向位置不变，故第 1静叶的尾

迹相对于第 1级动叶的位置也不变。说明在定常计算

中，当计算设置的转、静子相对周向位置不同时，对于

尾迹模拟的结果不同，对于上游展向涡与下游叶片的

相互作用也不同，而实际上在进行定常计算时，基本

上都忽略了对转、静子叶片排相对周向位置的考虑。

对第 1级动叶进口展向涡进行非定常模拟的时均结

果如图 6（d）所示。图中并不像图 6（b）中显示出展向

涡明显的周向分布，即尾迹位置。事实上，在非定常计

算中，由于转子的转动被模拟，故在 1个静叶通过周

期内，静叶尾迹均匀地经过动叶通道的各周向位置，

故展向涡的非定常时均结果中其周向分布基本上被

抹平；另外，由于在非定常计算中，转子的转动被模

拟，故计算设置中的转、静子叶片排相对位置无需考

虑。非定常计算模拟的展向涡的标准差如图 6（f）所

示。从图中可见，上下 2个高值区域正与图 6（b）中的

展向涡中的上下 2个高涡量区域对应，即在上游尾迹

的上下 2个涡核中，动叶通道中展向涡的非定常性是

最强的。图 6（f）中显示第 1级动叶进口的展向涡非定

常标准差在周向上的差异并未完全抹平，事实上图 6

（d）中的展向涡的非定常时均结果在周向上也仍有些

差异，这是由于转子转动产生的非定常干涉造成的。

转、静子相对周向位置不同，转、静干涉作用会有差

异，从而造成图 6（d）、（f）中展向涡时均值和标准差在

周向上的差异。

第 1级动叶出口流向涡与展向涡标准差的云图

如图 7所示，第 1级动叶出口气流角展向分布的定常

计算结果与非定常计算时均结果的对比如图 8所示，

第 1级动叶通道区域总压恢复系数展向分布的定常

计算与非定常计算时均结果的对比如图 9所示。

从图 8与图 7的对比中可见，第 1级动叶出口气

流角定常计算结果与非定常计算时均结果差异较大

的展向位置，正与图 7中的高值区域对应，表明二次

流流向涡和展向涡的非定常性是第 1级动叶出口气

流角的定常计算结果与非定常计算时均结果存在差

异的原因；且非定常性越强，差异越大。

同样，从图 9与图 7的对比中可见，定常与非定

常计算得到的第 1级动叶通道区域损失的差异也是

（a）定常，流向涡 （b）定常，展向涡

（c）非定常时均，流向涡 （d）非定常时均，展向涡

（e）非定常标准差，流向涡 （f）非定常标准差，展向涡
图 6 第 1级转子进口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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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第 1级转子出口流向涡和展向涡标准差

图 8 第 1级动叶出口气流角

展向分布

图 9 第 1级动叶通道总压

恢复系数展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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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二次流流向涡和展向涡的非定常性；且非定常性

越强，差异越大。

2.3.3 第 2级静叶

第 2 级静叶在 5%、50%和 95%3 个展向位置处

表面的定常压力、非定常时均压力、非定常最大值与

最小值压力的分布如图 10所示。对比图 10与图 5可

见，在各展向位置处，第 2级静叶表面压力的非定常

最大、最小值分布的差异比第 1级动叶要显著得多，

即第 2级静叶通道中的流动非定常性要比第 1级动

叶通道要强得多，而且越靠近叶尖，非定常性越强。相

应地在各展向位置，第 2

级静叶表面的定常与非定

常时均压力的差异也比第

1 级动叶的要显著得多，

且总体而言，越靠近叶尖，

差异越显著。

第 2级静叶通道中流动的非定常扰动的源头包

括来自上游动叶的势干涉、尾迹干涉、叶尖泄漏流的

干涉和来自下游动叶的势干涉，而且其上游流动本身

就具有非定常性，故上游流动的非定常性经过第 2级

静叶通道中的这些非定常扰动源的干涉而得到加强，

因而第 2级静叶通道中流动的非定常性要比第 1级

动叶通道的要强。越靠近叶尖，第 2级静叶的叶片弦

长越大，叶片稠度倾向于增大，而且受上游动叶叶尖

泄漏流的影响越强，故上述非定常扰动源与叶片的干

涉越强。

2.2.4 第 2级动叶

第 2级动叶在 5%，50%，95%这 3个展向位置处

的压力分布的定常计算结果和非定常计算的时均值、

最大值、最小值结果的对比如图 11所示。从图中可

见，在各展向位置处第 2级动叶表面的压力分布的定

常计算的结果与非定常计算的时均结果都有极为显

著的差异，比第 2级静叶表面压力分布（图 10）的差

异更为显著。在各展向位置处，均是吸力面处的差异要

大于压力面处的差异；叶

片前段的差异大于叶片后

段的差异；5%展向位置处

的差异最大，在该处的吸

力面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与图 5和图 10一样，图 11中的定常结果与非定

常时均结果差异大的位置一般正是非定常最大值与

最小值的差异大的位置，即流动的非定常性强的位

置；表明第 2级动叶表面压力分布的定常计算结果与

非定常计算的时均结果的差异与前 3排叶片一样，也

是由通道中流动的非定常性造成的。第 2级通道中流

动的非定常性源头主要是来自上游静叶的尾迹干涉

和势干涉，已不存在来自下游的非定常扰动源，故在

各展向位置处，第 2级动叶后段处的压力扰动小，压

力分布的定常计算结果与非定常计算的时均结果差

异小。由于第 2级动叶的稠度随展向高度的减小而增

大，故非定常扰动源与动叶的干涉沿展向高度的减小

而增强，故展向位置越低，第 2级动叶上的压力扰动

越大，压力分布的定常计算结果与非定常计算的时均

结果差异越大。来自上游第 2级静叶通道中的流动的

非定常性，在第 2级动叶通道的前段中由于上游非定

常扰动源的作用而加强；而在第 2级动叶通道的后段

中由于没有来自下游的非定常扰动源，流动的非定常

性减弱。

第 2级动叶后 10%倍叶中轴向弦长处的涡量云

图的定常计算结果与非定常计算的时均值、标准差的

对比如图 12所示。从图中可见，在第 2级动叶后不远

处的截面位置，二次流流向涡和展向涡的定常计算结

果与非定常计算的时均结果在拓扑上是基本一致的，

有差异的区域正与图 12（e）、（f）中的标准差的高值区

域相对应，即定常计算与非定常计算结果的差异是由

于二次流流向涡和展向涡的非定常性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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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第 2级静叶表面压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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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级动叶通道出口处的涡量云图的定常计算

结果与非定常计算的时均值、标准差的对比如图 13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第 2级动叶通道出口处，二次流

流向涡和展向涡的定常计算结果与非定常计算的时

均结果都趋于一致，而且在周向上趋于均匀。从图 13

（e）、（f）中可见，第 2级动叶通道出口处的二次流流

向和展向涡的非定常性已趋于消失。事实上，由于从第

2级动叶出口到通道出口有近 5倍第 2级动叶叶中轴

向弦长的一段通道。在如此长的通道中均不存在来自

下游的非定常扰动，故来自第 2级动叶出口的气流的

非定常性和周向非均匀性，通过在如此长的通道中的

流动耗散和掺混，会大幅度地减弱，以至于在通道出口

处，气流的非定常性和周向非均匀性趋于消失。

3 结论

通过对某 2级动力涡轮内部流动的定常和非定

常计算结果的对比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由于涡轮内部流动固有的非定常性的存在，

定常与非定常计算对涡轮内部流动的模拟结果，如叶

片表面的压力分布，叶排进出口的气流角、叶片通道

中的二次流流向涡与展向涡、叶片通道中的损失等，

均存在差异。流动的非定常性越强，定常与非定常的

计算结果差异越大。

（2）2级涡轮的第 1排叶片通道中的流动的非定

常性最弱，其定常与非定常计算结果的差异最小；随

着气流向后排叶片通道中输运，流动的非定常性增

强，从而定常与非定常计算结果的差异增大；在最后

1排叶片通道中，流动的非定常性最强，定常与非定

常计算结果的差异也最大；在最后 1排叶片后的无叶

片长通道中，流动的非定常性发生衰减，到达通道出

口时，流动的非定常性趋于消失，定常与非定常计算

结果的差异也趋于消失。

（3）在 2级涡轮的叶片排中，定常与非定常结果

的差异，总体来说，对于静叶而言，倾向于高展向位置

处比低展向位置处大；对动叶而言，倾向于低展向位

置处比高展向位置处大。越是后面叶片排，流动非定

常性越强，这种趋势越明显。

（4）各非定常扰动源的相互作用，使得涡轮总性

能的非定常性较弱，总性能的定常与非定常计算的结

果相差不大。

（5）定常与非定常计算结果的差异大小取决于流

动非定常性的强弱。在工程计算中，决定采用定常计

算代替非定常计算前，需要评估流动的非定常性。

（a）定常，流向涡 （b）定常，展向涡

（c）非定常时均，流向涡 （d）非定常时均，展向涡

（e）非定常标准差，流向涡 （f）非定常标准差，展向涡

图 12 第 2级动叶后 10%倍叶中轴向弦长处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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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定常，流向涡 （b）定常，展向涡

（c）非定常时均，流向涡 （d）非定常时均，展向涡

（e）非定常标准差，流向涡 （f）非定常标准差，展向涡

图 13 第 2级动叶通道出口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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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转速大长径比传动杆动态特性研究

郭 霞，章焕章，程小勇，王少波
（中航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201108）

摘要：大客发动机径向传动杆具有长径比大、转速高等特点。为保证传动杆可靠工作，需进行精确的动态特性分析，而边界条

件的选取和简化是保证传动杆动态特性准确性的关键。分别使用了简化模型和整体模型计算了传动杆的模态，通过边界条件的选

取设置，对传动杆进行了动态特性分析和试验验证，并与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使用整体模型计算得到的传动杆模态振

型与试验结果较为一致，证明了传动杆边界条件选取方法的正确性。

关键词：传动杆；动态特性；模态；有限元；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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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Characteristics Study on Transmission Rod with High Speed and Large Aspect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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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dial drive shaft of commercial aeroengin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draw ratio and high rotate speed. In order to

ensure its reliability, it is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process a dynamic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in which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make huge
sense. Simplified and integrated models were respectively used to analyze the mode of radial drive shaft. By setting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was processed and the models were verified. The results of comparison show that the modal vibration
shape calculated by integrated model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which demonstrates the correctness of boundary conditions
choos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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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型客机发动机径向传动杆具有转速高（大于

20000 r/min）、长径比大（大于 30）的特点。其主要作

用是从中央传动杆提取功率，带动发动机各附件工

作。为了调整传动杆的临界转速，通常需要在传动杆

的中间位置设置辅助支承轴承，传动杆两端分别通过

花键与齿轮相连。由于传动杆属于多自由度的运动机

构，各结构间会相互作用和影响，给传动杆转子系统

的动力特性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传动杆结构

复杂，工作环境恶劣，在设计阶段需要对其进行振动

特性计算，以保证其可靠工作[1-3]。

传动杆属于系统工作部件，其工作特性会受到所

在系统的影响。可以对传动杆单独施加边界条件进

行模态计算，即简化模型；也可以对传动杆所在的

系统施加边界条件进行计算，即系统模型。传动杆

模态的计算结果完全取决于边界条件的设置，对于

简化模型，需合理模拟传动杆的支承结构，计算相

应的支承刚度；对于系统模型，则需建立传动杆及

其支承结构的模型。找到 1套能准确计算传动杆模

态的方法，以指导传动杆的准确设计，是保证其可靠

工作的前提。

本文针对大型客机发动机径向传动杆的特点，通

过数学模型分析，分别建立了简化模型和系统模型，

通过有限元方法计算了传动杆的模态，并将 2种计算

结果与传动杆模态试验结果进行对比。

mailto:15786341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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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方法

传动系统由多个自由度构成，任何运动都可以用

其振动模态合成，通过不同模态的线性组合体现整个

系统的振动状况。因此，模态分析是研究传动系统动

力特性的基础，为确定其使用环境和工作状态提供理

论依据[4-5]。

传动系统模态分析就是计算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即假设系统在无阻尼及外载荷状态下求解自由振动

的模态矢量。对于 1个无阻尼系统，其振动方程可以

用矩阵形式表示[6]

[M]{俟}+[K]{u}={0} （1）

式中：[滋]为位移向量；[M]为质量矩阵；[K]为结构刚度

矩阵，可包含预应力的影响。

为求式（1）所表示的系统动力特性，可将其改写

为

[K]-棕2[M]={0} （2）

式中：棕为系统圆频率。
这是 1个求解特征值的问题，最多可以求得 n个

棕及其相对应的振型，均满足式（1），n为自由度数。
求解式（2）通常可用跟踪法、变换法、Lanczos法等。对

于传动系统，由于其计算量较大，因而考虑使用

Lanczos法求解系统的各阶模态[7-8]。

2 传动杆模态计算

传动杆结构如图 1所示。其中间设有刚度可变的

辅助支承轴承，传动杆两端分别通过花键与齿轮连

接。齿轮通过轴承支承于齿轮箱内，并与传动杆一同

构成转子系统。

2.1 转子模态计算

使用传统方法计算传动杆模态通常只考虑传动

杆及与其相连的转动部件，而忽略轴承和支承结

构，并在支承处以等效刚度代替。建立有限元模型

如图 2所示。其中 1、5 支点为滚棒轴承，需提供径

向刚度；2、3、4 支点为球轴承，需提供轴向、径向刚

度[9-10]。

1～5支点是由轴承与支承结构共同构成的支承

系统，因此可将其视为 2个串联的弹簧，利用式（3）可

计算整个支承系统在轴、径向的支承刚度，并以此作

为传动杆模态计算所用的等效刚度。

1
k = 1

k1
+ 1

k2
（3）

式中：k 为支承系统刚度；k1为轴承刚度；k2为支承结

构刚度，单位均为 N/mm。

轴承刚度的计算方法为

kbr=0.117×104· Fr·nr·d·cos5 茁3姨 （4）

kba=0.344×104· Fa·n2·d·sin5 茁3姨 （5）

krr=0.237×105·Fr
0.1
·n0.9
·L0.2
·cos1.9 茁 （6）

式中：kbr为球轴承径向刚度，N/mm；kba为球轴承轴向

刚度，N/mm；krr 为棒轴承径向刚度，N/mm；Fr 为轴承

径向力，N；Fa为轴承轴向力，N；n为轴承滚子数量；d
为轴承滚子直径，mm；L为棒轴承滚子长度，mm。

根据传动系统结构及

所传递的载荷计算得到各

轴承支承所受径、轴向载

荷，结合轴承结构参数按

式（4）～（6）可分别计算

球、棒轴承的各向支承刚

度，计算结果见表 1。

通过有限元计算可

得支承结构刚度，结合由

式（4）～（6）计算可得轴

承刚度，并利用式（3）可

得传动杆各支点等效刚

度，见表 2。

在图 2中各位置建立

弹簧单元，并将表 2中的

各向刚度代入，经过模态

计算可得各阶频率及振型，计算结果如图 3所示。

2.2 系统模态计算

为获得更精确的传动杆动态特性结果，需同时考

虑其附属结构及支承结构。因此，将齿轮箱（含齿轮）、

图 1 传动系统结构

径向传动杆

中间轴承

轴承位置

支点 1

支点 2

支点 3

支点 4

支点 5

径向

6.02×105

1.48×105

1.11×105

1.07×105

6.04×105

轴向

—

1.79×105

106

1.58×105

—

刚度 /（N/mm）

注：表 1中辅助支承轴承不承受

轴向载荷，故暂不计算轴向刚度，

计算中以代替。

表 1 轴承刚度计算结果

轴承位置

支点 1

支点 2

支点 3

支点 4

支点 5

径向

6.76×104

4.34×104

4.66×104

5.08×104

7.32×104

轴向

—

6.12×104

5.96×104

6.24×104

—

刚度 /（N/mm）

表 2 等效支承刚度

图 2 传动杆有限元模型

支点 2支点 1 支点 3 支点 4 支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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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杆、辅助支承装置一

同加以考虑，建立完整的

传动系统模型，如图 4所

示。可先分别针对系统中

的零件（齿轮箱、齿轮、传

动杆等）建立有限元模型，

后根据系统的装配关系，在各零件的连接位置建立弹

簧元，并赋予合适的刚度[11-13]。

与前文所述简化模型相比，系统模型在各连接刚

度取值方面有所不同。由于系统模型中详细描述了支

承结构的特性，因此不需要使用表 2中的等效支承刚

度，仅需在转、静子件，即传动杆转子及其支承之间以

弹簧元的形式模拟轴承的刚度。通常可在每个轴承位

置建立径向弹簧，对于球轴承还需建立轴向弹簧，弹

簧刚度见表 1。

此外，在齿轮啮合处还应建立弹簧元模拟齿轮的

啮合刚度，该啮合刚度将主、从动齿轮的动态特性相

互关联，相当于在传动杆的输入齿轮端附加了质量，

起到了约束的效果，降低了传动杆的固有频率，对低

频模态的作用更为明显。所以，啮合刚度对整个系统

模态计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一般模态计算

可使用平均啮合刚度进行线性计算，其刚度取值可依

照文献[14]所述方法，并结合主、从动齿轮的轮齿齿面

参数计算得到。

经过模态计算可得各阶频率及振型，计算结果如

图 5所示。

3 传动杆模态试验验证

3.1 试验方案

将传动杆安装在如图 6所示的试验台上，传动杆两

端分别连接主动、负载齿轮箱。安装完毕后，进行同轴度

测量，确保主动、负载齿轮同轴度不大于 0.10 mm。

使用 LMS模态分析软件及数据采集装置进行传

动杆模态测试[6-8]，并按图

7所示连接设备。采用线

单元建模模拟，采用笛卡

尔坐标系统建立节点模

型。根据测量所得的几何

尺寸参数建立节点模型，

如图 8所示。

应用 LMS软件中的

Modal Analysis模态分析

模块对试验数据进行分

析，经几何模型加载、模

态数据选取和模态参数

计算得到模态质量、模态

刚度、模态阻尼等相关信

息。试验模态分析计算原

理如图 9所示。

3.2 测试结果

使用锤击法测量传动杆模态[15-16]，得到敲击点附

近数据采集点频响函数曲线，如图 10所示。由于主要

关注传动杆的径向振动状态，未给出数据采集点轴向

的频响函数曲线。对测试数据进行分析，获取传动杆

弯曲振动信息，获得传动杆的各阶模态和振型，如图

11所示。

（a）第 1阶振型 469 Hz （b）第 2阶振型 526 Hz

（c）第 3阶振型 760 Hz （d）第 4阶振型 825 Hz

图 3 转子计算传动杆各阶模态

2.91+001
2.72+001
2.52+001
2.33+001
2.14+001
1.94+001
1.75+001
1.56+001
1.36+001
1.17+001
9.74+000
7.80+000
6.85+000
3.92+000
1.98+000
4.26-002

2.82+001
2.64+001
2.45+001
2.26+001
2.07+001
1.88+001
1.70+001
1.51+001
1.32+001
1.13+001
9.43+000
7.55+000
5.67+000
3.79+000
1.91+000
2.47-002

1.74+001
1.62+001
1.51+001
1.39+001
1.28+001
1.16+001
1.04+001
9.29+000
8.13+000
6.9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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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00
2.21-000

1.04+001
9.74+000
9.04+000
8.35+000
7.65+000
6.95+000
6.26+000
5.56+000
4.87+000
4.17+000
3.48+000
2.78+000
2.09+000
1.39+000
6.97-001
1.56-003

图 4 有限元模型

N/mm N/mm

N/mm N/mm

图 6 试验台

1-试验件；2-力锤；3-力传感器；4-加速度

传感器；5-信号发生及采集系统；6-计算机

图 7 模态测试

1
2

3

4

5
6

图 9 模态分析计算原理

图 8 传动杆试验测试模型

Shaft:N1
Shaft:N2

Shaft:N3
Shaft:N4

Shaft:N5
Shaft:N6

Shaft:N7

（a）第 1阶振型 412 Hz （b）第 2阶振型 457 Hz

（c）第 3阶振型 671 Hz （d）第 4阶振型 861 Hz

图 5 系统计算传动杆各阶模态

2.6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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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01
1.40+001
1.2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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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00
7.09+000
5.36+000
3.63+000
1.49+000
1.57-001

2.34+001
2.19+001
2.03+001
1.88+001
1.72+001
1.57+001
1.42+001
1.26+001
1.11+001
9.55+000
8.01+000
6.47+000
4.94+000
3.40+000
1.36+000
3.23-001

1.69+001
1.5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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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001
3.03+001
2.82+001
2.61+001
2.39+001
2.16+001
1.96+001
1.75+001
1.58+001
1.32+001
1.10+001
8.88+000
6.78+000
4.59+000
2.44+000
2.94-001

N/mm N/mm

N/mm N/mm

Y
X
Z

Y
X
Z

Y
X
Z

Y
X
Z

Y
X
Z

Y
X
Z

Y
X
Z

Y
X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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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 1阶振型 347.8 Hz （b）第 2阶振型 489.0 Hz

（c）第 3阶振型 650.6 Hz （d）第 4阶振型 847.1 Hz

图 11 传动杆各阶模态

模态

阶次

1

2

3

4

简化模

型结果

469

526

760

825

系统模

型结果

412

457

671

861

试验

结果

347.8

489.0

650.6

847.1

表 3 模态试验结果对比 Hz

（a）X 方向 （b）Z方向
图 10 数据采集点频响函数曲线

3.3 结果分析

从图 5、11 中可见，

有限元计算和试验测试

得到的前 4 阶模态振型

一致，对使用有限元方法

计算和试验测试的传动

杆各阶模态结果进行对

比，结果见表 3。

通过对比可知，采用简化模型的模态计算结果前

3阶频率与试验结果相差较大，使用系统模型计算能

获得与试验较为一致的结果，但无论使用简化模型或

者系统模型计算得到的第 1阶弯曲模态均与试验结

果存在一定差异。原因在于：模态试验是在如图 6所

示的试验台上进行的，系统中存在花键、轴承等包含

阻尼的元件，锤击所产生的能量不足以克服这些阻

尼，导致试验所得到的低频模态误差较大，置信度较

低；随着系统响应频率的提升，阻尼的作用逐渐减弱，

从而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此外，简化模型的计算结果与系统模型的计算结

果存在较大差异，使用系统模型计算能得到更接近于

实际的模态结果。由于简化模型既未考虑附加在传动

杆上支承结构的质量，又未考虑实际安装状态下在支

承位置处的刚度，因此在低频部分获得了较高的固有

频率；随着固有频率的提高，附加在传动杆上的质量

影响逐渐减小，从而能在高频处与试验结果具有较高

的一致性。通常，对传动杆的动力性能计算主要关注

其低阶模态，为获得较为准确的各阶固有频率，必须

考虑将支承结构的质量附加于计算模型之上。但会带

来很多前置工作量，且计算作用于传动杆上的附加质

量较为繁琐，同时也是一种近似，因而直接进行传动系

统模态计算显得相对便捷，且能获得较高的计算精度，

特别是对于重点考察的低频部分，能真实反映系统的

固有特性，为后续动力特性计算提供良好的基础。

4 结论

（1）无论简化模型还是系统模型，计算所得的各

阶模态振型与试验结果较为吻合，且模型所包含的信

息越详细，吻合度越高；

（2）在低频部分，与传动杆相连的结构质量会对

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影响，从而使简化模型和系统模型

的计算结果产生较大差异；

（3）建立系统模型能较好地反映传动杆的真实动

力性能，但会增加计算成本；

（4）由于系统中存在花键、轴承等连接结构，测试

结果在高频部分的真实性有所下降，后期需对连接结

构对系统动力特性的影响开展试验研究，提高试验结

果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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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载实时模型的发动机执行机构

故障状态参数估计

何佳倩，李建榕，张志舒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对发动机的主燃烧室供油量控制器、喷管喉部面积控制器、风扇进口可调导叶角度控制器、压气机进口可调导叶角

度控制器进行故障诊断，建立了基于简化 n+1 残量方法的非线性机载实时模型，并结合常增益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建立执行机构控
制参数估计器，利用非线性部件级模型模拟飞行包线内发动机执行机构的软故障。仿真结果表明：执行机构控制参数估计器在飞行

包线内能实现较高精度估计，且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关键词：故障诊断；执行机构；控制参数估计器；机载实时模型；飞行包线；控制系统；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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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tor Fault State Parameter Estimation of Aeroengine Based on On-Board Real Tim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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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erform fault diagnosis on main combustion fuel supply quantity controller, the nozzle throat area controller, fan

inlet guide vane angel controller and compressor inlet guide vane angle controller for aeroengine, the on-board real time nonlinear 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n+1 residual method, and actuator control parameter estimator was established combining with constant gain
extended Kalman filter. The actuator soft fault within the whole flight envelope was simulated by a nonlinear component-level model. The
simulation result shows that actuator control parameter estimator provides high precision and stability within the whole flight envel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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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执行机构是发动机控制系统必不可少的组成元

件，发动机的工作环境易造成执行机构故障，发动机

必须具有能检测执行机构故障的系统，以提高控制系

统的可靠性。早在 20世纪 70年代，Wallhagen首先提

出用传感器的解析余度技术来提高发动机控制系统

的可靠性[1]；同时期，麻省理工学院提出了故障诊断技

术[2]；随后，Willsky、Himmelblau相继发表关于动态系

统故障检测与诊断的相关研究成果[2-3]；现有的数字电

子控制系统[4-5]故障诊断方法通常采用基于模型的参

数估计法[6]，主要应用于传感器输出型故障；执行机构

故障并不是输出型故障，基于模型的方法下执行机构

故障诊断比传感器故障诊断更具有挑战性[7]；执行机

构故障诊断大多数针对主燃油流量和喷管喉部面积[8]，

而在实际发动机故障中，由于进口风扇和高压压气机

导叶角执行机构故障导致的发动机性能损失并不罕

见，若能估算出进口风扇和高压压气机导叶角的值将

在一定程度上简化排查发动机故障工作；实时的发动

机状态监控和状态估计是发动机性能寻优控制得以

实现的关键，实现更加实时全面的发动机状态监控的

有效途径是建立发动机机载实时模型[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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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基于机载模型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执

行机构问题，建立机载实时模型并评估模型的实时

性，根据状态变量模型建立常增益扩展卡尔曼滤波器

估计的最优估计公式，对燃油控制装置等进行软故障

模拟并估计。

1 机载实时模型

1.1 非线性模型建模

建立部件级发动机数学模型的思路是：已知发动

机各部件特性，给定发动机调节规律，从进气道、风

扇、高压压气机、主燃烧室、高压涡轮、低压涡轮、外涵

道、混合室、加力燃烧室到尾喷管，逐一建立气体流动

方程、热力过程方程和发动机共同工作方程并组成非

线性方程组求解，确定发动机的共同工作点。该模型

能够考虑所有条件对发动机特性的影响，当部件特性

精度提高时，模型能以相应的精度模拟发动机的静态

和动态性能，并计算截面性能参数和整机性能参数[11]。

1.2 简化 n+1残量方法

发动机模型的计算时间主要取决于每一步热力

学计算所需的时间和热力循环的计算次数，利用简化

n+1残量方法来减少热力循环的计算次数。在利用

n+1 残量方法求解时建立初始迭代矩阵需要计算

n+1次热力循环，其中 n为误差变量数。通常情况下，
此部分的计算不能省略。为了进一步提高运算速度，

提出了简化 n+1残量方法。该方法在连续进行多次运

算且前后 2次计算输入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可利用

上一步运算所产生的迭代矩阵直接构建本步初始迭

代矩阵，将构建初始迭代矩阵计算次数减小到 1次，

从而大幅度提高了运算速度。

令：X 为发动机的状态变量低压转速和高压转速
[nL，nH]。U为发动机的控制输入主燃烧室供油量、喷
管喉部面积、风扇进口可调导叶角度、压气机进口可

调导叶角度[mf，A 8，琢F，琢C]和环境条件飞行高度（km）

和马赫数[H，Ma]的总和。则设第 k 次计算时，按照标
准 n+1残量法计算，在第 1步中计算得到的初始残差

向量为

Ek
0
=F（U，X） （1）

在第 2步中计算得到迭代的初始残差矩阵为

Ek
i
=F（U，X+驻X i），i=（1，2，…，n） （2）

而在第 k+1次计算时，在第 1步中计算得到的初

始残差向量为

Ek+1

0
=F（U+驻U，X） （3）

在第 2步中需要计算迭代初始残差矩阵为

Ek+1

i
=F（U+驻U，X+驻X i），i=（1，2，…，n） （4）

在标准 n+1残量法中需要计算 n次热力循环求
取，由于函数 F（U，X）是连续可导的，因此可对其 1

阶泰勒展开得

F（U+驻U，X+驻X）≈F（U，X）+

坠F（U，X）坠X 驻X+ 坠F（U，X）坠U 驻U （5）

其中

坠F（X，U）坠X ≈ F（X+驻X,U）-F（X，U）驻X （6）

坠F（X，U）坠U ≈ F（X,U+驻U）-F（X，U）驻U （7）

分别为函数 F（U，X）对变量 U和 X 的 1阶偏导

数，可以得出

F（U+驻U，X+驻X）≈F（U+驻U，X）+

F（U，X+驻X）-F（U，X） （8）

即当 驻X，驻U与 X，U相比均很小时，可以得出

Ek+1

i
≈Ek+1

0
+Ek

i
-Ek

0
（i=1,2,…n） （9）

由此，在迭代过程中，当 2次迭代过程的调节器输

入及环境变量相差不大时，可以利用上一次迭代运算

取得的 Ek
0
、Ek

i
和本次迭代第 1步中所获得的 Ek+1

0
，不用

进行热力计算，得到迭代初始矩阵 Ek+1

i
，再利用 Ek+1

i
迭

代求解方程组。即原有 n+1残量方法计算中第 2步里

的 n次热力计算可以省略。
1.3 实时性评估

对模型进行地面（H=0 km，Ma=0）状态节流特性计

算，并进行实时性评估，

仿真曲线如图 1所示。从

图中可见，计算稳态过程

平均需要 3.56 ms，能够满

足实时性需求。

2 执行机构闭环回路系统

发动机主燃油流量控制闭环回路原理如图 2所

示。从图中可见，位置给定后通过适当的校正得到执

行机构控制量数字信号，经转换变为电信号控制电液

伺服阀，继而调节滑阀阀芯位移，拖动作动筒以改变

计量阀开度。位移反馈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与执行机构

图 1 模型实时性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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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相对应，若二者有偏差，控制器将给出偏离控制

信号，继续通过电液伺服阀调节滑阀阀芯位移，直到

位移反馈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与执行机构输出相差在

允许裕度范围内[12-13]。

本课题研究的执行机构故障诊断不分别考虑执

行器（电液伺服阀和计量活门）故障和位移反馈传感

器故障，将 1个执行机构故障认为是实际输出物理量

与其输入指令之间稳态时的不一致。

3 执行机构故障状态参数估计

3.1 基于模型的故障诊断系统

研究执行机构故障状态参数估计，需要了解故障

诊断系统。在建立涡扇发动机解析模型的基础上，利

用发动机真实试车数据修正后的解析模型和参数估

计器进行故障诊断。可测截面参数与机载模型估计出

的可测截面参数估计值的偏差，通过参数估计器得到

部件特性和控制参数。估计值与真实值的差值构造残

差，通过故障检测判断是否存在故障并隔离出疑似故

障部件。根据诊断结果利用寻优控制优化发动机性

能，若有传感器或执行机构故障，需用机载模型输出

参数重构故障传感器或执行机构。基于模型的故障诊

断原理如图 3所示[14]。

3.2 参数估计器

根据故障诊断系统得到参数估计器的结构如图

4所示。参数估计方法通常是求取可测的发动机输出

量 y和相应的模型输出y赞之间的偏差，将偏差乘以增

益矩阵 K，用结果修正状态估计值x赞、控制量u赞或健康

参数浊赞，使状态估计值逐
步接近真实发动机状态

x、控制量 u 和部件特性
退化情况。选用的非线性

性能参数估计器增益矩

阵的设计方法为常增益扩展卡尔曼滤波方法。

3.3 常增益扩展卡尔曼滤波器

执行机构故障模拟为硬故障偏差。考虑系统噪声

和测量噪声时，含有执行机构故障的航空发动机状态

空间模型，对在某个飞行条件下的某 1个平衡点进行

线性化，则发动机的线形化模型可表示为

驻x觶=A驻x+L驻浊+B驻u'

驻y=C驻x+M驻浊+D驻u' （10）

式中：A、B、C、D、L、M 为发动机状态矩阵；x 为状态
变量向量；浊为健康参数向量；u'=u+b 为加入执行机
构偏差后的控制输入向量，u为控制输入向量，b 为执
行机构偏差；y为发动机可测输出向量。

考虑到系统的动态噪声和量测噪声，状态空间模

型可描述为

驻x觶=A驻x+B驻浊+L驻u'+棕
驻y=C驻x+D驻浊+M驻u'+自 （11）

式中：棕，自为互不相干的零均值白噪声信号，其协方
差阵分别为 Q和 R。

由于 u'是被估计向量，将 u'与 x合并作为增广
的状态变量，即

驻x觶

驻u觶 '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

A B
0 0

驻x
驻u'

+
L
0

驻浊+棕

驻y=[C D]
驻x
驻u'

+M驻浊+自 （12）

经过卡尔曼滤波器的最优估计为

驻x赞

驻u赞 '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A軒驻x赞

驻u赞 '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L軒驻浊+K（驻y-驻y赞）

驻y赞=C軒驻x赞

驻u赞 '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M驻浊 （13）

其中

A軒=
A B
0 0

，L軒=
L
0
，

图 2 执行机构闭环回路原理

图 3 基于模型的故障诊断原理

图 4 参数估计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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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軒=[C D]，K=PC軒TR-1。

x赞、u赞 '、y赞为估计值；K为卡尔曼滤波增益矩阵

K=P·C軒T·R-1 （14）

P为由协方差矩阵构成的 Riccati 方程的解，可

求解下式计算得到

A軒P+PA軒T+Q-PC軒TR-1C軒P=0 （15）

A軒、C軒已知，给定 Q和 R即可求解 Riccati方程，得

到增益矩阵 K。选用常增益扩展卡尔曼滤波器，即为在
飞行包线内不同点使用同一卡尔曼滤波增益矩阵，此

矩阵为地面最大状态下计算得到，由于常增益扩展卡

尔曼滤波器不需要在线计算增益矩阵，计算量大幅减

少。该方法中的控制参数修正过程所需的计算量较小，

主要计算量为计算 1次发动机非线性动态模型[15-16]。

4 仿真计算

选取部件级非线性模型代替真实发动机。选取设

计点设计 K阵，其中 Q阵和 R阵分别为

Q=

1e-9

1e-9

1e-9

1e-9

1e-9

1e-9

杉

删

山山山山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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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衫衫衫衫

R=

5e-5

2e-4

2e-4

1e-3

1e-4

8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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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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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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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小涵道比涡扇发

动机典型的工作包线如图

5所示。为评估控制参数估

计器在不同飞行条件下的

估计的精确度和稳定性，

选取飞行包线内 A (0，0)、B
(10，1.0)、C (12，1.6)、D(20，

1.2)和 E(20，1.6)，分别进行执行机构控制参数估计。

发动机在各工作点均处于最大状态。

为了模拟参数估计器在真实发动机上的工作，需

要考虑实际系统的测量误差。假设各传感器的测量误

差分别为：高、低压转速(±10 r/min)，风扇、压气机和

混合室的出口总温(±2 K)、风扇出口总压(±300 Pa)、

压气机出口总压(±1000 Pa)，混合室出口总压(±400

Pa)。对非线性模型输出量加入相应幅值的高斯白噪

声信号来模拟量测噪声。部件级非线性模型代表执行

机构发生故障的真实发动机，设主燃油WFB执行机

构在第 10 s发生硬故障偏大 0.05 kg/s，喷口 A8执行

机构在第 20 s发生硬故障增大 0.03 m2，风扇进口可

调导叶角 琢F在第 10 s发生硬故障偏开 1毅，压气机进
口可调导叶角 琢C在第 20 s发生硬故障偏开 2毅。

仿真计算结果如图 6~15所示。

图 6 h=0 km、Ma= 0处Wfb

和 A8估计结果

图 7 h=0 km、Ma= 0处 琢F

和 琢C估计结果

图 5 军用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

典型的工作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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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h=10 km、Ma =1.0处

Wfb和 A8估计结果

图 9 h=10 km、Ma =1.0处

琢F和 琢C估计结果

图 10 h=12 km、Ma=1.6处

Wfb和 A8估计结果

图 11 h=12 km、Ma=1.6处

琢F和 琢C估计结果

图 12 h=20 km、Ma=1.2处

Wfb和 A8估计结果

图 13 h=0 km、Ma=1.2处

琢F和 琢C估计结果

图 14 h=20 km、Ma=1.6处

Wfb和 A8估计结果

图 15 h=20 km、Ma=0.6处

琢F和 琢C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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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6~15中可见，各执行机构控制参数的估计

值均逐渐逼近各自给定的偏移量。其中，主燃油流量

W fb的估计误差为 0.001 kg/s，喷口 A 8的估计误差为

0.001 m2，风扇导叶角 琢F的估计误差为 0.01毅，压气机
导叶角 琢C 的估计误差为 0.001毅。在飞行包线内 A
(0，0)、B(10，1.0)、C(12，1.6)、D(20，1.2)和 E(20，1.6)5 个

状态点处均能准确跟踪执行机构控制参数的变化。

从各图中还可见，W fb 和 A 8 的偏移量估计值在

10 s内均能达到精度要求，琢F和 琢C均能达到精度要

求。在多状态点多次反复计算中，各控制量的估计均

收敛，初步验证了执行机构控制量估计器在飞行包线

内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5 结论

通过本文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基于机载模型的卡尔曼滤波方法的发动机执

行机构控制参数估计器，对工作在飞行包线内不同工

作点处的模拟发动机的执行机构软故障均能准确地

进行估计；

（2）在飞行包线不同工作条件下，执行机构控制

参数估计器均能够较为稳定的跟踪控制量的变化，初

步验证了基于机载模型的卡尔曼滤波的执行机构故

障诊断方法在全包线内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在工程实

践中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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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振动能量积奇异值分解的航空发动机

振动状态识别

秦海勤，徐可君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青岛校区航空机械系，山东青岛 266041）

摘要：为进一步提高航空发动机振动状态监测的有效性和故障诊断的准确性，将机匣截面振动信号的各谐波轴心轨迹椭圆长

短轴乘积看成广义时间序列。基于该序列能够全面反映发动机转子系统各谐波能量分布的客观事实，利用其构造矩阵并提取奇异

值向量。借助于该向量构造特征值，通过比较特征值向量实现对发动机不同振动状态的识别。对实测振动信号的分析表明：在同一

振动状态下，各数据椭圆长短轴乘积相对奇异值强度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和良好的稳定性；在不同振动状态下，椭圆长短轴乘积相

对奇异值强度变化趋势不尽相同；通过椭圆长短轴乘积奇异值相对距离熵能够较好地识别发动机各振动状态。

关键词：振动能量积；奇异值分解；状态识别；振动信号；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3.008

Recognition of Different Vibration States of Aeroengine Based on the Vibration Energy Product SVD
QIN Hai-qin袁 XU Ke-jun

渊Department of Aviation Mechanism袁Qingdao Branch of Naval Aviation Engineering Institute袁 Qingdao Shandong 266041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vibration monitoring and fault diagnosis of aeroengine, a new vibration state recognition

method was brought out.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different harmonic energy of aeroengine rotor system, the method can be completely
presented by the product of major axis and minor axis of shaft centerline orbit ellipse. Different harmonic products were treated as general
time series. The SVD theorem was used to the array which was formed by the time series. Different vibration states of aeroengine can be
identified by characteristic vector which was derived from eigenvalues of the array. The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sis the real testing data.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elative intensity of product singular value has the same varied tendency and better stability in the same vibration
state, while the tendency is distinct in different states and different vibration states can be recognized by the relative distance entr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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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受航空发动机自身安装空间的限制，目前主要通

过安装在发动机机匣上的传感器拾取其振动信号进

行监测[1-5]。但由于机匣自身质量和刚性分布的不均匀

性使得静子机匣不同截面或同一截面不同方向的振

动有所差异[6-7]，加之发动机工作过程中存在各种噪声

影响，这种差异会被进一步放大。为提高振动监测的

有效性，一些军用航空发动机将其振动传感器置于靠

近发动机重心位置主安装节处的中介机匣上。由于主

安装节的影响，使得中介机匣同一截面不同方向的振

动差异更大。因此，为进一步提高航空发动机振动状

态监测的有效性和故障诊断的准确性，应将机匣同一

截面不同方向的振动综合考虑。

众所周知，通过机匣拾取的振动信号包含有转子

系统的正进动和反进动[8-11]。而由正反进动合成的轴

心运动轨迹椭圆及其长、短轴对转子截面都是惟一

的。由此可见，轴心轨迹椭圆长短轴的乘积（本文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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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振动能量积）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静子机匣截面各

谐波的能量分布。当发动机处于不同的振动状态时如

以高压或低压压气机振动为主，机匣截面各谐波的振

动能量积分布也不相同。故借助于振动能量积对发动

机进行振动监测和故障诊断即可避免对同一截面不

同测振方向的信号分析所引起的信息遗漏。另外，对

于实测信号，当测量噪声较大时，会严重影响监测效

果和故障诊断精度。而奇异值分解技术是近年来发展

起来的 1种信号处理技术，研究发现，借助于奇异值

重构技术，根据奇异值大小分布即利用奇异值对数据

测量噪声变化不敏感的特性能够提取信号的主要成

分。因此，奇异值分解技术在信号去噪、信号滤波、特

征提取、图像处理等方面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12-13]。

基于以上原理，将不同振动状态下同一截面各谐

波的振动能量积看成广义时间序列，利用该序列构造

矩阵并提取其奇异值向量，并以该向量为输入参数构

造特征值，通过比较特征值实现对发动机不同振动状

态的识别。

对发动机台架实测数据的分析表明：在相同振动

状态下同一截面各谐波的振动能量积奇异值向量相

对强度变化趋势完全相同，而在不同振动状态下则有

所不同。通过该奇异值向量构造的相对距离熵能够较

好地识别发动机的不同振动状态。

1 振动能量积的提取

为了提取航空发动机转子的轴心轨迹，将机匣同

一截面水平和垂直方向所测得的 2组整周期振动信

号 x（i），y（i）（i=1,2,…,n）合并为矢量信号 z（i）=x（i）
+jy（i），则有[14]

Xpk=
1
N |Z（k）|

X rk=
1
N |Z（N-k）|

tan准pk=
ZI（k）
ZR（k）

tan准rk=
ZI（N-k）
ZR（N-k）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1）

式中：k=0,1,2,…,N/2-1；Z为 z 的双边傅里叶变化，ZR

和 ZI分别为 Z的实部和虚部；Xpk和 X rk分别为正、反

进动圆的半径；准pk和 准rk分别为正、反进动圆的初始

相位角。

若用 Rak和 Rbk分别表示转子轴心运动轨迹椭圆

的长半轴和短半轴，琢k 表示长半轴与 x 轴正方向夹
角，Sk表示第 k 阶谐波的振动能量积，则有

Rak=Xpk+X rk
Rbk=Xpk-X rk
2琢k=准pk-准rk

Sk=4Rak·|Rbk|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2）

以 Sk为纵坐标，各谐波为横坐标所得的谱图即

为各谐波振动能量积分布图。

2 矩阵构造与奇异值分解

2.1 矩阵构造

奇异值能够客观反映矩阵的能量分布特征[15]，因

此奇异值分解的关键是如何构造 1个合适的矩阵。常

用方法是利用采样信号时间序列直接进行构造。该方

法所得奇异值主要反映信号时域内的信息，且只反映

系统某一方向的振动，所得信息并不完全。对于航空

发动机等旋转机械其振动状态的区别更多反映在阶

次域（或频域）。而振动能量积正好是转子同一截面各

谐波振动强度的惟一体现且包含了转子同一截面相

互垂直 2个方向的数据，所得信息更完善。由于计算

所得振动能量积为离散数据，因此可把各谐波下的振

动能量积看成 1组广义时间序列。采用与时域信号相

同的方法构造矩阵，具体过程如下：

设航空发动机机匣某截面的各谐波振动能量积

为

Sk=[Sk（1），Sk（2），…，Sk（N/2）] （3）

式中：N 为时域信号长度。利用上述数据构造如下
p×q 阶矩阵 A

A=

Sk（1） Sk（2） … Sk（q）
Sk（2） Sk（3） … Sk（q+1）

… … … …

Sk（p） Sk（p+1） … Sk（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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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q

（4）

式中：p+q-1=N/2；p≥q；A（i,j）=Sk（i+j-1）。

对于 p 和 q 只需确定其中 1个参数即可确定另

1个参数。不同的 p 和 q 对奇异值分解的效果影响较
大。目前常用方法是通过奇异值曲线确定 q [16]。其基本

思想是根据奇异值 滓i的相对强度 滓i/滓l选择 q，即通
过寻找奇异值相对强度 滓i/滓l相对于下标 i的曲线突
变点来确定 q，突变点对应的下标就是 q。文献[17]在

保持该基本思想不变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各 滓i的影

响，定义 浊i=滓i/（滓1+滓2+…+滓p）为相对强度。为确保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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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 q 更具合理性，本文利用文献[17]定义的相对强

度进行选择。

2.2 奇异值分解

定义：设 Ap×q是秩为 q 的实矩阵，则存在 2个酉

矩阵 U和 V满足
A=U撰VT （5）

式中：U 为 p×p 的矩阵；V 为 q×q 的矩阵；撰=diag

（姿1，姿2，…，姿q，0，…，0）且 姿1≥姿2≥…≥姿q，则 姿i就是

矩阵 Ap×q的奇异值。

由于奇异值向量具有一系列优良的性质，其中最

重要的是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对数据测量噪声变化不

敏感，因此在故障诊断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3 基于振动能量积 SVD的航空发动机振动

状态识别流程

振动能量积综合反映

了发动机转子某一截面的

振动强度，而奇异值能够

客观反映构造矩阵的能量

分布特征。因此利用振动

能量积奇异值即可实现航

空发动机振动状态的识

别，具体流程如图 1所示。

从图中可见，基于振

动能量积 SVD，进行航空

发动机振动状态识别的主

要步骤为：

（1）利用采集的发动

机不同振动状态下水平和

垂直方向的振动数据 x（i）和 y（i）（i=1，2，…，n）合成
矢量信号 z（i）=x（i）+jy（i）；
（2）对合成信号 z 进行 FFT变换，求取转子各阶

谐波的轴心轨迹长、短轴，并提取其振动能量积；

（3）利用各阶谐波的轴心轨迹长、短轴，计算能量

积，并利用得到的广义时间序列构造分解矩阵；

（4）对构造的矩阵进行奇异值分解；

（5）通过奇异值相对强度曲线拐点，确定需选择

的奇异值个数，并利用选择的奇异值向量构造识别特

征，通过比较不同状态下的特征值进行发动机振动状

态的识别。

4 工程应用

为验证上述方法的有效性，利用采集的某型双转

子发动机台架试车 4种不同振动状态下的数据进行

分析。数据采集时按整周期进行采样，每周期采集

256点，共采集 8个周期。4种振动状态分别为高压转

子振动为主、低压转子振动为主、高低转子振动同时

为主和低倍频分量振动为主，分别用 A、B、C、D表示。
其中 A 类 8组，B类 7组，C类 19 组，D类 10 组，共

44组数据，依次按顺序编号为 A 1、A 2、…A 8，B1、…B7，

C1、…C19，D1、…D10号数据。数据采集时以高压转速为

参考进行整周期采样，以中介机匣截面水平和垂直方

向的数据为例进行说明。4种状态下中介机匣水平、

垂直方向的阶次谱图和各谐波的振动能量积分布如

图 2～13所示。

从图 2~10中可见，在相同振动状态下，机匣同一

截面不同方向的振动，不但量值不同而且阶次谱结构

也存在一定差别，进一步说明仅依靠单一方向的振动

很难全面反映发动机的真实振动状态。而从图 3、6、

图 1 基于振动能量积SVD的

航空发动机振动状态识别流程

图 2 高压振动为主状态下

中介机匣水平方向的阶次谱

图 3 高压振动为主状态下

中介机匣垂直方向的阶次谱

图 4 高压振动为主状态下

中介机匣截面各谐波的振动

能量积

图 5 低压振动为主状态下

中介机匣水平方向的阶次谱

图 6 低压振动为主状态下

中介机匣垂直方向的阶次谱

图 7 低压振动为主状态下

中介机匣截面各谐波的振动

能量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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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中可见，振动能量积对某一截面是惟一的，且由

于是轴心轨迹椭圆长短轴的乘积，对主要的阶次谱能

够起到放大作用，使主要的特征频率或阶次凸显。图

中各谐波振动能量积的谱线分布比水平、垂直方向的

振动信号谱线相对更为“干净”，更有利于振动的监测

和故障诊断。

得到各谐波的振动能量积后，将其当成广义时间

序列进行矩阵构造并求解其奇异值。为了消除高、低

压转速不同对识别效果的影响，在求解之前把原始数

据归化到[-1,1]之间。各状态下的奇异值向量相对强

度曲线如图 14~17所示。

从图 14~17中可见，在各振动状态下各数据奇异

值相对强度曲线完全保持了相同的变化趋势，且彼此

间相差很小，进一步证实了奇异值具有良好的稳定

性，且对数据测量噪声不敏感。进一步分析图 14~17，

发现在不同状态下奇异值相对强度曲线不但变化趋

势不同，而且各状态曲线突变点对应的序号 i也不尽
相同。其中 A 状态对应的突变点序号为 i=18，B状态
为 i=13，C状态为 i=14，D状态为 i=2。说明通过奇异

值向量能够较好地区分各状态。

为了用奇异值向量对各振动状态进行识别，运用

奇异值向量相对距离熵表示 2种状态之间的相似程

度[18]。相对距离熵越小表示 2种状态越相似。

D（姿K，姿L）=
n

i=1
（姿i

K
log

姿i
K

姿i
L +姿i

L
log

姿i
L

姿i
K） （6）

规定 log 0=-∞，log（x/0）=+∞，0·（±∞）=0。

式中：姿K、姿L分别为第 K、L类状态的奇异值；n为奇异
值的个数。

以上述每类状态下所有数据奇异值向量内对应

各奇异值的均值作为该状态的标准奇异值向量，通过

比较待测试数据奇异值向

量与各标准奇异值向量的

相对距离熵，即可判定待

测试数据的振动状态。为

验证识别效果，分别提取

各振动状态下的 40 组数

据进行识别。各振动状态

的识别结果见表 1。

从表中可见，通过振动能量积奇异值向量能够较

好地识别各发动机的振动状态，且识别正确率相对较

高。需说明的是，为了便于计算不同状态的相对距离

图 8 高、低压振动同时为

主状态下中介机匣水平方向

的阶次谱

图 9 高、低压振动同时为

主状态下中介机匣垂直方向

的阶次谱

图 10 高、低压振动同时为

主状态下中介机匣各谐波的

振动能量积

图 11 低倍频分量振动为

主状态下中介机匣水平方向

的阶次

图 12 低倍频分量振动为

主状态下中介机匣垂直方向

的阶次

图 13 低倍频分量振动为

主状态下中介机匣各谐波的

振动能量积

图 14 高压振动为主状态下

奇异值相对强度曲线

图 15 低压振动为主状态下

奇异值相对强度曲线

图 16 高、低压振动为主状态

下奇异值相对强度曲线

图 17 低倍频分量振动为

主状态下奇异值相对强度曲线

故障类型

状态 A

状态 B

状态 C

状态 D

正确率 /%

状态 A

39

1

0

0

97.5

状态 B

2

38

0

0

95

状态 C

1

2

37

0

92.5

状态 D

0

0

0

40

100

表 1 各振动状态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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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在计算过程中各状态均取其前 18个奇异值。

5 结论

以提高航空发动机振动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准

确性为目的，基于振动能量积能够反映发动机静子机

匣截面各谐波能量分布的客观事实，把离散的振动能

量积看成广义时间序列，利用此广义时间序列构造矩

阵并提取其奇异值，以提取的奇异值向量为输入参数

构造特征值，通过比较所构造的特征值实现对发动机

不同振动状态的识别。对发动机实测振动数据的分析

表明：

（1）在同一振动状态下，各数据振动能量积奇异

值相对强度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和良好的稳定性；

（2）在同一振动状态下，振动能量积奇异值相对

强度变化趋势不尽相同，通过振动能量积奇异值相对

距离熵能够较好地识别发动机各振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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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超声速混压式进气道的设计及进 -发匹配分析

余天宁，吴 虎
（西北工业大学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114）

摘要：为了更好解决航空发动机进气道的设计和匹配问题，应用多目标遗传算法进行 2元超声速混压式进气道的优化设计。

以流场数值计算结果为基础，分析了该进气道在不同来流马赫数、背压条件下的工作状态和流场特性，并得出该不可调 2元超声速

混压式进气道在不同来流马赫数下对流量系数 渍的特性曲线图，将其特性数据导入某型涡轮喷气发动机的总体计算程序中，完成
了进 -发匹配分析，同时给出了进 -发匹配规律。结果表明：不可调 2元超声速混压式进气道在设计点具有较好的匹配性能，但具

有良好匹配特性的工作范围有限。

关键词：超声速进气道；优化设计；进 -发匹配；数值模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28.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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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data of the inlet was imported into a calculating program of a turbojet engine. The inlet-engine matching was analyzed and the
law of inlet-engine compatibility was giv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onadjustable inlet takes good matching performance at th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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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飞行来流马赫数 Ma0>2.0 的超声速飞行器一般

采用混压式进气道的设计[1]，以获得较满意的综合性

能。应用多目标遗传算法对 2元超声速混压式进气道

进行优化设计，所选定的优化目标是使进气道在设计

马赫数 Mad下能获得较高的总压恢复系数和较低的

阻力系数，同时还要保证在非设计状态的低 Ma0条

件下，在进气道内部的斜板处不会发生脱体激波的

现象[2]。目前，进气道设计研究主要建立在空气动力

学、计算流体力学和风洞试验的基础上。随着计算流

体力学（CFD）的不断发展，以及计算机性能的逐步增

强，通过流场数值模拟计算得到的结果准确性不断提

高，更多地被应用到进气道设计及性能评估中。采用

计算流体力学的方法得出超声速进气道的性能数据，

建立合理的数学模型，从而可以进一步从理论上研究

进 -发匹配及其调节规律问题，是分析研究超声速进

气道与航空发动机匹配的未来发展方向[3]。

本文应用多目标遗传算法完成了进气道的优化

设计工作；并以流场数值计算结果为基础，分析了该

进气道在不同条件下的工作状态和流场特性。

1 进气道设计模型

本文中的不可调 2元超声速混压式进气道采用

mailto:yutianning@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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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波系设计，如图 1所示。

其中外压段包括 3道斜激

波，内压段包括 1道斜激

波和 1道结尾正激波。在

Mad下，能实现激波封口的效果，进气道外压缩面第 3

道斜板与进气道喉道之间采用平滑圆弧过渡方式[4-5]。

采用的超声速进气道设计条件为飞行高度 H=

20 km，Mad=3.0，质量流量 qm=59.023 kg/s，发动机进

口截面面积 A 2=0.5229 m2，设计攻角 琢=0毅。
2 遗传算法设计

2.1 遗传算法基本构成

遗传算法是 1种随机化的搜索方法，主要包括以

下几部分[6]：

（1）染色体编码方式。采用二进制的编码方式，其

将个体表示为{0, 1}的二进制串，算法求解所需要的

精度决定了串长的大小。

（2）个体适应度评价。

（3）遗传算子。基于随机遍历抽样法编写选择算

子，以求最大程度地保持种群的多样性，避免出现非

成熟收敛的情况，提高程序寻找出最优解的能力。在

二进制编码方式下，采用单点交叉的交叉算子和基因

编码 0/1翻转的变异算子。

（4）遗传算法的运行参数。一般情况下，需设定种

群规模、最大进化代数、交叉概率、变异概率 4个运行

参数。

2.2 目标函数及优化参数

应用多目标遗传算法[7]对 2元超声速混压式进气

道进行优化，选择的优化参数为 4道斜激波的角度：

茁1、茁2、茁3、茁4，选取范围为 10毅～60毅。采用的多目标遗传
算法共有 2个优化目标子函数，分别为总压恢复系数

滓和阻力系数 CD，最终优化目标函数为

max[滓（茁1，茁2，茁3，茁4），-CD（茁1，茁2，茁3，茁4）] （1）

（1）总压恢复系数 滓。对种群中每个个体的总压
恢复系数的评价就是采用 1维激波理论求解气流通

过激波系的总压恢复系数，并且把所求得的总压恢复

系数作为子目标函数值。

滓=
5

i=1
滓i （2）

式中：滓i为各道激波的总压恢复系数，包括 4道斜激

波和 1道正激波。

（2）阻力系数 CD。对于超声速飞行器而言，在某

些情况下，飞行器总阻力中进气道阻力的占比最高可

达 20%左右，所以在设计中需要尽可能降低进气道

的阻力。为简化计算过程，可将进气道外压段斜面上

的气动载荷力在飞行器轴向方向上的分量近似为进

气道的阻力，则进气道阻力系数可定义为[8]

CD=

T

A
p sin 啄 dl
q0HC

（3）

阻力系数简化计算模型如图 2所示，在进行 1维

分析阻力系数时，其表达式可近似写为

CD=
p1H1+p2H2+p3H3

k
2

p0Ma0

2 Hc

（4）

式中：p0为来流静压；p i (i=1～3)为进气道外压段上各

道斜激波后的静压；Hi

(i=1~3)为各级斜板对应的

轴向高度，由斜板角配置

和几何条件确定。

2.3 遗传算法优化结果

通过改变 滓和 CD在优化目标函数中的权重系

数，共得到 21 组设计参数，总压恢复系数介于

0.734～0.889 之间，阻力系数介于 0.108～0.533 之

间。CD随 滓增大而增大，同时在进气道斜板处发生激
波脱体现象的临界来流马赫数降低。综合考虑 滓、CD

和激波脱体临界来流马赫数 Mac
[9]，从多目标遗传算

法得到的多组激波系配置中选择出合适的 2元混压

式超声速进气道激波系配置参数如下：滓s=0.847，

CD=0.285，Mac=2.482，各斜板角 啄1=6.015毅，啄2=6.504毅，
啄3=7.114毅，啄4=17.643毅，各斜激波角 茁1=23.948毅，茁2=26.

731毅，茁3=30.233毅，茁4=46.161毅。
设计点处进气道处于激波封口的临界状态，流量

系数 渍=A∞/A c=1，则可得到进气道捕获面积 A c=

0.7497 m2，取进气道前端长宽比为 2颐1，可得进气道
捕获截面处 H i=0.612 m。在 2维设计时，超声速进气

道取等宽度设计，则喉道处 H th=0.239 m，进气道出口

处 Ho=0.427 m。由于受机体结构的限制及雷达隐身的

需要，超声速进气道一般需要采用 S型扩张段的设

计。扩张段的偏心距 dy=0.22 m，长度 L=2.1 m，采用

前缓后急的中心线分布规律和前缓后急的面积变化

规律进行设计[10]，具有较好的性能。为使出口流场较

为均匀，扩张段后接一段直通道，其长度为 0.5 m。

图 1 5波系的 2元超声速混

压式进气道

图 2 阻力系数简化计算模型

Hc

H1

H3

P0

Ma0

P1 P2

P3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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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值模拟

3.1 网格生成和边界条件

所进行的数值模拟基于 FLUENT 6.0软件平台，其

数值模拟计算方法建立在雷诺平均 N-S方程和用户指

定的湍流模型的基础上[11]。这种计算方法具有能够提供

较精确流场数值解的特点，同时能够比较理想地模拟

黏性流动以及在超声速流

场中的激波现象。本文利

用 Gambit软件，采用结构

化网格划分方法，近壁区

域网格加密，其网格划分

效果如图 3所示[12-13]。

为了能够较好的计算进气道的非设计状态，进

气道计算域的前伸段 AB较长。计算中所采用的边
界条件是：AB、BC、CD、DE 按压力远场边界条件计
算，FG 按压力出口边界条件计算，其他均按壁面边
界条件计算。

选用基于密度（Density-Based）的基本求解器，其

在求解属于强可压缩流动问题的亚声速、高超声速等

流场时具有更好的效果。湍流模型选用标准 k-ε模

型。由于 AUSM格式可对不连续的激波提供更高精

度的分辨率，超声速进气道流场存在较为复杂的激波

分布，故选择 AUSM的通量格式[14]。

3.2 不同 Ma0下的数值模拟计算结果与分析

通过数值模拟计算，得到 2元超声速混压式进气

道在不同 Ma0下的性能和流场特征。不同 Ma0条件下

的 Ma分布等值线如图 4所示。

进气道性能随 Ma0变

化曲线如图 5所示。从图

中可见，所设计的超声速

进气道随着 Ma0的增大，

总压恢复系数 滓 不断减
小；流量系数 渍 随之增

大，在设计马赫数处基本达到接近 1的最大值；CD在

不断减小。

通过对流场的分析可得：当 Ma0=2.4时，此时 Ma0

低于激波系优化设计中得出的 Mac，在数值模拟结果

中，可以看到在进气道第 4道斜板处出现了 1道脱体

激波，此时进气道附加阻力较大。当 Ma0=2.6、2.8时，

脱体激波的现象消失，但是此时在进气道的外压缩

面，斜激波没有封口，这样仍存在附加阻力，不过与

Ma0=2.4 时相比其附加阻力要小得多。来流达到

Ma0=Mad=3.0时，外压缩面的 3道斜激波基本相交在

唇口处，但激波仍未能封口，这是由于斜板上附面层

的存在使得气流转折角增大，从而使激波角增大。随

着 Ma0增大，外压缩面的激波将逐渐封口。在 Ma0=3.2

时，外压缩面的 3道斜激波已经交到了进气道唇口以

内，进气道内部出现较强烈的激波反射现象。激波系

结尾的正激波发生较明显变形，这是由于受到了反射

斜激波的影响而导致的。

3.3 不同背压条件数值模拟计算结果与分析

超声速进气道的特性曲线可以较为方便地绘制

为 滓、CD和 渍的关系曲线的形式。此处应当注意，对
于混压式及内压式的超声速进气道，从超临界区过渡

到亚临界区时，其特性曲线是不连续的，这时进气道

的 滓及 渍都会发生突变[15]。

为得到该特性线，采用改变超声速进气道背压的

方式，得到具有 S型扩张段的 2元超声速混压式进气

道在 Ma0=3.0时，处于不同背压条件下的性能和流场

特征。背压为 70、120k Pa条件下的 Ma分布等值线如
图 6所示。

对应设计点马赫数 Mad下，在以上所设的背压条

件下，进气道均工作于临界状态及超临界状态，其 CD

基本不变。由于 2元超声速混压式进气道在背压过高

或过低的情况下，有可能很快进入喘振或痒振状态，

对于混压式进气道，无法得到其发生喘振的亚临界工

作区域和发生痒振的深度超临界工作区域的连续特

性线。进气道性能随进气道背压条件变化曲线如图 7

所示。

通过对流场的分析可得：随着进气道背压的变

C

B A

D

E F
G

图 3 S型扩张段进气道

2维网格

（a）Ma0=2.4 （b）Ma0=2.6

（c）Ma0=3.0 （d）Ma0=3.2

图 4 不同 Ma0条件下 Ma分布等值线

（a）Ma0=3.0，背压为 70 kPa （b）Ma0=3.0，背压为 120 kPa

图 6 Ma0=3.0时，不同背压条件下 Ma分布等值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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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0.6
0.4
0.2

0
3.23.02.82.62.4

流量系数 渍 总压恢复系数 滓 阻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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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进气道性能随 Ma0

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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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激波系中的结尾正激

波在喉道及扩张段前后移

动。由激波理论可知，正激

波仅能稳定在进气道的喉

道及扩张段，不可能稳定

在进气道的收敛段。以进

气道背压为 108 kPa 的设

计状态下的流场作为参考，当背压降低后，结尾正激

波的位置沿气流方向向下游移动，同时总压恢复系数

减小，出口流场的畸变增大。当进气道背压降低至

70 kPa后，继续降低背压，进气道内部会出现较为严

重的痒振现象，此时无法得到定常解。当背压在 108

kPa的基础上提高时，结尾正激波的位置向气流上游

移动，此时进气道的总压恢复系数有所增大，但进气

道稳定裕度降低。当进气道背压提高到 120 kPa后，

如继续提高背压，正激波向上游移动，与内压段的最

后 1道斜激波相交，形成 1道较强的激波。由于激波

无法稳定在收敛段，因此随即被推出进气道，在进气

道外发生较严重的脱体现象，此时超声速混压式进气

道有可能很快进入喘振状态。

4 进 -发匹配分析

4.1 进气道与发动机的共同工作原理

进气道与发动机的共同工作条件为流量的平衡

关系。由于所设计的混压式进气道无放气流量，则流

量平衡的表达式为

KA c
p t0

Tt0姨 q（姿0）=KA 2
p t2

Tt2姨 q（姿2） （5）

对于进气道，可将式（5）改写为关于进气道 滓的
表达式

滓i=
q（姿0）
q（姿2）

A 0

A 2
渍 （6）

式（6）即为进气道与发动机的共同工作方程，其

主要考虑发动机与进气道的流量匹配问题。

q(姿0)可通过式（8）由 Ma0确定

q（姿0）=（k+1
k ）

1
k-1 姿（1- k-1

k+1
姿2）

1
k-1

（7）

姿=Ma0
k+1

2+（k-1）Ma0

2 （8）

q(姿2)为发动机进口处的流量函数，由飞行器的飞

行条件和发动机工作状态决定。在实际应用中，其主

要由发动机在非设计点的涡轮 -压气机部件的共同

工作条件计算求得。

于是在给定的飞行条件和发动机工作状态下，式

（6）可改写为

滓i=C·渍 （9）

式中：C= q（姿0）
q（姿2）

A 0

A 2
，为常数。

式（9）表明，在给定的飞行条件和发动机工作状

态下，进气道 滓与 渍成正比关系，从而可以将其表达
在进气道对 渍的特性曲线上，从得到进 -发匹配的

共同工作点。

4.2 进气道与发动机匹配分析

调用某型发动机总体计算程序，导入进气道特性

数据，发动机采用涡轮

前最大温度保持不变

的调节规律，得到 2 元

超声速混压式进气道

与发动机的匹配特性，

如图 8所示。

图中红色虚线与进气道在 Ma0=2.6、2.8、3.0的工

作状态下的特性线的交点 a、b、c 即为发动机与进气
道的匹配点。图中短划线与 Ma0=3.0（即设计点马赫

数）的进气道特性曲线的交点 a便是其在设计工况下
的匹配点。在进气道的设计 Ma0和发动机最大工作状

态下，共同工作点位于进气道特性线的临界点附近。

因为这样能使进气道的总压恢复系数较大，同时外阻

力系数较小。对几何不可调的进气道，当 Ma0变化时，

同样也会使进气道与发动机的共同工作点偏离最佳

的匹配点（即该马赫数下进气道特性的临界点）[8]。

例如，当 Ma0＜Mad时，共同工作点如图中 b、c2

点所示，其原因是当 Ma0减小时，进口截面的流量函

数 q(姿0)增大；同时由于 Ma0减小，发动机进口总温减

小，而换算转速 n1cor增大，发动机部件的共同工作线

上移，所以发动机进口的速度增大，与换算流量成正

比的 q(姿2)也增大。式（9）中常数 C的值是增大还是减

小取决于 q(姿0)和 q(姿2)增大的快慢。在本文的算例中，

q (姿2)的增大要慢于 q (姿0)的，所以 C值增大，式（9）所

表示的直线斜率增大。另一方面，当 Ma0减小时，进气

道的节流特性曲线向左上方移动。最终的结果是 Ma0

减小，进气道趋于超临界工作状态。

由上述分析可见，所设计的几何不可调进气道只

1.0

0.8

0.6

0.4

0.2

进气道背压 /kPa

12511510595857565

流量系数 渍 总压恢复系数 滓 阻力系数

图 7 进气道性能随进气道

背压条件变化曲线

图 8 进气道与发动机的匹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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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证其在某 1种飞行条件及发动机工作状态组合

（即进气道设计点）下具有最佳的匹配特性。当其偏离

设计状态时，则匹配点处于亚临界状态或超临界状

态。为使进气道在非设计状态下也具有较好的性能，

至少能够保证进气道及发动机稳定工作，超声速进气

道应该设计成几何可调节的结构。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应用多目标遗传算法对进气道进行

优化设计的方法，并选取出了最优的激波系设计方

案。通过数值模拟技术，对设计的进气道流场及性能

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超声速混压式进气道通常工作在

临界及超临界状态，其亚临界状态下的特性曲线不连

续，σ和φ会发生突变。通过对该进气道的进 -发

匹配规律分析，几何不可调的进气道在设计点具有较

好的匹配性能，但具有良好匹配特性的工作范围有

限，为扩大工作范围，需设计为几何可调的结构。关于

进 -发匹配与更多来流条件（如攻角、侧滑角等）的变

化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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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调叶盘结构模态特性及抗共振可靠度分析

王鹞玮，白广忱，白 斌，姚 伟，高海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为了探究航空发动机失调叶盘结构的固有频率在不同随机参数下的分布规律，建立了叶盘结构的有限元模型，对各随

机变量选取了不同的失调程度。利用拉丁超立方抽样与响应面相结合的方法，对不同结构参数、工况下的叶盘固有频率进行了概率

分析，得到了其在不同失调情况下的分布特性以及对各输入参数的灵敏度。利用工程振动理论建立了结构共振失效的极限方程，给

出了叶盘结构在随机频率的激振力下的抗共振可靠度的计算方法，并对不同材料属性参数失调程度下的叶盘抗共振可靠度进行了

计算，得出了叶盘抗共振可靠度在不同程度的材料属性失调下的变化规律。

关键词：失调叶盘；模态特性；有限元模型；概率分析；抗共振可靠度；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3.010

Analysis of Modal Characteristics and Anti-Resonance of Mistuned Bladed Disk
WANG Yao-wei袁BAI Guang-chen袁BAI Bin袁YAO Wei袁GAO Hai-feng

渊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Beihang University袁Beijing 100191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gularities of distribution of mistuned bladed disk assemblies with different random input

parameters,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bladed disk was built and different misalignment of each parameter was selected. By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combined with Latin hypercube sampling method, probabilistic analysis about natural frequency of bladed disk with different
material and working condition parameters was made. The natural frequency distribution and its sensitivity to each input parameter was
obtained. Based on engineering vibration theory袁 a limit equation about structure resonance fatigue was established and a computational
method of anti-response reliability of bladed disk under vibration force with different frequency was given. Simulation calculation with
regard to anti -response reliability of mistuned bladed disk with distinct material parameters was mad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anti -
response reliability change regularity of bladed disk with different mistuned material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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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0 引言

在航空发动机中，叶盘结构振动特性对整体结构

的完整性及可靠性具有很大影响。在工程实际中，由

于加工误差、材料性质以及使用过程等随机因素的影

响，叶盘结构在运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

的，即出现系统的失调现象[1-3]。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失

调叶盘结构的振动特性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很

多重要的研究成果。Rivas等[4-6]利用单自由度集中参

数模型分析了失谐叶盘结构局部和整体的受迫响应；

王建军等[7]在单自由度集中参数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

2自由度叶盘扇区集中参数模型并计算了叶盘结构

的固有特性。为了提高力学模型的模拟精度，有些研

究采用连续参数模型，如 KUANG等[8]利用 Euler梁来

模拟叶片研究了失谐的叶盘结构；HUANG等[9-10]用曲

梁组合模型研究了叶盘结构的参数稳定性问题。但是

集中质量参数、连续参数模型的人为因素比较多，计

算精度低，虽然对理论研究有一定指导作用，但是实

际工程应用比较少。近些年，随着有限元及优化技术

的发展，有限元模型和新的概率分析方法在叶盘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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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分析中被越来越多地使用。章勇强[12]提出用有限

元法建立“真实盘—片系统”分析模型；周传月等[13-14]

利用子结构方法建立有限元模型，给出了叶片分散度

和耦合度对振动特性的影响，大大提高了计算精度和

计算效率。航空发动机对可靠性以及安全性的要求非

常高，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概率分析，Baik等[11]采用统

计能量法对失调叶盘结构振动特性进行了分析；费成

巍等[15]在研究涡轮径向间隙的过程中使用了 1种新的

响应面方法，提高了发动机的可靠性和计算效率。

对于叶盘结构抗共振可靠性的研究，直接进行解

析计算十分困难，研究人员大多采用数值估算法进行

求算，王延荣等[16]对所提出的频率干涉模型利用数值

积分法进行求解；翟红波等[17]利用 7点计算法与矩估

计法相结合给出了两端简支输流管道抗共振可靠度

的计算方法等，但是以上研究大多面临着精度与效率

的矛盾。

本文利用 ANSYS有限元应用软件，建立了典型

叶盘结构的有限元模型。考虑到输入参数的不确定

性，运用拉丁超立方抽样与响应面结合的方法，研究

分析了叶盘结构模态频率分布的概率以及对叶盘避

共振的可靠度。

1 拉丁超立方抽样 -响应面法基本原理

响应面法设计（Response Surface Method，RSM）

是在设计验算点附近运用已知的函数来代替未知的

输出变量函数，进而运用 FORM/SORM法[18]或蒙特卡

洛法（Monte Carlo Method，MC）进行概率统计。与单一

使用 MC相比，RSM大大提高了计算效率。所选取的

与真实函数的逼近程度直接影响计算结果的精度。当

随机变量个数较少时，输入变量的 2次多项式可以起

到较好地逼近效果，形式可表示为

Y赞 =c 0+
n

i=1
c ix i+

n

i=1

n

j =1
c ijx ix j （1）

式中：n为输入变量个数；c 0、c i、c ij 分别为常数项、线

性项系数、2次项系数。

利用试验法提取足够的对应随机输入变量的输

出变量的样本数据和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确定近似函

数来确定式（1）的参数。考虑到本文分析的对象，即叶

盘结构模态频率与密度、弹性模量、转速和温度等随

机参数的函数关系具有较强的非线性，一些在 RSM

法中常用的抽样方法，如中心合成抽样法、矩阵抽样

法等无法保证计算精度。而 MC直接抽样法或者重要

抽样法的计算效率较低，本文采用拉丁超立方抽样法

（LHS）提取试验样本。

LHS是 1种基于分层抽样法的改进抽样方法，基

本原理是将每个输入参数等概率的分成 N 列，即
xi0<xi1<…<xik<…<xiN，且 P(xik<x<xik+1)=1/N（其中，N为
抽样次数；xi为第 i个输入参数，i=1，2，…，n）；然后在
所形成的 Nn个区域中，对每个输入参数的每列提取

1个样本，各列样本中的行位置是随机的。可以看出，

LHS抽样法的最大优点是可以产生任何大小的样本

数目，并且避免数据点过于集中而导致的仿真循环重

复问题，提高了抽样精度；同时，对于设计点中央区域

具有很高的抽样精度，较适用于上述分析。

本文 LHS抽样次数取 100，以 95%的置信度拟

合含交叉项的 2 次多项式响应面，并在其上模拟

10000次以进行概率统计。

2 概率分析方法

2.1 结构抗共振可靠度基本理论

旋转叶盘结构在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

界激振力的作用。当激振力与固有频率接近时，将发

生共振现象，称为共振失效。根据振动设计规范，当激

振力频率 f与固有频率 棕满足式（2）时，振动设计是

不安全的。

1-啄< 棕
f <1+啄 （2）

式中：啄根据实际工况选取，一般在 0～0.3之间。

考虑 f及 棕的随机性，可建立系统避共振可靠度
的极限状态方程

zij（x）=[棕ij（x）-（1-啄i）fi（x）]=[棕ij（x）-（1+啄i）fi（x）]

（i=1,2,…,n）（j=1,2,…,m）
z（x）={z11（x）,z12（x）,…,znm（x）}

伤

赏

设设设设设商设设设设设

（3）

式中：n、m分别为激振力个数和模态阶数；z ij（x）为第
i个激振力作用下在第 j 阶固有频率处失效的功能函
数，x=（x1，x2，…，xp）为随机变量向量。

如果认为系统各阶固有频率相互独立，则系统抗

共振可靠度为

R=P{z（x）>0}=
z(x)>0

p

i=1
gxi
（x,撞）dx1dx2…dxp （4）

式中：撞为随机变量参数分布矩阵；gxi
为固有频率对

xi的联合分布概率密度函数。

49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2卷

由于计算的复杂性以及固有频率对各随机参数

的概率密度难以确定等原因，对式（4）的解析求解十

分困难。实际上，在叶盘结构中各阶固有频率的跨度

通常较大，因此对于每个激振力，只要与其激励频率

均值最接近的固有频率在失效范围之外，可以认为结

构对此激振力符合避共振可靠性设计要求。假设对各

激振频率取相同参数 啄，根据载荷强度干涉理论，抗
共振可靠度为

R=P{z（x）>0}=
n

k=1
[1-

（1+啄）fk

（1-啄）fk
h棕k
（x）dx]hf（f）df （5）

式中：f=（f1，f2，…，fn）为激振频率向量；棕k为与 fk最接

近的固有频率；h棕k
为 棕k的概率密度函数；hf为激振频

率的联合分布概率密度函数，积分域为全定义域。

如果各激振频率相互独立，式（5）可简化为

R=
n

k=1
（1-pk） （6）

式中：pk=
∞

0
[
（1+啄）fk

（1-啄）fk
h棕k
（x）dx]hfk（fk）dfk，为第 k 个激振

力发生共振失效的概率。

在激振力频率分布确定且相互独立的情况下，利

用概率分析方法可以对式（6）进行较高精度地估算。

通过式（2）构造函数 W k=
棕k
fk

-1 ；然后抽样选取多

组样本对上述函数进行仿真计算，并根据计算结果统

计 W k>啄的概率，由式（6）得到结构抗共振可靠度为

R=
n

k=1
P{W k>啄} （7）

由于抽样方式为随机抽样而省去了迭代过程，由

式（7）所计算的结构抗共振可靠度相较于数值积分方

法大大提高了计算效率；同时，在输入参数较少时，拟

合的响应面可达较高的精度，所得结果具有较高的可

信性。

2.2 灵敏度计算

灵敏度是指输入变量的变化对输出变量稳定性

的影响程度，即相关系数。在输出变量分布未知的情

况下，可用 spearman相关系数来表示

rsj=

m

i=1
（R ji-R軍j）（Qi-Q軍）

m

i=1
（R ji-R軍j）2

m

i=1
（Qi-Q軍）2

（8）

式中：rsj为输出变量对第 j 个输入变量的 spearman相

关系数；m为样本个数；R ji为第 j个输入变量中第 i个
观测值的秩次；Qi为输出变量中第 i观测值的秩次。

在实际计算过程中，式（8）可简化为

rsj=1-
6

m

i=1
（R ji-Qi）2

n3-n （9）

rsj反映了输出响应对该输入变量的相关性，rsj为

正，说明响应随输入的增大而增大，反之则减小。而

|rsj|则反映了响应对该输入变量的敏感程度，其值越

大，说明输入变量对响应的影响程度越大。则响应对

第 j 个输入变量的灵敏度可定义为

rj=
|rsj|
n

i=1
|rsj|

（10）

式中：n为输入变量个数。
spearman相关系数计算形式简单，在样本个数足

够的前提下，可以精确地反映输出变量对分布未知的

随机输入变量的灵敏度，因此较适用于计算机仿真计

算。本文所得到灵敏度结果均由式（10）得出。

3 失调叶盘模态频率概率特性及共振可靠度

计算

3.1 计算模型及相关参数

以某型航空发动机第 2级低压涡轮为研究对象，

利用 UG软件建立典型叶盘结构的 3维实体模型，导

入 ANSYS 有限元应用软件生成整体叶盘有限元模

型，如图 1所示。

本文在研究中忽略加工尺寸误差，假设叶盘为理

想循环对称结构。为节省计算空间，取其中 1片叶片

以及相应的轮盘扇区进行分析计算，利用 ANSYS循

环对称结构功能生成整体叶盘的计算结果。单扇区有

限元模型如图 2 所示。采用 20 面体固体结构单元

solid186，共划分 18137个节点以及 8303个单元。

图 1 整体叶盘结构

有限元模型

图 2 叶盘单扇区

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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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模态频率 /Hz

转速 /（r/min）

0

3000

6000

9000

均值

467.34

476.28

501.77

537.56

标准差

16.64

16.21

15.80

15.93

偏态系数

1.00e-2

0.111

0.140

0.170

表 2 不同转速下固有频率分布

根据文献[18]，叶盘在工作转速下，第 2阶模态的

激励频率与动频最为接近，因此选其为分析对象。根

据模态分析基本理论，叶盘结构的固有频率主要受到

结构刚度及质量的影响，故以叶盘弹性模量及密度作

为随机输入变量来模拟刚度及密度失调情况下的模

态特性，并考虑转速对系统的影响。假设叶盘工作转

速 nc=12000 r/min，密度、弹性模量及转速均为服从正

态分布的随机变量，密度及弹性模量的均值分别为

4480 kg/m3、1.21e11 Pa。叶盘在第 2阶模态频率附近

受到 2个相互独立的激振力 f1、f2作用，均服从正态

分布且标准差均为 60 Hz，均值分别为 650及 500 Hz，

共振参数取 啄=0.08。

3.2 输入变量变异度对固有频率特性及共振可靠

度的影响

分别取叶盘密度、弹

性模量及转速的标准差

均为其均值的 0.01、0.05

及 0.10 倍（变异度 着=

0.01、0.05、0.10），对叶盘

在工作转速下进行有预

应力的模态概率分析，

所得到第 2 阶固有频率

棕分布结果，见表1。

对固有频率进行灵

敏度分析，得到的结果

如图 3所示。

取 着=0.01~0.10，利用式（7）分别计算假设工况下

叶盘结构的抗共振可靠度，得到 R、R1、R2关于 着的变
化曲线，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见，R1=P{W 1>0.08}，

R2=P{W 2>0.08}。

计算结果表明：（1）失调叶盘结构的模态频率的

离散程度（标准差）随 着增大大致呈线性提高，且逐渐
表现出右偏的分布趋势。其均值随着变异度的提高而

单调增大，在变异度较低的情况下，模态频率均值相

较于谐调叶盘值（592.00 Hz）增大幅度较小，而随着 着
的增大，其上升幅度明显提高；（2）通过对比 3种变异

度下模态频率灵敏度结果发现，变异度对模态频率的

灵敏度影响很小；（3）失调叶盘的共振可靠度随变异

度的提高呈先降低后提高的趋势，在通常变异度

（着=0.03~0.05）下，共振可靠度较低。因此，在真实发

动机叶盘结构中，由于随机失谐无法避免，可以考虑

通过人为的主动失谐（错频）来降低或提高叶盘的变

异度来增大共振裕度。

3.3 转速对固有频率概率特性的影响

为研究转速对失调叶盘结构模态特性的影响，取

转速、弹性模量及密度为变异度 0.05的输入参数，分

别计算转速为 0（静频）、3000、6000及 9000 r/min的情

况下叶盘结构固有频率的概率特性。计算结果见表 2。

对不同转速下的固有频率进行灵敏度分析，如图

5所示。

从表 2中可见，由于离心刚度的作用，刚性叶盘

的刚度会随转速的提高而增大，其固有频率也会相应

提高，即应力刚化效应的作用所致。由分析结果可知，

在低转速区域内，固有频率对转速的灵敏度较低，即

应力刚化效应不明显，与文献[19]的结论一致。对比图

5（a）～（c），随着转速的提高，固有频率对转速的灵敏

度逐渐提高。随着提高幅度增大，即向危险共振区域

的逼近速度也明显加快。因此，对于工作在高转速下

着

0.01
0.05
0.10

均值

592.02
592.49
593.88

标准差

3.43
17.16
34.98

偏态系数

0.178
0.393
0.789

输出参数 棕/Hz

表 1 不同变异度下

固有频率分布

（a）着=0.01

（b）着=0.05 （c）着=0.10

图 3 不同变异度下的灵敏度

Significant:
n
RX
籽

0.7
0.6
0.5
0.4
0.3
0.2
0.1

0
-0.1
-0.2
-0.3
-0.4
-0.5
-0.6

Output parameter 棕

Significant:
n
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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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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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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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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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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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parameter 棕

图 4 共振可靠度随 着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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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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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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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3000 r/min

（b）n=6000 r/min （c）n=9000 r/min

Significant:
EX
籽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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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1

0
-0.1
-0.2
-0.3
-0.4
-0.5
-0.6
-0.7

Output parameter 棕

Significant:
籽
EX
n

0.7
0.6
0.5
0.4
0.3
0.2
0.1

0
-0.1
-0.2
-0.3
-0.4
-0.5
-0.6
-0.7

Output parameter 棕

Significant:
籽
EX
n

0.7
0.6
0.5
0.4
0.3
0.2
0.1

0
-0.1
-0.2
-0.3
-0.4
-0.5
-0.6
-0.7

Output parameter 棕

图 5 不同转速下的灵敏度

的叶盘结构，保证足够的刚度有助于削弱应力刚化效

应对提高其抗共振可靠性

的影响。

3.4 温度对失调叶盘模

态特性的影响

在实际工况下，叶盘结

构往往在高温环境下运行。

因此，对温度耦合场下失调叶盘结构模态特性的研究

十分必要。为了研究温度对失调叶盘模态特性的影

响，取叶盘温度 t=100~1000℃，分别计算工作转速下

速度、密度、弹性模量变异度为 0.05时叶盘固有频率

分布特性，计算结果见表 3。

取 n、EX以及 籽为变
异度 0.05 的正态分布，t
为均匀分布 U（20，1000），

对叶盘固有频率进行灵

敏度分析，如图 6所示。

从表 3中可见，在引

入温度耦合场后，叶盘固

有频率的离散程度明显

提高。同转速类似，在数

值较小时，温度对固有频

率的均值及标准差影响较小；随着数值的增大，温度

逐渐升高。从图 10中可见，当温度升高至一定程度

后，已成为影响模态特性最主要的因素。在航空发

动机研制中，高压涡轮前温度通常超过 1400 ℃，此

时，温度的波动会对叶盘结构的模态频率特性产生

较大影响，因此，对于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的叶盘结

构，在抗共振可靠性设计中应给出较大的裕度。

4 结论

（1）本文建立了典型叶盘结构的单扇区有限元模

型，提出了叶盘结构在随机激励下共振失效的极限方

程，并给出了灵敏度及抗共振可靠度的计算方法。

（2）对不同变异度以及工况下的叶盘结构进行模

态概率分析表明，叶盘结构固有频率会随变异度以及

转速的提高而增大、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小。其中，频率

离散程度受参数变异度的影响较大，并随变异度的提

高呈线性增长趋势，而随着转速以及温度的提高，固

有频率的离散程度小幅下降。固有频率对输入参数的

灵敏度受变异度的影响较小，在低温以及低转速工作

区内，频率对温度和转速的灵敏度较低，随着温度及

转速的提高，频率对温度和转速的灵敏度显著增大。

（3）计算表明，在确定工况下，叶盘结构的抗共振

可靠度随变异度的提高呈先降低后提高的趋势，且在

通常变异度下，结构的抗共振可靠度较低。

在实际航空发动机中，叶盘结构所承受的气动激

振力往往不能通过简单分布函数来描述，因此按本文

中方法所得出的计算结果仍有一定误差。应进一步深

入进行叶盘结构动力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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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负荷系数为 0.42的小流量轴流压气机

设计与试验验证

王立志 1，阳诚武 2，张香华 1，路纵横 1

（1．中航工业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沈阳 110043；2．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要：由于受限于“尺寸效应”，负荷增大使中小航空发动机压气机性能降低的特征较为明显，这对高负荷压气机设计提出了

更大挑战。为深入研究小流量、高负荷轴流压气机，提出了 2级高负荷轴流压气机的设计原则和总体要求。针对平均级负荷系数为

0.42的高负荷特点，采用强根部、大反力度、低展弦比、叶片端弯和悬臂静子等气动设计方法以提高压气机性能。用全 3D数值模拟

方法对设计结果进行了校核，分析了其性能和流场结构。为了对设计、计算结果进行验证确认，对压气机进行了试验测量，计算与试

验结果吻合良好。结果表明：高负荷轴流压气机设计点的压比为 2.73，绝热效率为 0.865，综合裕度为 15.3%，达到了设计指标要求。

关键词：轴流压气机；高负荷；试验；叶片端弯；悬臂静子；气动设计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3.011

Design and Measurements for a Small Flow Rate Axial Compressor with Stage Work Coefficient of 0.42
WANG Li-zhi1, YANG Cheng-wu2, ZHANG xiang-hua1, LU Zong-heng1

渊1. AVIC Shenyang Liming Aero-Engine Group Co. Ltd, Shenyang, 110043, China; 2.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冤

Abstract: The performance of axial compressors for small aeroengine decreases much remarkable as the load increases, due to so
called "size effect", which raises the challenges for highly loaded compressors design. In order to study small flow rate and highly loaded
axial compressors, the design guidelines and requirements of a 2-stage axial compressor were proposed. The aerodynamic design methods
such as root-enhanced, large reaction, low aspect ratio, dihedral and cantilevered stator were employed aiming at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mpressor with load coefficient up to 0.42. Three dimensional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method was employed to validate
the design and analyze the internal flow patterns. Experimental tests were performed to affirm the design and computation, the data agree
well with CFD comput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ssor has achieved the design pressure ratio of 2.73, adiabatic efficiency of 0.865
and comprehensive stall margin of 15.3%, which achieved the design targets.

Key words: axial compressor; highly loaded; experiment; dihedral; cantilevered stator; aerodynamic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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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飞机（尤其是战斗机）技术的发展，对航空发

动机提出了推重比和可靠性更高、耗油率和寿命期成

本更低的要求[1]。提高推重比 /功重比[2]能显著提高航

空发动机的整体性能，因此，无论是美国“综合高性能

涡轮发动机技术计划”（IHPTET）[3]还是欧洲“新型航

空发动机”计划（NEWAC）[4]都将其作为重要目标。这

就要求核心部件之一的风扇 /压气机在更少的级数

上实现更高压比。要提高压气机的级压比，通常采用

提高压气机的切线速度或负荷的方法。提高切线速度

受气动性能和结构方面的限制，因此，提高级负荷成

为提高风扇 /压气机单级压比的重要途径。而高负荷

风扇 /压气机也是美国“极高效发动机计划”（UEET）

的重要发展方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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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用负荷系数（鬃＝驻H/U tip

2
）表示压气机的负

荷，常规压气机负荷系数一般在 0.3以下，高性能压

气机一般在 0.3以上，美国 UEET计划的 4级轴流压

气机平均级负荷达到 0.44。负荷提高一方面使压气机

叶片压力面与吸力面之间的压差增大，叶顶间隙流

动、流体径向迁移和流动的 3维性增强；另一方面使

叶型的扩散因子增大，导致叶型损失增加，流动分离

加剧，静子的角区分离 /失速特征更加明显，这些都

会使压气机性能降低、失速裕度减小。对于尺寸较小

的中小航空发动机用压气机，由于受限于“尺寸效

应”，负荷提高使压气机性能显著降低，对压气机设计

提出了更大挑战。

本文针对 T700这一类中小型军用航空发动机压

气机的特点[6]设计了试验用 2级高负荷轴流压气机，

主要论述了针对高负荷采取的设计方法和设计策略，

3维 CFD的计算校核和试验测量及分析等。

1 总体要求与设计原则

1.1 总体要求

经过文献调研，结合目前服役的中小型航空发动

机，利用压气机的特点与现有试验设备条件，经过分

析比较，提出了 2级轴流压气机的设计指标，即设计

流量为 4.6 kg/s，设计压

比为 2.7，设计转速为

25000 r/min。考虑到测点

与探针的布置，并参考同

类型轴流压气机的设计

参数，同时为方便测试与

结构设计，确定采用等外

径的流程形式，机匣直径

选定为 276 mm。压气机

的具体设计参数见表 1。

1.2 设计原则

受大量条件约束，为提高压气机性能，本文压气

机设计制定了以下原则：

（1）为了满足喘振裕度的要求，采用高压比设计、

降压比使用的办法。本压气机的设计压比高于设计指

标 1%。

（2）在达到压气机出口马赫数要求的情况下，压

气机进口轴向气流马赫数尽可能低，以便逐步下降到

出口要求值。

（3）为减少激波损失和叶型损失并利于级间匹

配，设计时使气流马赫数尽可能低。因此，压气机具有

低马赫数、大负荷的特点。

（4）根据各级的气流马赫数及其在压气机中所处

的位置分配加功量，即相应的增压比。

（5）为降低压气机局部负荷，压气机进口的轮毂

比要足够大。

2 气动设计

根据设计要求，初步估算压气机的平均级负荷系

数达到了 0.42。由于负荷较高，为了满足设计要求，需

采取一些有效设计方法以提高压气机性能。

2.1 基本参数选取

2.1.1 负荷分配

由于是跨声速压气机，第 2级的进口温度高，叶

片作功困难，从前到后采用降负荷的加功量分配方

式，确定第 1、2级的负荷系数分别为 0.45和 0.39。

为了满足设计要求，考虑到子午流道为等外径型

式，必然会导致转、静子叶尖区域流动损失增加，所以

设计中采用“强根部”的径向变

压比设计，如图 1所示。所谓“强

根部”，即增加转子叶片近轮毂

区域的作功，减小叶尖区域的作

功。减小叶尖近端壁部位压比，

可以减少叶尖激波损失和间隙

流动损失，提高压气机效率。

2.1.2 反力度选取

反力度代表动叶中与整个级间用于压力势能转

换的能量的比例。反力度大，说明气流在动叶中减速

扩压较大，会导致动叶叶栅效率降低；反力度小，会导

致静子的负荷提高，使静子叶栅效率降低。反力度在

0.5左右为最佳效率设计[7]。

Dickens等[8]对高负荷轴流压气机的研究结果，如

图 2所示，U为叶片平均半径处的速度，但本文使用
叶尖速度。由于高负荷压

气机容易在静子角区发生

分离与失速，而转子对分

离与失速的容忍程度相对

较高，因此，随着负荷的提

高，应适当增大反力度。由

于本文设计的轴流压气机

参数

进口总温 /K

进口总压 /Pa

设计流量 /（kg/s）

设计转速 /（r/min）

设计总压比

绝热效率

综合喘振裕度

叶轮外径 /mm

量值

288.15

101325

4.6

25000

2.7

≥0.865

≥15%

276

表 1 2级轴流压气机

设计参数

图 1 转子出口总压比

沿径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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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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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负荷和进口攻角对

压气机级损失的影响[8]

55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2卷

的负荷水平较高，因此，确定前面级的平均反力度为

0.65，后面级的反力度为 0.60。

2.1.3 展弦比选择

叶片展弦比对压气机性能和稳定工作范围有重

要影响。压气机平均展弦比与绝热效率的关系曲线如

图 3所示。虽然图中的具体数值与现代高性能压气机

有差别，但趋势仍较一致。从图中可见，展弦比小于一

定值后，由于径向掺混严重，导致展弦比越小压气机

效率越低；当展弦比大于一定值后，效率随着展弦比

的增大而降低，这主要是由于叶片变窄，气流在单位

长度上的转折角增大，气流分离严重，损失增加。此

外，压气机的喘振裕度随着展弦比的增大而减小。对

于常规压气机，最佳平均展弦比为 1.4～1.8。随着压

气机负荷的提高，压气机对失速裕度的要求也提高，

展弦比正在朝越来越小的方向发展，即所谓低展弦比

设计[10]。本文设计充分考虑这一点，第 1、2级转子叶

片的平均展弦比分别选取为 1.2和 1.1。经过通流设

计后得到的子午流道如图 4所示。

2.2 叶片造型

2.2.1 基元叶型

由于转子前马赫数较高（第 1级为 1.0，第 2级为

0.8），设计中采用在高进口马赫数下具有较好性能的

多圆弧叶型（MCA）。通过调整叶型最大厚度位置、最

大弯度位置和前后段弯度，多圆弧叶型可灵活地改变

表面载荷分布，适应不同的来流马赫数，并在叶片进、

出口处产生所需的速度三角形[10]。

由于转子叶尖进口相对马赫数都接近 1，采用了

后弯的“J”字叶型，可减少进口段吸力面的弯度，可改

善进口激波形状，降低激波强度，减少损失，如图 5所

示。转子叶根采用接近双圆弧的多圆弧叶型，有利于

综合控制进口区气流加速和出口区气流分离，如图 6

所示。为了提高效率，转子的前缘和尾缘均采用椭圆

形结构。

2.2.2 叶片端弯造型

由于压气机负荷较高，常规静子叶片极易发生角

区分离 /失速，为了提高静子叶片性能，需要进行优

化设计。针对压气机静子叶片，常用的优化造型方法

有叶片端弯和掠型设计等。其中，叶片端弯（Dihedral）

可有效抑制端壁附近的角区分离 /失速，已在多型发

动机上应用，收益也很显著[11-12]。本文首先选择端弯叶

片结构对第 2级静子叶片进行优化设计。

第 2级静子叶片 3维造

型的周向积叠线沿叶高方向

的分布如图 7所示。图中的

Case 1表示在近轮毂区积叠

线近似直线的情况，Case 3表

示的积叠线形状，采用文献

[11] 对叶片端弯角的定义，其

弯角约为 +8毅。
设计点这 3种周向积叠引起的叶片总压损失和

无量纲流量沿径向的分布如图 8所示。总压损失系数

-棕t的定义见式（1）。从图中可见，在近轮毂区积叠线

近似直叶片时，静子 50%叶高以下区域的损失很大，

随着正弯角增大，该区域的损失明显减小，而 50%叶

高以上区域的损失却有所增大。从流量分布看，随着

正弯角增大，静子的 30%叶高以下区域的流量明显

增大，而在 30%叶高以上的区域，流量明显减小。这

说明随着叶片正弯角的增大，静子在近轮毂区域的流

通能力增强，而在 50%叶高以上区域的流通能力却

是减弱的。可以从叶片尾缘截面的马赫数分布找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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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 aspect ratio

Flow
direction IGV R1

S1 R2
S2

图 3 多级压气机平均展弦比

与效率的关系

图 4 2级轴流压气机

子午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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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转子叶尖基元叶型 图 6 转子叶根基元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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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周向积叠线沿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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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周向积叠情况下静子参数沿径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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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静子叶根间隙下

压气机的效率特性

数沿径向改变的原因，如图 9所示。

棕t=
p tin

-p t

p tin

（1）

式中：棕t为总压损失系数；p tinlet
为转子进口相对总压；

p t为计算点相对总压。

从图中可见，当近轮毂的周向积叠近似直线时，

静子叶片尾缘的吸力面与轮毂相交的角区存在大范

围的角区分离，在周向和径向的分布范围都很大；而

随着积叠线在叶片根部的正弯角增大，静子叶片尾缘

近轮毂处的分离区缩小，当弯角为 Case 3情况时，在

近轮毂处尽管依然存在低速区，但角区分离消失，流

动也更加均匀合理；而在中间叶高和近机匣区域的低

速区却在扩大，特别是近机匣区域的低速区的扩大更

为明显，即将开始分离，这说明根部正弯角的增大降

低了叶片近轮毂部位的负荷，而提高了中间叶高及以

上部位的负荷。

综合权衡近轮毂和近机匣处的流动情况，本文最

终采用了介于 Case 2 和 Case 3 之间的周向积叠方

式。根据第 2级静子叶片的优化结果，对第 1级静子

叶片进行了同样的叶片端弯优化设计，取得了较好效

果。但考虑到与下游转子的径向匹配，叶片的端弯角

较小，导致在轮毂端壁区域仍存在角区分离，减小了

压气机的喘振裕度，因此，参考先进中小型航空发动

机用轴流压气机的特点，第 1级静子叶片拟采用悬臂

结构以抑制角区分离。

2.3 悬臂静子结构

Gbadebo[13]和 Yang Chengwu 等 [14]研究发现，悬臂

静子结构能够通过间隙泄漏流动的激励作用移除吸

力面与轮毂形成的角区低速流体团，可有效抑制角区

分离 /失速。鉴于压气机第 1级带轮毂静子角区分离

严重，试图采用悬臂结构来抑制角区分离，因此，对第

1级静子在不同叶根间隙下的特性进行了计算研究。

不同叶根间隙下压气机第 1级的效率特性如图

10所示。用叶根处的弦长对图中的间隙值进行了无

量纲化。从图中可见，压气机的效率随着叶根间隙值

的增大而降低，说明间隙的引入增加了间隙泄漏流

动，引起了更大损失。同

时也可见，与 0 间隙相

比，叶根间隙的引入扩大

了压气机的稳定工作范

围，流量裕度增大了 2%。

而在不同的间隙值下，压

气机的裕度变化却不明

显。那么，是什么样的流

体力学机制导致了这种

现象呢？

不同间隙值下静子叶片的总压损失沿径向的分

布如图 11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间隙值增大，静子

约 15%叶高以下区域的总压损失增加，且高损失区

在径向上向叶尖方向扩展；而在约 15%～35%叶高区

域，静子的损失却是减少的。15%叶高以下区域的损

失增加，可以归结为泄漏流流量的增大（如图 12所

示）。同时，从图 12中可见，泄漏流流量受叶片载荷的

影响很小，所以不同间隙下的效率特性在小流量区域

几乎平行。对于裕度的变化，可以从近失速点的极限

流线分布中找到答案。

间隙泄漏流将分离点推向叶片尾缘方向（如图

13所示），有效地抑制了吸力面 /轮毂的角区分离。从

图 13中可见，间隙泄漏流流量的增加对流线沿弦向的

分布影响很小，所以不同间隙下压气机级的失速裕度

几乎保持不变，但将分离点推向叶尖方向，这是由 15%

～35%叶高区域损失减少导致的。而叶根间隙增大到

一定程度后，间隙泄漏流动与叶片前缘产生的马蹄涡

相互作用，在叶片弦向前部产生了明显的分离流动。

Absolute mach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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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周向积叠情况下静子出口截面

马赫数和等值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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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总压损失随间隙值

的变化

图 12 泄漏流流量随间隙值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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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失速裕度、效率、转子变形和结构安全的因

素，本文的第 1级静子间隙设计为 0.75%叶根弦长，

即 0.15 mm。

3 全 3维 CFD校核

3.1 数值计算方法

为了进一步了解压气机的性能特性、内部流动结

构及级间的匹配特性，用商用 NUMECA数值模拟程

序对所设计的 2级高负荷轴流压气机进行了 3维数

值计算。

数值计算采用 NUMECA FINE软件包的 Euranus

求解器，使用 Jameson的有限体积差分格式，并结合

Spalart-Allmaras湍流模型求解相对坐标系下的 3维

雷诺平均 Navier-Stokes方程。进口给定总温和总压，

进口速度方向设定为轴向，出口给定平均背压。所有

的计算均从堵塞点开始，通过反复增大背压向近失速

点逼近，数值失速前的最后 1个收敛解对应着近失速

工况。

3.2 计算结果及分析

计算得到的 90%、95%和 100%设计转速的压气

机特性以及气动设计点如图 14所示。考虑到加工误

差以及叶片与端壁角区倒圆的问题，流量采用 1%的

余度设计。从图中可见，在设计流量下，压气机的压比

为 2.725，效率为 0.865，达到了设计要求。

从各等转速特性曲线可见，压气机的效率特性比

较平坦，具有较宽的高效工作范围，而峰值效率出现

在 90%设计转速，绝热效率约为 0.88，符合航空发动

机用压气机的设计特点。压气机的左边界（喘振边界）

具有比较一致的直线关系。

高负荷压气机设计点 2%、50%和 98%叶高截面

的马赫数分布如图 15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2%叶高

截面，转子在近轮毂区域的流动较为合理，攻角选择

比较合适，没有明显的大范围低速区。第 1级静子叶

片尾缘处流动状态也较好，只是在流道中间靠近尾缘

处存在小范围的低速涡旋区，应该是由图 13中所见

的间隙泄漏涡造成的流动堵塞。而在第 2级静子叶片

吸力面尾缘存在小范围低速区，但还没有产生分离，

这是图 9中 Case 3情况下能看到的存在于角区的低

速流体团。在 50%叶高截面，压气机各排叶片在叶中

截面的流动相对都较好，只是在第 1级转子吸力面尾

缘存在小范围回流区，但由于负荷过高（负荷系数为

0.46），该回流区难以用调整叶型参数的方法消除。相

图 13 不同间隙值吸力面与轮毂表面极限流线分布

（a）0% Axial chord （b）0.75% Axial chord

（c）1.5% Axial chord （d）3% Axial chord

（a）绝热效率 （b）总压比

图 14 数值计算的压气机特性

（a）2% Span

（b）50% Span

（c）98% Span

图 15 压气机 S1流面马赫数和等值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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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压气机在叶尖区域的流动比较合理，只在

第 1级转子近压力面存在低速区，这是典型的激波后

流体减速扩压以及激波与间隙泄漏涡相互作用产生

的低速流体团。

压气机总压比和第 1

级压气机的压比沿叶高方

向的分布如图 16所示。从

图中可见，第 1级压气机

的压比沿叶高方向的分配

基本符合设计要求，即呈

现“上低下高”的趋势；第 2

级压气机的压比沿叶高方

向基本呈反 C形分布，即两边低中间高。

综上所述，高负荷轴流压气机的作功能力和效率

达到了设计要求，特性曲线符合航空发动机压气机的

特点，内部流场合理，基本实现了设计意图。

4 试验测量

为了对设计与数值计算结果进行试验验证，对该

2级高负荷轴流压气机的测试及测点进行了周密安

排和详细设计。具体测点位置的安排如图 17所示，各

测点所布探针类型及数量见表 2。

计算与实试验得到的等转速特性如图 18所示。

由试验结果与计算结果的对比可见，试验获得的压气

机的流量整体比计算值偏大，而且每条等转速线对应

的堵塞流量的固定偏大值约为 0.1 kg/s，相当于设计

点流量的 2.7%，在测量误差范围之内。

从试验特性看，压气机设计点的效率为 0.862，压

比为2.73，而综合裕度达到了 15.3%，压比和综合裕

度都达到了设计要求，效率有所偏低。但由于在 95%

和 100%设计转速下，电机的驱动功率无法满足压气

机的需求，因而采取了节流措施，其节流比分别为

0.92和 0.89，虽然用Wassell[15]在常规负荷压气机上总

结得到的低雷诺数修正公式进行了修正，但与计算值

相比，测试效率仍然偏低，而未节流的 85%和 90%折

合转速的效率特性的试验值和计算值吻合良好，说明

计算结果真实可信，试验获得的压气机效率偏低是由

于节流以及高负荷下采用常规负荷雷诺数修正公式

进行修正造成的（这种推测还需在未节流状态下进行

试验验证），可以认为计算效率是压气机的真实效率。

因此，压气机设计点的真实效率为 0.865。采用文献[15]

提供的经验公式对高负荷或者超高负荷压气机进行

低雷诺数修正可能会导致效率偏低。

从非设计转速效率特性看，压气机在低速时测量

得到的效率明显较计算值偏大，随着转速升高，偏差

变小，到 80%转速后，试验值与计算值吻合良好，这

是由温升效率法计算效率导致，主要原因是低速时压

气机的出口温度较低，导致测量的温度偏差相对值较

大，所以误差较大。测量和计算结果都表明压气机在

90%转速时达到了最高效率，其值约为 0.879。从非设

计转速压比特性看，计算值与试验值吻合良好。从喘

振边界看，不考虑流量偏移因素的影响，计算值和试

验值吻合良好，计算得到的 95%设计转速的流量裕

度出现明显偏大的情况，这是由数值误差和对收敛的

判断造成的。

由以上分析可知，设计点压气机的真实效率为

图 17 压气机测点布置

测试截面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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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压气机各测点测试要求

图 16 压气机总压比和第1级

压比沿叶高方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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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计算与试验得到的压气机等转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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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5，压比为 2.73，而综合裕度为 15.3%，达到了设计

要求。与试验结果对比可知，本文所使用的数值计算

方法预测压气机的性能是非常精确的。

5 结论

本文采用采用强根部、大反力度、低展弦比、叶片

端弯和悬臂静子等气动设计技术，完成了级负荷系数

为 0.42 的小流量高负荷轴流压气机设计和试验验

证，达到了设计指标压比 2.73、效率 0.865、综合裕度

15.3%的要求，并得到以下结论：

（1）在高负荷压气机设计中，由于静子角区分离 /

失速问题更为突出，采用大反力度的设计方法可有效

减小静子的角区分离 /失速。采用强根部的功沿径向

的分配方式，可有效减小间隙泄漏流动的影响。

（2）叶片端弯对高负荷静子角区分离 /失速的控

制有明显效果，可有效减小叶根负荷过大造成的大分

离区，提高压气机性能；而悬臂静子可抑制高负荷静

子的角区分离 /失速，但会使损失增大，效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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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弧形榫连结构高 /低循环疲劳试验研究

李 迪 1，王延荣 2，廖连芳 1，王家广 1，卫飞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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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100191）

摘要：针对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风扇叶 /盘榫连结构，提出了缩比为 1:2.5的圆弧形榫连结构疲劳试验方案，分别设计了高、低

循环疲劳试验件及其夹具，并进行了疲劳试验验证。为了简化试验，低循环疲劳试验采用拉 -拉循环加载试验方案，高循环疲劳试

验则通过测定试验件 1阶弯曲振型下的疲劳极限来实现。在低循环疲劳试验中，试验件结构的裂纹萌生寿命远大于 60000次循环，

具备足够的抗低循环疲劳能力；在高循环疲劳试验中，试验件结构在设计目标为 207 MPa下通过了 3×107循环的疲劳寿命考核。

结果表明：圆弧形榫连结构的高、低循环疲劳试验装置设计合理，实现了预期的试验目标；所设计的圆弧形榫连结构具有良好的抗

疲劳性能，满足大涵道比发动机的寿命设计目标；失效形式为由微动磨损引起的疲劳裂纹萌生和扩展。

关键词：圆弧形榫连结构；低循环疲劳；高循环疲劳；微动磨损；风扇叶 /盘；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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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High and Low Cycle Fatigue Experiment for a Curved Dovetail Assembly
LI Di1袁WANG Yan-rong2袁LIAO Lian-fang1袁WANG Jia-guang1袁WEI Fei-fei1

渊1. AVI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 Ltd.袁Shanghai 201108袁China曰 2.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Beihang
University袁Beijing 100191袁China冤

Abstract: Focused on curved dovetail assemblies used in high bypass-ratio turbofan engines, a design concept with scale-reduced
ratio of 1:2.5 for curved dovetail assemblies was proposed, in which both HCF and LCF specimens and its corresponding experimental
fixtures were designed and machined to carry out the verification tests. In order to simplify the tests, tensile-tensile cyclic loading tests we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LCF properties and by measuring 1 stage curve vibration of the specimen, the fatigue limit was achieved in HCF
tests. During LCF tests, the specimen had adequate capability of LCF resistance that the crack initiation life was far more than 60000
cycles, while the specimen passed the test of 3伊107 cycles under stress level of 207MPa in HCF tes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esented
experimental concept is so feasible that achievies the design goals, and the curved dovetail assemblies, in which the failure mode of fatigue
crack initiation and growth induced by fretting wear, are capable of meeting the requirement of high anti-fatigue properties for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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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圆弧形榫连结构是目前航空发动机叶 /盘广泛

采用的连接形式，RB211、Trent1000、CFM56-7 等发

动机都采用了这种新颖结构。圆弧形榫连结构设计有

助于减小轮缘的直径，但增加了榫头 /榫槽的加工难

度。总体来说，圆弧形榫连结构已经成功地应用于国

外先进发动机上。

榫连结构在叶片的离心载荷（低循环疲劳）和振

动（高循环疲劳）作用下，接触面受力复杂，使微动疲

劳成为其主要的失效模式[1-4]。针对榫连结构已公开的

应用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平直型榫连结构上，采用数

值模拟方法对榫连结构进行了研究[5-11]，对比分析了

不同接触面构型对接触区应力的影响，同时也在微动

失效机理方面进行了研究[12-14]。在试验研究方面，国

外不仅开展了大量有针对性的榫连结构模拟件试

mailto:lidi83161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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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低循环疲劳试验装置

耳片

销钉试件夹具

耳片

验 [15-17]，也对平直型燕尾榫连结构在高 /低循环复合

载荷作用下的疲劳问题进行了研究[18-19]，并基于数值

分析和试验结果建立了寿命预测模型。

而对于圆弧形榫连结构的疲劳试验设计和研究，

目前国内外公开的研究成果未见报道。圆弧形榫连结

构的接触面为圆弧形，在叶片载荷作用下接触面应力

分布更趋复杂，更容易产生微动疲劳，因此亟需对其

开展疲劳研究。

为开发 1套合理有效的圆弧形榫连结构疲劳试

验方法，本文通过数值模拟方法给出了圆弧形榫连结

构的应力特征，并设计了拉 -拉低循环疲劳试验件及

其试验夹具；设计了弯曲振型下的高循环疲劳试验件

与试验夹具，并重点考查了叶片长度和预紧力对榫头

振动试验的影响；分别开展了圆弧形榫连结构的高、

低循环疲劳试验，并对所提出的试验方案进行了验证

分析。

1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的对象为某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风扇

叶片 /盘的圆弧型燕尾榫连接结构，其低循环疲劳设

计目标为 15000个起落的飞行任务循环，高循环疲劳

设计目标为 1×109 次循

环。风扇叶片 /盘材料为

钛合金，叶片采用宽弦复

合弯掠设计，叶片 /盘之

间采用轴向圆弧形燕尾榫

连结构，如图 1所示。

2 低循环疲劳试验方案设计

15000 个起落的飞行任务循环相当于 30000 个

基准循环，因而风扇叶片 /盘的圆弧形榫连接结构需

通过 60000次循环的疲劳试验考核。针对该目标，设

计了 1套圆弧形榫连结构低循环疲劳试验装置，包括

试验件及相应的试验夹具，以考查该圆弧榫连结构的

疲劳性能。

所研究的钛合金宽弦风扇叶片（含圆弧形榫头）

最大状态的总离心负荷约为 90 t，考虑到国内试验机

的加载限制，采用了缩比等效设计的方法，其原则是

通过几何缩比和载荷缩比来保证圆弧形榫连结构在

缩比前后应力大小和分布规律相似。为保证缩比后的

榫连结构的应力与钛合金风扇叶片 /盘的相似，本文

取 1颐2.5的几何缩比，对应的载荷缩比系数为 1颐6.25，

则离心载荷由 90 t缩比为 14.4 t，考虑到缩比带来的

尺寸效应系数为 1.04，则将缩比后的榫连结构承受的

拉伸载荷（15 t）作为 100%载荷模拟叶片的最大离心

负荷。

为简化试验，暂不考虑温度载荷，并假定叶片的

离心弯矩与气动弯矩相抵消，仅考虑叶片离心载荷的

径向分量，则圆弧形榫连结构的低循环疲劳试验可简

化为拉 -拉循环加载的疲

劳试验。所设计试验装置

如图 2所示。其中双榫头

试验件为直“叶身”连接两

端的圆弧形燕尾榫头；夹

具中的榫槽通过销钉与试

验机耳片相连以施加载

荷；两端连接销钉采用 90毅
交错的设计以消除试验中

的附加弯矩影响。

为确保夹具能在榫头试件失效前安全工作，针对

所设计的圆弧形榫连结构低循环疲劳试验方案，在

100%载荷（15 t）下进行了静力分析。圆弧榫头 /榫槽

钛合金材料的屈服强度为 830 MPa。利用榫头试件的

结构对称性，取 1/2模型进行分析，低循环疲劳试验

装置有限元模型如图 3所

示，计算结果如图 4、5所

示。其中榫头的最大等效

应力为 616 MPa，第 1主

应力为 564 MPa；榫槽的

等效应力为 499 MPa，第 1

主应力为 534 MPa。均满

足静强度设计要求。

由应力分析可知，榫头等效应力和第 1主应力最

大值均高于榫槽的，最大应力位于榫头上，即榫头处

应首先破坏，但不会因为夹具的破坏而使试验终止，

因此该试验件及夹具的结构方案可用于低循环疲劳

试验。

3 高循环疲劳试验方案设计

高循环疲劳试验的目的是考核圆弧榫头的疲劳

强度是否满足高循环疲劳设计要求，有效位置是榫头

的接触面过渡圆角处和接触区域上边缘。试验件缩比

等效设计的原则与低循环疲劳试验的相同，即通过几

图 1 风扇叶片 /盘模型

图 3 低循环疲劳试验装置

有限元模型

62



李 迪等：圆弧形榫连结构高 /低循环疲劳试验研究第 3期

0.372E+08
0.102E+09

0.166E+09
0.230E+09

0.295E+09
0.359E+09

0.423E+09
0.488E+09

0.552E+09
0.616E+09

0.363E+07

0.587E+08

0.114E+09

0.169E+09

0.224E+09

0.279E+09

0.334E+09

0.389E+09

0.444E+09

0.499E+09

Pa

Pa

图 4 等效应力分布

图 5 第 1主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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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高循环疲劳试验装置

试件
夹具

螺钉

平板

振动台

何缩比和载荷缩比来保证圆弧形榫连结构在缩比前

后静应力大小和分布规律相似，且考虑了由缩比尺寸

效应带来的 4%的高循环疲劳强度增量，即缩比系数

为 1.04。

钛合金风扇叶片 /盘的高循环疲劳设计目标为

1×109次循环，接近于“无限”寿命，因而圆弧形榫连

结构需满足“无限”寿命的高循环疲劳寿命设计目标。

鉴于振动疲劳试验周期长、耗费高，如 50 Hz的叶片

频率需要 5555.6 h才能完成 1个叶片的试验，通常

将 3×107次循环作为考核低频（小于 200 Hz）航空

发动机结构件（含试验模拟件）具备“无限”寿命的“基

准”。因此，圆弧形榫连结构高循环疲劳试验旨在完成

3×107次的循环振动疲劳。鉴于在循环数由 3×107

增加到 1×109的过程中钛合金疲劳强度仍会降低，

考虑 6%的疲劳强度增量，取比例系数为 1.06。疲劳

强度设计钛合金宽弦风扇叶片 /盘在最大状态下的

静应力和许用振动应力为基准，可通过 Goodman曲

线确定。钛合金宽弦风扇叶 /盘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6

所示，计算得到榫头局部径向应力分布如图 7所示。

在最大工作状态下，圆弧形榫连结

构的高应力区位于榫头工作面和

榫头与叶身的过渡圆角处，最大

径向应力为 375 MPa，取 103 MPa

作为许用振动应力，圆弧榫头的

疲劳强度需不小于 188 MPa。考

虑缩比带来的尺寸效应系数 1.04

和循环数减少带来的比例效应

系数 1.06，可知 3×107循环数下

缩比圆弧榫头的疲劳强度需不

小于 207 MPa。

为简化高循环疲劳试验过程，不考虑温度载荷和

离心载荷，试验中仅模拟由气流激励引起的振动应力

的作用。

高循环疲劳试验件采用由直“叶身”一端带单榫

头的结构方案，其榫槽在结构形式上与低循环疲劳试

验的相近。试验装置与振动台的连接形式如图 8所

示。试件与夹具之间通过螺钉和 1块平板预紧，以避

免试件底部压力过大。为了避免螺钉的预紧力产生附

加弯矩，在夹具的设计过程中要保证榫头的重心投影

在夹具的形心上。

由于榫头上直“叶

身”的长度影响试件的固

有振动频率，而试验应力

大小和时间长短又与试

图 6 风扇叶片 /盘

有限元模型

图 7 局部径向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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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榫头振动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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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低循环疲劳试验

载荷谱

Fa

Fb0 驻t员 驻t2 驻t3驻t4
t

图 12 试验件装配设备和仪器

件的固有振动特性密切相关，试验加载的频率越高，

振幅就越小，试件的振动应力幅值也就越小；频率过

低，试验的时间就会很长。因此，直“叶身”的长度成为

振动疲劳试验的 1个关键因素，同时预紧力带来的预

应力刚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试验件的固有振动

频率。

首先考查叶身长度

和预紧力对结构振动特

性的影响，取叶身长度

分 别 为 160、180、200

mm，预紧力为 25、50、

100 MPa，进行含预应力

的模态分析，不同试件

长度和预紧力下的第 1

阶频率见表 1。从表中可

见，预紧力对试件频率

影响较小，故试验时只

需保证试验装置夹紧即可；试验件长度对试件频率影

响很大。考虑到振动台的加载能力和试验周期，试验方

案选用直“叶身”长度为 200 mm、预紧力为 50 MPa，其

1弯振动频率为 259.67 Hz，其振型如图 9所示。

为了分析榫头试验件考核位置的合理性，对试件

进行谐响应分析，计算结果如图 10所示。应力集中区

域位于榫头接触面的过渡圆角处和接触区域上边缘，

与高循环疲劳试验的考核区域相符。

4 低循环疲劳试验方案验证

低循环疲劳试验在 Instron 8802 电液伺服疲劳

试验机上进行，榫连结构试验件及夹具为 3套。试验

载荷谱采用梯形波，如图

11所示。其中，加载时间

Δt1=2s，峰值保载时间

Δt2=2s，卸载时间 Δt3=2s，

谷值保载时间Δt4=0.5 s，得到低循环疲劳试验的单个

循环时间为 6.5 s；谷值载荷为峰值的 1/16。在试验方案

的验证中，考虑到由缩比带来的尺寸效应和试验误差，

将峰值载荷在 100%载荷（15 t）的基础上提高 10%，即

在最大载荷为 16.5 t下完成了低循环疲劳试验，目标

循环数为 60000。

试验件装配、试验设备和仪器如图 12所示。试验

步骤如下：在榫头试件表面两侧相同位置贴应变片；

在榫头、榫槽工作面均匀地涂润滑剂（二硫化钼），装

配圆弧榫头与榫槽；将低循环疲劳试验装置与试验机

装配连接；将榫头试件上各应变片与应变测量仪按对

应通道连接，并进行弯

曲程度检测，使弯曲百

分比符合 HB5287-1996

试验要求后开始试验；

设置试验机试验参数及

限位参数，全面检查后

开始试验。

试验后，对试验件与夹具进行了分解检查，发现

试验后裂纹均出现在榫头接触面上。1#试验件裂纹

长度约为 61 mm，位于榫头叶盆一侧下接触面，如图

13所示。从图中可见，榫头与榫槽接触面均有明显磨

痕，结合有限元分析结果可判定该榫头的疲劳失效过

程为由微动磨损引起的

裂纹萌生与扩展。

试验结果见表 2。峰

值载荷为 16.5 t下的 3件

图 13 1#试验件榫头 /榫槽表面磨损

Spec.

1#

2#

3#

Load/t

16.5

16.5

16.5

Fatigue life

74700

101193

60612

Results

fail

fail

pass

表 2 低循环疲劳试验结果

图 9 1阶弯曲振型

-0.862E-05
-0.742E-06

0.714E-05
0.150E-04

0.229E-04
0.308E-04

0.387E-04
0.465E-04

0.544E-04
0.623E-04

Pa

叶身长度 /

mm

160

160

160

180

180

180

200

200

200

预紧力 /

MPa

25

50

100

25

50

100

25

50

100

频率 /

Hz

401.16

401.10

400.98

319.49

319.45

319.34

259.71

259.67

259.5

表 1 不同叶身长度和预紧力

下的第 1阶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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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3#试验件疲劳失效裂纹

试验件断裂寿命均超过 60000次循环。鉴于转动件通

常以裂纹萌生寿命为考核指标，为考查圆弧榫头的裂

纹萌生寿命，针对 3#试验件，采用了分阶段加载的方

法。在超过设计目标 60612次循环后，试验件无损伤；

将载荷提高到 19.5 t载荷进行了第 2阶段试验，又完

成了 20001次循环后，试验件仍无损伤；将载荷提高

到 21.5 t进行了第 3阶段试验，经 4436次循环后在

榫头叶背侧上、下接触面均出现裂纹，如图 14所示。

该圆弧形榫连结构裂纹萌生寿命远大于 60000次循

环，具备足够的抗低循环疲劳能力，表明所设计的低

循环疲劳试验装置可行，且圆弧形榫连结构低循环疲

劳寿命满足设计目标，可用于大涵道比发动机风扇叶

片 /盘实际结构的设计。

5 高循环疲劳试验方案验证及分析

高循环疲劳试验在 2 t振动台上进行。鉴于试

验件数较少，从时间和成本考虑，疲劳强度设计目

标以中值疲劳强度 滓-1进行考核。试验采用升降法

加载，以获取目标循环数为 3×107的中值疲劳强度

滓-1。振动疲劳试验按照 HB5277规定进行，在振动台

上对试验件进行 1 阶弯曲振型的振动疲劳试验，试

验设备和测试系统如图 15 所示，试验装置装配如

图 16所示。

试验步骤如下：振动疲劳试验开始前，在榫头、榫

槽工作面均匀地涂润滑剂（二硫化钼），装配圆弧榫头

与榫槽，并通过螺栓施加预紧力，完成榫头试验件与

夹具的装配；试验装置与振动台通过转接段进行连

接，通过连接螺栓进行紧固；开展振动特性试验和应

力分布测试，获取 1弯振型频率和最大振动应力点，

在此基础上完成应力振幅标定；按照升降法的要求对

试验件进行振动疲劳试验，确定其疲劳极限。

试验后，对试验件进行了分解检查，发现裂纹均

出现在榫头接触面及榫头与叶身过渡圆角区域，且榫

头与榫槽接触面有明显磨痕，如图 17所示。

振动疲劳试验的应

力水平为 4级，级差为

5%，试验结果见表 3。根

据升降法进行数据配

对，如图 18所示，共 5

对。按升降法进行数据

分析，由式（1）～（3）计

算得到中值疲劳强度

滓-1=207 MPa，标准差

S*=8.3666，离差系数

Cv=0.04020。参考 HB/Z

112-86《材料疲劳试验

统计分析方法》可知：当

置信度取 90%，误差限

度取 5%时，试验样本

数满足最小观测值个数

要求。表明圆弧形榫连

结构高循环疲劳试验方案在设计目标为 207 MPa下

通过了 3×107循环的疲劳寿命考核，试验装置可行，

可用于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钛合金风扇叶片 /盘结

构设计。

图 15 试验设备和测试系统

应变片 动态测试系统 计算机

振动台控制仪激光位移测量传感器试件

振动台

加速度传感器 电荷放大器

功率放大器

图 16 试验装置装配

图 17 4#试验件榫头 /榫槽表面磨损

Spec.

1#

2#

3#

4#

5#

6#

7#

8#

9#

10#

Stress/

MPa

190

200

210

220

220

210

210

200

210

200

Life/cycle

3.0×107

3.0×107

3.0×107

2.7×107

9.7×106

1.0×107

2.0×107

3.0×107

3.0×107

3.0×107

Result

pass

pass

pass

fail

fail

fail

fail

pass

pass

fail

表 3 低循环疲劳试验结果

图 18 有效样本闭合式升降法

220
210
200
190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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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针对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设计要求，设计了圆

弧形榫连结构高、低循环疲劳试验方案和装置，并对

其进行了验证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建立了 1套合理可行的圆弧形榫连结构高、

低循环疲劳试验方案和试验装置；

（2）开发了 1套有效的圆弧形榫连结构高、低循

环疲劳试验方法，可用于指导后续圆弧形榫连结构试

验工作；

（3）圆弧形榫连结构疲劳寿命达到了预期疲劳设

计目标，可应用于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钛合金风扇叶

片 /盘圆弧形榫连结构；

（4）断口分析表明，圆弧形榫连结构高、低循环

疲劳失效形式为由微动磨损导致的疲劳裂纹萌生

与扩展。

需要说明的是：低循环疲劳试验件的数量较少，

仅获取了设计载荷（16.5 t）下的寿命数据，后续有必

要增加试样数量，以获取更加精确的寿命曲线；同时

为了提高结构的使用寿命，后续研究可考虑进行表面

强化工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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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孔复合探针在平面叶栅流场测量中的应用

王 东 1，雷志军 2，刘建明 1，马 磊 1，武 卉 1，郝晟淳 1

（1.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2.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要：结合流场校测和压气机叶栅试验测试方法的研究工作，应用算术平均、质量平均和掺混均匀法 3种数据处理方法，获得

了叶栅流场数据 ，并对数据进行了对比和误差分析，探索了复合探针在叶栅流场测量中的应用范围及条件。试验结果表明：复合探

针在跨声速、俯仰角为 -15毅～15毅范围内具有良好的气动特性，3种数据处理方法均可用于平面叶栅流场测量。通过流场校测和叶
栅试验，验证了复合探针在流场测量中具有准确性、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特点，其数据处理方法为叶栅流场提供了基础性的测量手段。

关键词：复合探针；平面叶栅；流场测量；数据处理方法

中图分类号：V211.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3.013

Application of Seven-Holes Composite Probe in Measurement of Plane Cascade Flow Field
WANG Dong1, LEI Zhi-jun2, LIU Jian-ming1, MA Lei1, WU Hui1, HAO Sheng-chun1

渊1.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 2.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冤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study of the field calibration and test method of the compressor cascade test, the flow field data were
obtained by three data processing methods, including arithmetic average, mass average and uniform mixing methods. The data were
compared and the error was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scope and condition of the combination probe i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flow field of
cascade were explor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gas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bination probe are well within the pitching angle range
from -15毅to 15毅 in the transonic; three data processing methods can be used to measure the flow field of the planar cascade. By flow field
calibration and cascade te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bination probe in the flow field were verified which proved accuracy,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The data disposing methods basically serve for the cascade flow field.

Key words: composite probe; plane cascade; flow field measurement; data processing method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收稿日期：2015-11-03 基金项目：燃气轮机工程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王东（1961），男，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平面叶栅试验技术研究工作；E-mail：458628749@qq.com。

引用格式：

第 42卷第 3期

2016年 6月

Vol. 42 No. 3

Jun. 2016

0 引言

随着航空发动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对平面叶栅流

场精细化测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探针的结构设计、位

置精度、结构尺寸和安装要求以及数据处理方法对流

场测量准确度均有影响。采用尺寸小、形状尖而薄、用

途多的探针，测量较多的气动参数，是测试技术发展

的方向。由于探针测量设备简单、对环境要求低、价格

低廉，对于流场测量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1]。随着对叶

栅内部流动结构和损失机理研究的不断深入，探针在

叶栅流场测量中发挥的作用日趋重要。要使探针测得

到、测得准、测得稳，需要对探针的制作、校准方法、数

据处理方法和试验技术，以及测控系统的安全可靠运

行进行研究。

本文从复合探针的设计与加工、校准、数据处理

方法及校核试验过程方面，运用算术平均、质量平均

和掺混均匀 3种数据处理方法对同 1套扩压叶栅进

行了测量，对自动对向和非自动对向测量结果进行了

误差分析，并对复合探针特点、空间分辨率、适用范围

作了说明。

1 复合探针的设计与加工

1.1 复合探针的设计

复合探针适用于跨声速、超声速气流测量，其设

mailto:45862874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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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原则是力求尺寸小、形状尖而薄，用途多，结构紧凑[2]

等，基于这一原则，设计了既能用于自动对向又能用

于非自动对向的复合探针。相比目前所用的楔形探针，

其显著特点是有 1根独立

的静压探头，可以提高跨

声速区流场静压的测量精

度，与 5孔尖劈探针一样

均用于测量气流角在±15毅
范围内的 2维流场。探针

主要结构如图 1所示。

复合探针将 A、B两个探头组合在一起，其中 A

探头由 渍1.2、材料为 1Cr18Ni9Ti的 3个管组成尖劈

楔形体，尖劈楔型体左、右管头部在相反方向切成

45毅角的斜面，用于测量方向，中间管截面与管壁垂
直，用于测量总压；B探头由 渍1.2、材料为 1Cr18Ni9Ti

的管前端加锥型探头组成，并在管侧边与 A探头测

量总压相同的截面上均布开了 4个 渍0.3静压孔，静

压孔位于锥型探针头后管直径 6～10倍的位置[3]。研

究经验表明，在静压探头上，静压孔距探头的距离应

超过 10倍直径，复合探针设计的 4个静压孔的位置

距探头为 13倍直径，通过 1根引压管引出，以避免激

波引起压力测量误差。静压探头与总压探头相距 16

mm，可同时测量气流总压和静压。总压测量管和方向

测量管组成的尖劈楔形体做得尽量小，以减小探头迎

风面积，减弱激波的强度和减少损失[2]。

1.2 复合探针的加工

探针加工的关键在于保证探针头部的设计尺寸

和方向测量管的斜面角度的加工精度，首先按设计尺

寸加工静压探头和总压 3孔管，静压探头锥角保证

15毅，3孔管之间通过焊接连接，焊后保持 3孔管并排

面平整光洁，方向测量管头部的斜面为 45毅，斜面角
度公差为 0.02毅，斜面平整光洁，孔边保持锐边。在完
成所有零部件加工后，将 3孔管和静压管的一端插入

探针安装头上，接入引压接嘴，校准测量孔位置，尤其

要保证测压孔的位置度及 3孔管相对探针杆轴线的

垂直度不超过 0.05。3孔管和静压管与探针安装头接

合面涂乐泰胶 496，涂胶时不能堵塞测量孔。连接支

杆、接嘴、横杆和定位杆，并进行钎焊，焊料采用

HLAgCu30-35，焊后打磨光焊缝。若不将整根管接入

引压接嘴，则应连接测量管和引压管之间的软管，并

进行尺寸检查，检查合格后进行通畅性和密封检查，

合格后对探针安装头进行材料填充，材料可采用树脂

或银焊料。

2 校准

2.1 复合探针校准

复合探针在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风洞

上校准，目的是得到马赫数与探针压力孔测得的总压

之间惟一的函数关系[4]。在标定过程中，包括标定风洞

的总温、总压、静压，及复合探针测量到的 PL、Pc、Pr和

Pst4个压力参数。对以上 6个压力参数进行无量纲处

理，得到与气流角、Ma成一定关系的 7个角度压力系

数（如图 2所示）。PL、Pc、Pr

和 Pst 分别对应复合探针

的第 1～4测量端，复合

探针在 Ma=0.2～1.0 的 7

个工况下进行标定，标定

角度范围为±15毅，角度间
隔 0.5毅，校准曲线如图 2

所示。

2.2 测量数据修正

首先假设探针测量到的气流角 琢=0，再根据复合

探针测量压力（Pc和 Pst）计算出的 KM值中进行查询，

并插值得出测量 Ma的估计值；然后插值得出该 Ma
值下的 KΦ1和 KΦ2随气流角的变化曲线，再通过测量

的 KΦ1和 KΦ2的较小者，插值得到气流角的第 1次修

正值 琢2；根据 琢2查询 KM～Ma曲线，并通过插值方法
修正 Ma；最后对比前后 2次求得的 Ma之间的差值是

图 1 复合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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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复合探针校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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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掺混均匀截面计算

Ma1
*

琢1 茁1

s

灼 Ma*
2y

琢2yy
x

琢2

Ma*
2

P02y P2y 琢2yP01 P01

测量截面 掺混均
匀截面

琢1=0 Mach1
Km K准1 Km

K准2
琢2 Mach2 驻Ma<0.001

K23

K1
q

Ps
P0 U

否

否小于 0.001，直到满足要求。修正流程如图 3所示。

3 数据处理
在栅后 0.5～1倍弦长处，采用复合探针，使探针

定位于叶片中间截面，且探头对准来流方向，每个测

量点步长设定为 0.25 mm。测量时，探针沿测量截面

移动，测量叶栅的出口总压、静压和出口气流角。对探

针所测的叶栅流场数据进行后处理，通常采用测量截

面气动参数算术平均、质量平均和掺混均匀 3种计算

方法。

3.1 算术平均法

算术平均法数据处理过程依据叶栅测试系统的

状态设定。在压力测量数据中，使用探针自动对向测

量出口总压，测量值为 P3i

*
=P1

*
-驻P3i

*
，需要测量 1个栅

距内的压力分布。当进行超声速流场测量时，伴随着

探针前方的 1个正激波会有其他的复杂现象。根据瑞

利 -皮托公式[5]来推导式（1），如果 Ma＜1，则测量的

总压 P3i

*
与出口总压 P2i

*
一致；如果 Ma＞1，则测量的

总压需要进行 Ma修正，因为使用了自动对向的测量
方式，因此使用正激波下的激波前后总压的关系式进

行修正

P3i

*

P2i

* =
（r+1）Ma2i

2

（2+（r-1）Ma2i

2
）

-1
r-1

· 2r
r+1

Ma2i

2
- r-1

r+1

-1
r-1

（1）

驻P2

*
= 1

n

n

i=1
驻P2i

*
（2）

P2P=PH+驻P2p-P1

*
·K（Ma02） （3）

式中：驻P2P=
1
n

n

i=1
驻P2pi，使用探针测量，需要测量 1个

栅距内的压力分布，以平均值作为出口管测静压，计

算出口实际 Ma。
3.2 质量平均法

质量平均就是以测量点的质量流量为加权的平

均值[6]，即

Fmav= S
Fidm觶

S
dm觶

（4）

经无量纲化后，可表示为

Fmav=

1

0
Fi· P0,i

T0,i姨 Mai cos 琢i 1+ 酌i-1
2

Mai

2
1/2

d（y/s）
1

0

P0,i

T0,i姨 Mai cos 琢i 1+ 酌i-1
2

Mai

2
1/2

d（y/s）
（5）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测量截面叶栅损失系数的质

量平均值定义为：

Y=
P1,mav

*
-P2 y,mav

*

P1,mav

*
-Ps1 mav

* （6）

式中：Y 为图 4测量截面叶栅损失系数；P*为探针测

量总压；Ps测量壁面静压；下标 1为叶栅进口，下标

2y为叶栅出口测量截面；下标 mav为质量平均。

3.3 掺混均匀法

掺混均匀截面计算如

图 4所示。以从测量截面到

掺混均匀截面之间的 1 个

栅距宽度的面积为控制体，

通过求解其质量守恒、动量

守恒和能量守恒方程，即可

得到掺混均匀截面的各项气动参数[7]。假设控制体工

质为理想气体，具有恒定的比热容。

质量守恒方程

籽2棕2 cos 琢2=
1

0
籽2y棕2y cos 琢2yd（y/s） （7）

轴向及周向动量守恒方程

籽2棕2

2
cos2 琢2+p2=

1

0
（籽2y棕2y

2
cos2 琢2y+p2y） （8）

籽2棕2

2
cos2 琢2 sin 琢2=

1

0
籽2y棕2y

2
cos2 琢2y sin 琢2y d（y/s）（9）

能量守恒方程

h02 籽2棕2 cos2 琢2=
1

0
h02y 籽2y棕2y cos2 琢2yd（y/s）（10）

式中：下标 1、2y和 2分别为上游进口测量截面、叶栅

下游测量截面及掺混均匀截面；棕为气流速度。根据
上面的假设，K1=K2，T02=T01，也即 IMa

*=IMa。通过求解上

述 2次方程，可得

Ma2

*2
= 酌2+1

酌2

2
酌2-1 IA

2

IM

*2 x·

1
2

- 2
酌2+1

2
酌2-1 IMa

*2

I4

2 + 酌2+1
２酌2

IＣ
２

IA

2 ±
1
4

- 2
酌2+1

2
酌2-1 IMa

*2

I4

2 +
酌2

2
-1

4酌2

2

IＣ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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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11）

图 3 复合探针测量结果修正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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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式（11）的最小正值即为要求解的临界

Ma。求出掺混均匀截面的无量纲气动函数 兹、q2/P2
*和

P2/P2
*。将临界 Ma代入下式，可求得掺混均匀截面的

Ma及气流角。

Ma2=Ma2

* 2

（酌2+1）-（酌2+1）Ma2

*2 （12）

琢2=sin-1 1

酌2Ma2

*

酌2+1
2

酌2
酌2-1 IC

IM

*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13）

将上述求得的各参数代入周向动量守恒方程中，

得到掺混均匀截面的无量纲总压 P2
*/P1

*。在进口总压

P1
*已知的情况下，可求解掺混均匀截面的 P2

*、P2、q2、

M2及气流角 琢2，继而求得掺混均匀叶栅损失系数：

Y m=
p1,mav

* p2,mav

*

p1,mav

* ps1,mav

* （14）

式中：Y m 为图 4 掺混均匀截面叶栅损失系数；下

标 2 为叶栅下游掺混均匀截面。

4 试验结果对比

为验证复合探针测量结果，分别采用复合探针、5

孔尖劈探针对标准压气机平面叶栅试验件进行测量。

4.1 试验器和测控系统简介

试验在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近声速平面叶栅

试验器上进行，该试验器是连续式常温开口射流式风

洞试验器，有效风口面积为 100 mm×250 mm，湍流

度≤1%，进口 Ma1≤0.95，进口气流角 茁1=20毅～110毅[8]，

试验件及复合探针如图 5（a）所示。复合探针标定范

围为 0.15～1.00，复合探针使用范围为 0.2～1.0。平面

叶栅流场测控系统由位移机构、位移控制系统和平面

叶栅测量系统组成。栅后

直线定位单元重复定位精

度为±0.025 mm，栅后角

位移最小分辨率均设为

0.0036毅，角位移重复定位

精度为±0.01毅。5孔尖劈探针为跨声速探针，其实物

照片和结构尺寸分别如图 5（b）、（c）所示。测量来流

Ma＜1.6，总压孔径为 0.8 mm，静压孔径为 0.3 mm，尖

劈半角为 15毅±10忆。使用前用 30倍放大镜检查孔口

无缺陷和毛刺，保持锐边。自动对向方式下，需在风洞

上标定探针的气动零点，标定范围为 0.3～1.0，超出

1.0的零点值按 Ma=1.0的气动零点计算。采用自动对

向方式时，探针自动跟踪系统的角位移控制精度为±

0.3毅[9]。大气压力表误差为 0.05%，压力采集模块采用

PSI9010和 DSA3217，精度为 0.05%FS。尖劈探针测

量压力误差≤0.1%，考虑叶栅端壁的影响，探针自动

跟踪系统测量角度的误差为±0.5毅。
4.2 所选压气机叶栅测量特性

跨声速涡轮叶栅的叶型损失包括叶片附面层损

失、尾缘掺混损失及激波损失[10]。叶栅中的损失通过

试验研究分为叶型损失、2次流损失和间隙 2次流损

失[11]。角涡与叶面附面层相互作用是决定角区流型和

损失的基本物理机制[12]。为便于分析探针测量结果，

先分析风洞流场和叶栅出口半叶高的尾迹特性。叶栅

风洞在 100 mm×120 mm风口下测量的速度分布如

图 6（a）所示，测量叶栅半叶高损失区域如图 6（b）所

示。图中 Y 轴为栅距，X 轴为叶高。测量结果表明，除
去端壁附面层的影响，在主流区总压场是均匀的，静

压场变化在 467.96 Pa，静压场的不均匀度反映了速

度场的不均匀度，在主流区内速度场的不均匀度为

1.34%。半叶高损失区域显示叶栅尾迹窄，总压亏损

小，该状态下负荷不大，端壁附面层＜20 mm，尽管复

合探针总压和静压相距 16 mm，测量点不在 1个流线

（a）平面叶栅试验件及

复合探针

（b）5孔探针照片 （c）跨声速 5孔探针结构尺寸

图 5 平面叶栅试验件、复合探针和 5孔尖劈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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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测量风口速度分布

Ma1=0.69 茁1=90毅
（b）半叶高损失区域 Ma1=0.50

（c）栅端壁表面流迹 Ma1=0.50 （d）栅端壁表面流迹 Ma1=0.74

图 6 叶栅流场特性（茁1=45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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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但主流区的面积远大于 16 mm2，且受端壁附面层

的影响小，测量的 Ma能反映出叶栅出口的真实速
度；叶栅油流图谱如图 6（c）、（d）所示。图 6（c）验证了

图 6（b）测量的结果；图 6（d）表明：在 Ma=0.74 状态

下，叶栅尾迹明显变宽，出现的角涡属二次流，其分离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二次流的分布[13]，所以叶栅损失明

显增大。

4.3 不同对向方式试验结果

复合探针和 5孔尖劈探针在相同工况下以自动

对向和非自动对向方式测得的结果如图 7所示。从图

7（a）中可见，在亚临界范围内，叶栅损失系数相差不

超过 0.01，符合叶栅流场要求[14]；当 Ma＞0.8后，探针

测得叶栅损失系数差异较大，复合探针采用 2种方式

测得的损失系数不超过 0.02；复合探针和 5孔尖劈探

针测得的损失系数相差 0.02。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

叶栅超临界后气流发生严重分离，在靠近叶片尾缘处

气流异常混乱，出现了涡的流动结构，这种不稳定流动

是复杂的气体流动，是 3元的、非定常的分离流动[15]，

导致叶栅在失速状态下测量结果重复性变差。另外 2

种探针测量误差主要原因为：在叶片后缘造成很强的

低压区，且在叶片尾缘处气流方向很乱，超临界后自

动对向方式很难测出气流真实的总压；复合探针和 5

孔尖劈探针在结构、尺寸上不同，探针受堵塞比的影

响也会有所差异，且复合探针迎风面积较小，测孔受

剪切层的影响小，测量结果更接近真实值；从图 6（c）

中可见，在 Ma=0.74状态下，叶栅尾迹明显变宽，出现

了角涡，表明了探针在该状态下测量损失明显增大的

原因。从图 7（b）中可见，在 0.2＜Ma＜0.8范围内，叶

栅出口气流角不超过 1毅，均满足±0.5毅的测量技术要
求；在 Ma=0.2状态时，角度差异较大，其原因在于自

动对向系统±10 kPa差压变送器量程范围不适合在

Ma=0.2下使用，在低 Ma范围内，灵敏度下降导致角
度的测量误差。

4.4 不同数据处理方法的试验结果

复合探针采用算术平均、质量平均和掺混均匀 3

种数据处理方法，对试验件在相同工况下测量结果进

行处理得到的曲线如图 8所示。试验结果表明，对负

荷较小的叶栅，在亚临界范围内，叶栅损失系数不超

过 1%，出口气流角偏差不超过 1毅，满足叶栅试验精
度基本要求；当 Ma＞0.8 以后，由图 6（c）可知，二次

流和尾迹掺混损失明显增大，叶栅处于失速状态，叶

栅负荷较大，在此状况下，3种数据理处理结果有明

显差异，损失曲线对比表明，在叶栅超临界后掺混均

匀的数据处理方法更趋合理。

4.5 不同测量截面的试验结果

复合探针采用质量平均数据处理方法，对试验件

在相同工况下不同测量截面的测量处理后得到的曲

线如图 9所示。试验结果表明，在栅后不同测量截面

测量的叶栅损失系数和出口气流角均有一定差异，这

种差异并非由测量和数据处理结果造成，纵向梯度能

引起俯仰角测量误差；梯度使气流方向测量值向负梯

度方向偏转 [16]，测量截面密流比因出口不同有所差

异，且尾迹宽窄不同，最终导致损失和气流角积分结

果的差异。测量截面应考虑 2方面因素：探针后移可

大大降低气动阻塞影响并减小叶片尾缘涡流剪切层

带来的误差；离叶片尾缘越远，气流掺混越严重，黏性

损失也越大，测值越不能反映叶片出口真实流动[17]。

所以栅后测量截面选择在栅后 0.5～1倍弦长位置。

4.6 试验结果误差分析

试验段主流区 Ma的控制精度为 0.5%，自动对向

控制精度如图 10所示。从图中可见，角位移随动控制

（a）叶栅损失系数对比 （b）叶栅出口气流角对比

图 7 叶栅出口测量截面 2种探针测量试验数据对比

（a）叶栅损失系数随 Ma变化（b）叶栅出口气流角随 Ma变化

图 8 叶栅出口测量截面 3种数据处理方法结果对比

（a）叶栅损失系数对比 （b）叶栅出口气流角对比

图 9 不同测量截面叶栅出口测量气动参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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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误差域值不大于±0.3毅，角位移编码器为 20位，

角度最小分辨率为 0.0036毅，系统角度测量误差小
于±0.5毅，满足 GJB 1179－1991高速风洞和低速风洞

流场品质规范[18]的技术要求。对压力值精度进行分析，

可从探针在通过对总压恢复系数求导得到数据误差

啄滓=
啄p2

*

p2

* -
啄p1

*

p1

* ×
p2

*

p1

* （15）

式中：P1

*
为来流总压探针感受压力，受感部误差≤

0.1%，大气压力表误差 0.05%，DSA3217压力扫描阀

精度 0.05%，故

啄p1

*

p1

* = 0.0012+0.00052+0.00052姨 =0.122%

同理，出口探针测得总压误差与其类似。但须考

虑非对向测量插值误差，经过试验测试插值误差≤

0.2%，故出口总压误差为

啄p2

*

p2

* = 0.0022+0.0012+0.00052+0.00052姨 =0.235%

所有压力值测量均为表压，所以在试验中绝对压

力值的精度为 0.2%，满足平面叶栅压力测量精度的

基本要求：驻P＜±0.3%。

5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采用复合探针，3 种数据处理方法测得平面

叶栅结果没有太大差异，测量误差均满足文献[18]的

技术要求，算术平均、质量平均和掺混均匀数据处理

方法在平面叶栅流场测量中得到验证。

（2）对出口损失区较大、负荷较大的叶栅流场测

量，受二次流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采用质量流量平

均数据处理方法比采用算术平均数据处理方法测得

的数据更准确。

（3）与普通尖劈探针相比，复合探针提高了对跨

声速区静压的敏感度，消除了壁面附面层对静压测量

的影响，空间分辨率更高，在风洞主流区范围内测量

出口实际 Ma更为准确。
（4）7孔复合探针和 5孔尖劈探针在叶栅亚临界

范围内测量气动参数不确定度均＜1%，超临界后 7

孔复合探针不确定度均＜2%，符合超声速风洞流场

校测的技术要求[14]。超临界后 7孔复合探针比 5孔尖

劈探针的测量数据准确。

（5）由于测量截面密流比和尾迹宽窄不同，栅后不

同测量截面测量结果有所差异，对展向压力梯度大的

叶栅，复合探针测量实际 Ma会有偏差，为提高测量叶
栅速度场的准确度，应将复合探针布置在叶中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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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形段与全环燃烧室熄火性能换算研究

杨志民 1，赵明龙 1，林宇震 2，葛 新 1，刘金林 1

（1.中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发动机气动热力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3）

摘要：为研究不同类型燃烧室试验件熄火性能之间的关系，开展了扇形段和全环燃烧室的熄火性能试验。通过试验对比了二

者熄火规律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并分析了造成差异的主要因素。以 Lefebvre熄火模型为基础，结合雾化数据，拟合得到扇形段与全

环燃烧室的贫油熄火经验关系式，并推算出二者熄火性能的定量换算公式。结果表明：扇形段与全环燃烧室的熄火边界变化规律类

似，但在相同的工作状态条件下，全环燃烧室的贫油熄火油气比小于扇形段的相应值。

关键词：贫油熄火性能；全环燃烧室；扇形段燃烧室；旋流杯；索太尔平均直径；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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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ion Investigation on Blowout Performance for Multi-Sector and Full Annular Combu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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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experimental research w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lowout performances of multi-sector and full
annular combustors, comparing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lean blowout performances of the two combustors and the major factors
leading to the differences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atomization data and the Lefebvre's blowout model, empirical lean blowout limit
correlation of both combustors were summarized. The conversion formulas of blowout performances for multi -sector and full annular
combustors were deriv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ulti-sector and full annular combustors share similar lean blowout limit changing
pattern while the lean blowout data of full annular combustor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multi-sector combustor in the sam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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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燃烧室是航空发动机的核心部件之一，试验研究

目前仍是其技术研发的重要手段。国外通常采用划分

技术成熟度阶段的方式来开展发动机燃烧室的技术

研究工作[1]。燃烧室部件试验从低成熟度至高成熟度

水平依次包括单头部、扇形段及全环形燃烧室试验。

早在 20世纪 70年代，NASA试验研究证明了扇形段

燃烧室的性能试验结果与全环燃烧室的结果存在必

然的一致性[2]。扇形段燃烧室试验方法能够有效地降

低经济成本，缩短研制周期，因而被各国家研究机构

广泛采用。另一方面，对比研究表明，由于受到侧壁效

应[3]等因素的影响，扇形段燃烧室的性能结果与全环

燃烧室的结果存在着明显差异[4-6]。寻找扇形段与全环

燃烧室性能之间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建立定量的换算

关系，即可运用扇形件的试验结果推测估算全环燃烧

室的燃烧性能，并为未来燃烧室的性能试验提供参

考，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本文分别进行了某型燃烧室扇形段和全环试验

件的熄火性能试验，得到了二者的熄火曲线变化规

律，并定量研究了二者熄火性能的换算关系。

1 试验系统与方法

1.1 燃烧室熄火试验

扇形段和全环燃烧室熄火试验均在沈阳发动机

设计研究所主燃烧室综合试验台上进行，设备原理如

mailto:zm-yang@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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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所示。从图中可见，试验系统由进气、排气、冷却

气、燃油、冷却水、测量、电气、控制等系统组成，详细

的主燃烧室综合试验台配置见文献[7]。全环燃烧室试

验件由外套、内套、火焰

筒、带喷嘴的燃油总管和

点火电嘴等组成。扇形段

燃烧室为包含 5个头部的

90毅扇形件，其侧壁采用高
温合金封闭。

在试验过程中，调整进口压力、温度和空气流速

至预定值，调节燃油流量至可靠的点火成功点。点火

成功后，保持其他参数不变，逐步减少燃油流量获得

该状态下的贫油熄火边界。随后改变空气流速，重复

上述过程，获得熄火边界曲线。试验采用热电偶监控

出口温降法进行熄火判断，降低燃料流量后 30 s内，

燃烧室出口与各头部对应位置的温升均低于 20 K

时，则认为熄火。在扇形段和全环燃烧室上均进行模

拟高空熄火和慢车熄火试验，此外对全环试验件还进

行了其他扩展状态的试验，具体状态参数见表 1。

1.2 喷嘴雾化性能试验

燃烧室供油喷嘴的雾化特性是影响燃烧室熄火

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需要在熄火特性研究中重点考

虑。因此，本文还进行了喷嘴雾化性能试验。

燃烧室所采用的喷嘴为双旋流器空气雾化喷嘴

（简称旋流杯），其具体结构见文献[8-9]。喷嘴雾化试验

系统主要由 1维相移多普

勒激光粒度仪（PDPA）[10]、

进 /排气系统、供 /回油系

统和数控系统等组成，其

系统原理如图 2所示。试

验所选用的燃料为 RP-3

航空煤油。试验中测量索太尔平均直径（Sauter Mean

Diameter，SMD）作为衡量雾化性能的参数。

在试验中，运用 PDPA设备测量喷嘴后燃烧室主

燃孔所在截面上的雾化情况。在测量截面上，选择雾

锥中心的 2条十字交叉线逐点测量，测点间距为 2～

5 mm。统计各点的油雾颗粒分布，最终得到整个截面

的 DSM平均值。喷嘴雾化性能试验在常温常压下进行

（P3=0.106 MPa，T3=286.15 K），保持空气流量不变

（q'ma=0.0194 kg/s），通过改变燃油流量，进行多组试验

以获得不同油气比下的 DSM值。

2 结果分析与定量换算

2.1 熄火试验结果对比

通过熄火性能试验分别获得扇形段和全环燃烧

室在不同状态下的贫油熄火结果曲线，如图 3所示。

对比图中贫油熄火结果可得：

（1）在相同温度和压力条件下，扇形段与全环燃

烧室的贫油熄火油气比与进气速度之间具有相似的

变化规律。在低压与较低进气速度的状态下，二者的

熄火油气比均随着进气速度的增大而逐渐减小；在高

压与较高进气速度的条件下，二者随进气速度的增大

而略微增加。研究指出，进气速度增大能够改善燃油

雾化和蒸发，对稳定燃烧室火焰有利。但与此同时，进

气速度增大使得混气在回流区停留时间缩短，且会造

成主燃区局部油气比减小，对于稳定火焰不利[11]。因

此，进气速度对燃烧室贫油熄火的影响是多方面因素

的综合结果；

（2）扇形段与全环燃烧室的贫油熄火油气比均随

着压力的增大而减小；

（3）在相同的温度、压力和进气速度条件下，全环

燃烧室的贫油熄火油气比小于扇形段燃烧室的相应

图 1 主燃烧室综合性能

试验系统

电动阀门气源

冷却装置
排气塔 回热器

调压电动阀
后测量段

试验件
测量段

流量测量装置

加温器

试验件

扇形段

全环件

进口压力

P3 /MPa

0.05

0.07

0.47

0.05

0.07

0.25

0.30

0.47

进口温度

T3 /K

300

300

510

300

300

400

400

510

进气速度

U3 /（m/s）

40～100

40～100

80～130

40～100

40～100

80～130

80～130

110

表 1 试验状态参数

图 2 喷嘴雾化性能试验

系统原理

回油

阀门 流量计

进气

供油 喷嘴

回油

PDPA发射器 PDPA发射器
排气

计算机

图 3 扇形段与全环燃烧室贫油熄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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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是扇形段燃烧室的侧壁

使得燃烧室内气动热力、燃油分布与燃油喷射情况与

全环燃烧室的有一定差异。

根据大量燃烧室贫油熄火试验数据，Lefebvre得

到熄火经验关系式[12-13]

qLBO=
Afpz

V pz

qma

p3

1,3
exp（T3/300）

DSM

姿eHu
（1）

式中：第 1项由燃烧室几何尺寸、油气混合状况和主

燃区气量分配决定；第 2项为燃烧室工作状态项；第

3项与喷嘴燃料及其雾化性能相关。qLBO为熄火油气

比；fpz为主燃区气流分配量；A 为拟合参数；V pz为主

燃区体积；qma为燃烧室空气流量；姿e为有效蒸发常

数；Hu为燃油低热值。将关系式中拟合参数 A、几何
尺寸参数、燃油低热值及有效蒸发常数看作统一的待

定常数，定义包含燃烧室工作状态和雾化性能的综合

参数 兹

兹= qma

p3

1,3
exp（T3/300）

DSM
2 （2）

分别对扇形段和全环燃烧室的试验结果进行拟

合，得到 2个燃烧室的熄火油气比与综合参数 兹的关
系。在此之前，需确定适用于本研究中喷嘴雾化特性

的 SMD计算模型。

2.2 雾化试验结果及 SMD模型

喷嘴雾化试验测量结果见表 2。针对本文采用的双

旋流空气雾化喷嘴，选用 El-Shanawany和 Lefebvre[14]

提出的 DSM计算经验公式

DSM=0.33 籽f

籽a

0.1

Dh

Dp

0.6

滓f

籽a ua

2

0.6

1+ qmf

q'ma
+

0.068 Dh

Dp

0.5
浊f

2

滓f 籽f

0.5

1+ qmf

q'ma
（3）

式中：第 1项为 Weber数项，表示作用在油滴表面的

气动力和张力之比；第 2 项为 Oh 数项，反映液体表

面张力和黏性力的作用。q'ma为喷嘴空气流量；qmf为

喷嘴燃油流量；籽f=780 kg/m3，为燃油密度；籽a=P3 /（R·
T3），为空气密度；ua为空气流速；滓f=0.026 N/m，为燃油

表面张力；浊f=0.0008 N·s/m2，为黏性系数；Dh=0.014m，

为文氏管空气出口管径；Dp=0.0216 m，为文氏管出

口外径。

采用式（3）得到相应状态下的 DSM计算值。对比

实测与计算数据可得，式（3）计算 DSM参数的误差范

围基本在 10%以内（见表 2），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2.3 贫油熄火模型的拟合

结合式（2）、（3），计算不同试验状态下的 兹值，获
得 2种燃烧室贫油熄火油气比 qLBO与 兹之间的关系，
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见，扇形段与全环燃烧室数据

具有类似的变化趋势，熄

火油气比均随着综合参

数 兹 的增大而增大。此
外，在 兹相等的条件下，
全环燃烧室的熄火油气

比小于扇形段燃烧室的

相应值。

对图 4中数据进行拟合，以得出 2种燃烧室熄火

油气比与综合参数 兹的关系方程。Lefebvre提出 qLBO

与 兹之间存在着正比例关系[12，15]。分别运用正比例函

数、线性函数、多项式函数、幂函数模型进行拟合，最

终得到幂函数模型具有最好的拟合结果。该模型对扇

形段和全环燃烧室结果的拟合相关系数 R2 分别为

0.934与 0.944。

根据幂函数拟合结果，扇形段与全环燃烧室的贫

油熄火经验关系可以分别表示为

扇形段 qLBO,S=219
qmaDSM

2

P3

1.3
exp（T3/300）

0.274

（4）

全环燃烧室 qLBO,A=10452
qmaDSM

2

P3

1.3
exp（T3/300）

0.4

（5）

分别计算扇形段与全环燃烧室在不同试验状态

下的熄火油气比，并将计算结果与实测数据进行对比

（如图 5所示）。从图中可见，精度为±20%，92.3%的

扇形段燃烧室数据在该精度范围内，85.7%的全环燃

烧室数据在该精度范围内。

序号

1

2

3

4

5

6

7

qmf /（kg/s）

0.0134

0.0101

0.0080

0.0067

0.0058

0.0050

0.0037

实测

71.26

65.75

60.55

56.64

53.73

54.93

50.87

计算

68.65

61.64

57.41

54.64

52.68

51.05

48.28

相对误差 /%

3.7

6.2

5.2

3.5

2.0

7.1

5.1

DSM /滋m

表 2 DSM实测数据与计算数据的对比

图 4 扇形段与全环燃烧室

贫油熄火边界曲线

0.030
0.025
0.020
0.015
0.010
0.005

0
6.0E-154.0E-152.0E-150.0E+00

兹

扇形
全环

y=axb

76



杨志民等：扇形段与全环燃烧室熄火性能换算研究第 3期

2.4 熄火性能换算

根据式（4）、（5），可以得到二者之间的定量换算

关系

qLBO,A=3.97qLBO,S

1.46
（6）

该式适用于扇形段与全环燃烧室在慢车状态和

高空状态下的贫油熄火极限换算。

3 结论

通过扇形段和全环燃烧室的熄火性能试验，对比

研究了二者熄火性能的相关性和差异性，并进一步得

到了二者之间熄火性能的定量换算关系。得到以下主

要结论：

（1）扇形段与全环燃烧室的熄火边界曲线具有相

似的变化规律。在相同的工作状态下，全环燃烧室的

贫油熄火油气比小于扇形段燃烧室的相应值。造成这

种差别的原因可能是扇形段燃烧室的侧壁使得燃烧

室内气动热力、燃油分布与燃油喷射情况与全环燃烧

室的有一定差异；

（2）全环和扇形段燃烧室之间贫油熄火油气比的

换算关系可近似表示为 qLBO,A=3.97qLBO,S

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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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实测与计算贫油熄火油气比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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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飞行试验数据的双转子航空发动机

加减速瞬态模型辨识

潘鹏飞，马明明，许艳芝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西安 710089）

摘要：为辨识航空发动机飞行过程中加减速瞬态模型，通过对某型航空发动机慢车至中间以及中间至慢车过程的飞行试验数

据进行分析整理，将发动机上述加、减速过程简化为静态参数预测过程，利用 3层前向人工神经网络，建立了某型发动机加、减速瞬

态过程中的发动机关键参数预测模型，对发动机参数预测模型预测结果与飞行试验记录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利用额外的飞

行试验数据验证了辨识模型的泛化能力。结果表明：辨识得到的发动机模型在油门杆稳定时参数预测相对误差不超过 3%，在油门

杆动作期间参数预测相对误差不超过 5%；验证点上辨识模型参数预测误差不超过 3%。证明该型发动机参数预测模型可以很好地预

测发动机瞬态过程中的参数变化情况。该方法为建立发动机其他状态的加、减速过程参数变化模型奠定了基础，也能为建立全包线

范围内发动机瞬态参数预测模型提供参考。

关键词：模型辨识；飞行试验；神经网络；加减速瞬态；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235.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3.015

Throttling-Transient Model Identification of Twin Spool Aeroengine Based on Flight Test Data
PAN Peng-fei袁 MA Ming-ming袁 XU Yan-zhi

渊Chinese Flight Test Establishment袁Xi'an 710089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dentify transient process model of an aeroengine during the flight, the flight test data of the aeroengine during

the processes from idle state to middle state and from middle state to idle state has been analyzed. The actual throttling-transient process
has been simplified as static parameter predicting of the gas turbine engine. The key parameter predicting model of the transient process of
turbofan has been built with three -layers feed -forward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The simulated results of identified model has been
compared with actual flight test data, and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model was validated using extra flight test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ve error of parameter prediction from the identified model is below 3% in stable throttling period袁 below 5% in transient throttling
period袁 and the relative error of parameters prediction on verification points is below 3%. It shows that the parameters prediction model of
an aeroengine can predict best parameters variation conditions of transient process. The metho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parameters
variation model of aeroengine other throttling transient processes袁and would provide conferences for aeroengine transient parameter
predicting model in global flight envelope.

Key words: model identification曰flight test曰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曰throttling-transient process曰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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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工作过程涉及到复杂的热力、机械过

程，其数学模型的构建一直是广泛研究的课题[1-4]。发

动机建模方法基本可以划分为基于解析法和基于系

统辨识 2大类。常用的部件级模型是 1种基于解析法

的发动机模型，主要通过发动机内部部件内气动、热

力学等关系式建立发动机的状态控制方程，通过求解

控制方程确定发动机模型[5]。基于系统辨识的建模方

法不考虑发动机系统内部的非线性工作过程，将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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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系统作为 1个整体考虑，利用系统的输入输出响应

关系，通过合适的数据分析处理方法建立系统模型[6]。

进行飞行试验的航空发动机多为技术状态不成

熟、仍处在调整完善期间的发动机。飞行试验采用比

正常使用更为严酷的条件对发动机进行考核鉴定，因

此需要在飞行试验过程中对发动机实时监控，主要采

用人工方式进行，监控质量受试飞工程师个人能力等

因素影响，在发动机型号日益增加的情况下需要耗费

大量人力资源。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有必要

建立发动机智能化、自动化的实时条件监控系统。

航空发动机条件监控对于飞机安全和飞行安全保

障至关重要，为建立发动机故障检测与隔离系统，首先

需要建立发动机正常工作情况下的精确模型[2-4，6]。人工

神经网络模型属于黑箱模型，是数据驱动模型的 1

种，直接从发动机运行数据中即可辨识得到发动机模

型，在目前已得到广泛应用[2-6，12]；Clifton[7]与 Fast[9]分别

应用神经网络方法建立了发动机健康监测模型，通过

试验数据对模型进行训练学习，而后对模型进行验

证，获得了不错的监测精度；Fast在发动机正常工作

数据基础上建立基于多层前向人工神经网络的发动机

参数变化模型，并成功应用于发动机故障检测中[9-10]。

本文基于某型涡扇发动机实际飞行试验数据，对该型

发动机的加减速瞬态模型进行辨识研究，以便在试飞

过程中对发动机实施实时监控。

1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发动机加减速瞬态模型

文中研究对象为用于飞行试验的涡扇发动机，其

工作参数由加装的机载测试系统测量和记录，选用实

际飞行试验数据对该型发动机进行模型辨识，抽取了

该型发动机慢车至中间 35 次加速过程试验数据样

本，中间至慢车 45次减速过程试验数据样本，试验样

本点在飞行包线中的分布如图 1所示。图中，Hp，min、

Hp，max、Mai，min、Mai，max 分别代

表最低、最高飞行高度和

最小、最大飞行马赫数，因

该型发动机慢车推力较

小，试验样本点主要集中

在飞行包线的左半边。

1.1 人工神经网络

人工神经网络在函数逼近方面的应用非常广泛，

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分析方法。研究表明[4]，前馈神经网

络只要采用足够数目的隐含层以及合适的神经元数

目即可对任意函数逼近，同时也对人工神经网络进行

函数逼近的数学基础与充分条件进行证明，人工神经

网络也适用于有限个间断点的函数拟合。

该型发动机模型辨识时采用的人工神经网络结

构如图 2所示。第 1层有 R 个外部输入，第 1、2层的

输出分别是第 2、3层的输入，第 1～3层分别有 S1、S2

和 S3个神经元。可以将第 2层看作是 1个单层网络，

有 R=S1个输入，S=S2个神经元，权值矩阵 W 2=S1×S2。

第 2层的输入记为 a1，输出记为 a2。b 为神经元偏置
系数，f为神经元激励函数。如果某层的输出是神经网

络的输出，该层为输出层，其他层称为隐含层，图中神

经网络具有 1个输出层和 2个隐含层。

若 X 为神经网络输入向量，经过 3层神经网络

计算后的模型输出为

Y = f 3{W 3 f 2[W 2 f 1(W 1X+b1)+b2]+b3} （1）

式中：X 为输入参数向量，Y 为神经网络输出向量，f
为神经网络激励函数，W 为权重系数矩阵，b 为偏置
系数向量，上标 1、2和 3分别代表神经网络第 1隐含

层、第 2隐含层和输出层。

1.2 飞行试验数据样本

航空发动机进行加、减速性飞行试验时，油门杆

动作的前后，均要求发动机稳定工作一定时间。为了

简化发动机模型复杂度，以发动机加、减速过程的持

续时间 t作为额外输入变量，记油门杆起始动作时间
为 t0，则时间参数范围为[t0-5，t0+20]，采用静态神经网

络进行模型辨识。

1.3 人工神经网络结构设置

采用 BP算法对建立的神经网络系统进行训练

学习，以神经网络输出结果与飞行试验数据之间的均

方差作为训练学习的性能指数。人工神经网络采用 3

层结构，2个隐含层采用 tan-sigmoid激励函数，输出

层采用线性激励函数，训练学习过程基于 Mat-

图 1 某型发动机加减速瞬态

过程试验点分布

图 2 某型发动机模型辨识采用的 3层神经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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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2013b人工神经网络工具箱，训练学习算法采用

LM算法。

人工神经网络输入输出参数见表 1。为了便于讨

论分析，对试验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选择的归一化

参数为数据样本中参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用下

标 max和 min表示。

1.4 神经网络模型训练学习

进行某型发动机加、减速过程模型辨识时，采取

如下训练学习步骤：

步骤 1：初始化神经网络隐含层神经元个数；

步骤 2：将试验数据样本按照预定的比例 70%、

15%和 15%进行随机分组，分别用于模型训练、验证

和测试；

步骤 3：利用模型训练和模型验证数据样本训练

学习发动机神经网络模型；

步骤 4：利用模型测试数据样本对辨识得到的发

动机模型进行测试，若满足精度要求，则训练学习结

束，输出辨识得到发动机模型，若不满足精度要求，则

重复步骤 2；

步骤 5：调整神经网络隐含层神经元数目，若达

到预定的最大数目，则停止训练学习，若未达到，重复

步骤 2；

步骤 6：对比步骤 4得到的神经网络模型参数预

测精度，选择结构最简单，预测精度最高的神经网络

模型。

2 模型辨识结果

某型发动机飞行试验期间的加、减速试验过程中

飞行试验点分布为：0.02Hp，max～0.72Hp，max，0.15Mai，max～

0.43Mai，max，-0.86Ttb，max～0.56Ttb，max，为了降低计算复杂

度，剔除重复的试验数据样本点。进行慢车至中间、中

间至慢车加速瞬态过程模型辨识时，抽取具有代表性

的飞行试验数据样本，将数据样本按 70%、15%和

15%的比例随机分组，这 3组数据分别用于模型训

练、验证和测试。为便于分析，用相对误差来表征预测

结果的精度。

Erel(%)= |Y flt-Y sim|
Y flt

×100% （2）

式中，Y flt为飞行试验实测数据，Y sim为神经网络模拟

结果，Erel为相对误差。

2.1 慢车至中间过程参数模型

抽取该型发动机 35次慢车至中间的加速过程试

验数据样本用于模型辨识，其结果如图 3所示。由于

试验次数较多，图中只给出 5次慢车至中间加速过程

的模型辨识结果，实线为辨识模型模拟计算结果，虚

线为计算结果相对飞行试验数据的误差分布情况，图

4同此说明。从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际飞行试验结果对

比中可见，发动机油门杆稳定时风扇转子转速、压气

机转子转速以及低压涡轮出口温度的模型计算结果

相对误差均不超过 2%，油门杆动作期间的相对误差

不超过 5%。在油门杆动作以及稳定期间，低压涡轮

出口压力的模型计算结果相对误差均不高于 5%。该

型发动机慢车状态存在 2种不同的尾喷管控制方案，

尾喷管的收放动作对低压涡轮出口压力有直接影响，

因此低压涡轮出口压力的辨识模型精度略低。

输入 /输出

输入

输入

输入

输入

输入

输入

输出

输出

输出

输出

参数名称

飞行高度

飞行马赫数

大气总温

发动机油门杆角度

发动机作战 /训练状态

加、减速持续时间

风扇转子转速

压气机转子转速

低压涡轮出口温度

低压涡轮出口压力

参数符号

Hp

Mai

Ttb

Phi

Gstr

tdummy

nL

nH

T6

P6

归一化参数

[Hp，min，Hp，max]

[Mai，min，Mai，max]

[Ttb，min，Ttb，max]

[Phi，min，Phi，max]

[0，1]

[0，24]

[nL，min，nH，max]

[nH，min，nH，max]

[T6，min，T6，max]

[P6，min，P6，max]

单位

m

-

K

刻度

-

s

%

%

K

MPa

表 1 某型发动机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输入输出参数

（a）风扇转子转速辨识模型 （b）压气机转子转速模型

（c）低压涡轮后总温模型 （d）低压涡轮后总压模型

图 3 慢车至中间加速过程模型辨识结果

t/s t/s

t/s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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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间至慢车过程参数模型

抽取了某型发动机 45次中间至慢车减速过程试

验数据样本用于模型辨识，其结果如图 4所示。从模

型预测结果与实际飞行试验结果对比中可见，发动机

油门杆稳定时风扇转子转速、压气机转子转速以及低

压涡轮出口温度的模型计算结果相对误差均不超过

2%，油门杆动作期间的相对误差不超过 5%。在油门

杆动作以及稳定期间，低压涡轮出口压力的模型计算

结果相对误差均不高于 5%。同慢车至中间过程辨识

结果类似，低压涡轮出口压力受尾喷管收放的直接影

响，辨识精度略低。

3 辨识模型验证

分别选择未参与到发动机模型辨识过程的 7次

慢车至中间、中间至慢车过程数据样本对模型进行测

试，验证该型发动机模型的推广性能，计算结果如图

5所示。为了清晰显示，图中只给出 3次测试结果，从

图中可见，将辨识模型应用至新的试验数据样本上

时，低、高压转子转速的相对误差均低于 2%。该型发

动的辨识模型在非样本点上的推广性能较好。

4 结论

本文基于某型发动机科研试飞实际飞行试验数

据，利用 3层前向人工神经网络辨识得到了某型发动

机的慢车至中间加速过程以及中间至慢车减速过程

的参数预测模型，利用飞行试验数据对辨识模型进行

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该型发动机辨识模型具有可靠

的精度，可以应用于发动机定型试飞过程中的安全监

控、故障监测中，同时本文采用的模型辨识方法可以

推广应用至该型发动机的其他瞬态过程参数辨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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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风扇转子转速模型 （b）压气机转子转速模型

（c）低压涡轮后总温模型 （d）低压涡轮后总压模型

图 4 中间至慢车减速过程模型辨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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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慢车至中间加速过程风扇

转子转速验证结果

（b）中间至慢车减速过程风扇

转子转速验证结果

（c）慢车至中间加速过程压气

机转子转速验证结果

（d）中间至慢车减速过程压气

机转子转速验证结果

图 5 风扇转子及压气机转子转速验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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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转速传感器振动试验载荷确定及应用

王志会，刘海年，翟 月，张 生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航空发动机成品振动试验多数参考振动环境试验相关标准执行，没有真正意义上结合成品的振动特性与发动机实测振

动环境确定振动试验载荷，导致成品内场试验潜在问题没有暴露出来，外场交付使用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发动机可靠性水平。以某

型发动机转速传感器为研究对象，详细地阐述了转速传感器振动环境载荷确定的工作流程和方法，提出了基于疲劳次数的正弦振

动试验方法并完成了产品的试验验证，发现了壳体裂纹、输出断路等故障，将改进后的产品进行回归验证，故障未再发生。基于实测

数据制定的正弦振动试验方法，对转速传感器的结构完整性进行了验证，可为确定传感器类成品试验载荷和验证产品的可靠性水

平提供新的方法。

关键词：转速传感器；正弦振动；试验载荷；可靠性；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3.016

Formulation and Application for Vibration Test Loading Spectrum of an Aeroengine Revolution Transmitter
WANG Zhi-hui袁LIU Hai-nian袁ZHAI Yue袁ZHANG Sheng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Aeroengine accessory vibration was tested mostly according to correlative standards, in which the vibration test loads were

not connected with vibration performance and vibration data of aeroengine, covering the potential problems in the test and frequently
exposing in the external field that seriously influenced the level of aeroengine reliability. Take an aeroengine revolution transmitter as the
object of the research, the process and method of confirming a revolution transmitter vibration environment loading was reported in detail.
The sinusoidal vibration test method based on fatigue time was proposed and the product validation was demonstrated, finding out the faults
including shell crack, wire turnoff. It worked well after regression testing. The structural integrity of the revolution transmitter was validated
by the sinusoidal vibration test method based on measured data, in which a new method for confirming the test loading and validating
reliability level of transmitter can b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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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振动环境是航空发动机在寿命周期内必须承受

的工作环境之一，其振动激振力复杂、成品特性难以掌

握[1-2]。在国内发动机传感器产品的研制过程中，成品振

动试验多数参考 GJB150.16A-2009[3]或 HB5830.5-84[4]

的相关标准执行。GJB150.16A振动谱的主要能量集

中在高压转子基频和倍频成分上，当成品存在与高压

转速相耦合的固有频率时，才会从振动台吸入较大能

量，造成损伤。HB5830.5宽带随机振动谱的主要能量

集中在中高频段区域，在 230～1500 Hz频段的能量

较大，对固有频率较高的成品造成损伤较大。振动标

准中试验载荷具有一定的使用范围和倾向性，不能充

分模拟成品实际工作环境，导致成品内场试验潜在问

题无法暴露，外场交付使用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发动

机可靠性水平。

国外发动机在研制过程中，确定振动试验载荷和

方法需要考虑发动机的工作环境和产品的固有特性，

mailto:lianyi_1212@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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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考核验证产品的结构完整性[5]。因此在型号研制

中，开展发动机成品的振动环境载荷和试验方法研究

工作，对掌握发动机振动环境特征，确定振动试验载

荷，开展产品振动试验，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6-7]。

本文以某型发动机转速传感器为研究对象，详细

阐述了转速传感器振动载荷数据的获取技术，并建立

基于实测数据振动载荷的编制流程，提出基于疲劳次

数的振动试验考核方法，并完成产品的结构完整性验

证，对试验过程及结果进行分析说明，论述试验方法

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为科学确定传感器试验载荷和验

证产品的可靠性水平提供了新方法。

1 转速传感器振动环境载荷确定的工作流程

航空发动机转速传感器为变磁通式转速传感器，

工作原理为：线圈感受磁通变化产生电信号用于测量

发动机低压转子转速，传感器安装在发动机风扇机匣

上，输出频率信号发送至电子控制器和飞机健康管理

系统，用于监控发动机工作状态。

航空发动机转速传感器振动环境载荷确定的工

作流程主要包括：振动载荷数据的获取、试验载荷的

分析和统计处理、试验剖面的合成与制定、试验载荷

修正 4个步骤。在转速传感器振动环境测量和载荷确

定的过程中，试验数据主要利用发动机整机振动的测

试系统进行记录；载荷分析和统计处理参考 GJB/Z

126-99[8]的统计方法，在给定置信度和可靠度条件下的

统计上限值；试验载荷按照 GJB899A[9]和 GJB150.16A

的要求确定；载荷修正主要是分析内外场试验和试飞

中振动量值差异性。转速传感器振动环境测量及载荷

编制的工作流程如图 1所示。

1.1 振动载荷数据获取技术

开展转速传感器振动环境测量试验，获取试验数

据，应掌握产品外表面工作环境温度，明确传感器类

型的选择，安装位置的选定，试车程序的制定，测量系

统的采集和记录等。

1.1.1 转速传感器外表面温度测量

为确定具有耐温能力的传感器和安装方式，需通

过粘贴示温片的方式进行转速传感器安装位置的环

境温度测量，测量温度为 100 ℃。

1.1.2 振动传感器的选用与安装

考虑到安装位置的环境温度和可能存在的振动

激励，选用耐温能力和频带范围满足实际工作环境的

振动传感器。

振动传感器安装位置能反映出产品的最大振动

激励，考虑发动机外部结构和成品的复杂性，一般优

先选择产品安装座[10]，为了进一步了解产品的振动响

应也可以安装在产品外表面振动最大响应平面处。

由于发动机个体振动存在差异性，应进行多台份

测量；考虑到同一台发动机不同截面位置的差异性，

同一产品不同位置应至少安装 2个振动传感器进行

3个轴向测量[11]；进行振动环境测量时，用螺栓将转速

传感器固定于底座位置。

1.1.3 试车程序确定

转速传感器的振动环境测量包括发动机全工作

转速、典型工作状态及全

频域测量；其试车程序一

般是从低状态到高状态

再到低状态，同时记录振

动测试数据，发动机试车

程序如图 2所示。

1.1.4 转速传感器振动环境测量系统

发动机转速传感器

振动环境测量采用发动

机整机振动测试系统 [12]，

在原有测量系统的基础

上增加 6 个通道 2 个加

速度传感器（图 3 中的

1、2传感器），利用加速

度传感器对产品振动信

号进行测试，通过前端放

大器将电信号放大，由数图 1 转速传感器振动载荷谱编制流程

图 2 发动机成附件振动环境

测量试车程序

图 3 发动机成附件振动环境

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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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采集系统对电信号进行采集和截取。采用 FFT变

换和功率谱密度等分析手段，获得时域信号的频率特

性，从而确定产品的振动响应特征[13-14]。测试系统连接

如图 3所示。

1.2 试验载荷分析与统计处理

1.2.1 产品振动环境特性分析

根据 1.1节建立的数据测量方法，完成了 3台整

机发动机在地面慢车、空中慢车、巡航、爬升、起飞状

态等 5个典型工况下的 35次振动环境测量，地面慢

车与爬升状态测量结果如图 4、5所示。选择其中的

30组测试数据作为载荷分析的有效数据。

通过对不同台份发动机试车过程中振动特性的

分析，表明不同台份发动机转速传感器的振动环境和

激励基本类似：均表现为低压转子不平衡及其谐波成

分为 1XL、2XL、30XL；高压转子不平衡及其谐波成分

为 1XH、2XH和 4XH，且能量较大。

1.2.2 典型工况环境剖面的确定———频段划分

频段划分主要依据产品振动环境的频域特性，频

率特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在 14～90 Hz，主要体现发

动机从地面慢车到起飞状态低压转子 1倍频激励成

分；在 126～276 Hz，主要体现发动机从地面慢车到

起飞状态高压转子 1倍频和低压 2倍频的激励成分；

在1680～2000 Hz，体现巡航以上状态风扇叶片气动

激励的影响。

1.2.3 试验样本确定

根据文献[15]的要求，样本量需满足

n= ln 琢
ln (1-p)

（1）

式中：琢为显著性水平；p 为失效概率。
为了保证计算结果满足统计要求，本文选取置信

度为 0.95，可靠度为 0.9，需要的样本量最少为 28组，

以确定产品不同频段的振动量值。

1.2.4 载荷统计及振动量值计算

按 GJB/Z 126-99提供的正弦振动环境测量数据

归纳方法，根据频段划分对分段后的振动加速度特征

样本进行参数假设检验，通过式（2）、（3）对检验的样

本计算均值、标准差和容差上限系数，获得统计数据

特征，由此获得传感器的环境载荷，如图 6、7所示。

A=滋A+K滓A （2）

K=
tQp-1;(1-琢)

Qp姨 +Z茁
Qp-1

字2(Qp-1);琢 （3）

式中：A 为容差上限；QP为样本量；K 为容差系数。

1.3 试验载荷的合成

按照文献[1]中第 3章提供的可靠性试验载荷的

确定方法，对产品在不同工况条件下的振动载荷进行

加权处理，能够获得反映产品安装环境的振动载荷。

1.3.1 加权系数计算

依据 GJB899A中给出加权系数的确定方法，对

各工况进行加权计算。

根据各任务剖面和寿命剖面的特征参数，获得在

发动机全寿命周期内各工况的停留时间所占百分比，

见表 1。其中，地慢占比表示地面慢车在每一任务剖

面中所占百分比；任务百分比为该任务剖面在寿命剖

面内所占时间的百分比。

表中各任务剖面为：标准运输、最大运输组合；轻

载远航程；空载转场；高原运输。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5 1.0 1.5 2.0
频率 /kHz

0

2XH

1XH

4XH

3XH

1.0

0.8

0.6

0.4

0.2

0.5 1.0 1.5 2.0
频率 /kHz

0

2XL

1XH

XL

2XH

图 4 发动机地面慢车振动

测量结果

图 5 发动机爬升状态的

振动测量结果

15
12

7.6
10

0.5

0.1

频率 /Hz
168030011023145

200

0

150

2

27

6

12

6

90

0.638 mm

0.235 mm

0.157 mm
0.00133 mm0.033 mm

0.9

频率 /Hz
168034510823145

2000158027612690

1.15 mm

0.1

0.43 mm

0.3 mm
0.062 mm

0.00295 mm
33.3
29.5

19
13.9

图 6 发动机地面慢车状态的

环境载荷谱

图 7 发动机爬升状态的环境

载荷谱

任务剖面

地慢占比

空慢占比

巡航占比

爬升占比

起飞占比

任务百分比

1

11.4％

5.7％

68.6％

11.4％

2.9％

70%

2

14.3％

7.1％

66.7％

9.5％

2.4％

15%

3

23.1%

11.5%

46.2%

15.4%

3.8%

5%

4

13.6%

9.1%

68.2%

6.8%

2.3%

10%

表 1 任务剖面及各工况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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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得到各工况在整个寿命周期内的工作

时间比例系数即加权系数。以地面慢车为例，加权系

数的确定方法为：11.7%×70%+14.3%×15%+23.15%

×5%+13.6%×10%=0.1264。以此法对各工况进行加

权系数求取，处理结果见表 2。

1.3.2 载荷谱合成

在已获得的各工况环境谱（置信度为 0.95，可靠

度为 0.9）的基础上，根据

各工况在全寿命周期内

所占停留时间比例，采用

加权叠加方法合成，获得

转速传感器振动载荷谱，

如图 8所示。

1.4 试验载荷的修正

现有的测试数据是在发动机台架试车过程中测

得的，考虑到发动机在外场使用过程中由使用条件差

异导致的振动环境恶化，对测试载荷进行修正。发动

机转速传感器振动限制值主要结合发动机内外场的

振动测试数据获得统计极限值来确定。

1.4.1 发动机整机试车统计极限值

取置信度为 0.95，可靠度为 0.9，根据式（3）确定

容差上限系数，根据不同台份发动机转速传感器的最

大量值进行统计处理，确定整机试车的振动统计极限

值为 35g（容差上限系数为 1.97）。

1.4.2 发动机外场试飞统计极限值

在获得发动机试飞数据的基础上，对外场试飞数

据进行振动量值统计，确定转速传感器外场试飞的振

动极限值为 42g（容差上限系数为 2.69）。

1.4.3 发动机振动载荷修正系数的确定

通过对比发动机内外场统计极限值，确定载荷

修正系数为 1.2，按照该

倍数对内场振动载荷进

行放大。

1.4.4 修正后的试验载荷

修正后的振动试验载

荷如图 9所示。

2 转速传感器振动试验要求及验证

2.1 试验要求

根据发动机总师单位提出的基于振动疲劳次数

的试验要求，转速传感器需要按照发动机装机实际工

作载荷进行研制，并在不同轴向累计完成振动疲劳

4×107次，验证其结构完整性，振动试验要求如下。

2.1.1 共振检查

在 5～2000 Hz范围内，以振幅为 0.3 mm（5～40

Hz）、加速度为 2g（40 Hz以上）、扫描速率不超过 1.0

倍频程 /min 的正弦扫描振动进行 3 轴向的共振检

查，确定成品共振频率。共振频率定义为用于任何方

向上放大因数（最大输出振幅与输入振幅之比）超过

2倍的任一频率。

2.1.2 固定频率试验

对于已找到的共振频率，进行高周疲劳共振试

验。固定频率驻留次数要求如下：

（1）5～90 Hz：反映低压转子基频振动特性，该频

段内的共振频率需进行至少 1×106次的振动试验；

（2）90～276 Hz：反映高压转子基频振动特性，该

频段内的共振频率进行至少 3×106次振动试验；

（3）276～2000 Hz：反映高压转子倍频及风扇转

子叶片气动激励，该频段内的共振频率需进行至少

1×107次的振动试验。

产品如无共振频率，需要补充进行非共振点固定

频率试验。如果在 5～276 Hz内没有共振频率，需要

以频率为 276 Hz进行 3×106次的振动试验；如果在

276～2000 Hz内没有共振频率，需要以频率为 2000

Hz进行 1×107次循环的振动试验。

3.1.3 正弦扫描循环试验

产品在完成固定频率试验的基础上，需要进行 5

Hz到 2000 Hz再到 5 Hz的正弦扫描循环试验，每个

扫描循环为 2 h，等效振动次数为 2.4×106次。振动

扫描循环数为

N=[40-（1×A）-（3×B）-（10×C）]/2.4 （4）

式中：N为扫描循环数；A 为 5～90 Hz范围内，进行

固定频率试验的频率点数量；B为 90～276 Hz范围

内，进行固定频率试验的频率点数量，如果没有共振

频率，需要以频率为 276 Hz 进行振动试验，此时

B=1；C为 276～2000 Hz范围内，进行固定频率试验

的频率点数量，如果没有共振频率，需要以频率为

2000 Hz进行振动试验，此时 C=1。

工况

加权系数

地慢

0.127

空慢

0.065

巡航

0.672

爬升

0.108

起飞

0.028

合计

1.000

表 2 发动机不同工况的加权系数

频率 /Hz

0.1

168033710923145

2000155527612690

1.27 mm

0.47 mm

0.32 mm
0.067 mm

0.0031 mm
35

30.4
20.3
15.2

1.0

图 8 转速传感器振动载荷谱

频率 /Hz

0.1

168033710923145
2000155527612690

1.27 mm

0.49 mm

0.34 mm
0.07 mm

0.0037 mm
42

35.6
21.6

10

1.0

图 9 转速传感器振动试验

载荷谱（修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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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试验过程

2.2.1 共振检查

共振频率的确定见

表 3。

2.2.2 固定频率试验及

载荷

由于产品的共振频率分布均在 1000 Hz以上，按

2.1.2 节要求需要补充进行 276 Hz下非共振点的固

定频率试验；根据传感器安装位置的实测正弦振动载

荷谱，确定传感器固定频率试验的振动次数及载荷，

见表 4。

2.2.3 正弦扫描循环试验

正弦扫描循环试验需要在固定频率试验累计循

环数的基础上，根据剩余疲劳次数确定扫描循环数

N=[40-（1×0）-（3×1）-（10×3）]/（2.4）=2.92。对扫描

循环数的计算结果 N取整，确定每个轴向的扫描循

环数为 3，则产品每个轴向累计的振动疲劳次数为

4.02×107，满足试验要求。

2.3 试验结果

在振动耐久试验过程中，产品完成了共振检查和

定频试验。而在进行 X 轴向正弦扫描试验时，产品出
现壳体裂纹、输出断路等故障现象，如图 10所示。产

品承制单位确认是由于焊

缝结构强度不足导致壳体

疲劳失效，线圈引线焊点

在外壳裂纹处被拉断导致

断路。承研单位针对暴露

的故障和问题，采取改进焊接工艺、完善线圈绕制工

艺等措施，改进产品制造工艺。

对改进后的产品再次进行试验验证，上述问题没

再发生。交付后随发动机整机试车和外场试飞，功能

性能完好，在使用过程中尚未发生故障，试验结果表

明：产品不会因为振动导致疲劳破坏。

3 结论

本文结合航空发动机成品振动试验的现状，以转

速传感器为研究对象，建立了转速传感器振动试验载

荷确定的工作流程和计算方法，确定了基于发动机实

测数据的正弦振动载荷谱，提出了基于疲劳次数的振

动试验方法并完成了产品的试验验证。试验结果表

明：该方法科学合理，考核有效，有利于提高成品的可

靠性水平，对其他类型成品的振动试验载荷确定也具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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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传感器共振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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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传感器固定频率试验的振动次数及载荷

图 10 转速传感器壳体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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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液压管路静压力损失分析及试验验证

陆 浩，周毅博
（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液压机械装置(HMU)燃油管路的设计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油液静压力的传递损失和各液压元件的工作特性。为了研究

燃油管路内部流动损失机理，验证相关计算方法的置信度，针对典型管路静压力损失，采用锐边节流公式和短管节流公式进行了理

论计算，并进行了 CFD仿真分析，对计算结果进行了试验验证。计算与试验结果对比分析表明：液流的静压力损失主要出现在进口

环腔与管路的交界处，管路下游液流的静压力与出口环腔内一致；锐边节流公式的计算结果相对偏大，而短管节流公式的计算结果

更接近于试验值。

关键词：液压机械装置；燃油管路；压力损失；数值模拟；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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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on Static Pressure Loss of Aeroengine Hydraulic Pipe
LU Hao, ZHOU Yi-bo

渊AVIC Aviation Motor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 Wuxi Jiangsu 214063, China冤
Abstract: Design of fuel pipe have direct effect on the transmission loss of static pressur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hydraulic

components for aeroengine Hydro-Mechanical Unit (HMU) .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pressure loss mechanism and validate the confidence
coefficient of relative numerical methods, the static pressure loss of a typical fuel pipe was calculated with the sharp edge throttle formula,
the stub pipe throttle formula and CFD numerical simulation. Finally,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verify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tatic pressure loss mainly exits at the junction between inlet cavity and pipe, and downstream of the pipe has the same
static pressure with the outlet cavity. The shape edge throttle formula predicts a higher static pressure loss while the results of stub pipe
throttle formula have a better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 results.

Key words: HMU; fuel pipe; pressure loss; numeric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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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液压机械装置壳体是各零、部

件安装和集成的平台，能实现各零、部件的液压联系、协

同工作，并形成整体，一同安装于发动机机匣上 [1]。各

零、部件之间通过燃油管路相互串联，形成液压控制

网络，实现整套系统的运转[2]。管径的大小一般需要根

据每条管路的燃油流量需求单独计算确定，以保证整

体的静压力损失满足相关设计指标[3]。

油路损失的预测方法一般包括理论计算[4-5]、数值

模拟[6-10]和试验研究[11-12]3种。理论计算通常用相应的

经验公式来描述一些典型的损失类型，只能近似地估

算出管路进、出口的平均静压差，其优势在于使用简

单，在实际工程设计中应用较为普遍；数值模拟具有

研究范围广、能直观地反映出油路流动损失机理等优

点，随着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流体力学（CFD）的高速发

展，其置信度也得到了广泛认可，在国外已被用来取

代一些基础的试验研究[13-15]；试验研究最具说服力，一

般用来校验其他研究手段的置信度，其缺点是研究周

期长，成本高，同时受到试验条件及测量技术的限制，

研究范围有限。

随着 3D打印等先进制造工艺的高速发展，传统

的设计枷锁被打开，多样化的复杂结构设计已成为可

能。因此，针对典型燃油管路开展损失机理分析，验证

mailto:82476882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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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仿真计算的置信度，对于实现液压机械装

置基于模型的正向设计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针对航空发动机中液压机械装置中的典型

燃油管路开展静压力损失研究，对比分析不同计算方

法的预测结果，同时开展了相应的试验研究，完成校

验，为实际的工程应用提供参考。

1 油路损失分析

液压机械装置中典型的流道如图 1所示。主要由

进口环腔、管路和出口环腔组成，环腔尺寸与某型计

量活门高压腔的一致。在液压机械装置设计中，大都

采用类似如图 1所示的燃油管路形式将各零、部件进

行串联，形成液压控制网络，燃油的流动通常伴随着

静压力的损失，包括环腔与管路交界处的局部损失和

管路内的沿程损失等。当管路流量相对较大时，不合

理的管路尺寸设计将导致

较大的静压力传递损失，

影响各液压元件的工作特

性。因此，有必要对这部分

管路进行研究。

1.1 理论计算方法

1.1.1 锐边节流公式

燃油通过环腔孔间管路的过程与节流孔相似，因

此，在以往的工程应用中，通常将锐边节流公式作为

预估油路静压力损失的 1种手段。

液流通过锐边节流孔前后的流动趋势如图 2所

示。在截面 1、2之间形成了 1段液动收缩流道，在此

范围内，压力能转换为动能的效率很高，液体质点被

加速到 1个较大的射流速度，且这一区域内的流动属

于势能流。由于液体质点存在惯性，且射出节流孔时

是沿 1条曲线运动，因此截面 2处的流道面积 A 2要

小于节流孔面积 A 0，称之为喉道。在截面 2、3之间，

射出的液流与下游液体发生剧烈掺混，意味着液流的

动能全部转换为内能，因

此，虽然流道呈扩张趋势，

但是液流的静压只有很小

一部分可以恢复，甚至完

全不能恢复，即 P2=P3。

结合上述描述，根据伯努利方程和流量守恒原理

可以得到

u2

2
-u1

2
= 2
籽（P1-P2） （1）

A 1u1=A 2u2 （2）

式中：籽为密度；u1、u2分别为截面 1、2处的流速；P1、P2

分别为截面 1、2处的静压力；A 1、A 2分别为截面 1、2

处的流道面积。

将式（1）、（2）合并得到喉道的体积流量 Q

Q=A 2u2=
A 2

1-（A 2/A 1）2姨
2
籽（P1-P2） （3）

这里引入收缩系数 Cc，使得

A 2=CcA 0 （4）

式中：A 0为节流孔面积。

将式（4）带入式（3）得到

Q= Cc

1-Cc

2
（A 0/A 1）2

A 0
2
籽（P1-P2）=

CdA 0
2
籽（P1-P2） （5）

式中：Cd为流量系数；对所有的节流孔都假定流量系

数 Cd≈0.61，通过式（5）可求出节流孔前后的静压力

损失。

1.1.2 短管节流公式

由图 1可知，与锐边节流孔不同的是，环腔间油

路有一定长度，流通面积的变化不如锐边节流孔剧

烈。结合液流的层流运动规律，可得到 1种短管型节

流孔流量系数 Cd的计算公式。

液流从左端油箱到右端油箱的层流运动如图 3

所示，认为 P2=P3。Langhaar

和 Shapiro等[2]对此进行了

详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驻P= 籽
2
（1.5+13.74 L

DRe
）（Q

A ）
2，DRe

L >1000 （6）

驻P= 1
2

籽u2（2.78+64 L
DRe
），DRe

L <1000 （7）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式中：u为管路内的平均流速；D为管路内径；A 为管
路截面积；Re 为雷诺数，Re=籽uD/滋，滋为黏性系数。

将式（5）分别与式（6）、（7）进行比较，可以得到短

管型节流孔流量系数 Cd

Cd=（1.5+13.74 L
DRe

）-0.5，DRe

L >1000 （8）

Cd=（2.78+64 L
DRe
）-0.5，DRe

L <1000 （9）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理论上，短管节流公式考虑了雷诺数与管路长度

的影响，相比于锐边节流公式，更贴近实际，但具体的

计算精度还需进一步分析。

图 1 典型环腔管路

图 2 锐边节流孔

A 0

1 2 3

图 3 管中的层流

P1 P2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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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FD计算

1.2.1 湍流模型

本文求解的是雷诺平

均的 N-S 方程（Reynolds-

Averaged Navier-Stokes），

湍流模型的选取较为关

键。普通扩张管路如图 4

所示。以图 4为例，管路进口赋流量入口边界，燃油质

量流量为 2 kg/s，管路出口赋压力出口边界，出口反

压为 2 MPa。分别选取常用的 3 种低速流模型 k-着
Standard、k-棕 SST和 S-A进行计算对比。基于密度和

压力 2种不同算法下，各湍流模型计算所得燃油进口

静压力的对比情况见表 1。从表中可见，2种算法对计

算结果几乎没有影响，湍流模型的影响也并不明显，

相对而言 k-棕 SST模型更为全面，无论是对黏性底层

的剪切流动，还是对逆压力梯度引起的附面层分离，

模拟精度都不错，是应用范围最广的湍流模型之一。

综合以上考虑，本文选用基于压力的 k-棕 SST模型。

1.2.2 边界条件

燃油密度为 780 kg/m3，黏性系数为 0.0011538

kg/（m·s）。燃油进口赋流量入口边界，出口赋压力出

口边界，壁面无滑移。

1.3 结果对比

在体积流量为 2000 L/h，出口静压力为 5 MPa

时，3种静压力损失预测方法的计算结果见表 2。3种

方法所得静压力损失随管

路直径的变化趋势对比如

图 5所示。从图中可见，与

CFD结果相比，锐边节流

公式计算结果普遍偏大，

而短管节流公式考虑了雷

诺数与管路长度的影响，

计算结果相对更为吻合。

管路直径为 6 mm时，

横截面上的静压力和流线

图谱如图 6、7所示。从图

中可见，液流从进口环腔

进入管路右侧端口时，形

成液动喉道，静压力迅速

降为 5 MPa；管路中液流

的沿程损失较小，静压力

几乎不再变化，主要原因

是液压机械装置内部多为

低速流动，且管路行程较

短；再往下游，液流从管路

进入环腔，静压力并没有

因为流道扩张而恢复，射

出的液流与下游液体发生

剧烈掺混，液流的动能全部转换为内能，这与文献[1]

中的描述一致。

理论上，锐边节流公式忽略了油路的实际长度，

以 1种突变的形式代替，计算所得损失最大，在实际

工程应用中，假设将锐边节流公式作为判断管路直径

是否符合损失要求的依据，这种做法相当于引入了一

定的安全裕度，能保证所设计的管路满足需求。相比

于锐边节流公式，短管节流公式考虑因素更为全面，

与 CFD计算结果吻合较好，如果采用短管节流公式

作为判断油路直径是否符合损失要求的依据，管径将

更小，对于空间的合理利用及油路的布局更有利。

2 试验验证

理论计算和 CFD仿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均对

真实的物理模型进行了相应的简化及系数修正，因此

仍需要开展试验研究来校验其计算精度。

3维模型示意图如图 8所示。试验工装如图 8（a）

所示，由 3D打印直接形成，燃油进、出口分别与两侧

图 4 管路表面网格和

边界条件

Wall

Outlet

Inlet

X Z Y

湍流模型

k-ε Standard

k-ω SST

S-A

进口静压 /

MPa

1.67

1.71

1.77

湍流模型

k-ε Standard

k-ω SST

S-A

进口静压 /

MPa

1.67

1.71

1.78

基于密度 基于压力

表 1 不同湍流模型下的进口静压力对比

直径 /mm

6

8

10

12

16

CFD计算

0.273

0.090

0.039

0.020

0.008

锐边节流公式

0.406

0.128

0.053

0.025

0.008

短管节流公式

0.249

0.079

0.033

0.016

0.005

驻P/MPa

表 2 3种方法计算结果对比

0.4

0.3

0.2

0.1

0
1614121086

D/mm

CFD计算

锐边节流公式

短管节流公式

图 5 3种方法所得静压力

损失对比

图 6 直径为 6 mm管路的

横截面静压力图谱

Pressure/Pa 4.85E+06 4.96E+06 5.06E+06 5.17E+06

5.00E+06 5.02E+06

5.00E+06

5.25E+06

图 7 直径为 6 mm管路的

横截面流线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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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腔相连，每个环腔处均布置了 3个压力传感器，用

来检测沿程静压力分布，同时对比 3个压力传感器的

测量结果，以校验传感器的测量精度。理论计算只能

计算出管路进、出口的平均静压差，而在试验中受测

量装置的限制只能检测流场中某一点的静压，因此本

文只对试验结果及 CFD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抽

取的 3维流道模型如图 8（b）所示。

试验值与 CFD计算值均不是真值，2种方法相应

的误差分析如图 9所示。

仿真误差包括数值误差

（连续的时间、空间域离

散化带来的误差）、湍流

模型、网格无关性和边界

条件匹配等。试验误差主

要包括流量计精度、压力

传感器精度、泵后压力波

动和 3D打印精度等。相

对而言，试验误差不可控，因此，应尽可能提高网格质

量，保证计算精度，同时确保试验模型与仿真模型完

全一致，从而减小仿真误差。

试验原理如图 10所

示。在试验过程中高压油

源流经流量计后进入工

装，燃油流量可以通过调

节齿轮泵转速或 2 位 3

通阀来改变，并记录下各

测点的压力信号。

从试验数据和仿真结果都可见测点 1~3（4~6）的

静压力基本一致，因此仿真时保证来流流量、出口处

环腔的平均静压与试验数据点相同。两侧环腔平均静

压力的对比情况如图 11所示。Pf表示测点 1~3的平

均静压，Pb表示测点 4~6的平均静压，Pf、Pb之所以随

流量呈不连续变化，是因为受试验台条件限制，泵后

流量或者压力只能保证其一，但这不会对整体试验效

果造成影响，对比 Pf_EXP和 Pf_CFD可见，仿真结果

与试验数据吻合较好，相对误差均在 5%以内。2种方

法所得静压力损失的对比如图 12所示。deta_P表示

Pf与 Pb的差值，流量为 2600 L/h时，环腔间油路静压

力损失达到 0.48 MPa。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保证 CFD仿真与试验的边

界条件完全一致的情况下，CFD 仿真结果与试验数

据吻合较好，证明对于此类简单的液压流场，CFD仿

真具有较高的置信度，也间接证明了短管节流公式等

理论计算方法能满足工程应用。

3 结论

对于液压机械装置而言，油路设计是否合理将直

接影响油液静压力的传递损失和各液压元件的工作

特性。本文针对典型燃油管路开展了静压力损失分析

研究，并进行了试验验证，得到以下结论：

（1）液流的静压力损失主要出现在进口环腔与

管路的交界处，管路下游液流的静压力与出口环腔

内一致。

（2）锐边节流公式忽略了油路的实际长度，以 1

种突变的形式代替，计算所得静压力损失偏大，而短

管节流公式考虑因素更为全面，计算所得静压力损失

更接近于试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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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气机转子叶片叶根断裂故障分析

刘国库 1，刘 冬 2

（1.海军驻沈阳地区发动机专业军事代表室，沈阳 110015；2.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某型燃气轮机磨合试车过程中出现的压气机转子叶片叶根断裂故障，利用故障树的排查方法，从材料、设计、工艺、

冶金、实物加工、装配、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排查，对测量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明确了转、静子碰摩是故障发生的主要原因，

转、静子不同心导致涂层和蜂窝发生偏摩，以及转子叶片根部的加工痕迹明显促进了故障的发生。针对故障原因，提出了控制装配

和叶片加工质量、改进磨合程序、加强叶片检查的改进措施，使故障得以解决。

关键词：转子叶片；断裂；碰摩；偏摩；故障分析；压气机；燃气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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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ure Failure Analysis for Blade Root of Compressor
LIU Guo-ku1, LIU Dong2

渊1. Naval Consumer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Engine in Shenyang, Shenyang 110015, China; 2. 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Focus on the fracture fault of the compressor blade root in the process of running-in, the fault was checked in material,
design, technology, metallurgy, processing, assembly and usage by using Fault Tree Analysis (FTA). The measurement date was deeply
analyzed, and the rub-impact between rotor and stator was clearly found to be the main cause of the fault. It is because of the rotor was not
concentric with the stator, which causing rub failures between coating and honeycomb. Moreover, the process marks of root blade roots
apparently contributed to the fault. As a result, improving the qualities of assembly and processing, the running -in procedure and
strengthening blade inspection were proposed to solve the fa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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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压气机是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作用是

提升来流压力和温度[1-2]。发动机工作时，压气机转子

高速旋转，转子叶片除承受气动负荷外，主要承受离

心载荷[3]。在过渡态时，由于静子机匣和转子的变形不

协调，转子叶片叶尖与静子机匣会发生碰摩，转子叶

片还会受到碰摩冲击力作用[4-5]。

压气机转子叶片受力情况复杂，叶片断裂故障是

发动机研制过程中的常见故障。叶片断裂，轻则打伤

其它叶片，重则使整台发动机报废。因此，研究叶片断

裂故障发生的机理，提前采取措施，避免故障的发生

非常必要。

本文对某型燃气轮机（以下简称燃机）在磨合试

车过程中发生的压气机第 4级转子叶片叶根断裂故

障进行分析，从材料、设计、工艺、冶金、实物加工、装

配、使用等方面开展工作，分析故障产生的机理和原

因，提出排除故障的措施。

1 故障概述

某型燃机经由航机适应性修改设计，主要用作中

国舰船的动力装置。其压气机结构继承了航机结构，

针对燃机特殊要求进行了适应性修改设计。

其中 1台燃机在试车台进行磨合试车时，在升转

过程中突然出现失稳，并有异响，随后将燃机拉停。停

车后摇转发现压气机转子和动力涡轮转子均卡滞。将

mailto:2471233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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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机下台分解后发现，压气机第 4级转子叶片有

1片从叶根处断裂，第 4级及后面级叶片打伤、变形。

断裂叶片形貌如图 1所示。在压气机、燃烧室、涡轮部

件及排气装置处发现金属

屑。至故障发生时，该台燃

机共试车 1 h12 min。

故障发生时的试车曲

线如图 2所示。从图中可

见，前、后机匣振动突增约

1 s后，压气机出口压力急

剧降低。从试验数据分

析，燃机首先发生叶片断

裂，进而引起压气机失稳。

2 类似故障

经查，该燃机的原型航机也曾在发动机磨合试车

阶段发生过 2 次第 4 级转子叶片叶根裂纹故障 [6]，

故障发动机试车时间分别只有 6 h38 min 和 6 h23

min。故障叶片裂纹位置如

图 3所示。2个故障叶片榫

头工作面上有较严重并呈

对角分布的挤压痕迹，叶

尖黏有涂层，并且摩擦痕

迹严重，叶片对应的第 4级转子外环块涂层磨损严

重，并有大面积脱落现象，裂纹叶片榫头磨痕形貌如

图 4所示。

经排查分析，裂纹为起源于叶背表面的多源疲劳

裂纹，产生裂纹的叶片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了较大的外

力冲击。产生多源疲劳裂纹的主要原因是叶片和机匣

之间发生了严重碰摩，涂层结合力不好，大面积脱落，

使叶片受到较大碰摩力作用；叶型偏差导致其径向变

形高于其它叶片，加重该叶片的碰摩，使其在旋转过

程中受到更大的切向碰摩力作用，这种非正常的外力

冲击是导致叶片根部损伤萌生裂纹的主要原因。第 4

级叶片与机匣间设计间隙偏小，在磨合试车过程中叶

片与机匣涂层严重碰摩，涂层附着在叶尖使叶片被接

长，加重了碰摩程度。

对航机第 4级转子叶片叶根裂纹故障采取的排

故措施是增加第 4级转、静子径向间隙；补充、完善磨

合试车程序和要求，增加转速磨合台阶和磨合时间；

控制叶片和涂层加工质量。

3 燃机叶片断裂故障原因排查

根据燃机故障发生的现象，参考航机故障排查情

况，推演编制了转子叶片叶根断裂故障的故障树[7]，分

析形成 4个主要中间事件、共 61个底事件，并针对每

个底事件开展排查工作。61项底事件中有 57项底事

件被排除，有 4项不能排除，分别为：转子叶片与机匣

涂层冲击碰摩；叶片型面超差；叶片表面有加工痕迹；

磨合试车程序不完善。故障树排查情况见表 1。故障

原因分析主要围绕该 4项工作展开。

3.1 冶金分析

故障件的断口特征是分析故障原因最直接而有

力的证据，其断口分析结论，往往决定着故障排查的

方向。对断裂叶片进行了断口分析，观察了故障叶片

的宏观形貌、微观形貌、故障处的加工痕迹、榫头挤压

痕迹，对故障叶片断口成分、金相组织、硬度等进行了

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1）故障叶片为多源疲劳断裂，疲劳起始应力较

大[8-11]；疲劳起源于叶背的加

工痕迹；疲劳源区未见冶金

缺陷，断裂叶片的宏观形貌

和微观形貌如图 5、6所示。

图 1 第 4级转子叶片断裂

图 3 故障叶片裂纹位置实物

（a）叶背侧 （b）叶盆侧

图 4 裂纹叶片榫头磨痕形貌

序号

1

2

3

4

中间事件名称

静强度不足

低循环疲劳强度不足

持久强度不足

动强度不足

底事件数量

12

3

4

42

已排除数量

11

3

4

39

未排除数量

1

0

0

3

表 1 各子故障树排查情况统计

图 5 断口宏观形貌

（a）主疲劳源区放大形貌 （b）疲劳条带形貌

图 6 断口微观形貌

EHT=20.00 kV
WD=17.9 mm

Signal A=SE2
Meg=5.00 KX

Time:12:00:30
Date:10 Jul 2015 EHT=20.00 kV

WD=19.6 mm
Signal A=SE2
Meg=5.00 KX

Time:12:00:30
Date:13 Jul 2015

1009080706050403020100

压气机出口压力
前机匣振动
后机匣振动
转速

图 2 试车曲线

Pa 1

Pa 1=3.364 滋m
Pb 1=89.0°

Pa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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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故障台所有叶片叶背根部转接 R 存在不同
程度的加工痕迹，断裂叶片加工痕迹明显且较多。

（3）断裂叶片榫头有明显的呈对角的挤压痕迹。

（4）叶片材质符合标准要求[12]。

从冶金分析的结论来看，本次故障排查方向应该

在查找叶片产生大应力的原因上。

3.2 设计复查

进行故障分析时，应首先排查其设计是否满足相

关标准和规范要求。为了排查本次故障是否与设计有

关，从与原准机符合性、同状态叶片的使用、图纸更

改、相似发动机相关故障的联动、叶片强度、轴系振

动、实际间隙测量、磨合试车程序等方面进行详细复

查。得到如下结论：

（1）燃机第 4级转子叶片与原准机的技术状态相

同；

（2）与燃机状态相同的第 4级转子叶片在航机上

使用时间超过 50000 h，通过磨合试车的发动机从未

发生类似故障。

（3）叶片、轮盘图纸的更改与本次故障不相关；

（4）燃机第 4级转子叶片静强度储备满足要求，

工作转速范围内无有害振动；

（5）在类似结构的航机上进行第 4级叶片的动应

力测量，叶片动强度满足要求；

（6）在燃机全转速范围内，正常情况下转子轴系

不会发生严重的有害振动；

（7）从燃机长试后间隙测量情况来看，第 4级转

子叶片设计间隙合理；

（8）相似发动机上发生的故障，与燃机相关的排

故措施均已联动落实；

（9）燃机磨合程序参考航机低速磨合程序制订。

以上复查结论说明，叶片断裂故障与叶片设计无

关。航机的磨合程序分低、中、高转速 3个阶段，由于

燃机设计转速较低，磨合程序参考航机低速磨合程序

制订，但二者使用状态不同，转、静子变形也不同，只

参照航机低速磨合程序磨合燃机存在不合理性。

3.3 质量复查

产品的制造和装配质量对产品的寿命有直接影

响。对叶片及相关件的制造、装配过程，试车过程，叶

片、轮盘、机匣涂层的实际尺寸进行了复查和测量，发

现如下问题：

（1）燃机试车前摇转发现过转子卡滞现象，后经

过多次摇转解除；

（2）从涂层和蜂窝磨损测量情况来看，燃机存在

转、静子不同心现象，第 1～3级叶片涂层（第 4级叶

片以后损伤，无法测量）和蜂窝偏摩，第 3级涂层偏摩

0.29 mm，第 4 级蜂窝偏摩约 0.4 mm，图层和蜂窝偏

摩情况如图 7所示；

（3）燃机的装配基准进气机匣止口跳动存在超差，

对涂层和蜂窝偏摩有作用；

（4）通过测量其它燃机第 4级转子叶片叶型，发

现叶片靠近叶尖截面位置度有偏向叶背超差，最大超

差 0.271 mm，使叶片在工作时径向变形量增加；

（5）复测新转子组合件磨叶尖后的叶尖直径，尺

寸有变化（第 4级叶片变化最大，达到 0.048 mm）；

（6）转子前、后支点的不同心度为 0.138（半径方

向）。

从实物质量复查及试车过程来看，燃机在试车前

既有转子摇不动的现象，发生故障后测量未损坏的涂

层和蜂窝磨损情况，又发现偏摩，说明在燃机工作时

存在转、静子不同心现象。

4 故障机理

（1）从故障件断口分析结果来看，断口为多源疲

劳，疲劳起始应力较大。

（2）转子叶片大应力的来源有 2种可能：一是叶

片存在共振[13]。航机第 4级转子叶片动应力测量结果

表明叶片动强度储备满足要求；叶片共振频率下的振

动疲劳试验（振动应力为 1300 MPa）裂纹断口形貌为

单源疲劳，与故障叶片断口特征不符，共振断口和多

源疲劳断口形貌对比如图 8所示。因此，可排除叶片

由于共振产生裂纹或断裂；超过 50000 h使用时间未

发生故障的事实，也可排除叶片由于共振产生裂纹或

断裂。二是由于叶尖与机匣涂层碰摩使叶片承受非正

常冲击力。

（a）涂层偏摩 （b）蜂窝偏摩

图 7 涂层蜂窝偏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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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下故障特征，判断故障叶片叶尖受到较大的

非正常冲击力。首先，燃机故障件断口形貌与航机故

障特征相同，均为多源疲劳断口形貌，说明叶片受力

较大，航机故障件断口宏观形貌如图 9所示；其次，故

障叶片榫头工作面存在非常重的对角挤压痕迹，如图

10所示；最后，故障燃机的涂层和蜂窝存在严重偏摩

现象。

（3）造成叶尖受到较大非正常冲击力的原因如下。

由机匣涂层偏摩可判断转、静子不同心，第 1次

上台时压气机转子摇不动，经分析和观察是转子篦齿

和静子蜂窝局部碰摩，也映证了转、静子不同心。由第

1～3级叶片涂层的偏摩量可推断第 4级转子处的偏

心量约为 0.15 mm；进气机匣止口跳动超差影响第 4

级叶片附近偏心量 0.07 mm，转子前、后支点不同心量

影响第 4级叶片处偏心量 0.03 mm，二者综合影响第 4

级叶片处偏心约 0.10 mm，剩余 0.05 mm的偏心量可能

与装配、轴承活动量、振动等因素有关。转、静子不同心

会使叶片在工作过程中承受较大的冲击载荷。

虽然故障燃机的第 4级叶片全部打伤，叶型无法

测量，但由其它燃机第 4级叶片的测量结果来看，也

不排除因故障叶片型面超差造成工作过程中叶片径

向变形增大，加剧故障叶片与机匣涂层碰摩冲击。

（4）叶片抗疲劳能力下降。从叶片表面质量及叶

型测量结果来看，叶片故障部位存在明显的抛光痕迹、

粗糙度不满足要求，均会降低叶片的抗疲劳能力[14]；偏

向背侧的超差使叶身根部背侧的静应力提高。二者都

会降低叶片的强度储备。

综上所述，叶片受到非正常碰摩冲击力，在故障

部位产生较高应力；叶型超差使故障部位静应力进一

步提高；故障部位表面质量较差，抗疲劳能力降低。以

上因素叠加，导致叶片故障部位应力超出许用值，裂

纹萌生并快速断裂。

5 故障原因

综合以上分析结果，得出叶片短时间即发生断裂

的原因：

（1）转子叶片与机匣涂层的异常碰摩是本次故障

的主要原因；异常碰摩的原因是机匣与转子不同心；

断裂叶片最“长”是可能的原因。

（2）故障叶片根部的加工痕迹明显且较多，降低

了叶片的疲劳强度，促进了裂纹的萌生。

综上，设计上未对机匣与转子同心度提出要求，生

产装配环节未加以控制，以及叶型位置度超差、机匣止

口跳动超差等，导致整机装配后转子与机匣实际间隙

局部变小，在燃机运行过程中，转子叶片受离心力和热

负荷作用，叶片径向伸长，与机匣发生异常碰摩，导致

最长叶片断裂。故障叶片根部的加工痕迹明显、较多，

且喷丸没有完全覆盖加工痕迹，促进了裂纹萌生。

6 措施及验证情况

6.1 排故措施

根据故障发生的机理和原因，从以下几方面采取

措施，防止类似故障发生。

（1）严格控制装配质量，完善燃机装配要求，增加

支点同轴度要求，控制转、静子不同心度，防止转、静

子偏摩；

（2）控制叶片的加工质量，对转子叶片叶型采用

3坐标测量机抽检，防止叶片超差；

（3）严格控制进气机匣加工尺寸，特别是重要的

止口、基准等部位；

（4）完善磨合试车程序，增加磨合阶段和磨合台

阶，减小转速台阶跨度，防止转、静子过度碰摩；

（5）对转子叶片加强检查，除正常的检查外，如果

试车后发现转、静子异常碰摩，即对转子叶片进行荧

光检查。

（a）共振断口 （b）多源疲劳断口

图 8 断口形貌对比

图 9 航机故障件断口

图 10 榫头挤压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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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验证情况

以上故障排除措施已经在 4台燃机上进行了试

车验证。试车后，对转子叶片进行无损探伤检查，未发

现异常，对涂层磨损情况进行目视检查和测量，磨损

正常，证明排故措施有效。

7 结束语

燃气轮机既可以作为舰船的动力装置，保障国

防建设的需要，又可以作为发电装置，应用于油、气

田和大型建筑工地等的应急发电，应用前景可谓十

分广阔[15]。

虽然某型燃机由航机改进设计而来，继承了航机

的成熟结构，但燃机的使用环境和状态均有其特殊

性，在研制和批量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不可避免。通

过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可使燃机的可靠性不

断提高，逐步走向成熟。

本文介绍的故障分析排除过程，不仅适用于解决

压气机第 4级转子叶片断裂故障，对解决所有因转、

静子碰摩引起的故障，均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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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种发动机自适应模型的修正方法

杨天南 1，吴 森 1，王 征 2

（1.海军驻沈阳地区发动机专业军事代表室；

2.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军事代表室：沈阳 110043）

摘要：为解决由于工艺落后和性能衰退所导致的发动机模型与实际发动机失配的问题，从而达到视情维修的目的，建立了１

种基于遗传算法的自适应模型修正方法。利用遗传算法高效率的全局搜索能力，以发动机性能参数为目标，优化部件参数，实现了

模型的修正，并通过分析发动机性能参数对部件参数的敏感性，研究了选取不同组合的待修正部件参数对模型修正精度的影响。结

果表明：采用该修正方法所建立的发动机模型准确性高、鲁棒性强，且具有良好的通用性，为发动机的健康管理和故障诊断提供了

重要依据，具有很好的军事和工程应用价值。

关键词：自适应模型；修正方法；健康管理；遗传算法；视情维修；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5.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6.03.019

A Correction Method for Aeroengine Adaptiv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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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援Navy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Engine in Shenyang Area曰2援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PLA in Shenyang
Liming Aeroengine Group Corporation Ltd.院Shenyang 110043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engine models mismatching the actual engines due to backward crafts and performance degradation袁
which calls condition maintenance, a correction method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 for aeroengine adaptive model was proposed. With the
efficient global search ability of Genetic Algorithm, the model was corrected by optimizing the component parameters when the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the engine were chosen as the optimization objective. The effect of choosing different component parameter combinations on
model correction accuracy was discussed by analyzing the sensitivity of engine performance parameters when the component parameters
chang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gine models have the advantages of high-accuracy, good robust performance and commonality by the
method. It provide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engine health management and fault diagnosis, and has a very high military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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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建立精确的航空发动机模型以准确掌握每台发

动机性能变化的情况，对提高飞行品质和战备完好率

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发动机的制造和装配误差以及

使用过程中部件磨损、性能蜕化等原因，使得模型与

实际发动机失配，因此，必须对所建模型进行修正[1]。

以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为目的的非设计点模型自适

应修正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过[2-4]。Stamatis等[5]介绍了

修正系数法（MF，Modification Factors），并用广义最

小残差法优化修正系数；Lambiris等[6]介绍了加权误

差函数并使用了多种算法去优化修正系数；Stamatis

等[7]基于奇异值分解的方法，利用敏感度分析进行快

速选择并对修正系数进行优化；Kong等分别利用比

例缩放法[8]和基于遗传算法的压气机特性参数耦合方

法[9]对发动机性能进行自适应计算。以上自适应修正

方法在偏离设计点或者退化条件的假设下，都能使仿

真性能与实际发动机很好地匹配。这种设计点的自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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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方法通常需要选择一些部件的设计点参数来检验

和改进。但实际上，因为发动机的构造极其复杂，往

往缺乏足够的部件数据来估计发动机整机的设计

点特性。

本文针对以上方法存在的问题，在基于某发动机

部件级数学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 1种基于遗传算法

的自适应修正模型，通过修正结果对修正模型的准确

性、鲁棒性和通用性进行研究，证明了基于遗传算法

的自适应修正模型方法的有效性。

1 遗传算法的基本原理及其自适应模型

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是 1975 年由美国

学者 Holland提出的 1种寻优算法，采用人工进化的

方式对目标空间进行随机搜索[10-12]。其算法流程如图

1所示。由于自适应模型的待修正参数选取较多，因

此计算量很大，且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而遗传算法

模拟自然进化过程，通过变异保证了种群的多样性，

全局搜索能力强，不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容易得到

全局最优解，且遗传算法生成种群后进行并行计算，

搜索效率高，适用于自适应模型的修正。基于遗传算

法的发动机模型的自适应修正在确定优化目标和待

修正参数后，在所选搜索空间内随机生成待修正参数

的种群，之后通过选择、交叉、变异的过程不断迭代，

直到找到满足需要的解为止。

将发动机性能 1个状态点的自适应修正看作 1

个优化问题，如图 2所示。

由于发动机存在个体差异

以及性能退化现象，因此

实际上即使是同一型号的

发动机其部件参数也存在

很大差异，且在不同程度

上偏离设计值。从图中可

见，自适应模型修正过程

为在线修正，在一定的环

境和控制条件下，以最小化该点发动机的真实性能参

数 z0与模型计算的性能参数 z 的差值 z-z 为目标，修
正得到的发动机模型的部件参数（即在空中工作时的

真实参数），这对于发动机及其部件的健康管理和故

障诊断具有较高价值。

当设计点操控条件下的测量参数 z0作为目标性

能参数时，任何潜在合适的部件参数 x可以用目标函
数来估计，目标函数定义为

OF=
M

i=1

ai
M

z i-z0,i
z0,i

×100 （1）

式中：z0,i 为第 i 个目标性能参数的实际值；zi 为第 i
个目标性能参数的模型计算值；ai为考虑一些不确定

因素以及目标参数的相对重要性的权值。本文不考虑

这些测量参数的不确定性，因此所有目标性能参数的

权重都相等，即

ai=1（i=1,2,…,M） （2）

定义遗传算法中的个体的适应度函数为

F= 1
1+OF （3）

式中：目标函数 OF由式（1）定义。适应度函数在 0～1

之间，1为最优，0为最差，表示预测性能参数和实际

性能参数的差异。

遗传算法中每次交叉和变异的操作主要由指派

给这些操作的概率决定，计算的结果和搜索速度由群

体的大小所决定。基因代数越多、群体越大则计算结

果的精度越好，但是需要牺牲计算速度[13] 。因此有必

要在多次试验比较后决定遗传算法中的参数设置。

当遗传算法中的参数值设置较小时，可以帮助算

法快速找到正确的搜索空间，而参数值设置较大有利图 1 遗传算法流程

图 2 基于遗传算法的自适应

模型修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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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性能参数对 仔cH、浊cH和 浊TL的敏感度

（c）性能参数对 W st5、浊TH和 W sts5的敏感度

于算法找到最优值。遗传

算法中的参数选择需要

视具体问题而定，本文中

遗传算法参数设置是变

化的，其初始参数和计算

结束时的参数不相同，具

体参数设置见表 1。

从表中可见，给定待修正的自适应参数的上下

限，以保证算法在正确的空间中搜索，以得到最优值。

在最初的试探计算中，需要反复试验来校正自适应参

数值的上下限。

2 待修正参数的选择及其敏感性分析

恰当的选择待修正的部件参数对自适应模型的

求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选择待修正的部件参数

时需考虑以下重要因素[14-15]：

（1）所选择的待修正的部件参数必须与目标性能

参数有很强的关系。否则在修正的过程中没有足够的

搜索空间，不能搜索到更优的修正结果。

（2）待修正部件参数的个数没有限制，但是待修

正参数选择的不同其修正效果也不同。而且，待修正

部件参数的个数选择越多，搜索空间越大，所获得的

修正结果越接近目标参数。

（3）待修正部件参数的上下限同样决定了搜索空

间范围。因此，在自适应修正过程中，选择合适的参数

上下限十分重要，这可能需要多次试验来确保最优值

包含在搜索空间中。

依据以上 3项原则，所选择的目标性能参数见表

2，待修正部件参数见表

3。1个型号发动机的部件

参数可以从工程制造或

公开的资料中获得，但由

于制造、装配公差和健康

状况等因素，每台发动机

的真实部件参数都会有

所差异，因此最初获得的

初值不一定是合适的。

为了选择最合适的待修正参数组合，首先对所有

待修正参数进行目标参数的敏感性分析。保持其他待

修正部件参数不变，每次仅改变 1个待修正部件参数

值，使其增大 1%，进行发动机部件级模型计算，就可得

到目标性能参数对该部件参数的变化量，如图 3所示。

从图中可见，目标性能参数随着部件参数的改变

有不同的变化，其敏感程度同样因部件参数不同而有

参数

群体数量

遗传代数

交叉概率

变异概率

初始值

20

20

0.4

0.3

最终值

100

100

0.6

0.7

数值

表 1 遗传算法的参数设置值

参数

T2 / K

P2 / Pa

T3 / K

P3 / Pa

T5 / K

T8 / K

F / N

sfc /（kg/（h·kg））

意义

低压压气机出口温度

低压压气机出口压力

高压压气机出口温度

高压压气机出口压力

低压涡轮出口温度

尾喷管出口温度

发动机推力

耗油率

表 2 目标性能参数

参数

W a22 /（kg/s）

仔cL

浊cL /%

仔cH

浊cH /%

浊TL /%

W st5 /（kg/s）

浊TH /%

W st45 /（kg/s）

意义

低压压气机出口空气流量

低压压气机增压比

低压压气机效率

高压压气机增压比

高压压气机效率

低压涡轮效率

低压涡轮流量

高压涡轮效率

高压涡轮流量

组合 A

*

*

*

*

*

*

*

*

*

组合 B

*

*

*

*

*

*

组合 C

*

*

*

参数的选择组合

表 3 待修正的部件参数

注：*表示被选

（a）性能参数对 W a22、仔cL和 浊cL的敏感度

图 3 性能参数对 9个部件参数敏感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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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不同。例如：T5、T8、F和 sfc对 浊TH的变化有强烈

反映，而所有的目标性能参数对 仔cI的变化反映十分

平淡。因此，在自适应模型

修正中，倾向于选择那些

对目标性能参数敏感性强

的部件参数。对单个待修

正部件参数变化引起的各

目标性能参数变化率求

和，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得

到性能参数对修正部件参

数的敏感度，如图 4所示。

待修正部件参数初值的选择，需要匹配基本的发

动机模型以便进行特性参数仿真。待修正部件参数初

值的给定，需要使预测的目标性能参数尽可能接近真

实值，以得到更准确的自适应修正模型。

3 不同组合的待修正参数的自适应模型

对于同 1个发动机模型、同样的目标性能参数，

当选择不同的待修正部件参数的组合时，会导致自适

应模型的修正精度不同。

为了分析待修正部件参数不同组合的影响，根据

图 3、4的敏感性分析结果，设置了 3组待修正参数的

组合（表 3）。其中，组合 A包括了所有的待修正部件

参数，组合 B选择了 6个对目标性能参数敏感的部

件参数，组合 C选择了 3个对目标性能参数最敏感

的部件参数。仍以表 2中的参数作为目标性能参数，

用基于遗传算法的自适

应修正模型分别对表 3

中的 3 种待修正部件参

数组合（组合 A、B、C）进

行修正计算。经过 3种不

同待修正部件参数组合

修正后，得到待修正部件

参数相对于初始值的偏

差量，如图 5所示；3种组合修正得到目标性能参数

偏差量，如图 6所示。从图 6中可见，修正后的目标性

能参数比未经修正的目标性能参数有明显改善；3种

组合的适应度函数值比较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组

合 A的修正效果最好，而组合 C的修正效果最差。

不同待修正参数的组合会导致修正效果有一定

差别，合适的参数组合能使修正后的目标性能参数十

分接近于实际值。从图 6中可见，组合 A目标性能参

数最大偏差值低于 0.5%，优于组合 B和 C的；从图 7

中可见，组合 A的适应度函数值可以达到 0.99，优于

组合 B和 C的。

在基于遗传算法的自适应修正模型中，没有严格

选择待修正部件参数方法，因为该模型的鲁棒性较

好，只要待修正部件参数选择合适，都可以计算出较

接近于实际值的结果。图 6、7可以说明：模型的计算

结果的好坏取决于待修正参数的选择和参数上下限

的给定值。

每个待修正部件参数的搜索空间必须能覆盖最优

解，这样才能保证模型能够搜索到目标性能参数最接

近实际值。以待修正部件参数初始值为中心的 90%

~110%作为待修正参数的初始上下限，反复测试上下

限以确保待修正参数的最终结果能在上下限之间。

遗传算法属于 1种随机搜索算法，因此基于遗传

算法的自适应修正模型即使在相同参数设置下，每次

计算结果也不会完全相同。为了确保模型计算结果的

准确性，需要对同样参数设置的程序运行 10次。以组

合 A为例，运行 10次程序，得到的适应度函数值有 9

次在 0.97～0.99之间，目标性能参数值也十分接近，

只有 1次运行的适应度函数值为 0.94，多次计算的模

型适应度函数值如图 8所示。从图中可见，基于遗传

算法的自适应修正模型可

以得到可靠结果，具有很

强的鲁棒性。

4 结论

建立了针对单个状态点的修正模型，即基于遗传

算法的自适应修正模型，并通过发动机性能参数对部

件参数的敏感性分析，研究了待修正部件参数选择组

合对模型修正效果的影响。仿真结果证明，基于遗传

算法的自适应修正模型的精确性和鲁棒性很好、通用

性好，适用于发动机模型的自适应修正，对发动机故

障诊断和健康管理具有很好的工程价值。

图 5 3种组合修正部件参数

偏差量

图 6 3种组合修正得到目标

性能参数偏差量

图 7 3种组合的适应度

函数值比较

图 8 10次计算的模型

适应度函数值

图 4 性能参数对待修正

参数总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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