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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燃冲压发动机研究现状及

控制系统关键技术

袁春飞，仇小杰
（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介绍了超燃冲压发动机的基本概念以及推进系统技术等关键技术，全面综述了近年来美国、俄罗斯、法国和国际合作等

在超燃冲压发动机技术领域的新进展以及发展动态，分析了各国相关重点项目的技术发展以及工程进展，重点探讨了超燃冲压发

动机控制系统关键技术，在此基础上对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并对超燃冲压发动机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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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and Key Technologies of Control System for Scramjet
YUAN Chun-fei, QIU Xiao-jie

渊AVIC Aviation Motor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 Wuxi Jiangsu 214063, China冤
Abstract: Key technologies including the basic concept of scramjet and the prolusion system technology were introduced. The latest

advance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of scramjet technology in America, Russia, Franc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ere summarized
synthetically. Th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key projects in every country were analyzed and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control system for scramjet were discussed emphatical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ramjet was summariz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ramjet
were 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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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临近空间已逐渐成为各国

军事装备竞争的新领域。一般将距离地面 20～100 km

的空域称为临近空间。这段空域介于空间轨道飞行器

最低飞行高度和飞机最高飞行高度之间，相对于下层

空域具有高度优势，同时也能对外层空间的空间站和

卫星等航天器形成近距离的威胁。高超声速飞行器技

术的发展是人类继发明飞机、突破声障、进入太空之

后又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其飞行空域主要在临近空

间，巡航Ma=6~15，为占据临近空间，各国将高超声速

技术的发展作为 1条重要途径，而高性能推进技术的

发展是高超声速武器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1-4]。

超声速燃烧冲压发动机（简称超燃冲压发动机）

是大气层内以高超声速飞行的最佳动力装置，无转动

部件，经济性好，已经成为 21世纪国防研究的重点项

目之一。一般的冲压发动机主要组成部分有：进气道、

主动冷却燃烧室、尾喷管、燃油与控制系统、点火系

统、测量系统和直属件等。根据燃烧室气流状况，冲压

发动机又可分为亚燃冲压发动机、超燃冲压发动机。

亚燃冲压发动机燃烧室入口气流为亚声速，采用超声

速进气道，推进速度可达 Ma=3～5。超燃冲压发动机

进入燃烧室的气流为超声速，在超声速气流中进行燃

烧，从而使发动机热力循环可以在较低的静温和静压

下进行。超燃冲压发动机在 Ma=4～4.5开始投入运

行，飞行速度高达 Ma=16，理论上最大飞行速度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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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25左右，推重比可达 20以上。

初期的高超声速技术研究主要是概念和原理的

探索，而现阶段对高超声速技术的研究已经以某种高

超声速飞行器为应用背景进行先期技术开发。从 20

世纪 50年代末开始到 90年代初，经过几十年不懈探

索，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

国先后取得了超燃冲压发动机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并

陆续进行了地面试验和飞行试验。各国对高超声速技

术开发的主要应用目标为：近期目标为高超声速巡航

导弹，中期目标为高超声速飞机，远期目标为吸气式

推进的跨大气层飞行器、空天飞机。

1 国内外发展概况

1.1 美国全球领先

早在 20世纪 50年代，美国就开展了高超声速飞

行器及其相关技术的研究，并提出了系列化的研究发

展计划和项目。美国国防部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及其技

术的相关研究工作计划如图 1所示。

美国空军和宇航局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展了

NASP计划，其最终目标是通过设计高超声速飞行器

X-30来实现在地球低轨道的飞行试验。这个计划耗

时 10 a且耗资 30亿美元，使得美国空军和宇航局通

过试验条件的建设以及改造掌握了大量数据，为后续

的高超声速飞行技术的研发奠定了基础，并大大推进

了高超声速飞行技术的发展。

继 NASP计划之后，美国于 20世纪 90年代开展

了 HyTech计划。美国空军研究试验室通过使用液体

碳氢为燃料的超燃冲压发动机，验证了 Ma=4～8的

高超声速飞行技术。该计划于 2006年结题，并通过 3

个阶段开展了相关试验验证：超燃冲压发动机的部件

验证技术在第 1、2阶段进行了验证，在第 3阶段开展

了系统集成和高超声速技术验证，最终制造了

GDE-1和 GDE-2双模超燃冲压发动机，并于 2005

年完成了相关试验验证。HyTech计划是 1个较为成

功的计划，通过部件关键技术研究、整机性能试验和

地面试验逐级推进的方法来开展高超声速飞行技术

的试验验证[4]。

与 HyTech计划同步开展的还有 NASA-LRC 和

DFRC联合开发的 Hyper-X计划，其主要通过高超声

速飞行器的设计和试验，来验证高超声速飞行器以及

空地往返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技术，其具有代表性的空

天飞行器包括 X-43A、X-43B、X-43C 和 X-43D。

X-43A（如图 2所示）采用双模态超燃冲压发动机作

为推进系统，计划工作时间为 5～10 s，推进速度为

Ma=7～10，通过 2次飞行试验对其进行了验证，并与

风洞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X-43B采用冲压组合发

动机作为推进系统，燃料为液氢，预计飞行马赫数为

7，由于经费原因，X-43B计划在制订方案时就被军

方终止；X-43C采用 3台超燃冲压发动机并联方式

作为推进系统，计划飞行马赫数为 6，但是由于经费

原因，本项目被暂停；

X-43D 采用液氢燃料双

模态超燃冲压发动机作为

推进系统，原型是 X-43A

空天飞行器，计划飞行马

赫数为 15，目标是验证飞

发一体化设计技术[5-7]。

FASTT计划的高超声速飞行器把超燃冲压发动

机集成到导弹结构中，采用碳氢燃料的超燃冲压发动

机，飞行高度为 18.24 km，速度为 Ma=5.5，其推进系

统采用普通液体碳氢燃料。FASTT于 2005年开展了

首次自由飞行试验，共飞行 15 s。

HyFly 是美国海军和美国国防部联合开展的 1

项高超声速飞行验证计划，主要开展以双燃烧室超燃

冲压发动机为推进系统的高超声速导弹技术的研究。

HyFly计划开展飞行速度 Ma=6以及 700 km航程的

巡航飞行试验，并验证导弹布撒弹药技术。在 4年时

间中，HyFly共开展了 3次飞行试验，验证了导弹的

制导与控制性能、双燃烧室转接以及燃油控制和爬升

性能，但是由于燃油控制系统出现问题，试验马赫数

仅达到了 3.5且只飞行了 50余 s，试验未取得成功。

HySET计划是由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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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国国防部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及其技术的

相关研究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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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X-43A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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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于 2005年制造出 1台名为 GTD-2高超声速地

面验证发动机。GTD-2发动机采用了可变几何进气

装置，并设计了往返入轨的推进系统的结构。GTD-2

发动机分别于 2005和 2006年开展了 Ma=5，7的地

面试验，均采用了碳氢燃料。

在 HySET计划试验结果的研究基础上，美国空

军研究实验室（AFRL）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联合主持研制了 X-51A飞行器，如图 3所

示。X-51A是超燃冲压发动机高超声速验证机，代号

“乘波者（SED-WR）”。该飞行器由 PW 公司以及

BOEING公司联合开发，由 1台 JP-7碳氢燃料超燃

冲压发动机推动，设计飞行马赫数为 6～6.5之间，其

主要目的是开展高超声速验证机的飞行演示验证，验

证超燃冲压发动机推进的飞行器的可行性以及为后

续的远程和全球打击武器的的研究做准备。该计划的

终极目标是发展 1种比美国现有武器库中任何 1种

导弹的速度都要快 5倍以上，可在 1 h内攻击地球任

意位置任意目标的新武器。X-51A的推进系统主体

采用铬镍铁合金，燃油控制系统完全一体化，控制系

统的硬件和软件能使发动机作为 1个完整的闭环系

统工作，通过 FADEC实现复杂的燃料控制和转换。

2010年 5月，X-51A进行了第 1次试飞。X-51A从

15 km高空处投放并由火箭加速到Ma=4.8，其超燃冲

压发动机点火，自主飞行 200 s后加速至 Ma=5，飞行

高度约为 20 km。X-51A的首飞成功刷新了 X-43A

创造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推进的高超声速飞行时间记

录，标志着超声速技术获

得重要进展的里程碑[9]，意

味着超燃冲压发动机将提

供 1种全新的快速全球打

击能力。 2011 年 6 月，

X-51A 进行了第 2 次试

飞，但以失败告终。

1.2 俄罗斯大力发展高超声速技术

长期以来，俄罗斯国防部一直在为高超声速推进

系统研究项目提供经费支持。在超燃冲压发动机研制

方面，俄罗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在 20世纪末，以研

究氢燃料超燃冲压发动机性能为目的的“冷”计划得

以实施，该计划由茹科夫斯基和巴拉诺夫 2个中央发

动机研究院联合开展，各大关键技术均取得了重大突

破，比如完成了亚声速燃烧模态到超声速燃烧模态的

转换，奠定了俄罗斯高超声速技术的领先地位。

为更好研究发动机性能，制造相配套的高超声速

飞行器，俄罗斯制定了“依格纳”飞行器研究计划，如

图 4所示。在该计划中，研

发出名为“鹰”的有翼高超

声速试验飞行器，该飞行

器于 2001年进行了首飞

试验并取得了成功。

随后，俄罗斯又开展了鹰 31计划，鹰 31高超声

速飞行器采用 2台双模态超燃冲压发动机作为推进

系统。该项目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突破了很多关

键技术，如在给定的马赫数、雷诺数和总温范围内，燃

烧室超声速燃烧的稳定性、空气 -燃料混合物稳定点

火和燃烧技术以及在超燃冲压发动机导管几何尺寸

的条件下的高效率燃烧技术等。

近期俄罗斯正在进行 1项有关超燃冲压发动机

推进系统的保密计划，计划中的推进系统可用在洲际

弹道导弹上进行导弹防御。

1.3 法国是高超声速技术起源地

冲压发动机起源于法国，其原理于 1913年由法

国工程师 Ren佴 LORIN提出并申请专利。近 100年

来，法国的冲压发动机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并保持着

世界先进水平。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法国开始研

究整体式冲压发动机技术，包括整体式液体和整体式

固体燃料的冲压发动机技术[11]。

20世纪 90年代，法国在国防部等单位的领导下

开始实施 PREPHA计划。该计划重点研究氢燃料超

燃冲压发动机的设计与地面试验，包括：超燃冲压发

动机试验模型的设计与地面试验、试验设备的建设、

计算程序和物理模型的发展、材料技术和总体设计技

术的研究，主要研究用于大型飞行器的超燃冲压发动

机技术。Aerospatiale公司根据 PREPHA计划在皮尔

及斯地区建立了超燃冲压发动机试验台，并于 1995

年调试完成，该试验台可模拟马赫数为 6的超燃冲压

发动机试验。此外，法国还与俄罗斯的 CIAM合作，用

助推器发射以轴对称氢燃料超燃冲压发动机为推进

系统的高超声速飞行器，以便初步了解超燃冲压发动

机在飞行状态下的工作性能，于 1991年 11月进行了

第 1次飞行试验，1992年 12月进行了第 2次试验，

飞行试验马赫数达 5以上。

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MBDA公司在 20世纪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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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X-51A飞行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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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依格纳”研究计划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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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与莫斯科航空学院合作，进行了几何结构可调的

宽马赫数双模态超燃冲压发动机研究。该超燃冲压发

动机主要具有以下特点：尺寸较大（进口面积 0.05

m2）、Ma范围宽（3～12）、可根据弹道调节几何结构、

实时优化性能、氢燃料、高超声速飞行结构。

由 MBDA 法 国 公 司 和 ONERA 负 责 的

PEOMETHEE项目于 20世纪 90年代末由法国国防

部正式启动。为初步研究高超声速巡航导弹推进系统

设计和使用技术，并能直接考虑某些作战限制因素，

该项目研究有关碳氢燃料双模冲压发动机的技术难

题，以空对地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为应用背景，导弹长

6 m，发射质量为 1700 kg，采用双模态超燃冲压发动

机，发动机工作 Ma=2～8，采用吸热型碳氢燃料。

1.4 国际合作寻求突破

20世纪 90年代，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韩

国、日本等国联合开展了 HyShot计划，这是国际高超

声速技术合作的典型项目，积极致力于高超声速基础

技术研究，在发射架上的 HyShot2超燃冲压发动机飞

行器如图 5所示，其飞行器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作为

推进系统，并以进行飞行试验作为最终目标。至 2006

年，该计划共计进行了 4

次飞行试验，第 1次试验

失败，后 3次试验均取得

成功，飞行 Ma=7.6，其中

第 3、4次试验分别使用了

英国提供的 HyShot3和日

本提供的 HyShot4 超燃冲

压发动机。

美国和澳大利亚于 2004 年启动了 Hy-CAUSE

计划。2国多个研究单位参与该计划研究，其中研究

的 主 体 为 美 国 DARPA 和 澳 大 利 亚 DSTO。

Hy-CAUSE项目的主要目标是研究氢燃料超燃冲压

发动机在高超声速条件下的性能和可操作性，并通过

地面和飞行条件下试验数据的对比，研究低成本飞行

的试验方法。Hy-CAUSE项目于 2007年开展了飞行

试验并取得了成功。

2006年，美国与澳大利亚又合作开展了 HIFiRE

研究计划，旨在研究 1种以超燃冲压发动机为推进系

统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并研究在大气层中以 Ma=8的

速度进行飞行的高超声速气动布局方案，通过试验获

得高超声速飞行试验数据。HIFiRE计划的研究结果

可用于支持美国的 X-51项目，同时为美国后续开展

远程和全球打击武器的研究提供强大的飞行试验数

据库。HIFiRE项目计划进行 10次试飞试验，目前已

经完成了 2次，均取得了成功，获得了很多宝贵的数

据并在各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技术成果，其对

美国和澳大利亚未来高超声速技术的研究和验证无

疑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超燃冲压发动机关键技术

由于超燃冲压发动机既要在范围很宽的飞行状

态下工作，又要在超声速气流中组织有效的燃烧，其

技术实施涉及到很多重大关键技术问题，难度非常

大。从目前国内外的发展经验看，必须达到成熟化的

关键性技术包括：推进系统技术、热防护以及材料技

术、空气动力学技术、先进控制技术以及飞 /发一体

化技术。

2.1 推进系统技术

在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研制中，首要的具有挑战性

的技术难题是推进技术。对于常规冲压发动机，气流

在燃烧室内为亚声速，而对于超燃冲压发动机，气流

在燃烧室内为超声速，气流来流速度快，在整个宽广

的运行速度范围内流动，燃料在燃烧室内驻留时间

短，燃烧与流动耦合强，燃料的喷雾、混合和有效燃烧

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难度很大。此外，燃烧室内

存在着激波和附面层的相互干扰，使得燃烧过程相当

复杂，需要对燃烧稳定性与过程进行优化。同时超声

速燃烧过程的总压损失也比亚声速燃烧过程大得多，

需要研究新的冲压发动机技术，验证发动机在大马赫

数下的性能。

2.2 热防护和材料技术

面对复杂的大气环境，发动机要具有很强的适应

能力，特别是受到气动热载荷效应的影响时，高超声

速飞行器的机头、控制面及机翼前缘在高速飞行中都

具有较高温度，同时推进系统的燃烧室、喷管温度也

很高，如果不做热防护处理，势必会影响到发动的性

能及稳定性，因此热防护技术的研究势在必行。热防

护重点从系统结构和材料方面进行改进，并不断优化

主动式放热系统和超低温推进剂贮箱的材料，从而拥

有轻并且耐用的结构和有效的防热系统。

针对大气中臭氧、紫外线、高能粒子的腐蚀和辐

射，需要不断研究抗氧化和电磁防护技术。目前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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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在发射架上的HyShot2

超燃冲压发动机飞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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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正在研究使用快速固化粉末冶金工艺制造高纯度、

轻质量的耐高温合金，以及耐高温的陶瓷基复合材料

以及碳 /碳复合材料方案，以满足超燃冲压发动机防

热和抗氧化要求。

2.3 空气动力学技术

由于临近空间纵跨非电离层和电离层，故其内部

大气现象极其复杂，当高超声速飞行器在此环境飞行

时，超燃冲压发动机内部会产生很强的激波，并且激

波和边界层之间的干扰会随着马赫数的增大而增加，

同时产生高温，使得发动机内部气体电离、分解并且发

生化学反应，所以在超燃冲压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必须

考虑真实的高温气体以及其非平衡流动问题。对此，目

前虽进行了很多研究，但是在各种复杂因素耦合情况

下的气流运动情况，还是存在很多认识上的不足。

美国在总结 X-43A经验时曾提出要重点研究超

燃冲压发动机如下空气动力学问题的影响：边界层从

层流转变为湍流的转换，湍流边界层的流动和剪切层

的流动，激波与边界层之间的相互作用，燃料喷注入

气流、燃料与空气的混合、燃料与空气之间的化学反

应，机身与推进系统一体化设计的飞行器性能和可运

行范围等。以中国目前的计算水平以及设备能力而

言，还不能较好的模拟临近空间的复杂飞行环境。为

此，应当充分利用和发挥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相关的

基础理论、建模计算、高速数值计算技术及试验验证

手段的优势。

2.4 先进控制技术

临近空间跨越大气平流层、中间层以及小部分增

温层，大气稀薄，而且随高度变化的大气参数变化复

杂，导致高超声速飞行器尤其是对大气参数非常敏感

的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控制技术面临很多技术难点，超

燃冲压发动机先进控制技术的研究迫在眉睫。超燃冲

压发动机与高超声速飞行器姿态紧密关联，在很宽马

赫数范围内，超燃冲压发动机呈现出复杂的控制机

理，控制问题的研究直接与发动机内部物理和化学过

程相关，需要掌握对气体流动以及燃烧过程起主导作

用的物理化学效应，及相互耦合关系对发动机控制特

性的影响，从而提炼出准确的控制需求和控制问题。

当前，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技术难点之一就是实现超声

速燃烧，燃料的控制是其关键，超燃冲压发动机为了

在宽的 Ma范围内运行，实际上要经过亚燃区过渡到
超燃区，由于超燃和亚燃在燃烧特性上的巨大差异，

以及超声速燃烧需要的变面积比燃烧过程，使得超燃

冲压发动机呈现出了很强的非线性，难以控制，同时

燃料量的小范围内变化就可能导致发动机工作不稳

定，控制系统要承担起改变发动机内部燃烧状态、控

制发动机推力和施加保护控制的任务，从而提高发动

机的效率、增大推力。在超燃冲压发动机运行过程中，

由于发动机飞行条件变化大，稳定边界狭窄，对于各

种扰动非常敏感，存在多种安全边界，包括进气道不

起动、进气道喘振、燃烧室贫富油熄火边界等，这就要

求必须进行进气道以及喷口的变几何主动控制研究，

在很大范围内进行调节进气道以及喷管，从而保证超

燃冲压发动机在各种飞行条件下工作，使发动机时刻

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

2.5 飞 /发一体化技术

美国在 20世纪 60年代即开展了早期的超燃冲

压发动机研究。NASA制订了高超声速发动机研究计

划，在该计划中，发动机性能、结构和系统等方面的重

要研究工作已经完成，但同时也发现了结构方面亟待

解决的问题。由于超燃冲压采用的是发动机的轴对

称、吊舱式的结构形式，使得发动机外形呈现中间细、

两头粗，使发动机面临很大的迎风面积和外阻力，同

时由于发动机内外表面都与高温热气流接触，冷却壁

面需要大量的冷却剂。这就导致超燃冲压发动机工作

寿命过短，在高 Ma时液氢冷却剂需求量急剧上升，
发动机外阻力过大。为此，美国提出飞 /发一体化超

燃冲压方案来解决以上问题：通过将飞行器机体的下

表面作为发动机进气道与尾喷管的一部分，使得发动

机与机身连成一体，从而极大地减少了发动机的迎风

面积、外阻力和质量，也大幅度地减少了冷却剂的需

求量；同时将发动机做成模块形式，可以只取若干个

模块进行发动机试验，降低了对试验设备的要求。目

前超燃冲压发动机研制的基本形式就是这种飞 /发

一体化超燃冲压方案。

3 超燃冲压发动机控制技术

3.1 控制要求

根据第 2.5节所述，超燃冲压发动机燃烧边界狭

窄，为保证高效率运行，发动机工作点一般在临界点

附近，很容易进入亚临界区，并引起进气道“喘振”。这

就要求控制系统在各种环境条件下稳定性高，避免动

态过程中的振荡现象，对于燃料和几何控制的稳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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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性能需求很高。高超声速飞行器的制导系统一般

把飞行速度作为常数考虑，而飞行器速度高、Ma的动

态变化过大可能会导致飞行器在跟踪目标时处于不

利位置。考虑到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恶劣的环境条件，

超燃冲压发动机控制系统必须保证在任何恶劣情况

下都具有足够的稳定余量。

3.2 控制方式

3.2.1 等 Ma、等 琢控制方式
当前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控制方式一般为等 Ma

控制和等 琢控制 [13]（等马赫控制和等攻角控制），Ma
和 琢代表了飞行器飞行时的状态。由于冲压发动机
起动点火范围狭窄，而且在贫油状态下才便于点火，

发动机在起动后应控制余气系数口靠近临界工作点

的超临界状态工作，以使发动机产生最大的推力来加

速飞行器而又不致使发动机喘振。当飞行器进入巡航

阶段时，控制 琢在允许的范围内变化，使飞行器按一
定的 Ma巡航。可见，等 琢控制对冲压发动机的过渡
态控制具有重要意义。当飞行器等速巡航时马赫数是

不变的，可以用等 Ma控制。等 Ma、等 琢控制方式可
以满足超燃冲压发动机工作范围大的特点，并且其有

效性也已经过多次飞行试验验证。

3.2.2 最优控制

在超燃冲压发动机中，由于马赫数、高度变化范

围大，强烈影响着发动机的动态特性，高超声速飞行

器的攻角变化对发动机的燃烧稳定性和推力影响很

大，同时也希望超燃冲压发动机一直工作在效率最高

的状态，这样冲压发动机的超声速扩压器便会一直处

于工作临界状态。这通过上述的等Ma、等 琢控制方式
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普通的控制系统无法满足。而超

燃冲压发动机的最优控制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在不同

飞行状态下，根据不同时刻的发动机状态，通过对发

动机性能实时优化，使得发动机一直处于工作临界状

态，这样会大大降低发动机的体积与质量，提高工作

效率。

3.3 控制算法

在控制算法上，目前广泛采用常规 PI控制、模糊

控制以及增益调度控制等，通过前面分析，超燃冲压

发动机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性。由于超燃冲压发动机

在宽 Ma范围内运行，要在超燃和亚燃区转换，且呈
现出很强的非线性，即模态转换是 1个极不稳定的过

程，很小的流量改变对激波系稳定就会产生明显影

响，同时随着超燃冲压发动机所处的高度和马赫数的

变化，发动机动态特性变化很剧烈，导致响应速度和

增益变化 10多倍，发动机参数变化错综复杂，各种参

数耦合严重，现有的控制算法难以达到控制系统的快

速响应和高稳定性的要求。随着科技以及控制技术的

发展，自适应控制算法、鲁棒控制算法、最优设计算法

以及各种智能控制算法均有了工程应用的可能。例

如：基于辨识的自适应控制算法是当前解决变参数控

制问题的首选方法；鲁棒控制算法用最小性能代价换

取鲁棒稳定性，根据模型参数变化范围设计最“不保

守”的控制器；智能控制算法的优点在于控制系统具有

学习功能，是非线性系统控制经常采用的控制方法，理

论上能够实现不稳定系统的控制，适合高超声速飞行

控制，智能控制算法还将能补偿受损的控制面，从而使

飞行器的安全性和生存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3.4 控制系统关键技术

3.4.1 总体设计技术

根据国内外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技术发展现状

及趋势，同时结合超燃冲压发动机对控制系统的需

求，控制系统从集中式向分布式转变[14-15]。并且分布式

控制系统的采用可以大幅度减轻发动机的质量，从而

增大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推重比；智能传感器和智能执

行机构的采用大大减轻了控制器的计算负担，这样就

保证了能采用更复杂的控制规律；数控系统的故障隔

离可增加发动机的可用性；发动机标准组件和通用测

试平台可通过功能模块化和标准化来创建，这样设

计、生产、装配和试验成本将会减少，定期维修成本相

对减少，同时也可减少备件数量和发动机训练次数，

以及发动机寿命周期费用。同时分布式控制系统采用

一系列通用的接口和功能组件，采取功能与实现相分

离的方法，可大大缩短控制系统的研制周期。

3.4.2 基于智能控制器的大流量电动燃油泵和大推

力电力作动器设计技术

由于冲压发动机无转动部件，无法对燃油进行增

压以及供给，也无法对发动机的几何装置进行控制。

当前的冲压发动机可以通过空气涡轮泵的方式进行

燃油增压，从而控制燃油和几何装置，这还是属于传

统的机械驱动燃油泵以及液压作动器。首先空气涡轮

泵对于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气动外形有着致命影响，另

外传统的机械驱动燃油泵供油量都大于需油量，多余

的燃油必须通过旁路通道放回进油口，功率损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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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响了发动机的性能，而且燃油温升很高，智能电

动燃油泵可根据超燃冲压发动机的需要调整电机转

速，提供发动机所需的燃油量而无需燃油流回，不仅

简化了热管理问题，并减轻了系统的质量，降低了系

统的复杂性，使供油量和需油量基本平衡，提高了燃

油泵的效率。传统的液压作动器始终存在泄漏问题，

因此当作动器的性能降低时，总是难以判断是不是由

泄漏造成的，同时其维修性很差，需要有经验的维修

人员执行操作、非常耗时，并需要地面保障设备的支

持。而采用电力作动器则很容易进行故障识别，因为

发电机和功率电子设备都可以相互传递信号，同时电

力作动器的维护非常简单，只需断开电路，拧下与作

动器连接的螺栓即可。故研究智能控制、精度高、轻质

量、大流量的电动燃油泵以及智能控制、精度高、轻质

量、大推力的电力作动器是首要任务。

3.4.3 耐高温的燃油截止阀的设计技术

当超燃冲压发动机工作在高 Ma状态时，经过计
量的燃油首先要对整个发动机进行冷却，然后再喷入

燃烧室，经过热管理系统后的燃油温度高达 1000 K，

这样控制燃油输出的截止阀必须能够具备耐高温的

能力，目前市场上已有的类似高温阀以民用产品居

多，其结构大多为先导式结构，采用球面或锥面密封；

采用电磁铁或液压力作为控制力，并在高温端与低温

端之间采取散热措施。但其工作温度大多为 400～

600 ℃，耐温较低，难以承受对超燃冲压发动机冷却

后的高温燃油，同时结构尺寸较大，空气流通散热难

以达到超燃冲压发动机的使用要求。故研究轻质量、

耐高温的燃油截止阀是很有必要的。

4 结束语

临近空间飞行器是应对未来战争、突破导弹防御

系统、对敌方构成现实威慑力量的重要武器系统。目

前，国际范围空天动力技术迅猛发展，各国均开展了

高超声速飞行器的研制与试验，特别是 Ma=6 的

X-51A飞行器的试飞成功有重大意义，也给了我们

警示。中国对空天动力技术的研究也愈发重视，高超

声速飞行器的研制论证已经开展，这既是机遇也是挑

战，应当从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发展道路和不断遭遇的

种种困难中，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筹国家空天

技术发展，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超燃冲压发动机

的正确道路，从而突破各项关键技术，打破国际封锁，

形成自身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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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用航改燃气轮机通用控制系统研制及应用

薛 玮，张力辉
（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为了为国产燃气轮机数控系统的选配提供 1 种低成本、可靠、易用的解决方案，开发了舰用航改燃气轮机通用控制系

统。介绍了该通用控制系统的研制方法、应用以及总体研制方案，列举了各部件的设计原理和结构、设计特点以及技术性能指标。舰

用航改燃气轮机通用控制系统采用模块化、通用化设计思想，EtherCAT实时以太网通讯技术，3余度的设计架构，提高了设计效率，

缩短了设计周期，降低了设计成本，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在燃气轮机控制领域具有非常广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控制系统；模块化；通用化；EtherCAT；实时网络；舰用航改燃气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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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General
Control System for Aeroderivative Gas Turbine Used in Ship

XUE Wei, ZHANG Li-hui
渊AVIC Aviation Motor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 Wuxi Jiangsu 214063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a low-cost, reliable and easy to use solution for domestic gas turbine control system.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general control system for aeroderivative gas turbine used in ship was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scheme and the design principle, structure diagram, design features,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f each part were introduced. Modular and
general design ideas were adopted, the real-time Etherne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riplex structure design were applied, which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design, shorten the design cycle, reduce the cost, and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ystem. It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 in gas turbine control f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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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燃气轮机已经在军民用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其控制系统也从模拟式电子控制系统发展成数字

电子控制系统 [1]。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GE 公司的

LM1500燃气轮机就采用了由模拟式电子控制器实现

逻辑时序控制、由液压机械式控制器实现燃油控制的

混合式控制系统。到 90年代，燃气轮机开始全面配置

数字电子控制系统。又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燃气轮机

控制领域已有多种数字控制系统。近年来，燃气轮机

的数字电子控制系统已经实现了标准化、系列化的发

展，硬件实现了模块化，并提供菜单式的控制软件开

发平台。目前国内工业燃气轮机控制系统基本被国外

公司垄断，通常通过购买国外公司的模块产品进行系

统集成与二次开发，不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并且以这

种方式开发的产品，无法满足现行国产燃气轮机对数

控系统的电子控制柜在功能、性能以及环境等方面提

出的苛刻要求[2-6]。

本文提出了 1种舰用航改燃气轮机通用控制系

统的设计思想，并简要阐述了实现方案。

1 舰用航改燃气轮机通用控制系统的功能

根据控制对象的要求，舰用航改燃气轮机控制系

统有下列功能：燃气轮机起动前检查；燃气轮机起动

mailto:wx614d@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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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余度电子控制器原理

控制（假起动、冷吹、油封、启封、正常起动）；慢车转速

控制；加减速控制；动力涡轮转速控制；燃气轮机输出

功率控制；停车控制；转速限制和独立保护；温度限制

（包括起动过程）；扭矩限制；对各辅助系统的控制；燃

气轮机的状态保护（降工况保护、停车保护、预警保

护）；与燃气轮机相关设备连锁与匹配；燃气轮机状态

监视、系统故障自检与重构、信息存储能；与上级控制

系统、机旁操纵系统通讯。

2 舰用航改燃气轮机通用控制系统的研制

航改燃气轮机数控系统的电子控制器通过传感

器与舰船的通讯接口以及开关量接口，接收来自舰船

和燃气轮机的状态信号、指令，由电子控制器按照对

应燃气轮机调节计划和控制规律计算出不同状态的

燃油流量、可调叶片角度及相关的电磁阀等开关量信

号。电子控制器将输出的控制信号送到燃油、导叶供

油装置，经相应装置转换和放大，给出相应燃气轮机

燃油流量、可调叶片角度。同时通过位移传感器反馈

信号到电子控制器，构成位置闭环控制。电子控制器

开关量通过电子控制器内部的处理电路和外部的电

气转换装置放大后输出，驱动起动、点火、停车等操

作。同时通过通讯接口将燃气轮机的重要参数传递到

监控计算机。监控计算机对燃气轮机的性能、寿命、振

动和滑油系统等进行监控，给出报警信号，储存数据，

记录燃气轮机的工作状态及工作时间。

舰用航改燃气轮机通用系统在某型综合电子控

制柜研制的基础上，紧随国际技术发展趋势，采用模

块化、通用化设计思想，采用 Ethercat实时以太网通

讯技术提高了设计效率，缩短了设计周期、降低了设

计成本，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2.1 通用控制系统方案

通用控制系统采用开放性的模块结构。硬件采用

标准化、系列化的模块，软件设计成可选择的标准控

制模块和接口，液压机械装置设计成通用的模块化的

部件和组件。这就使整个控制系统的设计变为功能模

块的选择、匹配和调整。如硬件设计就是根据燃气轮

机信号通道数量和接口需求选择合适的硬件模块，按

控制规律和要求选择合适软件模块，根据燃油和导叶

的控制要求选择合适液压机械装置。采用成熟的模块

不仅使各系统的功能、性能都有保证，而且各部件仅

需要进行部分调整就能满足要求，从而缩短研发周

期、节省研发费用、提高系统的可靠性，也便于实现性

能改进和功能扩展[7-8]。

通用控制系统的原理如图 1所示。控制系统接收

来自控制室或监控台的控制信号，对燃气轮机的起

动、加速、减速、稳态工况运行以及停车和重要参数限

制实施全面的自动控制和安全保护，从而实现对燃气

轮机辅助系统的监测和控制和对燃气轮机的故障诊断

和重要参数的记录、存贮和通讯[9-11]。

2.2 通用控制系统部件的设计

通用控制系统由电子控制器、控制软件、液压机

械装置这 3个主要部件组成。

2.2.1 电子控制柜设计

控制柜主要由 3余度控制器、控制软件、独立超转

保护器、机柜、继电器箱、电源等部件组成。控制柜

底部和背部设计有钢丝绳减振器，采用前开门、顶部

进出线方式[12]。

控制器由主 CPU、AD、DA、FI、IO等模块组成，各

模块自带 CPU处理器，模块之间通过 Ethercat工业

实时以太网连接，电子控制器原理如图 2所示。

图 1 燃气轮机控制系统原理

电源 集中控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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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的各种功能模块之间用 Ethercat连接并

完成数据交换。各模块既可以集中到一起也可以分散

到燃气轮机的各部分，通过 Ethercat实现实时信息交

流和控制。通讯带宽可达到 100M。

EtherCAT采用主、从站的方式，每个 CPU模块作

为主站与各从站（I/O模块）形成 1个 EtherCAT网，实

现实时控制。CPU模块可多个选择，并根据需要实现

功能扩展。各主站（CPU模块）间通过通讯模块或普

通以太网协议通讯软件。

2.2.2 控制软件开发

以往的燃气轮机数控系统软件开发过程，一般针

对实际控制器硬件平台编制 1套控制软件，由于硬件

相关软件与顶层控制软件界限不明，使得控制软件移

植到不同硬件平台时工作量很大，且不利于维护。如

果借鉴操作系统中对软件层次的划分原则，使得同一

功能的外设均具有一致的驱动程序接口，同一类型的

底层操作均具有一致的 IO系统接口，可以极大提高

控制软件的可移植性和可维护性。

控制软件由 CPU模块的控制应用软件和其它通

用模块底层软件组成。

底层软件与模块一一对应。模块的底层软件主要

实现通用模块采集、输出或信息交互功能，并与其它模

块通讯、传递和接受信息，实现控制系统功能。CPU模

块的控制应用软件通过与底层软件，根据模块的特点

进行功能的初始选择和配置,软件架构如图 3所示。

控制软件设计过程中 1 个十分重要的工作是

Ethercat实时以太网通讯软件包的开发。通讯软件包

需实现电子控制器各模块的初始化、过程数据收发、

通讯故障诊断等功能。

2.2.3 液压机械装置设计

液压机械装置采用分体式和模块化设计。根据具

体燃气轮机的需要，对高压燃油泵、燃油计量装置、导

叶调节装置及燃油分布器等部件，自由组合液压机械

装置配合使用。

液压机械装置具有完成系统的燃油计量、可调叶

片角度控制、应急放油等功能。各装置的部件应具有

调整功能，可根据不同功率燃气轮机需要通过适应性

调整或更换部件满足要求。航改燃气轮机通用控制系

统样机液压机械装置结构如图 4所示。

2.3 航改燃气轮机通用控制系统的特点

（1）航改燃气轮机通用控制系统采用开放性的模

块结构。硬件采用标准化、系列化的模块，软件设计成

可选择的标准控制模块和接口，液压执行机构设计成

通用的模块化的部件和组件；

（2）控制柜采用 3余度设计，基于对 3冗余硬件

平台的故障重构和表决技术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控

制柜的任务可靠性；

（3）采取了多重电磁兼容性设计措施，提高了产

品抗干扰能力，适用于燃气轮机复杂运行环境；

（4）采用模块差异的归一化技术，通过设计模块

标定信息存储器消除每种类型模块间由于硬件特性

带来的差异；

（5）开发了基于实时以太网的分布式智能模块

Bootloader软件，使得智能模块的软件可远程升级，且

升级效率大幅提高[13]；

（6）国内首个采用实时网络通讯的舰用航改燃

气轮机数控系统，改变了系统结构构成，提高系统

的通讯能力。控制器的各种功能模块之间用实时以

太网进行连接，完成数据交互。各模块既可以集中

到一起，也可以分散到燃气轮机的各部分，为分布

式设计打下基础[14-15]。

图 3 软件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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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叶控制模块

转速采集处理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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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采集

处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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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处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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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管理模块

数据存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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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液压机械装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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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用控制系统在 QC185燃气轮机上的应用

舰用航改燃气轮机通用控制系统研制的样机在

QC185燃气轮机上进行了配机试验，满足 QC185燃

气轮机的控制要求。台架试验曲线如图 5所示，性能

指标比较见表 1。

4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航改燃气轮机

通用控制系统的方案和设计思想，简要描述了电子控

制器、控制软件和液压机械装置 3个主要部件的设

计，并介绍了舰用航改燃气轮机通用控制系统研制样

机在 QC185燃气轮机上的应用。

舰用航改燃气轮机通用控制系统将为国产燃气

轮机数控系统的选配提供 1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低成本的、可靠的、易用的解决方案，从而打破国外产

品在燃气轮机控制领域的垄断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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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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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航空领域涉及的系统日益高度复杂，为更好推进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Model Based System Engineering ,MBSE）研

发体系，通过从当前遇到的问题、推行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的必要性、优势、未来的挑战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地阐述。基于模型的

系统工程研发体系具有知识表示的无二义、系统设计的一体化、沟通交流的高效率等优势，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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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伴随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航空产品经历了从机

械到机械、电子到机械、电子、软件等多学科高度综合

的过程，其体系也经历了从分立式到联合式、综合式、

高度综合式的发展历程。在系统体系的演变历程中，

系统功能的互操作由独立向基于共享资源的交互演

进，接口定义由功能性的聚合、松耦合向高度综合、紧

耦合的方向发展，集成工作由简单功能向更加复杂的

功能发展，系统的互联由离散向高度网络化的互联发

展，系统失效模式由透明化的简单行为向不透明的复

杂综合行为发展。

目前，在航空系统工程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信息

均是以文档的形式来描述和记录。随着近年来中国

航空型号研制数量大幅度增加，系统复杂度和规模

不断提高，跨学科、交叉学科系统的出现，基于文档

的系统工程难以保证产品数据一致性、数据的可追

溯性等需求。

为了应对类似的挑战，在国际航空领域，NASA

在原有系统工程研制模式的基础上采用了国际系统

工程组织（INCOSE）提出的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

（Model-based Systems Engineering，MBSE) [1]管理新模

式和实现技术。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思想是通过建立

和使用一系列模型对系统工程的原理、过程和实践进

行形式化控制，通过建立系统、连续、集成、综合、覆盖

全周期的模型驱动工作模式帮助人们更好地运用系

统工程的原理，大幅降低管理的复杂性，提高系统工

程的鲁棒性和精确性，将整个系统工程作为一个技术

体系和方法，而不是作为一系列的事件。本文通过从

当前遇到的问题、推行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的必要

性、优势、未来的挑战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

阐述。

1 TSE的概念

传统的系统工程用各种文本文档构建系统架构，

其中的产出物是一系列基于自然语言的、以文本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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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文档，比如用户的需求、设计方案，当然也包括

一些用实物做成的物理模型等。例如火箭的总体布局

方案、推进系统、控制系统等分系统的设计方案以及

弹道方案、分离方案等。把这些文档串起来的东西是

一系列的术语及参数，这些术语对系统进行了定性描

述。各种参数是系统的定量描述。各专业学科的分析

模型从文档中抽取相关参数进行计算，计算之后再把

相关参数写入文档，转交给其它学科和相关人员。参

数在各文档之间来回流动，这种设计流程也被称作抛

过墙的设计。很显然，在这个过程中，文档管理的机

制、配置管理的机制非常重要。总体设计的工作主要

就是抓总和协调，并控制这些术语和参数。上述描述

的系统工程是基于文本的系统工程 (Text Based Sys-

tem Engineering, TSE)。TSE的文档在描述系统架构模

型时具有天生的缺陷：TSE的文档是基于自然语言、

基于文本形式，当然也包括少量的表格、图示、图画、

照片等。由于自然语言并非专门为系统设计所发明，

而是要表示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还要表示纷繁复杂

的各专业学科知识，所以 TSE的文档要依靠相关工

程设计的术语来使各方对系统有共同的理解和认识。

所以各方的沟通交流要依赖不断更新的术语表、词汇

表等，否则就容易产生理解的不一致性。尤其是当系

统的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学科和参与的单位越来越

多时，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文档的电子化、网络化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各方对文档理解的不一致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系统工程的文档从过去的

纸质方式发展到电子化的处理方式，比如 Word、PDF

等电子格式，这只是便利了存取、复制、修改，其编码

格式依然是基于文本的，各方人员从文档中读取信息

依然是逐行扫描方式。对于相关各方对文档的内容形

成共同一致的理解并没有根本改观。也就是说，TSE

实际上并没有充分地利用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成就。因

此，传统的系统工程就是以文档为中心的系统工程。

2 MBSE的概念和内涵

在 2007年，国际系统工程学会(INCOSE)在系统

工程 2020年愿景中给出了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的定

义。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Model Based System Engi-

neering, MBSE）是对系统工程活动中建模方法应用的

正式认同，以使建模方法支持系统要求、设计、分析、

验证和确认等活动，这些活动从概念性设计阶段开

始，持续贯穿到设计开发以及后来的所有的寿命周期

阶段。从 MBSE的定义可见，建模就是运用某种建模

语言和建模工具来建立模型的过程，仿真是对模型的

实施与执行。模型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是设

计工作的思维基础。实际上，各专业学科及系统工程

一直在使用建模与仿真方法，MBSE并不是对建模方

法的首次采用，也就是说，MBSE与传统系统工程的

区别并不在是否采用建模方法。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

开发方法中涉及到的关键技术有系统架构设计、多物

理领域建模、集成的仿真计算环境、模型和数据的管

理。

（1）系统工程的关键在于构建 1个系统架构模

型。在整个系统工程工作过程中，不仅要在头脑中建

立关于该系统的全面的概念，而且在现实中要针对这

个概念建立某种类型的模型，如草图、文字描述、表

格、图片、图示、实物模型等，这些模型统称为工件，是

人们自己思考和与他人沟通交流的工具。现实中工件

和头脑中的概念相互启发，不断深化和具体化，最终

变成生产人员可以使用的蓝图，再由生产人员把蓝图

变成最终交付的系统。这实际上是所有设计工作的一

般流程， 并非系统工程所独有，只是系统工程需要

考虑的因素更多包含了在设计过程中，需要从各方面

建立模型来对该系统进行详细刻画，才能准确、全面

地描述系统。

比如修建 1座大厦时要画出立面图、管道图、电

气图、楼层分布图等，这些称为系统的视图，分别对应

相关的专业学科、不同的工作角色及不同的利益相关

者。系统的视图实际上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刻画了系统

的某方面特征。因此，系统的各视图要紧密关联、保持

一致，才能够保证最终的系统是正确、优化的。其中系

统架构模型的建立至关重要。系统架构模型是对系统

整体、全面的描述，相当于总体设计方案，是整个研制

工作的首要工件，系统架构模型与各视图相互关联，

各方人员针对共同的系统架构模型来分析和优化。因

此，系统工程的关键在于构建出 1个完整的系统架构

模型。

（2）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用系统建模语言构建系

统架构模型。在 MBSE方法中，用系统建模语言来描

述系统架构模型，作为系统开发全过程中首要的工

件，并且对其进行管理、控制，并和系统技术基线的其

它部分进行集成。用面向对象的图形化、可视化的系

统建模语言描述系统的底层元素，进而逐层向上组成

集成化、具体化、可视化的系统架构模型，增加了对系

统描述的全面性、准确性和一致性。借助相关的软件

环境及模型和数据交换标准，可以对系统架构模型进

行存取操作：系统架构模型存储在 1个共同的数据库

中，相关参数之间自动关联。各学科的专业工程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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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角色都可以基于这个系统架构模型来工作。从共同

的数据库中取数，并用本学科的模型及软件工具来分

析[2]。要实现上述目的，MBSE需要相应的理论基础、

建模语言及工具，包括来自软件工程领域的面向对象

的分析与设计思想、系统建模理论、系统建模语言、扩

展标记语言元数据交换标准（XMI）、系统工程数据的

交换标准（AP233）等。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是开发和

维护高复杂系统的关键，其提供支持系统需求分析、

功能分析、架构设计、需求确认和验证活动所需的形

式化建模方法和模型执行手段[3]。MBSE使得复杂系

统由多系统架构逐渐综合形成 SoS架构。其模块化、

可更换的架构元素提供了最好的价值和互操作性，架

构元素的重用为跨产品线的一致性提供了保障。

MBSE引入了综合系统模型的概念，通过系统用例、

功能、时序、状态、架构和接口等模型全面反映系统各

方面的属性信息（包括要求、性能、物理结构、功能结

构、质量、成本和可靠性等），为系统工程人员提供 1

种以图形化的系统建模语言（Systems Modeling Lan-

guage，SysML）为基础的系统行为描述的规范，对系统

的各种需求进行可视化的表达和分析，确保不同专

业、不同学科、不同角色的工程设计人员基于同一模

型快速准确理解、识别、定义、分析、确认、分配需求[2]。

该方法论强调在产品开发周期的早期阶段，就着手翔

实地定义系统的需求与功能，并进行设计综合和系统

验证，其输入是利益攸关者需求。再经过需求分析、系

统功能分析和设计综合，输出系统需求规格、产品规

范、ICD以及系统之下 1个或多个层级元素对应的子

系统模型。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方法论强调“场景驱

动”的需求捕捉和分析，通过模型执行实现需求的确

认和验证，并在流程执行过程中实现需求的跟踪管

理，并使用规范的建模语言，实现从系统工程到软件

工程及其它专业工程的无缝衔接[4]。

3 国外 MBSE发展情况

近年来，国际领先的航空企业在积极实践和推进

MBSE。例如，空客公司在 A350系列飞机的开发中全

面采用 MBSE，在飞机研制中逐层细化需求并进行功

能分析和设计综合，不仅实现了顶层系统需求分解与

确认，也实现了向供应商、分包商的需求分配和管理。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采用 MBSE来统一进行需求管理

和系统架构模型，并向后延伸到机械、电子设备以及

软件等的设计与分析之中，如：基于 MatLab的算法分

析以及 System C、Verilog、ANSYS的软硬件的设计与

分析、Adams的性能分析、SEER的成本分析等，构建

了完整的基于模型的航空和防务产品的开发环境[5]。

罗克韦尔 -柯林斯公司采纳 MBSE方法覆盖航电全

领域的系统定义和系统测试模型。RR公司依据 IN-

COSE系统工程手册制定了其自身的系统工程能力

框架，涵盖了系统思考、需求管理、系统定义、接口管

理、系统功能分析、系统架构设计、确认和验证等能

力，覆盖了总工程师、项目管理者、总设计师、系统工

程师、系统设计师、开发工程师、质量工程师、服务工

程师等岗位职责，实现了从航空动力系统到子系统到

部件的系统工程迭代。波音公司构建了以任务和需求

定义、逻辑和功能集成、功能和逻辑架构设计为核心

的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 MBSE过程，从运行概念到

需求到设计到生产[6]。

NASA 在多个新的及已有的项目上积极运用

MBSE，其目的是显著提升项目的经济可承受性、缩减

开发时间、有效管理系统的复杂性、提升系统整体的

质量水平。软件工具提供商也在积极行动。IBM公司

也开发了 1种方法论，称为针对系统工程的统一软件

过程(MDSD)软件提供商积极开发相关支撑平台[9]。如

LMS公司的多领域系统仿真集成平台，可用于飞机开

发的每个阶段(从前期的概念设计分析、详细设计到

产品验证)[7]。

4 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

随着系统的规模和复杂程度的提高，传统的基于

文档的系统工程将产生大量的各种不同的文档，其面

临的困难越来越明显：

（1）信息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以及信息之间的关系

难于评估和确定，因为其散布于各种不同的数量巨大

的文档中[8]。

（2）难以描述各种活动。活动是动态的，有交互

的，仅用文字描述对于相对简单，参与方不多的活动

还能胜任，但对于复杂活动就很难描述清楚。

（3）更改的难度很大。由于文档数量巨大，要确保

更改所有需要更改的内容，是 1项很难很大的工程。

（4）传统的系统设计方法依赖文档形式的需求管

理。在形成需求后开发系统架构，并由设计师人工建

立设计结果与需求之间的链接关系。如果出现不满足

需求的情况，必须作出更改并重新建立链接关系。这

一迭代过程随着设计进程的推进会在顶层设计、子系

统设计和设备级设计层次不断重复。经验表明这一方

法存在周期长、验证需求符合性困难、系统间接口不

明确以及更改流程复杂耗时等诸多问题[7]。

（5）飞机整机的设计面临新的问题：一方面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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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本身越来越复杂，特别是随着多电飞机的发展，智

能控制系统的采用越来越多，使得在传统开发流程中

如何有效地考虑机电一体化系统开发，特别是在开发

阶段如何综合地考虑控制系统和受控对象的耦合成

为开发的关键之一；另一方面是不同研发部门或供应

商的系统如何集成，特别是在设计的早期如何通过系

统的集成确保系统设计的成熟性是全球航空行业产

品开发面临的棘手问题。

5 MBSE的优势

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就采用模型的表达方法来描

述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需求、设计、分析、验证

和确认等活动。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的出现就是为了

解决基于文档的系统工程方法的困难，相对于基于文

档的系统工程方法，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改进：

（1）知识表示的无二义性。文字的描述经常会因

为个人理解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解释，团队成员针对

文档在大脑中形成的构思模型不可能完全一致。而模

型是 1种高度图形化的表示方法，具有直观、无歧义、

模块化、可重用等优点，建立系统模型可以准确统一

地描述系统的功能、详细规范与设计等方面，对整个

系统内部的各细节形成统一的理解，尤其是可以提高

设计人员和开发人员之间的理解的一致性。系统模型

是 1种最佳实践方法，可以保证团队成员对此有相同

的理解，为解决问题和改进系统提供基础。

（2）沟通交流的效率提高。随着系统的规模和复

杂程度的提高，各种文档越来越多，相对于厚厚的技

术文档，阅读图形化的模型显然更加便利直观、无歧

义，使得不同人对同一模型具有统一一致的理解，有

利于提高系统内需要协调工作部门之间的沟通与交

流的效率，如顾客、管理人员、系统工程师、软硬件开

发人员、测试人员等[8]。

（3）系统设计的一体化。由于系统模型的建立涵

盖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包括系统的需求、设计、

分析、验证和确认等活动，是 1个统一整体的过程，可

以提供 1个完整的、一致的并可追溯的系统设计，从

而可以保证系统设计的一体化，避免各组成部分间的

设计冲突，降低风险。

（4）系统内容的可重用性。系统设计最基本的要

求就是满足系统的需求并且把需求分配到各组成部

分，因此建立系统的设计模型必然会对系统的各功能

进行分析并分解到各模块去实现，从而对于功能类型

相同的模块不必重复开发[9]。

（5）增强知识的获取和再利用。系统生命周期中

包含着许多信息的传递和转换过程，如设计人员需要

提取需求分析人员产生的需求信息进行系统的设计。

由于模型具有的模块化特点，使得信息的获取、转换

以及再利用都更加方便和有效。

（6）可以通过模型多角度的分析系统，分析更改

的影响，并支持在早期进行系统的验证和确认，从而

可以降低风险，减少设计更改的周期时间和费用。与

其他工程学科（软件、电子等）一样，系统工程正在进

化：从基于文档的方法到基于模型的方法，而这也正

是系统工程发展的必然趋势[10]。

（7）MBSE和 TSE的区别就在于系统架构模型的

构建方法和工具的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工作模式、

设计流程等方面的区别。也就是说，传统的系统工程

变成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实际是从基于文本向基于

模型的转变。这个模型是指用系统建模语言建立的系

统架构模型，或者说是系统架构模型的建模语言从自

然语言（文本格式）转向了图形化的系统建模语言

(SysML)。但 MBSE并没完全抛弃过去的文档，而是从

过去以文档为主模型为辅向以模型为主文档为辅的

转变。

（8）MBSE可以更好地支持 V&V（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由于引入了很多的工具软件，借助工具软

件的优势，可以大幅提高测试与验证的效率与正确

性。同时可以提高测试与验证的自动化水平，降低人

工手动测试与验证的低级错误，并提高效率。

（9）MBSE有助于进一步突破时间和空间对设计

工作的限制。TSE下相关的设计工作要遵循一定的时

间顺序，而且还有一定的空间限制。比如：系统工程文

档要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流转，上一个专业学科分析

做完之后，才能够进行下一个专业的分析，而且做出

样机后各方才能进行测试等[11]。MBSE下用系统建模

语言构建出模型后，就能进行各种分析和测试，提前

协调、平衡和优化。而且各方围绕着 1个存储着系统

架构模型数据的数据银行并行开展工作，并且可以支

持远程及分布式的工作模式，突破设计人员地理位置

的限制。

6 MBSE未来发展面对的挑战

（1）MBSE的推进需要行政干预。基于模型的系

统工程的推进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并且不是所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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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都渴望 MBSE的推进。对于一些人来说，建立模

型并且验证模型纯粹是浪费时间，与其花费巨大的时

间建模与验模，还不如省下时间开发新产品。很多诸

如此类的观念是短时间内很难改变的，需要行政力量

去干预并且改变这种观念。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是 1

种新的工作方法，需要完全改变以前的工作习惯。这

其中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2）工具集的集成。每个复杂的系统，都会涉及到

很多工具软件，每个领域会有 1种专门工具。对于系

统工程来说，没有 1种工具适用所有领域。比如，在功

能与逻辑层，可以采用某种多用途仿真工具即可，但

对于物理层建模，就需要其他工具。由于使用了多种

不同的工具，首先就会增加针对不同工具的维护与培

训费用[12]。其次，更大的风险在于数据如何在多种工具

之间进行转换，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在数据转换时会产

生大量的不可预知的错误。不同工具之间数据接口的

设计与数据交互也是非常困难。最后，不同工具软件的

联合在系统层面的仿真是需要真正面对的难题。

（3）系统开发向大型化、复杂化发展。航空系统产

品日益庞大复杂，复杂度日益上升，包含的功能越来

越多，但是系统组件却越来越少。同时，软件在系统中

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就增加了对完整产品需求定义

的难度。对于复杂大系统的要求是减少部件数量、提

高每个系统部件的能力、部件之间可以松散耦合与紧

密集成。只有按照这个要求才可以实现系统的高效运

作，同时才能实现便于后续的维护与扩展[13]。

7 结束语

MBSE使用建立的模型并且仿真，经过 20年的

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MBSE有着诸多显而易

见的优势，虽然未来的发展也有挑战，但挑战与机遇

并存。MBSE增加了前后端程序的花费，但是也增加

了对多种领域工具软件的需求。总之，MBSE是针对

系统工程一系列解决方法中的最佳实践方法。这一方

法依靠大型软件平台，建立各级别的需求与相应的系

统方案元素的链接，并以图形化的方式展示设计者对

系统的认识。因为摒弃了繁缛的文档管理方式，系统

模型与需求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系统更改造成的影

响也更加透明。设计者之间通过易于理解的图形交流

系统设计方案，减少了由误解造成的隐患。可执行的

功能模型使得在设计的各阶段都能分析系统对需求

的符合性，并验证系统需求是否符合利益相关方的原

始需求。

综上所述，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非常重要，从事

MBSE的工作将大有可为。认真研究，积极引进、消

化、吸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 MBSE，为中国国防实

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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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轨迹法在燃油控制回路 PI控制器

参数设计中的应用

徐 建，杨 刚，胡文霏
（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为进一步提高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回路的控制性能，使其达到数控系统性能指标要求，针对发动机的特性，从其控制系

统的实际运用角度出发，开发出适用于其燃油控制回路 PI控制器的根轨迹参数设计方法。该方法采用根轨迹图并结合控制性能指

标要求确定了闭环主导极点的期望区域，在根轨迹图上放置极点和零点，移动闭环主导极点到期望区域内以确定满足性能指标要

求的 PI控制器参数。通过仿真试验发现，采用根轨迹法所设计的燃油控制回路 PI控制器参数不仅能达到数控系统性能指标要求，

所设计 PI控制器的控制品质还明显优于零极点对消法。

关键词：根轨迹法；零极点对消法；PI控制器；控制系统；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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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pplying Root Locus to Parameter Design of Fuel Control Loop PI 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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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trol performance of aeroengine fuel control loop, and make it fulfill the performance indices,

according to the properties of aeroengine and actual application of aeroengine digital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 the root locus method
applied to PI controller design of aeroengine fuel loop control was developed. Combining root locus diagram with control performance
indices, the expected zone of closed loop dominant pole was determined. By putting pole and zero on the root locus diagram, and moving the
closed loop dominant pole to the expected zone, the PI controller fulfilling performance indices was got. The result of simulation
demonstrates that the control performance of the PI controller designed by the root locus fulfills the performance indices is appare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quality of the PI controller designed by pole-zero cance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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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国内航空发动机数控系统的参数设计一般

采用零极点对消法[1-3]，该方法将被控对象近似为 1阶

传递函数，以校正后开环系统的 1个积分环节为设计

目标，其对于特性接近 1阶传递函数的被控对象，所设

计参数的控制品质较好。但如果被控对象为 2阶甚至

3阶传递函数，即特性偏离 1阶传递函数特性较远，那

么所设计参数的控制品质可能达不到系统性能指标要

求。航空发动机大多采用双轴甚至 3轴的结构，发动机

特性与 2阶甚至 3阶传递函数特性比较接近。

针对被控对象这种特性，本文将根轨迹法[4-5]用于

航空发动机数控系统的参数设计中，该方法所设计参

数的控制品质不受被控对象传递函数阶次的影响，且

以系统性能指标为设计目标，有助于实现基于指标驱

动的航空发动机数控系统的参数设计。

1 根轨迹法原理及其与系统性能关系

根轨迹法是 1种图解法，是当系统的某一参数（通

常为增益）从零到无穷大变化时，根据开环极点和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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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的位置信息确定全部闭环极点位置的方法[6]。在应

用根轨迹法进行控制参数设计时，实质上是通过采用

合适的控制器改变系统的根轨迹形状，使校正后系统

所有闭环极点都在虚轴的左侧，且闭环主导极点在期

望主导极点区域内，以得到期望的系统闭环性能[7]。

航空发动机数控系统根据发动机的特性，一般采

用 PI控制器[8]。其中的控制参数 Kp、Ti根据系统性能指

标确定，使校正后系统所有闭环极点都在虚轴的左侧，

且闭环主导极点在期望主导极点区域内，以满足系统

性能指标要求。闭环主导极点的时间常数远远大于剩

余闭环极点的时间常数，一般在 8倍[9]左右。航空发动机

数控系统的性能指标为超调量 bp和调整时间ts
[10]。

bp=100e-仔孜 1-孜姨
（1）

ts=- 4.4
孜ws
（误差带Δ=2%） （2）

由式（1）、（2）可知，

超调量与阻尼比[11]成反

比，调整时间与复数极

点 [12] 实部绝对值成反

比。综合考虑最大允许

超调量和调整时间，可

以得到闭环主导极点的

期望区域，即如图 1所

示的白色梯形区域。

2 燃油控制回路 PI控制器参数设计

采用根轨迹法求取控制器参数包括几何法和解

析法 2种。几何法通过在根轨迹图上增加极点或零

点，并移动闭环主导极点来改变系统根轨迹形状，以

得到满足性能指标要求的控制参数；解析法根据根轨

迹的幅值条件、相角条件列出方程 [13]，然后通过求解

方程组确定满足性能指标要求的控制参数。

这 2种方法本质一样，都是使校正后系统所有闭

环极点都在虚轴左侧，且闭环主导极点在期望主导极

点区域内，以满足性能指标要求。因此，需着重研究根

轨迹参数设计几何法在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回路 PI

控制器参数设计中的应用。

这种根轨迹参数设计方法通过在根轨迹图上放

置极点和零点，并移动闭环主导极点到由系统性能指

标决定的期望主导极点区域内，以找到 1组合适的

PI控制器参数 Kp、Ti，使系统满足性能指标要求。该方

法是 1个迭代的过程，满足系统性能指标要求的 PI

控制器参数如 1次找不到，就需要多次迭代、校核。采

用该方法设计 PI控制器参数的流程如图 2所示。

（1）绘制被控对象的根轨迹图；

（2）根据系统性能指标（调整时间 ts，超调量 bp）

在根轨迹图上绘出闭环系统期望主导极点区域；

（3）增加积分环节，即在原点放 1个极点；

（4）在被控对象主导极点位置放 1个零点。主导

极点即对被控对象动态特性影响最大的极点，一般取

离虚轴较近的极点，若被控对象离虚轴较近的极点是

1对共轭复数，则在实轴这对共轭复数极点实部的位

置放 1个零点；

（5）将闭环系统主导极点移至步骤（2）中绘出的

期望主导极点区域的边界线附近，保证校正后的闭环

系统达到调整时间和超调量的性能指标要求。闭环系

统主导极点即对闭环系统动态特性影响最大的极点，

一般取离虚轴较近的极点；

（6）检验校正后闭环系统的相位裕度是否大于等

于 70毅[14]，若不满足，返回步骤（4）或（5），调整零点，或

在期望主导极点区域的边界线附近调整闭环系统主

导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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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闭环主导极点的期望区域

图 2 根轨迹参数设计方法的 PI控制器参数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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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仿真试验

本文将根轨迹参数设计方法用于航空发动机转

速回路主燃油控制的 PI控制器控制参数设计中，通

过仿真试验验证该方法所设计控制器控制参数的控

制品质是否达到性能指标要求，并对比该方法和零极

点对消法所设计参数的控制品质。

从不同转速点对发动机非线性模型进行黑箱辨

识[15]中，得到该转速点对应的线性模型[16]，用于控制参

数设计。线性模型应该采用拟合度较高的结构，一般

要求不低于 95%。对于单轴航空发动机，线性模型结

构采用 1阶，即 G（s）= N（s）
Wfm（s）= Ke

1+Tes
，拟合度较高，

对于双轴甚至 3轴航空发动机，采用 2阶，即 G（s）=

N（s）
Wfm（s）=Ke

1
1+2孜Tws+Tw

2 s2
或 G （s）= N（s）

Wfm（s）=Ke·

1+Tzs
1+2孜Tws+Tw

2 s2
，拟合度较高。

以某双轴航空发动机为例，采用 G（s）= N（s）
Wfm（s）

=Ke
1+Tzs

1+2孜Tws+Tw
2 s2
模型结构在某转速点对发动机非线

性模型进行黑箱辨识，得到该转速点对应的线性模型

为 G（s）= N（s）
Wfm（s）=0.0031 1+0.0181s1+0.52s+0.1296s2 ，拟合度

为 98.83%。该发动机数控系统系统性能指标如下：调

整时间 ts≤3s；超调量 bp≤0.5%；相位裕度≥70毅。根
据上述指标采用根轨迹参数设计方法进行该转速点

PI控制器的控制参数设计，系统校正前后的单位阶

跃响应曲线如图 3 所示。系统校正前调整时间为

2.11 s，超调量为 3.8%，相位裕度为无穷大，校正后调

整时间为 2.55 s，超调量为 0，相位裕度为 99.9毅，满足
性能指标要求。

若采用 G（s）= N（s）
Wfm（s）= Ke

1+Tes
模型结构，在相同

转速点对发动机非线性模型进行黑箱辨识，得到该转

速点对应的线性模型为 G（s）= N（s）
Wfm（s）= 0.0031

1+0.5437s ，

拟合度为 93.25%。以该 1阶传递函数为被控对象，采

用零极点对消法设计 PI控制器的控制参数，系统校

正后调整时间为 4.04 s，超调量为 0，相位裕度为

87.08毅，不满足性能指标要求。
对根轨迹法和零极点对消法所设计 PI控制器控

制参数的控制品质进行比较，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

知，根轨迹参数设计方法所设计控制参数的控制品质

达到系统性能指标要求，且优于零极点对消法。

4 总结

本文对根轨迹法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回

路 PI控制器参数设计进行了研究，开发出适用于该

PI控制器的根轨迹参数设计方法。将该方法用于某

双轴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回路 PI控制器中进行参数

设计，并通过仿真试验对比了采用根轨迹法和零极点

对消法所设计 PI控制器参数的控制品质。从对比结

果发现，根轨迹法所设计参数的控制品质达到数控系

统性能指标要求，且优于零极点对消法，此外，该方法

以系统性能指标为设计目标，且不受被控对象线性化

模型传递函数阶次的约束，可见根轨迹法用于航空发

动机燃油控制回路 PI控制器参数设计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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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回路故障检测方法研究

贾盼盼，刘 冬，王振华
（中航工业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航空发动机伺服回路复杂，其工作可靠性和故障容错性对于发动机安全至关重要，因此研究伺服回路的故障检测技术

十分必要。提出 1种基于模型监控的快速伺服回路故障检测方法，根据伺服回路物理机构从电气到机械进行故障的逐级检测，通过

比较器的设计实现回路故障的快速判断。与试验结果对比表明：该方法能够准确检测系统故障，并且缩短了系统判故时间，简化了

伺服机构建模和软件代码实现。为数控系统快速检测故障提供了高效的技术手段，具有一定的通用性。

关键词：伺服回路；故障检测；模型监控；数控系统；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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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for Fault Diagnosis Method of Servo Loop
JIA Pan-pan, LIU Dong, WANG Zhen-hua

渊AVIC Aviation Motor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 Wuxi Jiangsu 214063, China冤
Abstract: Actuator loop of aeroengine is complex, its reliability and fault-tolerant control is important to the safety of aeroengine.

Therefore, 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research for fault diagnosis of actuator loop. A quick model-based monitoring actuator loop fault diagnosis
method was put forward. Fault diagnosis were started from physical actuator to digital electronic system one by one, system faults were
quickly judged by comparator of actuator loop.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 of test, the method can detect fault more exactly and faster than
traditional method and simplifies the model of actuator loop and software code. The method is universal and provides an efficient
technological means for quick fault diagnosis of digital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

Key words: servo loop; fault diagnosis; model monitoring; digital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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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故障检测与诊断技术是指对系统异常状态的预

测、检测、原因的识别的各种技术的总称，是 1项建立

在机械工程、测试技术、信号处理、计算机应用技术、人

工智能等众多理论基础上的新兴综合性科学技术[1-3]。

国内外对发动机故障诊断和传感器解析余度技术已

进行了大量研究[4-7]，但对航空发动机至关重要的伺服

回路的故障诊断研究报道很少。蒋平国等研究了航空

发动机数控系统执行机构回路故障诊断和容错控制

方法[8-9]，对今后的执行机构故障检测方法具有指导意

义，但是其故障检测的时间并没有大幅减少。

相比于采用位置给定值与反馈值进行故障判断

的传统工程方法，本文提出 1种基于模型监控的快速

伺服回路故障检测方法，根据伺服回路物理机构从电

气到机械进行故障的逐级检测，通过比较器的设计，

实现回路故障的快速判断。该故障检测的方法对发动

机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检测性有重要意义，可降低维

护检测的时间，提升检测的效率。

1 模型监控的故障检测方法

1.1 伺服回路模型的提取

传统的伺服回路建模方法需要对伺服机构内各

环节进行数学建模和参数辨识（如图 1所示），结合数

控系统控制环节形成综合的伺服回路模型[5]，受限于

工程应用中各参数的获取，其建模准确性受限于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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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加工等因素。本文的伺服回路数学模型是根据真

实物理数据拟合出的数学模型，结合伺服回路特性辨

识的方法建立的数学模型，综合得出的符合真实需求

的数学模型[10-15]（如图 2所示）。这种数据辨识和伺服

回路特性辨识相结合的方法在工程应用上接近真实

系统，又可以避免各零件

加工制造引起的误差，完

全满足工程应用需求。

1.2 故障检测方法

传统的工程应用故障

检测方法直接使用伺服位

置给定与反馈作为判故数

据源进行伺服回路故障检

测，其基本原理如图 3所示。该方法的判故原理简单，

易实现，但在动态控制过程中伺服给定与反馈偏离，

为防止误报故障情况，需延长故障检测判故时间，放大

判故阈值，从而影响故障检测的实时性和准确性。

本文采用基于执行机构数学模型的伺服回路故

障检测方法，其执行机构控制回路故障检测原理如

图 4所示。利用伺服回路模型的预估反馈值与真实

反馈值作为判故数据源进行回路故障检测，从而实

现动态控制过程中执行机构模型的位置计算值比

执行机构位置给定值更接近实际执行机构位置反

馈值，使得选取的判故阈值大大降低，提高了判故

的准确性，减少了误报故障。以上 2 种方法在应用

中的对比如图 5所示。

根据伺服执行机构控制方式，对其工作所涉及

的电气、电液转换、液压执行机构等环节的故障情

况进行快速检测。模型监控判故主要包含以下 2类

故障检测回路。

1.2.1 外环给定位置模型故障检测

1.2.1.1 外环给定位置故障检测

外环给定位置故障检测以伺服回路模型输出和伺

服回路真实回采为判故数据源，检测回路构成如图 4

所示。其中，根据真实的物理数据拟合出的数学模型与

伺服回路特性辨识的方法建立符合真实需求的数学模

型，综合得出伺服回路模

型。采用 1阶惯性环节作为

伺服回路模型。采用数据辨

识方法可接近真实系统的

特性，还可避免由于加工制

造导致的模型不准确。

采用如下方法设计比较器：若 LM与 L fd的差值大

于给定的阈值，确认判故时间后，判为故障。逻辑如下

|LM-L fd|>驻1∩verify:200 ms （1）

式中：LM为通过伺服回路模型的位移值；L fd为回采真

实位移值。

1.2.1.2 快速诊断的外环给定位置故障检测方法

快速诊断故障检测的方法适用于反馈缓慢变化

故障。

采用如下方法设计比较器：在模型值与反馈值的差

超出阈值且 LM_S与 L fd的差与上一周期的 LM_S与 L fd的

差的差值为正，确认判故时间后，判为故障。逻辑如下

|LM-L fd|>驻2∩（|Ldem-Lfd|-|Ldem-L fd|pre>驻3∩verify:50 ms （2）

式中：LM为模型值；L fd为反馈值。

该故障检测方法通过误差（模型值与反馈值的

差）阈值范围避免虚警和误报。

1.2.2 内环给定位置模型故障检测

内环执行机构位移距离与外环回路相比更短，因

此，在同一电流量纲范围内，对其故障检测响应快。按

控制类型可将故障分为电流输出故障检测、电液伺服

阀阀芯位移故障检测和分油活门故障检测 3类。

（1）电流输出故障检测。电流输出故障检测以控

制电流模型输出和电流回采为判故数据源，检测回路

图 1 传统的伺服回路模型

C（s） K*s2+2*棕2*着2*s+棕22
s2+2*棕1*着1*s+棕12 e-ts 撞 G（s）up

low

乙 1
2

GAIN e-ts

图 2 符合真实需求的综合

伺服回路模型

图 3 主燃油回路判故原理

图 4 伺服回路判故

图 5 2种方法比较

图 6 电流回路判故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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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6所示。其中，通过电流输出和电流回采数据进

行电流模型辨识，根据实际电流回采经 RC滤波器的

电气特性，采用 1阶惯性环节作为电流模型。

采用如下方法设计比较器：Imdl与 Ifd的差值大于

给定的阈值，确认判故时间后，判为故障。逻辑如下

|Imdl-Ifd|驻4∩verify:30 ms （3）

式中：Imdl为通过模型的电流值；Ifd为回采电流值。

（2）电液伺服阀阀芯位移故障检测。电液伺服阀

阀芯位移故障检测视以控制阀芯模型输出和阀芯回

采为判故数据源，检测回路构成如图 7所示。其中，阀

芯模型通过电流输入和阀芯输出的位移数据进行阀

芯模型模型辨识，根据实

际电液伺服阀阀芯的工作

特性，采用 1阶惯性环节

作为阀芯模型。

采用如下方法设计比较器：LMdl与 Lwfv的差值大

于给定的阈值，确认判故时间后，判为故障。逻辑如下

|LMdl-Lwfv|>驻5∩verify:30 ms （4）

式中：LMdl为通过模型的位移值；Lwfv为回采真实位移

值。

芯位移判故时间很短，可以迅速且有效地检测出

故障。因此，电液伺服阀阀芯位移故障检测方法是必

不可少的伺服回路故障检测方法。

（3）分油活门故障检测。喷口回路由内环分油活

门回路和外环大油腔填充回路构成，由于外环大油腔

回路流量大，作动时间长，所以对外环回路监控无意

义。喷口回路应采用分油活门的模型进行故障诊断，

以分油活门的位置给定作为监控的分油活门输入，以

分油活门的位置输出作为监控的分油活门输出，依据

输入输出建立分油活门

模型，其原理如图 8 所

示，这种方法能缩短判故

时间。

采用如下方法设计比较器：LM与 L fd的差值大于

给定的阈值，确认判故时间后，判为故障。逻辑如下

|Lm-L fd|驻6∩verify:50 ms （5）

式中：Lm为通过伺服回路模型的位移值；L fd为回采真

实位移值。

依据斜坡跟踪过程中给定值与执行机构运行时

产生的最大误差值确定故障诊断阈值，延迟确认时间

一般为执行机构采样周期的 50倍。

2 试验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各种故障检测方法，在半物理试验

条件下，对某型发动机的伺服回路故障检测进行测试

与验证。

2.1 导叶电流回路故障检测情况

为了验证电流伺服回路判故方法的有效性，本文

分析了电流模型判故情况。电流模型输出跟踪情况如

图 9所示。从图中可见，电流的模型输出值与电流反

馈值跟踪良好，说明模型精确度高。电流模型判故如

图 10所示，分析对比了给定值故障检测与模型故障

检测 2种故障检测方法。从图中可见，模型检测故障

的方法未判断故障，而给定值判故方法判断了故障，

这与真实情况不符，属于误判，说明模型故障检测的

方法可以真实地检测故障。

2.2 主燃油阀芯伺服回路故障检测情况

为了验证阀芯伺服回路判故方法的有效性，本文

分析了阀芯位置卡死的情况。主燃油回路阀芯判故如

图 11所示。从图中可见，

阀芯故障检测方法迅速且

有效的判断出了故障，故

障阈值是 500 bit，延迟确

认时间是 30 ms。

2.3 喷口分油活门回路故障检测情况

为了验证分油活门回路判故方法的有效性，本文

分析了伺服回路电液伺服阀卡死的情况。分油活门模

型输出跟踪情况如图 12所示。从图中可见，数据辨识

出的模型是准确的。在电液伺服阀卡死的情况下，分

油活门会迅速打到一端，此时外环给定位置判故方法

迅速诊断出故障（如图 13 所示），故障阈值是 200

bit，延迟确认时间是 50 ms。

2.4 与其他模型监控伺服回路故障检测方法比较

上述故障检测结果与其他模型故障检测结果的

比较见表 1。从表中可见，与其他模型故障检测方法

图 7 阀芯回路判故原理

图 8 分油活门回路判故原理

图 11 主燃油回路阀芯判故

图 9 电流模型输出跟踪 图 10 电流模型判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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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本文研究的方法判故时间缩短近 25%；且内环

回路故障检测方法比外环故障检测方法判故迅速。

3 结论

（1）与传统的故障检测方法相比，本文研究的基

于数学模型的伺服回路故障诊断方法判故时间短，

且内环回路故障检测方法比外环故障检测方法判

故迅速。

（2）本方法适用于数字电子控制系统各执行机构

控制回路，具备一定的通用性，只需根据需要修改一

定的参数即可应用到其他发动机上。

（3）该方法降低了误判概率。

（4）软件实现方便、实时性强、实施效果好，对发

动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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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方法

其他模型故障检测

外环模型故障检测

快速故障诊断

阀芯故障检测

电流故障检测

分油活门故障检测

主燃油回路

（阈值 bit/时间 ms）

20/150

200/200

200/50

100/30

100/30

—

喷口回路

（阈值 bit/时间 ms）

200/400

200/200

200/50

100/30

100/30

200/50

表 1 模型判故比较结果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

判故标志
真空输出值
模型输出值
给定值

2.944 2.948 2.952 2.956
×104t/s

图 13 喷口回路阀芯判故图 12 分油活门模型输出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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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涡喷发动机故障分析及控制系统改进

陶德桂，王成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 92419部队，辽宁兴城 125106）

摘要：针对小型高速无人机配装的小型涡喷发动机发生的空中停车故障，以发动机转速异常为顶层事件，以导致顶层事件发

生的全部可能性为基本事件建立故障树，结合发动机控制原理及对遥测数据进行仔细分析，确认发动机转速采集信道出现问题导

致发动机控制系统进入边界控制，而边界条件设置不合理导致发动机工作在超速超温状态，最终失效。通过采取增加转速采集备份

信道、改进 ECU控制保护算法、修改 ECU档位油门限幅等措施有效地排除了此类故障，提高了发动机工作的可靠性。

关键词：小型涡喷发动机；小型高速无人机；转速传感器；发动机控制单元；故障树；冗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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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 Analysis and Control System Improvement of Small Turbojet Engine
TAO De-gui, WANG Cheng-jun

渊Unit 92419 of PLA, Xingcheng Liaoning 125106,China冤
Abstract: For small turbojet engine shutdown failure in flight of small high-speed unmanned air vehicle, a fault tree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abnormal engine speed as the top event, taking all the possibilities which caused the top event as the basic event. The
telemetry data were carefully analyzed with the principle of engine control. Acquisition channel of engine speed caused a trouble, it may
lead t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to the boundary control problem. However, unreasonable boundary condition made engine work under the
over speed and over temperature state, eventually lead to the failure. Increasing backup channel of engine speed acquisition, improving the
ECU control protection algorithm and modifying the ECU limitation of gear throttle can resolve this failure effectively, and can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engine.

Key words: small turbojet engine; small high-speed unmanned air vehicle; rotation speed sensor; engine control unit(ECU); fault
tree; redund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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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产某新型小型高速无人机配装单发小型涡喷

发动机[1]，使用清洁度为 GJB420A的 5级或以上国产

RP-3航空煤油为燃料，其最大推力可达 1.37kN，起

飞质量最大可达 300 kg，飞行速度最大可达 220 m/s，

飞行高度范围为 50~7000 m，具有遥控、2维程控、3

维程控和自动飞行等多种模态，研制完成至今已累计

飞行近百架次，覆盖整个设计高度，发动机一直工作

正常。但首次在海平面上飞行时发生了停车故障，导

致无人机坠海。

本文针对故障现象及遥测数据进行分析，依据发

动机控制原理建立故障树 [2-3]，最终确认该型发动机

在控制系统方面存在安全隐患，需对其进行改进和

完善。

1 故障现象描述

2014年下半年，在某临海发射试验场进行了新

型高速无人机首次海上飞行试验，试验以失败告终。

在事后排故中，结合试验现场故障现象及事后遥测数

据分析，准确复现了无人机的整个飞行过程：无人机

正常起飞后，按任务要求以 5 档档位进行爬升，

1 min32 s 后当靶机爬升至高度为 1465 m、速度为

120 m/s时，发动机转速在 1 s内由 46200 r/min迅速

mailto:taodg@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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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为 0 r/min，持续 1 s后，又在 51～9190 r/min 转速

范围内变化了 2 s，而后降为 0 r/min，直至坠海；在发

动机转速变化过程中，发动机油门由 60.6%逐步升为

93.3%；发动机排气温度在 20 s内由正常值 610 ℃均

匀升至 815 ℃，之后迅速窜升，直至超过温度传感器

量程(1000 ℃)；在此过程中，靶机飞行高度和速度均

继续增加，直至发动机排气温度[4-5]超过 1000 ℃时，

靶机速度和发动机滑油压力同时降低。3 min17 s后

无人机姿态失稳，自动执行保护开伞，5 min14 s后机

上遥测信号消失，无人机落水。无人机故障前后发动

机参数及空速变化曲线分别如图 1、2所示。

2 发动机控制系统工作原理

该小型涡喷发动机控制系统[6]由发动机控制单元

(ECU)、供油系统、转速传感器及相关线缆组成，工作

原理如图 3所示。

从图中可见，通过 ECU接收飞控器档位控制指

令，并采集发动机当前转速值判断发动机当前转速是

否处于预定范围，若采集的转速值低于或高于预定转

速范围，由 ECU通过增加或减小油门的方式控制供

油系统对发动机的供油量，使发动机转速达到预定转

速范围，最终通过闭环控制实现发动机转速相对稳

定。同时，通过 ECU采集发动机工作的滑油温度、滑

油压力、排气温度和油泵电流等参数，作为监测量传

给飞控器。

根据发动机工作特性和速度要求，发动机共设有

多个工作档位，其中 1～4档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使

用；5档为经济转速档，耗油率最低，飞行速度可达

160～180 m/s，巡航时使用此档位；6档一般在任务段

高速飞行和爬升时使用，平飞速度可达 200～220

m/s；还可根据需要增设其他档位。发动机工作档位与

转速、油门限定范围对应关系见表 1。

该无人机的发动机采用型号为 350GRP105磁电

式转速传感器测量转速[7-8]，转速传感器固定在发动机

壳体上，与压气机转子叶片外缘相距 1 mm±0.5 mm，

通过 3芯线缆与外部接插件(+5V电源和地线及输出

信号线)相连，当发动机工作时，由 ECU 提供给转速

传感器 +5V电源。压气机转子共有 13片叶片，转子

的每片叶片通过传感器每次输出 1个方波脉冲信号，

该信号通过线缆传送到 ECU内部经滤波 /隔离处理

后，由 CPU进行计数和均值滤波运算，每 100 ms采

集 1次转速值，取连续 10次转速均值作为发动机的

当前转速值。发动机工作转速范围为 0~51000 r/min，

转速传感器的响应频率为 0~15 kHz，最大可测量转

速值为 15000/13×60 = 69230 r/min，满足发动机转

速测量要求。发动机转速信号流程如图 4所示。

3 故障定位

分析图 1、2的曲线可知，当发动机转速突变为

0 r/min后，无人机的空速并未下降，而是继续增加，

这说明发动机并未真正停车；相反，在此过程中按照

发动机转速预定控制策略，ECU在侦测到转速低于 5

档转速范围（44500~46500 r/min）后，自动调整发动机

油门至限定范围最高值 93.3%，发动机推力增大，相

应地无人机的空速增加，发动机的排气温度升高，这

说明此时发动机的转速测量通道出现问题。按照该架

无人机以前的飞行记录推算，当其在 93.3%的油门工

图 1 发动机转速、尾温及滑油

压力变化相对曲线

图 2 发动机转速、油门及空速

变化相对曲线

图 3 发动机控制系统工作原理

档位

1档

2档

3档

4档

5档

6档

转速范围 /(r/min)

29500～31500

33000～36000

37000～40000

41000～43000

44500～46500

47500～48500

油门限定范围 /%

1.2～51.8

1.2～68.8

1.2～81.8

1.2～89.8

1.2～93.3

1.2～93.3

表 1 发动机工作档位与转速、油门限定范围对应关系

图 4 发动机转速信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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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发动机转速可达 51516 r/min，已超出发动机最

大转速（51000 r/min），在此转速下，发动机工作 16 s

后，超温到最高容许温度（860 ℃）以上，最终导致发

动机无法正常工作而停车。发动机停车后，滑油压力

及无人机空速降低，与实际情况相符。

由此可见，导致发动机在超速超温状态下工作最

终停车的直接原因是发动机转速信号测量通道出现

问题，这与发动机在控制策略上未采取比较安全的保

护性措施也有关系。

为了进一步确定发动机转速信号测量通道故障

位置，对发动机转速测量、传递及采集等过程进行分

析，以发动机转速异常为顶层事件，分析顶层事件发

生的全部可能性基本事件，建立故障树[9-10]，如图 5所

示。对故障树提供的基本事件逐一分析。

3.1 软件异常

如果 ECU软件出现诸如死机、跑飞等问题，可能

会引发转速采集异常[11]。

由故障发生前后发动机参数的变化可知，在发动

机转速突变为 0 r/min的过程中，ECU调整了发动机

油门至 93.3%，符合发动机转速预定控制策略，且发

动机的其它参数诸如滑油温度、滑油压力、排气温度、

油泵电流等数据采集连续可信，证明 ECU软件工作

正常[12]。

3.2 硬件异常

ECU硬件电路芯片及元器件已按照项目元器件

筛选大纲进行了 2次筛选。在装机前按照环境应力筛

选和环境适应性要求进行了环境试验，并在装机后通

过了整机试车检验和拷机检验。如果 ECU硬件电路

（比如信号隔离器件）发生故障或者失效，一般具有不

可恢复性，与故障后转速短时出现失真数值的现象不

符(根据尾温及油门等数据分析，此时发动机转速约

为 47500 r/min，判断记录数值失真，没有反映真实转

速，由信号不稳定导致)。因此，可以排除 ECU硬件异

常的可能性。

3.3 连接线缆异常

线缆断路、接头虚焊及接插件松动等异常，会导

致转速信号中断或者不稳定，与故障后转速短时出现

失真数值的现象相符，在后续的故障复现试验中也通

过试验复现了该现象。因此，存在连接线缆异常的可

能性。

3.4 转速传感器安装松动

转速传感器通过 M8×1的螺纹安装在发动机安

装板上，采用双面螺母锁紧，并涂螺纹胶防松；安装板

通过 3个 M4螺钉固定在发动机机体上，并采用防松

耳片进行机械防松。类似的设计在机械行业广泛应

用，比较可靠，故可以排除传感器安装松动情况。转速

传感器的安装结构如图 6所示。

3.5 转速传感器探头损坏

转速传感器安装位置不合理，会出现传感器探头

与发动机叶片发生碰擦的情况，可能会造成传感器损

坏，导致故障发生。按照传感器技术指标规定，传感器

检测距离应 <2 mm，传感器安装位置与发动机叶片外

径的距离为 1 mm±0.5 mm。发动机经过出厂试车检

验及外场飞行，进场后在技术准备过程中发动机系统

未拆卸过，且试车调试和发射前开车均正常，可以排

除安装不到位造成碰擦的情况。

发生碰擦或因其它原因造成的损坏具有不可恢

复性，与故障后转速短时出现失真数值的现象不符。

因此，可以排除传感器探头损坏的可能性。

3.6 转速传感器内部故障

该型转速传感器大量应用在其它型号的无人机

上，产品质量稳定可靠，且在装机前经过了严格的测

试和验证，理论上不应出现故障，但不能绝对排除个

体异常现象。

在后来对另外 2架无人机的转速传感器及备件

进行检查时，发现其中备用转速传感器无法正常工

图 5 发动机转速采集异常故障树

图 6 转速传感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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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发动机吹气运转时转速输出为 0 r/min，更换转速

传感器后工作正常。经检查，发现传感器外观无碰擦

现象、线缆完好、插头焊接无虚焊，初步判断为传感器

内部故障。

由于坠海的无人机未打捞上岸，无法对当事传感

器进行有效的测试分析，故不能排除转速传感器内部

发生故障情况。

3.7 +5V电源异常故障

转速传感器必须在 +5 V电源下才能正常工作，

该电源由 ECU 提供，与 CPU 共用同一电源，通过前

述分析，ECU软件运行正常，可推断 CPU的电源供应

也正常，排除 +5 V电源异常的可能性。

3.8 故障定位

综上所述，导致发动机转速异常的原因可能是连

接线缆异常及转速传感器内部故障。

4 改进措施

针对故障现象暴露出的问题，经充分讨论，决定除

加强对安装部件的检测外，另外采取如下 4项措施：

（1）增加 1路独立的发动机转速采集信道。本发

动机在设计之初就预留有安装 2只转速传感器的位

置(图 6)，在实际使用中也确实安装了 2只转速传感

器，只是在本型号无人机中另一只转速传感器闲置未

加以利用，可利用这只转速传感器组成双备份转速采

集信道。由于 2只转速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已经确定，

其与压气机[13-14]转子轴线的夹角不是转子相邻叶片夹

角的整数倍，所以其输出信号存在相位差，不能简单

地进行互补叠加，必须增加 1路独立的转速采集信道

由 CPU引脚对转速信号进行捕获计数（图 4），提高

硬件的冗余度[15]。相应地，在发动机控制软件中需要

对这 2路互为备份的转速信号进行采集、运算、比对

和判断，提高转速信号采集的准确性和可靠度。当 2

路信道采集到的转速值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时，可认

为该转速采样值准确可信；如果相差较大，则应结合

尾温值判断哪个转速值更可信，从而利用该值进行发

动机转速控制。

（2）采取控制保护措施，增加 ECU控制保护判断

条件。该型发动机工作时靠 ECU控制，启动后的怠速

转速为 26500~28600 r/min，之后通过串口接收飞控

指令来控制发动机的转速。飞控指令通过 1～6档来

控制发动机运行在事先设定好的不同转速下以得到

不同的推力（表 1）。如果发动机正常运行时其采样到

的发动机转速低于怠速转速或者高于最高档位转速，

则可认为转速采集通道出现异常，考虑到留有一定的

余量，故设置判断条件为当转速＜20000 r/min或转

速＞51000 r/min时，认为转速采集通道出现异常，此

时 ECU关闭闭环程序控制逻辑，禁止采样值与预设

值的比较，保持当前油门值不变，这样可以有效防止

转速失效之后油门值飙升导致发动机“超限”运行。

针对第 2项改进措施，验证试验情况如下：用信

号发生器模拟转速传感器输出，当模拟转速升高到

35000 r/min 时，发送 3 档指令，油门开始缓慢上升，

在油门上升过程中，断开信号发生器的输出，之后转

速降低到 20000 r/m以下时，油门立即停止上升，最

终停止在 34%，其试验记录结果如图 7所示。

（3）增加超温超转保

护措施。该型发动机的正

常工作温度≤820 ℃，在

冲速度时≤860 ℃。当

ECU采集到的温度＞900

℃时，如果转速＞48500

r/min，可认为此时发动机

处于超温超转的不正常

工作状态，可采取切断油

路降转降温的措施。该型发动机的 ECU 通过控制

MOS管 IRFZ48N的工作区来控制油泵供电回路的通

断，通过 PWM波的形式控制伺服阀电流调节发动机

转速。具体措施即通过 CPU的 GPIO口控制 MOS管

截止断开油泵供电回路。

（4）修改 ECU档位油门限幅。从表 1中可见，原

先设定的档位所对应的油门限定范围较宽，导致档位

所对应的转速范围也较宽，为了使档位油门限幅更趋

档位

1档

2档

3档

4档

5档

6档

油门限定范围 /%

1～30

1～50

20～60

35～70

40～80

60～85

表 2 调整后发动机工作档位

与油门限定范围对应关系

图 7 修改程序后试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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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合理、精确，使 ECU在进行转速闭环程序逻辑控制

时转速变化范围限定在 1个相对较小的区间，对另外

几架无人机的发动机进行了开车标定试验，获取每台

发动机档位转速与油门对应关系，根据试验值对档位

油门限幅进行优化处理，使其更加合理。修改后的档

位油门限幅值见表 2。

5 结束语

按照上述 4项改进措施，对 ECU程序进行了修

改并进行了内部测试和验证后，将程序固化到 ECU

中，模拟外场试验数据分别进行试验，证明了改进措

施正确有效。

修改后的程序可以有效防止转速失效后油门值

飙升导致发动机“超限”运行的故障发生。将修改程序

后的 ECU安装到无人机上，反复进行静态拷机测试

及飞发联调试车，并模拟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发动

机工作正常。

在此后的多架无人机飞行试验中，未再发生此类

发动机空中停车的故障，验证了改进措施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大大增加了发动机的容错保护能力，有效避

免了同类故障再次发生。

参考文献：

[1] 祝小平.无人机设计手册[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7：219-234.

ZHU Xiaoping.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design manual [M].Beijing：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2007：219-234.(in Chinese)

[2] 董海鹏，高延滨，毛奔.基于故障树与案例相结合的故障诊断方法[J].

应用科技，2010，37（11）：60-64.

DONG Haipeng，GAO Yanbin，MAO Ben. A fault diagnosis method

combining fault tree and case analysis [J].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

nology，2010，37（11）：60-64.(in Chinese)

[3] 邱楚楚，盖强，马野.基于故障树的无人机发动机点火系统维修性建

模[J]. 应用科技，2011，38（8）：5-8.

QIU Chuchu，GAI Qiang，MA Ye. Maintainability modeling of UAV

engine ignition by fault tree [J].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38（8）：5-8.(in Chinese)

[4] 杨志民，孙永飞，赵煜，等.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出口温度场双向测量

方法[J].航空发动机，2010，36（1）：42-44.

YANG Zhimin，SUN Yongfei，ZHAO Yu,et al. Bi-directional measure-

ment method of combustor outlet temperature field for aeroengine [J].

Aeroengine，2010，36（1）：42-44.(in Chinese)

[5] 苏金友，袁世辉，赵涌,等.某改型温度测量探针结构气动特性试验

与数值分析[J].航空发动机，2015，41（1）：80-84.

SU Jinyou，YUAN Shihui，ZHAO Yong，et al. Experiment and numeri-

cal simulation of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improved temperature

probe[J]. Aeroengine，2015，41（1）：80-84.(in Chinese)

[6] 周乃君，李艳丽，杨南，等.发动机通用电控单元(UECU)的研发与试

验[J]. 内燃机，2010，148（5）：35-38.

ZHOU Naijun，LI Yanli，YANG Nan，et al.Development and study on

universal electronic control unit for engines[J].Internal Combustion En-

gines，2010，148（5）：35-38.(in Chinese)

[7] 黄宛宁，张来宇，王保成.Rotax发动机转速传感器设计研究[J].电子

测量技术，2012，35（4）：105-109.

HUANG Wangning，ZHANG Laiyu，WANG Baocheng. Research of rev

sensor of Rotax aviation engine[J]. Electronic Measurement Technology，

2012，35（4）：105-109.(in Chinese)

[8] 贾淑芝，李军.某型航空发动机转速信号故障分析[J].航空发动机，

2008，34（2）：46-47.

JIA Shuzhi，LI Jun.Failure analysis of speed signals for an aeroengine

[J]Aeroengine，2008，34（2）：46-47.(in Chinese)

[9] 阳再清，欧阳中辉，吕晓林.某小型涡喷发动机空中停车故障分析[J].

兵工自动化，2013，32（10）：88-90.

YANG Zaiqing，OUYANG Zhonghui，LYU Xiaolin.Failure analysis of a

small turbo-jet engine power off during flight [J]. Ordnance Industry

Automation，2013，32（10）：88-90.(in Chinese)

[10] 肖强 . 某型航空发动机空中降转故障分析 [J]. 航空发动机，

2011，37（6）：26-27.

XIAO Qiang.Analysis of in flight speed drop failure aeroengine [J].

Aeroengine，2011，37（6）：26-27.(in Chinese)

[11] 王旭峰. 小型航空发动机数字电子控制器设计技术研究[D]. 西安：

西北工业大学，2007.

WNAG Xufeng. Research of digital electronic controller design tech-

nology for small aero engine [D]. Xi’an：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2007.

[12] 杨欣毅，史佩，刘海峰，等. 新型小涡轮喷气发动机数控系统仿真

实验台[J]. 实验技术与管理，2009，26（1）：56-58.

YANG Xinyi，SHI Pei，LIU Haifeng，et al. A new digital control sys-

tem simulation test bed for small turbojet engine [J]. Experimental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2009，26（1）：56-58.(in Chinese)

[13] 杨帆，赵普扬，葛长闯. 无螺栓高压压气机转子结构分析[J]. 航空

发动机，2012，38（3）：42-45.

YANG Fan，ZHAO Puyang，GE Changchuang. Structure analysis of no

bolted high pressure compressor rotor [J]. Aeroengine，2012，38（3）：

42-45.(in Chinese)

[14] 李孝堂，崔英俊. 基于设计体系的高性能多级压气机综合设计技

术[J]. 航空发动机，2013，39（4）：5-8.

LI Xiaotang, CUI Yingjun. Integrated design technique of high perfor-

mance multistage compressors based on design system[J]. Aeroengine，

2013，39（4）：5-8.(in Chinese)

[15] 姜彩虹.航空发动机双余度控制规律设计方法[J].航空动力学报，

2011，26（10）：2364-2370.

JIANG Caihong. Method of dual-redundant control law design for

aeroengine[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2011，26（10）：2364-2370.

(in Chinese)

（编辑：赵明菁）

29



航空发动机燃油系统执行机构故障诊断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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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基于执行机构模型以及发动机逆模型的发动机燃油系统执行机构及其传感器故障诊断方法。基于发动机半物理

仿真试验台试验数据建立执行机构小闭环传递函数模型，通过二次多项式拟合将油针位置转换为燃油流量。提出基于自校正在线

训练神经网络算法建立发动机逆模型，以离线训练网络参数初始化在线系统，基于阈值更新网络参数，并对学习速率进行自校正，

以提高算法的泛化能力及收敛速度。对比执行机构模型输出、发动机逆模型输出与 LVDT传感器测量位移换算得到的燃油流量，基

于阈值判断故障状态。在 T700涡轴发动机半物理仿真试验平台上进行试验，实现了在发动机额定及各种性能退化状态下，执行机

构及其传感器漂移和偏置故障的准确诊断及定位，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燃油系统；执行机构；传感器；故障诊断；自校正 BP网络；数学模型；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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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Diagnosis and Validation for Aeroengine Fuel System Actuator
PAN Yang1, LI Qiu-hong2, JIANG Jie2, LIU Li-ting2

渊1. The 28th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Group Corporation, Najing 210007, China; 2.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冤

Abstract: A fault diagnosis method for engine fuel system actuator and its sensor based on actuator model and the inverse engine
model was studied. The transfer function model of the actuator closed-loop system was built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data of the semi
physical simulation platform, and the position of metering pin was transformed to fuel flow through quadratic polynomials fitting. An online
self-adjustment BP network algorithm was proposed to establish the inverse engine model.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generalization ability and
convergence rate of the algorithm, the online training system was initialized by the parameters gotten from the off -line training, the
parameter was renewed based on the threshold, and the self-adjustment of the algorithm learning-rate was adopted. Compared the difference
from actuator model output, inverse engine model output and the fuel flow by the LVDT sensor transform from the displacement measured,
the fault was diagnosed according to the threshold. Semi physical simulation experimented in T700 engine experimental platform. Results
show the fault diagnosis and location of the actuator and its sensor in nominal engine and various degradation engine, which shows the
validation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Key words: fuel system; actuator; sensor; fault diagnosis; self-adjustment BP network; mathematical model;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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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执行机构是连接航空发动机和控制系统的重要

纽带，它根据控制系统给定的控制指令，驱动实际控

制量变化，进而控制及改变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发动

机执行机构及其传感器发生故障时，将给控制系统提

供错误的信息，从而给飞行器的安全带来隐患，有可

能引发灾难性后果[1]，因此有必要对发动机执行机构

及其传感器的性能进行监测，以便在故障发生时及时

告警。

性能监测通常基于解析余度技术。文献[2]基于双

冗余技术，提出了 1种基于简化模型的传感器故障诊

断方法；文献[3]将主成分分析法引入航空发动机传感

器故障诊断，利用离线模型对故障进行定位；在发动

机执行机构故障诊断方面，文献[4]通过状态估计器获

取航空发动机执行机构特征，用在线监测离线诊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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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设计了执行机构故障诊断系统；文献[5]建立了发

动机执行机构闭环回路数学模型，根据模型输出与传

感器测量值偏差量实现执行机构故障在线诊断；文献

[6]采用 UIO观测器对发动机动态过程中执行机构故

障偏移量进行估计、对故障进行隔离，并通过干扰正

交投影的方法提高诊断系统的鲁棒性；文献[7]以执行

机构驱动量作为系统输入，在白噪声下建立故障模

型，通过对包含故障信息的滤波残差进行分析处理，

实现对执行机构故障的诊断。但在上述执行机构故障

诊断相关研究中并未考虑到执行机构传感器故障的

情况。文献[8]研究了 Kalman滤波器在航空发动机执

行机构及传感器故障诊断中的应用，文献[9]在飞行包

线内，分区建立基于 Takagi-Sugeno模糊理论的发动

机模型，并采用 H^∞观测器实现了执行机构及传感

器故障诊断；文献[10]设计了 1种基于执行机构模型

和发动机逆模型的故障诊断系统。

这些故障诊断方法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存

在局限性，如动态诊断效果欠佳、退化情况不能诊断。

采用在线训练技术能使诊断系统适应发动机复杂多变

的情况。如文献[11-12]提出了 1种在线训练支持向量

回归机算法，并将其用于发动机气路传感器的故障诊

断，取得了良好效果。随着支持向量数量增加，算法实

时性受到影响。而神经网络作为经典的智能映射方法，

一旦隐含层节点数确定，则网络规模确定，不随发动机

工作范围变化，是 1种理想的在线训练诊断工具。

本文在文献[10]开展的执行机构及其传感器故障

诊断的基础上，改进其总体方案，增加了实际物理系

统从油针位置至燃油流量的换算，提出基于在线训练

自校正神经网络算法，建立了发动机逆模型，提高了

诊断系统在包线内的适用性，并在 T700涡轴发动机

半物理仿真试验平台上进行了验证。

1 执行机构故障诊断系统结构

在半物理仿真试验平台中，发动机由模型代替，

控制器和诊断系统植入 NI 公司的嵌入式测控系统

CompactRIO，燃油传感器及执行机构为实物。燃油系

统执行机构输出由 LVDT传感器测量并进行反馈，转

速控制系统计算出油针的期望位置 Lr。执行机构故障

诊断系统结构如图 1所示。图中，执行机构模型映射

从油针期望位置至燃油流量 W f1之间的数量关系；发

动机逆模型根据发动机气路传感器输出对燃油流量

W f2进行预测。故障诊断系统将 LVDT传感器测量到

的位移信号 L0换算为燃油量 W f0。将 W f1与 W f0的偏

差记为 e1，W f2与 W f0的偏差记为 e2。在正常工作情况

下，偏差 e1、e2＜故障阈值 D，系统无故障。

由于执行机构小闭环中存在积分环节，因此不能

依据偏差 e1判断传感器发生故障；但当执行机构发

生故障时，积分环节失去作用，则从 Lr到 L0的映射关

系发生变化，从而可根据 e1判断执行机构是否发生

故障。可以通过 e2来判断传感器的故障。

在施加故障瞬间，执行机构模型及发动机逆模型

与测量值之间的偏差量会出现跳跃情况。为避免误

诊，设定故障判定机制为连续 5个步长偏差量大于故

障阈值时，发出故障告警。

2 执行机构模型

执行机构模型以执行机构油针位置指令为输入，

燃油流量为输出，根据图 1建立其模型。

燃油执行机构油针位置小闭环（图 1中虚线框部

分）由校正环节、DA(数模转换)、电液伺服阀、计量活

门、LVDT传感器、AD(模数转换)模块组成。参考文献

[10]建立 3阶执行机构传递函数。

L0（s）
Lr（s）= （子s+1）

（T1 s+1）（T2 s+1）（T3 s+1）
（1）

式中：子，T1，T2，T3为模型的待定参数；Lr、L0分别为油

针位置小闭环控制回路传递函数的输入、输出变量。

利用 Matlab软件强大的计算功能，针对半物理

试验台实测输入、输出响应数据，通过拟合法对执行

机构模型进行辨识，按照时间常数 Ts =0.02 s离散化

后得到油针位置小闭环传递函数，模型表达式为

L0（z）
Lr（z）= -0.07531z+0.624z-1

1-0.909z-1+0.4578z-2-0.01983z-3 （2）

执行机构模型还包括从油针位置至燃油流量的

图 1 执行机构故障诊断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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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算关系，采取多项式拟合的方式来获得对应关系。

经过尝试发现，当采用 2次多项式对该换算关系进行

拟合时，精度能够满足执行机构建模需求，拟合得到

执行机构模型

W f0=6.284×10-5L0

2
-0.003L0+0.08062 （3）

式中：W f0为燃油量；L0为 LVDT位置。

将式（2）中的传递函数与式（3）中的换算关系结

合，即可得到以 Lr为输入、W f1为输出的执行机构模

型。执行机构模型输出与

半物理试验台实测数据之

间的相对误差的绝对值如

图 2所示。模型平均误差

为 0.19%，最大误差小于

0.86%，具有较高的精度。

3 发动机逆模型

3.1 在线自校正 BP神经网络

采用在线训练方法建立发动机逆模型能使模型

根据发动机工作状态更新模型参数，在发动机的飞行

包线内具有自适应能力。本文提出基于在线自校正神

经网络建立发动机逆模型的方法，保证了模型的精度

和实时性。

设 BP网络[13]输入层节点为 xi，隐含层节点为

oj，输出层节点为 yk，其中 i={1，2，…，L}，j={1，2，…，

M}，k={1，2，…，N}。

对于隐含层

oj=f（netj）

netj=
L

i=1
w1jixi+b1j （4）

对于输出层

yk=g（netk）

netk=
M

k=1
（w2kj*oj）b2k （5）

式中：f（·）为隐含层激发函数；g（·）为输出层激发函
数；w1ji为输入层和隐含层之间的连接权值；b1j为隐含

层偏置；w2kj为隐含层和输出层节点之间的连接权值；

b2k为输出层偏置。

BP网络随机生成网络初始参数，通过梯度下降

法进行搜索，找到 1组最优{W 1jt
*
，W 2kj

*
，b 1j

*
，b 2k

*
}，使得

误差函数 E最小。

定义 BP网络误差函数为

E（w1jt，w2kj，b1j，b2k）=
P

p=1
Ep=

1
2

P

p=1

N

k=1
（ykp-tkp）2 （6）

式中：p 为样本编号；P为样本容量；N为输出层节点
数；ykp和 ykp分别为输出层第 k 个节点对于 p 号样本
的输出值及期望值；Ep 为整个网络对样本 p 的误差
函数。

相比于离线的批量学习，在线学习训练针对单个

训练样本，因此在线学习的误差函数为 Ep
[14]。在线 BP

算法同样采用误差反向传播来更新各层间的连接权

值，调整原则是使误差不断减小，因此权值的调整量

和误差下降的梯度成正比，权值增量计算方法为

驻w1ji=浊啄1jxi

驻w2kj=浊啄2koj （7）

其表达形式为

啄1j=f '（netj）
N

k=1
啄2kw2kj

啄2k=（tk-yk）g'（netk） （8）

式中：浊为学习速率；啄1j 为输入层到隐含层的局部梯

度；啄2k为隐含层到输出层的局部梯度。

在 BP网络中，网络误差较小处，权值调整幅度

较小，需要进行多次计算调整才能减小误差，会导致

网络训练速度缓慢；而在网络误差较大处，误差梯度

也较大、网络参数调节幅度也随之增大，调节过程中

会出现过冲现象，使权值出现震荡，难以收敛[15]。

为了加强在线学习 BP网络的最优网络参数搜

索能力以及训练速度，本文以额定发动机数据对网络

初始权值进行离线训练，确定网络初始权值及隐含层

节点数，使初始网络参数在包线内即具有较好的泛化

能力。引入支持向量机的阈值判别法[16]，当训练阈值＜

网络输出和传感器输出之间偏差＜故障阈值时，通过

梯度下降，更新网络参数，训练过程中采取学习速率

自校正策略。根据当前 BP网络输出值与期望值相对

误差，对学习速率进行调节。当误差较小时，为了加快

网络训练速度适当增大学习速率；当误差较大时，减小

学习速率，加强对最优网络参数的搜索，避免网络参数

震荡以及过冲现象。

在线自校正 BP网络的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Step1：网络初始化。通过离线训练获得初始化

BP网络参数 W 1jt
0
，W 2kj

0
，b1j

0
，b2k

0
以及学习效率 浊0，设置

图 2 执行机构模型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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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权值参数更新阈值 E1，故障阈值 E2，学习效率调

整阈值 E；
Step 2：输出误差计算。基于当前网络计算当前样

本数据对应输出 yk以及与传感器输出之间的误差函
数 Ep，计算出输出误差；

Step 3：阈值判别。若 Ep<E1，则认为当前网络参数

具有足够的精度，转至 Step 6；若 Ep>E2，则认为传感

器发生故障，转至 Step 6；若 E1≤Ep≤E2，则需要更新
网络参数，执行 Step 4；

Step 4：学习速率自校正。若 Ep
n+1

<E軍
n+1

，则 浊n+1=

1.1浊n；若 Ep
n+1

>E軍
n+1

，则 浊n+1=0.9浊n；

Step 5：网络参数更新。根据式（8）计算 啄1j，啄2k，根

据式（7）计算 驻w，并按照如下方式更新权值
wn+1=wn+驻wn （9）

式中：wn为当前网络参数，驻w为网络参数调整量，wn+1

为更新后的网络参数。

返回执行 Step 2；

Step 6：返回当前网络参数及预测输出值。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在线自校正神经网络的学

习优势，在 4组 Benchmark数据集上对算法学习效果

进行对比，设定 2 种算

法单个样本学习完成判

定条件为预测值相对误

差小于 1‰，结果见表

1。设定 2种算法隐含层

节点均为 10，在线神经

网络算法学习速率 浊始
终为 0.5，在线自校正神

经网络中 浊 在 [0.1，0.8]

范围内进行自校正。

从表 1中可见，在达到相同预测精度情况下，相

较于单纯的在线神经网络，本文提出的在线自校正神

经网络算法需要的反向修正计算次数更少，即具有更

快的计算速度和更好的实时性。

3.2 基于在线自校正 BP网络的发动机逆模型

在线自校正 BP网络以 W f0为输出量，以涡轴发

动机传感器测量参数为输入量，包括燃气涡轮转速

Ng、动力涡轮扭矩 Qpt、压气机出口总压 P3、动力涡轮

出口温度 T45、动力涡轮出口压力 P45。为了使逆模型

在发动机动态过程中也具有较好的估计效果，将前一

时刻的 5个传感器数据也加入输入数据，则在线自校

正 BP网络输入节点数 L为 10。

设置隐含层结点数 M为 10，隐含层激励函数选

为 tansig，输出层激励函数选为 logsig，初始学习速率

浊0为 0.3，网络权值参数更新阈值 E1为 0.2%，故障阈

值 E2为 1%，学习效率调整阈值 E为 0.15%，为了保

障在线自校正 BP网络算法的稳定性，限定 浊的范围
为[0.1，0.8]。

在高度 H=0 m、前飞速度 V x=0 m/s工作点、t=10 s

时，将爬升指令 V zr从 0 m/s增加至 6 m/s；在 t=25 s

时，将前飞指令指令 V xr从 0 m/s增加至 10 m/s；在

t=40 s时，将 V zr从 6 m/s减小至 0 m/s，对在线自校正

BP神经网络的发动机逆模型进行测试，仿真结果如

图 3所示。

从图中可见，基于在线自校正 BP网络的发动机

逆模型在直升机动态飞行过程中，模型预测燃油量

W f2很好的吻合了实际燃油量 W f0，其最大相对误差小

于 0.2%，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基于在线自校正 BP网络

逆模型的有效性。

将文献[12]中采用的改进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逆

模型建模方法与本文基于在线自校正 BP网络逆模

型计算时间进行比较，设置支持向量机核函数为

Gaussian核函数，核参数为 v=1，正则化因子 C=215，滑

动窗口长度 L=140，更新支持向量的阈值 E1为 0.2%。

在线支持向量机方法在逆模型初始阶段，计算时间小

于 1 ms，随着时间增加，支持向量数量增长超过滑窗

上限 140之后，计算时间会超过 1 ms；而本文采用的

基于在线自校正 BP网络逆模型建模方法在整个仿

真过程中计算时间均小于 1 ms，表明本方法相比在

线支持向量机，在故障诊断实时性方面具有优势。

4 半物理试验仿真

4.1 半物理试验平台

本文中执行机构及其传感器故障诊断半物理仿

Benchmark

数据集

Stock

Mg

Space_ga

Bank8FM

在线神

经网络

7.1

6.5

8.7

5.7

在线自校正

神经网络

5.3

4.8

6.4

4.1

平均反向修正

计算次数

表 1 Benchmark数据集

学习效果对比

图 3 逆模型跟踪效果及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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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平台包含燃油调节装置、油泵、伺服电机、LVDT传

感器、转速传感器、CompactRIO机箱以及 PXI计算机

等，其结构如图 4所示。

仿真试验基于 LabVIEW软件，CompactRIO 9074

嵌入式硬件平台运行程序包括油针位置小闭环控制

回路、转速闭环控制回路以及包含执行机构模型、发

动机逆模型的故障诊断系统，PXI计算机既是发动机

控制器的状态监视设备，也是涡轴发动机部件级模型

的运行设备。

伺服电机通过按比例缩放后的实际物理转速模

拟 PXI计算机中涡轴发动机模型动力涡轮转速 Np，

并带动燃油调节装置运行。

CompactRIO机箱内，执行机构传递函数模型根

据油针位置指令 Lr计算获得模型燃油量 W f1；发动机

逆模型采集经过接口模拟器模拟的 PXI计算机中模

型传感器参数，经过在线 BP神经网络训练获得预测

燃油量 W f2，按照图 1中的诊断逻辑实现执行机构及

其传感器故障诊断。

4.2 仿真结果

设置仿真试验整个回路周期为 20 ms，由于半物

理试验台噪声幅值约为 0.2%，除极个别点外，执行机

构模型及逆模型误差均小于 0.8%，二者叠加精度约

为 1%，因此本文将故障判定阈值 D为 1%，可以诊断

幅值超过 2%的故障 [10]，而幅值在 1%到 1.5%之间的

偏差，不告警[11-12]，在 1.5%到 2%之间的偏差进行故障

风险提示。

在 H=0 km、V x=0 m/s、V zr=0 m/s工作点，模拟执

行机构故障情况。模拟额定发动机工作状态，如图 5

所示，执行机构偏置 2%故障诊断结果；模拟压气机

效率退化 2%的非额定工作状态，如图 6所示。施加

执行机构每 20 ms漂移 0.0044%故障（漂移时间 10 s）

诊断结果。所有仿真均在 t=10 s时施加故障，t=30 s

时消除故障。

从图 5中可见，执行机构无故障时，执行机构模

型和发动机逆模型与传感器测量值之间的偏差始终

小于故障阈值。执行机构故障施加和消失的瞬间，执

行机构输出 W f0发生突变，而执行机构逆模型需要再

经过 1个仿真步长才能反映这个突变，致使偏差 e2

有瞬间超过故障阈值，但其连续过程不超过 5个步

长，因此不做故障告警。执行机构一旦发生故障，执行

机构模型输出 W f1和测量值 W f0之间的偏差 e1即超

过故障阈值，并停留在故障阈值之外，直至故障消失。

因而可以准确诊断出执行机构故障。由于逆模型采用

在线训练方法，即使压气机效率退化时（图 6），也能

准确对故障进行诊断，验证了在线训练诊断方法良好

的自适应能力。

在 H=1 km、V x=5 m/s、V zr=4 m/s工作点，对执行机

构传感器故障进行验证。模拟动力涡轮流量退化2%，

LVDT传感器 2%偏置故障诊断结果如图 7所示；模拟

额定发动机，LDVT传感器每 20 ms漂移 0.0044%故障

（漂移时间 10 s）诊断结果如图 8所示。

从图 7中可见，传感器偏置故障施加和消失的瞬

间，由于执行机构小闭环控制尚未响应故障调整输入

图 4 半物理仿真试验平台

图 5 H=0 km、Vx=0 m/s、Vzr=0 m/s工作点额定状态执行

机构偏置故障诊断

图 6 H=0 km、Vx=0 m/s、Vzr=0 m/s工作点压气机效率

退化状态执行机构漂移故障诊断

图 7 H=1 km、Vx=5 m/s、Vzr=4 m/s工作点涡轮流量退化

状态 LVDT传感器偏置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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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因而执行机构模型输出和传感器测量值的偏差

也有瞬间超过故障阈值，但持续时间小于 5个步长，

因此不告警。而逆模型输出与传感器测量值之间的偏

差则实时、准确的反映了传感器故障状态，可以对传

感器故障进行准确诊断。从图 8中可见，在渐变的漂

移故障情况下，不会出现瞬间超过故障阈值的情况。

无论发动机退化与否，均能对执行机构传感器故障进

行有效诊断。

在半物理仿真验证中，发动机部件级模型调用、

控制参数计算、故障诊断以及信号采集传输在内的整

个仿真回路运行过程均在 20 ms以内完成，也验证了

本文提出的故障诊断系统的实时性。

5 结论

本文研究了发动机燃油系统执行机构及其传感

器故障诊断方法，得出以下结论：

（1）提出了 1 种基于自校正在线训练神经网络

的发动机逆模型建立方法，提高了模型的适应性和

实时性；

（2）基于执行机构模型以及发动机逆模型，构建

故障诊断系统，并设计了诊断逻辑；

（3）开展了半物理仿真试验验证。结果表明，当故

障引起幅值变化超过 2%时，诊断系统能够对额定或退

化发动机的执行机构及其传感器故障进行有效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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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H=1km、Vx=5m/s、Vzr=4m/s工作点额定状态 LDVT

传感器漂移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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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总线测控系统在 R0110燃气轮机

低排放试验中的应用

陈海清，孙永飞，熊进星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 R0110燃气轮机低排放试验内容的要求，提出了对试验平台的测试与控制系统的设计方案，并详细介绍了该试验平

台测试系统与控制系统的硬件与软件结构和功能的实现，其中通过利用混合总线方式将原测试系统与新测试系统相结合，扩展了

试验器的测试能力。根据试验中多路燃料供给规律的要求，提出燃料供给手动、自动 2种控制方式，进一步提高了试验控制上的智

能性。在自动控制程序设计中，充分考虑了燃料供应的风险，并制定了相应的处理方案，保障了试验的顺利完成，而且提高了该试验

器的智能化水平和整体测控能力。

关键词：混合总线；测控系统；LabVeiw；网络通讯；自动控制；低排放试验；燃气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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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bout Mixed-Bus Measure-Control System in R0110 Low Emission Tests
CHEN Hai-qing, SUN Yong-fei, XIONG Jin-xing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g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To meet the request of R0110 low emission tests, a measure-control project was designed in the test-bed which contains

the structure of hardware, structure of software, and interrelated function. The new measurement system was combined with the original one
by using the technology of mixed-bus, and the ability of the measurement system was expanded for the text-bed. Two kinds of control
method including manual-control method and auto-control method we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of multi-pipe fuel supply,
which enhance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test-bed. Considering the risk of fuel supply, corresponding solution was designed in programming to
guarantee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test. The system was not only reaches the test requirements, but also improves the test-bed intelligence
level and measure-control system integration.

Key words: mixed-bus; measure-control system; Labview; network communication; automatic control; low emission test; gas tur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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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0 引言

传统燃烧室试验器的测控系统主要以 RS232总

线、GPIB总线为主。考虑到安全性，试验采用机械按

钮或上位机组态软件远程控制的方式。随着总线技术

的进步，近些年一些新建试验器采用了 VXI总线、

PXI总线形式搭建测试系统[1-2]，提高了测试的采集速

度和精度。

在已建成的大型试验器上，单一总线形式的测控

系统往往不能满足新型测试任务的需要，而重新对整

个测控系统进行设计、施工、调试、验证，又会耗费大

量的时间和资金。在分析比较了不同总线优势后，根

据不同的测试任务选择不同的总线形式，在此基础上

构建 1个混合总线的测控系统[3]，扩大原系统的测试

能力。

为研究 R0110燃气轮机燃烧室的燃料供给方式

对排放影响规律的影响，在测试系统中选用混合总线

的方式进行搭建，在多路燃料供给的控制方式上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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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和自动 2种控制方式，软件采用 LabView和组态

王进行联合开发，利用 OPC通讯方式将虚拟仪器技

术和 PLC控制技术相结合，实现了复杂的逻辑控制

过程[4-5]。根据试验中可能出现的风险[6-7]，制定了多种

方案进行预防，保障了试验顺利进行。

本文介绍了混合总线测控系统在 R0110燃气轮

机低排放试验中的应用情况。

1 R0110燃气轮机试验测控要求

1.1 试验对测控系统的需求

根据给定的燃烧室进、出口状态参数，录取指定

试验条件下的状态数据，测点参数见表 1。其中 1～21

项为新增测试内容，22项为原系统已有测试内容。

天然气燃料分 3路供应，分别对应不同的燃料喷

嘴。燃料供应方式分为定量供应和按设定规律供应。

其中定量供应可以通过手动对调节阀的控制，逐渐调

节燃料流量大小，不严格限定调节过程的时间长度。

而按规律供应燃料方式需要考虑供应模式、时间、燃

料量、温度、点火动作、火焰状态、压力脉动等因素的影

响，如图 1所示。

现场新增 15个阀门、1 支点火器，采用远程上

位机控制，阀门反馈值、点火状态需要计算机显示

和记录。

1.2 燃料气控制系统难点

由于天然气管路[8]采用单一天然气气源供气，分

为 3路后分别供气，如图 2所示。在燃料动态切换过

程中，手动操作很难实现多路同步切换过程，所以燃

料供应需采用手动和自动 2种控制方式，在软件中需

要设置控制的权限，防止误操作。

根据试验条件下燃料流速计算出流量计安装位置

与燃料入口位置之间的距离产生的滞后时间约为

100～1000 ms。调节阀动态响应时间（阀门从全关位置

到打开 63％位置所需要的时间）为 4000 ms，阀门的死

区和回差指标均为 1.0％。考虑到动态切换过程时间

短，闭环控制方式难以满足实际燃料按规律供应。

R0110燃气轮机低排放试验需要探索天然气供

气的切换规律，在探索过程中要经常对燃料供应规律

进行调整。软件设计时需对多参数（如时间点、时间长

表 1 测试内容 图 1 燃料按规律供应

图 2 室内天然气管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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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流量目标值等）界面化设定，通过参数修改，实现

对规律的调整。

在 R0110燃气轮机试验中需要考察多路燃料在

短时间（10~60 s）内从 1个状态稳定切换到另 1个状

态的过程，自动切换过程中需要加入壁温、出口温度、

火焰状态和压力脉动等因素，对自动执行进行制约。

1.3 试验风险预估

R0110燃气轮机燃烧室试验所用燃料为天然气，

天然气为易燃易爆气体，泄漏可能造成火灾、爆炸，对

设备和人员造成损害。

在对试验设备操作过程中，存在手动操作不当引

起设备超温、试验件损坏等风险；在多路燃料自动供

应时，燃烧室内壁面温度若超过限定值，会造成试验

件损坏；在多路燃料自动供应时，燃烧室内若出现异

常回火现象，会造成燃烧室内部烧蚀现象；在多路燃

料自动供应时，若在阀门联动过程出现逻辑错误，会

造成燃料供应异常，存在试验风险。在试验过程中若

出现振荡燃烧，会干扰燃烧室的燃烧过程，损坏燃烧

室的构件，并使燃烧效率降低[9]。

2 试验平台的原有测控系统介绍

试验平台由气路、水路、加温、燃料气、监控、测控

6大系统组成。其中测试系统需要对试验平台上的参

数（最大测试能力 240路测试通道）进行监控和记录，

参数类型包括温度、压力、流量和角度等，采用 VXI

总线仪器进行采集，硬件采集速度设置为 20次 /s，仪

器模数转换精度达到 0.05％，测试软件采用 LabWin-

dows CVI8.1编程实现，试验数据采用文本文档形式

单次记录。

控制系统中的被控对象主要为现场的阀门和电

机，控制器采用智能控制仪表和变频器。上位机与控

制器的通讯采用串口总线的形式，控制软件采用组态

王编写实现，操作人员通过对软件界面上控件的操

作，实现对控制对象的远程控制。根据 R0110燃气轮

机试验对测试系统的需求，原系统从功能上已无法满

足，所以提出了改进方案。

3 新试验平台测控系统方案介绍

3.1 试验平台测控系统硬件结构

测试系统的硬件由传感器、信号调理仪器、数据

采集仪器和计算机等几部分组成，控制系统由计算

机、控制器、执行机构组成。改造后最大测试能力为

512路模拟信号通道，控制上增加了 3组 PLC控制

器，80路 I/O接口。测控系统整体架构如图 3所示。

燃烧室试验平台在总体结构上分为试验器设备

测点和试验件测点，在试验器设备上的测点一般为固

定测点，这类测点采用 VXI总线仪器进行采集。VXI

总线仪器具有模块化结构、体积小、稳定性高和集成

度高等特点[10]，在采集速度和精度上，具有其他总线

系统无法比拟的优势，但由于 VXI基于现代计算机

不支持的 VME总线，不能随 PC技术同步发展，也不

具有主流软件开发的优势，构建 VXI总线测试系统

造价比较高，并且测试灵活性上不如 LXI总线，一般

适用于新建高端试验器测试系统[11]。

试验件测点一般为灵活、集中式的测点，根据试

验内容的不同，此类测点类型、数量经常变化。这类测

点采用 LXI总线仪器进行采集，LXI总线仪器综合了

VXI总线和 LAN总线的特点，并且 LXI总线仪器搭

建灵活，依靠以太网连接可以构成分布式网络测试系

统，仪器可靠近测点进行信号的模数转换并采集，减

少了信号传输上的误差和干扰；但 LXI总线在通风散

热、电磁兼容等方面的设计比较简单，其通讯依靠以

太网，存在保障数据安全性的潜在问题[12]。

为了探测燃烧室不同状态下的燃烧稳定性，测试

系统加入了 4个压力脉动信号的测点，此类信号采用

PXI总线仪器进行采集，PXI总线仪器的特点与 VXI

总线和 LXI总线的特点比较相似，除此之外 PXI总

线 PXI具有更快的总线传输速率、更小的体积，PXI

总线与 CPCI保持兼容，基于 PCI总线的软硬件均可

应用到 PXI系统，PXI总线的软硬件价格相对便宜，

在高频测量上，可以替代 VXI，为用户提供低成本的

模块仪器解决方案[13]。

燃气分析系统为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燃气分析仪

图 3 测控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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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输出 4～20 mA的标准信号，采用 PLC的 A/D模块

进行采集，经上位机计算后输出结果。由于燃气取样

距离长、燃气仪器测量过程时间长，会造成数据输出

结果相对滞后，在加入测试系统中时，仅与其他系统

进行网络间的数据交换，不考虑同步性问题。在后期

数据分析时，将燃气分析数据与其他实时数据之间的

滞后时间记为约 15 s[14]。

控制系统中被控对象为调节阀、电磁阀和点火

器。控制器选用欧姆龙 PLC和智能控制仪表（SR94）。

其中单组 PLC包括电源、CPU、通讯模块、OC模块、ID

模块、A/D模块和 D/A模块，可以实现开关量控制和

采集，模拟量和数字量之间的转换，PLC与计算机之

间采用网线连接。PLC作为控制器的优势在于可以在

上位机编辑逻辑控制程序，实现复杂的控制过程。智

能仪表安装在执行机构附近，与计算机之间采用

RS485总线连接，实现现场和远程 2种控制方式，方

便操作人员的操作和检查。

3.2 试验平台测控系统软件结构

3.2.1 测试系统软件

软件采用 LabView8.5开发，测试系统设计结构[15-16]

如图 4所示，软件效果如图 5所示。

进行仪器初始化设置要通过 LABVIEW中的“调

用库函数节点 VI”，调用仪器接口的动态链接库，通

过各仪器的设置参数，实现仪器的初始化设置，包括：

通道类型、采集频率、触发方式、滤波方式、通道顺序、

数据单位等。

数据处理是软件的核心内容，利用 LabView中的

簇数组结构建立软件上的虚拟测试通道，每个通道的

信息均体现在簇结构中，处理过程采用队列的方式逐

步对数据进行处理，包括：参数计算、异常判断、异常

处理、数据发布和数据库存储等。为了实现程序的多

功能性，在程序进程上采用多线程的方式[17]，并且充

分利用事件的方式对不同功能做出响应，减小对内存

的占用。

为实现数据发布功能，首先在局域网内部署簇结

构的数组网络共享变量，其中簇结构内包括：序号（整

型）、名称（字符串）、数值（双精度）、有效性（布尔）、报

警提示（布尔）；其次将处理后的通道数据写入网络共

享变量；最后，不同的计算机操作提取所需数据，做进

一步计算、显示和记录等处理。

利用 LabView的显示控件的属性“数据界限”可

设定数据的预警值，当实际数据超过预警值时，利用

控件“闪烁”、“背景色”等属性值的变化来提示，实现

数据报警显示功能。

在云图功能的实现上，利用 LabView 中的“3 维

参数曲面 VI”控件来实现显示 2维平面的数据场图

像，其中 x、y轴用来标注电偶点的坐标位置，z轴表示
测点场数据数值的大小，采用双线性插值法增加数据

场测点间的过渡点，然后将形成的 3维曲面投影到

x－y平面上，形成 2维平面效果。在“3维参数曲面

VI”控件上，通过分段修改颜色属性与数据场数值范

围的对应关系，实现数据场的显示效果。在试验过程

中，通过云图可以观察到

在燃料切换过程中温度场

的高温区位置的变化，便

于试验人员对试验过程的

直观判断，数据场效果如

图 6所示。

在数据计算功能上，把与试验相关的计算公式编

写成通用的 DLL计算文件，利用 LabView中“引用节

点调用 VI”控件引用计算文件。通过软件前面板的下

拉列表，实现对计算公式引用和调用数据的修改

图 4 软件结构及功能

图 5 试验中的界面

℃

图 6 数据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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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fi（x1，x2，x3，…，xj） （1）

这种计算调用的方式，可以减少 LabView程序框

图设计上的复杂程度，使程序可读性更强。当计算的

输入发生改变时，可以避免进入后台修改程序。

通过调用 Database Connectivity数据库工具包中

的组件，实现将软件采集到的数据实时记录到数据库

中[18]，作为连续动态数据的记录，通过数据库的查询

功能，实现连续数据的回放功能，在 LabView中通过

调用 Excel应用程序的属性和方法，实现数据输出报

表功能。

3.2.2 控制系统软件

根据控制难点问题，提出以下解决方案，并在实

际应用中解决上述问题。

（1）程序中加入自动 /手动状态切换按钮，并设

定自动情况下手动输入失效，在手动情况下不执行自

动程序。在切换时，须将前一状态（手动或自动）的阀

门参数赋值给下一状态（自动或手动）的阀门参数，防

止阀门误操作。上位机与 PLC之间的通讯采用 OPC

通讯方式，通过建立 PLC与 PC之间 OPC变量，实现

对阀门开度大小的控制[19-20]。

（2）控制系统采用开环控制方式，通过冷态调试

标定出阀门在单路、双路、3路供气情况下开度与流

量间的函数关系，通过这个函数关系，在自动情况下

自动算出流量对应的阀门开度大小，从而实现对阀门

的控制。控制系统的结构如图 7所示。

（3）为了解决燃料规律控制问题，在编制流量变

化曲线模块时，将燃料切换过程划分 6个时间段，每个

时间段采用定时 For循环，时钟间隔为 50 ms，各时间

段内自动确定本阶段循环次数，每次循环发送 1次阀

门开度的数字信号给 PLC，由 PLC输出模拟信号控制

阀门动作，实现阀门的连续动作，程序如图 8所示。

程序中流量随时间变化的曲线为

Qt
i
=（Qend

i
-Qstart

i
）/（tL

i
/tl）·j+Qstart

i
（2）

式中：Qt
i
为第 i阶段中流量瞬时给定值；Qend

i
为第 i阶

段中流量的目标值；Qstart
i
为第 i阶段中流量的初始值；

tL
i
为第 i阶段中时间长度；tl为时钟的时间间隔；j 为
第 i阶段中的循环次。

在软件中将控制参数（每个时间段长度、目标流

量值、点火时间点、点火时间长度等）通过界面写入全

局变量中。在主程序的控制线程中通过调用修改后控

制参数，实现对燃料供应的规律调整。

（4）控制程序进程上采用多线程方式，对于阀门

反馈超限、壁面温度超温、出口温度超温、火焰状态、

燃气泄流和压力脉动超限等事件，采用独立线程监

听。当有事件发生时，采取相应的处理。

3.3 数据采集仪器同步

数据采集系统同步采集[21]时有 2个要点：多个通

道数据采集的起始时间一致，即同步触发；数据间的

时间间隔一致，即采样时钟同步。

为了保证多个数据采集仪器多个通道间能同步

采集，制定同步采集方案，如图 9所示。

总图解决方案如下：

（1）EX1000TC与 EX2500A之间通过 LXI Trigger

Bus连接；

（2）EX2500A发出 Trigger信号给 EX1000TA进

行同步触发；

（3）EX1000TC与 EX1000TC之间通过 LXI Trig-

图 7 控制系统软件方案

图 8 自动控制线程程序

图 9 系统同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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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报警与处理流程

ger Bus连接；

（4）EX2500A同时发出 TTL信号给压力扫描阀，

进行触发采集；

（5）测试局域网内接入 GPS时钟源，授予时间；

（6）所有数据具有绝对时间戳，供各子系统数据

对齐。

3.4 报警与处理

R0110燃气轮机试验属于探索性试验，试验过程

中存在很多风险因素，例如回火、超温、振荡燃烧等，

所以在试验准备阶段要充分预估可能存在的试验风

险，并制定好相应的处理方案，将方案编辑到测控软

件中，自动处理风险，报警与处理流程如图 10所示。

主要包含以下 6个处理风险的方式：

（1）自动控制下，燃料实时给定值与实际反馈值误

差不超过 3％，超过限定值时报警，并切到手动状态；

（2）试验过程中监控壁面温度测点，当温度超过

限定温度时，可能造成试验件损坏，程序判断超温后

自动切断燃料供给；

（3）自动状态下启动点火器，当时间超过点火时

间设定长度后，火焰探测器未探测到火焰信号，或者

火焰异常熄灭，火焰探测器信号消失，控制调节法开

度，自动降低燃料供应，并将控制方式由自动方式切

到手动方式；

（4）试验中，燃料的成分是天然气，天然气泄漏可

能造成火灾、爆炸，给设备和人员造成损害。在燃料管

路附近安装燃气泄漏探头，一旦泄漏，探头发出信号

自动切断供料供给；

（5）燃烧室进、出口状态参数（如空气流量、冷却

水压力等）数据出现异常，可能造成试验设备超温，试

验件损坏，程序判断超限后紧急切断燃料供给；

（6）为预防试验其他风险，在试验操作间内安装紧

急切断按钮，操作人员通过按钮可直接切断燃料供给。

4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针对 R0110燃气轮机燃烧室试验设

计的 1套测控系统，并对测试系统中混合总线的应

用、燃料规律控制方式、试验风险与处理方式做了详

细介绍，该测控系统可满足试验需求，解决燃气控制

中的难点问题，保障试验顺利完成。

目前，许多燃烧试验不拘泥于固定式的稳态测

试，对测试方式提出了多样性要求，如运动测试、周期

疲劳性测试、燃气分析测试、红外测试等，这要求未来

的测试系统更具有可扩展性、包容性；控制系统更加

智能化，具有更高的系统可靠性。混合总线的应用促

进了试验测控技术水平的提升，对提升试验能力有重

要意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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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气动性能优化的某型发动机外涵机匣结构设计

田大可，袁长龙，徐 雪，张德志，王海龙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减少某型发动机外涵流道内的气流损失，以总压恢复系数较大、制造工艺性较好为优化目标，开展了某型发动机外涵

机匣结构设计方案研究。提出了外涵机匣模型简化准则，采用流体计算仿真软件 ANSYS Fluent14.0分别从对外涵机匣总压恢复系

数有影响的外型轮廓、集线盒外型、半 /全长整流罩等 3个考核方面进行了数值仿真分析。通过比较计算结果，分别得出了 3个考

核方面最优的结构方案，分别为平直段 -长扩张段 -平直段、半圆 -叶型、半长整流罩。提出的外涵流道模型简化准则以及优化气

动性能选取合理结构的思路为涡扇发动机外涵机匣的设计与分析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涡扇发动机；外涵机匣；气动性能；总压恢复系数；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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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tructure Design of the Bypass Casing for a Certain Type Aeroengine Based on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TIAN Da-ke, YUAN Chang-long, XU Xue, ZHANG De-zhi, WANG Hai-long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flow loss of bypass for a certain type aeroengine, the larger total-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and
better manufacturability were taken as the optimization objectives, structure design of the bypass casing was studied. A simplified model of
bypass casing was established. In addition, by using ANSYS Fluent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software of flow, som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rofile contour, hub profile, semi and full fairings which have influence on the total-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were analyzed. Choose a
relative optimization scheme by comparing with the results of different structure schemes, which is straight-long expansion-straight casing,
semicircle -leaf shape and semi -fairing respectively. The proposed criterion of model simplification and thoughts of selecting structure
scheme of bypass casing can be taken as the reference for the structure design and analysis of bypass casing for turbofan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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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外涵机匣是航空涡扇发动机形成外涵流道 [1]、

实现结构完整性及发动机功能等用途的重要结构单

元。外涵流道内通常需要设置作动筒、控制活门、引气

管、滑油供 /回油管、电缆等附件和管线，这些外部附

件根据发动机的功能需求进行排布，具有多样性、无

序性等特点。繁多的种类和相对凌乱的排布会对流经

外涵的气流产生不利影响，使得气流损失较大，总压

恢复系数较低。因此，为降低外涵气流损失，开展外涵

流路净化研究是外涵机匣设计中不可回避的 1个重

要和难点问题。针对这一难点，国外许多发动机公司

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主要集中在外涵机匣的

外型轮廓、涵道内管路引出方式等方面。F100发动机

外涵机匣的前端为平直段，从主燃开始变为渐扩圆锥

段，并采用涵道内管路分别穿越外涵的方式 [2-4]；

F110、F404、F119、F120等发动机的外涵机匣前端为

渐扩圆锥段，后端变为圆柱段，同样采用分别穿外

涵方式 [5-9]；GE90、CFM56 等大涵道比发动机采用 C

型短舱作为外涵机匣，并采用集中穿越外涵的结构方

mailto:tdk724@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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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平直段 +扩张段

（c）平直段 +长扩张段 +

平直段

（b）平直段 +短扩张段 +

平直段

图 5 3种外涵结构方案

式[10-12]。这些成功的案例对外涵机匣气动性能的研究

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本文根据某型发动机外涵机匣的设计要求及结

构方案，提出了模型简化准则，采用流体计算软件，从

外型轮廓、集线盒形状、半 /全长整流罩等方面分析

了结构对外涵机匣气动性能的影响，根据结果的分析

比较，给出了相对最优的解决措施。

1 外涵结构方案及模型简化

1.1 结构方案

某型发动机外涵机匣位于中介机匣后，涡轮后机

匣前；外涵流道内包含 VSV作动筒、TBV活门、ACC

活门、燃油总管、滑油供 /回油管、压气机中间级引气

管、控制电缆和点火电缆等外部附件和管线。由于外

涵道中有大量气流流过，为减少气流损失，采用管路

集中穿越外涵、在附件及管路外部安装半长或全长整

流罩的结构方案，如图 1所示。将各类管路分 4处集

中引出，并采用具有叶型

形状的集线盒对管路进行

固定与保护。考虑外涵机

匣外部附件的影响，第 1

个集线盒的角向位置（顺

航向逆时针）为 15毅，其余
两两夹角为 120毅、60毅和
120毅，如图 2所示。

1.2 模型简化

真实的外涵流道结构异常复杂，为便于气动计

算，需要对外涵流道结构进行适当简化处理，简化原

则如下：

（1）由于外涵机匣具有轴对称特征，选取任意沿

发动机轴线剖面的外型轮廓作为外涵流道的上壁面；

（2）对于较为复杂的流道下壁面，采用将核心机

及其外部附件、管路用包络线代替的方法简化。简化

后的模型如图 3所示。

2 外涵流路的净化

2.1 基本流程

采用 Gambit软件对流场分块划分并进行 3维非

结构化分网，采用流体计算仿真软件 ANSYS Flu

ent14.0对发动机外涵流道进行计算分析和后处理。计

算方法采用 3维定常数值模拟方法，控制方程采用 2

维黏性 N-S方程，湍流模型采用标准 k-着模型[13-15]，给

定质量流量进口边界条件，压力出口边界条件，壁面给

定无滑移边界条件，分析的基本流程如图 4所示。

2.2 轮廓外型对外涵损失的影响

选取“平直段 +扩张段”、“平直段 +短扩张段 +平

直段”、“平直段 +长扩张段

+平直段”3种不同的外涵

结构形式进行分析，3种方

案的结构如图 5所示。

建立 3种方案的计算模型，如图 6所示。

3种方案的总压恢复系数分别为 0.9513、0.9502

和 0.9482，可见，方案 1的总压损失最小，总压恢复系

数最高，是 3种方案中最好的。

2.3 集线盒外型对外涵损失的影响

集线盒除用于固定、保护涵道内管路外，通常在

结构外型上采用一般承力机匣支板的截面形状，即

图 1 外涵机匣结构方案

图 2 集线盒角向分布

图 3 简化后的外涵流道

图 4 计算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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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平直段 +扩张段

（b）平直段 +短扩张段 +

平直段

（c）平直段 +长扩张段 +

平直段

图 6 3种外涵计算模型

前、后缘为曲面过渡，中间

为平直段，前缘采用半圆

或圆弧形状，后缘采用半

圆或叶型形状，本文提出

了 4 种集线盒外型方案，

如图 7所示。

4种方案的总压恢复系数分别为 0.9552、0.9569、

0.9550和 0.9573，可见，方案 4的总压损失最小，总压

恢复系数最高，但该方案仅与方案 2的相差 0.04%，

综合考虑可维护性和加工成本等因素，选定前缘形状

为半圆、尾缘形状为叶型的管线集线盒结构，即方案

2作为最终方案。

2.4 半长整流罩对外涵损失的影响

为进一步提高外涵的气动性能，在外涵流道的下

壁面增加半 /全长整流罩结构，即在核心机及低压涡

轮机匣的外侧安装 1层机匣，使流道更为光顺，半 /

全长整流罩前端安装在中介机匣后安装边上，后端安

装到主燃机匣前安装边或低涡机匣后安装边。

在最优轮廓外型和最优集线盒外型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半长整流罩为平直段和平直段 +收敛段 2种

结构方案，2种方案的模型及计算结果如图 8、9所示。

2种结构方案的总压恢复系数分别为 0.9663和

0.9633，可见，方案 1 的总压损失小，总压恢复系数

高，比方案 2的更好些。

2.5 全长整流罩对外涵损失的影响

与半长整流罩方案类似，增加覆盖整个外涵内壁

面的机匣结构即为全长整流罩，该方案的模型及计算

结果如图 10所示。

该方案的总压恢复系数为 0.9589，外涵内壁全长

整流罩方案的总压恢复系数要略低于半长整流罩方

案的，说明全长整流罩方案使得外涵气流的总压损失

有所增大，这对于发动机性能是不利的；也说明简单

加长内壁整流罩，并不一定会提升发动机的性能，需

要根据具体结构特征进行优化设计。

3 结论

本文基于某型发动机外涵道气动性能优化，开展

了外涵道结构设计方案研究，分别从对外涵机匣总压

（a）半圆 -半圆 （b）半圆 -叶型

（c）圆弧 -半圆 （d）圆弧 -叶型

图 7 集线盒外型方案

（a）平直段方案 （b）平直段 +收敛段方案

图 8 半长整流罩结构方案

（a）平直段方案 （b）平直段 +收敛段方案

图 9 半长整流罩总压分布

1.38e+04
1.27e+04
1.15e+04
1.04e+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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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e+03
7.03e+03
5.90e+03
4.77e+03
3.64e+03
2.51e+03
1.38e+03
2.50e+02
-8.80e+02
-2.01e+03
-3.14e+03
-4.27e+03
-5.40e+03
-6.53e+03
-7.66e+03
-8.79e+03

1.41e+04
1.30e+04
1.18e+04
1.07e+04
9.51e+03
8.35e+03
7.20e+03
6.04e+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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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e+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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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e+03
-3.20e+03
-4.35e+03
-5.51e+03
-6.66e+03
-7.82e+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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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结构方案 （b）总压分布

1.65e+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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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全长整流罩模型及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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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系数有影响的外型轮廓、集线盒外型、半 /全长整

流罩 3个方面进行了数值仿真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加装整流罩的结构方案较不加装整流罩的结

构方案，总压恢复系数有较大提高，是 1种较为有效

的提升气动性能的结构方案。

（2）尾缘形状均为叶型、前缘形状为半圆和圆弧

的集线盒方案，二者总压恢复系数相当，说明前缘形

状对总压损失的影响较小，而尾缘形状是比较重要的

影响因素。

（3）半长整流罩结构方案的气动性能略优于全长

整流罩结构方案的，说明内壁整流罩不能简单拉长，

应当根据具体结构进行进一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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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轮机燃烧室火焰筒耐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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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理清火焰筒耐温技术的发展脉络,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对火焰筒壁面冷却技术、热障涂层技术与耐高温材料技术进

行了综合分析。火焰筒冷却技术是保证火焰筒壁面处于材料允许的安全工作范围内的关键技术，多种冷却技术相结合的复合冷却

技术将是今后的重点发展方向，而采用 EB-PVD技术进行多层涂履的热障涂层技术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陶瓷材料由于其特殊的

耐高温热氧化能力，将有望成为未来燃烧室火焰筒的主要材料。

关键词：火焰筒；耐温；冷却；热障涂层；陶瓷基复合材料；燃烧室；燃气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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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Heat Resisting Techniques for Gas Turbine Combustor Liner
ZHAO Chuan-liang, HU Yao, MA Hong-yu, SHANG Shou-tang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clear the development route of heat resisting techniques for gas turbine combustor liner and definite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techniques for cooling, thermal coating, and high temperature material were analyzed. Gas turbine combustor cooling
is a key technology to ensure the liner wall to work under the safe temperature. The composite cooling which includes several cooling
techniques is the major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The coating technique which uses EB-PVD to conduct multi-layer coating will
develop further. The ceramic material will be the major material for combustor liner in the future because of its special heat resisting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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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火焰筒耐温技术是指壁面冷却技术、热障涂层技

术与耐高温材料技术。其中，壁面冷却技术是保证火

焰筒壁面处于材料允许的安全工作范围内的关键技

术，其技术复杂程度随着发动机循环压比的增大以及

制造技术的发展逐渐增加。该技术从早期单一形式的

冷却，发展到多种冷却技术相结合的复合冷却，经历

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其核心是对冷却空气的高效利

用。热障涂层技术主要是在材料表面喷涂一层低导热

系数、低吸收率的材料，近些年也随着火焰筒及涡轮

部件耐温要求的逐步提高得到了大力的发展。耐温材

料从早期的不锈钢，发展到各种类型的铁基、镍基、钴

基、金属间化合物、金属基复合材料（MMC）以及陶瓷

基复合材料（CMC）等，耐温程度逐渐提高，有力支撑

了燃烧技术的发展。

本文对近些年来火焰筒壁面冷却技术、热障涂层

技术与耐高温材料技术进行了综合分析，对火焰筒耐

温技术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明确了未来火焰筒耐

温技术的发展方向。

1 壁面冷却技术

1.1 单一冷却技术

1.1.1 天窗冷却

许多早期燃烧室的火焰筒壁面采用天窗冷却形

式，其优点是成本低、质量轻、加工容易。但由于其加

工过程中产生非常大的应力集中，在使用过程中很容

易出现起始于天窗根部的裂纹，而且由于采用钣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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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加工的天窗的开孔面积很难控制，造成冷却空气流

量分配不均[1]，使得采用该冷却技术的火焰筒壁面使

用寿命较短，限制了其在

先进燃烧室上的应用。目

前，在一些地面燃气轮机

燃烧室上仍可见到该冷却

形式。采用天窗冷却的 GE

某型地面燃气轮机火焰筒

壁面如图 1所示。

1.1.2 对流冷却

对流冷却也是应用较早的 1种火焰筒冷却形式

（如图 2所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大壁面冷却空气

通道的对流换热系数，增加换热量。其优点是加工简

单，成本低，但由于其冷却效果有限，其单一形式的应

用只在早期温升较低的燃

烧室上，而其更为广泛的

应用是作为其他冷却形式

的补充，以降低火焰筒壁

面温度。遄达 -800发动机

火焰筒后部壁面上（如图

3所示）就是采用了周向

凸起的肋，以用于增大 2

股气流通道的对流换热系

数，降低火焰筒壁温。

1.1.3 气膜冷却

气膜冷却是使用最为广泛、形式最为多样的 1种

冷却方式，在各种航空发动机及地面燃气轮机燃烧室

室上均得到了大量应用。其主要特征是在火焰筒壁面

形成连续气膜环槽，同时，沿火焰筒轴向间断分成几

个环带，形式有波纹板冷却、叠加环冷却、飞溅冷却、

机加环冷却等。早期的气膜冷却以钣料焊接工艺为

主，现代的气膜冷却多以机械加工的机加环为主。

1.1.3.1 波纹板冷却

波纹板冷却（如图 4所示）采用波浪状隔板连接

交叠的各段。其缺点是由于波浪状隔板的存在，在气

膜下游会为高温燃气吸

入，导致冷却槽下游有长

的热条纹存在；在看似相

同的火焰筒之间，冷却空

气量可能存在很大变化，

这是由波纹板材料厚度的

微小变化造成的[1]。但是，

通过精心控制焊接质量和

通过流量试验检查尺寸精

度，波纹板型的气膜冷却

装置已成功应用于美国及

英国很多的航空发动机

上，比如 Avon、Spey、Olym-

pus和 Pegasus等。2013年

巴黎航展上展出的采用波

纹板冷却的某型单管火焰

筒如图 5所示。

1.1.3.2 叠加环冷却

叠加环冷却是采用总

压进气的 1 种冷却形式，

如图 6所示。其优点在于

不管火焰筒静压降的高低总能提供足够的冷却空气

量。由于叠加环上的冷却空气孔的尺寸精度较高，使

得冷却空气流量的变化相对波纹板冷却的小，有利于

保证各处的冷却效率。另外，进气孔的总流通面积可

以通过计算确定以定量供应所需的冷却空气量，而气

膜槽出口的缝隙宽度可以

给出所需的冷却空气速

度。因此，该冷却方式的最

大优点在于可确定冷却空

气速度的最佳值以获得最

大冷却效率[1]。

1.1.3.3 飞溅冷却

飞溅冷却（如图 7所示）利用火焰筒静压降作为

冷却空气进入火焰筒内部的驱动力，冷却空气通过壁

面上的 1排小孔从 2股气流环腔流入铆接或焊接在

火焰筒内壁面上气膜槽环带，在槽的出口处形成连续

气膜。采用双向飞溅冷却技术的 PT6火焰筒剖面如

图 8所示。

1.1.3.4 机加环冷却

随着机械加工工艺的进步，各种形式的机加环气

图1 采用天窗冷却的GE某型

地面燃气轮机火焰筒壁面

图 2 对流冷却

图3 遄达-800发动机火焰筒

外壁面局部

图 4 波纹板冷却[1]

图 5 采用波纹板冷却的

某型单管火焰筒

图 6 叠加环冷却[1]

图 7 飞溅冷却

图8 采用双向飞溅冷却技术的

PT6火焰筒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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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发汗冷却

膜冷却技术（如图 9所示）逐步出现。由于机械加工环

具有更为精确控制冷却空气量且火焰筒机械强度显

著提高对于大型环形燃烧室尤为重要[1]的优点，在现

代航空发动机燃烧室中大量采用。采用机加环气膜冷

却的 RB199燃烧室火焰筒壁面如图 10所示。

机械加工环火焰筒的 1个缺点是在冷却槽的唇

边与邻近冷却空气引入孔的壁面之间存在高的温度

梯度。由于源自前面冷却槽的冷却空气效率降低和高

温燃气吸入，到唇边时冷却空气是加热而非冷却火焰

筒壁。而邻近冷却孔的壁面浸在处于燃烧室进口温度

之下的空气中。由此导致的热梯度产生高应力，可使

火焰筒变形和产生裂纹[1]。

为此，一些公司采用了改进措施的机加环冷却。比

如 GE公司的滚压环火焰筒，该火焰筒壁面由一系列

滚压成形的环焊在一起制成。在该设计中，静压进气射

流在以有效冷却气膜的形式流出冷却槽之前，对滚压

环进行冲击冷却，GE公司将这一设计成功地应用于

CF6-80A、CF6-80C2 等发

动机燃烧室中。采用滚压环

冷却的 CF6-80A发动机火

焰筒壁面如图 11 所示。

PW公司采用了“双路”环

结构解决叠加环与机械加

工环与生俱来的缺陷（如

图 12所示），并在 PW4000

系列发动机火焰筒上应用

（如图 13所示）。而 RR公司则采用了 Z环解决叠加

环与机械加工环火焰筒的缺点，并将该设计应用于

EJ200发动机燃烧室中（如图 14所示）。该设计采用

密集布置、小直径的为数众多的孔可确保射流无需气

膜舌的保护即可迅速聚合形成均匀气膜。其明显优点

是消除了气膜舌裂纹制约寿命的问题。

1.1.4 冲击冷却

冲击冷却采用双层火焰筒壁面，其冷却空气垂直

于壁面从外壁面进入，冲击到内壁温度较高的壁面上。

美国 US5687572号专利公布了 1种用于燃烧室火焰

筒壁面的双层壁冲击冷却

形式（如图 15所示）。另

外，冲击冷却也可用于对

火焰筒局部热点的降温[1]。

1.1.5 发汗冷却

理想的发汗冷却（如图 16所示）采用多孔材料制

成火焰筒壁面，冷却空气从多孔材料中间的孔隙进入

火焰筒内部，在热侧壁面上形成均匀的气膜，同时冷

却空气在多孔材料内部流动时同时吸收壁面热量。但

由于到目前为止尚无法解决多孔材料的氧化问题，同

时，由于多孔材料的孔隙

很小，使用中极易被空气

中带来的杂质堵塞，因此，

理想的发汗冷却无法应用

到燃气轮机燃烧室中。

针对以上发汗冷却的优缺点，RR公司与 Allison

公司分别研发了名称为 Transply（如图 17 所示）和

Lamilloy（如图 18所示）的准发汗冷却技术，并申请了

专利。这 2种冷却技术的原理大致相同，均采用多层

壁面焊接形式，在壁面内部有着复杂的空气流路，气

流从冷侧的小孔进入，通过内部的冷却空气流路带走

一部分壁面热量，然后从热侧的小孔流出，并在壁面

形成连续气膜对壁面进行保护。其优点是冷却效率

高；缺点是加工工艺复杂、修理困难、壁面机械强度相

对机加环的差。

图 9 机加环冷却

图 10 RB199机加环

火焰筒壁面

图 11 CF6-80A发动机

火焰筒壁面

图 12 PW公司的“双路”环[1]

图 13 PW4000系列

发动机火焰筒

图 14 采用 Z形环的 EJ200

发动机火焰筒壁面

图 15 双层壁冲击冷却[2]

图 17 Transply壁面[3] 图 18 Lamilloy壁面[4]

49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2卷

图 19 常规发散冷却

目前生产的多层多孔材料采用镍钴高级合金并

加入了其他材料。如 Haselloy X及 Haynes 188等。其

层厚为 0.0254～0.635 mm。典型的多层多孔材料

（Lamilloy)的加工过程由层板光刻喷涂加工、层板焊

接、火焰筒成型等几部分。

目前，RR公司已经在 Spey Mk512燃烧室中采用

了 Transply冷却技术。另外，Allison公司已在几种型

号的发动机燃烧室中应用了 Lamilloy材料。最近的应

用是在 T800/ATE109 (LHX)895.2 kW轴发动机以及

F136发动机燃烧室。

发散冷却（如图 19所

示）是发汗冷却的另 1种

实用形式。常规发散冷却

是在壁面上打出大量的小

孔，在理想情况下，孔应足

够大以不会被杂质堵塞，

但也不能太大，以防止空

气射流的过度穿透，而影

响火焰筒内表面气膜的形

成。RB211发动机火焰筒

外壁前段（如图 20所示）

以及头部转接段（如图 21

所示）均采用了该冷却技

术。但随着多斜孔冷却技

术的发展，常规的发散冷

却技术已显落后，在新设

计的发动机燃烧室火焰

筒壁面上较少采用。

1.1.6 多斜孔冷却

多斜孔冷却（如图 22

所示）是在常规发散冷却

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

种高效冷却技术。其主要

特点是以一定的倾斜角度

在火焰筒壁面打出一定间

距的多个小孔。该技术具有冷却效率高、壁温梯度小、

使用寿命长、加工简单、质量轻、成品率高、成本低的

优点，但存在维修性差的缺点。多斜孔冷却效率高的

原因，一方面，由于采用倾斜孔后，孔内表面积大大增

加，用于对流面积增加，导致对流换热量增加；另一方

面，由于壁面以小角度射出的射流穿透小，沿壁面能更

好地形成气膜，以保护壁面。

多斜孔冷却的关键设计参数是孔径、倾斜角与孔

间距。目前，采用激光打孔技术可加工的孔径下限约

为 0.4 mm，可达到的孔的角度小于 20毅，孔展向孔
距／流向孔距 p/s = 0.3～0.5为最佳值范围。这是 1

种能局部采用以辅助其他壁面冷却形式或应用于整

个火焰筒的技术。GE 公

司在 GE90发动机燃烧室

上应用了多斜孔冷却技术

（如图 23所示），并将平均

冷却空气量降低了 30％。

采用多斜孔冷却技术的还

有 GEnx、GP7200、F414、

M88-2 和 BR715 等发动

机燃烧室。

近年来关于多斜孔冷却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开孔的规律以及开孔的形式上。比如阿尔斯通公司在

欧洲专利组织申请的

EP0959228 号专利公开了

1 种带有异型孔的多斜孔

冷却技术，如图 24所示。

该专利的优点是可以大大

提高冷却效率，推测其原因

是较低的出口速度减小了

空气射流在高温燃气中的

穿透。孔出口的侧向扩张改

善了射流的侧向散布，形成

对壁面的更好覆盖。

型孔多斜孔冷却最大的问题在于型孔的加工上，

发散冷却火焰筒的加工主要采用激光或电子束数控

钻孔技术。Messer Grieshim(德国)的电子束钻孔机

(EBDPULS)目前已能在镍合金上钻 90毅到 20毅（以水平
面为基准)的孔，速度为每秒 20个(孔径 0.05 mm，孔

深 4.45 mm)。采用钕钇钼拓榴石(Nd：YAG)脉动低发

散激光器可获得同样的钻孔速度和质量，而且由于激

光能量集中，几乎不会产生热变形。近年来，也有不少

关于型孔多斜孔加工的专利问世，比如 Honeywell公

司 分 别 于 2008 年 和 2010 年 在 美 国 申 请 的

US20080223835号和 US20100126973号专利，公布了

2种扇形型孔的加工方法（分别如图 25、26所示）。随

着机械加工技术的进步，型孔多斜孔冷却技术应用于

图 20 RB211发动机火焰筒

外壁前段

图 21 RB211发动机火焰

筒头部转接段

图 22 多斜孔冷却

图 23 GE90发动机

火焰筒壁面

图 24 EP0959228号专利

结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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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燃烧室中将

会成为现实。

1.2 复合冷却技术

复合冷却是指同时

采用了 2 种或 2 种以上

前述提到的冷却方式的

冷却技术。常见的有对

流 /气膜冷却、冲击 /气

膜冷却、冲击 / 发散冷

却、冲击 /斜孔冷却以及

各种冷却方式相组合的

复合冷却方式。

1.2.1 对流 /气膜冷却

美国 US4864828 号

专利公布了 １ 种对流 /

气膜冷却技术（如图 27

所示）。从图中可见，冷却

空气进入冷却通道后，先

进入由众多挡片组成的通道，再由后部气膜舌部形成

气膜。该专利技术通过在冷却通道内增加散热面积进

而增加对流热流量来提高

冷却效率。

1.2.2 冲击 /气膜冷却

冲击气膜冷却技术是

在常规气膜冷却外侧增加

1层冲击壁面，冷却空气由

冲击壁面进入对气膜壁面

进行冲击冷却后，再进入

气膜孔，并在气膜舌部形

成连续气膜，保护火焰筒壁面，如图 28所示。

GE公司在 E3项目中的某个燃烧室上采用了冲

击气膜冷却方式（如图 29所示）。

1.2.3 冲击 /发散冷却

文献[11]中报道了对冲击/发散冷却进行研究的
情况（如图 30所示）。同样由于热侧壁面的常规发散
冷却效率不及多斜孔冷却的原因，该冷却方式并未得

到进一步发展与应用，而被

冲击/多斜孔冷却所代替。
1.2.4 冲击 /多斜孔冷却

联合技术公司在中国

申请的 CN1580640号专利

对 1种冲击 +多斜孔发散

冷却技术进行了保护（如

图 31 所示）。该技术的优

点是冷却效率高，火焰筒

壁面温差小，使用寿命长。

1.2.5 瓦片冷却

瓦片冷却燃烧室的构造方法是将大量的瓦片装

于支撑框架上。外层壁为整体环面，承受机械载荷；内

层壁仅承受热负荷。该结构克服了上述的蠕变屈曲和

裂纹产生的主要根源，使其使用寿命大大延长。每个

瓦片通过 5个螺钉、垫片和自锁螺母固定在火焰筒外

层壁上。中心的 1个螺钉与螺孔的配合间隙很小，起

定位作用。其余的 4个螺钉与螺孔间隙稍大，而且螺

母的压紧力不大：在热态情况下，每个瓦片将以定位

螺钉为中心产生一定的自由浮动，从而释放一部分因

热膨胀产生的应力，而且，这种螺钉连接方式使得每

个瓦片可以方便地更换，既降低了维护成本，又延长

了整机的使用寿命。瓦片之问周向间隙为 1.5 mm ±

0.5 mm，保证相互自由膨胀，瓦片上扰流柱的直径为

1～1.5 mm，高度为 2～4 mm。在瓦片两侧设置有密封

挡板，以防止冷却空气从此处外流。瓦片的典型结构

如图 32所示，其工作原理如图 33所示。

瓦片冷却均是多种冷却技术综合应用的复合冷

却技术。常规的如 V2500（如图 34所示）、F119（如图

35 所示）、F135、Trent1000、PW4084、PW6000 等发动

机上使用的冲击 /对流 /气膜冷却技术的浮动瓦片。

近些年，针对瓦片仍有一些专利技术出现，比如

RR公司在欧洲专利组织申请的 EP1813869 号专利

（如图 36所示），主要针对瓦片气流出口处的形状进

图 25 US20080223835号

专利结构 [6]

图 26 US20100126973号

专利结构 [7]

图 27 US4864828号

专利结构[8]

图 28 冲击 /气膜冷却原理[9] 图 29 冲击 /气膜冷却[10]

图 30 冲击 /发散冷却[11]

图 31 冲击 /发散冷却[12]

图 32 瓦片冷却壁面

典型结构[13]

图 33 常规瓦片冷却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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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保护，而 EP937946号专利在常规瓦片的基础上又

增加了多斜孔冷却（如图 37所示），将冲击、对流、气

膜与多斜孔 4项冷却技术进行了综合应用。

2 热障涂层技术

近年来，热障涂层技术随着发动机耐温需求的提

高得到了大力的发展。通过在火焰筒壁面喷涂具有低

发射率和低导热率的热障涂层可通过 2个方面来降

低壁温：（1）反射大部分的入射燃气辐射；（2）在高温

燃气与壁面之间形成隔热层，因此降低支撑基体材料

的温度[1]。采用低导热率的陶瓷涂层最低可降低壁温

150 ℃[16]。1个典型的热障涂层系统如图 38所示。其

中的黏接层基本上为金属底层 （如 0.1 mm 的

NiCrAlY），起到将面层的陶瓷材料与基体金属黏接到

一起，同时又起到缓冲热膨胀，防止由于基体金属与

陶瓷涂层热膨胀系数相差较多而引起涂层脱落的作

用。而面层基本上为 1或 2层的陶瓷（如部分氧化钇

稳定的氧化锆）组成。对于热障涂层而言，最重要的是

应具有低导热率且其热膨胀系数应与基体材料相近。

文献[17]报道了在接近恰当比的燃烧条件下采用底层

为 NiCrAl，面层为氧化钇

稳定的氧化锆（Y2O3-ZrO2）

进行壁面在不同冷却方式

以及不同涂层厚度情况下

的壁温试验的情况，结果表

明:带有涂层的发散冷却面

板有着最好的冷却性能。

目前火焰筒壁面主要采用等离子火焰喷涂工艺

来涂敷底层和面层。由于喷涂工序和参数对涂层的失

效特性影响很大，对喷涂工艺做深入的分析与研究非

常必要[18]。另外，更为先进 EB-PVD涂层涂覆技术由

于成本高昂，目前只用于涡轮叶片的喷涂，该喷涂技

术具有涂层致密、抗腐蚀性好、抗热疲劳性能好、表面

光洁度好等优点，是很有应用潜力的 1种涂层涂覆技

术。EB-PVD技术的发展，使涂层的应用更为灵活，文

献[16]报道了采用 EB-PVD 进行多层涂覆的研究结

果，结果表明：在单一涂层上部再应用多层涂层，可以

起到更好的隔热效果。随着工艺技术的发展，将来有

可能将该喷涂技术用于火焰筒壁面喷涂中，可以进一

步提高火焰筒壁面的耐高温以及耐热疲劳能力。

近年来，关于热障涂层的应用也出现了大量的专

利技术。其中，US20030101587[19]号专利公开了 1种替

换涂层的方法，US5902647号专利[20]公开了 1种防止

堵孔的喷涂工艺。这些专利技术在现有燃烧室壁面涂

层的修理以及多斜孔冷却壁面喷涂中均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

3 耐温材料技术

目前生产型火焰筒由镍基或钴基合金制成，这些

常规材料仍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并将在未来一段时

期内占据航空领域主导地位。但从更长远的观点来

看，只要能克服若干固有缺陷，陶瓷及陶瓷复合材料

可能会后来居上。

3.1 金属合金

在过去的 30年里，GH3030和 GH536合金是国

内发动机火焰筒部件广泛采用的镍基合金，而 Ni-

monic 75和 Hastelloy X（对应国内 GH536）合金，分别

在英国和美国广泛用于制作火焰筒部件。这些合金的

成功与其易于通过成形和焊接加工密切相关。在

1100 K的温度下长期工作是令人满意的，但高于此

温度，这些材料的强度降至不可接受的水平[21]。

钴基的 GH188合金由于在 1250 K 以下的高强

度以及 1370 K以下优异的抗氧化性，近年来在火焰

筒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被认为是 GH536合金的替代

品，但其缺点是成本高、密度大。

ODS 镍基高温合金如 M951 和 M956 由于成本

低、耐高温性能很好、抗氧化、疲劳裂纹扩展速度

底，近年来在燃烧室部件也得到了一定应用，但由

于其焊接性能差，只适合用于铸态使用的燃烧室零

部件，比如某型发动机火焰筒的浮动瓦片就采用了

M951合金。

图 34 V2500发动机火焰筒 图 35 F119发动机火焰筒

图 36 EP1813869号专利

结构[14]

图 37 EP937946号专利

结构 [15]

图 38 典型的热障涂层系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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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金属间化合物

金属间化合物是指金属和金属之间，类金属和金

属原子之间以共价键形式结合生成的化合物。当其以

微小颗粒形式存在于金属合金组织中时，将会使金属

合金的整体强度得到提高，特别是在一定温度范围

内，合金的强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强，这就使金属间化

合物材料在高温结构应用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在优势。

近年来，在火焰筒材料应用领域研究得较多的金

属间化合物主要是 Ni3Al。为了开发 1 种高服役温

度、高比强且可焊的新型板材合金，钢铁研究总院在

美国研究变形 Ni3Al基合金的基础上，开展了 Ni3Al

基合金板材的开发，所研制的 MX361合金已实现了

锻造和热轧，在高温强度、密度、抗氧化性等综合性能

方面明显优于现有变形高温合金，有望成为新一代燃

烧室用板材合金。

3.3 陶瓷基复合材料

由于陶瓷材料具有高温下机械强度高、抗氧化、

密度低、抗腐蚀等优点，随着材料自身及加工工艺的

发展，有望成为未来发动机燃烧室的主要材料。其中

SiC和 Si3N4是研究相对深入的 2种陶瓷材料。SiC和

Si3N4在分别约 1880 K和 1680 K仍然具有很高的强

度和刚度[21]。SiC/SiC陶瓷基复合材料与 Ti及耐热合

金的比强度与温度对比如图 39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高温条件下，SiC/SiC陶瓷基复合材料展现出了优异

的比强度。

这些陶瓷材料的主要缺陷是：虽然在高温下强

度高，但不具备工程师们所习惯的金属所拥有的韧

性和耐久性。根据文献[23]，可以在陶瓷材料中加入

粒子或纤维来抑制或减轻裂纹，这种陶瓷基结构的

1 个重要优点是：当发生失效时，失效是以逐步的、

渐进的方式进行的，而非如整块材料那样出现灾难

性的破裂。同时，连续性的陶瓷纤维允许陶瓷零件

存在较小的瑕疵[21]。

近些年来，在 SiC纤维的制造方法上取得了突破

性的进展，使得 SiC纤维增强的陶瓷矩阵材料取得了

长足发展。有关 SiC和 Si3N4纤维增强的陶瓷矩阵材

料的性能可参阅文献[24]。文献[25]报道了采用激光

与钻石磨削方法对陶瓷基复合材料加工后的对比情

况，经分析后认为，激光加工在加工表面形成重熔层，

可有效阻止表面进一步氧化，提高陶瓷基复合材料的

性能。另外，由于陶瓷材料的特性决定了其不能像传统

金属材料那样进行连接，因此，对于其接连方式也必须

开展大量研究工作。国内外在这些方面也申请了很多

专利，比如 EP1398516[26]号专利公布了 1种用于陶瓷

材料的紧固装置（如图 40所示）、EP1775517[27]号专利

公布了 1 种用于将陶瓷

材料与金属连接到一起

的螺栓（如图 41所示），

而 US7234306 [28]号专利

则公开了 1 种全环形陶

瓷材料火焰筒的定位技

术（如图 42所示）。

目前，国内在 C/SiC以及 SiC/SiC陶瓷基复合材

料的应用研究上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并开展了在

单管、矩形以及全环形火焰筒中的应用研究。而国外

在陶瓷基材料研制上已

经进入工程应用阶段，

GE/Allison 公 司 在 IH-

PTET 计划第 2 阶段的

ATEGG 验证机 XTC76/3

上，使用从 NASA EPM

计划获得的材料，开发并

验证了 Hi-Nicalo纤维增

强的（纤维占 40％）碳化

硅陶瓷基复合材料燃烧

室火焰筒，目前已应用于

地面燃气轮机燃烧室中。

GE-7FA 陶瓷基复合材料

火焰筒如图 43所示。

图 39 不同材料在不同温度下的比强度对比[23]

（a）20℃ （b）1000℃ （c）1500℃

图40 EP1398516号专利结构

图41 EP1775517号专利结构 图42 US7234306号专利结构

图 43 GE-7FA陶瓷基复合

材料火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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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燃烧室而言，应用陶瓷基复合材料除了减轻

质量、提高耐温能力外，通过降低冷却空气量，会额外

产生降低污染物排放、改善燃烧室出口温度场的收

益。文献[29]报道了 PW公司的 PW200陶瓷基复合材

料火焰筒与金属材料火焰筒的性能试验对比情况，结

果表明：相比金属火焰筒，采用陶瓷基复合材料火焰

筒后，温度场改善了 40%～50%，在全功率状态下

NOx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 30%，在慢车状态下 CO排

放量减少了 20%。

4 结束语

总结近几十年来火焰筒耐温技术的发展，无论是

壁面冷却技术、热障涂层技术还是耐高温材料技术方

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力支撑了燃气轮机燃烧技

术的发展。总体说来，从冷却技术角度考虑，多种冷却

技术相结合的复合冷却技术将是今后一段时间的重

点发展方向，而采用 EB-PVD技术进行多层涂履的

热障涂层技术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陶瓷材料由于其

特殊的耐高温热氧化能力，将有望成为未来燃烧室火

焰筒的主要材料。

随着各种军、民、燃机对高温升和低排放燃烧室

的大力需求，以及各种新工艺、新材料和新技术的不

断涌现，燃烧室的耐温技术将会继续大踏步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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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火参数对煤油活塞发动机燃烧影响的数值模拟

贝太学，魏民祥，刘 锐，李冰林，牛燕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为了了解点火参数对某 2冲程航空活塞煤油发动机燃烧及温度场的影响，利用 GT-Power和 Fire软件对该发动机整机

及燃烧室分别建立了仿真模型，选取扭矩、功率以及缸压数据验证了该模型的正确性，并对发动机在 6000 r/min、全负荷工况下的

燃烧和温度场分布等特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点火时刻由 335 毅CA变化至 331 毅CA时，缸内混合气燃烧放热量增多，放热率峰
值增大，放热率峰值对应曲轴转角的提前量变大，燃烧放热速率加快，混合气温度和压力上升变快，高温区范围增大；当点火能量由

28.02 mJ增加至 46.73 mJ时，双火花塞附近的温度升高，火花塞点火产生的火核尺寸增大，缸内燃烧温度与压力升高，燃烧放热速

率加快，缸内高温区分布范围增大。

关键词：燃烧；活塞发动机；点火参数；煤油；2冲程；数值模拟；温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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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n Influence of Ignition Parameters on Combustion of Kerosene Piston Engine
BEI Tai-xue, WEI Min-xiang, LIU Rui, LI Bing-lin, NIU Yan-hua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ignition parameters on combustion and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wo -stroke

kerosene piston engine, the simulation models of engine and combustor were established respectively using GT-Power and AVL Fire. The
experiment data of torque, power, and cylinder pressure have been selected to verify the correctness of the model. The combustion and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were analyzed at the 6000 r/min and full load condi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ignition time varied from 335
to 331毅 CA to ignite the air/fuel mixture in the cylinder, the greater the amount of the advance ignition timing, the amount of the
combustion heat release increased, the peak of heat release rate increased and appeared earlier, the heat release rate of combustion was
faster, the mixed gas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rose faster, the range of high temperature zone increased; when the spark plug ignition energy
increased from 28.02 to 46.73 mJ to ignite the air/fuel mixture in the cylinder,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d in the vicinity of the dual spark
plug, the flame kernel size increased, th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increased, the heat release rate of combustion was faster, the range of
high temperature zone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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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冲程活塞式发动机结构相对简单、使用维护方

便，在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2]。其工作方式使该类

型发动机比 4冲程发动机具有小旋转惯量、大升功率

的优势[3]，能够较好地满足小型无人直升机高空性和

续航时间较长等要求。与汽油相比，煤油具有闪点低、

不易挥发等特性，使用安全[4-5]，以煤油为燃料的重油

发动机在航空和特殊领域中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火花点燃式活塞发动机需要通过火花塞点火点

燃混合气，完成缸内混合气的膨胀作功[6]。在不同时刻

和点火能量条件下点火，会对火花点燃式发动机的动

力、经济与排放性能等产生很大影响[7]。目前一些科研

院所通过 3 维 CFD 数值模拟工具 AVL Fire 对点火

时刻及点火能量进行了部分数值仿真研究[8-10]。Jam-

rozik A等以 Andoria 1hc102型火花点燃式汽油发动

mailto:E-mail:beitaixue@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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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为研究对象，利用 AVL Fire建立了该发动机的物

理模型及燃烧模型，研究了点火时刻对燃烧的影响，

结果表明：在混合气当量比为 1.2、点火提前角取值较

大时，该发动机燃烧异常 [11-12]；吉林大学的杨成利用

AVL Fire建立了米勒循环天然气发动机的物理模型

及燃烧模型，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了点火时刻对缸

内燃烧特性的影响规律，经研究发现，随着点火时刻

的提前，该天然气发动机有燃烧不稳定的倾向 [13]；吉

林大学的李昕利用 AVL Fire 作为 3 维数值仿真平

台，建立了 CA4102天然气发动机的几何模型、计算

网格及燃烧模型等，研究了点火能量为 41、80、120以

及 160 mJ对燃烧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点火能

量的增加，加速了火核的形成，火焰发展期变短趋势

明显[14]。

综上所述，通过采用 AVL Fire对点火时刻及点

火能量的数值计算可知，点火参数对火花点燃式发动

机的燃烧有较大影响。目前国内外针对 2冲程航空活

塞煤油发动机进行燃烧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利用

GT-power 及 AVL Fire 软件建立了 2 冲程航空活塞

煤油发动机整机及燃烧室的计算模型，并进行试验验

证了模型的有效性，根据仿真结果将点火时刻和能量

对燃烧及温度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与分析。

1 建模及模型验证

1.1 模型的建立

为了描述发动机整机工作过程，建立发动机模

型，如图 1所示。

从图中可见，进气系统主要包括滤清器、节气门、

簧片阀、曲轴箱以及进气道和扫气道等；排气系统主

要由排气道和消声器组成。在发动机工作时，环境空

气由滤清器和节气门流入进气道，与从喷油器喷入的

燃油，在进气道内充分混合，流经簧片阀、曲轴箱和扫

气道等，进入气缸并在缸内燃烧作功，燃烧后的废气

经排气道排出，完成 1个发动机的工作循环。

本文研究对象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1 [15]，建立的

燃烧室 AVL Fire计算网格以及 GT-Power整机仿真

模型分别如图 2、3所示。

所建燃烧室计算模型的计算过程从排气口关闭

相位角 272 毅CA开始，到排气口开启相位角 448 毅CA
结束。排气口关闭相位角 272 毅CA时的初始温度、初
始压力以及混合气当量比等参数值由试验得到[15-16]，

分别见表 2，3。

1.2.1 试验台架

2 冲程煤油发动机

燃烧试验系统(如图 4 所

示) 主要由试验发动机、

测功机、风机、控制面板、

数据采集系统等组成。

1.2.2 扭矩、功率

将发动机台架试验测得的发动机输出扭矩、功率

的数据与数值仿真计算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如图 5所

示。从图中可见，在整个转速范围内，扭矩和功率随转

速的增大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扭矩最大值出现在

图 1 发动机模型

技术参数

排量

活塞行程

气缸直径

最大功率

最大扭矩

进气方式

压缩比

数值

625 mL

69 mm

76 mm

41.4 kW (at 6300 r/min)

63.5N·m (at 6000 r/min)

簧片阀式

9.5颐1

表 1 2冲程煤油发动机主要

技术参数

图 3 GT-Power仿真计算模型

图 2 AVL Fire燃烧室

计算网格

参数

缸内初始温度

缸内初始压力

混合气当量比

数值

492 K

1.68×105 Pa

1.1

参数

活塞顶温度

气缸壁温度

燃烧室顶温度

数值

652

551

590

表 2 模型中初始条件 表 3 模型中边界条件 K

图 4 发动机试验系统的

台架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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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为 6000 r/min 时，功

率最大值则出现在转速为

6300 r/min时，仿真计算结

果和试验数据的变化规律

基本一致。

1.2.3 缸压曲线

当 n=6000 r/min、全负

荷工况下，缸内压力值的仿真与试验数据对比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试验数

据与数值模拟结果的 2条

曲线基本吻合，最大误差

不超过 5%，由此可见，所

建发动机的数值模型较准

确地反映了发动机的工作

过程，能够满足后续分析

的需要。

2 点火时刻对燃烧的影响

2.1 点火时刻对燃烧过程的影响

在转速为 6000 r/min、全负荷、混合气当量比为

1.1、点火能量为 35.64 mJ条件下，分别计算在点火时

刻分别为 335、333、331 毅CA时对 2冲程煤油发动机

燃烧过程的影响。

在点火时刻分别为 335、333、331 毅CA时的缸内平
均压力的对比曲线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点火

时刻的逐步提前，缸内平均压力增大，速率逐步加快，

缸内平均压力峰值逐步增大，平均压力峰值对应的曲

轴转角逐步提前；反之，随

着点火时刻的推迟，点火提

前角逐渐减小，缸内平均压

力峰值偏离上止点的相位

逐渐增大。

在点火时刻分别为

335、333、331 毅CA时的缸
内平均温度的对比曲线

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

见，在曲轴转角为 360～

375 毅CA之间，2冲程煤油
发动机在 3种点火时刻的

平均温度均迅速升高，随

着点火时刻的逐步提前，平均温度升高速率逐步加

快，峰值逐步增大，峰值对应的曲轴转角逐步提前。

不同点火时刻的放热率曲线如图 9所示，累积放

热量曲线如图 10所示。从图 9、10中可见，随着点火

时刻逐步提前，放热率峰值对应的曲轴转角逐步提

前，缸内混合气的累积放热量逐步增大。

2.2 点火时刻对温度场分布的影响

当发动机缸内混合气被点燃后，火焰向四周传

播，缸内温度随之上升，

对发动机进行数值计算

时，缸内温度场的变化可

以体现缸内混合气温度

分布以及燃烧过程 [17-18]。

不同点火时刻的 2 冲程

煤油发动机的缸内温度

场分布如图 11所示。

从图中可见，点火时刻为 335 毅CA时，当活塞上
行到 345 毅CA，火焰前锋面积较小；活塞上行到 360

毅CA，在已燃区、火焰前锋面以及未燃区已形成了明
显的分层现象，已燃区的温度远高于未燃区；当活塞

下行到 365 毅CA时，缸内已燃区范围增大，缸内混合
气温度较高。在点火时刻为 331 毅CA 时，活塞上行
到 345 毅CA，火焰核心已稳定形成；活塞上行到 360

毅CA，与点火时刻为 335 毅CA时相比，缸内温度场分

图 5 扭矩和功率数值仿真结

果与试验数据对比

图 6 全负荷工况数值模拟

结果与试验数据对比

图 7 不同点火时刻下缸内

平均压力曲线

图 8 不同点火时刻下缸内

平均温度曲线

图 9 不同点火时刻下

放热率曲线

图 10 不同点火时刻下累积

放热量曲线

（a）在 345 毅CA时

（b）在 360 毅CA时 （c）在 365 毅CA时

图 11 不同点火时刻下温度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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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分层现象更明显，已燃区温度更高，火焰前锋面

及未燃区温度均较高；当活塞下行到 365 毅CA时，缸
内燃烧接近完成，燃烧温度高于点火时刻为 335 毅CA
时的缸内温度。

3 点火能量对燃烧的影响

3.1 点火能量对燃烧过程的影响

在转速为 6000 r/min、全负荷、混合气当量比为

1.1、点火时刻为 335 毅CA条件下，分别计算点火能量
为 28.02、35.64 和 46.73 mJ 对煤油发动机燃烧过程

的影响。

不同点火能量下的缸内平均压力曲线如图 12所

示。从图中可见，随着点火能量的增加，缸内平均压力

峰值增大，并且平均压力峰值对应的曲轴转角提前。

不同点火能量下的缸内平均温度曲线如图 13所

示。从图中可见，在曲轴转角范围为 360～375 毅CA之
间，2冲程煤油发动机缸内平均温度急剧升高，并且随

着点火能量的增加，缸内混合气平均温度逐步升高。

不同点火能量下的放热率曲线以及累积放热量

曲线分别图 14、15所示。从图 14、15中可见，随着点

火能量的增加，放热率峰值与累积放热量均略有增

大，并且放热率峰值对应的曲轴转角呈现逐步提前的

趋势。

3.2 点火能量对温度场的影响

2 冲程煤油发动机在点火能量分别为 28.02、

35.64和 46.73 mJ下，不同曲轴转角对应的缸内温

度场分布如图 16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 345

毅CA时，双火花塞同时点
火使火花塞电极附近的

混合气进行化学反应释

放能量，形成稳定火核，

其附近存在高温区。随着

点火能量增大，双火花塞

附近的温度升高。当活塞上行至上止点时，火花塞附

近的混合气已产生已燃区，其中混合气已燃区的温度

明显高于未燃区的温度，并且点火能量越大，已燃区

的高温分布范围以及温度峰值越大。当活塞下行至

365 毅CA时，随着点火能量的增加，缸内高温分布范
围越大，温度峰值也越大。

4 结论

利用GT-Power 和 AVL Fire 软件对某 2 冲程航

空活塞煤油发动机进行建模，在 6000 r/min、全负荷

工况条件下，对燃烧和温度场分布等进行了仿真研

究，结果表明：

（1）在点火时刻分别为 335、333、331 毅CA时点燃
缸内混合气，点火时刻提前量越大，2冲程煤油发动

机的缸内混合气燃烧放热量越多，放热率峰值越大，

放热率峰值对应的曲轴转角的提前量越大，燃烧放热

速率越快，缸内混合气温度和压力上升越快，缸内高

温区范围也会越大；

（2）在点火能量分别为 28.02、35.64 和 46.73 mJ

下点燃缸内混合气时，点火能量越大，双火花塞附近

的温度越高，火花塞点火产生的火核尺寸增大，缸内

燃烧温度与压力越高，燃烧放热速率越快，缸内高温

区分布范围越大。

图 12 不同点火能量下缸内

平均压力曲线

图 13 不同点火能量下缸内

平均温度曲线

图 14 不同点火能量下

放热率曲线

图 15 不同点火能量下累积

放热量曲线

（a）在 345 毅CA时

（b）在 360 毅CA时 （c）在 365 毅CA时

图 16 在不同点火能量下的温度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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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弧端齿对涡轮螺栓连接影响的数值研究

罗 莉，施一长，李 杰，王克菲，陈亚龙
（中航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201108）

摘要：为验证某型民用航空发动机涡轮总体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和安全性，以该型航空发动机涡轮的圆弧端齿连接结构为研究

对象，利用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涡轮第 1 级盘与前轴之间采用圆弧端齿连接的设计对结构强度和疲劳失效的影响，分析了

在高温及不同预紧力载荷工况下对圆弧端齿连接强度、疲劳等性能的影响规律。研究表明：该设计存在涡轮第 1 级盘与高压涡轮

轴连接的外端齿分离而导致振动的风险，而增大预紧力可以提高螺栓连接传递荷载的能力，但螺栓孔边存在局部高应力问题。研究

结果为圆弧端齿的设计方案提供了有效理论支撑和参考。

关键词：圆弧端齿；预紧力；强度；疲劳；螺栓；涡轮；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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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Curvic Couplings on Turbine Bolt Connection
LUO Li, SHI Yi-chang, LI Jie, WANG Ke-fei, CHEN Ya-long

渊AVI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 Ltd, Shanghai 201108,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and safety of a certain type of civil aviation turbine engine overall design scheme, turbine

curvic couplings syndeton in the aero engine was set up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finite element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the
influence of the curvic couplings on structure strength and fatigue failure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influence law of the strength and fatigue
properties of the curvic couplings under high temperature and different pretightening force load were analyzed between the first stage
turbine disk and the front axl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d of the tooth of the first stage turbine disc connected to the high-pressure turbine
shaft may separate and then cause risk of vibration, and the preload increasing improves the ability of the bolt connection of load transfer,
but local high stress problems occur on the bolt holes. The result also provide an effectiv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the curvic coup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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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涡轮转子的盘、轴连接结构直接影响

涡轮转子的性能和可靠性[1-2]。圆弧端齿连接具有精度

高、自动定位、装拆方便等优点[4-5]，广泛应用于航空发

动机、地面燃气轮机、铁路机车驱动系统等领域[6-7]。国

内外研究人员对圆弧端齿连接结构应用于航空发动

机涡轮转子的盘、轴连接开展了一些基础研究[8-14]，如

尹泽勇提出综合考虑多因素的轴向预紧力确定准则

并由此建立了预紧力优化的数学模型等。但总体上圆

弧端齿连接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的技术累积较为薄弱，

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内开展针对圆弧端齿强度分析以

及优化改进的研究报道较少[15]。

本文以某型民用航空发动机涡轮的圆弧端齿连

接结构为研究对象，采用有限元方法对圆弧端齿连接

结构在不同预紧力工况下进行热结构耦合计算，分析

不同预紧力载荷变化对圆弧端齿连接强度、疲劳等性

能的影响规律，并提出设计改进意见。

1 物理模型

某型航空发动机高压涡轮盘与高压涡轮轴采用

圆弧端齿连接结构，共 30个端齿、20组螺栓紧固件。

mailto:jianjian2001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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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圆周对称，取 1/10 模

型进行分析，如图 1所示。

图中靠近轴心的圆弧端齿

为内端齿，靠近外周的为

外端齿。

2 材料性能

轮盘的材料为 FGH96 合金，密度 籽=8.32×103

kg/m3，泊松比为 0.311。轴和螺栓的材料为 GH4169合

金，密度 籽=8.24×103 kg/m3，泊松比为 0.3。2种材料不

同温度下的力学性能见表 1。

3 计算模型及工况

计算模型如图 2所示。实体模型采用 20节点的

solid186单元，单元数为 48711，节点数为 207131；涡

轮盘、轴之间建立接触对，由于圆弧端齿靠侧面传力，

在端齿侧面建立接触单元，单元类型为 CONTA174

和 TARGE170；螺杆与法兰之间建立接触类型设置为

STANDARD；螺栓与螺母

之间为绑定接触。螺栓处

建立预应力单元，单元类型

为 PRETES179。考虑各部

件之间的接触因素[16]，摩擦

计算模型采用经典库仑摩

擦模型，摩擦系数为 0.2。

坐标轴定义如下：x轴为旋转轴方向，顺气流方
向为正；z轴为径向方向，指向外机匣为正。

在轮盘和高压涡轮轴周向两侧建立循环对称边

界，转速为 16000 r/min。轮盘和高压涡轮轴的端面分

别施加轴向和周向位移场，轴向位移为 1.48~1.50

mm，周向位移为 2.97~2.98 mm，如图 3所示。根据热

分析得到的温度场分布作为温度载荷加载至计算模

型，温度场范围为 500~600 ℃，如图 4所示。

按工程需要，计算工况定义为螺栓上施加预紧力

分别为 20、30、40和 50 kN，在各工况下分析端齿接

触、盘孔应力分布及螺栓应力分布等结构特性。

4 计算结果及分析

4.1 端齿位移及接触分析

对各工况进行静力分析，通过提取齿边缘线上的

位移点，获得计算模型的总变形分布如图 5、6所示。

从图中可见，随着预应力的增大，内侧端齿间隙由

0.072 mm减少至 0.004 mm，提高了连接处的密封性

能；但随着预应力的增大，外端齿间隙由 0.071 mm增

加至 0.115 mm，而当预紧力超过 40 kN时，外端齿间

隙将超过 0.1 mm，而且随着齿间间隙增加，也直接增

加了共振风险。这是由温度场的分布情况导致的，外

端齿部位的温度较高，内端齿部位的温度较低，导致

外端齿膨胀，而内端齿收缩，从而外端间隙随着预应

力增大，而内端间隙则随之减小。因此，在该处的设计

优化应以减少外端齿的分离而导致的振动风险为主

要目的。为缩小内端与外端间隙的差距，可以尝试改

变温度场分布，使内外侧温差减小，达到缩小内端与

外端间隙差距的目的；或结构改为外止口设计，使得

外端齿分离程度减小。

材料

FGH96

GH4169

温度 /℃

20

200

400

600

800

20

200

400

600

800

弹性模量 /

kPa

217

200

179

168

154

195

182.5

170.5

162

154

线胀系数 /

×10-5

1.149

1.247

1.342

1.440

1.486

1.180

1.300

1.410

1.480

1.700

屈服强度 /

MPa

1150

1085

1142

1065

1007

1170

1040

1010

975

945

抗拉强度 /

MPa

1527

1473

1483

1438

1220

1430

1310

1260

1210

1170

表 1 FGH96、GH4169的不同温度下的力学性能

图 2 有限元模型

图 3 位移场 图 4 温度场分布

图 5 不同预紧力下内端齿

轴向间隙

图 6 不同预紧力下外端齿

轴向间隙

0.08
0.07
0.06
0.05
0.04
0.03
0.02
0.01

0
15 25 35 45 55

载荷 F/kN

0.12

0.11

0.10

0.09

0.08

0.07

载荷 F/kN
15 25 35 45 55

图 1 高压涡轮盘、轴螺栓

连接模型

高压涡轮轴
外端齿

第 1级盘

内端齿
螺栓

533.2
543.3

553.4
563.5

573.6
583.7

593.8
603.9

614
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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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察转速对外端齿

间隙的影响，在预紧力为

20 kN的工况下，分别对

不同比转速下外端齿间

隙进行分析，如图 7 所

示。从图中可见，随着转

速的增加，端齿承受的载荷增大，使得外端齿的间

隙不断增大。

4.2 盘和孔等效应力及疲劳分析

在高温、高转速的工况下螺栓孔与端齿之间存在

传递荷载，因此必须分析涡轮盘、轴孔的承载情况。在

20 kN工况下，第 1级盘和涡轮轴孔的等效应力分布

如图 8、9所示，从等效应力分布来看，第 1级盘和涡

轮轴的孔边和端齿的根部都存在高应力区域。在 20

kN工况、不同比转速下的

第 1级盘和涡轮轴孔的最

大等效应力变化曲线如图

10所示。从图中可见，第 1

级盘和涡轮轴孔承受的载

荷随着转速的增加而增大。

结合表 1中 FGH96、GH4169合金在不同温度下

的屈服强度可知，在不同预紧力工况下，第 1级盘孔

边最大等效应力均小于屈服强度，而高压涡轮轴孔边

最大等效应力均大于屈服强度。

发动机的工作荷载是交互变化的，而结构失效的 1

个常见原因是疲劳，并与重复加载密切相关。低周疲劳

是在循环次数相对较低时发生的，而塑性变形常常伴

随低周疲劳。根据第 4.1节静力分析的结果，高压涡轮

轴螺栓孔周围局部已达到屈服状态，应采用应变疲劳

理论来计算低周疲劳寿命。选取局部区域应力较大点

位置作为低周疲劳寿命分析区域。根据 GH4169合金

在 500、650℃下的低循环疲劳性能及应变寿命曲线拟

合公式，采用 Manson-Coffin进行平均应力修正[17]，可

以求得关键点的低周疲劳寿命见表 2。从低周寿命的

循环数来看，满足发动机工作要求。

4.3 螺栓应力及接触状态分析

螺栓与螺杆连接的根部为危险位置，取螺栓根部

的横截面计算平均等效应

力和轴向拉伸应力，如图

11所示。结合表 1 可见，

在不同预紧力工况下，螺

栓根部的等效应力和轴向

拉伸应力均小于螺栓的屈

服强度。

为考察不同预紧力工况下螺栓和第 1级盘的接

触情况，提取螺栓和第 1级盘接触面的位移分布，如

图12所示，图中标尺均为 -0.1~0 mm。从图中可见，

随着预紧力增大，螺栓连接位置的接触面不断增大，

但存在滑移。

5 结论

本文以某型民用航空发动机涡轮的圆弧端齿连

接结构为研究对象，通过有限元热结构耦合的分析方

法研究了该涡轮第 1级盘与前轴之间采用圆弧端齿

连接的设计对结构强度和疲劳失效的影响，得到以下

结论：

（1）在不同预紧力工况下，该圆弧端齿连接结构

的内端齿闭合，满足气密性要求。但随着预紧力的增

大，外端齿间隙呈增大趋势，导致齿间分离增大，增加

了振动产生的风险。因此，应修改圆弧端齿局部设计

以减少外端齿的齿间间隙，进而降低振动的风险。

图 7 不同比转速下

外端齿间隙

0.048

0.047

0.046

0.045

0.044

比转速 /%
11090705030

2.55418 120.717 238.88 357.043 475.206 593.369 711.531 829.694 947.857 1066.02 1.9039 118.513 235.121 351.73 468.338 584.947 701.556 818.164 934.773 1051.38

图 8 第 1级盘孔的等效

应力分布

图 9 涡轮轴孔的等效

应力分布
1000

950

900

850

800

750

比转速 /%
110705030 90

第 1级盘孔
涡轮轴

图 10 不同比转速下

等效应力分布

序号

1

2

温度 /

℃

595.31

595.11

等效应力 /

MPa

1047

1025

应变

0.00320

0.00316

低周寿命（-3σ）/

循环数

12000

19000

表 2 高压涡轮轴局部危险点的寿命

图 11 不同工况下螺栓根部

的平均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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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应力
轴向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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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预紧力工况下的接触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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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不同预紧力工况下，由于采用圆弧端齿连

接结构，使得第 1级盘孔局部应力满足强度要求，但

高压涡轮轴螺栓孔局部存在屈服风险。

（3）基于应变疲劳理论的低周疲劳寿命计算结果

表明，虽然高压涡轮轴螺栓孔存在局部屈服，但其疲

劳寿命满足该发动机工作要求。

（4）在不同预紧力工况下，圆弧端齿结构的连接

螺栓都能满足强度要求，螺栓和螺母的接触状态良

好，表明该处设计合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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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燃气轮机枞树形榫接结构多齿形参数优化分析

宗洪明 1，2，陶海亮 1，高 庆 1，谭春青 1

（1.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190；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在某型燃气轮机改型设计中发现，涡轮采用的 3齿枞树形榫接结构应力集中严重，为避免榫齿出现裂纹、榫头断裂等故

障，并降低峰值应力，延长使用寿命，对其形状进行优化设计。分析发现，相同的齿形参数无法获得满意的优化结果，因此，对每对榫

齿采用不同的齿形参数进行 2维参数化建模。通过试验设计方法，选取对最大当量应力影响较大的参数作为设计变量并进行优化。

在满足约束的条件下，获得优化设计结果。结果表明：优化使最大当量应力降低 19.93 %，各齿应力分布更加均匀。该设计方法确实

能提升榫接结构的优化潜力，对其设计与优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枞树形榫接结构；接触应力；优化设计；涡轮；燃气轮机

中图分类号：V231 .91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6.04.01 3

Structural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Gas Turbine Fir-Tree Attachment with
Various Tooth Profile Parameters

ZONG Hong-ming1袁2袁 TAO Hai-liang1袁 GAO Qing1袁 TAN Chun-qing1

渊1.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袁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袁Beijing 100190袁China曰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袁Beijing 100049袁China冤

Abstract: In the redesign of a gas turbine, stress concentration was seriously found in the three teeth fir-tree attachment, which may
cause initiate crack. In order to decrease stress level and prolong service life, shape optimization was applied. Based on feature-based
modelling method, 2-D parametric model was established. When analyzing the original design, the same tooth profile parameters in design
lacked improvement potential, so each tooth was modelled with various tooth profile parameters. The Optimized Latin Hypercube method
was adopted to extract design variables from a large number of geometry parameters and the Multi-Island Genetic Algorithm was used to
explore optimized design under constraint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maximum Von Mises stress decreases by 19.93% and stress
distribution becomes more uniform, various tooth profile parameters in design improves the optimization potential and provides a kind of
reference to the design of fir-tree attachment.

Key words: a fir-tree attachment曰contact stress曰optimization design曰turbine曰gas tur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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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0 引言

在对某型燃气轮机进行改型设计时发现，涡轮采

用的 3齿枞树形榫接结构所处工况恶劣，齿间圆角半

径较小，齿底圆弧应力集中严重。因此，为避免榫齿裂

纹、榫头断裂等故障的发生[1]，有必要对其形状进行优

化设计，降低应力水平，延长运行周期。

对于榫接结构的设计及优化，国内外展开的研究

很多。Meguid等[2]利用 ANSYS软件研究了形状参数

及摩擦系数对榫槽应力分布的影响，发现结构参数对

应力分布影响极大，而摩擦系数的影响较小；Song等[3-5]

以 ICAD为建模工具对典型榫接结构进行优化设计，

并采用样条曲线对榫齿进行局部造型，取得了较好效

果；赵海[6]利用 UG软件对榫接结构进行参数化建模

并分析了主要设计参数对榫接结构强度的影响；申秀

丽等[7-9]对一梯形齿榫接结构进行优化设计，通过灵敏

度分析选取设计变量，并利用光弹性试验证明了其优

化设计的可靠性；杨敏超、孙苏亚 [10]结合 UG、AN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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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维模型网格划分、

接触设置及边界条件

均布离心力载荷

接触对

循环对称

位移约束

及 Isight软件对 3 齿枞树形榫接结构进行了优化设

计，并实现了优化流程自动化。

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大多建立在调整单一变

量而保证其他参数不变的基础上，而未考虑各参数间

相互影响，得到的结果不够准确。此外，目前榫接结构

的设计和优化一般建立在各对榫齿载荷均一的基础

上，未考虑在实际工况下不同榫齿所受载荷不一致的

特点。

针对上述 2点，本文建立榫接结构参数化模型，

利用试验设计方法评估各参数对峰值应力的影响，以

此筛选设计变量，通过采用不同的齿形参数建模，提

升优化潜力。

1 计算模型及初始设计分析

1.1 参数化模型

对榫接结构进行优化，需频繁改变其几何形状，

必须依靠参数化建模技术。选择一定数量且相互独立

的参数，使其能够完全约束结构的形状，利用参数值

改变榫接结构形状，获得不同几何形状下的应力分

布，从而得到结构参数与应力之间的关系。

某型燃气轮机所采用的 3齿枞树形榫接结构如图

1、2所示。图中从上至下为第 1、2、3齿，其特征参数包

括基本参数和齿形参数，该榫接结构采用圆弧形齿的

设计形式以减少应力集中，3对齿的齿形参数一致。

为保证优化效果，采用不同的齿形参数对每对榫

齿进行造型。由于每对榫

齿具有几何相似性，这里

仅对 1对齿的位置约束关

系进行分析，如图 3所示。

图中 A～L 为每对榫齿的
关键点，通过这些关键点

位置使每对榫齿满足以下

几何约束：（1）确定 A 点

位置，并由此绘制榫齿上侧面，以保证榫头与榫槽始终

啮合；（2）榫头和榫槽的齿厚之和小于齿距，以保证二

者间具有一定的间隙；（3）对圆角处 B、F及 K、E关键点
的位置进行约束，避免榫头与榫槽间发生干涉；（4）对

榫齿自身的关键点进行约束，如 I点应在 J点之上，避
免榫齿形状畸形。以上 4点可以保证绘制出合理的榫

接结构。文中所涉及各结构参数的含义见表 1。

1.2 有限元模型

由于榫接结构的应力求解涉及接触的非线性问

题[11-12]，难以得到解析解，通常采用光弹性实验法[13]和

有限元方法[14]获得接触应力分布。相较于光弹性实验

法，有限元方法更易于实现，且随着该方法的不断完

善，利用其进行应力分析也越发准确和普遍。因此，本

文利用 ANSYS软件获得榫接结构内部的应力分布，

分析各结构参数的影响并进行优化设计。

在高温燃气中的榫接结构，温度载荷对应力影响

很大。Ali等[15]利用MARC软件对 2维榫接结构在机械

-热耦合载荷下 1个工作周期内的应力状况进行了研

究。结果表明：当考虑温度

载荷时，最大应力增大了

15%但位置不变，说明主要

载荷为离心力，因此本文仅

考虑离心力载荷进行优化

设计。

在叶片离心力作用

下，由于榫接结构的轴向

变形较小，可等效为 2维

平面应变模型[8]。其网格划

图 1 枞树形榫头几何参数 图 2 枞树形榫槽几何参数

W neck

W shan

Rshan

琢wed

Hmar

Rmar

H top

W cool

至发动机
轴线

琢down

琢up

C

B

A

F

G
H

I
J

E
K

L

Rgt2

Rgt1

Rgb

Rrt

Rrb

榫头榫槽

图 3 榫齿几何参数

几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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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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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c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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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榫接结构几何参数及意义

几何参数

琢up

琢down

L thi

Lgroo

Lpit

R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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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b

Rgt1

Rgt2

意义

上侧角

下侧角

榫头榫齿厚度

榫槽槽宽

齿距

榫头齿顶倒圆半径

榫槽齿底倒圆半径

榫头齿底倒圆半径

榫头齿顶接触面倒圆半径

榫头齿顶非接触面倒圆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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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kg/m3）

8160

8210

榫头

榫槽

E/GPa

165

159

ν

0.26

0.35

滓0.2 /MPa

835

716

滓b /MPa

1065

1001

表 2 榫头 /榫槽材料性质

分、加载情况及约束条件如图 4所示。采用 Plane183

平面应变单元进行网格划分；在图示齿面位置设置接

触条件，为保证接触压力计算的精度，对接触面进行

网格加密处理，采用扩增拉格朗日法进行接触面非线

性计算；为减小计算量，截取 1/92模型进行分析，在

两侧施加循环对称条件；在伸根处施加均布拉应力模

拟叶片的离心力作用。叶片及轮盘材料性能见表 2。

1.3 初始设计分析

榫接结构通过接触将叶片离心力传递给轮盘，因

此接触压力的分布对榫头、榫槽的应力分布影响很

大。初始设计接触压力分布如图 5所示。从图中可见，

最大接触压力出现在第 1齿靠近伸根处，这是由于在

初始设计中，该处的接触长度较第 2、3齿的都短，使

得接触压力较大。

Von Mises当量应力分布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

见，榫接结构内的应力分布是极不均匀的，接触区域

附近应力水平明显高于其它区域的，最大当量应力出

现在榫槽第 3齿底转接圆弧处。

对榫槽各齿的应力情况进行进一步分析，提取榫

槽各齿转接圆弧及接触区域的当量应力，如图 7所

示。从图中可见，无量纲长度在 0～0.45内为转接圆

弧，每对齿的最大当量应

力均出现在这一区域，但

其应力水平差别较大，第

3 齿的应力较其它齿高

近 25%；无量纲长度在

0.45～1内包括了整个接

触区域，在接触区域的中

心应力水平较低，而边缘处出现了应力极值。

从上述分析可知，接触压力峰值出现在第 1齿而

当量应力峰值出现在第 3齿，表明榫接结构各齿间的

应力分布是不均匀的，如优化时 3对齿仍采用一致的

齿形参数，将不能获得较好的结果。因此，每对榫齿均

采用相互独立的齿形参数，以提升优化空间。

2 优化设计

2.1 设计变量选取

若将每对榫齿的齿形参数都独立作为变量，虽然

可以提高优化的潜力，但同时也带来设计变量过多的

问题，需要近 40个参数才能将该榫接结构的形状约

束住，使得优化效率大大降低。因此采用试验设计的

方法对参数进行筛选，提取影响较大的参数作为设计

变量。

试验设计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合理地安排试

验、获取数据，然后进行综合而科学的分析。相较单一

变量改变法，该方法能够考虑各因素间的交互效应，

因而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价各因素的影响。本文基于

Isight平台的优化拉丁方方法进行试验设计。

优化拉丁方试验设计方法采用正交性较好的初

始解，综合考虑拉丁方矩阵的正交性和均匀性，保证

设计点能够均匀地散布在整个设计空间，使仿真方案

具有较好的典型性和代表性[16]。试验设计流程如图 8

所示。

在分析过程中，为保证榫接结构形状合理，避免

有限元方法无法收敛，需要对优化拉丁方方法给出的

仿真点进行筛选。如前文所述，筛选分为齿距、畸形、

干涉 3部分。通过筛选，既保证了计算结果的可靠性，

图 7 初始设计中当量应力

沿榫槽各齿边界分布

图 8 试验设计流程

优化的拉丁超立方采样方法

第 i个设计点 X1~Xn设计点集

满足齿距约束

是

否 否
是

否

i>N

i=i+1满足畸形/干涉约束
是

计算应力分布

将 X i及应力值存储在数据库中

回归分析

绘制关键点

Max Max

Pressure/MPa
4003002001000

Pressure/MPa
4003002001000

图 5 初始设计接触压力分布 图 6 初始设计当量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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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变量

琢up3 /（毅）
Rgb3 /mm

W neck /mm

Lpit2 /mm

Rrt2 /mm

Hroot /mm

L thi3 /mm

下限

20

0.5

9.0

3.1

0.4

8.0

1.2

初始值

30

0.55

9.925

3.2

0.55

8.2

1.6

上限

40

0.7

10.0

3.7

0.6

8.7

1.8

优化后

37.165

0.693

9.050

3.6

0.529

8.667

1.448

表 3 设计变量优化结果

琢up3

Rgb3

W neck

Lpit2

Rrt2

Hroot

L thi3

H fix

Rshan

琢down3

最大当量应力影响因子 /%

1086420

图 9 几何参数对榫槽最大

当量应力影响因子

多岛遗传算法

设计点 定义一极大应力值

满足齿距约束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绘制关键点

满足畸形/干涉约束

计算应力分布

满足应力约束

达到迭代步数

停止并输出优化结果
是

图 11 基于多岛遗传算法的优化流程

也提高了计算效率。

每一参数在初始设计±10%的范围内变化，得到

结果后，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各参数对榫槽、榫头最大

当量应力的影响因子如图 9、10所示。

图中红色为负效应，蓝色为正效应。表现为负效

应的参数，随着参数的增大，结果有减小的趋势，负效

应越大，其减小的趋势越明显；正效应则相反。

如前文所述，榫槽最大当量应力出现在第 3齿底

转接圆弧处。在这 10项影响因子中，前 4项均是涉及

该处的参数，分别是：（1）第 3齿上侧角。随其增大，会

使接触长度增加，齿底变厚，榫槽第 3齿的抗弯刚度

增大。如将榫齿等效成悬臂梁进行定性分析[17]，齿底

当量应力将减小，表现为负效应；（2）榫槽第 3齿底转

接圆弧半径。随其增大，应力过渡将更均匀，应力集中

削弱，表现为负效应；（3）颈宽。随其增加，榫槽各截面

长度减小，拉应力增大，表现为正效应；（4）第 2齿距。

随其增大，榫槽第 3齿面积增大，抗弯刚度增大，表现

为负效应。

对榫头而言，最大当量应力仍出现在第 3齿的齿

底转接圆弧处，影响最显著的前 3项影响因子均与该

处结构相关：（1）榫头高度。直接影响第 3齿齿底厚

度，增大榫头高度，齿底厚度增大，抗弯刚度增大，表

现为负效应；（2）第 3齿上侧角。表现为负效应，与榫

槽第 3齿一致；（3）定位线高度。与榫头高度相反，随

其增大，在榫头高度不变的情况下，榫头第 3齿底厚

度将减小，表现为正效应。

除用于分析各参数的影响因子外，试验设计还可

为下一步的优化设计提供初始参数。在试验设计的结

果中选取 1项改善设计，将其值赋予各结构参数，在

此基础上，选取榫槽最大当量应力影响因子在 5%以

上的参数作为设计变量，在保证优化效果的同时提高

优化效率。

2.2 目标函数及优化流程

取目标函数为榫头、榫槽最大当量应力的加权值。

f（X）=0.75f1（X）+0.25f2（X） （1）

式中：f1（X）、f2（X）分别为榫槽、榫头最大当量应力。由
于榫槽最大当量应力更大，因此其权重更大。

本文基于 Isight平台的多岛遗传算法寻找优化

结果，流程如图 11所示。利用 APDL条件语句在点线

面逐步建模过程中提取各关键点坐标信息，判断是否

符合几何约束。在每次 ANSYS计算完成后，提取计算

结果中的最大当量、接触、拉伸及弯曲应力值，其中当

量应力作为目标函数，对于其它应力则判断是否超出

许用应力，以作为性能约束。为保证遗传算法能够正

常寻优，对不满足约束的设计点赋予较大的当量应力

值，通过这种措施提高优化效率。

3 结果分析

设计变量初始值与优化后值及结果对比见表 3、

4。从表中可见，榫槽最大当量应力降低了 19.93%。

Hroot
琢up3
H fix
琢wed

A upl

Rgtl

Lpit1

琢down2

Hgroo

琢up2

最大当量应力影响因子 /%
1086420

图 10 几何参数对榫头最大

当量应力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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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X）/MPa

f1（X）/MPa

Pcontact /MPa

滓y /MPa

初始值

478.9

581.0

405.1

664.8

优化后

460.3

465.2

285.8

523.7

变化率

-3.88%

-19.93%

-29.45%

-18.22%

表 4 应力优化结果

非设计变量采用试验设计结果中的改善设计，均

有一定变化，榫接结构初始设计与优化设计形状对比

如图 12所示。

初始设计与优化后榫接结构当量应力对比如图

13所示。从图中可见，与初始设计相比，最大当量应

力由榫槽第 3齿底转接圆弧处移至第 1齿底转接圆

弧处。

优化前后榫槽第 3齿的应力分布如图 14所示。

从图中可见，榫槽第 3齿齿面的当量应力分布趋势未

发生变化，但齿底转接圆弧处的应力集中状况得到明

显改善。

优化后榫槽各齿沿齿面的当量应力分布如图 15

所示。从图中可见，相较于初始设计，由于第 3齿齿底

转接圆弧处的应力峰值已经消失，各齿的受力状况变

得一致。虽然最大当量应力移至第 1齿齿底处，但各

齿的应力水平一致，这将对榫接结构的寿命带来积极

的影响。

此外，榫头处的应力分

布也变得更加均匀，优化前

后榫头最窄截面处的拉应

力分布情况如图 16所示。

从图中可见，虽然榫头中部

的应力水平在优化后有所

提高，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同时，两侧的最大拉应力有

所降低，榫头内部的拉应力分布变得更加均匀。

优化前后榫头第 1齿接触压力分布情况如图 17

所示。从图中可见，接触压力在优化后峰值消失，分布

更加均匀，最大弯曲应力由第 3齿齿根移至第 1齿齿

根处。优化前后 2处的弯曲应力分布如图 18所示。从

图中可见，弯曲应力极值在优化后减小，分布平缓。

综上，该榫接结构的各方面性能在优化之后都得

到改善，也达到了优化设计的初衷。

4 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燃气轮机涡轮枞树形榫接结构应力

情况，发现 3对榫齿应力分布极不均匀，采用相同的

齿形参数无法获得满意的优化结果。为此，对各榫齿

采用不同的齿形参数进行参数化建模并优化。在优化

之后，榫槽第 3齿最大当量应力明显降低，各齿应力

分布趋于一致，拉应力、接触压力及弯曲应力分布更

加均匀，该设计方法确实能提升榫接结构的优化潜

力，对其设计与优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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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幅载荷对高温合金裂纹萌生及

扩展寿命的影响

初金阳 1,3，申秀丽 1,2，毛建兴 1，胡殿印 1,2，王荣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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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航工业商用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200241）

摘要：为了更好地分析航空发动机用高温合金裂纹萌生阶段的变幅载荷对高温材料的低周疲劳裂纹萌生及扩展寿命的影响，

将低周疲劳的裂纹萌生过程视作损伤累积过程，基于连续损伤力学建立了低周疲劳损伤累积模型。结合室温下 GQGH4169合金的裂

纹扩展试验数据，通过有限元建模计算和数值分析方法确定了模型中具体的损伤参数数值，并对裂纹萌生寿命进行了预测。结果表

明：该方法不但能准确地预测变幅加载下 CT试样的裂纹萌生寿命，而且能很好地反映萌生阶段变幅载荷对裂纹扩展寿命的影响，

而且降低了试验成本。

关键词：变幅载荷；裂纹萌生；裂纹扩展；连续损伤力学；高温合金；低周疲劳；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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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rack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Life of High Temperature Alloy under Variable Amplitude
CHU Jin-yang1, SHEN Xiu-li1,2, MAO Jian-xing1, HU Dian-yin1,2, WANG Rong-qiao1,2

渊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袁China曰2. Collaboration Innovation Center of
Advanced Aero-engine袁Beijing 100191袁China曰3. AVI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 Ltd.袁Shanghai 200241袁China冤

Abstract: The low cycle fatigue crack initiation life was regarded as a process of damage accumulation, based on the continuum
damage mechanics, a damage accumul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variable amplitude at the crack initiation stage
of high temperature alloys on the low cycle fatigue crack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life of high temperature materials. With the crack
propagation parameters of GQGH4169 alloy at normal temperature, the specific value of damage parameter was determined by finite element
and numerical analysis method. Then, crack initiation life predictions we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pproach can not only
predict the crack initiation life of CT specimen accurately, but also reflect a definite influence of crack propagation life under variable
amplitude, and the application reduces the cost.

Key words: variable amplitude曰crack initiation曰crack propagation曰continuum damage mechanics曰high temperature alloy曰low-cycle
fatigue曰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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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低周疲劳一直是航空航天领域的一大难题，其主

要表现形式为长裂纹扩展引起的结构件断裂。材料的

疲劳寿命一般由裂纹的萌生寿命和裂纹扩展寿命组

成[1]。对于航空发动机等受力情况复杂的构件，裂纹在

萌生及扩展阶段都受到变幅载荷的影响。通过试验可

知，不同受力情况下萌生的裂纹在扩展阶段的扩展速

率差异明显，影响材料的整体低周疲劳寿命。因此，分

析裂纹萌生阶段变幅载荷对裂纹萌生寿命及扩展寿

命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

目前大量使用的高温合金主要是铁基、镍基和钴

基高温合金[2-3]。由于 GH4169合金在 650 ℃以下有塑

性好、屈服强度高、高温抗氧化性好、耐腐蚀性强等优

mailto:112938829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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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航空发动机中主要用于制作涡轮盘、叶片、耐高

温紧固件等关键结构部件[4]。而 GQGH4169合金是目

前中国应用较为广泛的高温高强度航空类合金，以该

材料为例研究变幅载荷对低周疲劳寿命的影响。

目前，求解裂纹萌生寿命广泛应用的是 Manson[5]

与 Coffin[6]各自独立提出的材料疲劳寿命的经验关系

式，即 Manson-Coffin方程。该方程揭示了塑性应变幅

和疲劳寿命之间的经验关系。求解裂纹扩展寿命广泛

应用的是 Paris定律[7]，该定律揭示了裂纹扩展速率与

应力强度因子之间的关系。Manson-Coffin 方程和

Paris定律虽然能分别准确地预测裂纹萌生寿命和裂

纹扩展寿命，但不能很好地反映变幅载荷对 2种寿命

的影响。

本文基于连续损伤力学，建立了低周疲劳损伤累

积模型。结合试验数据，采用 Paris公式进行拟合，利

用裂纹闭合效应和损伤原理分析了裂纹萌生阶段的

变幅载荷对裂纹在扩展阶段的影响。

1 材料和试验

1.1 材料和试样

试样采用的 GQGH4169合金在室温时的基本力

学参数[8]见表 1。

裂纹扩展试样取自涡轮盘锻件，弦向取样。采用

标准紧凑拉伸（Compact Tension，CT）试样，具体尺寸

如图 1所示。

1.2 试验方案

试验在 SDS100 型电液伺服疲劳机上进行，采

用电子显微镜进行实时观察，通过数显表记录裂纹

的实时长度。按照 GB/T6398—2000《金属材料疲劳裂

纹扩展速率试验方法》的要求进行试验。为了准确分

析变幅载荷对试样疲劳寿命的影响，采用了控制变量

法。试验温度为室温 20

℃，采用三角波加载，频

率 f=10 Hz，应力比 R=

0.1，通过改变最大加载

载荷进行试验。试验分为

2步：第 1步预制裂纹扩

展到 0.2 mm左右，第 2

步加载至试件断裂，加载

情况见表 2。

表 2中 5、6试验组为变幅载荷预制疲劳裂纹，每

个载荷的加载周期为 300 cycles。

2 低周疲劳损伤累积模型

2.1 连续损伤力学基本原理

根据热力学定义：在等温过程中，封闭系统对外

作功等于或小于系统 Helmholtz自由能的减少。故对

于等温无穷小变形（无热量交换）过程，Clau-

sius-Duhamel不等式可表示为

滓ij着觶 ij-鬃觶≥0 （1）

式中：滓ij 为 Cauchy应力张量；着觶 ij 为无穷小应变张量；

鬃觶为 Helmholtz自由能密度的变化率[9]。

假设材料损伤过程中是弹性且各向同性的，则

Helmholtz自由能可看作应变能。标量损伤变量可定

义为

D=1- E'
E （2）

式中：E为材料的弹性模量；E'为损伤后的弹性模量。

忽略其它变量只用损伤变量 D和应变张量 着ij来描述

损伤状态时，Helmholtz自由能密度表示为

鬃=鬃（着ij，D） （3）

定义 Y=- 坠鬃坠D ，则 Y 是损伤变量 D的对偶广义力，称

为 Helmholtz自由能密度对 D的变化率。由于损伤过

程是不可逆的，可知 D≥0，D觶≥0。Helmholtz自由能密

滓0.2 /MPa
1220

滓b /MPa
1440

E/GPa
195

v

0.3
k/MPa
1552

n

4.964e-2

表 1 GH4169合金的力学参数

序号

1

2

3

4

5

6

裂纹预制载荷

F1max /kN

4

5

6

7

4-5-6-7

7-6-5-4

裂纹扩展载荷

F2max /kN

5

5

5

6

6

6

表 2 CT试样加载数据

图 1 CT试样尺寸

2-覫6.25 0.000

+0.050

1.6

5

6.25

25±0.125

31.25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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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鬃可以看作是材料的热力学势，假定存在 1个耗

散势 鬃*与其对应，表达式为

鬃*=鬃*（滓ij，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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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演化方程[10]为

D觶 = 坠鬃坠Y （5）

其中 Helmholtz自由能密度对 D的释放率 Y 定
义为

Y=
滓eq

2

2E（1-D）2 s t （6）

3轴因子 s t表示为

st=（
2
3
（1+v）+3（1-2v）（滓H

滓eq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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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损伤模型的建立

Miner 准则描述的线性损伤累积原理被广泛应

用。认为在相同受力情况下，损伤变量 D与加载循环
数成正比

D= n
Nf

（8）

但它并不能反映变载荷情况下加载次序对材料

疲劳寿命的影响，且预测精度较低。

各向同性材料的耗散势可以表示为[11]

鬃*= 1
2

Y 2

s0

p觶
（1-D）琢0

（9）

式中：p觶为累积塑性应变率对应力的变化率；s0为材料

系数；琢0是材料常数。

联立式（5）、（6）和（9）可以得到非线性损伤演化

方程

dDdn =
滓eq

2 st p觶

2ES0（1-D）琢0+2 （10）

材料受到循环载荷时，往往会发生循环硬化或循

环软化。对于低周疲劳，连续损伤力学中将累积塑性

变形看作损伤形成的主要原因。随着累积塑性变形的

增大会产生循环软化，并影响其变化率。因此，可以把

材料的循化软化看作疲劳损伤过程[12]。稳定的循环软

化过程采用通用金属循环应力 -应变关系来描述

着=滓E +2（ 滓
2k'
）

1
n'

（11）

式中：k'为循环强度系数，n'为循环硬化指数；等号右

半部分别为循环软化稳定时每循环的弹性应变和塑

性应变，塑性应变对应力求导可以得到

p觶= 1
k'n'
（ 滓

2k'
）

1
n'

-1

（12）

假设循环为比例加载，且每个循环过程中损伤程

度不变，可以通过对式(10)进行积分得到损伤累积模

型。根据 D的定义可知，材料无损伤时，D=0，裂纹萌

生时，D=1[13]。由弹性模量定义可知其在材料损伤过程

中不断减小，为了简化计算，采取有效应力法，即假设

损伤过程中弹性模量不变，用损伤等效应力来描述损

伤处的受力状态。无损伤时，单轴受载下材料局部所

受应力 滓=滓eq。根据式（6）、（9），裂纹萌生处的受力状

态可以用损伤等效应力表示：滓eq

D
= 滓eq

2 st ，即 滓=滓eq

D
。

对于 GH4169合金，从开始加载到稳定循环软化

阶段，通常为十几至几十个循环[12]。忽略此阶段，裂纹

萌生过程可以近似看作稳定循环软化过程，可得到材

料低周裂纹萌生寿命方程为

Nf=n' 1
3+琢0

2k'ES0

滓eq

D 2 （
2k'

滓eq

D ）
1
n'

-1

（13）

假定 茁= 1
3+琢0

，则上式简化为

Nf=n'茁 2k'ES0

滓eq

D 2 （
2k'

滓eq

D ）
1
n'

-1

（14）

3 变幅载荷对疲劳寿命的影响

3.1 有限元建模及分析

根据文献[14]，当 GH4169合金的裂纹尺寸达到

0.2 mm后，扩展速率明显提升，将 0.2 mm定为裂纹

萌生尺寸。GQGH4169 合金在常温下力学性能与

GH4169合金的十分相近。通过试验看出：裂纹扩展

速率首次明显提升也是在 0.2 mm左右，可认为此时

的循环数为裂纹萌生寿命。进而通过有限元方法分析

CT试样裂纹萌生处的局部载荷。采用有限元软件

ANSYS用平面单元 Solid182建模并计算，网格结果

如图 2、3所示。

对裂纹萌生处进行了局部网格细化：对模型的右

半底边施加对称约束；将圆孔上半圆弧的节点进行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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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CT试样网格划分 图 3 裂纹萌生处网格细分

方向耦合；在顶点施加 Y 方向载荷并对其进行 X 轴
约束。试验结果及有限元计算结果见表 3。

3.2 变幅载荷对裂纹萌生的影响

由前文所述，等幅加载下的裂纹萌生寿命可通过

式（14）求出。但对于 GQGH4169合金，方程中的损伤

参数尚无法确定，损伤强度是材料常数，茁可看作是
最大损伤等效应力的幂函数[15]。结合试验数据进行拟

合可以确定未知参数。

根据式（10）可知材料损伤程度为 D时对应的加
载循环数为

ND=n'茁 2k'ES0

滓eq

D 2 （
2k'

滓eq

D ）
1
n'

-1

（1-（1-D）
1
茁
）（15）

将上式与式（14）相除可得

D=1-（1- ND
Nf
）茁 （16）

假设加载过程中每次循环的损伤为 Di，则有
n

i=1
Di=D1+D2+…+Dn-1+Dn=1 （17）

当材料承受多级载荷时，应把之前加载受到的损

伤进行累计。因此，在承受第 i级载荷时造成的损伤
变量可以定义

Di=1-（1- Ni+ni
Nfi
）茁(滓max) （18）

式中：Ni和 ni分别为第 i-1级载荷造成的累积损伤转

化为第 i级载荷时对应的循环数和第 i级载荷加载下
的循环数。

将之前的累积损伤转化为第 i级载荷加载下造

成的损伤即

Di-1=1-（1- Ni
Nfi
）茁(滓max) （19）

引入中间变量

V i=（
Ni+ni

Nfi
）={1-（1-Di-1）

1
茁

+ ni
Nfi

} （20）

式（19）可以表示为

Di=1-（1- Ni+ni
Nfi
）茁=1-（1-V i）茁 （21）

结合表 3中的等幅加载数据和任 1组变幅加载

数据，可以通过 MATLAB进行拟合得出式（14）中未

知参数的数值，进而对另 1组变幅加载条件下的萌生

寿命进行预测。拟合结果：损伤强度的数值为

1.05e-3，等幅加载对应的

茁值见表 4。

因此，在不同受力状

态下的裂纹萌生寿命可以

通过以上确定的参数代入

损伤模型中进行预估，降

低了试验成本。变幅载荷的裂纹萌生寿命预测结果见

表 5。

从表中可见，非线性损伤累积模型不但能反映变

载荷情况下加载次序对萌生寿命的影响，而且相对线

性损伤原则对变幅加载的裂纹萌生寿命的预测精度

更高。

3.3 变幅载荷对裂纹扩展的影响

求解裂纹扩展寿命，常选用 Paris公式

da
dn =c（驻k）m （22）

式中：c、m为与材料相关的参数；驻k 为裂纹尖端应力
强度因子幅度，是关于应力幅 驻滓和裂纹长度 a的函
数，当其小于材料的裂纹扩展门槛值时可以表示为[7]

驻k=Y驻滓 仔a姨 （23）

式中：Y 为形状修正因子，与裂纹的结构形式有关。
裂纹尖端扩展速率表示为

萌生寿命 n/

循环数

2237

3514

6593

10500

4900

3911

最大载荷

F1max/kN

7

6

5

4

4-5-6-7

7-6-5-4

最大损伤等效应力

滓eq

D
/MPa

1637.812

1599.244

1566.373

1535.578

1637.812

1637.81

表 3 不同受力状态的裂纹萌生寿命

茁
0.9177

0.9576

1.0374

1.0773

载荷 F1max/kN

7

6

5

4

表 4 不同受力状态下的 茁值

变幅载荷次序

4-5-6-7

7-6-5-4

损伤累积模型预

测寿命 /循环数

4946

3887

线性损伤原则预

测寿命 /循环数

4498

3867

试验寿命 /

循环数

4900

3911

表 5 变幅载荷下裂纹萌生寿命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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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dn =cY驻滓 仔姨 （a）m/2 （24）

简化为

da
dn =t（a）u （25）

其中 t=cY驻滓 仔姨 ，u=m/2。

从式（25）中可见，等幅加载的裂纹扩展寿命是 a
的指数函数。裂纹扩展阶段最大载荷为 5、6 kN时的

拟合结果如图 4、5所示。图中各试样在裂纹萌生阶段

又都承受不同的最大载荷 F1max。

从图中可见，相对于等幅加载，变幅加载的图像

都有明显转折。该现象可以通过裂纹闭合效应解释：

裂纹扩展过程的本质影响参数是有效应力强度因子

幅度 驻keff，从式（23）看出载荷由高到低时其数值会先

减小，但裂纹扩展门槛值 驻k th也会减小，短裂纹阶段
有如下关系

驻keff=驻kmax-驻k th （26）

可知有效应力强度因子幅度又会增大。因此，裂

纹扩展速率先减小后增大，反之亦然。从图 5中可见，

裂纹萌生阶段降序变幅加载时裂纹扩展阶段的裂纹

闭合效应影响最小，其次是升序变幅加载，最后是等

幅加载。从图 4、5中均可见，相同扩展载荷 F2max时，

随着裂纹长度的增加，各自的扩展速率逐渐接近，当

试样断裂时接近相等。这是由于随裂纹扩展的进行，

裂纹闭合效应逐渐减弱、最后消失而造成的。

以上现象也可以从损伤角度进行解释。如前文所

述，试验中裂纹萌生尺寸都接近 0.2 mm，但在不同受

力情况下该处的裂纹扩展速率并不相同。由于裂纹扩

展速率变化趋势与损伤变量变化率相同，显然裂纹萌

生寿命越短，裂纹扩展速率就越大，反之亦然。因此，

当用式（23）描述裂纹扩展时，公式右边的 a值在变幅
情况下小于等幅情况的数值。故当同样用式（23）表示

时，u值会增大。由此可以得到相同裂纹扩展载荷加
载时，u值与裂纹萌生寿命的变化趋势相反。式（23）

中的 t值则与裂纹萌生时的应力幅值的变化趋势相
同。以上规律不但与如图 4、5中所示 t、u的变化趋势
完全相同而且与裂纹闭合效应描述得相一致。

结合图 4、5和表 3中的数据，可知裂纹萌生阶段

的变幅载荷对裂纹萌生寿命和裂纹扩展寿命影响一

致。在最大载荷相同时，等幅加载下的疲劳寿命最短；

其次为降序变幅加载；最后为升序变幅加载。

4 结论

（1）结合试验结果，可以通过少量试验数据结合

低周疲劳损伤累积模型利用数值方法确定模型中损

伤参数的具体数值，进而实现对不同受力情况下裂纹

萌生寿命的预估，从而降低试验成本。

（2）结合低周疲劳损伤累积模型对变幅载荷下CT

试样的裂纹萌生寿命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与试验数

据十分吻合。

（3）结合 Paris公式对试验数据进行了拟合，分别

从裂纹闭合效应和损伤原理 2个角度分析了变幅载

荷对裂纹扩展阶段的影响。从试验结果可见，裂纹萌

生阶段的变幅载荷对其裂纹萌生寿命和裂纹扩展寿

命的影响一致：等幅加载时的疲劳寿命小于变幅加载

的疲劳寿命；且升序变幅加载时的疲劳寿命大于降序

变幅加载的疲劳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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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推力测量台架原理误差分析

张 有 1, 2，吴 锋 1, 2，何培垒 1, 2

（1.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技术重点实验室，四川江油 621700；2.中航工业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四川江油，621700）

摘要：为研究影响航空发动机推力测量台架系统原理误差的因素及作用，针对发动机弹簧片支撑式推力测量台架，以推力偏

心假设为基础建立其力学模型，采用理论分析和仿真验证相结合的方法对某试车台架进行原理误差分析。在给定条件下，台架在竖

直平面和水平面内的角偏心远小于推力角偏心，并不会对推力测量造成显著影响，台架结构变形引起的角偏心也很小。相比之下，

原理误差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为推力角偏心、热变形和弹阻力，原理误差分别为 0.38%、0.16%和 0.04%，应加以控制。当推力偏心量

造成的原理误差不能满足精度指标时，需采用原位加载系统或者矢量推力测量台架来评估。

关键词：支撑式台架；原理误差；弹簧片；推力偏心；台架偏心；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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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Errors Analysis of Thrust Measurement Test Bench System for Aeroengine
Zhang You1,2袁Wu Feng1,2袁He Pei-lei1,2

渊1. Key Laboratory on Aero-Engine Altitude Simulation Technology, Jiang you Sichuan 621700;
2. AVIC China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袁Jiangyou Sichuan 621700袁China冤

Abstract: To study the factors and function of principle errors which influenced thrust measurement test bench system, that supported
by spring for aeroengine, established mechanical model based on thrust eccentricity assumption, the principle errors of an aeroengine test
bench were analyzed using bot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Under a given condition, the angle eccentricity of the stand i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plane was much smaller than that of thrust eccentricity, it will affect on thrust measuring indistinctively, and the eccentric
angle caused by malformation of test bench system is very small. On the contrary, from most to least, the influence factors on principle errors
analysis are thrust eccentricity, thermal deformation and spring resistance, principle errors are 0.38%, 0.16% and 0.38% respectively, and
all the factors should be controlled. When principle errors from thrust eccentricity are over accuracy, the situ-calibration system or vector
thrust measurement should be used for assessment.

Key words: supporting measurement test; principle errors; spring; thrust eccentricity; stand eccentricity;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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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推力是发动机最主要性能指标之一。准确地测量

出发动机推力对于发动机研制与性能评定具有重要

意义。推力台架作为推力测量台架中的关键部件，其

性能对推力测量精度影响较大。航空发动机推力测量

台架均采用挠性连接装置作为弹性元件，对系统进行

支撑和导向。单分量推力测量台架，按照弹性元件安

装方式的不同，分为支撑式台架和吊挂式台架[1-2]。美

国、欧洲等采用万向挠性件作为弹性元件，俄罗斯和

中国采用弹簧片作为弹性元件[3-4]。

国内外学者针对航空发动机推力测量台架研究

得较多，主要集中在校准方式和气动修正方面，开展

了静态标定、吹风试验和中心校准等研究，以提高推

力测量精度，但对台架偏心和推力偏心等造成的原理

误差并未进行深入分析[5-8]。

由于台架系统原理误差相互影响，通过试验方法

难以得到其影响大小及作用机理，本文基于推力偏心

假设，采用理论分析和仿真验证的方法，建立弹簧片

支撑式台架系统偏心力学模型，进行单分量推力测量

mailto:E-mail:62390896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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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架原理误差的分析。

1 系统模型

1.1 推力台架

支撑式推力台架结构如图 1所示。采用弹簧片支

撑式台架时，发动机通过主辅支点固定在动架上；动

架由 4块弹簧片支撑和导向，一端连接测量推力传感

器，一端连接校准推力传感器。试验推力传递路线为：

发动机推力 -主支点 -动架 -推力测量传感器；校

准推力传递路线为：加载

装置 -校准推力传感器 -

动架 - 推力测量传感器。

在理想情况下，试验推力

Fe、校准推力 Fc与推力测

量传感器输出 Fm 成线性

变化关系。

1.2 弹簧片

在台架系统中，弹簧片作为主要的弹性元件，其性

能好坏对推力测量精度影响较大。弹簧片变形情况如

图 2所示。图中，1为弹簧片有效部分共 2段，长度为

l；2为弹簧片加厚部分，长度为 c；3为弹簧片安装段。

弹簧片轴向刚度定义为

kz=
EA c A l

cA l+lA c
（1）

弹簧片横向刚度定义为

kx=琢C·茁·EIl

l3 （2）

弹簧片侧向刚度定义为

ky=琢C·茁·6E·Il

l3 （3）

弹簧片扭转刚度定义为

kw=
Mz
准 （4）

式中：E为弹性模量；琢C为压力影响系数；茁为加厚部
分影响系数；Il为有效部分惯性矩；Mz为弹簧片受到
的扭矩；准为弹簧片扭转角度。
1.3 原理误差

一般情况下，在单分量推力测量台架中，推力

传感器位于台架水平面

中心线上，只能测量沿中

心线传递的外力，如图 3

所示。当推力分量 Fe'与传

感器形成偏角 琢'时，推力

传感器测量值 Fm=Fe' cos

琢'，推力测量误差 着F=（1-cos 琢'）Fe'。

推力分量 F 'e与传感器测量中心形成的距离 啄'
小于推力传感器半径时，可忽略其对推力测量精度的

影响。对于如图 1所示的推力测量台架，啄'主要来源
于传感器安装误差，远小于推力传感器半径，故本文

不考虑 啄'对推力测量精度的影响。
为了提高推力测量精度，需保证发动机推力 Fe

能够准确传递给推力传感器；如不能，则会造成推力

测量误差。在弹簧片支撑式台架中，以下因素会产生

原理误差，分别定义为：弹簧片水平位移产生的弹阻

力 着FS；发动机几何非对称和气动非对称性造成的推

力偏心 着FS；附加力矩引起弹簧片变形造成台架的非

线性耦合偏心 着FMoy、着FMoz；推力传递结构变形 着Fd；台架

热变形影响 着Ft。

2 系统偏心

2.1 偏心定义

系统偏心是造成推力作用线偏离推力传感器测

量中心的主要原因，包括推力偏心和台架偏心，如图

4所示。二者之间会产生相互耦合作用。推力偏心分

为推力角偏心和推力线偏心，台架偏心也包括角偏心

和线偏心。因此，做如下定义：

推力角偏心：推力作用线与发动机中心轴线的空

间夹角 琢，可分为 琢y和 琢z。

推力线偏心：推力作用线与发动机重心的空间距

离 啄，可分为 啄y和 啄z。

台架角偏心：台架中心线与基准轴线的空间夹角

棕，可分为 棕y和 棕z。

台架线偏心：台架中心线与推力传感器接触点的

空间距离驻，可分为 驻y和 驻z。

1—弹簧片支座；2—后端弹簧片组；3—传感

器支座；4—加载装置；5—校准传感器；6—

动架；7—主支点；8—发动机；9—定架；10—

测量传感器；11-前端弹簧片组

图 1 支撑式推力台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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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弹簧片模型 （b）横向弯曲变形 （c）扭转变形

图 2 弹簧片变形

图 3 推力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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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台架偏心特性

为了研究台架系统各误差因素的影响规律，采用

单因素分析方法，分别对弹簧片偏心和台架偏心特性

进行研究，主要分析推力传递过程中结构变形对推力

测量的影响。

2.2.1 竖直平面内弹簧片偏心特性

假设台架前端 2块弹簧片（1#和 2#）的受力一

致、后端 2块弹簧片（3#和 4#）的受力一致，忽略弹簧

片变形产生的恢复力矩，如图 5所示。台架在竖直平

面内外力作用下的变形可分解为发动机重力 G 和推
力竖直分量 Fez作用下，弹簧片产生 Z方向压缩变形
驻'zs；在推力水平分量 Fex作用下，推力传感器水平方

向位移 驻x1和弹簧片水平

位移 驻xs 如图 6 所示；在

附加力矩 Moy 作用下，台

架产生翻转角度 棕y，如图

7所示。

将台架在竖直平面内

受到的外力进行分解，并

对台架中心 O 点取矩，如
图 8所示。方程如下

（G-Fez）=4kz·驻'zs

Fex=Fm+4kx·驻xs

Moy=Fex·he+（G-Fez）·le

Moy=0.5L·（f12z-f34z）-（f12x-f34x）·hs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5）

式中：hc为发动机重心与台架中心的垂直距离；le为

发动机重心与台架中心的水平距离；hs为弹簧片长

度；L为台架长度。
通过求解式（5）得到 f12z、f34z，则台架翻转角度为

棕y=
（f12z-f34z）

2kz·L （6）

2.2.2 水平面内弹簧片偏心特性

假设 4个弹簧片在水平面变形一致，不考虑竖直

方向变形的耦合作用。台架在水平面内外力作用下产

生的变形可分解为：在推力水平分量 Fex作用下，推力

传感器水平方向位移 驻x1和弹簧片水平位移 驻xs（图

6）；在推力水平分量 Fey作用下，弹簧片产生的侧向位

移 驻ys，如图 9 所示；在附

加力矩 Moz作用下，台架产

生的扭转角度 棕z，如图 10

所示。

将台架在水平面内受

到的外力进行分解，并对

台架中心 O点取矩，如图
11所示。方程如下

Fey=4ky·驻ys

Moz=Fex·啄y-Fey·le

Moz=2kx·驻L·W+2ky·驻W·L+4k棕·棕z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7）

式中：驻L 为弹簧片在台架轴向的变形量；驻W 为弹簧
片在台架侧向的变形量；W 为台架宽度。

根据如图 10所示的几何位置，驻L 与 驻W 有如下
关系式

2驻L=棕z驻W
2驻W=棕z驻L

（8）

根据式（7）和式（8），可得

棕2=
Moz

kxW 2+kyL2+4k棕
（9）

2.2.3 台架结构偏心特性分析

台架结构偏心特性主要包括：竖直平面内变形

（如图 12所示），台架热变形（如图 13所示），主支点

受力变形等。台架在重力 G 和推力竖直分量 Fez作用

下，产生挠性弯曲（图 12），影响台架与推力传感器的

接触角。台架温度变化会造成热变形，使得后端弹簧

（a）推力角偏心 （b）推力线偏心

图 4 推力偏心

琢 Fe Fe啄

图 5 台架竖直平面偏心

Z

XY
驻xs1

wy

图 6 台架水平位移 图 7 台架翻转变形

驻xs
驻x1

wy

图 8 竖直平面受力

Z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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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he

琢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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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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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

图 9 台架侧向位移

f3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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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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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图 10 台架扭转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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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台架水平面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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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台架竖直平面变形 图 13 台架热变形

78



张 有等：航空发动机推力测量台架原理误差分析第 4期

图 15 原理误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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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倾斜，产生的附加阻力和水平力对推力测量精度造

成影响。主支点变形使得发动机推力作用线偏斜，影

响推力测量准确性。

3 结果分析与验证

3.1 假设条件

以如图 14所示某航空发动机试车台为例，分析

在推力偏心情况下系统偏

心引起的推力测量误差。

定义假设条件如下：

（1）主推力 Fe=100

kN，发动机质量 G≈1.5 t；

（2）推力角偏心 琢max≤5毅，则 琢y≤5毅，琢z≤5毅；
（3）推力线偏心 啄max≤50 mm，则 啄y≤50 mm，啄z≤

50 mm；
（4）推力传感器变形量 驻x1≤0.2 mm，弹簧片变形

量 驻xs≤0.51 mm；

（5）台架温度变化为 20 ℃；

（6）不考虑弹簧片的安装偏差。

3.2 偏心结果

将推力台架（图 14）参数带入式（1）~（9）进行理

论计算，并采用有限元分析软件进行几何非线性的仿

真分析，台架弹簧片性能参数见表 1；作用在台架上

的外力分量见表 2，分别取各分量的最大值；弹簧片

引起的台架系统变形量见表 3；台架结构偏心结果见

表 4。从表 3、4中的台架偏心结果可见：推力偏心与

否对台架偏心造成的影响不大；弹簧片变形引起的台

架偏心远小于台架自身结构变形引起的偏心；相比之

下，热变形引起的台架角偏心最大。

3.3 原理误差分析

根据前文对原理误差的定义，结合相应的假设条

件和分析，推力台架（图

14）最大原理误差分布

如图 15所示。对于弹簧

片支撑式台架来说，造

成原理误差最大的因素

依次为：推力角偏心、热

变形和弹阻力。

（1）弹簧片弹阻力产生的原理误差为 0.04%，由

推力偏心角造成。在试验过程中，发动机推力偏心造

成弹簧片竖直方向载荷的动态变化使得（式（2））与静

态校准中的初始刚度有近 30%的差异，变化趋势如

图 16所示。

（2）发动机自身推力偏心产生的原理误差（图 3）

为 0.38%，如图 17所示。

（3）由系统偏心结果可知，台架抗扭转 /翻转的

刚度很大，推力及推力偏心量并不会造成台架发生明

显偏心，故台架非线性耦合偏心产生的原理误差极

小，可忽略。

（4）推力传递结构变形产生的原理误差接近万分

之一，主要有由重力引起的台架变形和主支点在推力

作用下的变形。

（5）根据热变形（图 13）的计算结果可知，其引起

图 14 推力台架

项 目

理论值

仿真值

kx /（kN/m）

81.07

77.14

ky /（106 kN/m）

0.118

0.116

kz /（106 kN/m）

1.02

0.827

k棕 /（106 kN/m）

8.67

12.84

表 1 弹簧片初始性能参数

表 2 作用在台架上的外力分量

项目

无推力偏心

推力角偏心

推力线偏心

角偏心 +线偏心

|G-Fez|/（kN）

14.7

23.241

14.700

23.241

Fex /（kN）

98

97.627

98

97.627

Fey /（kN）

0

8.541

0

8.541

Moy /（kN·m）

114.66

118.50

119.56

123.40

Moz /（kN·m）

0

-4.27

4.90

9.15

项目

无推力偏心

推力角偏心

推力线偏心

角偏心 +线偏心

理论

1.96

2.09

2.11

2.16

仿真

1.99

2.06

2.08

2.12

理论

0

0.98

1.16

2.24

仿真

0

1.32

1.55

2.81

棕y /（10-6 rad） 棕z /（10-6 rad）
表 3 弹簧片变形引起的台架偏心结果

项目

结果

棕y1 /（10-6 rad）
347

棕y3 /（10-6 rad）
3124

棕y3 /（10-6 rad）
246

表 4 台架结构变形引起的偏心结果

0.07
0.06
0.05
0.04
0.03
0.02
0.01

琢/（毅）
0 1 2 3 4 5 6

0.6
0.5
0.4
0.3
0.2
0.1

琢/（毅）
0 1 2 3 4 5 6

图 16 弹阻力造成的原理误差

随角偏心变化趋势

图17 推力测量误差随角偏心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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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加力随台架温度变化而

变化，温度变化 20 ℃时，造

成 0.16%的测量误差，其误

差变化趋势如图 18所示。

对于一般的试车台架，

要求推力测量精度达到

0.5%，包含系统原理误差、测试系统误差（一般为

0.2%）和随机误差。假设原理误差可接受的范围为

0.2%，则需要控制推力偏心角和台架温度变化量在

一定的范围内，如推力偏心角控制在 2.5毅内、台架温
度变化控制在 6 ℃内。

4 结论

在推力偏心的假设条件下，采用单因素分析方

法，针对弹簧片支撑式台架系统进行了原理误差分

析，得出以下结论：

（1）台架偏心主要来自于台架热变形和结构变

形，是造成推力测量误差的 2个主要来源；推力偏心

并不会造成台架偏心。

（2）为了提高推力测量精度，对推力测量精度影

响最大的推力偏心角和台架温度等原理误差应控制

在合理的范围内。

（3）台架刚性对推力偏心具有限制作用，如果推

力偏心较大，即引起的原理误差超过台架所能接受的

精度范围，则应该采用原位加载系统或者矢量推力测

量台架来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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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6镍基单晶涡轮转子叶片失效分析

胡 霖，佟文伟，高志坤，韩振宇
（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沈阳 10015）

摘要：为了排除某航空发动机 DD6镍基单晶高温合金涡轮转子叶片在室温振动试验中发生的裂纹故障，对故障叶片进行了外

观检查、断口分析、表面检查、解剖检查、化学成分分析、金相检查、应力分布计算及热模拟试验，确定了故障叶片裂纹的性质和产生

原因。结果表明：涡轮转子叶片裂纹为高周疲劳裂纹，叶片局部区域存在异常的 酌忆筏排组织是导致该叶片产生早期疲劳开裂的主要
原因，且附近区域腐蚀过重及结构上处于应力集中区，也促进了疲劳裂纹的萌生及扩展。针对这些故障，建议优化叶片结构并对腐

蚀检查进行严格监控，防止出现 酌忆筏排组织及腐蚀过重现象，从而避免此类故障再次发生。
关键词：DD6镍基单晶; 涡轮转子叶片; 酌忆筏排组织; 故障分析；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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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 Analysis of the Turbine Blade of DD6 Nickel-Base Single Crystal
HU Lin, TONG Wen-wei, GAO Zhi-kun, HAN Zhen-yu

渊AVIC Shenyang Engine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crack occurred on the turbine blades that is made of DD6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 applied in an

aeroengine during the vibration test under the room temperature. The examination of failed turbine-blades appearance, fracture surface
analysis, the examination of the original surface, the examination of the longitudinal section of the source region, chemical composition
analysis, metallurgical structure analysis, calculation of stress distribution and thermal simulation test we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ilure mode for the crack of failed turbine-blades is high-cycle fatigue. As a pivotal factor, abnormal 酌忆 rafting lead to early fatigue
fracture in the localized region of the turbine -blade. Meanwhile, the fatigue crack is also influenced by serious corrosion and stress
concentration. Finally in the view of the failure, it is suggested that construction of the turbine blades should be optimized and the corrosion
examination process of the turbine-blades should be rigidly controlled to prevent the abnormal 酌忆 rafting and serious corrosion appearing,
and analogous failure can be avoided.

Key words: DD6 Nickel-base single crystal曰turbine blade曰酌忆 rafting曰failure analysis曰aeroengine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收稿日期：2016-01-13 基金项目：燃气轮机工程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胡霖（1985），男，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部件的失效分析工作；E-mail：1259691509@qq.com。

引用格式：

第 42卷第 4期

2016年 8月

Vol. 42 No. 4

Aug. 2016

0 引言

涡轮前燃气温度的高低是衡量航空发动机性能

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燃气温度从 1200 ℃升高到

1350 ℃，发动机单位推力可提高 15％，耗油率降低

8％，而温度的升高必然导致涡轮转子叶片寿命的降

低[1]。而材料的温度降低 15 K，寿命将延长 1 倍；反

之，温度升高，寿命会大幅度缩短[2]。为提高叶片承温

能力，采用空心气膜冷却技术[3]、热障涂层技术[4-5]或单

晶高温合金材料[6]已成为有效的解决方案。

DD6镍基单晶高温合金是国内成功研制的低成

本第 2代单晶合金[7]。与传统的等轴晶合金、定向合金

和已成功应用的第 2 代 CMSX-4 单晶合金相比，具

有更好的高温综合性能[8-9]，已成为国内某型先进航空

发动机涡轮转子叶片的主要材料。早期有学者对高温

条件下单晶合金 DD6和 CMSX-4的蠕变性能进行了

对比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在 980 ℃试验条件下，[001]

取向的 2种材料变形 0.5%所需时间分别为 77.1 h 和

16.0 h；在 850 ℃试验条件下则需 18.2 h和 0.31 h[10]，

可见单晶合金 DD6明显较优异。

mailto:125969150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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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的涡轮转子叶片在装机使用前需进行多

项模拟考核试验[11]，目的是找到新材料叶片结构中的

设计缺陷或叶片生产工艺中的不足。本文针对在振动

试验过程中 DD6镍基单晶涡轮转子叶片出现异常裂

纹的现象，对故障叶片裂纹进行失效分析，找出失效

原因，分析失效机理，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为今后

DD6镍基单晶涡轮转子叶片的高可靠性应用提供重

要的技术支撑。

1 材料与生产工艺

叶片材料为 DD6镍基单晶高温合金的化学成分

见表 1。该叶片主要制造工艺为定向凝固→脱壳脱

芯→铸态检查→真空热处理→检测与检验。叶片精铸

件经 X射线检查仪测试结晶取向，[001] 结晶取向与

叶片精铸件主应力轴的偏离应不大于相关标准规定

角度。

2 试验过程与结果

2.1 外观检查

DD6合金叶片振动疲劳试验在特定振动应力条

件下进行。当循环至 2.51×106时，叶片出现异常裂纹

现象。经荧光无损探伤检

查，确定裂纹位于叶片缘

板下方处，该裂纹平直、开

口较小、呈锯齿状，如图 1

箭头所示。

2.2 断口分析

将裂纹打开，断口宏观形貌如图 2所示。断口具

有较亮的金属光泽，由数个不同角度的斜面组成，各

斜面平坦、光滑、起伏较大，具有较强的镜面反光

性。断面上可见明显的河

流状放射棱线的扩展特

征（图 2 箭头所指），根据

其汇聚方向可以判断，裂

纹源区位于流道横截面

突变的转角处。

在扫描电镜下观察，裂纹断口源区低倍形貌如图

3（a）所示。可见放射棱线特征明显，呈单源起始，未见

明显的冶金缺陷。进一步放大观察，源区隐约可见 酌忆
连通状组织形貌且不致密，如图 3（b）箭头所示。裂纹

断口扩展区放大观察可见细密的疲劳条带和滑移线特

征[12]，如图 4所示，表明该断口性质为高周疲劳断口。

2.3 表面检查

对疲劳源区附近表面放大观察，形貌如图 5所

示。从图中可见，低倍下主要为铸造表面形貌，较粗糙

且有大小不一、数量较多的点腐蚀坑；放大观察腐蚀

坑，即图 5（a）中蓝色虚框，可见组织形貌。分析表明：

疲劳源区附近受到过重腐蚀，表面完整性较差。

2.4 解剖检查

在疲劳源区处沿叶片[001]、[100]方向分别提取解

剖截面进行检查分析，形貌如图 6（a）、（c）所示，并进

行局部放大观察，如图 6（b）、（d）所示。可见源区处酌忆
组织发生均匀性的增长和定向粗化的现象，且与叶片

[001]生长方向约呈 45毅，分析应为 酌忆组织筏排化。该

元素

质量分数

C

0.001～0.040

Cr

3.80～4.80

Co

8.50～9.50

W

7.00～9.00

Mo

1.50～2.50

Al

5.20～6.20

元素

质量分数

Nb

≤1.20

Ta

6.00～8.50

Re

1.60～2.40

Hf

0.05～0.15

Ni

余

表 1 DD6镍基单晶高温合金化学成分 %

图 1 裂纹宏观形貌

图 2 裂纹断口宏观形貌

疲劳源区

106.47 滋m

（a）低倍形貌 （b）放大形貌

疲劳源区

放大倍数 =200 X 100 滋m2 放大倍数 =2.00 kX 10 滋m2

图 3 疲劳源区形貌

（a）疲劳条带 （b）滑移线

放大倍数 =4.00 kX 10 滋m2

2 滋m2

图 4 扩展区微观形貌

放大倍数 =8.00 kX

（a）低倍形貌 （b）放大形貌

100 滋m2

2 滋m2

图 5 源区附近表面形貌

放大倍数 =300 X 放大倍数 =5.00 kX

疲劳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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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忆筏排组织沿基体深度方向分别约为 0.57 mm 和

0.02 mm，而沿内腔表面较大，约为 2.33 mm，与其余

处组织存在差异，且存在严重变形及向疲劳源聚拢的

趋势，如图 6（b）中箭头所示。综合分析该处在成形过

程中受到力的影响，诱导该区域组织发生明显的变

形、聚拢。同时，远离疲劳源处为完整致密的方格状

酌＋酌忆组织形貌，如图 6（d）中蓝箭头所示；疲劳源区

处为 酌忆筏排组织，且附近区域存在松散剥落的现象，
如图 6（d）红箭头所示。结合图 5进一步分析，疲劳裂

纹萌生区域曾遭受较重的腐蚀损伤。

2.5 化学成分分析

对故障叶片基体进行化学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2。

从表中可见，故障叶片的化学成分符合技术标准要求。

2.6 金相检查

对故障叶片基体取样

进行金相组织检查，结果

如图 7所示。该组织为典

型的酌＋酌忆立方状组织，符
合技术标准要求。

2.7 应力分布计算

通过对叶片振动应力

分布计算可知，该叶片最

大应力区位于叶片伸根与

榫齿转接位置（如图 8所

示），而实际故障叶片裂纹

并未起始于此处，表明该叶片过早萌生疲劳裂纹与叶

片所受最大应力无直接关系。

2.8 热模拟试验

为深入分析疲劳源区 酌忆筏排组织的形成原因，
结合故障叶片疲劳源区存在腐蚀过重的特殊性，进行

较重腐蚀后的热处理模拟试验，用来研究导致局部微

区元素出现化学成分偏析，形成元素扩展梯度，扩散

势垒的降低，最终 酌忆筏排组织的形成是否为腐蚀介
质和热处理高温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前也有研究

表明[13-15]，酌忆筏排组织的形成与原子定向扩散密切相
关，局部区域脱溶出来的 Al元素易于扩散到 酌忆相中，
产生 酌忆筏排组织。

模拟试验后的组织形貌如图 9所示。从图中可

见，模拟试验后组织形貌

仍为典型的立方状 酌＋酌忆
组织，甚至未出现近似 酌忆
筏排组织的现象，因此可

以排除疲劳源区的 酌忆筏排
组织是由于腐蚀过重和标

准热处理共同作用所致。

3 分析与讨论

从故障叶片裂纹断口分析结果可知，故障涡轮转

子叶片裂纹位于缘板下方，断口源区未见夹杂、再结

晶等缺陷；微观上可见放射棱线汇聚于流道横截面突

变的转角处，扩展区存在细密的疲劳条带和滑移线形

貌，表明该故障叶片裂纹的失效性质为高周疲劳。故

障叶片化学成分符合技术条件要求，叶片基体金相组

织正常。通过对叶片振动应力分布的研究可知，叶片

裂纹未在最大应力区萌生。综合分析表明，涡轮转子

叶片过早产生疲劳裂纹与叶片材质、最大应力区无直

接关系。

DD6镍基单晶高温合金典型的立方状 酌+酌忆组织
具有优异的的抗蠕变和机械疲劳性能[16]的特性。主要

原因在于其自身由面心立方（fcc）结构的金属 Ni基体

（a）叶片[001]低倍形貌 （b）叶片[001]放大形貌

放大倍数 =100 X 10 滋m2 2 滋m2

图 6 叶片[001]、[100]源区处截面微观形貌

放大倍数 =5.00 kX

裂纹断口

疲劳源区

内腔壁
=568.7 滋m

=2.329 滋m
疲劳源区

（c）叶片[100]低倍形貌 （d）叶片[100]放大形貌

100 滋m2 2 滋m2

内腔壁

裂纹断口

疲劳源区 =20.25 滋m

疲劳源区

放大倍数 =100 X 放大倍数 =5.00 kX

元素

质量分数

标准成分

Al

5.23

5.2～6.2

Cr

4.72

3.8～4.8

Co

8.92

8.5～9.5

Ni

63.63

余

元素

质量分数

标准成分

Mo

1.78

1.5～2.5

Ta

6.36

6.0～8.5

W

7.11

7.0～9.0

Re

2.25

1.6～2.4

表 2 故障叶片的化学成分 %

放大倍数 =5.00 X 1 滋m2

图 7 故障叶片显微组织

XY
0.759929 511.474 1022 1533 2044

256.117 766.832 1278 1788 2299

图 8 叶片榫头处振动

应力分布

图 9 模拟试验后的组织形貌

2 滋m2
放大倍数 =5.00 X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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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相）和均匀分布的 L12结构的 Ni3Al（酌忆相）组成。酌忆
相以畸变共格方式有序地嵌入 酌相中，由于 酌忆相存
在原子半径较大的 Al元素，基体 酌相固溶 Cr、Mo、Co

等原子半径较小的元素，导致 酌和 酌忆相之间存在一定
程度的晶格错配[17]，从而产生了晶格间的错配度 啄 [18]。

啄= 琢酌'-琢酌
1/2（琢酌'+琢酌）

（1）

式中：琢酌、琢酌'为 酌、酌忆晶格半径。
在立方状的 酌/酌忆相界面存在大量的位错网[19]，该

位错网可以很大程度上释放外加载荷，降低位错密

度，宏观表现为材料的抗疲劳性能提高。但通过对疲

劳源区的检查与分析，发现疲劳源区存在异常的 酌忆
筏排组织。

早期研究表明，在应力和高温条件下[20-22]或在无

应力的高温长时热暴露条件[23-24,13]下，酌忆组织均可出现
筏排化的现象。结合故障叶片的具体生成工艺可以排

除无应力高温长时热暴露条件，因此，疲劳源区出现

的 酌忆筏排组织必然需要应力和高温的条件。根据该
叶片的生产工艺履历，深入分析该叶片局部区域出现

酌忆筏排组织产生原因在于：选晶法制备单晶叶片在定
向凝固成形过程中，单晶高温合金需从固相线的温度

（约 1340 ℃）开始凝固成形，冷却时合金凝固收缩，

包裹型芯，合金的收缩一旦受到阻碍，凝固成型后会

在相应的区域产生残余应力。同时，对于叶片内腔腔

道横截面突变的区域及转角过渡结构的曲率较小区

域，合金凝固收缩的尺寸较大，相应的铸造残余应力

值也较大，从该叶片 酌忆筏化组织所处位置（图 2）可

知，该处正位于铸造残余应力较大区域，这一观点也

可从图 6（b）中的 酌忆筏排组织的变形、聚拢现象中得
到直接佐证。随后该区域在标准热处理过程中，达到

酌忆筏化组织形成所需温度的要求，最终导致 酌忆组织形
成筏排化。

酌忆筏排组织按照形状通常分为板状筏化和棒状
筏化，Ignat[25]等对 酌忆筏排组织的参量 R 进行了规定，
来确定 酌忆筏化程度，间接地表征出 酌忆筏排的形状

R= 2L2

4LT = L
2T （2）

式中：L 和 T分别为 酌忆的长度和宽度，均可通过 SEM

手段获取。

图 6（b）中的 酌忆参量 R 值约为 3.97，应为板状筏

化。基于此结果，通过对 酌忆筏排组织微观结构特性及

不同温度下位错机理的分析，在中、低温时，酌忆筏排组
织的疲劳寿命较短。其主要原因在于：在高温时，位错

主要以攀移的形式出现；在中、低温时，位错多以切割

酌忆为主导机制。板状筏排后的 酌/酌忆相界面面积大量减
少，相界面的位错网也随之大量减少，必将导致释放

外加载荷的能力降低，酌忆易被切割，导致 酌忆筏排组织
抗疲劳性不足。这一结论与前期研究[26]针对不同 酌忆形
状组织（立方状、板状筏化）的疲劳寿命同样进行对比

性试验，得出在不同条件下，初始板状 酌忆筏排化组织
会使材料疲劳寿命明显缩短的结果相一致。

针对此次室温条件下的试验，酌忆筏排组织的抗疲
劳性能整体较差，同时，酌忆筏排组织区域较小，相对整
个正常组织的叶片而言，可近似看作单晶材料中存在

1个大“杂晶”，从而导致该处抗疲劳性能再次降低。

此外，该 酌忆筏排组织区域存在较为严重的大面积点
腐蚀坑。腐蚀过重的原因在于：每次腐蚀检查时需把

数量较多的叶片同时放入 HCl+H2O2腐蚀液中，但叶

片在清洗时不能同时进行，导致每个叶片腐蚀时间各

不相同，腐蚀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最终导致个别叶片

腐蚀程度相对较重，破坏了单晶叶片的完整性和致密

性，促使抗疲劳强度进一步降低。同时，该处位于流道

的转角处，易产生应力集中，更加促进裂纹的萌生及

扩展。

综上所述，在异常的 酌忆筏排组织、腐蚀过重及结
构上的应力集中 3个因素共同作用下，该叶片过早产

生疲劳裂纹。

4 展望与预防

近年来，国内关于 DD6合金的研究仅限于材料

本身的蠕变[27]、疲劳[28]等性能方面，虽然在 DD6合金

本身的性能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在航空发动机涡轮

转子叶片试验方面报道较少。同时，在叶片实际使用

方面的经验 /破坏模式等方面积累相对甚少，在失效

机理方面研究则更少。因此，需大力开展 DD6合金在

涡轮转子叶片上的应用研究，既可为 DD6合金在涡

轮转子叶片上的成功应用做必要的技术预研工作，又

可促进航空发动机性能飞跃式发展。

本文通过对 DD6镍基单晶转子叶片裂纹失效原

因及产生机理进行研究，同时，为避免此类故障再次

发生，建议今后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工作，促进

DD6镍基单晶涡轮转子叶片技术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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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叶片内腔横截面突变或曲率较小等易产生

铸造残余应力部位进行结构优化，为铸造提供更宽的

工艺条件。

（2）叶片内腔出现异常组织是极难检查发现的问

题，因此，今后应开展相应的专项检查，并对检查部位

及检查方法进行可行性研究。

（3）对 DD6单晶叶片的腐蚀进行严格控制，避免

发生腐蚀时间不同的情况，并做相关的试验优化出最

佳的腐蚀工艺参数。

5 结论

（1）某航空发动机 DD6镍基单晶涡轮转子叶片

裂纹为高周疲劳裂纹，裂纹起源于流道横截面突变的

转角处。

（2）涡轮转子叶片局部区域存在异常的 酌忆筏排
组织是导致叶片产生早期疲劳裂纹的主要原因；腐蚀

过重及结构上的转角处所引起的应力集中，对疲劳裂

纹萌生及扩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3）裂纹的产生与其材质及结构上的最大应力区

没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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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液滴破碎流动机理试验研究

刘 闯，金仁瀚，刘 勇，龚 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省航空动力系统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16）

摘要：为了研究单液滴破碎内部流动机理，采用高速摄像机对不同流场分布中的液滴变形、破碎过程进行了捕获。基于试验中

获得的现象，分析了液滴环境流场结构对液滴变形、破碎过程的影响，对液滴破碎流动机理进行了相关验证，并对其做了进一步完

善。研究结果表明：气流的作用强度及液滴内、外部液体的流动特性决定了液滴不同破碎模式的发生；在气流作用下,在液滴的外

部，液体沿气流方向的前、后驻点向垂直于气流方向的中心截面极点处运动；而在液滴的内部，为了克服液滴沿气流方向被压缩、沿

垂直于气流方向伸展，在阻碍液滴变形内力的作用下，液体沿垂直于气流方向的上、下 2极点向液滴中心位置处运动，使得液滴仍

然保持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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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ternal flow mechanism of single droplet breakup, the process of droplet deformation and breakup
were obtained by using the high-speed cameras in different distribution of flow field. The influence of the droplet environment flow structure
on droplet deformation and breakage process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phenomena of experiment. The droplet breakup flow mechanism
was verified and further perfe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nsity of air flow and th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liquid droplet in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decide the droplet breakage modes. Under the effect of air flow, liquid flow from both forward and rear stationary points
to the pole of center section across the flow outside of the droplet, while, inside of the droplet, from both upper and lower poles to the center
of the droplet under the internal force against the droplet deformation, so that the droplets were not compressed along the flow and stretched
across the flow, which remains the droplet sphe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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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液滴的变形、破碎是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燃油雾化

所必须经历的过程。液滴破碎有效的增加了气 /液间

接触面积，并且强化了气 /液间的传热传质。因此，单

液滴的 2次破碎机理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文献[1-2]通过直接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液滴的袋

状破碎过程进行了研究，指出液滴附近气流的分离作

用使得沿气流方向前、后驻点的压力分布不同，从而

生成了袋状结构的液膜；文献[3]认为袋状液膜破碎产

生的液丝是沿气流方向，所以毛细不稳定不是造成袋

状液膜破碎的主要原因；文献[4]认为气流中的扰动或

流体中含有的小颗粒使得袋状液膜发生破碎。

对于液滴剪切破碎机理的认识存在 2种相互对

立的观点，分别为气流剪剥离方式[5]液膜被稀释吹离。

多模式破碎机理：气流的动力学因素与剪切因素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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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滴破碎过程起重要作用时，液滴发生多模式破碎；

气流的气动力因素导致液滴多模式破碎的发生。液膜

稀释破碎机理又可分为瑞丽 -泰勒不稳定破碎 /气

动曳力理论和液滴流动理论[11]。

文献[13-15]以瑞丽 -泰勒不稳定破碎 /气动曳

力理论为基础对液滴变形、破碎的过程展开了研究，

取得了较好结果，但该理论中仍然存在着 2点不足：

在较低 We 下，液滴表面观察不到明显的不稳定表面
波；不稳定波的波长对液滴破碎模式并没有起到相应

的控制作用。目前对液滴流动的理论研究较少，需要

进行深入的液滴流动的数值仿真与试验研究[16，17]。

本文运用高速摄像机对不同气流分布中单液滴

的变形、破碎过程进行了捕获，并结合油雾场图像分

析软件 [18]，分析气流分布对液滴变形、破碎过程的影

响，以此对液滴流动机理展开进一步研究。

1 试验装置及测量方法

1.1 试验系统

连续气流中液滴变形破碎过程试验系统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冷态空气由 1台螺杆式空气压缩

机提供，气流经整流进入进口截面为 4 cm×4 cm的

矩形管道中。液滴从测量段上方的液滴输入管道进入

测量区域内，液滴进入方向与气流的方向分为垂直

（图 1（a））与平行（图 1（b））2 种，在气流的作用下液

滴发生了变形与破碎过程。

1.2 液滴保护套管头部结构

设计了 3种矩形管道内液滴变形、破碎过程的试

验方案，产生了 3种不同的流场分布。方案 1采用气

流方向与液滴运动方向垂直的横向均匀气流的试验

装置，该装置所产生的流场对变形过程中的液滴不起

垂直于气流方向的挤压作用；方案 2如图 2（a）所示，

为 2 面开口的竖直液滴保护套管结构（外径为 1

cm），该结构下的流场分布可在液滴的变形过程中，

在前、后 2面对液滴产生垂直于气流方向的挤压作

用；方案 3 如图 2（b）所

示，为 4面开口的竖直液

滴保护套管结构，该结构

下的流场分布可在液滴的

变形过程中，在 4面对液

滴产生垂直于气流方向的

挤压作用，其挤压作用要

强于方案 2的。

2 不同试验方案数值计算流场分布

方案 2、3中液滴保护管附近的流场区域比较狭

小，试验测量较为困难，所以主要通过对简单流场计

算准确度较高的 CFD 计算软件（Fluent）分别对 2 种

试验方案的流场进行数值仿真计算，从而获得 2种方

案液滴保护套管附近流场分布情况。

方案 2 通过数值

计算获得的气流速度

分布流线如图 3所示。

图中截面为气流挤压

作用最强的中心截面，

其中 X、Z方向与主流
Y 方向垂直。从图中可
见，气流挤压区域沿竖

直方向逐渐向液滴保

护管中部发展，2股挤压气流在液滴保护管出口附近

汇合。在液滴保护管中心位置处存在较小的回流区。

在进口气流速度为 30 m/s时，在对液滴产生挤压作

用的区域中，沿 X 方向挤压速度为 4～6 m/s，而该截

面处沿 Z方向的挤压速度约为 0。

方案 2 数值计算

获得的竖直气流速度

沿气流方向的速度分

布流线如图 4所示。图

中截面为气流挤压作

用最弱的中心截面。从

图中可见，在该截面处

气流沿垂直于 Y 方向
的分速度约为 0，因此

与图 3所在截面相比，该截面处气流的挤压作用可以

忽略不计。

方案 2数值计算获得的竖直气流速度沿气流方

压气机

涡街流量计 液滴发生器

测量区域

气流

高速摄像机

电脑

激光

采集区
数据采集系统 压气机

流
量
计

液滴发生器

（a）横向气流 （b）竖直气流

图 1 连续气流中液滴变形破碎过程试验系统

（a）2面开口 （b）4面开口

图 2 液滴保护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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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方案 2 竖直气流速度沿

气流方向分布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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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速度分布流线如图

5所示。图中截面为气流

挤压作用最强的中心截

面。从图中可见，进口气

流速度为 30 m/s 时，在

液滴保护管附近区域的

任何位置，沿 Y 方向的
主流速度都远远大于沿

X、Z方向的气流速度。
因此，在液滴所经过的区域中，受到沿 Y 方向气流的
作用都远远的大于其他方向气流的作用。

从图 3～5中可见，在试验方案 2中，液滴在保护

套管的作用下可以顺利的进入到测量区域，在保护套

管出口附近，气流对液体沿垂直液滴运动方向上的挤

压作用主要沿 X 方向。液滴虽然受到气流沿垂直其
运动方向上的挤压作用，但在液滴保护管附近区域的

任何位置，沿 Y 方向的主流速度都远远大于沿 X、Z
方向的气流速度，因此在液滴经过的区域中，沿 Y 方
向气流的挤压作用都远远大于其他方向的。达到了试

验方案 2的设计要求，即液滴在竖直气流作用下发生

变形，同时在气流作用下降低了液体沿垂直液滴运动

方向的流动速度。

方案 3通过数值计算获得的 Z、X 方向气流速度
沿竖直方向的速度分布流线分别如图 6、7所示。图中

截面为气流挤压作用最强的中心截面。从图中可见，

流场结构的变化趋势与方案 2的相似，但其在挤压作

用区域内沿水平方向的气流分速度整体较大，气流沿

水平方向挤压作用比方案 2的强。

方案 3通过数值计算获得的竖直气流速度沿气

流方向的速度分布流线如图 8所示。从图中可见，进

口气流速度为 30 m/s时，在液滴保护管附近区域的

任何位置，沿 Y 方向的主流速度都远远的大于沿 X、

Z方向的气流速度。因此,

在液滴所经过的区域中，

受到沿 Y 方向气流的作
用与方案 2的相似，都远

远大于其他方向气流的

作用。

从图 6～8 中可见，

在试验方案 3中，在保护

套管出口附近，气流对液

体沿垂直液滴运动方向上沿 X、Z方向具有相同的挤
压作用。液滴虽然受到气流沿垂直其运动方向上的挤

压作用，但在液滴保护管附近区域的任何位置，沿 Y
方向的主流速度都远远大于沿 X、Z方向的气流速
度，因此在液滴经过区域中，Y 方向气流的作用都远
远大于其他方向的。达到了试验方案 3的设计要求，

即液滴在竖直气流作用下发生变形，在气流挤压作用

下降低了液体沿垂直液滴运动方向的流动速度，且气

流对液体沿垂直于液滴运动方向的挤压作用要强于

方案 2的。

由上述数值计算流场分布可知，在不同试验方案

中，液滴沿垂直其运动方向上液体流动速度不同导致

了液滴不同破碎形态的发生。

3 试验结果及分析

在 3种气流分布下，液滴变形、破碎过程的试验

工况见表 1。

3.1 横向气流对液滴变形破碎过程的影响

在 We=20时，d=2.6 mm液滴变形破碎过程如图

9所示。从图中可见，液滴在横向气流作用下发生了

典型的袋状变形与破碎过程，在横向气流的作用下，

液滴首先由球形变成了薄盘形（如图 9中的 a~c所

示）；在薄盘形中部，液体沿气流方向变薄，形成了黏

附于边缘液环，且沿气流方向不断生长的袋状液膜

（如图 9中的 d所示）；袋状液膜不断变薄，在沿气流
方向运动速度最快的中心位置处，液膜首先破碎，生

成了大量小尺寸液滴（如图 9中的 e所示）；液膜破碎

后，沿垂直气流方向液环持续扩展，直至在液环中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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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方案 3 X方向气流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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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方案 3 竖直气流速度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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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滴类型

航空煤油

直径 /mm

2.6

表面张力系数 /（N/mm）

0.024

密度 /（kg/m3）

775

We

15~60

表 1 试验工况（Oh<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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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较薄的位置发生断裂，生成数量较少且尺寸相对较

大的液滴（如图 9中的 f所示）。

在 We=30时，d=2.6 mm液滴变形破碎过程如图

10所示。从图中可见，液滴在横向气流作用下发生了

袋状 /蕊心破碎，该破碎模式属于多模式破碎的第 1

阶段，即类似于袋状破碎的多模式破碎。液滴首先由

球形变成了薄盘形（如图 10中的 a~c所示）；薄盘形

液滴进一步变形，形成了 1个袋状液膜（如图 10中的

d所示），但在其中心位置处形成了尺寸相对较大的
液核（如图 10中的 e所示）；液膜首先破碎，生成了大

量小尺寸液滴（如图 10中的 e所示）；液膜破碎后，中

部的液柱与边缘处的液环分别沿气流方向与垂直气

流方向持续扩展，直至在液柱、液环中液体较薄的位

置发生断裂，生成数量较少且尺寸相对较大的液滴，

破碎后生成的子液滴空间分布类似于伞形结构（如图

10中的 f所示）。因此，根据几何形态学，又可将其称

为伞形破碎。

在 We=35时，d=2.6 mm液滴变形破碎过程如图

11所示。从图中可见，在薄盘形上、下部，液体沿气流

方向的厚度明显小于其中部，但其上、下部液体厚度

明显不对称，下部液体较薄区域沿垂直气流方向上的

长度相对较长（如图 11中的 b所示）。在气流的作用

下，在薄盘形下部生成了袋状液膜（如图 11中的 c所

示），而在上部产生了液核（如图 11中的 d所示）。破

碎后生成的子液滴空间分布类似于勺形结构（如图

11中的 e所示），因此，根据几何形态学，可将其称为

勺形破碎。

在 We=50时，d=2.6 mm液滴变形破碎过程如图

12所示。从图中可见，液滴先发生了类似于剪切破碎

的多模式破碎，该破碎模式属于多模式破碎的第 2阶

段。在薄盘形上、下部，液体沿气流方向的厚度，明显

小于其中部（如图 12中的 a~c所示）；在薄盘形下部

边缘附近的较小区域内，首先生成了非袋状结构的液

膜，其后迅速破碎（如图 12中的 d所示）；在薄盘形大

部分区域，在厚度较薄位置处生成的液膜破碎产生了

大量的小尺寸液滴（如图 12中的 e所示）。在该破碎

过程中，液膜首次发生破碎的区域在薄盘形的边缘，

该破碎方式与液滴的剪切破碎模式相似。但在薄盘形

液滴破碎的过程中，液膜生成与破碎的过程并不是由

边缘向中心方向逐次发生，且在破碎完成后，液滴中

部并没有明显尺寸较大的液核生成，因此，该破碎过

程被称之为类似于剪切破碎的多模式破碎。

在 We=20时，d=2.6 mm液滴变形破碎过程如图

13所示。从图中可见，在竖直挤压气流作用下，液滴

并没有发生如图 9所示的袋状破碎过程，而只发生了

图 9 We=20，d=2.6 mm液滴变形破碎过程

a b c

d e f

图 10 We=30，d=2.6 mm液滴变形破碎过程

a b c d

e f

图 11 We=35，d=2.6 mm液滴变形破碎过程

a b c

ed

图 12 We=50，d=2.6 mm液滴变形破碎过程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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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过程。由于在保护管出口附近处，液滴已经进入

到气流挤压区域，在 X、Z方向受到了气流挤压作用
（沿 X 方向相对较强），液体由中心位置向边缘流动
速度相对于横向气流要小。因此，气流沿 X、Z方向对
液体的挤压作用，一方面增加了薄盘形中液体沿竖直

方向的厚度（如图 9中的 c、图 13中的 b所示）；另一

方面也增加了球形液滴转变成薄盘形所需的时间。当

气流对液滴的作用力不足以克服表面张力、黏性阻力

作用使得液滴继续变薄时，在阻力的作用下，逐渐向

球形液滴转变（如图 13中的 c、d所示）。液滴由薄盘

形向球形转变的过程中，液体的表面张力逐渐减小，

因此，当液滴表面积减小到某一值时，气动力又足以

使得液滴由球形向薄盘形转变（如图 13 中的 e 所

示）。随着液滴表面积的增加，液体表面张力增大，液

滴又由薄盘形向球形转变（如图 13中的 f所示）。

在 We=20时，d=2.6 mm液滴变形破碎过程如图

14所示。从图中可见，液滴并未发生如图 12所示的

多模式破碎过程，而是发生了袋状破碎。随着气流速

度的增加，一方面液滴的变形速率增加；另一方面也

增强了挤压区域中气流对液体沿水平方向的挤压作

用，降低了液滴在该区域中液体由中心位置向边缘流

动的速度，减小了薄盘形液滴边缘处与其他区域液体

在竖直方向上的厚度差异。因此，无法在薄盘形液滴

边缘处首先产生液膜。在高速气流的作用下，液膜沿

气流方向运动速度快速增大，液体内部用于克服液膜

变形的弛豫时间则迅速减小，当袋状液膜自身变形量

不足以克服因气动力引起的变形量，液膜将被沿气流

方向吹破，发生袋状破碎（如图 14中的 d～f所示）。

3.3 方案 3气流对液滴变形破碎过程的影响

在 We=20 时，d=2.6 mm 液滴变形过程如图 15

所示。从图中可见，与图 13相似，液滴也只发生了变

形过程。由获得的流场分布可知，在保护管 4面开口

结构下，气流在 X、Z方向上对液体的综合挤压强度
要强于 2面开口的，因此，液滴出现了由竖直方向压

缩转变为水平方向压缩（如图 15中的 b、c所示）。在

竖直方向上压缩力远远大于水平挤压力的状态下，要

使得液滴由竖直压缩转变为水平压缩，液滴由球形转

变为薄球形的过程中，在表面张力、液体黏性力使液

体收缩成球形力的作用下，液滴内部液体必然存在由

薄盘形边缘处向球心中部运动的速度。

当液滴转变为水平压缩的薄球形时，液滴在竖直

气流、液滴内力的共同作用下，又转变成竖直压缩（如

图 15中的 d、e所示）。

在 We=30时，d=2.6 mm液滴变形破碎过程如图

16所示。从图中可见，液滴发生与图 9相似的袋状破

碎过程，仅是在液滴的变形过程中出现了 1次由竖直

压缩转变成水平压缩的变化过程。

在 We=60时，d=2.6 mm液滴变形破碎过程如图

17所示。从图中可见，液滴沿竖直方向，发生了上、下

2个袋状破碎。液滴以竖直方向被压缩的薄盘形，由

于为了克服液滴变成薄盘形，内部液体形成了具有一

图 13 We=20，d=2.6 mm液滴变形破碎过程

a b c

d e f

图 14 We=60，d=2.6 mm液滴变形破碎过程

a a a

a a a

图 15 We=20，d=2.6 mm液滴变形过程

a b c

d e f

图 16 We=30，d=2.6 mm液滴变形破碎过程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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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由边缘向球心运动的速度，在较高的水平方向挤

压外力作用下，液体向中部运动的速度迅速增大。因

此，在形成水平方向被压缩的薄盘形液滴时，液滴中

部的液体厚度比上、下 2部分液体厚度要薄，如图 17

中的 c、d所示），而不是水平方向挤压外力较低时的

普通薄盘形（如图 15中的 c、图 16中的 c所示）。该

变化过程进一步说明，液滴在沿气流方向被压缩时，

液滴内部液体具有由薄盘形边缘向球心运动的特点。

经过挤压区域形成的哑铃型液滴，气流对液滴沿

竖直方向的压缩力主要作用在液块上。液块尺寸小于

初始液滴直径的一半，同时，液块也具有一定的竖直

方向速度，液块的 We＜30。因此，液块发生了袋状破

碎（如图 17中的 e、f所示）。

4 结论

通过对不同流场分布结构中液滴发生的变形、破

碎过程进行捕获与分析，验证并完善了液体流动理

论。研究表明：在液滴的变形过程中，液滴外部液体由

前、后驻点向中部边缘处运动，使得液滴沿气流方向

被压缩、沿垂直气流方向被拉伸；而液滴内部液体则

由薄盘形边缘向球心运动，使得液滴向球形转变；液

滴由球形转变为薄盘形的过程中，液体流动速度影响

了液滴的破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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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气机叶片型面精密数控铣加工技术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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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压气机叶片型面和进、排气边转接圆角的数控铣加工质量，在工艺、夹具、数控加工模型与程序以及检测方法

等方面采取了攻关措施，减小了叶片型面精铣加工的变形，实现了叶身型面的精密铣削加工，对型面采用毡轮修光去除铣削痕迹

后，经过 3坐标、小半径投影仪等设备的测量，进、排气边转接圆角的形状和型面轮廓度、位置度各项要求的加工质量得到了质的提

升，其合格率由 20%提高到 75%以上，加工效率和刀具耐用度提高 1倍以上，使叶身型面精密铣削技术具备了精品叶片批量生产的

工程化应用技术基础。

关键词：叶片；型面；压气机；进排气边；精密加工；数控铣；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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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Precision NC Milling Technology of Compressor Blade Surface
CHEN Ya-li1, LI Mei-rong2, SONG Cheng2

渊1.Air Force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Shenyang Liming Aero-engine (Group) Co.Ltd, Shenyang 110043, China;
2. AVIC Shenyang Liming Aero-Engine (Group) Co.Ltd, Shenyang 110043,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machining quality of the compressor blade surface and the leading and trailing edge radius, through
taking measures on the technique , clamp, NC model and program and inspection technology etc, the precision milling deformation of the
blade surface was reduced, and the high precision milling of the blade surface was achieved. The milling trace of blade surface was removed
by felting mop and polishing. The machining quality of the leading and trailing edge radius , the surface profile error and position degree
were improved obviously by the measurement of three coordinate and small radius projector. Its qualified rate increased from 20% to75%,
and the processing efficiency and tool life has increased by more than 100 percent. The blade surface precision milling technology lays the
foundation of top quality blade for mass production in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Key words: blade; surface; compressor; leading and trailing edge; precision machining; NC milling;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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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叶片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零件，种类多、数量大、

型面复杂、几何精度要求高。在传统叶片型面精铣加

工过程中，铣后的型面留有约 0.2 mm的余量，这些余

量采用手工砂轮抛光的方法来去除，并靠截面样板来

检测叶片截面的尺寸，由此产生的主要问题是：叶型

各截面尺寸精度难以控制，存在 0.1 mm以内型面轮

廓超差（增厚或减薄）、进排气边转接 R 钝头（平头）、
尖头和偏头等现象，严重影响发动机的气动性能；叶

片型面之间一致性差，影响发动机的动平衡性能；叶

片内应力超过设计要求、表面完整性难以保证，影响

发动机的运行寿命。计算模拟仿真和压气机性能试验

表明，整个压气机叶片的叶身型面及转接 R 超差对
于压气机效率有 2%以上的影响[1]。

本文针对弱刚性典型叶片，在工艺、工装、数控加

工模型、数控程序编制以及检测等方面采取改进措

施，实现了叶身型面和进、排气边缘的精密数控铣削

加工。

mailto:E-mail:289600661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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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典型叶片结构特点

选取的典型弱刚性叶片如图 1所示。该叶片材料

为 GH2132 合金，叶片全长 121 mm，型面部分长

77.85 mm，弦宽 26～27 mm，截面 Cmax=2.22 mm。其加

工的最大特点是切削散热性差，刀具磨损速度较快[2]，

由于叶片的刚性不足，加工进排气边附近型面时，产

生“欠切”效应，同时产生

较大的加工变形，叶身型

面的位置度、扭转等公差

保证困难。

叶片各截面的尺寸和

形位公差如图 ２ 所示。

主要要求为：叶身在

５mm范围内，型面轮廓

度公差为 0.06 mm，型面

其余部分轮廓度公差为

0.12 mm；各截面的位置度不大于 椎0.１。

2 原有制造技术的局限性

在引进数控铣制造技术之初，由于在制造工艺的

编排方面经验不足，对于薄壁易变形的航空发动机叶

片，尤其是高温合金材质的叶片，在铣削加工变形规

律、加工程序编制和参数给定、以及刀具耐用度等方

面经验积累较少，只能实现叶身型面的小余量铣削加

工，铣后余量控制在 0.1～0.2 mm，最终依靠砂轮抛光

去除大部分余量，叶身型面的测量采用测具和样板检

测方式。

原有工艺路线如图 3所示。

按此工艺路线进行加工，对叶身型面完成抛光后，

经过 3坐标测量，分析报告如图 4所示。主要存在以下

问题：型面轮廓度超差（红

色部分），既存在增厚超差

部分又存在减薄超差部分，

一般范围在 -0.1～+0.2

mm；进排气边存在“方头”

问题；截面的位置度超出设计图纸椎0.1的要求。

3 叶身型面及进排气边精密加工采取的措施

3.1 工艺路线优化

通过小批量叶片的试验加工，对叶片型面 1道工

序加工和粗、精加工工序分开的叶片，进行截面的位

置度和扭转的数值分析；采用 2种工艺方法加工的叶

片，各取 10件进行Ⅲ、Ⅴ、Ⅶ、Ⅸ4个截面的平均 Y方

向偏移计算。通过对比数据分析柱状图（如图 5所示）

可见，采用粗、精加工逐步去除型面余量，并在型面精

铣加工前进行基准修正的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

型面精铣加工的弯曲变形，保证各截面的位置度和扭

转要求，在叶身型面完成毡轮修光去除痕迹后，最终

达到设计图纸的技术要求，整个过程采用 3坐标测量

机进行叶身型面各项公差的测量。改进后的工艺路线

如图 6所示。

3.2 数控铣夹具优化设计

3.2.1 原数控铣夹具结构

原数控铣夹具结构如图 7所示。其存在的问题

是：在压紧螺栓 2压紧角向定位销时，对叶片进行角

向定位能将其压偏，而在

压紧螺栓 1带动压块压紧

轴颈后，不但不能纠正叶

片的偏斜，反而因为 2个

压紧螺栓松紧不一致，带

动角向定位销扭转，造成

叶片角向扭转，从而使叶

片在装夹结束后处于即偏

图 1 叶片 2维模型

图 2 叶片各截面尺寸和

形位公差

aq±0.1 ah±0.1

Cmax 0.4
N

0.1 U W T
M

M、N处
0.06
0.12
其余
型面

图 3 原工艺路线

CVX TE

CCVLE

Y

X

图 4 3坐标测量分析报告

0.14
0.12
0.10
0.08
0.06
0.04
0.02
0

型面 1道工序
粗精加工

型面粗、精加工
分开

图 5 2种工艺路线截面 Y 方向偏移统计

图 6 改进后工艺路线

图 7 原数控铣夹具结构

压紧螺栓 2
角向定位销

压板

压紧螺栓 1

压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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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紧螺钉

轴径压紧块

角向压紧块

夹具体
L-L

压紧钩

角向锁紧螺钉

轴径小平面

角向定位块
C

BA

L I

图 8 优化后数控铣夹具结构

斜又扭转的位置。另外，叶片的定位和装夹必须分别

紧固 3个螺栓，而且这 3个螺栓有 2种规格，需要用

到 2种扳手，其装夹时间较长、效率低下，因此，有必

要对其进行改进。

3.2.2 优化后数控铣夹具结构

针对原数控铣夹具的缺点，对其进行改进。首

先专门设计角向定位机构，该机构只能进行角向定

位，在轴颈方向滑动，并且与压紧机构区分开；轴颈

压紧机构依靠螺栓推动压紧钩，对压紧块进行轴颈

压紧。优化后数控铣夹具结构如图 8 所示。新结构

夹具的装夹如图 9 所示。

从图 8、9 中可见，正

是因为无论角向锁紧螺钉

的锁紧力如何，只要能够

达到锁紧力以上的状态，

叶片就能完成轴颈的角向

定位，但是对轴颈压紧方

向没有影响，其可以自由

滑动，而压紧机构在压紧

时，不受其他力的作用和

干扰，可以准确地将轴颈压紧在夹具体上，至此整个

定位装夹过程完成。因为锁紧螺钉从 3个减少到 2

个，所以装夹效率有所提高。

3.3 加工模型的逆向补偿与程序分组优化

3.3.1 加工模型补偿前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1）由于叶片截面轮廓形状的边缘薄、中间厚，而

高温合金本身难以切削，导致在铣削型面边缘时，由于

刚性不足产生“让刀”现象[3]（前后缘型面局部增厚如图

10 所示），该处轮廓厚度相比于轮廓最小值约增大

0.03 mm，即对于轮廓度范围为 0.06 mm，还有 0.03 mm

的余度范围，但是刀长度检测误差、主轴热伸长误差以

及刀具本身的精度误差之和已经接近 0.02，所以会产

生铣后型面轮廓度增厚或减薄超差的问题。

采取的改进措施是：对加工模型进行逆向误差补

偿，对叶身截面型线坐标点进行微调。数据来源于 5

组刀具加工数据，每组刀具加工 4件叶片，分别对第

1～4件叶片进行进、排气边缘为 5 mm处的实际厚度

与理论厚度的偏差进行对比（偏差值分别为 驻H1、

驻H2），以 驻H1、驻H2，以及 Cmax的实测与理论的偏差

驻Cmax作为衡量每组刀具加工质量的变化趋势，并通

过数据对比评价加工质量的稳定性，5组刀具加工第

4件叶片进气为 5 mm厚度偏差统计如图 11所示。

分别取 5组刀具的第 4件叶片，取其 A 1、A 3、A 5、

A 7、A 9 5个截面的进气为 5 mm厚度、偏差为 驻H1作

为衡量其尺寸一致性的评判标准，从图中可见，5个

截面的进气为 5 mm厚度偏差比较一致，说明加工尺

寸变化具有稳定性，从而具备了进行模型补偿调整的

基础。

分别取 1组刀具加工的第 2～4件叶片各截面的

实测数据，将其与理论数据进行对比，得出各点的补

偿数值，并在模型数据点的

Y 值坐标上进行补偿，单个
截面的型面轮廓数据补偿

如图 12所示。从而得到新

的模型截面数据，对其完成

补偿后，利用所有新截面生

成补偿后的模型进行编程。

（2）单个叶片型面中间厚、两侧薄。在整个型面轮

廓精铣过程中，由于 2端截面（Ⅱ和Ⅻ截面）靠近装夹

部位，因此，叶片的支撑刚性较好，型面轮廓基本可以

按照程序数值进行加工，但是在靠近中间部位截面

（Ⅶ~Ⅸ截面），叶片的支撑刚性较差，截面厚度较两侧图 10 前后缘型面局部增厚

0.08

0.06

0.04

0.02

0

第 1组刀具

第 2组刀具

第 3组刀具

第 4组刀具

第 5组刀具

图 11 5组刀具加工第 4件叶片进气为 5 mm厚度偏差统计

图 12 单个截面的型面轮廓

数据补偿

图 9 新结构夹具的装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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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出现 0.02 mm（单侧）的增厚偏差。

采取的改进措施是：以中间截面如Ⅶ截面的最大

厚度的偏差 驻Cmax为基准，其他截面的最大厚度的偏

差 驻Cmax与Ⅶ截面进行对比，差值即为该截面轮廓的

厚度补偿值，一般通过对单个截面线进行偏置（offset）

来实现，相比于对加工模型进行截面之间的误差补

偿，优化整个型面各截面厚度。各截面补偿后形成优

化模型如图 13所示。

3.3.2 数控程序采取分组优化措施

通过程序分组，保证同组刀具型面加工的精度和

稳定性。程序分组情况见表 1。

从加工第 2件叶片开始，逐渐减小型面的程序余

量，如第 2件型面余量降低为 0.03 mm，并通过主程

序 zhu2.txt进行调用。

3.4 型面检测方法改进

样板测量方法虽然是 1种定量测量方法，但是测

量精度范围仅在 0.1 mm以内，无法得到准确测量结

果[4]，一般在型面粗铣工序应用，其测量方便、快捷的

优势得以体现。相比于传统加工，在叶身型面和进、排

气边缘实现精密铣削加工后，沿用多年的型面测具和

样板以及推规、外卡的测量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测量的

精度要求，3坐标、光学测量等高精度测量方式已经

成为“精品叶片”的测量首选[5]，叶身型面的光学测量

设备及报告如图 14所示。

4 试验结果

在完成叶身型面模型、加工程序和加工参数的优

化后，按照改进后的加工程序完成近 10台份叶片的

型面精铣加工，90%以上叶

片叶身型面余量控制在

0.02 mm以内，截面位置度

和扭转公差符合工艺规程

的要求。改进后叶身型面

精铣后 3坐标测量分析报

告如图 15所示。

对每组新刀加工的第 1～4件叶片的模型进行了

逆向补偿，提高了刀具的耐用度，经过 10台份叶片的

加工检验，单台刀具费用由最初的 30万元降低至 15

万元，单件叶片的型面精铣时间也降低了 50%，实现

了“精品叶片”加工技术的工程化应用。

5 总结

合理可行的制造工艺和关键工装的设计对实现

叶片型面的精密铣削加工至关重要。采用数控铣加工

技术可以实现航空发动机压气机叶片型面的精铣铣

削，采用模型优化以及程序分组技术，可以实现 1组

刀具加工多个叶片。实际应用证明，3坐标、光学测量

是“精品叶片”测量的重要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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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发动机材料控制标准体系的研究建立

王 晔 1，王 刚 2，滕佰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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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美航空发动机公司的健全的材料控制标准体系是保障材料质量稳定和发动机具有高性能的关键。阐述了欧美航空发

动机材料控制标准体系特点，并介绍了某型发动机材料控制标准体系构建情况。针对某型发动机研制要求，研究建立了由材料批准

与控制、检测控制、工艺控制标准构成的材料控制标准体系。为发动机关键重要材料制造全过程控制制定首件批准制度和实施主导

工艺控制，为保障发动机冶金质量稳定可靠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材料控制标准体系具有在航空发动机行业推广应用的意义。

关键词：材料控制；标准体系；冶金质量；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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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Material Control Standard System for an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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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und material control standard system in Europe and America aeroengine company is crucial to ensure material of
consistent quality and high performance of engine. Material control standard system in Europe and America aeroengine company was
describ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tandard system for an aeroengine was introduced. For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aeroengine,
material control standard system was established involving approval and control of materials, material testing control, and process control.
The standard system provided approval system of initial workpiece and implementation of dominated process control for key and important
material of aeroengine. The standard system provided an important technical support to ensure metallurgical of consistent quality for
aeroengine. The standard system has the significance to be promoted in aeroengin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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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代航空发动机性能指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其材料和制造技术水平[1-7]，即冶金质量保障能

力。冶金质量保障能力由 4方面决定：工艺和设备条

件、材料标准（包括热工艺标准、检测标准）、检测技

术、过程控制。其中，材料标准直接关系着材料的技术

水平和生产质量，健全的材料标准体系是航空发动机

冶金质量稳定可靠的重要保障[8]。

某型航空发动机是中国立项研制的第 1型大涵

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具有大推力、低耗油率、长寿

命、高可靠性的优点，应用了诸多新材料、新工艺，并

引入了适航管理要求[9]。适航管理要求中强调发动机

材料要符合经批准的规范，且要求批生产产品质量一

致，并对重要产品采用首件批准制度[10]，因此需要对

零部件制造全过程进行控制，同时需要相应的材料标

准和工艺规范提供支持[11]。

中国已建立航空发动机材料标准基本体系，其主

体为各类材料验收、热加工工艺、检测评价方法的技

术标准，辅以少量材料管理标准[12-15]。以往军用发动机

没有适航管理要求，因此材料标准体系中未系统地制

定对材料制造过程进行控制的标准，即材料控制标

准。在现有标准体系中，缺少对材料生产厂、原材料和

工艺辅助材料、检测过程、热加工工艺质量控制的标

mailto:wangye621@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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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或标准不适用。例如：关键件和重要件的质量控制、

外购器材的质量管理等材料控制管理国军标内容宽

泛，对于航空发动机关键重要锻铸件的过程控制无针

对性；高温合金锭等各类原材料及铸造、锻造重要工

艺辅助材料控制标准薄弱，影响了零部件制造质量的

稳定性；锻造工艺质量控制、熔模铸造工艺质量控制

等热加工工艺质量控制国军标技术内容落后、可操作

性不强，不能适应热加工生产的需要 [16]；而材料检测

评价标准中，缺少对无损与理化检测过程的控制标

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品检测技术的实施效果。

中国航空发动机材料标准体系中控制标准薄弱，无法

为材料和零件制造全过程控制提供有效技术支持，不

能满足某型发动机高可靠性、长寿命设计要求以及适

航管理要求。相比之下，欧美航空发动机材料标准体

系健全，特别是材料控制标准完善，对于其材料质量

和发动机性能提供了重要保障。

本文简要阐述了欧美航空发动机材料控制标准

体系的特点，介绍了中国某型发动机材料控制标准体

系构建情况，以期为建立中国航空发动机行业材料控

制标准体系提供参考。

1 欧美航空发动机材料控制标准体系特点

1.1 控制标准范畴

西方航空发动机可靠性高、寿命长、质量稳定性

好、成本具有竞争力，是通过建立各类材料平台、健全

材料标准体系、严格控制生产过程实现的。其中，健全

的材料标准体系是确保材料品质不断提高和稳定的

关键环节。

为满足发动机零部件的设计要求及产品质量要

求，GE（General Electric Company）、PW（Pratt & Whit-

ney Group）、RR（Rolls-Royce）等欧美航空发动机公司

除少数材料采用 AMS等通用标准外，对发动机关键

材料均制定了完整、配套的公司规范，材料及零件验

收标准、检测规范的针对性强，同时强化产品制造过

程中的控制，制定了大量控制标准，涉及锻铸件及原

材料、非金属材料、复合材料、特种工艺的批准与控

制，首件批准要求包，各类材料的检验、试验程序与要

求，各类工艺控制规范，工艺设备批准与控制等方面。

控制标准是欧美发动机公司进行产品过程控制、

保证质量的核心文件。通过在材料和零件生产过程中

实施供应商控制、材料检测试验控制、工艺控制，最终

实现对材料制造全过程的质量控制，有效保障了发动

机材料及零部件的冶金质量。

1.2 供应商控制标准

GE、PW、RR公司均制定了完善的供应商控制标

准，规范材料和工艺的批准程序、方法、要求。例如《工

程来源批准》、《锻造产品的试验室批准与控制程序》、

《铸造产品的试验室批准与控制程序》、《制造零件用

原材料的采购和控制》、《合金熔炼过程的风险控制》、

《关键零件用坯料和锻件供应商的控制程序》、《特种

工艺和材料供应商的审核、批准与控制》、《制造来源

和方法更改批准》、《供应厂商对超差品的控制》和《零

件可追溯性要求》。

欧美航空发动机公司将供应商控制标准在零件

设计图上标明，实现了对材料和特种工艺供应商的审

核、批准和全面控制。例如某公司 IN718盘和相关转

动件的图样标明：试验室批准与控制程序按《锻造产

品的批准与控制》和《镍基合金熔炼过程中的风险控

制》执行，同时标注了可追溯性控制、来源和方法批

准、特种工艺批准与控制等标准。

对于关键零部件用金属原材料，国外发动机公司

制定了合金熔炼过程中的风险控制标准，除规定可能

对材料产生污染的一切风险的控制措施，还规定了对

熔炼用主要金属和金属元素制造商的控制要求、使用

回炉料的控制要求。发动机公司按规定的程序评估和

控制材料熔炼过程中的风险，使熔炼程序中的关键工

序处于连续监控状态，通过统计分析和实时监控确保

制造和工艺控制到位。

欧美发动机公司还制定了关键重要零件首件批

准要求包，对原材料、锻铸件、零部件的制造全过程进

行控制，如 IN718合金锻造第 4级低压涡轮盘的供货

状态批准包，在固化工艺的同时，保证批生产产品质

量的一致性。

1.3 材料检测试验控制标准

欧美发动机公司针对发动机零件制造用各类金

属材料建立了检验和试验程序（例如：《转动件用锻造

产品的检验和试验程序》）；针对各类非金属和复合材

料，将检验和试验程序与材料批准要求在 1项标准中

规定（例如：《橡胶件的批准、检验和试验程序》，《预浸

料的批准、检测和测试程序》）；还建立了各类产品的

取样和试验要求（例如：《锻坯和锻件持久试验的重新

取样和重新试验程序》，《铸造涡轮叶片持久试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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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为避免试样加工不当影响材料性能评价结果，

制定了试样机加工程序要求。将材料的检测试验控制

要求在零件设计图上标明，例如某公司 IN718盘和相

关转动件的图样标注：检测和试验程序按《用于轴类、

盘类及相关旋转零件的可锻合金的检验和试验程

序》；试样加工按《金属材料试验试样机加工程序要

求》。

鉴于材料及零件的理化检测质量受检测人员、检

测过程、设备器材、检测材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欧美

发动机公司重视建立理化检测控制标准，将其作为检

测机构资质审核的依据，理化检测过程控制一般采用

NADCAP材料试验室审核标准，如《NADCAP对材料

试验室力学试验的审核标准》。

各类材料检测试验控制标准规范了材料的检测

和试验程序与要求，有助于材料供应商和发动机公司

对材质进行准确评价。

1.4 工艺控制标准

欧美发动机公司对国际通行的民用航空发动机

制造中需控制并进行 NADCAP 批准的 9 种特种工

艺，制定了大量工艺控制规范，涉及复合材料制造、热

处理、化学加工、焊接、表面硬化、无损检测、涂层、非

传统加工、关键零部件传统加工。实施工艺控制规范

有效保证了制造过程中对产品的管理和控制。

欧美发动机公司在工艺控制规范中严格考核供

应商的生产主导工艺参数，对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和

生产工艺参数变化的控制要求非常详尽，涵盖生产厂

商的要求、设备（包括工装、模具）的要求、材料（原材

料和工艺材料）、工序操作和检验要求及工艺参数的

控制，但不涉及工艺参数具体数值。

鉴于设备条件对冶金质量保障有重要影响，欧美

发动机公司标准中对制造过程中的设备进行严格控

制，专门制定《加热炉和相关设备以及材料热处理的

控制程序》标准，规定了对加热炉和模锻用压力机的

批准与控制要求等。

欧美发动机公司将无损检测纳入制造工艺的范

畴，重视对检测质量各影响因素的控制，对检测设备、

器材控制一般采用通用的 ASTM标准；对于无损检测

实验室控制，各公司通常根据产品检测特点及关注点

各自制定公司规范，例如《对锻件供应商实施锻造盘

超声检测的监控程序》。对水浸超声检测、荧光检查、

腐蚀和目视检查等无损检测设备，各公司均须履行批

准程序。

2 某型发动机材料控制标准体系的构建

2.1 体系构建基本思路

为满足某型发动机高可靠性、长寿命设计要求以

及适航管理要求，在型号研制中，借鉴欧美航空发动机

材料控制标准体系经验，总结中国航空锻铸件生产厂

在外贸和转包生产中已接受的欧美发动机公司对制造

过程的审核与控制的经验，确立了建立覆盖发动机零

部件制造全过程的型号材料标准体系的主旨。除建立

健全材料和工艺验收、工艺方法及工艺质量检验、检测

评价方法的技术标准体

系，还研究建立了由材料

批准与控制标准、检测控

制标准、工艺控制标准构

成的控制标准体系。

某型发动机材料控制

标准分为“控制程序”、“控

制要求”2类，包括材料批

准与控制程序，材料、工艺

及检测控制要求，标准体

系框架如图 1所示。

2.2 材料批准与控制标准

2.2.1 材料批准与控制程序类标准

2.2.1.1 关键重要件

为制定型号发动机关键重要零部件的首件批准

制度，制定了《锻件批准与控制要求》、《铸件批准与控

制要求》2项控制程序类标准，用于规范锻铸件新产

品试制、验证、批准程序，以及研制生产中的控制要

求，标准主要内容包括：

（1）规定新产品研制批准程序及评估要求，包括

批准失效与重新批准要求；

（2）主导工艺的批准与控制要求：识别主导工艺

参数，规定主导工艺控制卡批准流程，规范主导工艺

记录、工艺变更控制、现场工艺检查要求；

（3）规范产品试制生产工艺控制要求，例如：锻

坯和锻件交付图、下料、加热控制、成形控制、热处

理控制、表面清理控制、粗加工控制、检测、标识和

记录、可追溯性、交付和质量证明文件要求、试样和

记录的保存；

（4）明确已批准产品的工艺更改、冶金问题报告、

图 1 某型发动机材料控制

标准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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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监督和周期检验要求。

2.2.1.2 非关键重要件

对于某型发动机功能性零件大量采用的各类非

金属材料，尽管用于非关键重要部位，吸取其他型号

发动机压气机叶片塑料衬套引起发动机严重故障的

教训，制定了《非金属材料批准与控制要求》，以规范

橡胶、塑料、涂料、胶粘剂、密封剂、润滑材料、纤维制

品、石墨、玻璃等材料的研制、生产要求。

对于该型发动机风扇部件零件应用的复合材料

构件，积累一定经验后，将研究制定《复合材料批准与

控制要求》标准。

2.2.2 材料控制要求类标准

鉴于锻铸件研制生产工艺复杂，锻铸件控制标准

以控制程序标准为顶层文件，辅以一系列控制要求标

准，对相关要求进一步细化和补充。

分别制定了锻件、叶片铸件、结构铸件《主导工艺

控制要求》，从生产过程、检测方法 2方面提出锻坯和

锻件、叶片铸件、结构铸件生产主导工艺控制要素，不

仅对零部件制造工艺过程中的各主要工艺（如：熔炼浇

注、锻造成形、热处理）提出可量化、可控制的各工步参

数控制要求，对同样影响零部件冶金质量和合格率的

辅助材料（如：铸造型芯、型壳、蜡模、锻造润滑剂等）辅

助工序（如：制芯、制模、铸件补焊工艺等），也提出具体

控制要求。《主导工艺控制要求》标准是对型号发动机

关键重要零部件实施主导工艺控制的技术依据。

针对铸件在研制生产中出现的冶金问题的呈报

与处理，制定了《冶金问题报告要求》，以利于在后续

加工装配中进行质量监控，并就冶金问题可能对发动

机整体性能产生的影响予以综合评判和处理，同时实

现冶金问题数据和经验在行业内共享。

对锻铸产品在设计输入中的图样设计要求进行

规范，制定了《零件图样铸造工艺性审查规定》、《铸件

图样技术要求》、《锻件交付状态图要求》，以利于优化

研制、生产，减少重复设计、研制。

加强对高温合金母合金的控制，制定了《高温合

金锭批准与控制要求》、《高温合金锭主导工艺控制要

求》，从源头控制铸造叶片、机匣等关键重要铸件质

量；为规范铸造辅助材料的控制与管理，制定了《熔模

铸造辅助材料控制要求》。

针对型号发动机应用的粉末高温合金涡轮盘，制

定了《粉末高温合金制件用粉末和坯料的控制要求》

标准，通过控制盘锻件用材料质量,保证涡轮盘零件

的冶金质量。

2.3 检测控制标准

为确保型号发动机产品检测结果真实可靠，制定

了材料及零件无损检测以及理化检测控制标准，通过

对试验室的管控以及对人、机、料、法、环等影响检测

质量的因素进行过程控制，为提高各试验室检测数据

的一致性、可靠性和准确性提供系统性标准支持。

制定了《无损检测控制程序》标准，规定了型号产

品供应商对材料和零件进行无损检测过程控制的一

般要求和实施方法；针对盘锻件供应商，制定了超声

检测监控程序标准，确保型号产品无损检测条件一

致、可重复；针对盘件和管棒材超声水浸检测系统，制

定了检测系统要求和评价方法标准。

为规范各理化实验室的实验过程、方法，制定了

《材料检测实验室控制要求》、《材料检测实验室重复

试验和替代试验控制要求》；针对化学成分分析、力学

性能试验、金相与显微硬度试验、硬度试验分别制定

了控制要求标准，制定了《金属材料力学性能试样制

备要求》。

为规范关键材料的检验与检验要求，制定了《锻

坯和锻件取样与试验要求》，对叶片铸件、结构铸件制

定了尺寸检测控制要求标准。

2.4 工艺控制标准

工艺控制标准是实施型号产品制造工艺过程控

制的先决条件。针对型号产品制造加工生产应用的真

空电子束焊、惯性摩擦焊接等先进焊接连接技术，叶

片真空热处理、渗层处理工艺，真空电弧镀、电子束物

理气相沉积等先进涂层技术，零件喷丸强化、电加工

工艺等，制定了工艺参数量化的工艺标准，以及新型

工艺的工艺控制标准，对各种影响工艺质量的因素予

以必要的控制，包括操作人员技能、工艺设备能力、工

艺材料、工艺方法（包括工序安排、各工序操作要点及

应控制的工艺参数、工序检验要求、工艺验证要求、工

艺记录要求）、工艺环境等要求，通过规范零件制造工

艺过程的控制要求，保证产品工艺质量稳定。

为弥补热加工工艺质量控制国军标的不足，制定

了《锻造加热温度控制要求》、《锻件晶粒流线要求》、

《结构铸件尺寸校正工艺控制要求》、《精铸件模具控

制要求》等标准，强化了对锻造工艺、铸造辅助工艺和

铸造工装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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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在某型发动机研制中研究建立的材料控制标准

体系，已制定出材料批准与控制标准、检测控制标准、

工艺控制标准 35项，涉及锻铸件、非金属材料的批准

与控制，无损检测过程控制、理化实验过程控制、锻铸

件产品检验要求，制造工艺控制要求。系列材料控制

标准能够规范某型发动机材料试制、验证及批准程

序，控制材料和零件生产、检测过程，为按适航管理要

求制定关键重要产品首件批准制度和实施主导工艺

控制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持，为保障发动机冶金质量稳

定可靠奠定了重要基础。

型号标准经在某型发动机适量应用验证以及在

其他重点型号发动机研制中应用验证后，又进一步修

改完善，可上升为行业以上标准，向航空发动机全行

业推广，为提升中国航空发动机整体冶金制造能力发

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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