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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征稿简则
1 本刊简介
《航空发动机》是由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主管、沈阳发动机研究所主办的科技期刊，定位

为行业性、专业化和技术类期刊。办刊宗旨是以及时报道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设计、试验、材料、制

造、管理等方面的新技术和新成果为重点，宣传科技方针，推广科研成果，开展技术交流，传播科技信

息，为航空发动机事业发展和航空工业振兴服务。

本刊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并被美国“乌利希国际期刊指南”、波兰“哥白尼索引”，中国学术期刊（光

盘版）、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和中国学术期刊

网阵等收录。

2 稿件的审核、录用和版权
2.1 本刊采用互联网在线投稿（网址：http://www.avicaeroengine.com），且稿件从投稿到发表整个流程通

过网络在线完成，请按照网站上的投稿要求规范投稿。

2.2 编辑部在收到稿件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并告知作者其稿件是否受理。对受理稿件，要求作者

办理版权协议（保证不涉及国家机密，无学术不端行为，无知识产权争议，允许本刊编辑和发表）。作

者来稿时如无特别声明，即视为作者认可其版权转至本刊编辑部。本刊在与国内外文献数据库或检

索系统交流合作时，不需再征询作者意见。在受理稿件后 3个月内完成三审，并通知作者其稿件是

否录用。对发表稿件，酌付一次性稿费（含网络著作权使用费），同时赠送样刊 2册。

2.3 编辑部对来稿有权作必要的技术性和文字性修改。文稿自收到之日起 6个月未接到录用通知的，

作者有权改投他刊。在此之前，请勿一稿多投，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2.4 高创新性、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论文、优秀的国际合作论文、重要基金资助论文在本刊通过三审并录

用后，优先发表。

3 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3.1 来稿应具有科学创新性或技术先进性，务必论点明确，文字精练，数据可靠。每篇论文(含图、表）一

般不超过 8000字，必须包括（按顺序）：题名、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及邮政编码、摘要、关键词（3～8

个）（以上内容要求中英文对照）、正文、参考文献，并请注明该文属何种基金资助（并附基金号）。

3.2 题名须准确、简明，一般不超过 20字。摘要具有独立引用的价值，第三人称行文，达到 200字以上。

研究论文摘要须含“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四要素，其中“目的”简短具针对性，体现研究科学意

义和价值，避免常识及与题目重复；“结果”适当详细，定量结果与定性阐述结合；“结论”概述并避

免自我评价。综述摘要须含“背景—综述—结论、观点与展望”三要素，其中“背景”简略，“综述”包

含全文概述、进展列述和核心研究适当详述，“结论、观点与展望”要有实质性内容。英文摘要与中

文摘要意思相符，符合英文语法要求。关键词 3～8个，具有规范词、主题性、代表性和检索性。

3.3 引言简要说明研究背景、存在问题和研究目的。材料与方法具有足够信息，并具重复操作性。重要

结果用“原始数据”，一般性结果用“总结数据”（如平均值、标准偏差）或“转换数据”（如百分数），正

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讨论与结论侧重点分别在于描述说明、比较阐释和论点前景。

3.4 图表具有“自明性”，一般在文中第一次提及段落后插入。尽量采用彩色插图，图注清楚，同时写出

图序、图题。坐标图要标清标线和标值，以及横纵坐标的量和单位；照片图要求分辨率达到 300 dpi。

表格采用三线表。

3.5 参考文献选用原则为充分必要、密切相关、公开出版、完整准确、亲自阅读，避免盲目多引、随意转

引、过度自引、故意漏引等。采用“顺序编码制”，即按文献在文中出现先后编号和排序。著录项目完

整，要给出文献类型，以及引用页码等。数量以不少于 15篇为宜，中文参考文献应在该条文献下附

相应的英文。

3.6 来稿要符合编辑出版标准化要求，论文编写格式、量和单位符号等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外文

字符要分清大小写、正斜体，上下角字符的位置高低应区别明显，易混淆的外文字母、符号书写清

晰，英文缩略语可在行文中使用，但一般不用作量符号。

3.7 来稿如不符合上述要求，编辑部将先退给作者修改，合格后再送审。

RR公司发动机关键技术研制进展

为促进新一代商用航空发动机的发

展，RR 公司一直以来都对大型民用航空

发动机先进技术掌握主动权，为了延续其

遄达系列发动机所建立的这一优势地位，

2014年，RR公司提出了在未来 10年及以

后面向大推力宽体飞机的大型涡扇发动机

的战略愿景，提出了“Advance”和“Ultra-

Fan”分 2个阶段走的未来航空发动机技术

和产品的发展道路。第 1阶段的目标，是以

遄达 XWB 发动机为起点，研制和验证

Advance核心机与发动机；第 2阶段的目标，是以 Advance核心机为基础研制和验证具有颠覆性技

术特征的 UltraFan发动机。RR公司旨在通过开展 Advance和 UltraFan2个项目，希望在未来几年实

现民用发动机的重大技术突破。

Advance发动机涵道比将超过 11，总压比将超过 60，耗油率和 CO2排放将比目前的遄达 700发

动机降低至少 20%，计划于 2020年左右投入使用。UltraFan发动机涵道比将达到 15，总压比将达到

70，燃油消耗和排放将比目前遄达 700发动机的降低 25%，计划于 2025年投入使用。

目前，Advance 2验证机的基本生产装配工作都已完成，RR公司正试图在 Advance 2验证机上

分别采用 2种不同尺寸的核心机和 3种不同的低压系统与其匹配，推力达到 44.5～89 kN。Advance

2的核心机基本结构为 10级高压压气机和 2级高压涡轮，高压压气机前几级采用钛合金整体叶盘。

目前已经完成多个样机的验证工作，Advance 2风扇的稳定性及其他各性能非常好。另外还进行了

发动机鸟撞试验和风扇叶片脱离试验。预计从 2017年下半年开始进行整机试验。

Advance 2项目不仅是为了实现 2轴发动机推力提高的方案，亦是为 3轴发动机核心机设计和

应用提供过渡，旨在为新核心机———Advance 3做铺垫，以更好地迎合下一代商用涡扇发动机的发

展。近期，RR公司正在为其新型 Advance 3发动机核心机的最初试验做最后的准备工作，该核心机

将成为 RR公司未来大型动力装置的基础。试验将采用 1台混装发动机：即在 Advance 3发动机核

心机的基础上，配装遄达 XWB-84发动机的风扇和遄达 1000发动机的低压涡轮。Advance 3发动机

核心机是 1种新的“可伸缩”结构，能够与各种尺寸的低压系统相匹配。首台 Advance 3发动机核心

机已于 2017年 3月在 RR公司位于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工厂开始装配，目前装配工作进展顺利，之

后 RR公司将很快将核心机运往英国德比试验中心，预计将在 2017年中段开始试验。

UltraFan 发动机是在共享与其同步起动的 Advance发动机技术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增加齿轮

系统研制的新型发动机。Advance 和 UltraFan 发动机研究计划的研究经费每年近 10 亿英镑。

UltraFan发动机是 RR公司首款采用齿轮传动风扇结构的新型发动机，与传统的同级别大涵道涡

扇发动机相比，UltraFan耗油率将降低 25%，同时排放也将显著降低。其关键技术包括：可变桨距

的风扇；驱动风扇的齿轮系统；先进短舱；新型发动机核心机；齿轮箱和高速低压涡轮等。对于

UltraFan发动机特别重要的动力齿轮箱已在德国的达勒威兹工厂进行试验，RR 公司称之为“世

界上功率最大的航空齿轮箱”，其功率高达 74570 kW，目前试验工作即将完成。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桓明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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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套齿动态装配间隙非概率优化设计

陈志英，谷 裕，周 平，刘宏蕾，王 朝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为解决航空发动机套齿动态装配间隙的响应问题，在考虑动态变形和参数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将 1 种非概率区间分析

方法与 Kriging响应面模型及响应面优化方法相结合，对套齿初始装配间隙进行了可靠性优化设计。以某刚性套齿联轴器作为数

值算例，在确定性设计的基础上，考虑机械载荷、热载荷、材料参数的分散性，运用区间分析方法得到了动态装配间隙的响应范围，

利用非概率可靠性指标对初始装配间隙进行了优化设计。与确定性设计相比，优化设计提高了结构的可靠性；与概率设计相比，优

化设计降低了对不确定参数的信息要求。验证了非概率方法解决装配对象不确定性结构响应问题的可行性与适用性。

关键词：套齿；动态装配间隙；非概率区间分析方法；可靠性优化；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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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probabilistic Optimization Design of Dynamic Assembly Gap for Aeroengine Spline
CHEN Zhi-ying袁GU Yu袁ZHOU Ping, LIU Hong-lei

渊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Beihang University袁Beijing 100191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 response of the dynamic assembly gap for aeroengine spline, considering the

dynamic deformation, a non-probabilistic interval analysis method was combined with the Kriging response surface model and the response
surface optimization method, and the reliability optimization design of the initial assembly gap for spline was carried out. A rigid spline
coupling was taken as a numerical example, based on the deterministic design, considering the dispersion of mechanical load, thermal load
and material parameters, the interval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obtain the dynamic response range of the gap, and a non-probabilistic
reliability index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initial assembly gap. Compared with the deterministic desig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tructure is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e probabilistic design, the information requirement of the uncertain parameters is reduced. The feasi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non-probabilistic metho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certain structural response of assembly objects are verified.

Key words: spline; dynamic assembly gap; non-probabilistic interval analysis method; reliability optimization design; aeroengine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收稿日期：2016-11-1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275024）资助
作者简介：陈志英（1960），男，教授，主要从事发动机结构强度可靠性及多学科优化方面工作；E-mail：chenzhiying@buaa.edu.cn。

引用格式：

第 43卷第 3期

2017年 6月

Vol. 43 No. 3

Jun. 2017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是 1个由众多零件组成的装配体，诸

如齿轮齿侧、转静子径向轴向、篦齿封严等之间的装

配间隙对发动机的可靠性有着重要影响[1]。然而各关

键装配间隙的影响因素除了结构尺寸外，还包括系统

的材料力学行为、构件状态抗力、载荷、环境与时间历

程等不确定因素[2]，因此装配对象不确定性的结构响

应问题的分析与优化设计对提高航空发动机可靠性

有重要意义。同时，基于概率的结构可靠性设计已经

受到广泛关注[3-6]。但应该指出，结构的不确定性变量

概率密度的试验信息常常是缺乏的，因此不确定变量

是否满足某种假定的分布很难验证[7]，而且概率数据

的较小误差可能引起概率分析的较大误差[8]。区间分

析方法作为非概率理论中 1种研究方法，由于只需要

不确定变量的上、下界，降低了对试验数据的要求，并

且可以给出结构响应的上、下界，在设计初期也被应

用于结构的不确定性分析中[9-12]。而以上研究主要集

中在轮盘、叶片等重要结构和转子动力特性上，以装

配对象进行非概率分析及优化设计的研究很少。

本文以航空发动机刚性套齿联轴器为研究对象，

基于区间分析方法并结合 Kriging响应面模型及响应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mailto:chenzhiying@buaa.edu.cn
http://www.fineprint.cn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3卷

面优化方法，对套齿装配间隙进行非概率可靠性优化

设计。验证了基于区间分析的非概率方法在装配对象

不确定性结构响应问题中的适用性与可行性；在试验

信息缺乏的设计初期提供 1种装配对象不确定性问

题的解决方法。

1 区间不确定变量

刚性套齿联轴器是航空发动机中的典型连接结

构，齿侧间隙是影响套齿配合质量的关键装配特征参

数。套齿结构在受到载荷作用之后，其齿侧间隙会随

载荷增大而增大，而齿侧间隙过大会导致不平衡量增

加，引起发动机振动过大，初始装配间隙过小又会导

致装配困难[13]。因此在考虑参数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应合理确定初始装配间隙，尽量减小装配难度，同时

使齿侧间隙在整个任务剖面内不超过规定阈值，保证

结构的可靠性。基于以上考虑，定义相关变量，将初始

装配间隙 X 考虑成设计变量，将影响动态侧隙响应
的转速 y2、温度 y3、扭矩 y4、密度 y5、弹性模量 y6考虑

成区间变量，将动态侧隙响应 g（x,y2,y3,y4,y5,y6,）作为

输出变量，进行非概率优化设计。

将装配对象不确定参数 考虑成区间变量，参数

的上、下界分别为 ymin、ymax。即 y∈[ymin,ymax]，令

y c= ymin+ymax

2
（1）

y r= ymax-ymin

2
（2）

则区间 y f和区间参数 y可分别表示为
y l=y c+y r驻r （3）

y=y c+y r棕 （4）

式中：驻r∈{-1,1}，为标准化区间；棕∈驻r，为标准化区
间变量；y c为区间变量 y的算术平均值；y r为区间变
量 y的离差，代表 y相对于均值的离散程度。

2 非概率可靠性优化方法

2.1 非概率可靠性指标

与概率分析不同，非概率方法无法得出变量概率

密度函数，不能进行结构可靠度计算。因此非概率方

法利用可靠性指标度量结构可靠性[14-15]。设极限状态

函数为

H=gaccept-g（x,y2,y3,y4,y5,y6,） （5）

若 H<0，则套齿处于失效状态；H>0，则处于可靠

状态。其上、下界分别为 Hmax、Hmin。则定义套齿结构可

靠性参数为

浊=HC /Hr=
（Hmin+Hmax）
（Hmax-Hmin）

（6）

当 浊>1时，对任意 x均有 H>0，套齿安全可靠；当

浊<-1时，对任意 x均有 H<0，齿侧间隙超过阈值，结

构一定不可靠；当 -1≤浊≤1时，系统可能可靠，也可

能不可靠，浊越大，套齿结构越可靠。因此 浊可作为套
齿可靠性的度量。

2.2 非概率可靠性优化模型

根据输出函数的上、下界，采用区间运算法则计算

出极限状态函数的上、下界，从而求得套齿结构在各设

计点下的可靠性指标，建立如下可靠性优化模型

Find X,浊（X,P）≥浊accept

s.t. xmin≤x≤xmax, yi∈[ymin,i,ymax,i], i=2,3,4,5,6 （7）

即在给定区间范围内，找到 1个合适的初始装配

间隙 x，在各参数在一定区间范围内时，使得结构可
靠性指标满足要求。

3 数值算例

3.1 确定性分析

选取某航空发动机高压转子刚性套齿联轴器，初

始装配间隙 x=100 滋m，根据中国机械工业标准，选取

d级精度，公差等级为 5，齿侧间隙阈值定为 120 滋m。

建立如图 1所示的有限元模

型，选取某航空发动机的典

型任务剖面中的爬升阶段，

即载荷最大阶段作为危险

点，计算最大载荷下的齿侧

间隙。其中爬升阶段载荷：转

速为 1150 rad/s，温度为 366

℃，扭矩为 2.15E+07 N·mm。

经过有限元仿真，得到计算

结果如图 2所示。由计算结

果可知，危险点最大齿侧间

隙为 117.34 滋m，小于 120

滋m，满足最大允许值。

3.2 区间分析

在实际情况中，结构受

到的载荷、温度、材料属性以

及力学性能都有一定的分散

性，确定性设计的结果并不

一定能够保证结构可靠，因

（a）装配模型

图 1 套齿几何模型及

有限元模型

（c）有限元模型

（b）内套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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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滋m

90.0000

90.6367

92.3800

93.4237

96.8077

99.7953

100.0000

102.9260

104.1210

106.4690

109.0040

110.0000

Hmin /滋m

9.4455

8.5464

6.8032

5.7594

2.3756

-0.6120

-1.2462

-3.7430

-4.9377

-7.2860

-9.8214

-10.817

Hmax /滋m

15.1435

14.2503

12.5071

11.4634

8.0795

5.0919

5.3207

1.9609

0.7662

-1.5821

-4.1175

-5.1131

浊

4.315374

3.996686

3.385456

3.019425

1.832974

0.785410

0.620460

-0.312440

-0.731340

-1.554740

-2.443750

-2.792840

表 3 极限状态函数上、下界及可靠性指标

设计方法

确定性设计

非概率优化设计

初始装配间隙 /滋m

100

98.8

动态齿侧间隙范围 /滋m

[114.68,121.25]

[113.35,120.00]

浊

0.62

1

表 4 可靠性优化结果

此需要对套齿齿侧间隙进行不确定分析。

本例将齿侧间隙、转速、温度、扭矩、密度、弹性模

量考虑成区间变量，合理选择其取值范围，见表 1。

将齿侧间隙 x考虑成设计变量，将转速、温度、扭
矩、密度、弹性模量考虑成不确定参量。以设计点为基

础，进行试验设计得到 46组样本点，利用 Kriging响

应面模型[16]构建受载荷下的动态齿侧间隙 g（x,y2,y3,y4,

y5,y6,）与设计变量 x和区间不确定参量 yi（i=2,3,4,5,6）

的响应面模型。

基于已有的 46组样本点和响应面模型，将样本

点中的设计变量

齿侧间隙 x 考虑
成确定量，将其

他不确定参量 yi

（i=2,3,4,5,6） 考

虑为区间变量，

利用有限元软件

ANSYS中的响应

面优化模块，进行 3000次抽样，如图 3所示。

求得 46个样本点的输出响应最大值、最小值，给

出齿侧间隙响应所在区间，列出了 12组典型数据，见

表 2。

从表中可见，当初始装配齿侧间隙在[90,110]范

围内时，考虑变量不确定性，结构动态侧隙响应范围

为[104.85,130.82]，而初始设计点为 100 滋m 时，齿侧

间隙最大值为 121.25 滋m，超过规定阈值 120 滋m，说

明此时结构存在失效的危险，因此需要对初始装配间

隙进行修正，使最大侧隙响应低于 120 滋m。

3.3 初始装配间隙可靠性优化设计

本例中的极限状态函数为

H=120-g（x,y2,y3,y4,y5,y6,）

根据侧隙响应范围可以计算出极限状态函数上、

下界，从而求得各设计点可靠性指标，见表 3。

建立可靠性参数 浊，关于设计变量 x的响应面模
型。本例设 浊accept=1，最终得到的优化结果见表 4。

根据优化结果可知，当初始装配间隙小于 98.8

时，保证了动态载荷下的齿侧间隙一定不会超过规定

图 2 危险状态齿侧间隙响应分布

0 Max
-1.3037e-5
-2.6075e-5
-3.9112e-5
-5.2149e-5
-6.5187e-5
-7.8224e-5
-9.1261e-5
-0.0001043
-0.00011734 Min

0.20间隙 /m

0.15

0.10

0.05

0

x/μm

y2 /(rad/s)

y3 /℃

y4 /(N·mm)

y5 /（kg/m3）

y6 /GPa

设计点

100

1150

366

2.15E+07

7800

1.66E+11

最小值

90

1035

329.4

1.935E+07

7020

1.494E+11

最大值

110

1265

402.6

2.365E+07

8580

1.826E+11

表 1 区间不确定变量

样本点 /滋m

90.0000

90.6367

92.3800

93.4237

96.8077

99.7953

Min/滋m

104.8565

105.7497

107.4929

108.5366

111.9205

114.9081

Max/滋m

110.5545

111.4536

113.1968

114.2406

117.6244

120.6120

表 2 部分样本点下的输出变量上、下界

样本点 /滋m

100.0000

102.9260

104.1210

106.4690

109.0040

110.0000

Min/滋m

114.6793

118.0391

119.2338

121.5821

124.1175

125.1131

Max/滋m

121.2462

123.7430

124.9377

127.2860

129.8214

130.8170

图 3 转速抽样结果

1.25

1.20

1.15

1.10

1.05

-0.128 -0.127 -0.126 -0.125

Feasible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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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而为了降低装配难度，应尽量选择较大的初始装

配间隙。在具体工程实际中，可以根据机械工业标准合

理权衡及选定可靠性指标、装配难度、初始齿侧间隙与

间隙阈值，在无法获得不确定变量概率分布的设计初

期，进行以装配系统为对象的非概率可靠性优化设计。

4 结论

在不确定性参数概率分布未知的设计初期，基于

区间分析非概率理论结合响应面法对刚性套齿结构

进行非概率可靠性优化设计，得到以下结论：

（1）确定性设计在考虑载荷、材料力学性能的分

散性之后，套齿结构存在失效危险。

（2）通过区间分析理论结合响应面法对齿侧间隙进

行非概率分析，可以得到套齿动态齿侧间隙响应范围。

（3）利用非概率可靠性参数度量结构可靠性，

验证了非概率方法优化装配特征参数的可行性，为

装配对象不确定性响应问题提供 1 种适用的解决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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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缘气膜孔布局对涡轮转子叶片流动

传热的影响

吴向宇，丁新星，谢建文，张志述，韩绪军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研究不同前缘气膜孔布局对叶片内部冷却系统、温度场分布的影响，针对某典型冲击 -对流 -气膜复合冷却高压

涡轮转子叶片，保持叶片主体冷却结构不变，通过改变叶片前缘各列气膜孔的数量形成 5种结构方案，完成了 1 维流动换热及 3

维有限元温度场计算。并模拟发动机工况，试验研究了叶片内腔流量特性、叶片中下部 2个截面的平均冷却效果随压比、流量比的

变化规律。计算及试验结果均表明：涡轮转子叶片前缘气膜孔数量及布局对叶片前腔冷气量、前缘温度分布影响明显，而对后腔冷

气量、尾缘温度影响较小。

关键词：气膜冷却；涡轮转子叶片；流量特性；冷却效果; 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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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Leading Edge Film Holes Layout on Turbine Rotor Blade Flow and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WU Xiang-yu袁 DING Xin-xing袁 XIE Jian-wen袁 ZHANG Zhi-shu袁 HAN Xu-ju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leading edge film holes layout on the internal cooling system and meta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 typical impinging -convection- film cooling high pressure turbine rotor blade were carried out. One dimensional
flow heat transfer and three 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temperature prediction were accomplished for five different schemes, which the
number of film holes of each column in leading edge was changed respectively and the main body cooling structure of blade maintain
unchanged. Tests were performed under simulated real engine operating conditions. The internal flow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verage cooling
effectiveness of two sections of the blade were studied with different pressure ratio and flow ratio. Both the calculation and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the film holes and the layout of the holes in the leading edge of the turbine rotor blades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ooling air flow of the front cavity and leading edg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nd the influence on cooling air flow of back cavity
and trailing edg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re slight.

Key words: film-cooling; turbine blade; flow characteristics; cooling effectiveness;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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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从 19世纪 70年代起，气膜冷却作为 1项新的

冷却技术应用于涡轮叶片以来，已经成为涡轮叶片

外表面的重要冷却技术。涡轮导向叶片和转子叶片

前缘承受最大的热负荷，是重要的冷却区域，前缘

周围通常设计有密集的冷却孔阵列（称为喷淋头）。

Polanka 等 [1]、Witteveld 等 [2]、Cutbith 和 Bogard [3]在低

和高主流紊流强度条件下，测量了模拟导向叶片喷

淋头内和下游的气膜冷却效率；Ames [4]等试验研究

了喷淋头吹风对传热系数的影响，在高主流紊流强

度条件下，紧靠喷淋头下游，传热系数比无吹风时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mailto:E-mail:wxy6998@sina.com
http://www.fineprint.cn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3卷

的基准值提高 20%。

为确定气膜冷却效率、传热系数和净热流降低

量，Mehendale和 Han[5]试验了 4排孔结构：孔排位置

设在距驻点线±15毅和±40毅处。气膜冷却效率在吹
风比 0.8 时达到最高。横向平均的气膜冷却效率 浊
在第 1 排孔下游为 0.44，在第 2 排孔下游为 0.55。

出于相同的目的，Reiss和 B觟lcs [6] 试验了 5 排孔结

构：孔排位于距驻点线 0毅、±20毅、±40毅处，吹风比
范围为 0.6～1.5，研究的焦点是比较圆柱形孔和 2

种不同扩展结构成型孔的相对冷却效率。总的来

说，簸箕形孔的平均气膜冷却效率 浊=0.4～0.5，高于

圆柱形孔和径向扩展孔。Albert 等 [7]、Mouzon 等 [8]采

用 3排簸箕形孔结构做了试验，研究结果发现气膜

冷却效率随着吹风比增大而提高，在吹风比 2.5时，

得到最大的传热系数和最大的净热流降低量。

国内高校等研究机构也在气膜冷却流动换热及

冷却效率方面开展了试验及数值研究。李广超、朱

惠人、戴萍等[10]研究了气膜孔布局、几何结构对叶片

气膜冷却效率及表面气膜冷却换热系数的影响；朱

进容等[13]研究了旋转状态下涡轮叶片前缘的流动与

换热；颜培刚等 [14]对涡轮叶栅前缘气膜冷却进行了

数值模拟。

本文针对某典型高压涡轮转子叶片前缘气膜冷

却孔位置排布对叶片流量分配及温度场进行了计

算分析及试验研究，并与前缘不开气膜孔的结果进

行了对比分析。

1 叶片前缘冷却结构

先进的高压涡轮转子叶片普遍采用外部气膜冷

却与内流冷却相结合的复合冷却方法，叶片内部结

构趋向复杂，因此引入肋壁强化换热、扰流柱强化

换热等以提高冷却效率。典型的高压涡轮转子叶片

多采用整体铸造盖板，对流冲击气膜多通道复合冷

却形式：冷却空气从叶片榫头底部进入叶片内部，

之后分成 2～3 个独立通道分别对叶片前缘、中部

及尾缘进行冷却，通常对前缘采用带肋通道回转对

流加冲击对流强化冷却及外表面多排气膜孔冷却；

对叶身中部采用带肋壁的多通道回转对流加气膜

冷却；对叶片尾缘采用扰流肋及扰流柱强化对流冷

却加尾缘劈缝气膜冷却；对叶尖通常在顶盖上设有

气膜孔进行冷却，部分叶片在缘板部位设计了离散

气膜孔对缘板进行冷却。

所研究的涡轮转子叶片前缘结构与先进高压涡

轮转子叶片冷却结构（如图 1所示）类似，对叶片采

用双腔 7 通道对流 -冲击 - 气膜复合冷却形式，前

3个通道为前腔，后 4个通道为后腔。前腔冷气从第

2通道冲击进入第 1通道，从分布于前缘及叶尖的

气膜孔流出。叶片前缘设有 5 排气膜孔，将前缘中

间 3列气膜孔设计成径向复合倾斜（孔径 囟0.5），另

外 2列气膜孔在叶型截面上倾斜（孔径 囟0.3），如图

2所示。

在涡轮冷却叶片气膜孔设计时除了考虑冷却需

要之外，开设气膜孔带来的应力集中等强度寿命问

题是设计者必须关注的焦点，对于高压涡轮转子叶

片尤其如此。计算分析及试验研究的 5种叶片前缘

气膜孔布局方案是以上述方案为基础，考虑到气膜

孔对叶片局部强度的影响设计了不同的气膜孔布

局。其中方案 4 叶片前缘无气膜孔，另外 4 种方案

叶片前缘气膜孔布局如图 3所示。各方案叶片各列

气膜孔的数量分布情况见表 1。重点研究了气膜孔

对涡轮转子叶片前缘流动传热的影响，研究时保持

叶片主体冷却结构不变，分别改变叶片前缘各列气

膜孔的数量形成不同的结构方案，进行叶片冷却系

统、温度场计算分析及流量特性、冷却效果试验。

图 1 先进高压涡轮转子叶片冷却结构（Han,2004）

Rib turbulators
Shaped intemal cooling passage

Trailing edge
ejection

Tip cap cooling

Rib turbulated
cooling

Pin-fin cooling

Cooling air

Impingement
cooling

Hot gas

Film
cooling

Squealer tip

Tip cap
cooling hcles

Film cooling
holes

Trailing edge
cooling slots

Blade platiorm
cooling holes

Dovetail

Cooling air

Hot Gas

图 2 叶片前缘气膜孔位置

54
3

2

1

6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吴向宇等：前缘气膜孔布局对涡轮转子叶片流动传热的影响第 3期

位置

前腔

后腔

总

方案 1

0.85

1.3

2.15

方案 2

0.96

1.28

2.24

方案 3

1.03

1.26

2.29

方案 4

0.62

1.35

1.97

方案 5

0.91

1.28

2.19

表 2 叶片相对用气量计算结果

（相对于高压压气机进口） 豫

2 冷却系统及温度场计算分析

将叶片内部冷却结

构离散成典型的流动和

换热单元，采用如文献

[16]中所提到的 1 维流动

网络法进行叶片流动换

热计算（如图 4所示）。根

据各方案叶片相对冷气

用量（如图 5所示并见表

2）及叶片前缘气膜孔位

置给出的计算结果分析，

方案 4前腔及总冷气用量

均小于其他方案的，后腔

冷气量略大。其他方案叶片后腔冷气量变化较小，前

腔流量及总流量从大到小依次为方案 3、2、5、1。

采用商用软件 ANSYS 完成叶片 3 维有限元温

度场计算。结果表明前缘气膜孔的变化对叶片尾缘

温度基本无影响，各方案叶片前缘局部温度及分布

变化明显。方案 4叶片前缘无气膜孔，温度最高，方

案 1前缘下部及方案 5中上部温度略高，方案 2、3

温度接近。各方案叶片 3维有限元温度场计算前缘

局部温度的对比情况如图 6所示。叶片冷气用量及

温度分布的变化情况直接反映了叶片前缘不同列

气膜孔数量及布局变化对冷气出流面积（流阻）及

气膜覆盖效果等所带来的影响。

3 流量特性及冷却效果试验对比分析

不同前缘气膜孔排布的 5种结构方案流量特性

试验在常温条件下进行，试验件由 4片陪衬件和 1

片主试验件组成扇形叶栅通道。在试验时堵住叶片

后腔，只给前腔供冷气，首先将主流气参数调到试

验状态，然后通过调节冷气的压力测得测量叶片前

腔冷气流量随冷气进口总压与叶栅出口燃气静压

比的变化曲线，进、出口压比在 1.0～2.4 范围内变

化。流量特性试验装置如图 7所示。

流量特性试验获得的方案 1、2、3、5 叶片前腔

流量随冷气进、出口压比的变化规律如图 8 所示。

由于方案 4的前缘叶身无气膜孔，只有叶尖顶盖上

有几个小的除尘孔，实际流量非常小。受小流量测

（a）方案 1（b）方案 2（c）方案 3（d）方案 5

Ⅰ

Ⅱ

Ⅲ

Ⅳ

Ⅴ

叶尖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3 2 1

气膜孔排号

Ⅰ（59.71）

Ⅱ（45.89）

Ⅲ（32.07）

Ⅳ（18.25）

Ⅴ（4.43）

图 3 各方案叶片前缘气膜孔布局

孔列（排）数

1

2

3

4

5

合计孔数

方案 1

10

8

7

8

10

43

方案 2

18

8

7

8

18

59

方案 3

18

13

7

8

18

64

方案 4

0

0

0

0

0

0

方案 5

18

13

7

0

18

56

表 1 叶片前缘气膜孔数量

图 4 转子叶片 1维流动换

热计算网络[16]

图 5 各方案叶片相对冷气用量

图 6 各方案叶片前缘局部温度场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方案 4 方案 5

428.907
492.51

556.114
619.718

681.321
746.925

810.529
874.132

917.736
1001

壁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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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仪器测量能力限制，未能获得方案 4 的流量特性

曲线。从其它各方案试验结果可见，叶片前腔流量

特性变化规律一致，换算流量均随着压比的增大而

增大，并且趋势逐渐变缓，特别是经过临界压比后，

换算流量基本不再增加。在相同压比条件下，叶片

前腔流量由大到小依次为方案 2、5、3、1、4，各方案

流量大小关系一方面与气膜孔数量相关，同时也与

孔在前缘的具体位置相关。

采用与流量特性相同的试验装置模拟发动机实

际工况条件下，对上述 5 种不同前缘气膜孔排布结

构叶片进行 2个截面的冷却效果试验。主试验件表

面埋设了多个热电偶进行叶片壁温测量，为更多获

得叶片前缘的温度数据，在不影响气膜孔出流的情

况下，尽可能多地在叶片前缘多布置热电偶，并且

为了使各方案的冷效数据具有对比性，所有方案的

对应测点位置保持一致。热电偶序号布置位置如图

9所示。考虑试验件测试改装实际工艺能力，在叶身

中间截面及中间靠下截面布置 32 个测点，其中中

截面 15 个测点（序号 2～16），中间靠下截面 17 个

测点（序号 1～17）。

在试验时，调节主流燃气属性和温比达到试验

要求的参数值，改变冷气进口流量使流量比在

0.01～0.04范围内变化，测量并记录叶片表面的温

度同时记录压比与表面壁温对应的数据值，得出该

状态下冷却效果随压比的变化曲线，各方案试验参

数及过程均相同。

以试验测得的叶片表面平均温度为壁温，计算

得到各方案叶片的平均冷却效果随进、出口压比的

变化趋势如 10 所示。试验获得的冷却效果随冷气

与燃气流量比的变化规律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

见，各方案冷却效果随压比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在同一压比下，冷却效果从高到低依次为方案 3、2、

5、1、4，这与流量特性试验结果的排列顺序稍有不

同，可能是因为热电偶损坏使得局部测点没有温度

94毅

图 7 试验装置

图 8 各方案前腔流量特性随压比变化规律

27

24

21

18

15

12

9

6

2.42.22.01.81.61.41.21.00.8

压比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方案 5

图 9 热电偶序号布置位置

气膜孔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5

4

3
2

1

图 10 冷却效果随压比的变化规律

0.55

0.50

0.45

0.40

0.35

0.30

0.25
2.42.22.01.81.61.41.21.00.8

压比

方案 1
方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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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5
方案 4

2.6 2.8 3.0

图 11 冷却效果随流量比的变化规律

0.55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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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方案 5
方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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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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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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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造成的。与其他方案相比，方案 4 由于前缘没

有气膜孔，叶片整体壁温偏高，冷却效果明显偏低。

分析各方案叶片冷却效果随流量比的变化规律与

随压比的变化规律相一致。

4 结论

（1）高压涡轮转子叶片前缘阵列式气膜孔设计

是降低叶片局部温度的有效措施，气膜孔孔径、数

量及分布对叶片前腔流量分配、前缘温度分布有明

显影响，对后腔流量、叶片尾缘温度影响相对较小；

流量大小关系与气膜孔孔径和数量相关，也和气膜

孔在前缘的具体位置有关。

（2）叶片前缘只有内部对流冲击冷却而无气膜

冷却时（方案 4），叶片前腔流量偏小，前缘温度偏

高，冷却效果偏低。试验结果表明，在相同压比下，

前腔流量及总流量从大到小依次为方案 2、5、3、1、

4；冷却效果从高到低依次为方案 3、2、5、1、4。

（3）同一方案叶片换算流量及冷却效果均在一

定范围内随冷气与燃气压比的增大而增大。叶片内

部冷却系统 1维流动换热计算及 3维有限元温度场

计算结果与流量特性、冷却效果试验结论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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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齿锥齿轮啮合迹方向角的主动设计方法

刘光磊，陈 晓，卫少帅
（西北工业大学机电学院，西安 710072）

摘要：为了实现弧齿锥齿轮设计规定的啮合迹方向，以局部综合法为基础，结合轮齿接触分析技术和无约束优化方法，进行弧

齿锥齿轮啮合迹方向角的主动设计，给出了 1 种实现齿面参考点处啮合迹目标方向角的设计方法。通过 1 对弧齿锥齿轮的实例演

示，论证了该方法对弧齿锥齿轮啮合迹方向角进行主动设计的可行性。结果表明：局部综合法中的输入啮合迹方向角必须小于旋转

轴平面中规定的角度；在调整啮合迹方向角的过程中，传动误差曲线没有发生畸变。

关键词：弧齿锥齿轮：啮合迹方向角；轮齿啮合分析；传动误差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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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tive Design Method for Bias Angle of Contact Path of Spiral Bevel G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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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bias angle as prescribed in design specification, a design method was proposed to determine the

tangent to the contact path at the mean contact point, which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tooth contact analysis (TCA) and unconstrained
optimization. By this method, spiral bevel gear drives were designed to actively control the bias angle at the mean contact point. A pair of
spiral bevel gears was investigated to prove the feasiblility and effectiveness in active control of the bias angle through the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ias angle as the input for local synthesis must be less than that on the rotational shaft-axis plane, and the transmission
errors curve does not distort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bias angle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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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弧齿锥齿轮传动具有平稳、承载能力强、啮合噪

声小的特点，是现代机械动力系统中传递动力和运动

的重要部件，在直升机、舰船、汽车、机床和工程机械

等工业领域中应用广泛。

在弧齿锥齿轮加工技术方面，格里森公司最先提

出局部共轭法并一直对外保密，但该方法需要反复试

验验证和调整，而弧齿锥齿轮研究者更倾向于 20世

纪 60年代由李特文提出的局部综合法[1-8]。该方法可

以通过预置弧齿锥齿轮的加工参数和啮合性能指标

来降低噪声、缩短齿轮加工时间，使弧齿锥齿轮主动

设计成为可能。从 70年代起，中国对格里森方法进行

了许多研究，但基本上都处在破解消化阶段。方宗德

等基于局部综合法，在弧齿锥齿轮的啮合分析和性能

优化等方面进行了颇有成效的研究工作[9-16]。上述研

究均采用局部综合法，即针对空间齿面参考点及其附

近区域进行仿真控制。虽然视图比较直观，但给设计

和验证带来诸多不便和误差，以致在高精度弧齿锥齿

轮设计加工时会出现一定偏差。

本文基于局部综合法和 TCA技术，给出了 1种

SGM弧齿锥齿轮加工技术的齿面啮合迹方向角的主

动设计方法，对弧齿锥齿轮主动设计的重要指标———

啮合迹方向角进行优化。此外，利用坐标旋转投影把

齿面设计分析转换到投影平面中，改良了局部综合法

的缺点。所得结果对高精度航空弧齿锥齿轮的设计制

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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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标啮合迹方向角的实现及方法

啮合迹仿真是弧齿锥齿轮啮合性能分析的重要

方面，是确定啮合印痕的前提。主动设计啮合迹的步

骤为：预设啮合迹方向角—初定小轮机床参数—TCA

验证—优化啮合迹方向角。

1.1 啮合迹方向角的形成

为了方便弧齿锥齿轮的设计和检验，常常对其进

行坐标转换。齿轮齿面和投影面分别如图 1、2所示。

从图 1可见，点 M为 1对弧齿锥齿轮的参考啮合点，

在通过 M点的切平面上，浊2为啮合迹切线 mn与根锥
母线的夹角。利用式（1）的变换，可得到图 2。

X=x
R= y2+z2姨嗓 （1）

式中：x,y,z 为齿面点坐标，x 对应齿轮轴，y、z 对应径
向；X,R 为 x,y,z所对应的投影面坐标。
切平面上元素经过坐标变换后如图 2所示。由于

经过了投影处理，齿面元素整体缩小，造成投影面啮

合迹方向角 浊'2＞浊2，需要调整二者之间的差异，从而

实现指定的啮合迹方向。

1.2 采用局部综合法得到齿轮加工参数

局部综合法很好地控制了弧齿锥齿轮副在齿面

参考点附近的微分邻域内的啮合特性，是弧齿锥齿轮

加工参数设计的最先进方法之一。局部综合法依据弧

齿锥齿轮副的设计参数首先计算大轮的加工参数，进

而确定大轮齿面参考点处的齿面几何参数；再根据弧

齿锥齿轮副的齿面接触印痕和传动误差曲线具体要

求，按照点接触局部综合法的原理，计算小轮在该参

考点处的齿面几何参数，进而求得小轮的加工参数。

在局部综合法实施之前，需要依据指定的啮合迹

方向角，按下式修正局部综合法中实际输入的啮合迹

方向角

浊2l=浊2+兹
(2,cr2)

（2）

式中：兹(2,cr2)
为大轮齿面的第一主方向 e l

(2)
与加工大轮的

产形轮第一主方向之间 e l

(cr2)
夹角，由 M点大轮主方向

和刀具决定。

tan2兹(2,cr2)
= 2a13a23

a23

2
-a13

2
+ ke1

(2)

(2)
-ke2

(2)

(2)蓸 蔀 a33

（3）

式中：k e1

(2)

(2)
，k e2

(2)

(2)
为大轮齿面 M 点主曲率；aij=aji（i, j=1,

2,3），其中

a12=0.5 ke1

(2)

(1)
-ke2

(2)

(1)蓸 蔀 sin2兹(1,cr1)

a13=-ke1

(2)

(2)ve1

(2)

(12)
-棕(12)·（n×e1

(2)
）

a23=-ke2

(2)

(2)ve2

(2)

(12)
-棕(12)·（n×e2

(2)
）

a33=-n·[（棕(1)×ve
(2)
）-（棕(2)×ve

(1)
）]+

m'
21（n·ve

(2)
）·（棕

(1)）2

棕(2) -n·（棕(1)×v (12)）+

ke1

(2)

(2)
（ve1

(2)

(12)
）2+ke2

(2)

(2)
（ve2

(2)

(12)
）2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4）

式中：e1

(1)
，e2

(1)
和 e1

(2)
，e 2

(2)
分别为小、大轮在 M点处的主

方向；k e1

(1)

(1)
，k e2

(1)

(1)
为小轮齿面上的主曲率；兹(1,cr1)

角由 M 点

小轮主方向和刀具决定；棕(1)，棕(2)为小、大轮转动速度；

棕(12)为 棕(1)相对与 棕(2)的速度；n为 M点处的单位矢量；

ve
(1)
，ve

(2)
为小、大轮在 M点的线速度；v (12)为 ve

(1)
相对与 ve

(2)

的速度；ve1

(2)

(12)
，ve2

(2)

(12)
为 v (12)在主方向上的分速度。

1.3 TCA检验调整啮合迹方向角

根据局部综合法求得的加工参数必须经过齿轮

接触分析进行验证和调整。按照配对齿面连续相切接

触的条件，可以建立弧齿锥齿轮啮合接触分析基本方

程组

rh
(1)
（兹p,准cr1

,准1）=rh
(2)
（兹g,准cr2

,准2）

nh
(1)
（兹p,准cr1

,准1）=nh
(2)
（兹g,准cr2

,准2）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5）

式中：兹p，准cr1
和 兹g，准cr2

分别为小、大齿轮刀具切削锥面

的曲面坐标；准1和 准2分别为小、大齿轮啮合时转过的

角度；rh
(i)
（i=1表示小轮，i=2表示大轮）为在啮合坐标

系 Sh中 2齿面上任一点的径矢；nh
(i)
为在 Sh中 2齿面

上任一点的单位法矢。

进行 TCA仿真时，使弧齿锥齿轮副从参考点处

进入啮合，并使小轮按照等步距匀速转动，大轮则按

连续相切接触条件随之转动，在每个啮合位置 2轮的

齿面都满足式（5），如此便可得到齿轮副的齿面啮合

图 1 M点处的啮合迹 图 2 M '点处的投影啮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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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线和传动误差曲线。

1.4 Matlab优化与程序流程

基于局部综合法的加工参数设计设定 浊2的初始

值为目标方向角 浊'
2，经过 TCA和坐标变换，得到投影

啮合迹实际方向角 浊'
2t，其值大于目标啮合迹方向角，

即 浊'
2t>浊'

2。

为了得到目标方向角 浊'
2，开发出 1套 Matlab程

序对 浊2值进行优化确定。其目标函数为

minF（浊2）=|浊'
2t（浊2）-浊'

2| （6）

整个流程如图 3所示。

2 实例

通过某航空弧齿锥齿

轮的啮合仿真过程对本文

所提方法进行实例说明。

该对弧齿锥齿轮副的基本

参数和几何尺寸见表 1，

大轮加工参数见表 2，局

部综合法所需的齿面啮合

性能控制参数见表 3。

首先，设定目标啮合迹方向角 浊'
2=35毅。初次计算

时，令 浊2=浊'
2作为局部综合的输入。经过加工参数计

算和 TCA，得到的投影面内的啮合迹如图 4所示。图

中，贯通齿顶到齿根的直线表示投影面内指定的啮合

迹方向，与齿根的夹角为预定的啮合迹方向角 35毅，与
之交叉的曲线为 TCA啮合迹，经最小二乘法拟合齿面

参考点附近的离散啮合点，得到该处的实际啮合迹方

向角为 42.759毅，明显大于指定的啮合迹方向角 35毅。

利用 Matlab程序对其优化调整，过程如图 5所

示，各参数见表 4，得到最终的优化结果如图 6所示。

优化后的供局部综合法求解小轮加工参数的输入角

浊2=28.974毅，明显小于指定的啮合迹方向角 35毅。从图
6中可见，其啮合迹的优化结果接近于 1条直线且满

足预定方向的要求。

图 3 Matlab优化流程

参数

齿数

轴交角 /(毅)
压力角 /(毅)
中点螺旋角 /(毅)

旋向

外锥距 /mm

齿宽 /mm

全齿高 /mm

顶隙 /mm

齿顶高 /mm

齿根高 /mm

节锥角 /(毅)
根锥角 /(毅)
面锥角 /(毅)

小轮

38

90

20

35

左旋

52.507

6.7

3.455

0.344

1.712

1.743

41.4667

39.5258

43.3731

大轮

43

90

20

35

右旋

52.507

6.7

3.455

0.344

1.339

2.056

48.5323

46.6259

50.4732

表 1 轮坯基本参数

参数

刀刃齿形角 /(毅)
刀盘直径 /mm

刀顶距 /mm

径向刀位 /mm

角向刀位 /(毅)
切削滚比

垂直轮位 /mm

轴向轮位 /mm

床位/mm

机床安装角 /(毅)

参数取值

21.1667

88.9

0.9381

43.4093

57.0127

1.3338

0.0

0.0

-0.3081

46.6259

表 2 大轮加工参数

参数

传动比函数的 1阶导数

齿面啮合迹方向 /(毅)
接触椭圆长半轴占宽比

参数取值

0.01

35

0.2

表 3 局部综合预控参数

（a）投影啮合迹切线 （b）传动误差曲线

图 4 优化之前的 M '点投影啮合迹切线

（a）投影啮合迹切线 （b）传动误差曲线

图 5 优化之中的 M '点投影啮合迹切线

参数

刀刃齿形角 /(毅)
刀尖半径 /mm

径向刀位 /mm

角向刀位 /(毅)
切削滚比

垂直轮位 /mm

轴向轮位 /mm

床位 /mm

机床安装角 /(毅)
2~5

阶变性系数

优化前

18.8333

62.216

55.442

5.092

1.773

0.240

10.908

-6.906

39.5258

0

优化后

18.8333

61.438

53.899

5.133

1.766

-1.411

12.168

-7.707

—

0

表 4 小轮加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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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本文通过坐标旋转投影对局部综合法进行改进，

从主动设计的角度对齿轮啮合迹方向角进行优化调

整，通过 1个实例进行了验证，得出以下结论：

（1）以轮齿接触分析为手段的啮合迹方向优化，

可以精确实现设计要求的啮合迹。

（2）在啮合迹方向角优化的过程中，传动误差曲

线没有出现畸变。表明二者可以独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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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投影啮合迹切线 （b）传动误差曲线

图 6 优化后的 M '点投影啮合迹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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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膜盘联轴器轴向振动特性研究

刘国平，方建敏
（中国航发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为研究金属膜盘联轴器的轴向振动特性，分别通过有限元计算和试验方法分析了金属膜盘联轴器的轴向拉伸刚度、轴

向压缩刚度和轴向固有频率。根据分析结果，对某型膜盘联轴器开展了在运转条件下的轴向振动测试。结果表明：金属膜盘联轴器

的轴向拉伸刚度和压缩刚度均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性。在某型联轴器的工作转速范围内存在轴向振动固有频率，但仅在使用转速

激励，且在联轴器的轴向固有频率下运转，联轴器才不会发生轴向共振。

关键词：金属膜盘联轴器；轴向振动；轴向刚度；轴向固有频率；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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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xial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etal Diaphragm Couplings
LIU Guo-ping, FANG Jian-min

渊AECC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 Jiangsu Wuxi 214063 ,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axial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tal diaphragm coupling, the axial tensile stiffness,axial

compress stiffness and axial natural frequency of the metal diaphragm coupling were analyzed through FEA calculation and experiment
method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axial vibration test of a metal diaphragm coupling under operating condition was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xial tensile stiffness and the axial compress stiffness of the metal diaphragm coupling present apparent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It is occurred that the axial natural frequency of the metal diaphragm coupling within the operate speed, only
when the rotation that excited by the rotating speed, at the speed around the axial natural frequency could avoid a coupling to axial
resonance.

Key words: metal diaphragm coupling; axial vibration; axial stiffness; axial natural frequency; aeroengine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收稿日期：2016-12-25 基金项目：国防重点科研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刘国平（1975），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柔性传动结构设计工作；E-mail:liuguoping@sina.com。

引用格式：

第 43卷第 3期

2017年 6月

Vol. 43 No. 3

Jun. 2017

0 引言

1947年，美国本迪克公司首次为飞机附件机匣

和发动机附件机匣间设计了金属膜盘型联轴器[1]，其

优越性能和成功应用带动了该行业的持续发展[2-4]。同

时，在工业领域中大量高速旋转功率输出设备也广

泛使用这类联轴器 [5-7]。与一般的齿式联轴器不同，

金属膜盘联轴器需要考虑其轴向共振频率。

金属膜盘型联轴器的关键在于膜盘，而双曲线

膜盘的性能最优[8]，但是加工工艺复杂。陈文聘 [9]等

建立了膜盘型联轴器的数学模型，并推导了膜盘的

轴向刚度，通过降低膜盘的厚度来降低膜盘所承受

的轴向应力，改善膜盘的性能；Wang 等 [10]也通过数

学推导和有限元仿真 2 方面分析了轴向载荷对膜

盘联轴器轴向刚度特性的影响。

石油行业标准 API 671要求所有安装的联轴器

的实际轴向固有频率不得在下列任何 1 项的 10%

以内：（1）从最小允许速度到最大连续速度以内的

任何速度；（2）以上范围任何速度的 2 倍；（3）由使

用方规定的其他速度或激励频率。

金属膜盘联轴器安装于飞机和发动机附件机匣

之间，除传递功率外，还补偿两端的不对中的缺点，

是传动轴系的关键部件。因此不仅需要了解其扭转

振动特性和横向振动特性，轴向振动特性也需重点

关注。本文采用仿真计算与试验相结合的方法，对

某型金属膜盘联轴器的轴向刚度、固有频率和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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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开展分析。

1 膜盘型面设计原理

当膜盘承受扭矩载荷时，在半径 r处的剪切应
力为

子=Q/2仔tr2 （1）

式中：子为剪切应力；t为对应半径处厚度；r为半径；
Q为当量扭矩值。

采用等强度设计方法使膜盘内、外径处的应力

相等，则不同截面处厚度为

t=Q/子2仔tr2 （2）

假设扭矩值恒定，则膜盘的型面就是 1种双曲

线型 [11]，如图 1所示。其厚度与半径的关系可以表示

为

t=k/r2 （3）

某型金属膜盘联轴器的膜盘型面采用双曲线设

计，其 3维结构剖面如图 2 所示。为了使膜盘具有

较好的角向刚度，通常把膜盘厚度设计得很薄 [12-13]，

最薄处仅 0.3～0.4 mm。为了提高联轴器的补偿能

力，可采用多个膜盘成对设计，作为膜盒的形式出

现，具体结构参数见表 1，膜盒结构如图 3所示。

2 有限元建模

略去金属膜盘联轴器安装边的螺栓孔，假设为

一体。3维有限元模型如图 4所示。利用 PLANE182

单元类型网格选择平面网格分布，控制单元密度。

选择实体单元 SOLID185，由 2维网格模型旋转成为

3维模型，沿周向等分为 32份。3维模型共计 64448

个节点，49024个单元。联轴器的材料为 TC4合金，

材料参数见表 2。

3 轴向刚度分析

膜盘联轴器的轴向固有频率主要取决于膜盘组

件的刚度和中介轴的质量。中介轴质量保持不变

时，为了解膜盘组件的轴向振动特性，首先对其轴

向刚度开展计算和试验分析。轴向刚度分为拉伸刚

度和压缩刚度，以图 4中的有限元模型开展有限元

计算，在轴向加载不同力，计算联轴器的轴向变形。

同时，对实物开展相关轴向刚度试验，有限元计算

与试验的结果分别见表 3、4。

从表 3、4中可见，有限元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

较为接近。金属膜盘联轴器的轴向压缩刚度和拉伸

刚度均呈现明显的应力刚化现象，尤其在小变形阶

段非线性特性较明显。通过试验得到的联轴器轴向

刚度与轴向变形量关系分别如图 5、6所示。

图 1 双曲线形膜盘型面

图 2 某型膜盘型面 3维

结构剖面

图 3 膜盒结构

图 4 某型金属膜盘联轴器有限元模型

r1

60.5

r2

21.5

t0

0.385

K

1061.16

表 1 某型膜盘联轴器结构参数 mm

材料

TC4

弹性模量 / GPa

109

泊松比

0.34

密度 /（kg/m3）

4440

表 2 膜盘联轴器材料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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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轴向模态特性分析

利用图 4中的有限元模型开展金属膜盘联轴器

的轴向模态计算。为模拟膜盘联轴器的真实安装状

态，两端法兰设定为完全固支状态，计算得到的膜

盘联轴器前 2 阶轴向固有频率分别为 79.4 Hz 和

361.8 Hz，前 2阶轴向固有振型分别如图 7、8所示。

利用力锤激励的方法对实物开展了轴向模态测

试。由于膜盘质量很轻，在试验中采用力锤采集激

励力信号，利用电涡流位移传感器采集响应位移信

号，以避免传感器附加质量的影响。采样频率的选

择根据结构的模态分析截止频率而定，由感兴趣的

结构模态频率范围先确定分析频率。一般采样频率

为分析频率的 2.56倍以上[14-15]。试验中联轴器模态

的分析频率为 1300 Hz。

由于膜盘联轴器结构紧凑，可敲击点数较少，

故仅进行 2 个点的激励和响应记录，2 点相位间隔

90毅，传递函数如图 9所示。

根据传递函数可以判断，膜盘联轴器的轴向固

有频率第 1阶为 81 Hz，第 2阶为 365 Hz。某型膜盘

联轴器的最高工作转速为 13000 r/min（对应频率

217 Hz），在该范围内存在轴向振动固有频率值。

根据试验计算得到的传递函数结果与有限元计

算结果相对比，见表 5。有限元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

较接近。

5 轴向运转试验

在完成模态分析后，为真实了解金属膜盘联轴

器在实际运转过程中的振动特性，对试验件进行转

速扫频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分别在联轴器中介轴中

间位置处垂直安装 1个电涡流位移传感器，在一端

膜盘的轴向位置也安装 1 个电涡流位移传感器，分

别测量联轴器的径向振动、轴向振动随转速变化关

系。传感器安装如图 10所示。

图 5 膜盘联轴器轴向压缩刚度与压缩量关系

图 6 膜盘联轴器轴向拉伸刚度与拉伸量关系

图 7 轴向第 1阶固有振型

图 8 轴向第 2阶固有振型

图 9 2点轴向振动 FRF

阶数

第 1阶

第 2阶

有限元

79.4

361.8

试验

81

365

误差

2%

0.9%

表 5 膜盘联轴器轴向固有频率 Hz

计算

结果

试验

结果

力 /

N

59.63

255.63

451.63

745.63

59.63

255.63

451.63

745.63

变形 /

mm

1.107

4.428

7.040

9.987

0.90

3.65

5.95

8.65

刚度 /

（N/mm）

53.87

57.73

64.15

74.66

66.26

70.04

75.90

86.20

表 3 膜盘联轴器轴向

压缩刚度 N/mm

计算

结果

试验

结果

力 /

N

59.63

255.63

451.63

745.63

59.63

255.63

451.63

745.63

变形 /

mm

1.103

4.368

6.916

9.785

0.90

3.40

5.60

8.30

刚度 /

（N/mm）

54.06

58.52

65.30

76.20

66.59

75.27

80.70

89.87

表 4 膜盘联轴器轴向

拉伸刚度 N/mm

固有频率 /Hz

固有频率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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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频试验转速由 0 r/min 缓慢上升至最高转速

13000 r/min，2个位移传感器的时域信号如图 11所示。

从图中可见，联轴器的横向振动位移值随转速

增大而增大，轴向振动位移随转速变化趋势比较复

杂，且在最高转速 13000 r/min 时，由于振动位移超

过了转速传感器量程范围，出现了削波现象。

由于金属膜盘联轴器的前 2 阶固有频率 81Hz

和365Hz均不在其常用转速范围内（慢车转速和额

定转速），特在第 1阶固有频率 81 Hz的 2 倍频 162

Hz 和第 2 阶固有频率的 1/2 分频 183 Hz 下进行扫

频试验，并进行了频谱分析，如图 12、13所示。

在试验过程中，在上述 2个转速下做了约 2 min

的停留，振动位移无明显增大现象，且无共振现象。

根据扫频停留试验结果可以看出，金属膜盘联

轴器在其固有频率的相关频率下工作，其振动量值

会随着转速增加而增大，但在相关频率停留时，振

动量不会激增，不存在受转速激振而产生共振。综

合膜盘联轴器的轴向刚度试验结果判断，主要是由

于膜盘组件的轴向刚度是非线性的，随着膜盘在轴

向振动时，其轴向位移不断改变，轴向刚度也随着

轴向位移不停变化，轴向固有频率则随着轴向位移

变化而变化。而在有限元计算和试验模态分析过程

中，仅考虑了自由状态下的轴向固有频率。因此仅

考虑转速激励时，在联轴器固有频率相关倍频、分

频下运转，不会使联轴器发生轴向共振。

6 结论

（1）金属膜盘联轴器的轴向拉伸刚度和轴向压

缩刚度呈明显的应力刚化现象，尤其是在小变形阶

段，非线性特性较明显；

（2）由于金属膜盘联轴器的轴向刚度呈非线

性，在仅存在转速激励时，金属膜盘联轴器不会产

生轴向共振；

（3）但如果有外部振源的激振频率与金属膜盘

联轴器的轴向固有频率相重合，仍然可能出现轴向共

振的现象。因此，在设计和选用联轴器时，应使轴向激

振频率尽量避开或远离联轴器的轴向固有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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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辐板涡轮盘盘腔单向流固耦合分析

韩玉琪，贾志刚，刘 红，朱大明
（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北京 101304）

摘要：为减轻质量、提高冷却效率，针对下一代高推重比涡扇发动机高压涡轮盘的优化设计，基于 3维双辐板涡轮盘模型进行

单向流固耦合分析，通过定常流动换热分析得到该结构盘腔中的流场、压力场和温度场分布，将盘腔表面压力分布和盘体上的温度

分布作为载荷传递给盘体，对盘体进行应力分析得到应力场，从而建立起温度场和应力场的直接关联，总结出盘腔转速是影响盘体

最大等效应力的关键参数，为双辐板涡轮盘的冷却设计和结构优化提供了数据支撑。

关键词：双辐板涡轮盘；旋转盘腔；流动；换热；单向流固耦合；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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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One Way 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 of Rotating Cavity for Twin-Web Rotor Disk
HAN Yu-qi, JIA Zhi-gang, LIU Hong, ZHU Da-ming

渊AECC Aero Engine Academy of China, Beijing 101304,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weight and improve the cooling efficiency of the next generation of high thrust to weight ratio

turbofan engine, considering the high pressure turbine disk optimizing design, a one way 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ased on three dimensional model of twin-web rotor disk, and the flow field, pressure field and temperature field distribution were obtained
by steady flow and heat transfer analysis. Then the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cavity surface and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structure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disk, stress distribution was then obtained with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which established the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stress. As a result, rotating speed is the key parameter to the max equivalent stress. Current research firmly supports the
cooling design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twin-web rotor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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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增大推重比，降低耗油率，提高可靠性是航空发

动机研发的主要目标，对于燃气涡轮发动机来说，提

高涡轮前燃气的温度和增大压气机压缩比是 2种主

要途径。在工作过程中涡轮盘承受离心力载荷、热应

力载荷和轮盘外载荷，是典型的寿命限制件[1]。双辐板

涡轮盘是在美国高性能涡轮发动机技术（IHPTET）计

划下，针对下一代高推重比涡扇发动机的高压涡轮盘

设计的轻质量、高冷却效率的新型结构，由 2个对称

半盘通过焊接工艺加工而成，并在轮盘中心形成盘腔

结构[2]。美国的 Cairo[3-4]申请了双辐板涡轮盘结构的专

利，并对该双辐板涡轮盘进行了分析，实施了不同程

度的模拟试验，关注了焊接区域的应力和疲劳寿命。

为防止 2个辐板在高转速工况下盘心由于轴向变形

而接触，Benjamin [5]设计了 1个盘毂尺寸较大的双辐

板涡轮盘；Joseph [6] 申请了应用于高压压气机最后 1

级轮盘的双辐板轮盘专利；江和甫[7]认为双辐板涡轮

盘的技术关键是焊接工艺、冷却设计、强度结构设计；

陆山提出并建立了双辐板涡轮盘结构优化设计数学

模型及方法，筛选了子午面形状设计参数，针对典型

高负荷涡轮盘结构优化问题进行了双辐板盘结构优

化设计[8]，并采用盘 /榫结构分部快速优化 /整体精细

优化的高效优化策略，进行了双辐板涡轮盘／榫的结

构优化设计[9]；栾永先[10-11]对双辐板涡轮盘的结构特点

和工艺难点进行了介绍，通过与传统涡轮盘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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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m=0.195 kg/s、

棕=10000 r/min工况下

对称面上的流线分布

0 0.050 0.100（m）

0.025 0.075

阐述了双辐板结构的先进性，并应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对传统涡轮盘和双辐板涡轮盘进行了强度分析，并提

出其未来的研制设想；董少静[12]采用渐进结构优化算

法确定出双辐板涡轮盘的结构形式，并对其进行有限

元分析和尺寸优化，使得同等应力水平下的双辐板涡

轮盘的质量比传统涡轮盘的降低 23.6%，通过 3维旋

转光弹试验验证了所提出的双辐板涡轮盘结构的合

理性和相关计算的正确性；金琰[13]通过划分各区域的

换热模型，计算了双辐板涡轮盘的温度分布，并通过

间接热 -结构耦合计算出了盘体上的应力分布；付德

斌[14]基于对航空发动机使用热管理的思路，使用单向

流固耦合方法研究了盘体温度分布与应力水平的关

联性；丁水汀[15]推导给定变厚度涡轮盘内外缘加热能

量下涡轮盘的温度分布与应力分布，从而建立起以能

量转移系数表示的涡轮盘能量、温度及应力分布之间

的直接关联。

本文首先基于 ICEM 软件对双辐板涡轮盘的 3

维模型进行了高精度六面体网格划分，然后基于

CFX软件对其进了流动换热数值模拟，得到了流场、

压力场和温度场的分布，进而将盘腔表面压力分布和

盘体上的温度分布作为载荷传递给应力分析，基于

ANSYS软件对盘体进行应力分析得到应力分布，建

立起温度场和应力场的直接关联，分析总结了流量和

转速对流动换热和应力分布的影响规律。

1 物理模型与数值方法

在双辐板涡轮盘模型中，2 个辐板中间形成空

腔，冷却气体由中心流入，沿径向流出，沿盘缘均布了

78个出气孔。

由于该盘腔结构在周向具有周期对称性，为了提

高计算效率，截取包含 1个出气孔的扇段进行数值分

析，所截取的扇段如图 1所示。基于 ICEM软件进行

流体域和固体域的六面体网格剖分工作，如图 2所

示，经过网格无关解验证后，流体域包含 58万个网格

单元，固体域包含 54万个网格单元，共计 112万个网

格单元。

使用 CFX软件对双辐板涡轮盘的流动换热问题

进行稳态分析，湍流模型选用 SST2方程模型。流体入

口处给定质量流量和静温为 800 K，出口处给定静压

为 1.5 MPa，流固交界面上使用无滑移边界条件，在

周期面上使用周期对称边界条件；固体盘缘给定热流

密度为 20000 W/m2，在周期面上使用周期对称边界

条件，流固交界面耦合求解，其余固体壁面使用绝热

条件，收敛条件为最大残差小于 10-5。有限元分析中

在流体入口处的流固交界面给定法向零位移的约束。

在数值模拟中使用的气体为理想气体，定性温度

取入口气流温度，即 800 K，参考压力取 1.5 MPa，固

体区域材料选择为钢。本文对 6种不同冷气流量和 3

种不同转速下盘腔的流动换热工况进行了数值分析。

这 6 种入口冷气流量分别为 0.078、0.117、0.156、，

0.195、0.23、0.273 kg/s，对应的无量纲流量系数 Cw在

104 量 级 ；3 种 转 速 分 别 为 10000、12000、14000

r/min，对应的无量纲旋转雷诺数 Rew在 106～107量

级，共计 18种工况。

2 数值结果与分析

2.1 流动结构分析

在计算时各种工况下流动结构相似，以冷气流量

为 0.195 kg/s、盘腔转速为 10000 r/min的工况为例来

分析流动结构。对称面上的流线分布如图 3所示，该

图清晰的展示了径向内

流旋转盘腔的流动结构，

流体由中心进入盘腔后，

首先是源区，随后逐渐被

卷吸进入双辐板内两侧的

埃克曼层内，中间为核区，

最后通过汇区流入出气

孔，呈现出典型的源 -汇

流动结构形式。

旋流系数定义为

茁=w/棕r，其表征了流体切
向速度与当地盘体旋转速

度的相对大小，中心线上

旋流系数的分布情况如图

图 1 双辐板涡轮盘模型扇段 图 2 六面体网格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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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示。其中转速为 12000 r/min时不同流量工况下的

变化情况如图 4（a）所示，流量为 0.195 kg/s时不同转

速工况下的变化情况如图 4（b）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各种工况下旋流系数均处于 0～1之间，即流体的切

向速度小于当地盘腔的旋转速度，流体进入盘腔后刚

开始旋流系数为 0，此时位于源区，随后逐渐被卷吸

进入两侧的埃克曼层，此时中心核区流体的旋流系数

逐渐增大，即图中曲线 0～1的增长阶段，然后通过汇

区进入出气孔，旋流系数达到 1。观察各曲线中旋流

系数为 0的初始段可以发现，在相同转速下，随着冷

气流量不断增加，冷气的惯性力逐渐变大，源区的长

度尺度也逐渐增大，核心区的旋流系数变小；在相同

冷气流量条件下，观察各图中相同颜色的曲线可以发

现，随着盘腔旋转速度的增加，源区的长度尺度逐渐

减小，核心区的旋流系数逐渐增大。

2.2 总压损失分析

损失特性是指冷气流过盘腔时的总压损失，定义

为：ΔP*=Po
*-Pi

*，其中，Po
*、Pi

*分别为出口和入口处的

总压。对于本文研究的径向入流、径向出流的旋转盘

腔工况，流体受到盘体摩擦阻力的同时还受到其离心

增压的作用。不同工况下总压损失的分布曲线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所有工况下均为正值，说明流体受

到的离心增压的作用强于摩擦阻力的影响，从而导致

出口总压高于进口的总压；在相同的冷气流量下，随

着盘腔旋转速度的增加，总压差越来越大，说明流体

受到的离心增压效果更加显著；在相同的盘腔旋转速

度下，随着冷气流量的增大，总压差越来越小，这说明

冷气流量增大时，来流的惯性力更大，离心增压的效

果更不明显。总的来说，在本文计算的工况范围内，旋

转的离心增压作用明显强于惯性力的影响。

2.3 温度分布分析

以 冷 气 流 量 为

0.195 kg/s、盘腔转速为

10000 r/min的工况为例

来进行分析，该工况下

对称面上的温度分布如

图 6所示。从图中可见，

沿着半径增大的方向，

流体域和固体域的温度

都逐渐升高，温度梯度

也逐渐变大，盘缘处温

度达到最大值，出气孔

内流体与固体的接触面

积小，换热不充分，相应部位的固体域的温度梯度较

大。不同工况下盘体的最高温度值如图 7所示。在所

计算的工况内，盘体最大温差为 63.7 K，最小温差为

30.5 K；在相同转速情况下，随着冷气流量的增大，盘

体最高温度逐渐降低；在相同冷气流量下，随着旋转

速度的增大，盘体的最高温度逐渐升高，这是由于冷

（a）棕=12000 r/min

（b）m=0.195 kg/s

图 4 中心线上旋流系数 茁的分布

图 5 不同工况下的总压损失分布曲线

图 6 m=0.195 kg/s、

棕=10000 r/min工况下的温度

分布

Temperature
Contour Temp/K

8.340e+002
8.318e+002
8.297e+002
8.276e+002
8.255e+002
8.233e+002
8.212e+002
8.191e+002
8.170e+002
8.148e+002
8.127e+002
8.106e+002
8.084e+002
8.063e+002
8.042e+002
8.021e+002
7.999e+002

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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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在通过盘腔时受到摩擦和离心增压作用，随着转速

增大，轮盘对冷气的做功量增加，气体的温度升高的

更快，降低了冷气的换热效果，在盘缘热流密度一定的

边界条件下，导致盘体温度更高。

2.4 应力分析

冷气流量为 0.195 kg/s、

盘腔转速为 10000 r/min的

工况下计算得到的 Von-

Mises 等效应力 滓 的分布
如图 8所示，在不同工况

下盘体上最大等效应力 滓
的对比如图 9所示。从图

中可见，最大等效应力

255.52 MPa出现在轮盘辐

板外侧的中部，整个辐板

的中间部分等效应力的值都比较大，盘心施加法向位

移约束的地方出现了应力集中现象。随着冷气流量的

增加，盘体最大等效应力减小；随着盘腔转速的提高，

盘体最大等效应力显著增大；辐板呈现出了向外侧弯

扭的趋势，造成了离心应力远大于热应力的现象，也

导致盘腔中平面处的应力较小，对于双辐板涡轮盘来

说，此处刚好为焊缝，这对于盘的结构强度是有利的。

3 结论

对双辐板涡轮盘盘腔进行了单向流固耦合分

析，初步总结了该盘腔结构中的流场、温度场和应

力场分布规律，建立了温度场和应力场的直接关

联，结论如下：

（1）双辐板涡轮盘盘腔内的流动是典型的源 -汇

流动，盘腔中心线上的旋流系数随冷气流量的增大而

减小，随旋转速度的增大而增大。

（2）由于受到离心增压作用，流体出口的总压大

于进口的总压，总压差随冷气流量的增加而减小，随

旋转速度的增加而增大。

（3）沿径向轮盘的温度逐渐升高，在盘缘处达到

最大值，盘体最大温度值随冷气流量的增加而减小，

随旋转速度的增加而增大。

（4）等效应力最大值出现在轮盘辐板外侧的中

部，整个辐板的中间部分等效应力的值都比较大。随

着冷气流量的增加，盘体最大等效应力减小；随着盘

腔转速的提高，盘体最大等效应力显著增大。对于本

文中计算的工况来说，转速对于最大等效应力的影响

显著大于温度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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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声载荷下薄壁开孔结构振动响应与寿命预估

王 建，沙云东，赵奉同，骆 丽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辽宁省航空推进系统先进测试技术重点实验室，沈阳 110136）

摘要：金属薄壁开孔结构在强热声载荷下，表现出大挠度强非线性响应特性，疲劳寿命缩短。基于时域的基础上，利用有限元

法（FEM）结合降阶模态法（ROM）获取 4边固支开孔薄板在不同热、声载荷组合下的位移和应力的动态响应，并进行响应时间历程和

功率谱（PSD）的统计分析。采用雨流计数法和 Morrow平均应力模型，结合 Miner线性累积损伤理论对结构进行疲劳寿命的预估和

分析。结果表明：屈曲后的位移响应由热声载荷的相对强弱决定。此外，屈曲前结构随热、声载荷的增加，寿命缩短。屈曲后，持续跳

变使得结构的寿命缩至最短；进入间歇跳变区域，间歇时间短的跳变要比间歇时间长的跳变造成的结构损伤大，即快频跳变引起的

损伤更大。跳变结束后，随着温度的升高，寿命先延长后缩短。

关键词：开孔薄壁；跳变响应；热声疲劳；功率谱密度；雨流计数

中图分类号：V241 .3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7.03.006

Vibration Response Analysis and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of Thin-walled Structures with Opening under
Thermo-acoustic Loads

WANG Jian袁SHA Yun-dong袁ZHAO Feng-tong袁LUO Li
渊Liaoning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Measurement and Test Technology of Aviation Propulsion Systems,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冤
Abstract: The metallic opening thin-walled structures under the severe thermal-acoustic loadings exhibited large deflection and

strongly nonlinear response and fatigue life was decreased. Based on time domain, by using 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 and reduced order
modal method (ROM) , displacement and dynamic response of stress for clamped plate under different thermal-acoustic load combinations
were obtained, the response time history and power spectral density (PSD) were analyzed. Miner accumulative damage law was employ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ain-flow counting (RFC) method; fatigue life of structure was estima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show that response of
post-buckled displacement is determined by relative strength of thermal-acoustic loadings. Besides, the fatigue life of pre-buckled plate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rmal-acoustic loadings, and goas down to the lowest undergoing persistent snap-through at the post-
buckled region. After enter intermittent snap-through region, compared with snap-through with longer intermittent time, the shorter one
takes worse damage on the structure. Namely the damage caused by fast frequency snap-through is bigger. After snap-through, fatigue life
goes up first,and then go down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Key words: opening thin-walled structures; snap-through response; thermo-acoustic fatigue; power spectrum density; rain-flow
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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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未来的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为获得更大的推力，

产生的强噪声载荷可达 150~170 dB [1-2]，在高温环境

下的声疲劳成为航空发动机结构设计中的主要考虑

因素。由热载荷引发的结构热屈曲和因强噪声导致的

跳变响应使薄壁结构表现出复杂的大挠度非线性响

应[3-5]。试验获取高温强噪声环境下的可靠数据很困难

且费用高昂 [6]，因此数值仿真成为研究热声环境下的

响应特性和疲劳寿命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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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7]采用 Von Karman方程和 Galerkin法推导出单模

态方程，结合试验，研究了平板和曲板在热声激励下

的非线性响应,包括跳变运动以及板结构热声响应的

基本特性；Vaicaitis[8]使用 Galerkin法结合 Monte Carlo

法研究了大量航空航天结构在随机激励下的非线性

响应问题；Mei和 Chen[9]使用 FEM计算了热声激励下

梁的动态响应，但其计算费时。针对这个问题，结合降

阶模态法（ROM）的 FEM得到了广泛关注。物理坐标

系下的系统运动方程被转换为缩减模态坐标系下耦

合的非线性方程组，大大减少了自由度数，减少了

FEM计算的工作量。Rizzi[10-11]研究了 ROM法中不同

模态的选择和组合对结构热声响应的影响；

Spottswood [12]将 FEM/ROM法应用于浅弯梁热声响应

计算，得到的结果与 FEM的结果一致。此外，国外自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在高超声速运载工具的强度设

计中进行声疲劳研究，其研究成果集中在 3方面：载

荷预报，应力计算，寿命估算。但对随机疲劳寿命估算

方法研究较少。徐绯等探讨了结构声疲劳寿命估算的

功率谱密度法[13-14]；金奕山等对航空发动机结构声疲

劳寿命估算方法进行了探讨；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沙云

东教授在燃烧室噪声载荷预报、声激励响应分析、随

机疲劳寿命估算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完成了一系

列研究项目，主要是对基本问题的探索。在热声载荷

作用下，结构跳变响应时位移近似服从 Fokker-Plank

分布，无法确定应力峰值概率密度函数，故无法直接

使用基于高斯分布或者瑞利分布假设的功率谱密度

法、概率密度法等频域方法。时域方法适用于任何概

率分布的平稳或非平稳响应的寿命估算。

本文采用时域方法，利用有限元法获取 4边固支

开孔薄板在不同热载荷和声载荷组合下的位移和应

力的动态响应，并进行了响应的时间历程和功率谱

（PSD）的统计分析。最后采用雨流计数法和 Morrow

平均应力模型，结合 Miner线性累积损伤理论对薄壁

开孔壳结构进行疲劳寿命的估算和分析。

1 理论分析

1.1 热声载荷下板壳大挠度非线性方程

采用 Von Karman 薄板大挠度理论和 Kirchhoff

的相关假设，与中面距离为任意 1点的应变为

着x
(z)

= 坠u坠x + 1
2

坠w坠x蓸 蔀 2

-z 坠2w坠x2

着y
(z)

= 坠v坠y + 1
2

坠w坠y蓸 蔀 2

-z 坠2w坠y2

酌xy
(z)

= 坠u坠y + 坠v坠x + 坠w坠x
坠w坠y -2z 坠2w坠x坠y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1）

式中：滋、v 为中面内位移；w为横向挠度。
对应变位移关系进行微分运算可以得到挠度表

示的应变协调方程

坠2着x

(0)

坠y2 +
坠2着y

(0)

坠x2 -
坠2酌xy

(0)

坠x坠y = 坠2w坠x坠y蓸 蔀 2

- 坠2w坠x2
坠2w坠y2 （2）

式中：滓x

(0)
、滓y

(0)
为薄膜应力。

引入 Airy应力函数 F表示薄膜应力

滓x

(0)
= Nx

h = 1
h

坠2F坠y2

滓x

(0)
= Ny

h = 1
h

坠2F坠x2

子xy

(0)
= Nxy

h = 1
h

坠2F坠x坠y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3）

式中：Nx、Ny、Nxy为薄膜力；h为板厚。
将式（3）带入式（2），得到应力函数表示的应变协

调方程

塄4F+Eh琢塄2T=Eh 坠2w坠x坠y蓸 蔀 2

- 坠2w坠x2蓸 蔀 坠2w坠y2蓸 蔀蓘 蓡（4）

式中：应力函数 F=Fh+Fp，为待求解的未知函数，由特

解 Fp和齐次解 Fh组成；w为板的挠度函数；E为弹性
模量；琢为热膨胀系数；T为沿板厚的平均温度。

假设沿板厚的温度分布是线性的，则

栽（x,y,z）= 1
h

h/2

-h/2乙 T(z)dz+z兹(x,y)=

T軈(x,y)+z兹(x,y) （5）

式中：栽（x,y,z）为板上的温度函数分布；兹为板厚的温
度梯度。

将应力和对应剪力、薄膜力、弯矩，考虑阻尼力、

声载荷、惯性力，对板进行受力分析，可以得到包含温

度项的 Von Karman大挠度运动方程

籽h 坠2w坠t2 +籽h孜 坠w坠t +D塄4w+琢(1+滋)D塄2兹=

坠2w坠x2
坠2F坠y2 + 坠2w坠y2

坠2F坠z2 -2 坠2w坠x坠y
坠2F坠x坠y +p(x,y,t) （6）

式中：籽为密度；孜为阻尼系数；滋为泊松比；p(x,y,t)为模拟
声载荷的随机压力；D为弯曲刚度；塄4为双调和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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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疲劳寿命计算模型

应力或应变与材料的极限循环次数的一般表达

式为

N=K/S茁 （7）

式中：K、茁为材料常数，均由实验方法得到。
结构在受热声载荷作用时处于 S-N曲线的高周

疲劳区 (HCF)，研究表明 Basquin 公式拟合效果较

好，因此本文选用 Basquin进行拟合

滓ar=滓'
f(2Nf)b （8）

所求疲劳寿命式为

Nf=
滓ar

2b滓'
f

蓸 蔀 1/b

（9）

式中：滓ar为零均值对称循环的应力幅值；滓'
f为疲劳强

度系数；Nf为对应的疲劳寿命；滓'
f和 b 为通过零均值

应力试验拟合的材料常数。

选用Morrow公式（10）将疲劳循环响应中的应力非

零均值应力循环（滓a ,滓m）转换为与当前寿命相同的零均

值应力幅值，并且用疲劳强度 滓b代替疲劳强度系数 滓'
f

滓ar=
滓a

1-滓m/滓'
f

= 滓a

1-滓m/滓b
（10）

Miner线性损伤累计理论为

D=
k

i=1
移 ni

Ni
=1.0 （11）

式中：ni为在第 i级等幅值应力载荷下的工作循环次
数；Ni为第 i级等幅值应力载荷下，构件发生疲劳破
坏时的循环数。

随机响应的损伤期望用数学期望和概率密度表

示为

E[D(t)]= 1
K

∞

0
乙 p(s)s茁ds

=E 1
K 撞p(s)s茁蓘 蓡=E 1

K 撞sk
茁蓘 蓡 （12）

式中：p (s)为应力或应变的幅值或峰值的概率谱密度

函数。

由上面的公式可以简化出最简单的疲劳寿命 Tf

估算公式

Tf=1/E[D(t)] （13）

2 算例分析

2.1 计算模型

本文以 4边固支钛合金开孔薄板为研究对象，几

何模型如图 1所示，其几何尺寸和材料属性见表 1。

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对开孔薄板在不同热载荷和声

载荷组合作用下进行仿真计算，施加的噪声载荷是空

间均匀截止频率为 1500 Hz的高斯白噪声，结构的前

8阶模态频率见表 2。声载荷的加载方式为垂直入射

加载；热载荷加载方式为空间均匀分布。提取不同热

声载荷组合下薄板的非线性横向位移和应力动态响

应的时间历程数据结果。为了叙述方便，以热屈曲系数

S=T/Tc表示温度，T为实际温度，Tc为屈曲温度，并使用

(1.0,150)表示 S=1.0，LSPL=150 dB。结构的前 8阶临界屈

曲温度见表 3，第 1阶临界屈曲温度 Tc=14.625℃。由

于临界屈曲温度较低，数值仿真时的温度也不高，故

假设材料特性不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采用 Basquin 公式拟合钛合金 GJB 493-88 的

S-N曲线表达式为 S7.8740N=1023.0729；在 Morrow TFS等

效应力转换模型中，材料常数 滓'
f=930 MPa，b=0.127。

通过对多个热声载荷作用下应力云图的结果分析，发

现最大应力出现在孔边的 173号节点附近，故本文主

要对 173号节点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2.2 开孔薄板振动响应

在时域上利用 Matlab语言对结构横向位移时间

历程进行统计并分析出结构在热载荷和声载荷组合

图 1 开孔薄壁结构几何模型

a/m

0.3

b/m

0.4

h/m

0.002

椎/m

0.03

滋

0.3

E/GPa

113

琢/ K-1

8.5×10-6

籽/( kg/m3)

4370

表 1 几何尺寸和材料属性

阶次

频率 /Hz

1

156.84

2

265.27

3

395.56

4

448.41

5

490.04

6

672.27

7

741.83

8

786.75

表 2 4边固支钛合金开孔结构的模态频率

阶次

频率 /Hz

1

14.625

2

22.101

3

33.903

4

34.836

5

37.797

6

52.058

7

58.731

8

65.724

表 3 4边固支钛合金开孔结构的临界屈曲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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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的位移响应特性。在频域上，由傅里叶正变换

将时域信号变换为频域信号，进行位移功率谱(PSD)

的统计分析。

2.2.1 位移响应时域分析

在室温下，结构围绕初始平衡位置做线性随机振

动，并且振动响应幅值随声压级的增大而线性增大，

即当声压级由 140 dB增大到 160 dB，位移响应的幅

值由 1.1增大到 4.2，如图 2、3所示；当温度升高到临

界屈曲温度 S=1时，结构的位移响应幅值明显增大，

位移响应幅值由 1.1增大到 1.6和由 4.2增大到 5.1，

并可以看出结构的位移响应时间历程随着温度升高

而变得稀疏，如图 4、5所示。

屈曲后，结构响应的运动趋势由热载荷和声载荷

的相对强弱决定。当热载荷较声载荷强时，声载荷克

服不了当前热载荷下刚度区域的驱离力，使得结构围

绕屈曲后的 1个平衡位置做非线性随机振动，如图 6

所示；当热载荷和声载荷相当时，声载荷能够克服当

前热载荷下刚度区域的驱离力，此时结构将会越过屈

曲后的 1个平衡位置跳跃到另 1个平衡位置，使得结

构围绕 2个屈曲后平衡位置做间歇的跳变运动，如图

7所示；当声载荷较热载荷强时，声载荷能够完全克

服当前热载荷下刚度区域的驱离力，使得结构在 2个

屈曲后平衡位置间做连续的跳变运动，如图 8所示。

此外，屈曲后与屈曲前相比，位移响应的振动响应幅

值明显增大，结构响应的均值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

加，幅值却有所降低（图 6~8）。

图 2 横向位移时间历程(0,140)

图 3 横向位移时间历程(0,160)

图 4 横向位移时间历程(1.0,140)

图 5 横向位移时间历程(1.0,160)

图 6 横向位移时间历程(2.0,150)

图 7 横向位移时间历程(1.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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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位移响应功率谱分析

常温下，结构在不同声压级 LSPL=130、140、150

dB的基频保持不变，为 156.84 Hz。因为结构围绕初

始平衡位置做线性随机振动，当声压级增加到

LSPL=160 dB，结构基频会发生小幅度偏移，如图 9所

示。随着温度升高到 S=0.8时，结构与常温时对应声

压级下的基频相比，基频开始降低，即屈曲前随着温

度的升高结构存在软化现象，同时基频随着声压级的

增大而增大，如图 10所示。

当温度升高到临界屈曲温度 S=1.0时，结构的基

频几乎降到了最低，因为随着温度的升高，热应力增

加，结构处于软化区域，刚度降低，如图 11所示。由上

述分析可知，屈曲前结构的响应特性对声压级并不敏

感，而温度的改变使得结构频移明显。当温度升高到

屈曲后 S=1.2时，随着声压级的增大，结构存在先软

化后硬化的现象，即结构的基频先降低后增加。声压

级由 LSPL=130 dB增加到 LSPL=140 dB的过程中，结构

被软化且基频降低，因为此时热载荷和声载荷相当，

结构处于间歇跳变阶段；声压级由 LSPL=150 dB增大

到 LSPL=160 dB时，结构被硬化且基频增加，因为此时

热载荷较声载荷弱，声载荷作用明显，使得结构处于

连续跳变阶段，如图 12所示。由以上分析可知，当结

构的振动响应特性处于间歇跳变时，结构处于软化区

域，刚度降低且基频减小；当结构的振动响应特性处

于连续跳变时，结构处于硬化区域，刚度增加且基频

增大。

屈曲后位移 PSD的峰值都出现在低频处，随着

温度的升高该峰值存在先增加后减小现象，这与基频

的变化规律刚好相反，即在固定声压级 LSPL=150 dB

时，温度由 S=1.2到 1.4，结构响应基频降低，峰值增

大；温度由 S=1.4到 1.6再到 2.0的过程中，结构响应

基频增大，幅值却降低，如图 13所示。其中，在 S=1.2

时，声载荷较热载荷强，结构处于跳变响应明显阶段；

图 8 横向位移时间历程(1.2,150)

图 9 常温时，板的位移 PSD(0,130/10/160)

图 10 屈曲前，板的位移 PSD(0.8,130/10/160)

图 11 临界屈曲，板的位移 PSD(1.0,130/10/160)

图 12 屈曲后，板的位移 PSD(1.2,130/1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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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1.4时，热载荷和声载荷相当，结构处于间歇跳

变阶段，使得结构处于软化区域，故基频降低，幅值增

大；在 S=1.6和 2.0的热后屈曲阶段结构的基频随着

温度的升高而增大，幅值减小。

2.3 疲劳寿命

利用 Matlab语言的 WAFO工具箱绘制雨流循环

矩阵和雨流循环损伤矩阵，并分析结构疲劳循环分布

及其损伤程度。利用 Morrow平均应力模型将非零均

值循环转化为零均值循环，结合线性累计损伤理论，

Basquin疲劳寿命模型拟合并且估算疲劳寿命。

2.3.1 基于雨流循环和雨流损伤矩阵的应力疲劳分析

屈曲前 S=0时，应力响应围绕初始平衡位置做线

性随机振动，应力均值对结构造成的损伤很小，应力

幅值成为影响结构疲劳寿命的主要因素，循环块主要

分布在 R=1和 -1的附近，如图 14~16所示。

临界屈曲时，由温度引起的热应力对结构损伤程

度相对于常温时增大，循环块在 R=1和 -1的附近扩

散，如图 17~19所示；屈曲后时，应力响应出现跳变现

象，如图 20所示，雨流循环矩阵大致分为 3个区域。左

上区域对应纯跳变运动，结构处于失稳状态，应力幅值

很大，应力均值绝对值较小，应力幅值是影响疲劳寿命

的主要因素，如图 21所示。左下区域对应围绕下凹平

衡位置的随机振动，压缩热应力叠加压缩弯曲应力，使

得应力循环均值绝对值增大。此外，从图 21中可见，尽

管该区域的循环次数比较集中，但是此时的应力循环

均值对结构的疲劳损伤与幅值相比较小，如图 22所

示。右上区域对应围绕上凸平衡位置的随机振动，由于

压缩热应力叠加了拉伸弯曲应力，使得应力循环均值

绝对值降低（图 21）。温度持续升高到S=2.0时，应力响

应围绕屈曲后一个平衡位置做非线性随机振动，此时

应力幅值减小，均值增大，如图 23所示。循环块只剩下

左下区域，如图 24所示；屈曲后结构趋于稳定，结构的

疲劳损伤迅速降低，疲劳寿命开始上升，如图 25所示。

图 13 屈曲后，随温度变化板的位移 PSD

图 14 X向应力时间历程(0,150)

图 15 雨流循环矩阵(0,150) 图 16 雨流损伤矩阵(0,150)

图 17 X向应力时间历程(1.0,150)

图 18 雨流循环矩阵

(1.0,150)

图 19 雨流损伤矩阵

(1.0,150)

图 20 X向应力时间历程(1.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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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疲劳寿命计算结果及分析

屈曲前，热应力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并且应力

循环幅值成为影响结构疲劳寿命的主要因素，结构的

疲劳寿命随温度的升高而下降。屈曲后，结构的应力

响应随热载荷和声载荷组合变化较为复杂，本文着重

分析屈曲后结构疲劳寿命随热载荷和声载荷变化时

的规律。在声压级为 140、150、160 dB下，屈曲后随温

度升高结构的疲劳寿命的变化分别见表 4~6。在表

4~6中，I，C，B分别代表间歇跳变，持续跳变，围绕屈

曲后一个平衡位置的随机振动。

分析表 4可知临界屈曲与间歇跳变现象，在 S=1.0

增加到 1.4的过程中，应力循环幅值增大，疲劳寿命

降低；持续跳变现象，在 S=1.6时的应力响应显著的

影响结构的疲劳寿命并使得疲劳寿命降至最低；跳变

结束后，在 S=1.8时，应力响应围绕屈曲后的 1 个平

衡位置做非线性的随机振动，应力循环幅值降低，应

力循环均值增大，但是应力循环幅值降低的影响较

大，故寿命较之前会有大幅度提高；随着温度的持续

升高，在 S=2.0时应力循环的均值对结构的寿命影响

较大，寿命开始降低，并且温度越高，寿命越短。

分析表 5可知：在间歇跳变过程中，间歇时间短

的跳变要比间歇时间长的跳变造成的损伤大，即快频

跳变要比慢频跳变引起的损伤大，因为快频跳变时应

力循环幅值对结构疲劳寿命的影响要比慢频跳变时

更为显著，故 S=1.4～1.6的跳变过程，温度升高，疲劳

寿命也随之提高。

分析表 6可知：声压级增大到 LSPL=160 dB时，噪

声载荷的频率特性与结构自身的动态特性互相耦合，

结构会发生明显的动态响应，结构的疲劳寿命整体多

数量级的降低。随着温度从 S=1.0增加到 1.6，应力响

应的时间历程变稀疏，损伤程度减小，寿命小幅度提

高。到间歇跳变阶段，寿命都降低；另外，相比 S=2.0

时的慢频跳变，S=1.8时的快频跳变对寿命的影响比

较大，故间歇跳变过程结构的疲劳寿命随温度的升高

而提高。

3 结论

（1）金属薄壁开孔结构在热、声载荷组合下的动

态响应表现出强非线性。屈曲前，结构的响应特性对

声压级不敏感。临界屈曲时，结构表现出强非线性，结

构的刚度和基频降至最低。屈曲后，热载荷和声载荷

的相对强弱影响了结构响应的运动形式。

（2）从雨流循环矩阵和雨流损伤矩阵中清晰可见

各应力响应阶段的疲劳循环块分布情况和相应的损

伤程度。屈曲前，幅值是影响结构寿命的主要因素。屈

曲后，循环块分为 3部分：左上区域对应纯跳变响应，

左下和右上区域分别对应围绕下凹和上凸平衡位置

的随机振动。随着温度的继续升高，循环块只剩下左

下或右上区域。

图 21 雨流循环矩阵

(1.6,150)

图 22 雨流损伤矩阵

(1.6,150)

图 23 X向应力时间历程(2.0,150)

图 24 雨流循环矩阵

(2.0,150)

图 25 雨流损伤矩阵

(2.0,150)

热屈曲系数 S

疲劳循环寿命

1

7.64E+09

1.2 (I)

1.34E+09

1.4 (I)

1.68E+08

1.6 (C)

3.89E+07

1.8(B)

2.53E+12

2

1.36E+11

表 4 声压级 140 dB，屈曲后随温度升高结构的

疲劳寿命的变化

热屈曲系数 S

疲劳循环寿命

1

1.45E+08

1.2

3.74E+07

1.4 (I)

2.16E+07

1.6 (I)

3.00E+07

1.8(C)

3.40E+06

2(B)

1.91E+11

表 5 声压级 150 dB，屈曲后随温度升高结构的

疲劳寿命的变化

热屈曲系数 S

疲劳循环寿命

1

1.41E+05

1.2

1.90E+05

1.4

2.91E+05

1.6

6.71E+05

1.8 (I)

2.56E+05

2 (I)

5.47E+05

表 6 声压级 160 dB，屈曲后随温度升高结构的

疲劳寿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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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热声载荷作用下的非线性应力响应严重影响

薄壁开孔结构的疲劳寿命。对于间歇跳变而言，间歇

时间短的的跳变要比间歇时间长的跳变造成的损伤

大，即快频跳变要比慢频跳变引起的损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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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系统不平衡故障的再现方法浅析

叶瑞夺 1，王丽萍 1，罗 忠 1，王德友 2，刘永泉 2

（1.东北大学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沈阳 110819；2.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转子系统不平衡特征再现设计问题，提出 1 种基于动力学相似关系的模型再现方法。根据转子系统的振动微分方

程，通过积分模拟法和量纲分析法建立转子系统中转轴、转盘、弹性支承和不平衡量的相似关系。根据相似关系，设计了原型不平衡

转子系统的动力学相似模型，利用有限元方法仿真验证了所得相似关系的正确性。试验采用最小二乘三点法识别原型与模型不平

衡转子试验台的不平衡量，给出再现原型不平衡特征的过程，验证了不平衡特征再现设计方法的有效性。总结了基于动力学相似关

系的转子系统不平衡特征再现设计方法。

关键词：转子系统；不平衡；动力学相似；故障再现；模型试验；大型旋转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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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feature reproduction of rotor system, a method of model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dynamic similarity criteria was presented. According to the vibration differential equation of the rotor system, the similarity relationship
among rotor shaft, disk, flexible support and unbalance amount was established by the integral simulation method and dimensional analysis
method. In the light of the similarity relationship, the dynamic similarity model of the prototype unbalanced rotor system was designed and
the correctness was verified using finite element method. The least square method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unbalance of the prototype and
model rotor test bench system. The process of reproducing the unbalanced features was give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nbalanced feature
reproduction design method was verified by experiment. Unbalanced feature reproduction method of rotor system was summarized based on
dynamics similarity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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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航空发动机等大型旋转机械中，转子不平衡是

1种常见现象，是指转子轴向各截面的质心不都在回

转中心线上，直接影响旋转机械的工作稳定性与安全

性。因此掌握转子系统不平衡振动机理非常重要。研

究转子系统的不平衡振动机理，仅靠理论解析和数值

仿真不足以解决实际问题，必须结合物理试验[1-3]。然

而，直接进行原型试验存在试验成本高、周期长、难度

大等局限，因此相似模型试验是常用的研究手段[4]。通

过利用相似模型研究、预测原型转子系统的不平衡振

动机理，为原型转子系统平衡方案的选择和减振技术

的验证提供低成本、短周期、低危险性的试验方案尤

为必要。

学者们在转子系统相似理论研究和不平衡故障

研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而对转子系统不平衡故障的

动力学相似理论研究尚不多见。Wu[5]建立了转子系统

的完全相似模型，并验证了相似关系的正确性；Baxi[6]

利用方程分析法建立了汽轮发电机轴系的动力学相

似模型，复现了原型系统的动力学特性；李淑莲[7]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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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于全息谱分析的转子系统不平衡量识别方法；

Nelson [8]在考虑转子系统陀螺力矩、外阻尼等因素的

基础上，建立了转子系统的有限元模型；罗忠[9]等采用

量纲分析与方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着重分析了轴承

参数对固有特性模型试验预测结果的影响。

本文基于动力学相似理论，以模型试验预测原型

转子系统不平衡振动机理为背景，在建立转子系统动

力学相似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再现转子系统不平衡故

障的动力学相似模型设计方法，并进行了数值仿真和

试验验证。

1 动力学相似关系

1.1 振动方程

为简化说明，建立带不平衡量的转子系统如图 1

所示。系统由转轴、转盘和弹性支承构成。O为转盘的
质心，转盘存在质量偏心，从而引起转子不平衡。建立

oxyz 坐标系，以 o为坐标原点，转轴中心线为 x轴，y
轴水平垂直于 x轴，z轴竖直垂直于 x轴。转轴直径为
d，长度为 l；转盘宽度为 L，外径为 D；系统转速为 棕。

转子系统的振动微分方程为[10]

坠2

坠l2（EI 坠2酌坠l2 ）- 坠2

坠l2（a 坠2酌坠t2 ）+

2i棕 坠2

坠l2（a 坠酌坠t ）+m 坠2酌坠t2 =pe i棕t （1）

式中：E为转轴材料弹性模量；I为转轴截面矩；酌为
合成挠度；a为转盘的单位长度质量相对于旋转轴的
转动惯量；t为时间；i为虚数单位；m为转轴单位长度
的质量；p=me1棕2为单位长度不平衡力，e1为不平衡度。

为完整表达转子系统的动力学方程，应补充转轴

中心线的倾角 琢和法向应力 滓的表达式
琢=d酌/dl （2）

滓=M/W （3）

式中：M为弯矩；W 为转轴抗弯截面系数。
1.2 动力学相似关系推导

运用积分模拟法，将式（1）、（2）中所有导数用相

应量的比值表示，即去掉所有微分符号，沿各轴的分量

用量本身来代替，坐标用定性尺寸来代替，即分别用

酌/l2、酌/l、酌/t2、酌/t代替 坠2酌/坠l2、坠酌/坠l、坠2酌/坠t2、坠2酌/坠t，转换
为

EI 酌l4 -a 酌
l4t2 +2i棕a 酌l2t +m 酌

t2 =pe i棕t （4）

琢=酌/l （5）

式（4）整理得

1+ EIt2
ml4 - a

ml2 + 2ia棕t
ml2 - t2pe i棕t

m酌2 （6）

运用相似 仔定理，根据式（3）、（5）和（6），推导出

转子系统的相似准则 仔群为
仔1=EmImtm

2
/(mmlm

4
)=EpIptp

2
/(mplp

4
)

仔2=am /(mmlm

2
)=ap/(mplp

2
)

仔3=棕mtm=棕ptp

仔4=pmtm

2
/(mm酌m)=pptp

2
/(mp酌p)

仔5=em棕m

2 tm

2
/酌m=ep棕p

2 tp

2
/酌p

仔6=琢mlm /ym=琢plp /酌p

仔7=滓mW m /Mm=滓pW p /Mp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7）

式中：仔i（i=1,2,…,7）为相似准则；下标 m表示模型，p
表示原型。

通过量纲分析，式（7）中各变量的量纲存在如下

关系

[t]=[棕-1]

[I]=[d4]

[G]=[籽gd2l]
[M]=[Gx]

[m]=[Gg-1l-1]

[W ]=[d3]

[p]=[Gl-1]

[a]=[Jpl-1]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8）

式中：[着]为变量 着的量纲；G 为转轴重力；籽为转轴密
度；Jp为转盘的质量惯性矩。

利用式（8）对式（7）进行整理得

仔1=Emdm

2
/(籽mlm

4 棕m

4
)=Epdp

2
/(籽plp

4棕m

2
)

仔2=Jpm /(籽mdm

2 lm

3
)=Jpp/(籽pdp

4 lm

2
)

仔3=棕mtm=棕ptp

仔4=gm /(酌m棕m

2
)=gp/(酌p棕p

2
)

仔5=e1m/酌m=e1p/酌p

仔6=琢mlm /ym=琢plp /酌p

仔7=滓mW m /Mm=滓pW p /Mp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9）

图 1 转子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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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独立变量 d、l、E、籽的相似比表示其余参数
的相似比。根据式（9）中的相似关系，结合量纲分析，

推导转子系统部分参数的相似比为

姿G=
籽mgmdm

2 lm

籽pgpdp

2 lp

=姿籽姿g姿d
2姿l

姿棕=
Emdm

2

籽mlm

4姨 Epdp

2

籽plp

4姨 = 姿d

姿l
2

姿E
姿籽姨

姿酌= gm

棕m

2
gp

棕p

2 =
姿4

l 姿籽姿g

姿E姿
2

d

=姿e1

姿琢= 酌m

lm

酌p

lp
=
姿3

l 姿籽姿g

姿E姿
2

d

姿滓=
籽mgmlm

2

dm

籽pgplp
2

dp
=
姿p姿g姿

2

t
姿d

姿u=姿e1
姿m =

姿g姿
2

籽姿
5

l
姿E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10）

式中：姿着(着=G,棕,籽,g,d,l,E,酌,e1,u,琢,滓,D,L)，为参数的相似

比；u为不平衡量。
忽略转盘的轴向变形，主要考虑其质量和质量惯

性矩为

M=仔
4
籽dL(D2-d2)

Jp=
仔
32

籽dL(D4-d4)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11）

式中：M为转盘质量；籽d为转盘材料密度。

计算得到转盘质量和质量惯性矩的相似比为

姿M= Mm

Mp
姿籽d姿L

姿2

D -姿2

d k2

1-k2

姿Jp = Jpm

Jpp
=姿籽d姿L

姿4

D -姿4

d k4

1-k2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12）

式中：k=d/D，为原型转盘内、外径的比值。
根据式（9）推导出转盘质量惯性矩相似比为 姿Jp

=姿籽姿
2

d姿
3

l。转盘作为转子的一部分，其质量相似比等于

转轴质量相似比。结合式（10）将式（12）整理为

姿籽姿
2

d姿l =姿籽d姿L
姿2

D -姿2

d k2

1-k2

姿籽姿
2

d姿
3

l =姿籽d姿L
姿4

D -姿4

d k4

1-k2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13）

求解式（13）可得转盘外径和厚度的相似比

姿D= 姿2

l (1+k2)-姿2

d k2姨
姿D=

姿籽姿
2

d姿l (1-k2)

姿籽d [姿2

l (1+k2)-2姿2

d k2]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14）

不计阻尼，转子不平衡力作用下的弹性支承运动

方程为

M0
dy
dt +Ky=Qsin棕t （15）

式中：M0为弹性支承的参振质量；y为弹性支承位移；K
为弹性支承刚度；Q为弹性支承受到的转子不平衡力。

运用积分模拟法，根据式（15）得到相似准则为

仔8=Km/(M0m棕m

2
)=Kp/(M0p棕p

2
)

仔9=Qm/酌mM0m棕m

2
=Qp/酌pM0p棕p

2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16）

根据式（16）得到相似关系为

姿K=M0m棕m

2
/M0p棕p

2
=姿M0姿棕

2

姿y=
Qm

M0m棕m

2
Qp

M0p棕p

2 = 姿Q

姿M0姿棕2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17）

弹性支承的受力和位移是与转子相互作用产生

的，所以其不平衡力的相似比等于转子系统中力的相

似比；弹性支承位移的相似比等于转轴挠度的相似

比。即 姿Q=姿G，姿y=姿酌。结合式（10），根据式（17）求得弹

性支承刚度的相似比为

姿K=
姿d

4姿E
姿l

3 （18）

式（10）、（14）和（18）组成转子系统的整体相似关系。

2 数值仿真验证

为验证相似关系的正确性，给出如图 1所示转子

系统作为原型，按相似关系设计模型转子系统进行仿

真验证。原型材料参数见表 1，结构参数见表 2，弹性

支承刚度为 3×107 N/m。

籽/(kg/m3)

7850

E /Pa

2.09×1011

泊松比 滋

0.3

表 1 原型转子系统材料参数

原型

模型

单元

l /mm

d /mm

l /mm

d /mm

1

42

24

30

12

2

40

34

28

17

3

535

38

378

19

4(盘)

40

200

16

142

5

535

38

378

19

6

47

34

33

17

表 2 原型与模型转子系统结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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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平衡响应相似比 作为模型转子系统的设

计准则。模型采用与原型相同材料，选定转轴长度相

似比 姿y= 2姨 /2，转轴直径相似比 姿d=0.5，其余参数相

似比通过式（10）、（14）和（18）确定。按相似关系得到

模型结构参数，见表 2，弹性支承刚度为 5.3×106 N/m。

采用有限元方法对存在不平衡量的转子系统进

行数值仿真。首先对转子系统划分单元，如图 2所示。

单元的质量、刚度、比例阻尼和陀螺力矩的矩阵参见

文献[8]和[11]，通过各单元的参数矩阵将转子系统组

集起来。

通过 MATLAB编写仿真程序，设定原型不平衡

量为 up=2000 g·mm，则模型不平衡量应为

um=up·姿u=2000× 2姨 /8=353.6 g·mm （19）

为便于研究，根据转速相似比 姿棕=1，选取原型与

模型转速均为 1000 r/min工况下节点 9处的不平衡

特征进行分析，获得轴心轨迹和时域响应，分别如图

3、4所示。

仿真原型与模型节点 9处的轴心轨迹近似于椭

圆，时域响应为正弦波形，符合不平衡现象的判定

规则[12]。

提取图 4中时域响应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平均不

平衡响应幅值，见表 3。误差在容许范围内，而且原型

与模型的轴心轨迹高度吻合，满足不平衡响应相似比

姿酌=1的相似设计要求。数值仿真说明所得相似关系

是正确的，且可以通过动力学相似模型再现转子系统

的不平衡特征并预测原型不平衡响应。

3 试验验证

为进一步检验相似关系的正确性和通过动力学

相似模型再现转子系统不平衡特征的可行性，需进行

试验。试验原型材料参数见表 1，结构参数见表 2，弹

性支承刚度为 3×107 N/m。采用相同材料，按表 2参

数搭建模型转子系统试验台。

采用自建测试系统测量转子系统的不平衡响应，

系统由 cDAQ9188机箱与 NI9229采集卡及基于 Lab

VIEW的采集软件组成。所用电涡流位移传感器为联

能 CWY-DO-502，灵敏度为 4 mV/um。

3.1 不平衡量识别

通过模型再现原型转子系统的不平衡特征，需首

先识别二者的不平衡量，然后将模型不平衡量改造成

与原型不平衡量满足相似关系的大小。原型试验台的

传感器布置如图 5所示，采用挠性联轴器将转子系统

与电动机相连，避免引入电动机的振动特性。

采用最小二乘三点法[13]识别转子系统不平衡量。

过程如下：未加试重时，转子系统存在原始不平衡量

ux，相位角为 兹x，在测试面测出转子系统的不平衡响

应振幅 A x。然后先后 3次分别在 兹i(i=1,2,3)等于 0毅、
120毅和 240毅方向加均为 u0的试重，设由 u0引起的不

平衡响应振幅为 A 0。3次测得不平衡响应合振幅为

图 2 转子系统节点划分

（a）原型 （b）模型

图 3 仿真原型与模型节点 9处轴心轨迹

（a）原型 （b）模型

图 4 仿真原型与模型节点 9处时域响应

平均幅值 /mm

原型

0.0327

模型

0.0326

误差

0.31%

表 3 仿真原型与模型平均不平衡响应幅值

图 5 原型转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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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1、A 02和 A 03，令 A i
2
=A 0i

2
/A x

2
-1(i=1,2,3)，则不平衡量相

位角为

兹x=arctan
3姨 (A 2

2
-A 3

2
)

2A 1

2
-A 2

2
-A 3

2 （20）

关于振幅 A 0的方程为

A 0

A x
1- 1

3

3

i=1
移A i

2蓸 蔀 + 1
6

(A 2

2
+A 3

2
-2A 1

2
)cos兹x+

3姨
6

(A 3

2
-A 2

2
)sin兹x+

A 0

A x
蓸 蔀 3

=0 （21）

通过式（21）解出 A 0后，转子不平衡量为

ux=
A x
A 0

=u0 （22）

转速为 1000 r/min时，测得原型试验台未加试重

和 3次加试重后的不平衡响应，见表 4。根据表 4中

数据计算出原型试验台的不平衡量为 3169 g·mm

<77.04毅。

模型试验台传感器布置如图 6所示，传感器在轴

向位置与原型中传感器的轴向位置满足转轴长度相

似关系。同样采用挠性联轴器将模型转子系统与电动

机相连，避免引入电动机的振动特性。

转速为 1000 r/min时，测得模型试验台未加试重

和 3次加试重后的不平衡响应，见表 5。根据表 5中

的数据计算出模型转子系统的不平衡量为 1354 g·mm

<-56.71毅，负号表示与转速反向。

3.2 不平衡相似试验

原型试验台转子的不平衡量为 3169 g·mm<77.04毅，
根据相似关系计算模型试验台应再现的不平衡量为

um=up·姿u=3169× 2姨 /8=560 g·mm （23）

将模型试验台的不平衡量由 1354 g·mm改造为

560 g·mm，改造方法是在转盘上不平衡量方向的反

向打孔处加配重，配重大小由需要抵消的不平衡量和

打孔位置的半径决定。配重须抵消的不平衡量大小为

1354-560=794 g·mm （24）

模型不平衡量满足相似设计要求后，分析转速为

时原型与模型试验台节点 9处的不平衡特征，轴心轨

迹和时域响应分别如图 7、8所示。

原型试验台轴心轨迹近似于“8字形”，时域响应

近似于 M波形，说明原型试验台存在一定程度的不

对中，会对不平衡响应造成影响[14]。根据文献[15]所得

结论：不对中故障对转子系统不平衡响应的影响主要

发生在临界转速附近，在工作转速时，这种影响很小。

转子系统的工作转速为 1000 r/min，远小于转子系统

试重相位

未加试重

0毅
120毅
240毅

试重大小

0

372

372

372

响应幅值 /mm

0.0576

0.0591

0.0624

0.0506

表 4 原型转子系统不平衡响应幅值

图 6 模型转子系统

试重相位

未加试重

0毅
120毅
240毅

试重大小

0

678

678

678

响应幅值 /mm

0.1082

0.1451

0.0553

0.1409

表 5 模型转子系统不平衡响应幅值

（a）原型 （b）模型

图 7 仿真原型与模型节点 9处轴心轨迹

（a）原型 （b）模型

图 8 仿真原型与模型节点 9处时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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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台的临界转速 2128 r/min，故可认为原型试验台

的不对中故障对其不平衡响应影响很小。

根据时域响应计算出二者的平均不平衡响应幅

值见表 6，误差在允许范围内。对比图 7中原型与模

型节点 9处的轴心轨迹可知，二者并不充分吻合，但

从轴心轨迹所处范围和时域响应幅值可认为，原型与

模型试验台的不平衡响应幅值近似相等，满足相似设

计要求。试验进一步验证了相似关系的正确性，同时

也证明了通过动力学相似模型再现转子系统不平衡

特征并预测原型不平衡响应是准确有效的。

综上所述，提出基于动力学相似模型的转子系统

不平衡特征再现设计方法。

（1）选定制造相似模型的材料，确定材料密度相

似比 姿籽和弹性模量相似比 姿E。根据不平衡特征再现

设计要求和模型尺寸要求，结合式(10)、(14)和(18)推

导其余参数相似比，并搭建相似模型；

（2）识别原型与模型转子系统不平衡量，结合式（23）

将模型不平衡量改造成与原型满足相似关系的大小。

4 结论

（1）采用积分模拟法和量纲分析法，给出了不平

衡转子系统动力学相似关系的推导过程，并结合数值

仿真和试验验证了相似关系的正确性。

（2）基于动力学相似模型，提出了转子系统不平

衡特征再现和不平衡响应模型试验预测的方法。

（3）试验能够获得转子系统相对准确的轴心轨迹

和振动响应，而数值仿真只能获得理想故障模式下的

振动情况，可用试验结果指导数值仿真的修正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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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幅值 /mm

原型

0.0587

模型

0.0570

误差

2.9%

表 6 试验原型与模型平均不平衡响应幅值

37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1次表面换热器在舰船燃气轮机间冷系统中的应用

曹 辉 1，刘荫泽 2，董 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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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 次表面换热器凭借其高效紧凑的换热特点特别适用于舰船燃气轮机的间冷系统中。为其在燃气轮机间冷系统的应用

提供设计指导，在保证间冷系统性能要求的前提下减小间冷器的尺寸和体积，开展液 -气 1 次表面换热器的换热性能和压降研

究。针对舰船燃气轮机设计点间冷器的典型热力参数和布置特点，设计了满足间冷系统性能要求的间冷器模块，给出并分析了所设

计的间冷器在不同冷却淡水温度和流量下的换热器性能。结果表明：在燃气轮机非设计工况下间冷器的气侧出口温度和压降会随

着燃气轮机负荷的下降呈近似线性下降，在燃气轮机低负荷时需注意气体中水冷凝问题。

关键词：1 次表面换热器；间冷系统；舰船燃气轮机；紧凑换热器

中图分类号：V231 .1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7.03.008

Application of Primary Surface Heat Exchanger in Intercooler System of Marine Gas Turbine
CAO Hui1袁LIU Yin-ze2袁DONG Wei2

渊1. The Navy Station in Shanghai Jiangnan Shipyard 渊Group冤 Company Limited, Shanghai 201913, China;
2.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冤

Abstract: The primary surface heat exchanger takes such high efficiency and compactness that is extremely suitable for intercooler
system of marine gas turbine. In order to guide the whole design for the application in intercooler system of marine gas turbine, the size and
volume of intercooler was reduced on condition that 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of the intercooler system was guaranteed,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 and pressure drop of liquid-gas primary surface heat exchanger was performed. According to 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and the layout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cooler of the marine gas turbine, the intercooler module was designed,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imary surface heat exchanger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mass flow rates of inlet water was come to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utlet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drop of air side decrease linearly with decreasing of gas turbine load and the vapor
condens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gas turbine running at low load.

Key words: primary surface heat exchanger; intercooler system; marine gas turbine; compact heat exch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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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大中型水面战舰趋向于采用燃气轮机

和柴油机及其联合动力装置，舰船燃气轮机能够显

著提升舰船的动力性能，燃气轮机在舰船的应用前

景非常广阔[1-2]。燃气轮机间冷回热循环不仅在设计

工况下热效率高、功率大，而且克服了简单循环燃

气轮机在低工况下经济性变差的弱点[3-4]。在间冷回

热循环中，间冷器位于低压压气机和高压压气机之

间，是间冷回热循环的重要部件，利用间冷器降低

低压压气机出口气流的温度，可以提高燃气轮机的

效率和输出功率。舰船燃气轮机间冷器由于受安装

空间的限制，对其紧凑性提出了很高要求，同时在

设计时还要重点关注间冷器在内的整个流道的压

降和间冷器的换热效率[5-6]。

1 次 表 面 换 热 器 （Primary Surface Heat

Ex-changer, PSHE）是 1 种高效的紧凑换热器，在燃

气轮机动力领域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由于其冷热

介质的热量传递完全通过 1次表面完成，避免了由

于 2 次表面引起的换热效率的下降，因此 1 次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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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间冷器模块的布置

换热器比目前常用的板翅式换热器更为紧凑。板翅

式换热器用于间冷器的设计研究在国内已经逐渐

趋于成熟 [7-8]，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各种耐海水腐蚀

材料在板翅式换热器的制造加工上；1 次表面换热

器在国外燃气轮机系统应用中积累了一定经验，其

制造技术不断提升[9]。Utrianen和 Sunden等 [10-11]比较

了多种 1次表面结构，发现 CC型表面换热器的换

热性能更为优异，且更易于加工制造。对于 1 次表

面换热器流动换热的特点和细节的研究工作也越

来越多，但国内对其实际应用还很少，目前多集中

于该换热器的设计和内部流动换热，以及通道内流

动特点的数值模拟研究。刘振宇等[12]根据 1次表面

换热器的结构特点和流动传热规律，应用优化理论

建立其多目标优化设计模型进行优化设计；程惠尔

等 [13]对抛物线、椭圆和正弦波 3 种波纹通道的 1 次

表面换热器热性能进行了对比分析计算，3 种波形

中正弦波通道相对具有较高的传热效率和可接受

的压降损失，但是影响换热器性能的主要因素不是

几何形状而是几何尺寸；Ma Ting等[14]发现换热器内

部的温度分布非常不均匀，主流方向的热传导对换

热性能的影响较大；Du 等 [15]对 CW型通道换热器进

行了数值研究，并进行了结构优化分析。

1次表面换热器高紧凑度的特点决定了其在燃

气轮机系统中将会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为了开展 1

次表面换热器在燃气轮机间冷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针对舰船燃气轮机间冷器的流动换热要求以及其

典型布置形式，本文提出满足间冷系统性能要求的

间冷器模块设计，分析其在不同工况下的换热性能

和压力损失特点，以期能够为 1 次表面换热器在燃

气轮机间冷系统中的应用提供设计参考。

1 1次表面间冷器流动换热分析方法

间冷器的布置有机外布置和机内布置 2 种，间

冷器的结构形式由其安装位置所决定。WR-21燃气

轮机间冷器直接布置在燃气轮机的流道上，采用了

机内环形布置形式，如图 1所示。WR-21燃气轮机

间冷器为铜 - 镍合金材质的钎焊板翅式换热器，位

于低压压气机和高压压气机之间的环形通道中，由

5个独立模块的板翅式逆流换热器、换热器壳体以

及相关的冷却液进口、口管和阀门组成。

考虑到间冷器的位置以及环形布置方式，借鉴

WR-21 燃气轮机间冷器

的模块结构形式，将间冷

器设计成 10 个模块，便于

间冷器的拆装维护。10个

间冷器模块组成了 1 个整

体的燃气轮机间冷器，环

形间冷器布置的截面如图

2 所示。单个模块 3 个方

向的外形参数不是相互独立的，间冷器长度 L1和宽

度 L2 与间冷器流道内径 r 和流道外径 R 的大小相
关联；轴向厚度 L3 由板间距、隔板厚度、侧板厚度、

冷热侧层数等多个变量决定，同时还要受到间冷器轴

向尺寸本身的制约。L1和 L2与 r和 R 的关系为[8]

L1= R2-r2·tan2 18毅姨 -r （1）

L2=2·r·tan 18毅 （2）

以传热单元数法（浊-NTU）为基础，结合 1 次表

面换热器的结构特点，建立了 1 次表面换热器的设

计及热力性能分析方法。在分析中，阻力系数 f在
高、低雷诺数下分别由 Darcy和 Reid 公式给出；努

赛尔数（Nu）在高、低雷诺数流动下分别由 Dit-

tus-Boelter方程和 Reid公式给出。

Dittus-Boelter公式及 Darcy公式为

Nu=0.023Re0.8Prn （3）

f=（1.82lnRe-1.64）-2 （4）

式中：当流体被加热时，n=0.4；流体被冷却时，n=0.3。

Dittus公式的试验验证范围为 104≤Re≤1.25×105

Reid公式为

Nu=6 Re
1000蓸 蔀 2

3

（5）

f=0.021 Re
1000蓸 蔀 -0.25

（6）

式中：103≤Re≤104。

在上面热力计算和流动阻力计算的基础上，编

图 1 WR-21燃气轮机间冷器基本模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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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 1 次表面换热器的设计软件，1 次表面换热器

的设计及热力性能分析流程如图 3所示。

所设计的 1 次表面间冷器参照 WR-21 燃气轮

机间冷器的结构形式，气流参数也以 WR-21 燃气

轮机间冷器作为参照条件进行 1次表面换热器在燃

气轮机间冷系统的应用研究。在设计中取 r=630 mm，

R=1100 mm，轴向尺寸最大为 405 mm。间冷器气侧

进口温度为 707 ℃，10 个模块总的气体流量为 75

kg/s，淡水进口温度为 561℃，10 个模块总的淡水流

量为 100 kg/s。

压降和效率是间冷器在设计时着重考虑的 2个

性能参数。间冷器的压降必须尽可能小，以免对耗

油率产生不利影响；间冷器的换热能力必须尽可能

大，以便在规定的通道和空间内尽可能多地提取热

量，从而提高高压压气机的进气流量和效率。所设

计的 1 次表面换热器芯体为椭圆弧形波纹，2 条相

邻圆弧的长半轴和短半轴分别为 a和 b。为了使热
气和冷气两侧的表面传热和压降配合合理，在设计

中根据设计点的冷热侧流体流动参数和换热器安装

空间结构，给出的 1次表面芯体波纹具体参数见表

1。板片波纹曲线 ABC和 CDE在交点 C处的斜率相
同，同时，换热器波纹板轮廓曲线如图 4所示。

2 淡水温度和流量对间冷器性能的影响

燃气轮机间冷器设计中关心的是间冷器的气侧

温度和压力变化。流过间冷器的淡水流量会对间冷

器的出口温度产生影响，当淡水流量增大时，间冷

器的气侧温度会下降，但是淡水流量过大会使得淡

水压降增加，从而增加淡水供应系统的体积和运行

费用。对于间冷器这种气液换热系统来说，气侧对

流换热系数要比液侧小得多，从提高换热效率的角

度来看应该重点关注气侧的换热系数的提高。在所

设计的 1 次表面换热器尺寸参数不变的前提下，改

变淡水流量分析 1 次表面间冷器气侧出口温度和

压力的变化从而分析淡水流量对间冷器性能的影

响。淡水流量对 1次表面换热器气侧出口温度和压

降的影响如图 5所示。从图中可见，1次表面间冷器

气侧出口温度随着淡水流量的增加，开始下降很

快，但当淡水流量逐渐增加时，1次表面间冷器气侧

出口温度下降趋于平缓。由于淡水流量增加所带来

的液侧阻力损失对燃气轮机总体性能没有太大影

响，因而可以采用增加淡水流量来降低 1 次表面间

冷器的气侧出口温度。热侧气体压降的变化也有同

样趋势，压降的变化主要由于气体温度变化带来气

体的密度变化而引起的，但总体来说，气侧压降的

变化不大。

舰船间冷系统的淡水温度会由于航行区域海水

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在所设计的换热器尺寸参数不

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淡水进入间冷器的温度来研

究淡水温度变化对 1 次表面间冷器气侧出口温度

和压力的影响。淡水进口温度对 1次表面换热器气

侧出口温度和压降的影响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

见，1 次表面间冷器气侧出口温度随着淡水温度的

增加而线性增加。间冷器气侧出口温度直接影响燃

气轮机的性能，而淡水温度对间冷器气侧出口温度

图 3 1次表面换热器设计及热力性能分析流程

开始

选择换热器的数量
和流动形式

读入或输入
初始参数

读入或输入
基本结构参数

自动设定
初始效率

计算冷热两侧
平均温度

换热单元数及换热
效率计算

换热器换热，流阻
特性计算

计算流动换热过程的
基本参数 Re、Nu、f等

计算换热器
结构参数

计算气体
物性参数

继续迭代求解
重新修改换热器结构尺寸

判断换热器的效率迭
代是否收敛

计算并在界面中显示
换热效率，压降，出口
温度、质量等参数

计算所得的换热
器最终参数是否
满足设计要求

以特定格式
输出或存盘

是

是

否

否

图 4 换热器波纹板轮廓曲线

图 5 淡水流量对 1次表面换热器出口温度和压降的影响

主要几何参数

椭圆长半轴 a1（R）/mm

椭圆短半轴 b/mm

波纹板厚度 啄/mm

换热器有效长度 L/mm

换热器总宽度 W /mm

数值

0.75

0.4

0.25

450

410

表 1 冷热芯体主要几何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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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很大，因而应该特别关注由于舰船航行海域

海水温度不同而引起的淡水进口温度变化对燃气

轮机性能造成的影响。热侧气体压降的变化也同样

呈现随淡水进口温度的线性变化，压降的变化也是

由于气体温度变化引起密度变化而引起的，但压降

的绝对数值并不大。

3 非设计工况下间冷器的性能

在所设计的 1次表面间冷器结构尺寸参数和淡

水流动参数给定的情况下，根据典型舰船燃气轮机

非设计工况参数，计算分析了 1 次表面间冷器气侧

出口温度和压降的变化情况。舰船燃气轮机在非设

计工况所对应的 1 次表面间冷器 10 个模块的气侧

进口的总流量、温度和压力变化如图 7 所示。从图

中可见，在燃气轮机非设计工况下，间冷器进口的

流量、温度和压力变化很大，从而对间冷器的换热

和压降性能产生很大影响。

在非设计工况下 1次表面间冷器气侧出口温度

和压降的变化如图 8所示。从图中可见，1次表面间

冷器的气侧出口温度和压降会随着燃气轮机负荷

的下降而下降。这里分析假定淡水的进口温度和流

量都不随燃气轮机的负荷变化而变化，在实际燃气

轮机运行中，间冷器淡水进口的温度受到燃气轮机

负荷的变化影响，需要与间冷系统的机外换热器联

立进行分析。在燃气轮机低负荷运行时，由于间冷

器出口温度的下降可能使气体中的水冷凝，这是在

燃气轮机间冷系统设计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4 结束语

针对舰船燃气轮机间冷器的布置特点，开展了

1次表面换热器在舰船燃气轮机间冷系统中应用研

究。在 1次表面换热器换热和流阻计算方法分析的

基础上，编制了 1次表面间冷换热器的设计开发程

序，并应用该程序进行了 1 次表面间冷器设计。给

出了所设计的换热器在不同冷却淡水温度和流量

下的性能，分析了其在舰船燃气轮机非设计工况下

性能变化，分析结果可为 1 次表面换热器在舰船燃

气轮机间冷系统上的应用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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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装置硬件在环实时仿真平台

吕 升，郭迎清，孙 浩
（西北工业大学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129）

摘要：硬件在环仿真是将算法由理论转为实际应用的重要步骤，而针对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算法的硬件在回路仿真平台的研

制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基于已有的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非线性模型，利用基于 xPC的自动代码生成技术，搭建了基于工控机

与 DSP的故障诊断装置硬件在回路实时仿真系统，并对平台的性能参数、使用流程进行了说明。提出了 1 种故障诊断算法并进行

了硬件在回路验证。针对搭建的平台，提出 1 种故障诊断算法的评价标准。

关键词：DSP；故障诊断算法；硬件在环实时仿真；自动代码生成；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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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ware-in-the-loop Real-time Simulation Platform of Engine Fault Diagnosis Device
LYU Sheng袁GUO Ying-qing袁SUN Hao

渊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129, China冤
Abstract: Hardware-in-the-loop simulation is an important step to turn the algorithm from theory to practical, the development of

hardware-in-loop simulation platform for aeroengine fault diagnosis algorithm is in the primary stage now. Based on the existed nonlinear
model of civil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 the xPC-based automatic code generation technology was used to build a hardware-in-the-
loop real-time simulation system of engine fault diagnosis device based on IPC and DSP hardware, the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platform
and the operation process were described. A fault diagnosis algorithm was proposed and the hardware-in-loop verification was carried out.
An evaluation criterion of fault diagnosis algorithm based on the platform was put forward.

Key words: DSP曰fault diagnosis algorithm曰hardware-in-the-loop real-time simulation曰automatic code generation曰evaluation
crite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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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整个飞机中的核心部件，航空发动机是 1个

强非线性、结构复杂的多部件系统，在高温、高压、高

功率、高转速等多种苛刻条件下长时间反复工作[1]，发

生任何故障都会对飞机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对发动

机及时进行准确无误的故障诊断，无论对于飞行安

全，还是提高经济效益，都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出

现了多种类型的故障诊断算法[2]。硬件在回路仿真是

对算法进行试验的 1种新的手段，是将故障诊断算法

由理论推向实际的重要步骤。构建故障诊断装置硬件

在回路仿真系统，可模拟发动机在真实工况下故障诊

断装置的工作情况，对故障诊断算法进行全系统综合

测试，从而节省发动机整套系统实物试验的高昂经

费，缩短故障诊断装置研发的周期，实现发动机的视

情维修。

国内外针对故障诊断算法的硬件在回路仿真系

统的研制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3]，开发了不少通用的、

以发动机为控制对象的快速原型化的仿真平台，有效

地解决了控制系统算法从数字仿真到半物理仿真的

无缝转换。李睿等[4]针对军用发动机的传感器故障，提

出了诊断仿真平台的总体设计方案，利用自动代码生

成技术、S函数的驱动模块技术，初步实现了故障诊

断平台的功能；郭迎清等[5]结合快速原型方法构建了

民用涡扇发动机的在线诊断系统硬件实时仿真平台，

该仿真平台针对的对象具有普遍性和实用价值，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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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控机作为故障诊断端，显然与真实的故障诊断算

法的机载硬件条件差别很大，难以模拟实际发动机工

况来检验故障诊断算法的性能。另外，这些平台也缺

乏对应的通用性操作说明和针对各种故障诊断算法统

一的评价体系，使平台实际的工程应用受到很大局限。

DSP嵌入式系统具有良好的实时性和并行运算

能力，有利于实现仿真系统的一体化、多功能化。以

DSP系统代替传统的工控机模拟故障诊断装置，更接

近实际的机载硬件条件，得到的结论更真实、可靠。本

文采用工控机作为被监控端，DSP系统作为故障诊断

端，搭建了故障诊断硬件在环回路实时仿真平台，模

拟真实的机载硬件环境，完成故障诊断算法的验证，

并提出了 1种评价故障诊断算法的统一标准。

1 仿真平台的总体结构及功能

硬件仿真平台由 1台 PC兼容机、1台工控机（含

显示屏）、1台 DSP以及对应的通讯和数据采集设备

构成。该仿真平台的软硬件结构如图 1所示，该平台

主要由主工作站、被监控端、故障诊断端 3部分构成。

主工作站：以 PC机为硬件，采用 Windows XP系

统。其主要包含以下功能：在软件条件下完成故障诊

断算法的验证；将故障诊断端和发动机端的 Simulink

仿真模型分别转化为各自硬件条件下可执行的代码，

并对应地下载到 DSP 与工控机中；利用 LabWin-

dows/CVI软件构建人机界面实现故障的在线注入与

故障诊断效果的实时显示，完成硬件条件下的故障诊

断算法的验证；进一步处理、分析目标机保存的数据。

被监控端：以工控机为硬件，采用 xPC实时系

统。其主要功能是运行被监控模型程序，可在线加入

对应的故障，并将被监控端的状态量传递给故障诊断

端，同时将被监控端的运行数据传递给主工作站。这

里被监控端模型，可以是整个发动机系统，也可以是

发动机某个具体的子系统，如燃油系统、滑油系统等。

故障诊断端：以 DSP为硬件，采用 F28335芯片。其主

要功能是运行故障诊断算法程序，并将诊断结果数据

实时传递给主工作站，同时保存相关数据以便进行后

续的离线处理。故障诊断端是整个故障诊断装置硬件

在回路仿真系统的核心部分。本文搭建的仿真平台的

实物如图 2所示。

本文搭建的硬件在回路仿真平台具有良好的通

用性，所检验的故障诊断算法既可以针对整个发动机

系统，也可以针对发动机的某一部分。根据仿真得到

的故障诊断结果，完成故障诊断算法的验证和评价。

2 仿真平台的软硬件实现

2.1 仿真平台的硬件实现

主工作站、被监控端、故障诊断端之间通讯方式

的搭建是硬件部分的核心内容。作为主工作站的 PC

机与作为被监控端的工控机之间，采用交换机 /网线

相连，通过 TCP/IP协议通讯方式实现主工作站与被

监控端数据的实时交互[6]，即上位机将发动机端程序

下载到被监控端，并通过给定的接口，给被监控端注

入故障，而被监控端将发动机运行的数据实时传给上

位机；主工作站的 PC机与故障诊断端的 DSP之间，

使用 ICETEK-5100USB 仿真器将 PC 机 USB 口与

DSP板的 JTAG口相连，实现上位机将故障诊断程序

下载到故障诊断端，同时将 PC机的 COM口与 DSP

的 RS-232 异步串口相连，通过串口通讯方式实现

DSP将故障诊断结果实时传给上位机；被监控端的工

控机与故障诊断端的 DSP之间，首先将 PCL-727数

据采集卡插入工控机 ISA插槽上，作为工控机的 DA

端，然后将其与 DSP的 AD 端相连，通过 DA、AD 通

图 1 仿真平台软硬件结构

图 2 仿真平台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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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方式实现发动机端数据实时传给故障诊断端。

2.2 仿真平台的软件实现

2.2.1 MATLAB/Simulink模型的搭建

被监控端的发动机程序采用张书刚等基于 Gas-

Turb软件所开发的 MATLAB/Simulink下的民用大涵

道比涡扇发动机非线性系统的分段线性化模型[7]。被

监控端的 Simulink模型如图 3所示。其发动机端模型

可以更替，要与故障诊断算法相对应。同时模型中包

含故障注入模块，为在线注入故障提供接口，还加入

PCL-727卡的驱动模块，以便驱动工控机 DA端正常

工作。故障诊断端的总体 Simulink模型如图 4所示，

在线诊断部分是各种故障诊断算法的接口，即将搭建

好的故障诊断模块代替该部分。同时，模型中包含

F28335的 ADC 模块和 SCI模块，以便驱动 DSP的

AD端和外设 RS-232芯片正常工作。

2.2.2 基于 RTW的目标机端软件自动代码生成

将搭建好的故障诊断端和被监控端的 Simulink

模型转化为可执行于实际硬件的代码，其编写难度很

大，不具有通用性，也难以保证实时性。为了解决上述

问题，本文采用基于 RTW的自动代码生成技术[8]，实

现故障诊断实时仿真平台的嵌入式软件的生成。上述

RTW 基于 MATLAB/SIMULINK 自动代码的生成环

境 [9]，支持包括 DSP，X86，PowerPC等系列架构的计算

机等硬件平台，也支持如 DOS、WINDOWS、VX-

WORKS、xPC、LINUX操作系统等软件平台，能够直

接从 Simulink仿真模型中产生经过优化的可执行程

序。在此过程中，它加速硬件仿真开发过程，生成各种

实时环境或目标产品下的运行程序。利用 MAT-

LAB/RTW分别将故障诊断端模型和被监控端模型自

动生成标准 C代码。其中，故障诊断端模型要编译成

可在 DSP中实时运行的可执行程序[10]，然后通过 DSP

仿真器下载到 DSP平台中，构成硬件在回路中的故

障诊断端；被监控端模型要编译成可以在 xPC目标

下实时运行的可执行程序，然后通过 TCP/IP协议通

讯方式下载到搭建好的 xPC目标机中，构成硬件在

回路中的被监控端。

2.2.3 主工作站的人机交互界面的搭建

在 PC主机端需要搭建被监控端和故障诊断端

的人机交互界面，使得硬件仿真平台更通用、更直观。

为实现 PC 主机对发动机端的状态参数的实时显示

和在线故障注入，本文利用第 3 方软件 LabWin-

dows/CVI，通过调用 xPC提供的 API函数搭建了主工

作站与被监控端交互的人机界面[11]，用这种方法进行

在线仿真时，可以直接调用底层函数，从而完全脱离

Matlab的工作环境而独立运行；为实现 PC主机对故

障诊断端的诊断结果的实时显示，既可以通过 RTDX

模块，利用 MATLAB搭建的 GUI界面来完成数据的

交互，也可以通过 SCI通讯模块，调用 SCI函数，利用

LabWindows/CVI搭建主工作站与故障诊断端交互的

人机界面。为了与被监控端人机界面一致，本文采用

第 2种方式，都采用 CVI搭建人机界面。最终完成的

被监控端与故障诊断端的人机界面如图 5、6所示。

图 3 被监控端 Simulink模型

图 4 故障诊断端 Simulink模型

图 5 被监控端人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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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仿真平台的性能参数及使用流程

3.1 仿真平台性能

故障诊断端采用 ICETEK-F28335-A开发板，片

上 RAM 68×16 bit，FLASH 256×16 bit，CPU的主频

为 150 MHz，即 1个指令周期为 6.67 ns，而本硬件平

台的采样周期按照工业经验设定为 20 ms，因此在 1

个周期内可运行 2998500条指令，完全满足各种复杂

的故障诊断算法的实时性。

被监控端采用研华 610H工控机，内存 499 MB，

CPU 2.4 GHz，即 1个指令周期为 0.42 ns。发动机端工

控机 xPC实时系统界面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1个采样周期（20 ms）内，分段线性化发动机程序平

均执行时间仅为 0.05516 ms，最多可运行 131333条

指令，因此被监控端完全可以满足更为复杂的发动机

模型。

上位机与被监控端的工控机之间 TCP/IP协议通

讯的波特率为 115200；上位机与故障诊断端的 DSP

之间的串口通讯的波特率也是 115200；工控机内嵌

的 PCL-727数据采集卡，即 DA端的采样速率可达

30 MSPS，分辨率为 12位，而 DSP自带的 AD端的采

样速率可达 12.5 MSPS，分辨率为 12位。因此，硬件的

通讯速率完全满足各部分数据交互速率的实际需求。

硬件平台通过采用高频系统多点接地[12]，使用双

绞线进行长距离数据传输以及通过 ADAM-3937外

扩板实现 DA、AD过程中低通滤波等多种方式，确保

搭建的仿真平台抗干扰能力强、稳定可靠。

总之，本文所搭建的故障诊断硬件在回路仿真平

台能够较好地模拟真实发动机机载硬件条件，且其实

时性、稳定性、通用性良好，完全满足检验各种故障诊

断算法的需求。

3.2 故障诊断算法验证流程

利用本文搭建的硬件在回路仿真平台的流程的

原理如图 8所示。进行仿真试验时，都统一按照以下

步骤对故障诊断算法进行验证，最终做出评价。

4 1种故障诊断算法的仿真验证及故障诊断

算法评价标准

4.1 1种故障诊断算法及其验证

故障检测的实现是通过计算残差的加权平方和

的值（W SSR）并将其与预设阈值进行比较[13]。W SSR的计

算方式为

W SSR=y軇TR-1y軇 （1）

式中：y軇为通过监视真实发动机传感器测量输出与性
能基准模型输出y赞之间的残差向量；R 为测量参数使
用的传感器的协方差矩阵，代表各传感器的可靠性。

每个采样时间点，故障检测单元都会计算出 1个

新的 W SSR值。然后将得到的 W SSR值与预先定义的异

常检测阈值进行比较。当 W SSR值超过阈值的逻辑，证

明此时发生了故障，需要进一步定位，即故障隔离，本

文采用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来实现。考虑到燃气涡轮发

动机的高可靠性和低故障率，假设在给定时间内只发

生 1种故障。故障隔离首先要在整个飞行包线范围内

计算故障影响系数矩阵 H，且它是单一的矩阵的集

图 6 故障诊断端人机界面

图 7 被监控端的 xPC显示

图 8 故障诊断算法验证流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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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且允许插值计算。故障影响矩阵通过在无故障

以及各种故障情形下得到。标称条件与各类故障条件

下的输出残差与特定故障幅值的比值，得到 H 故障
的每一列。式（2）定义了故障系数矩阵单个元素 H ij

H ij=
y軇i
mj

（2）

式中：i为发动机传感器的类别；j 为故障类型。
故障幅值的最小二乘估计为

m赞 j=（H j
T R-1H j）-1H j

T R-1y軇 （3）

得到故障幅值的估计值后，则特定故障类型的传

感器残差的估计为

j=H jm赞 j （4）

如果实际发生的故障与预先假设的故障类型十

分接近，则发生故障的部件是 W SSEE元素中的最小值

所代表的故障类型，W SSEE是故障隔离信号标志，其计

算方法为

W SSEE j=W（y軇j- j）TR-1（y軇j- j） （5）

式中：W 为 1个加权系数。

传感器 Ps3故障、执行机构 VSV故障、部件 HPC

故障、部件 HPT故障为民用涡扇发动机在线故障发

生率最高的 4种[14]。本文提出的故障诊断算法主要对

这 4种故障进行在线故障诊断研究。其中，Ps3故障

以高压压气机出口静压传感器 Ps3的测量值和真实

值之间的负偏差表示；VSV 故障以全权限电子控制

器控制命令值和高压压气机静子可调导叶角度 VSV

的实际位置偏差表示；HPC故障以高压压气机效率系

数、流量系数与实际系数的偏差表示；HPT故障以高压

涡轮效率系数、流量系数与实际系数的偏差表示。

为了便于诊断结果的显示，本文以不同故障标志

代表不同的故障情形，见表 1。

本文以 Ps3故障和 HPT故障为例进行验证。在

数字仿真条件下，在仿真开始后的第 20 s，利用阶跃

模块，分别加入上述 2种故障，得到 2种故障诊断结

果如图 9、10所示，可见数字仿真条件下 2种故障隔

离时间分别为 0.02、0.14 s。

在硬件条件下，在仿真开始后的第 20 s，通过被

监控端人机界面分别加入这 2种故障，对应的故障诊

断端界面的故障诊断结果如图 11、12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硬件仿真条件下，即模拟真实的

发动机工况时，2 种故障隔离时间分别为 0.14 s 和

故障类型

故障标志

无故障

0

Ps3

故障

1

VSV

故障

2

HPC

故障

3

HPT

故障

4

异常

5

表 1 故障类型标志

图 9 数字仿真下 Ps3故障诊断结果

图 10 数字仿真下 HPT故障诊断结果

图 11 硬件仿真下 Ps3故障诊断结果显示界面

图 12 硬件仿真下 HPT故障诊断结果显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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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 s，其实时性满足发动机故障诊断的实际需要，证

明该故障诊断算法效果良好。同时，硬件在环仿真平

台与数字仿真的结果相差很小，证明搭建的硬件平台

性能良好，能真实反映故障诊断算法的性能。

4.2 故障诊断算法的评价标准

为了比较不同诊断算法的性能，必须建立统一的

评价标准[15]。本文搭建的故障诊断硬件平台采用故障

检测率、故障隔离率、故障隔离延迟 3方面性能参数

作为故障诊断算法性能的评价标准[16]。

4.2.1 故障检测率

在故障诊断过程中，存在有故障检测出故障、有

故障未检测出故障、无故障检测出故障、无故障未检

测出故障 4种情况，分别对应有故障诊断正确率、故

障漏报率、虚警率、无故障诊断正确率，如图 13所示。

故障检测率为有故障诊断正确率与无故障诊断正确

率之和，即故障检测率只要求故障诊断算法判断故障

的有无，而不需要判断故障类型。

具体判断过程如下：根据故障诊断算法可判断的

故障类型进行分组，每组为 1类故障。根据故障诊断

算法给出故障范围，每组注入 3次故障，分别对应故

障范围中的最小值、中间值、最大值。每次注入故障

后，要调整为无故障状态，以观察该状态下故障诊断

算法稳定性。即每组做 6次试验，3次为有故障状态，

3次为无故障状态。由于故障诊断平台的周期为 20

ms，因此每次试验时长选为 10 s，即每隔 10 s改变 1

次故障注入状态，最终得到故障检测率。

以上述故障诊断算法为例，其针对 4种故障，共

进行 6次×4组共 24次实验。试验发现，其有故障正

确率为 50%，无故障正确率为 50%，故其故障检测率

为 100%。

4.2.2 故障隔离率

在故障检测率的基础上，提出故障隔离率。即在

有故障的前提下，能正确定位故障的概率。故障隔离

率结构见表 2，故障隔离率等于对角线之和除以试验

次数。

具体判断过程与故障检测率试验过程基本相同，

区别在于不考虑无故障状态下的故障诊断结果，即每

组做3次有故障试验。

以上述故障诊断算法为例，针对 4种故障，一共

要做 3次×4组共 12次试验。试验发现，11次故障判

断正确，1 次故障判断错误，故其故障隔离率为

91.67%。

4.2.3 故障隔离延迟

从故障注入到故障成功隔离，之间都会有一段时

间延迟，此时的故障诊断结果表现为在多种故障之间

震荡。这与故障诊断算法优劣有关，也与故障诊断类

型和实际发动机的传感器准确率等条件有关。要根据

具体的故障诊断要求来判断故障隔离延迟性能是否

在合理范围内。

以上述故障诊断算法为例，其他 2种故障的隔离

时间如下：VSV故障隔离延迟为 0.76 s、HPC故障隔

离延迟为 0.16 s。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故障诊断算法各项评价指

标的性能参数优异，满足故障诊断要求，是 1种有实

用价值的故障诊断算法。

5 结论

（1）用 DSP取代工控机作为被监控端，使搭建的

硬件平台更符合实际的机载条件；分别采用 TCP/IP

协议通讯与 SCI串口通讯方式，实现了上位机与目标

机数据的实时交互，并使用虚拟仪器技术，搭建了统

一的人机交互界面。

（2）采用基于 xPC的自动代码生成技术，实现了

发动机故障诊断算法从数字仿真到硬件在回路实时

仿真的无缝衔接。

图 13 故障检测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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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故障隔离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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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出了 1种基于最小二乘估计方法的故障诊

断算法，并针对 4类典型的故障进行在线仿真试验，

验证了诊断算法及硬件在回路平台的有效性；结合本

文搭建的仿真平台，提出了 1种故障诊断算法评价标

准，可用于多种不同类型的故障诊断算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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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发动机温度限制保护闭环控制设计方法

缪柯强 1,2，王 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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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针对微型涡喷发动机转子转速闭环设计的控制结构中涡轮出口温度对燃油供给率变化敏感的问题，尤其在快速推油门

杆时可能会超温，提出了 1 种带涡轮出口温度限制保护的闭环限制控制器的设计方法。该方法采用了双回路的闭环结构方式，并

采用控制参数相似变换的增益调度增量式 PI控制方法，实现了稳态 /过渡态的发动机转速、温度闭环控制，所述算法在 Simulink

环境下进行了地面和高空的仿真验证。结果表明：控制系统在保证转子转速伺服跟踪性能的要求下还具有温度保护功能。

关键词：微型涡喷发动机；超温保护；增益调度；伺服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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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Method of Close Loop Controller with Temperature Limitation Protection for
Micro Gas Turbine Engines
MIAO Ke-qiang1袁2袁WANG Xi1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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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turbine outlet temperature is sensitive to the change of fuel flow in the close-loop
designed rotor speed control structure of micro gas turbine engines, especially pushing the throttle lever quickly, a method in designing the
close-loop controller with turbine outlet temperature protection was presented. Dual circuit close-loop structure was adopted in this method.
The gain-scheduled incremental PI control law with corrected control parameters was used. Set-point and transient close-loop control was
realized in the rotor speed and temperature protection loop. The algorithm above was simulated in the standard sea level and high altitude
environment in the Simulink platform. The result proves that the designed control system has the ability of rotor speed servo tracking and
temperature protection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micro gas turbine engine曰over-temperature protection曰gain-schedule曰servo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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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微型涡喷发动机是 1 个复杂的气动热力机械，

转速可高达每分钟十几万转、涡轮前温度为

1100~1200 ℃，其非线性特性随飞行高度、飞行马赫

数的不同而剧烈变化。发动机转速、温度等必须工作

在设计安全限制条件内，发动机控制器在设计阶段就

必须考虑这一问题，这就要求不仅应对转速闭环回路

的鲁棒伺服跟踪性能进行设计，也应同时对温度的安

全保护限制进行设计。中国对微小型发动机的研究起

步较晚[1]，目前虽然实现了全自动控制 [2]，但是常规的

安全保护限制设计采用极值超限判断的硬切油的方

式以达到保护涡轮温度不超温的目的。这种简单的保

护设计往往因切油规律不合适而引发转速闭环系统

的转速摆动，甚至产生燃烧不稳定等问题[3]。

此外，在新型微型涡喷发动机研制开发阶段，在

初步设计过程中很难避免存在漏洞和缺陷，控制系统

的设计是否合理、完善，尚需经过发动机整机试验和

高空研制才能评估。新研制开发的高性能发动机在试

验之前如存在设计缺陷，直接进行系统试验可能会带

来风险。因此，必须考虑到如何在设计研制阶段最大

限度地降低这种风险。微型涡喷发动机控制系统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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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仿真是这一设计阶段评估控制系统设计合理的重

要环节[4]。

微型涡喷发动机的常规控制算法有 PID控制、模

糊控制和自适应控制等[5-6]，针对上述微型涡喷发动机

温度保护闭环控制的设计问题以及为了避免全物理

试验验证发生危险情况，本文提出 1种微型涡喷发动

机带温度保护的增益调度 PI控制器的闭环控制设计

方法，采用该方法建立了微型涡喷发动机地面、高空

的增益调度实时模型，构建了带涡轮后温度限制保护

的微型涡喷发动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

1 微型涡喷发动机增益调度线性简化模型

微型涡喷发动机在飞行包线范围内工作时，其非

线性气动热力学特性变化非常明显。考虑到发动机非

线性模型由于需要计算各部件的气动热力学方程，计

算复杂，迭代量大[7]，计算速度难以保证系统实时性要

求[8]，而微型涡喷发动机的控制系统对实时性有较严

格要求[9]，因而采用线性化模型代替非线性模型[10]，由

于线性模型的适用范围仅局限于提取线性模型的稳

态点附近，为了保证非提取点处模型的计算精度，采

用按发动机换算转速 ncor 进行增益调度的方法建立

实时模型。

根据文献[11]中已建立的微型涡喷发动机部件级

非线性气动热力学模型，用顺数法从非线性模型中提

取出发动机在不同转速 50400（慢车转速）、57600、

64800和 72000 r/min（最大转速）下的稳态工作点线

型模型。

微型涡喷发动机燃油计量执行机构设计为电压

驱动式，其动态响应相对于发动机转速的动态响应较

快，可忽略。燃油流量的输出增益是输入电压的分段

组合函数，带执行机构的发动机换算转速 ncor对电压

的传递函数模型计算结果见表 1。其传递函数为

Gn,V,i（s）= Kn,i
s+ai
，（i=1,…，4） （1）

式中：Gn,V 为换算转速 ncor 对电压 V 的传递函数；Kn

为传递系数；s 为复变量；a为由系统结构参数决定
的常数。

带执行机构的发动机涡轮出口温度 T5对电压 V
的传递函数模型计算结果见表 2。其传递函数为

GT5,V ,i（s）=
KT5,i（s+b i）

s+ai
，（i=1,…，4） （2）

式中：G T5,V为发动机涡轮出口温度 T5 对电压 V 的传

递函数；KT5
为传递系数；s 为复变量；a和 b 为由系统

结构参数决定的常数。

通过增益调度方法建立从慢车到最大转速大偏

离过渡态带执行机构的发动机换算转速对电压的传

递函数模型

Gn,V（ncor）= Kn（ncor）
s+a（ncor）

（3）

式中：Gn,V 为换算转速 ncor对电压 V 的传递函数；Kn为

传递系数；s 为复变量；a为由系统结构参数决定的常
数；ncor为发动机换算转速。参数 Kn、a根据发动机换
算转速 ncor线性插值计算。

从慢车到最大转速大偏离过渡态带执行机构的

发动机涡轮出口对电压的传递函数模型

GT5,V（ncor）=
KT5
（ncor）（s+b（ncor））

s+a（ncor）
（4）

式中：GT5,V为发动机涡轮出口温度 T5 对电压 V 的传
递函数；KT5

为传递系数；s 为复变量；a和 b 为由系统
结构参数决定的常数；ncor为发动机换算转速。参数 K
T5
、a、b 根据发动机换算转速 ncor线性插值计算。

高空飞行条件下，采用发动机相似变换原理[12]，

可得发动机换算转速对电压的传递函数

Gn,V（n）=Gn,V（ncor）
101325

P2
（5）

式中：Gn,V 为换算转速 ncor对电压 V 的传递函数；n为
发动机实际转速；ncor为发动机换算转速；P2为发动机

进口总压。

发动机涡轮出口温度对电压的传递函数

GT5,V（n）=GT5,V（ncor）
101325

P2

T2

288姨 （6）

式中：GT5,V为发动机涡轮出口温度 T5 对电压 V 的传
递函数；n 为发动机实际转速；ncor 为发动机换算转

ncor /（r/min）

72000

64800

57600

50400

Gn,V（s）

8047
s+2.315

7220
s+1.484

6135
s+1.003

5448
s+0.7669

表 1 带执行机构的发动机

换算转速对电压的传递

函数模型

ncor /（r/min）

72000

64800

57600

50400

Gn,V（s）

158.1（s+1.63）
s+2.315

144.8（s+1.035）
s+1.484

113.8（s+0.498）
s+1.003

103.8（s+0.297）
s+0.7669

表 2 带执行机构的发动机

涡轮出口温度对电压的传递

函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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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P2为发动机进口总压；T2为发动机进口总温。

2 带有温度限制保护的控制器设计

针对传统的微型涡喷发动机单回路转子转速控

制装置中涡轮出口温度有可能超温而导致损坏涡轮

部件的问题，本文提出了 1种主回路采用转子转速闭

环调节、辅助回路带有温度限制保护功能的双回路控

制器，在闭环系统中的结构如图 1所示。

控制器的控制逻辑如图 2所示，从结构上考虑了

温度超温的保护要求，采用在转子转速主控回路上并

联温度辅助回路并通过低选逻辑实现主辅回路的切

换控制。

图 2中 V max、V min为控制器硬件所能输出电压的

最大、最小限制。

为避免双回路控制器在切换过程中出现的积分

饱和问题，采用积分前值处理方法，即将前一时刻的

控制器输出作为本时刻的积分初值，如图 3所示。

对于转速控制回路稳态控制器采用频域分析法

进行设计，在 4个稳态工作点设计的转速闭环 PI控

制器为 Kp,n（1+ K i,n
s ） ，控制参数见表 3。

对于温度限制保护回路稳态控制器，同样采用频

域分析法进行设计，在 4个稳态工作点设计的温度闭

环 PI控制器为 Kp,T5
（1+

K i,T5

s ），控制参数见表 4所示。

对转速控制回路进行闭环系统的阶跃响应仿真，

在稳态点不同转速下的转速响应曲线如图 2所示。

对温度限制保护控制回路进行闭环系统阶跃响应仿

真，在稳态点不同转速下的转速响应曲线如图 3所示。

图 1 带有温度限制保护的控制器闭环结构

1100

T5max

-C-

Ncmd

+-

+-

T5_err

N_err

V

Controller

Actuator
Moderl

W fV W f
T5

N

图 2 转子主回路带有 T5限制闭环保护的控制结构

T5max-T5

Nerr

V max
V min

T5限制保护控制律

转速控制律 低选 高选 油原电压指令

图 3 具有抗积分饱和功能的控制切换回路结构

1
ln1

N_eer

V_preV_Ki

V

Subsystem

T_eer

V_preV_Ki

V

Subsystem1
Unit Delay1

1
z

low wins

vki_t5 sn

in_t5
lowwins

vki

vki_n

in_n out 1
V_out

2
SN

2
ln2

ncor /（r/min）

72000

68400

57600

50400

Kp,n

16.6756

4.30330

3.32810

3.84210

Ki,n

1.7777

1.3002

0.9772

2.7871

ncor /（r/min）

72000

68400

57600

50400

Kp,n

25.6495

26.8333

25.5658

25.6773

K i,n

4.1433

3.7844

3.9442

3.7763

表 3 转速控制器

PI参数

表 4 涡轮出口温度限制保护

控制器 PI参数

1.0

0.5

0
3.02.52.01.51.0

t/s

1.0

0.5

0
3.02.52.01.51.0

t/s

1.0

0.5

0
3.02.52.01.51.0

t/s

1.0

0.5

0
3.02.52.01.51.0

t/s

（a）稳态点 100%转速 （b）稳态点 90%转速

（c）稳态点 80%转速 （d）稳态点 70%转速

图 2 转速在不同点的阶跃信号响应

1.0

0.5

0
2.01.51.0

t/s

1.0

0.5

0
2.01.51.0

t/s

1.0

0.5

0
2.01.51.0

t/s

1.0

0.5

0
2.01.51.0

t/s

（a）稳态点 100%转速 （b）稳态点 90%转速

（c）稳态点 80%转速 （d）稳态点 70%转速

图 3 涡轮出口温度在不同点的阶跃信号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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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3仿真结果可知，在各稳态工作点，对于

主回路转速偏差的动态调节时间均在 2 s以内，无超

调，温度限制保护闭环回路的温度偏差动态调节时间

均在 0.3 s以内，无超调。

增益调度是用于非线性动态控制系统的 1项有

效技术[13-14]，取换算转速 ncor为调度变量，将 4个稳态

控制器组合为 1个增益调参控制器，设计的转子转速

增益调度控制器 Kn（ncor）为

Kn（ncor）=Kp,n（ncor）（1+ K i,n（ncor）
s ） （7）

式中：Kn为发动机转子转速增益调度控制器；Kp,n为

转子转速增益调度控制器比例系数；K i,n为转子转速

增益调度控制器积分系数；s 为复变量；ncor为发动机

换算转速。

设计的涡轮出口温度增益调度控制器 KT5
（ncor）为

KT5
（ncor）=Kp,T5

（ncor）（1+ K i,T5（ncor）
s ） （8）

式中：Kn涡轮出口温度增益调度控制器；Kp,n为涡轮

出口温度增益调度控制器比例系数；K i,n为涡轮出口

温度增益调度控制器积分系数；s 为复变量；ncor为发

动机换算转速。

考虑到控制器在高空飞行条件下的适应性，采用

相似变换原理[15]，对 PI参数进行相似变换

Kp=（Kp）cor
T2

288姨 （9）

K i=（K i）cor P2

101.325
（10）

式中：Kp为比例系数；（Kp）cor为换算比例系数；K i为积

分系数；（K i）cor为换算积分系数；T2为发动机进口总

温；P2为发动机进口总压。

3 算例仿真

按上述计算结果获得的转子转速控制器进行如

下的稳态、过渡态性能仿真验证。

首先，在地面高度为 0 km、马赫数为 0条件下，

进行地面仿真，转子转速指令按图 4实线所示。

从图中可见，0~50 s 为小幅推油门杆的仿真情

况。0~10 s 为等转子转速 52000 r/min 控制阶段，

10~12 s 为加速过渡态阶段，12~20 s 为等转子转速

57000 r/min 控制阶段，20~22 s 为加速过渡态阶段 ,

22~30 s为等转子转速 62000 r/min控制阶段，30~32 s

为加速过渡态阶段，32~40 s 为等转子转速 66000

r/min控制阶段，40~42 s为加速过渡态阶段，42~50 s

为等转子转速 70000 r/min控制阶段。

50~90 s为小幅收油门杆的仿真情况，50~52 s为

减速过渡态阶段，52~60 s为等转子转速 66000 r/min

控制阶段，60~62 s为减速过渡态阶段, 62~70 s为等转

子转速 62000 r/min控制阶段，70~72 s为减速过渡态

阶段，72~80 s 为等转子转速 57000 r/min控制阶段，

80~82 s 为加速过渡态阶段，82~90 s 为等转子转速

52000 r/min控制阶段。

90~120 s为快速推收油门杆的仿真情况，90~95 s

为快速加速过渡态阶段，95~105 s 为等转子转速

70000 r/min 控制阶段；105~110 s为快速减速过渡态

阶段，110~120 s为等转子转速 52000 r/min控制阶段。

仿真结果如图 4虚线所示。由于增益调度在整个

过渡态、稳态中发挥了按工作条件调度控制器参数的

作用，不同的过渡状态下调节时间都在 2 s以内，超

调量小于 1%，且均能够获得无静差稳态性能。

整个仿真过程中，涡轮出口温度如图 5实线所

示，温度限制如图 5虚线所示。由图 5可知，涡轮出口

温度在整个过程中未超限。

图 4 地面静止状态下转速指令和转速响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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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地面静止状态下涡轮出口温度限制值和温度响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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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仿真过程工作的控制器的状态标志如图 6所

示，1代表主控制回路转速控制器起作用，2代表辅助

回路温度限制保护控制器起作用。在 40~42 s 和

90~95 s的加速过程中，在 41.5 s和 94.5 s时刻，T5温

度达到温度限制值970 K，控制器由转速控制器切换

为温度限制保护控制器进行限制，超温危险解除后切

回转速控制器。

其次，在高空 10 km、Ma=0.8飞行条件下进行仿真

验证，转速指令如图 7实线所示，转子转速响应仿真曲

线如图 7虚线所示，温度响应仿真曲线如图 8所示，全

仿真过程工作的控制器的状态标志如图 9所示。

从图 7中可见，在高空飞行条件下，由于增益调

度和控制参数换算在整个过渡态、稳态中发挥了按工

作条件调度控制器参数的作用，使得不同的过渡态

下，转速的调节时间在 5 s以内，超调量小于 1%，且

能获得无静差稳态性能。

对应的涡轮出口温度响应曲线和温度限制线如图

8实线和虚线所示，从图中可见，当温度碰到限制值

时，控制器进行切换。控制回路状态标志如图 9所示，

在 40~42 s和 90~95 s的过程中，控制器由转速控制器

切换为温度限制保护控制器，对温度进行实时保护。

4 结束语

将温度限制保护的闭环控制问题在微型涡喷发

动机转子转速主控制回路中进行综合设计，设计了带

T5 限制保护的双回路增益调度闭环 PI 控制器，在

Simulink环境下进行了地面、高空性能仿真，验证了

温度限制保护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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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试验数据识别的金属橡胶有限元仿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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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属橡胶工程应用分析常需要 1 种可以与商用有限元软件相结合，适用于复杂结构设计的快捷数值仿真方法。针对金

属橡胶的有限元仿真问题，基于 ANSYS软件，发展了基于试验数据识别的横向各向同性材料参数确定方法，并采用循环加载、模型

更新的方法，实现了金属橡胶材料受压过程非线性力学特性的仿真计算。结果表明：该方法对立方体件在无约束状态下受压过程进

行模拟时，相对误差在 1 0%之内；安装约束使其刚度增大，仿真与试验结果相比规律吻合，刚度的误差在 30%之内；环形金属橡胶件

在径向受压时，仿真与试验测得刚度的相对误差在 25%之内。

关键词：金属橡胶；力学性能；有限元；仿真计算；复杂受力状态

中图分类号：V257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7.03.01 1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Method of Metal Rubber Based on Tested 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LUO Ma1, ZHANG Da-yi2, ZHU Hai-xiong2, MA Yan-hong2,3, HONG Jie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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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During the metal rubber's (M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a numerical method with fast solving speed that is suitable for
complex configurations is required. It is also hoped that the method c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commercial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considering the engineers' requirements. Aiming at solving the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problems of MR, the paper developed a parameter
identification method for the transverse isotropy materials based on the tested data. The nonlinear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R during
compression process were calculated through the looping loading and model updating method.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relative error
between predicted and tested result of cubic MR model without constraint is less than 10% and less than 30% for cubic MR under
constraint. The constraint also leads to larger stiffness of MR. The relative error of ring MR model under radial loading is holded within 25%.

Key words: metal rubber; mechanical property;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complex forced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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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金属橡胶是 1种性能优良的阻尼材料，在航空、

航天、船舶等领域的振动抑制方面有着广泛应用[1-2]。

其力学性能的试验标定与理论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

术界和工程界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

在试验研究方面，Gadot[3]、Li[4]、马艳红 [5]、洪杰 [6]、

Liu[7]、Zarzour [8]、Zhang[9-10]等分别研究得到了金属橡胶

的结构参数、材料参数和工艺参数对其刚度特性和阻

尼性能的影响规律，为金属橡胶的工程应用提供了充

分的数据支撑。

在力学模型构建方面，李宇燕等[11]提出了金属橡胶

材料的非线性干摩擦结构单元力学模型；于锋礼等[12]基

于黏弹性阻尼机理提出了黏弹性本构关系模型；张玲凌

等[13]提出了将金属橡胶的迟滞回线分解为弹性力和阻

尼力的等效法，从而建立了恢复力分解模型；朱彬等[14]提

出了金属橡胶的螺旋卷模型；Ma等[15]构建了可以同时对

金属橡胶弹性性能和耗能特性进行定量描述的“倾斜螺

旋微元体 +摩擦角锥”的细观结构单元体；王亮[16]通过

不可压缩、各向同性和力学性能参数假设，建立了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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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密封系统的 3维实体接触模型。

上述研究工作虽为金属橡胶的力学性能预测奠

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在工程实际中，常常需要 1

种适用于复杂结构设计的快捷数值仿真方法，并且可

以与商用有限元软件相结合，从而满足工程人员的分

析需求，本文针对此需求开展研究工作。

1 金属橡胶材料参数及确定方法

1.1 关键参数确定

金属橡胶的特殊成型工艺，导致其材料力学性能

参数具有横向各向同性的特征[17-18]，即成型方向的材

料参数特性与非成型方向不同，各非成型方向上则相

同。此外，其成型方向和非成型方向上的力学性能参

数在大应变范围内体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弹性模量、

泊松比和剪切模量均表现出明显的应变相关性[9，19]。

为明确定义各参数，下标 1表示成型方向，2表

示非成型方向，12表示由成型方向和非成型方向组

成的材料参数面，22表示由 2个非成型方向组成的

材料参数面。对于金属橡胶，按各向异性材料模型给

定各参数项时，应包括 E1、E2、v12、v22、G12、G22。

由于 2个非成型方向组成的材料参数面为各向

同性面，因此面内的弹性模量、泊松比和剪切模量符

合广义胡克定律，有如下关系式

G22=
E2

2（1+v22）
（1）

因此，金属橡胶的独立材料参数仅有 E1、E2、v12、

v22、G12，确定这 5 个参数，就可以建立仿真计算所需

的模型。

1.2 参数确定方法

采用准静态压缩试验测试金属橡胶标准试件在

各不同材料方向上的力学性能，试验采用斜坡位移控

制方法，每秒应变加载 0.001。以相对密度为 0.21，几

何尺寸为 20 mm×20 mm×20 mm的金属橡胶构件

为例，给出试验设备及试件，如图 1所示。根据试验测

试结果，不同方向上弹性模量随应变的变化曲线如图

2所示。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曲线，得到弹性模量随

应变的函数关系式

E1=

1.18 （着1≤6%）

0.432+0.707着1-0.214着1

2
+0.028着1

3

-0.00155着1

4
+3.221×10-5着1

5
（6%<着1≤24%）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2）

E2=
6.1 （着1≤1%）

5.325+0.7766着2 （1%<着1≤6%）
嗓 （3）

在不同方向上受载时，测得各泊松比随应变的变

化曲线，如图 3所示。经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其分别

随应变变化的关系式

v12=
-1.89着1+0.04 着1≤2.7%

0.3着1-0.02 着1>2.7%
嗓 （4）

v22=
0.02 着2≤2%

4.62着2-0.068 着2>2%
嗓 （5）

在成型方向上受载时，剪切模量随应变的变化关

系曲线如图 4所示。曲线拟合后得到其随应变变化的

图 1 准静态试验设备及正方体试件

图 2 各弹性模量随应变变化曲线

（a）E1

（b）E2

force
sensor

dial gau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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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式

G12=0.223+0.354着1-0.107着1

2
+0.014着1

3
-

7.677×10-4着1

4
+1.587×10-4着1

5
（6）

在确定金属橡胶材料力学性能参数时，按照横向

各向同性材料模型确定，即给定以上各参数表达式，

并将表达式中的应变与材料模型在不同方向上的应

变一一对应。

2 有限元仿真模型与计算方法

2.1 仿真计算模型

基于 ANSYS有限元软件，采用 solid185单元，分

别针对立方体件(20 mm×20 mm×20 mm)和环形件

(内 /外径 100 mm/116 mm，厚度 10 mm)，建立金属橡

胶的仿真计算模型，如图 5所示。材料参数按各向异

性材料模型确定，各方向力学性能参数按 1.2节中由

力学性能试验拟合的表达式给定。

2.2 计算流程与方法

模拟金属橡胶静态受压过程时，利用循环计算过

程，将加载（或卸载）过程分为多个计算步，根据上一

步的计算结果修正模型中的材料参数，更新弹性模

量、泊松比和剪切模量，形成新的总刚度矩阵、质量矩

阵和载荷向量，并进行下一步循环计算，计算流程如

图 6所示。采用 APDL语言编写计算程序，实现以上

计算过程。

（a）淄12

（b）淄22

图 3 各泊松比随应变变化曲线

图 4 剪切模量 G12随应变变化曲线

（a）Cube （b）Ring

图 5 算例模型

图 6 增量加载法计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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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立方体件的受压过程仿真

3.1 不同方向受压过程

对金属橡胶立方体件在成型方向和非成型方向

上的受压过程分别进行仿真计算，模拟其加载过程，

并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3.1.1 成型方向

模拟金属橡胶立方体件在成型方向受载时，采用

增量加载法对静态加载过程进行模拟，加载至应变为

24%左右，计算输出力 -位移曲线，如图 7所示。从图

中可见，在 24%应变范围内，仿真计算得到的力 -位

移曲线与试验实测曲线吻合度高，计算结果较为精

确。在金属橡胶受压过程中，仿真模拟的压载荷 -位

移曲线与试验实测曲线的误差值呈现先增大后减小

的趋势。仿真模拟全程误差在 8%以内。

3.1.2 非成型方向

模拟金属橡胶立方体件在非成型方向上加载时，

采用增量加载法计算输出的力 -位移曲线如图 8所

示。从图中可见，在非成型方向加载至 6%应变范围

内，仿真计算结果与试验所得曲线吻合度也较高。从

误差分布来看，在小载荷、小应变阶段误差较大，而当

载荷增大后则误差明显减小。在仿真模拟的全过程

中，误差均在 10%以内。

3.2 约束状态的影响

为研究约束状态的影响，对立方体件在成型方向

上的受压过程进行深入研究，改变模型及试验件的侧

向约束状态，并对仿真和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3维立方体件在成型方向受压时，承载面为各向

同性平面，因此侧面约束有 3种状态，即无侧向约束、

两侧约束（仅在 1个非成型方向上约束）和四周约束

（在 2个非成型方向上均施加约束），如图 9所示。

对应 3种约束状态，在所建立模型上施加对应的

位移约束，经计算得到所施加的力和相应的位移曲

线，如图 10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同样大小的压力下，

无侧向约束时得到的位移最大，两侧约束时略有减

小，而当四周均被约束时则所得位移值明显减小。在

加载初期（位移小于 3 mm时），3条曲线的差别不大，

而随着应变进一步增大，3 条曲线的差距也逐渐增

大。同时，当仅有 1个非成型方向被约束时，力 -位移

曲线仅有极小幅度偏移，而当 2个非成型方向均被约

束后，曲线则有较为明显的向上偏移，宏观表现出刚

度的非线性增大更加剧烈。

相同规格的试验件在不同约束状态下的试验结

果如图 11所示。从图中可见，当金属橡胶立方体件的

侧面存在约束时，其压力 -位移曲线发生偏移。约束

图 7 成型方向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

图 8 非成型方向计算结果与试验对比

（a）No constraint （b）Double sides

constraint

（c）Four sides

constraint

图 9 金属橡胶模型约束状态（成型方向受压）

图 10 带约束 3D模型在成型方向的力 -位移曲线

Non-molding
direction

Non-molding
direction

Non-molding
direction

Non-molding
direction

Non-molding
direction

Non-molding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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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为两侧约束时，曲线相对无侧向约束时偏移量并

不大；而当立方体件的四周均被约束时，其压力 -位

移曲线发生明显偏移。此规律与仿真计算结果一致，

验证了仿真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为进一步定量评估仿真计算模型的精度，取约束

状态为四周约束的仿真与试验曲线，对其刚度进行分

析。二者的刚度对比及误差分布如图 12所示。从图中

可见，在加载的初始阶段，仿真模型的刚度低于试验

实测刚度，误差值为 25%左右。随着加载应变的增

加，二者的相对误差略微增加，在应变值达到 10%之

后，仿真计算模型的相对误差迅速减小。在 20%应变

范围内，采用有限元仿真计算模型得到的预估刚度

值，其相对误差在 30%以下。

4 环形件的径向受压过程仿真

对金属橡胶环形件进

行有限元仿真计算时，在

第 2.1 节所建立金属橡胶

环形件模型的基础上，在

其内部建立刚性环，用以

模拟实际工作状态下的鼠

笼轴颈或在试验环境下的

加载轴。如图 13所示，金

属橡胶环与刚性加载环之间建立接触对单元，摩擦系

数取 0.15。在加载时，在金属橡胶环外表面施加径向

约束，径向压载荷以集中力的形式施加在刚性环上，

并由接触对传递至金属橡胶环。

按照金属橡胶环形件在实际使用中的特点，将承

载方向定义为非成型方向，轴向定义为成型方向，材

料参数按横向各向异性材料模型确定。金属橡胶环在

径向加载时，经有限元仿真计算和试验测试获得其压

力 -位移曲线，如图 14所示。

对图 14计算得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金属橡

胶环在 8%应变范围内的刚度，如图 15所示。从图中

可见，当金属橡胶环形件在径向方向受压时，其加载

过程刚度随应变的增大逐渐上升，但仿真计算所得刚

度与试验实测刚度相比偏小，相对误差随加载应变的

增大而逐渐减小，在加载范围内均处于相对误差

25%之内。仿真计算误差的主要来源是，在计算中为

提供求解效率和收敛性，并未考虑几何变形非线性带

来的影响，因此有限元计算结果的变形值整体偏大，

进而带来刚度偏小。

5 结论
（1）在立方体件无约束自由状态下，采用所建立

的模型和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与试验测试结果吻合。

仿真模拟曲线与试验实测曲线相比，无论是在成型方

图 11 试验实测带约束金属橡胶件的试验力 -位移曲线

图 12 四周约束状态下仿真与试验所得刚度与误差分布

图 14 金属橡胶环径向压力 -位移仿真与试验结果对比

图 15 金属橡胶环的径向刚度及误差分布

图 13 金属橡胶有限元

模型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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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受压还是非成型方向上受压，相对误差均在

10%以内。

（2）对于带有侧面约束的立方体件，约束会造成

其加载过程中刚度增大，约束的自由度越多，则刚度

的增加幅度越大。采用本文建立的模型和计算方法得

到的结果与试验测试结果相比，刚度的相对误差在

30%以内。

（3）对于金属橡胶环形件，在其径向受压时，采用

本文建立的模型和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与试验测试

结果相比，刚度的相对误差在 25%以内。

本文所建立的金属橡胶有限元模型和仿真计算

方法能充分反映金属橡胶材料的横向各向同性和应

变相关性的非线性特征，适用于带有复杂结构形式金

属橡胶的机械结构的静力学计算，并具有较高的求解

精度。在后续研究中，将进一步考虑金属橡胶的阻尼

特性，发展适用于动力学的仿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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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半物理模拟试验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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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半物理模拟试验在发动机控制系统研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鲜有文献对国内外半物理模拟试验的应用情况、技术

特征进行总结提炼。结合科研实践和相关文献，分析了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开展半物理模拟试验的必要性、控制系统的复杂性和国

外标准规范要求开展半物理模拟试验的必须性，介绍了半物理模拟试验的基本组成和原理，回顾了国外半物理模拟试验的开展情

况，并对国内半物理模拟试验在科研、批产过程中的应用进行说明。结合工程实践和国外研究成果，总结了半物理模拟试验环境的

关键技术，指出了半物理模拟试验技术深化的方向。

关键词：半物理模拟试验；控制系统；集成试验；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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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f closed-loop bench testing of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Pan Li-jun1袁 Sun Zhi-yan1袁 Yang Hui-min1袁 Wang Pei-dong2

渊1. AECC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 WuXi 214063; 2 Consumer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Air Force in Wuxi, Wuxi 214063冤
Abstract: Closed-loop bench test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ngine control system development,but few papers discussed and

summarized the practice and technology of closed-loop bench tes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closed-loop bench test of engine
control system, the complexity of control system and foreign standard specification all require closed -loop bench test.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closed-loop bench test abroad, and introduces the basic composition and principle of closed-loop bench test, describes the
application of domestic closed-loop bench tes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batch production process. Combined with engineering practice and
research on foreign situation, summarizes the key technology of closed-loop bench test environment,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of closed-
loop bench tes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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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半物理模拟试验是在控制

系统装机前，在试验室环境下构建系统安装和工作条

件，集成控制系统部件，与发动机数学模型构成闭环

运行的仿真试验，试验中控制系统部件如电子控制

器、液压执行机构、传感器等是真实的（物理的），发动

机是虚拟的（数学模型），故称为半物理模拟试验。国

外相关文献一般称作闭环试验台试验（closed-loop

bench test）或湿设备试验（wet rig test）。

由于在真实发动机上开展控制系统的功能和性

能验证风险、成本很高，国际发动机行业标杆企业如

PW、RR等公司，均建有功能完善的半物理模拟试验

器，并将半物理模拟试验视为控制系统综合与验证中

的关键环节之一。半物理模拟试验对于充分验证系统

功能性能，降低系统研制风险和成本有着重要作用。

由于国内开展控制系统自主研制和半物理模拟

试验起步较晚，对半物理模拟试验的技术积累较少，

在科研实践中半物理模拟试验结果常与发动机试验

结果存在差异，一些在发动机上出现的控制系统问题

难以在半物理模拟试验中复现，影响了半物理模拟试

验的效果。而对于国外半物理模拟试验的应用情况和

技术特征，目前鲜有文献进行归纳介绍。本文分析了

开展半物理模拟试验的必要性，介绍国内外半物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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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试验发展和应用情况，结合国内工程实践梳理半物

理试验的关键技术，并提出未来半物理模拟试验技术

深化的方向。

1 半物理模拟试验的必要性

发动机控制系统始于 20世纪 40年代简单的液

压机械燃油控制系统，先后经历了初始阶段、成长阶

段、电子阶段和综合阶段，现已发展到全权限数字电

子控制（FADEC）技术。随着飞行包线的扩展和发动

机控制功能的发展，系统控制的复杂性也大大增加，

发动机控制系统的控制变量也从早期的单个变量扩

展到如今的 10多个变量[1]。

20世纪 70年代以前，由于缺乏仿真验证手段，

发动机控制系统的设计验证常常要在发动机试车和

试飞中完成，很多控制系统的功能、逻辑在试验后要

调整，使得控制系统研制滞后于发动机研制。此外，一

些功能如全飞行包线内的故障模式和检测、故障运行/

故障安全性能的验证难免带来试车试飞风险。

针对传统研制流程存在的问题，PW公司采用仿

真技术加速控制系统研制进程，并提出了仿真技术需

要解决的问题：（1）保证发动机数学模型及控制系统

仿真模型的高置信度；（2）在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始终

按最新状态及时更新模型；（3）保证所有的仿真是匹

配的[2]。

在工程实践中，确保所有仿真模型的高置信度和

及时更新存在很大难度，因此集成控制系统实物部件

的半物理模拟试验成为不可或缺的验证方式。通过开

展半物理模拟试验，可以实现控制系统和发动机的并

行开发和验证，大大降低控制系统功能、性能调试的

成本，完成在试车试飞中难以验证的故障处理、对象

拉偏等高风险的科目验证。

由于半物理模拟试验的重要作用，“GJB-4053航

空发动机数字电子控制系统通用规范”等国内标准提

出了开展半物理模拟试验的要求，而美军标准的相关

说明更为具体。如美国“JSSG-2007B航空发动机设计

规范”[3]对控制系统试验提出：“FADEC（包含燃油系

统）应当在 1个包含发动机实时动态模型的试验台上

集成试验以证明对发动机的控制能力；要验证控制系

统在包线范围内（地面、高空）从起动到最大加力状态

下的功能和性能；如果可能，还应当通过飞机模拟器

验证发动机的控制模式和飞推综合控制模式。”

美国 2004年发布的“MIL-STD-3024 推进系统

完整性大纲”明确指出，“开展系统集成开发要采用半

物理试验设备；并指出需要开展几类试验，如控制系

统开发、燃油系统集成、故障注入、故障检测和故障处

理等；半物理模拟试验的需求应该在初步设计评审

（PDR）前就进行识别，并与各部件供应商达成一致，

在研发过程中应该使用半物理试验的数据来不断更

新部件模型[4]”。

2 半物理模拟试验基本组成与原理

半物理模拟试验的基本组成（如图 1所示）包括

发动机控制系统参试件、安装台架、物理效应设备、发

动机模型计算机、传感器模拟装置、操纵模拟装置等。

半物理模拟试验的基本原理是：安装台架和物理效应

设备为控制系统的泵、计量装置等燃油、作动附件提

供安装、传动、供油、负载等模拟发动机工作环境；发

动机模型采集控制系统的控制量包括流量、变几何位

移等参数，计算发动机当前状态值；电子控制器根据

油门杆等操纵指令计算发动机控制的目标值；根据目

标值和当前状态值的偏差计算燃油流量、变几何位置

等控制量的给定，从而实现实体的发动机控制系统与

虚拟的发动机数学模型构成闭环运行。

控制系统参试件一般包括电子控制器、燃油泵、

燃油计量装置、作动装置、传感器等。部分传感器如温

度传感器由于集成真实传感器并施加真实物理效应

较为困难，一般采用传感器模拟装置进行模拟；安装

图 1 半物理模拟试验基本组成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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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架为参试的泵、燃油附件等提供与发动机接近的安

装接口和支撑条件；物理效应设备为发动机控制系统

参试部件提供模拟发动机条件的工作环境，包括供油

系统、传动系统、作动负载模拟系统、燃烧室压力模拟

系统等；发动机模型计算机用于运行发动机实时数学

模型，根据采集到的控制系统的控制量如流量、作动

系统位移等计算发动机输出状态；传感器模拟装置对

于受条件制约不能参与试验的传感器，如温度、压力、

振动等传感器，根据发动机模型运算的输出值采用信

号模拟的方式为电子控制器提供模拟输入；操纵模拟

装置用于模拟飞机对发动机的操作接口和人机界面，

如油门杆、开关、信号灯、通讯接口等。

3 国外半物理模拟试验的应用

国外发动机控制系统研发普遍采用了半物理模

拟试验验证。

早在 20世纪 60 年代，Vickers公司就设计了用

于燃油调节器验证的的半物理模拟试验器，由于当时

计算机技术还不够成熟，试验器使用模拟电路模拟发

动机动态特性控制燃油泵转速，并模拟了燃油调节器

的出口压力[5]。

进入 20世纪 7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半物理模拟试验开始采用基于数字计算机的实时仿

真技术，大大增强了半物理模拟试验的能力。如 PW

公司 FADEC系统配装 F-15飞机试飞前，开展了 677

h的半物理模拟试验，验证了 2套用于交付发动机的

控制系统，在试验中分别采用常温燃油和高温燃油进

行了海平面和高空点的动态试验，并且开展了大量故

障检测和处理逻辑的验证，大大降低了系统研制成

本，缩短了研制周期[6]。

PW公司于 20世纪 70年代末建成的用于 F100

等发动机控制系统的半物理模拟试验环境，其原理如

图 2所示。

根据相关文献披露，该半物理试验环境具有以下

功能特点[2]：

（1）具备模拟包含飞发接口的完整推进系统在全

工作范围的实时仿真能力；

（2）可工作在纯分析设计模式下或组合控制系统

硬件进行闭环试验；

（3）可测试单个部件、完整控制系统，或者部分仿

真替代的控制系统；

（4）试验环境具备各种能对系统功能性能产生影

响的物理效应。例如采用真实的空气涡轮起动机，采

用计算机控制作动器的负载，为了验证燃油在高温总

管中的蒸发现象对加力系统工作的影响，使用真实的

加力燃烧室喷嘴架，并模拟喷嘴架工作温度等；

（5）试验设备具备模拟控制对象动态特性能力，

例如其对气压动态的模拟速度达到了 8 Hz，采用小

惯量电机带动转速传感器；

（6）具备故障模拟和频响分析功能。

PW公司在其用于黑鹰直升机的功率为 2207 kW

涡轴发动机控制系统验证中，进行带飞行模拟器的半

物理模拟试验，通过引入人在回路的仿真器，可以验

证机动飞行时控制系统性能对飞行操纵的影响[7]。

GE公司在对 F404发动机控制系统验证中，半物

理模拟试验被用来进行 2000 h的燃油 /滑油系统部

件寿命评估，试验构型中不仅包括燃油系统部件，还

包含滑油系统部件，对燃油系统部件施加了空气温度

和燃油温度的极限环境效应，并开展了 750 h的模拟

任务耐久性试验[8]。

英国 RR 公司在对其半分布式控制系统开发验

证中，使用了 Woodward公司半物理试验设备对燃油

喷嘴背压进行了模拟，主要试验内容包括动态试验和

故障注入试验等。研发人员对半物理试验结果和仿真

结果进行了对比，并对试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试车风

险分析[9]。

德国 MTU公司在对 EJ200发动机矢量控制系统

验证中，采用了半物理模拟试验验证，并通过试验验

证作动系统模型[10]。在对 TP400涡桨发动机数控系统

验证中，采用干设备（dry rig）和湿设备（wet rig）2类设

备进行验证，采用干设备实现硬件在回路的仿真验

证，测试中只有控制器是真实的，而采用湿设备集成

真实的燃油系统部件和部分传感器，将干设备和湿设

备组合后可进行半物理模拟试验[11]。图 2 PW公司半物理试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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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内半物理模拟试验的应用

4.1 系统研发阶段半物理模拟试验的应用

国内发动机全权限数控系统研究起步于 20世纪

80年代。从 1987年开始列为预先研究项目，在项目

初期就通过半物理模拟试验验证系统功能性能；1996

年开始历时 1年半，在半物理模拟试验台上共完成

14种故障模式及组合模式的故障模拟试验、19个高

空点的功能和性能模拟试验和模型拉偏试验，控制系

统的稳定性、可靠性得到大幅度提高[12]。

2002年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技术试飞验证后，

大量在研发动机开始采用全权限数控系统，对半物理

模拟试验器的需求也大大增加，近年结合项目研制需

求，已建立了多个具备不同发动机数控系统特征的半

物理模拟试验器，包括涡轴、涡桨、非加力涡扇、加力

涡扇等。这些试验器在数控系统开发验证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如某型加力涡扇发动机数控系统在设计定型

前开展了 800 h以上的半物理模拟试验，某型涡轴发

动机数控系统在设计定型前开展了超过 6000 h的半

物理模拟试验。

国内发动机控制系统研发遵循分级设计、分级综

合验证的 V字流程。

在控制系统设计阶段，系统和部件模型还只是初

步模型，缺乏实际工程数据的验证；进入集成验证阶

段后，通过开展部件试验可以获取一部分部件数据，

但由于部件试验环境与真实状态存在差异，其试验数

据还不足以完整对系统模型进行校核。在半物理模拟

试验中，由于系统架构完整，通过开展针对性的动态性

能测试，可以提取较为准确的系统和部件的动态模型，

一方面可用于更新回归桌面仿真模型，另一方面，半物

理模拟试验中提取的控制回路模型可用于故障诊断。

在系统分级综合验证的流程中，一般顺序为部件

试验、电子控制器在回路的 HIL仿真试验、集成所有

控制系统部件的半物理模拟试验、台架试验、飞行试

验等。由于半物理模拟试验是控制系统在装发动机前

最后 1级试验，并且试验组成最为完整，因此半物理

模拟试验也成为控制系统研制单位最为完整的验证

基线，通过与部件试验、HIL仿真试验进行数据对比

和校核，可以促进部件试验、HIL试验的基线对准。

4.2 批生产阶段半物理模拟试验的应用

半物理模拟试验不仅用于发动机控制系统研发

阶段的验证，在产品设计鉴定后的生产阶段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由于国内发动机数控系统还未走完从设

计、生产、使用、维护到退役的完整生命周期，对于控

制系统及其部件的完整容差指标还在不断完善中，通

过半物理模拟试验可积累系统部件匹配性能数据，帮

助发现部件匹配异常和系统功能性能偏离，降低交付

质量风险，并进一步完善系统部件的性能验收指标，

为实现系统产品的生产定型提供支撑数据。

某型航空发动机数控系统自 2011年小批量生产

至今累计交付数百套，在此过程中，半物理模拟试验

对发动机交付及外场正常使用发挥了以下重要作用：

（1）可有效抑制问题延伸到外场。虽然参与半物

理试验的各部件均已通过部件验收，但组成子系统或

全系统后的性能依然存在超差的可能，例如转速采集

超标、油针位移采集超标、低温供油特性超标等，在某

型数控系统生产中，每个月都有数套产品需经过调整

才能满足系统集成要求。

一方面由于系统性能取决于相互匹配的部件指

标，分配给部件指标往往预留一定容差，当单套系统

中多个部件同时出现容差接近极限时，系统性能极可

能超标；另一方面受制于当前的技术水平，部分系统

性能只有在系统集成后才能检查，部件生产阶段无法

有效控制。通过半物理试验提前发现匹配问题并解

决，可有效降低因数控系统问题对发动机交付试车的

影响，保障发动机交付。

（2）可快速定位并解决外场故障。遵循新装备交

付初期故障多发的客观规律，交付前 3年某型数控系

统在主机及部队共发生故障 182起，外场故障发生

后，如缺少半物理模拟试验环境，必须在发动机或飞

机上进行故障定位，而限于测试、验证条件，故障定位

效率将极大降低。同时，针对外场发生的故障，通过完

善半物理模拟试验方法，可防止同类故障再次发生。

例如通过在生产试验中补充了低电压工作能力检查

试验，提前在生产环节发现并排除了控制器和燃油泵

调节器电磁阀匹配问题。

（3）可有力保障产品外场服务工作。在数控系统

使用维护中，因发动机或飞机原因返修属于常规工

作，通过半物理模拟试验可完成数控系统级检修，简化

了部件和发动机工作，检修后数控系统可提供与产品

出厂交付及发动机交付试车对比的数据，有效支撑外

场服务人员及部队机务人员决策，提高装备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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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半物理模拟试验环境的关键技术

完整而又先进的试验环境是半物理模拟试验有

效开展的前提条件。根据国内工程实践和对国外半物

理模拟试验开展情况的研究，简要介绍半物理模拟试

验环境的关键技术。

5.1 高置信度发动机模型

为了保证闭环试验性能的准确性，应当用实际试

车数据校核修正发动机数学模型，同时还应对发动机

模型软件运行进行实时性测试。对于起动、熄火、高

空、放气等状态，发动机模型也应保证一定的精度，以

保证验证结果的合理性。

5.2 安装台架及效应模拟技术

5.2.1 安装型架及机械传动机构

试验中控制系统部件安装定位和互联管路应参

考真实发动机，公开披露的 F119、TP400等发动机半

物理模拟试验均采用 3维安装的布局，各部件连接的

管路也与真实发动机近似。对于导叶、喷口等作动筒

的安装，应考虑作动筒的机械传动机构形式及传动系

数与发动机一致，安装机构应具备足够的强度和支撑

刚度[13-14]。

5.2.2 传动系统

传动系统用于为燃油泵、交流发电机等控制系统

部件提供传动动力。如有多个试验件需要传动，需要

考虑传动齿轮箱的结构与安装型架的兼容性。对传动

系统稳态和动态性能均有较高要求，动态特性应明显

优于发动机的转子动态。

5.2.3 燃油供油系统

燃油供油系统应当具备模拟飞行包线内的燃油

温度的供油能力，供油温度的控制应当保证一定的精

度。燃油供油系统的供油压力和回油压力可根据发动

机工作指标进行调节。

5.2.4 背压模拟技术

背压模拟主要包括主燃烧室和加力燃烧室的背

压模拟。其目的是解决半物理模拟试验时燃烧室压力

环境差异的问题。在工程实践中，常用压气机后压力

及涡轮后压力近似作为主燃烧室和加力燃烧室的背

压指令值，通过背压模拟装置调节主燃油及加力燃油

的计量管路出口压力值。

5.2.5 作动加载技术

作动系统负载需要考虑全飞行包线内的气动载

荷特别是极限条件下的载荷，对于喷口作动系统、矢

量作动系统等复杂的执行机构，还应考虑模拟作动机

构的惯性负载和摩擦负载。采用力闭环的作动加载系

统要能够在作动系统的各种工作条件下抑制多余力。

5.2.6 气压模拟技术

带液压机械备份功能的发动机控制系统通常具

备气压敏感元件，部分电子控制器内部集成了压力传

感器，因此半物理试验环境需要具备气压模拟装置。

气压模拟要有足够的动态性能，并考虑发动机控制部

件的安全保护[15]。

5.2.7 加力燃烧室环境模拟技术

基于高空加力点火过程的复杂性，PW公司在半

物理模拟试验中进行了加力燃烧室的环境模拟，在试

验环境中，直接采用发动机的喷嘴架，置于 1个油箱

中，油箱的环境压力和喷嘴架的金属温度通过计算机

控制以复现飞行中的发动机状态，可以模拟高空状态

燃油填充时的蒸发效应，从而对控制进行优化。

5.3 飞机 -发动机接口模拟技术

发动机控制系统与飞机通过总线、离散量等信号

进行交联。为了评估系统设计对飞机的影响，需要对

飞发接口进行模拟。一些先进飞机设计了飞发一体化

控制，这种情况下还应包含飞机动力学模型和模拟座

舱，如有条件还应通过人在回路的方式评估发动机的

控制品质。

5.4 传感器信号仿真技术

随着控制系统由液压机械式向数字控制转变以

及信号仿真技术的成熟，在半物理仿真试验中对发动

机参数模拟开始从真实物理效应的模拟转为通过电

子技术模拟传感器信号，以降低试验成本，同时避免

由于物理效应装置的复杂和不稳定性给仿真结果带来

的偏差。传感器信号仿真装置应具备足够的稳态和动

态精度，电气负载特性应能支持控制器 BIT检测功能。

5.5 数据采集与处理技术

试验中的关键参数如燃油流量等应确保测量的

精度，数据采集应能根据测试需求设置合适的采样速

率，以研究被试对象的稳态和动态特性。数据处理应

能对环节的动态、静态特征值、系统响应、系统稳定性

能、故障及故障瞬态等，按特定的性能准则和指标进

行在线或离线处理，为系统性能的评定提供定量的试

验分析结果。

5.6 故障模拟技术

故障的检测、隔离和处理是发动机控制系统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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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功能，也是半物理模拟试验的重要内容。半物理模

拟试验需要尽可能完整地模拟实际工作中可能出现

的软故障、硬故障模式，充分验证系统安全性。

6 结束语

航空发动机控制的高复杂性和风险使得发动机

数控系统的研制离不开大量仿真试验的支持，而半物

理模拟试验已成为当今发动机数控系统研制必不可

少的重要手段，其试验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控制

系统的研制水平。半物理模拟试验是综合机械、液压、

电子、仿真、测试等专业的多学科复杂试验，国内经过

近 30年的发展，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半物理模拟

试验设施，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未

来需要在效应模拟的完整性、状态覆盖度、仿真模型

的置信度等方面深化技术研究，提升半物理模拟试验

的置信度和完整性，为发动机控制系统研制提供有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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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风扇叶片动应力测量试飞

陶 冶 1，田 琳 1，解梦涛 1，宋振海 2，李兴海 2

（1.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西安 710089；2.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给风扇叶片设计验证和改进提供依据，针对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风扇叶片的结构特点和振动强度设计要求，获取

了飞行中发动机风扇叶片的振动特性，对风扇叶片振动强度进行了仿真分析，并将分析结果应用于测试方案设计，对飞机和发动机

本体进行了改装，建立了飞行试验方法。基于充分的技术准备，完成了国内首次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风扇叶片动应力测量试飞，填

补了国内试飞领域的技术空白，掌握了发动机风扇叶片动应力测量试飞技术，为中国开展航空发动机转子叶片动应力测量的研制

试飞和适航审定试飞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动应力；测量试飞；风扇叶片；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4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7.03.01 3

Flight Test on Fan-blade Vibration Stress of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
TAO Ye1袁TIAN Lin1袁XIE Meng-tao1袁SONG Zhen-hai2袁 LI Xing-hai2

渊1. Chinese Flight Test Establishment袁Xi'an 710089曰2.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冤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s and vibration strength requirements for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 vibration

characters of the fan blade of an engine in flight were obtained, which provides data for design verification and modification. Simulation
analysis of vibration characters of fan blade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result of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test project design, major refit was
carried out in some aircraft and engine, and flight test method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adequate technical preparation, domestic first flight
test on fan-blade vibration stress of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 was completed, which fills the blank of technology in flight-test field
in China. Technology of flight test on fan-blade vibration stress of a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 was mastered, which lay the basis for
implementing development and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flight tests on rotor-blade vibration stress of an aeroengine in China.

Key words: vibration stress曰flight test; fan blade曰 high bypass ratio曰turbofan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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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强度验证与使用寿命评定一直是航空发动机设

计验证与改进改型的关键环节[1]。根据国外权威机构

统计，航空发动机故障中约 60%～70%是结构强度故

障，其中，又以叶片故障比例最高、危害最大[2]。燃气涡

轮发动机高周疲劳引发的事故约占总事故的 10％

~40％，在民机维修中，因高周疲劳导致的故障约占

5％[3]。美国对飞机事故进行调查统计发现，风扇和压

气机叶片结构强度故障（吞鸟事故和高周疲劳）是导

致发动机空中停车的最主要原因之一[4]。

风扇叶片尺寸大，又处在发动机最前沿，受发动

机工作环境影响最敏感，损伤频次、故障模式繁多，一

旦发生结构强度故障，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另外，

为了减振，风扇叶片普遍采用凸肩设计[5]。带凸肩叶片

的振动特性除了受到叶型、材料等常规因素影响外，

凸肩之间的挤压和摩擦也会影响到叶片的自振频率

和应力分布，这种挤压和摩擦很难预测和计算，而飞

行中大气环境温度、飞行过载等因素都会对叶片振动

特性产生重大影响，导致风扇叶片振动特性难以预

测。因此，有必要开展发动机风扇叶片动应力的测量

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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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世纪 50代开始，美国 NASA、Wright空军实验

室、GE、PW、俄罗斯 NIAT、欧洲 EASA、法国 SNECMA

和 CFM、英国 RR公司等许多研究机构先后在发动机

转子叶片动应力测量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试

验与分析工作[6]。到 80年代中期，国外转子叶片动应

力测量技术已臻成熟[7]，并已形成各自的通用规范，均

明确规定了有关风扇转子叶片动应力测量的相关条

款和评价标准。

1995年，美国开展了 F110系列发动机的转子叶

片振动特性研究[8]。欧洲对 EJ200发动机压气机叶片

动应力进行了飞行测试，以详细了解叶片的振动特性

和载荷状况。配装波音 757-200飞机的 RB211-535C

发动机在适航取证试飞中进行了风扇叶片动应力测

量。前苏联对图 -204飞机装备的ПС-90А发动机

风扇叶片动应力也进行了测量试飞。美国 PW公司在

研制 F100发动机时积累了大量经验：转子叶片的振动

应力和喘振应力的研制都必须参照振动应力准则[9]。从

国外发动机研制试飞经验可知，转子叶片动应力测量

是转子叶片设计验证、改进、寿命和可靠性评估不可

或缺的依据，是发动机故障诊断和排故的重要手段。

中国于 20世纪 60年代初开展了叶片应力测量

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研发应变计、粘贴技术和保

护涂料上[10]。60年代中期，开始摸索研制滑环引电器，

以解决转静子信号传输问题，并开展少量的压气机试

验[11]。近年来，科研院校和发动机设计单位在压气机、

涡轮转子叶片和轮盘振动应力、温度测量领域开展了

大量的理论研究、部件试验和台架试验。随着中国军

民用发动机出现转子结构故障，转子叶片动应力测量

试飞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大尺寸风扇是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特有结构，

例如，CF34-10系列发动机风扇叶片直径约 1.42 m，

Д30发动机风扇叶片直径约 1.45 m，TRENT900的风

扇工作叶片直径约 2.94 m。大尺寸风扇叶片承受着强

大的离心力、振动和气动等复杂载荷的共同作用。作

为发动机进口第 1级转子叶片，进气畸变也会对风扇

叶片施加巨大的激振力[12]。因此，有必要开展大涵道

比涡扇发动机风扇叶片动应力的测量试飞及相关技

术研究，对风扇叶片振动强度进行仿真分析，设计测

试方案，建立飞行试验方法并开展验证试飞。

1 叶片动应力测量方法

1.1 测试方案

目前，国外在发动机转子叶片动应力测量中，普

遍将仿真分析结果作为测试方案设计的依据。而中国

主要在发动机发生转子叶片失效后开展转子叶片的

动应力测量试验。在设计测试方案时，普遍以叶片断

裂或裂纹萌生区域作为布置测点的依据。

针对大展弦比带凸肩风扇叶片的结构特点，开展

了风扇叶片的静强度和振动模态仿真分析，结果如图

1所示。图中左为叶背，右为叶盆，圆圈标识了风扇叶

片应力相对较大的区域，分别位于凸肩上缘、下缘、叶

根和榫头上缘等 8处位置[13]。参考风扇叶片振动疲劳

（a）离心径向应力

（b）第 1阶振动相对应力

-275.853
-164.359
-52.865
58.620
170.122
393.11
504.604
616.098
727.592

0.045732
88.253
176.46
264.667
352.874
441.081
529.288
617.496
705.703
793.91

（c）第 2阶振动相对应力

0.046441
219.738
439.429
659.12
878.812
1099
1318
1538
1758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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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报告的结论：凸肩下缘另 2个位置出现应力集中

现象，最终选取风扇叶片表面 10处位置作为应变计

测点，如图 2所示。考虑应变计易损坏等潜在风险，选

取 20片风扇叶片进行测试（沿圆周对称的 2个叶片

为同一测点位置，互为备份）。

发动机转子叶片的动应力测量属于旋转件载荷

测量[14]，测量的难点是信号的传输方法。旋转件信号

的传输方法一般采用刷环引电器、水银引电器和无线

电近距遥测，目前较为可靠和先进的信号传输方法是

无线电近距遥测[15]。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风扇叶片动

应力测量即采用数字式无线电近距遥测系统，可分为

旋转部分和静止部分，结构组成原理如图 3所示。

风扇叶片动应力遥测系统的工作原理如下：应变

计将感受到的应变信号经由引线传输给遥测盘采集

端，通过遥测盘内集成的应变信号调理 /发射模块将

电信号转变为数字信号，利用转子天线与静子天线之

间的电磁感应进行信号交互和对遥测系统进行感应

供电；感应电源激励器将供电电流输出给适配器，由

适配器对静子天线进行电磁感应调节，转子天线将感

应电压输出给遥测盘供电接口；使用直流电源给射频

信号放大器供电，数字信号经过射频信号放大器放大

后，通过电源 /信号线缆传输给接收机，接收机将接

收到的数字信号解调后，以模拟电压形式输出给采集

记录器存储；控制计算机控制遥测系统的全部工作过

程，并进行遥测系统工作状态监视。

1.2 发动机改装方案

风扇叶片动应力遥测试验设备在发动机本体的

改装涉及发动机静子件及旋转件内部改装，为了实现

遥测系统的实时监视控制和数据采集记录，还需要对

飞机本体进行改装。经过与设计单位充分协调，根据

发动机和飞机的结构特点，设计了遥测系统在发动机

和飞机本体的改装方案。遥测盘和转子天线安装在风

扇盘腔内部，静子天线安装在 1#轴承座上，接收机、

感应电源激励器和采集记录器安装在飞机机舱内，这

2部分通过预埋长 40 m的信号引出线 /供电线连接，

飞机本体的改装方案如图 4所示，发动机本体的改装

方案如图 5所示。

（d）第 3阶振动相对应力

图 1 风扇叶片振动强度仿真分析结果

图 2 应变计布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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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遥测系统结构原理

旋转部分

遥测盘（3）
射频信号放大器（6）

静止部分
接收机（11）直流电源（10）

控制计算机（13）电源 /信号线缆（9）

感应电源激励器（8）适配器（7）

静子天线（5）转子天线（4）

引线（2）

应变计
（1）

采
集
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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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飞机本体改装方案

遥测盘 /转子天线 /静子天线 电源 /信号线缆

接收机 /电源激励器 /

采集记录器

被试发动机

射频信号放大器

/适配器

0.125316
398.629
797.133
1196
1594
1993
2391
2790
3188
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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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飞行试验方法

中国尚未开展过发动机风扇叶片动应力的测量

试飞，没有现成的试验方法和相关经验可循。基于地

面试验获取的风扇叶片振动特性的普遍规律和其它

旋转件载荷测量项目的经验，确定飞行试验点分布，

如图 6所示。

飞行试验方法如下：

（1）在飞机使用包线内，选取不同高度、不同速

度的状态点进行发动机过渡状态飞行试验，发动机

状态覆盖最小至最大推力状态，测量发动机风扇叶

片动应力试验数据，同时记录发动机工作参数和飞

机飞行参数；

（2）在飞机使用包线内，选取不同高度、不同速度

的状态点开展机动飞行试验、平飞加减速试验，测量

发动机风扇叶片动应力试验数据，同时记录发动机工

作参数和飞机飞行参数；

（3）在飞机使用包线内，选取不同高度、不同速度

的状态点进行发动机稳定状态飞行试验，测量发动机

风扇叶片动应力试验数据，同时记录发动机工作参数

和飞机飞行参数，发动机稳定状态应包括空中慢车、

最大巡航、最大爬升、最大连续和最大起飞等典型工

作状态。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按照制定的飞行试验方法，在飞机上进行发动机

全转速范围内的风扇叶片动应力测量试飞，获取风扇

叶片在实际工作中的振动特性，为风扇叶片设计验证

和改进提供依据。

对不同高度、不同速度条件下的发动机稳定状态

和过渡状态飞行试验数据进行分析和统计，得到地面

和飞行试验中风扇叶片的 Campbell图，如图 7所示

（图中圆圈大小代表动应力相对大小）。从图中可见，

在地面试验中，在发动机工作转速范围内存在 2个明

显的共振转速区间和 1种共振振型（即 2阶弯曲振

型），且 2弯振型与低压转子 3倍动频发生共振时产

生的应力最大；在飞行试验中，在发动机工作转速范

围内存在 3个明显的共振转速区域和 1种共振振型

（即 2阶弯曲振型），且 2弯振型与低压转子 4倍动频

发生共振时产生的应力最大。

图 5 发动机本体改装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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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飞行试验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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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不同归一化高度、不同归一化速度稳定平

飞条件下，风扇叶片在发动机工作转速范围内的最大

应力分布如图 8所示。从图中可见，飞机飞行高度越

低、速度越小，风扇叶片动应力峰值越大，说明飞行状

态对风扇叶片振动特性具有重要影响。

飞机着陆 -H测点动应力跟踪如图 9所示。从图

中可见，在飞机着陆瞬间，H测点最大应力测量值短

时增长可超过 10倍，说明飞机机体传递给发动机的

冲击载荷对风扇叶片的振动特性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3 结论

中国首次开展了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风扇叶片

动应力的测量试飞，成功获取了风扇叶片的振动特

性，结论如下：

（1）在地面试验中，在发动机工作转速范围内存

在 2个明显的共振转速区间，而飞行试验中则存在 3

个明显的共振转速区且共振转速区域较为宽广，地面

试验与飞行试验结果有所差异，说明发动机工作环境

对风扇叶片振动特性有重要影响；

（2）在飞机稳定平飞条件下，飞行高度越低、速度

越小，风扇叶片动应力峰值越大，说明飞行状态对风

扇叶片振动特性具有重要影响；

（3）飞机传递给发动机的冲击载荷会使风扇叶片

动应力发生大幅突变，可对风扇叶片振动特性产生影

响；

（4）仿真分析、部件试验和台架试验并不能模拟

风扇叶片的所有工况，有必要开展各种试验条件下发

动机风扇叶片的动应力测量；

（5）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风扇叶片动应力测量试

飞的成功实施，为该型风扇叶片的设计验证和改进提

供了依据，也为中国航空发动机开展转子叶片动应力

测量的研制试飞和适航审定试飞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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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燃油系统及其附件爆炸大气试验技术研究

李 琼，张 华
（中国航发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燃油系统及其附件爆炸大气试验在航空发动机研制过程中极其重要。简述了航空发动机燃油系统及其附件爆炸大气试

验技术的特点及国内外发展现状，分析了其试验技术发展需求。详细给出了航空发动机燃油系统及其附件爆炸大气试验的分类、试

验要求、试验条件、试验方法和试验判据，并开展了某型航空发动机燃油系统液压机械装置爆炸大气试验验证。结果表明：该试验方

案可行、数据可靠、结果有效，为航空发动机燃油系统及其附件爆炸大气试验的研究验证工作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燃油系统；附件；爆炸大气试验；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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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xplosive Atmosphere Testing Technology of the Fuel System and its Accessories
LI Qiong, ZHANG Hua

渊AECC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 WuXi Jiangsu 214063, China冤
Abstract: The explosive atmosphere testing technology of the fuel system and its accessories are important in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eroengine. The characteristic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were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 of the
technology was analyzed. The test categorization, test requirement went, test conditions, test procedure and test criterion for the explosive
atmosphere testing technology of the fuel system and its accessories were provided in detail. Explosive atmosphere tests of an aeroengine
fuel system hydro-mechanical unit were carried out.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st plots are feasible, the data are reliable and the results are
effective, which provide an efficient method for explosive atmosphere test of aeroengine fuel system and its 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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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0 引言

燃油系统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

功能是向发动机燃烧室供给精确计量的燃油用于燃

烧。燃油系统包括燃油泵、燃油滤及报警指示装置、燃

油计量装置、燃油喷嘴、各类传感器以及燃油管路等

部件，多暴露于油气等复杂的工作环境下，危险性较

高[1-4]。根据航空发动机适航要求，燃油系统必须严格按

适航规定进行爆炸大气试验验证，GJB 241A、GJB 242

等规范也明确要求开展爆炸大气试验，用来验证燃油

系统及其附件对爆炸大气环境的耐受能力。GJB 150A、

HB 6167、RTCA/DO-160F、MIL-STD-810F 等规范则

明确了爆炸大气试验的具体要求和方法。国外对航空

发动机燃油系统附件的爆炸大气试验已形成分类明

确、流程清晰的试验标准和规范，有专业的实验室，具

备针对机电液多类型航空产品开展爆炸大气试验的

设备条件，为航空产品防爆性能研究提供物理基础，

并在此基础上提炼设计指南规范，指导产品设计[5-9]。

例如法国透博梅卡公司（Turbomeca）对航空发动机产

品的防爆设计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和模拟试验研

究，并应用于 Arrius、Ardiden等系列涡轴发动机及相

关产品设计中。而中国在航空发动机燃油系统及其附

件的防爆性能研究方面起步晚，发展缓慢，国内的试

验资源主要针对电子产品，缺少燃油系统及附件的试

验环境，且温度、高度模拟等条件无法满足标准和实

际工况要求。受试验条件等限制，目前中国还没有开

展航空发动机燃油系统及附件的防爆性设计和爆炸

大气试验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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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类别

隔爆

防爆

防爆（热点）

HB 6167.7

A类

E类

H类

GJB 150.13A

程序Ⅱ

程序Ⅰ

无

MIL-STD-810F

程序Ⅱ

程序Ⅰ

无

表 1 爆炸大气试验标准对比

本文阐述了航空发动机燃油系统及其附件爆炸

大气试验类别、试验条件、试验要求、试验方法和试验

判据，并开展了爆炸大气试验验证，为航空发动机燃

油系统及其附件防爆性研究验证工作提供了参考。

1 试验标准

1.1 试验类别

爆炸大气试验是军用装备环境试验方法系列标

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适用于在爆炸性大气附近使用

的所有装备。参照国内外相关标准，对爆炸大气试验

方法的解析如下：

（1）国内外爆炸大气试验标准有 GJB 150A、HB

6167、RTCA/DO-160G、MIL-STD-810F 等，HB6167.7

是参照 RTCA/DO-160G第 9章（爆炸大气）进行编写

的，其内容基本一致，GJB 150.13A 与 MIL-STD-810F

中 511.4 章节内容基本一致。针对试验分类，HB

6167.7、GJB 150.13A、MIL-STD-810F（511.4）的对比

见表 1。

（2）爆炸大气试验的目的是检查机载设备的外壳

隔断其内部发生的爆炸和燃烧而使之不蔓延到该设

备外部的能力（即隔爆能力），或检查机载设备在易燃

气体中工作而不引起爆炸的能力（即防爆能力）；

（3）对应上述 2种不同的试验目的，试验程序分

为 A类、E类和 H类试验（RTCA/DO-160G、HB 6167

中的规定），或程序Ⅱ和程序Ⅰ （GJB 150A、

MIL-STD-810F中的规定）；

（4）在隔爆试验过程中要求将可燃气体引入试验

件内部并使用火花隙与标准描述一致引爆，试验件内

部的爆炸不应引起试验箱内混合气体的爆炸；

（5）在防爆试验过程中要求试验件处于运行状态

且全部电接触器正常工作，不应引起试验箱内混合气

体的爆炸；

（6）防爆（热点）试验主要针对密封、存在热点表

面并且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不产生火花的设备，要求试

验件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任何外表面温度不会升高到

引燃周围易燃气体的程度。在试验过程中试验箱不通

可燃气体，仅要求试验件处于运行状态且全部电接触

器正常工作，试验件温度不应超过 204 ℃。HB 6167.7

中的 H 类试验程序与之对应，而 GJB 150A、

MIL-STD-810F中没有对应的试验程序。

1.2 试验要求

爆炸性大气试验适用于在爆炸性大气环境中使

用的所有装备。设备的防爆性能取决于设备在正常使

用状态或故障条件下防止 /耐受爆炸的能力[9]。

根据航空发动机燃油系统及其附件的组成架构

和实际使用情况，故障发生引起燃油溢出或者泄漏

时，产品会暴露在可燃混合液体或气体的大气环境

中，由于外壳不具有防火焰和爆炸蔓延功能，按要求

应进行防爆试验和热点试验。

2 试验条件

2.1 燃料选择

使用比例适当的均一燃料和空气混合气体进行

爆炸性大气试验。除另有规定外，使用正已烷作为燃

料（试剂级或者含 95％正已烷、5％正已烷异构体的

混合气体），主要原因有[10-13]：

（1）正已烷在可燃性大气中的燃烧和爆炸特性相

当于辛烷值为 100/130的航空汽油、宽馏分喷气燃料

和高闪点喷气燃料；

（2）正已烷与空气的最佳混合比气体的自燃温度

最低，其能在低至 234 ℃的热点温度下点燃，而宽馏

分喷气燃料和空气最佳混合比气体的最低自燃温度

为 242 ℃，100/130辛烷值的航空汽油和空气最佳混

合比气体的最低自燃温度为 440 ℃；

（3）点燃正已烷与空气最佳混合比气体的火花能

量最低。正已烷和 100/130辛烷值的航空汽油所需的

最低火花能量基本相同，而点燃宽馏分喷气燃料和高

闪点喷气燃料与空气最佳混合比气体所需要的能量

比 100/130辛烷值的航空汽油所需的最低火花能量

高出 1倍多；

（4）正已烷是 1种具有较高挥发性的液体（挥发

速度比酒精快），能够有效防止气体冷凝对燃料浓度

的影响。

2.2 温度

燃料和空气混合气体应加热达到试件在实际工

作中所遇到的最高环境温度，并在此温度下完成所有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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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试验原理

2.3 高度模拟

点燃燃料和空气混合气体所需的能量随着压力

的降低而增加，但对于低于海平面的试验高度，这一

能量降低则不明显。因此，除另有规定外，至少应模拟

2个高度开展试验。1个是装备预期的最高使用高度，

该高度不应超过 12200 m（在此高度以上爆炸的可能

性消失）；另 1个是在压力为 78～107 kPa之间，代表

大部分地面环境压力[12]。

2.4 燃料用量

每一试验高度下液态正已烷体积用量计算公

式 [10,12]为

N=4.27×10-4× V×P
T×籽 （1）

式中：N为 95％正已烷体积，mL；V 为试验箱净容积，
L；P为试验箱压力，Pa；T为试验箱温度，K；籽为正已
烷的比重，g/mL，如图 1所示。

3 试验方法

3.1 防爆试验

3.1.1 试验流程

防爆试验流程如图 2

所示。

在试验过程中，应注意

以下事项[14-15]：

（1）试验前应对试件进

行分析，在不影响试件正常

工作的情况下，应将试件外

部密封外壳拆去或者松开，

以便于爆炸性混合气体渗

入内部；

（2）试验时要求试件处

于工作状态，且应根据产品

的工作特性设置或模拟试

件可能处于的能量输出、温度提升等最高边界情况；

（3）针对由飞机供电的设备，应考虑电源瞬变对

产品本身以及爆炸性大气试验造成的影响。试验应规

定试件的电载荷，在通电工作的同时，进行电压尖峰

和过压浪涌测试，应合理设置通断电频数和通断电时

间，与试验过程中的模拟高度降低速率相匹配；

（4）爆炸性大气试验是 1个低气压试验，通过降

低压力模拟试验高度，因此密封性要求较高，应考虑

在机械负载连接、油气及引线接口等方面可能产生的

气体、液体、电等泄漏对试验的影响。

3.1.2 试验判据

在试验过程中，燃料和空气的混合气体被点燃，

则判定试验未通过。

3.2 热点试验

热点试验按以下步骤进行：

（1）调整试验温度至在产品实际工作状态下可能

达到的最高工作环境温度；

（2）试件通电并按正常模式工作。根据产品的工

作特性设置或模拟试件可能处于的能量输出、温度提

升等最高边界情况，直到其达到热稳定，记录试件表

面的最高温度。

判据：在试验过程中，试件表面温度超过 204 ℃，

则判定试验未通过。

4 试验实例

4.1 试验原理

试件为某型涡轴发动机燃油系统液压机械装置，

包括齿轮泵、活门组件、电磁阀、电液伺服阀、位移传

0.680

0.675

0.670

0.665

0.660

0.655
0 5 10 15 20 25

温度 /℃

图 2 防爆试验流程

图 1 正已烷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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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温度传感器等部件；试验原理如图 3所示。

按照试验要求，开展防爆试验和热点试验。

4.2 试验过程

根据设计文件确定试件的工作状态、试验温度、

试验高度、燃料用量：

（1）试验温度：0～75 ℃；

（2）试验高度：8000 m、地面高度；

（3）正已烷用量：97、195 mL；

（4）试件工作状态：转速为 5490 r/min，燃油流量

为 220 L/h，电气成附件：电磁阀、传感器、电液伺服阀

等根据工作状态通额定电流或电压。

4.3 试验结论

防爆试验结论：按流程完成防爆试验（图 2），在

试验过程中试件工作正常，未点燃可燃气体，通过防

爆试验。

热点试验结论：试件在工作过程中，表面最高温

度未超过 204 ℃（重点关注部位，如齿轮泵、电磁阀

处温度测量数据，如图 4所示），通过热点试验。

5 总结

（1）通过研究航空发动机燃油系统及附件爆炸大

气试验技术，确定了试验方法和试验流程。

（2）通过对某型航空发动机燃油系统及附件产品

开展爆炸大气试验，验证了试验方法、试验流程，试验

结果满足爆炸大气试验要求。

（3）航空发动机燃油系统及附件产品可参照本文

方法开展爆炸大气试验，具体型号产品开展试验时应

考虑产品自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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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热点试验数据（表面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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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气流温度传感器测温偏差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赵 俭，荆卓寅，李亚晋
（中航工业北京长城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095）

摘要：为建立航空发动机高温气流温度传感器的数学模型，并给出其典型推荐结构，对高温气流温度传感器在热校准风洞上

进行校准，得到不同温度传感器在不同工况条件下的测温偏差，并针对屏蔽罩长径比、冷却介质量、偶丝材料、传感器结构、外壳冷

却方式以及偶丝倾角等关键影响因素，对其影响机理进行分析，得到了温度传感器测温偏差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采用大长径比、

单屏蔽、干烧式结构，增大偶丝倾角，采用低导热系数的偶丝材料、以及减少冷却介质量，均可减小温度传感器的测温偏差，当长径

比≥5时，温度传感器在 1 300 ℃以下的相对测温偏差不超过 2.2%。

关键词：温度传感器；高温气流；测温偏差；影响因素；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41 .7+5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7.03.01 5

Analysis of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emperature Measuring Devia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Gas Sensors
ZHAO Jian袁 JING Zhuo-yin袁 LI Ya-jin

渊AVIC Changcheng Institute of Metrology & Measurement, Beijing 10009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build mathematical model and provide typical recommended structure of high temperature gas sensors in

aeroengine, temperature measuring deviations of different temperature sensor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were obtained by calibration in the
hot wind tunnel. Aiming at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ing length -diameter ratio of shield, flow of cooling -medium, material of
thermal couple wire, structure of temperature sensor, cooling method of shell and angle of thermal couple wire, influencing mechanism was
analyzed, and influence laws were obtained. Results show that adoption of greater length-diameter ratio structure, single shield structure, no
cooling structure, low thermal conductivity materials of thermal couple wire and less amount of cooling medium can all decrease temperature
measuring deviations of sensors. Relative temperature measuring deviation below 1300 益 will be no more than 2.2% when length-diameter
ratio is no less than 5.

Key words: temperature sensor; high temperature gas; temperature measuring deviation; influencing factor;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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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0 引言

高温气流温度的准确测量对于评价航空发动机

的性能、监控其状态等具有重要意义。受传热损失、不

完全滞止等因素影响，高温气流温度传感器在测量

时，影响测量结果的因素多、影响机制复杂，因此测量

误差往往较大，同时也给高温气流温度传感器的设计

造成很大难度。为设计出高准确度的温度传感器，需

要对温度传感器的稳态与动态性能进行深入研究，探

索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规律。目前国内可以开展温

度传感器稳态与动态校准，但针对温度传感器稳态与

动态性能的系统深入研究还远远不够，从而影响了航

空发动机研制、生产和试验的质量。美国、俄罗斯（前

苏联）等国家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对温度传感器

的稳态与动态性能进行了大量的校准试验研究[1]。美

国 NASA在 TP 1099技术报告中，给出了不同系列

尺寸的屏蔽式与裸露式热电偶温度传感器的恢复修

正系数、辐射修正系数和时间常数的试验结果，并归

纳出了部分经验公式，在大量校准试验数据以及误差

机理研究的基础上，对航空、航天领域使用的温度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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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为室温 ~1100 ℃的气流温度传感器进行了规范

化 [2-3]。本文通过对航空发动机测试领域常用的几种

典型高温气流温度传感器进行测温偏差校准，并对校

准结果进行分析，得到了温度传感器测温偏差的主要

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规律。

1 研究对象

选取航空发动机测试领域常用的几种典型高温

气流温度传感器为研究对象，传感器基本信息见表1。

TS-3传感器为多点叶型结构，外观如图 1（a）所

示；TS-5、TS-6、TS-7传感器结构类似，均为单点横向

结构，外观如图 1（b）所示；TS-8、TS-9、TS-10、

TS-11、 TS-12、 TS-13、

TS-14 传感器结构类似，

均为多点梳状结构，外观

如图 1（c）所示。其中

TS-10传感器为裸露式，其

余各传感器为单屏蔽式。

2 测温偏差校准

接触式温度传感器在测量高温气流温度时，存在

辐射误差、导热误差和速度误差，测温偏差通常为上

述 3项误差之和[4-6]。

一般可在热校准风洞上进行校准，得到温度传感

器的测温偏差。校准时，测温偏差为

驻T=T0-Tj （1）

式中：Tj为温度传感器指示温度，K；T0为气流总温，K。

由参考温度传感器———双屏吸气偶测得。双屏吸

气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高准确度气流温度传感器，具

有内、外 2层屏蔽罩，敏感元件置于内屏蔽罩内部。利

用真空泵抽气，使被测气流高速流过内、外屏蔽罩之

间的环形流道，强化气流和内、外屏蔽罩之间的对流

换热，提高内、外屏蔽罩的温度，从而减小双屏吸气偶

的辐射误差和导热误差。另外，通过设计合理的内屏

蔽罩滞止结构，可减小双屏吸气偶的速度误差[7-9]。

校准时，将双屏吸气偶与被校温度传感器安装于

热校准风洞试验段的核心区，调整到规定的气流温

度、马赫数工况并充分稳定后，采集记录试验数据，并

根据式（1）计算被校温度传感器的测温偏差[10]。温度

传感器测温偏差校准如图 2所示。本文所涉及的温度

传感器测温偏差校准均在常压下进行。

3 校准结果与分析

3.1 屏蔽罩长径比对测温偏差的影响

比较气流马赫数 0.2条件下，不同长径比温度传

感器测温偏差的校准结果。TS-8、TS-14传感器屏蔽

罩的长径比为 2，TS-11、TS-12传感器屏蔽罩的长径

比均为 5，而 TS-9传感器屏蔽罩的长径比为 7。

TS-8、TS-14、TS-11、TS-12 及 TS-9 传感器的测

温偏差相对值如图 3 所示，分别为 25.0%~26.7%、

11.1% ~13.8%、1.3% ~2.0%、1.2% ~2.2%和 1.1% ~1.

5%。从图中可见，温度传感器的测温偏差随屏蔽罩长

径比的增大而减小。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为：当屏蔽

罩长径比增大时，屏蔽罩的导热热阻增大，导热误差

传感器型号

TS-3

TS-5

TS-6

TS-7

TS-8

TS-9

TS-10

TS-11

TS-12

TS-13

TS-14

结构类型

4点单屏蔽、1点裸露

单点单屏蔽

单点裸露

单点裸露

3点单屏蔽

5点单屏蔽

8点裸露

5点单屏蔽

5点单屏蔽

5点单屏蔽

5点单屏蔽

屏蔽罩长径比

2

2

7

/

5

5

5

2

冷却方式

气冷

干烧

水冷

干烧

水冷

气冷

水冷

气冷

水冷

气冷

气冷

表 1 典型高温气流温度传感器基本信息

（a）多点叶型结构

（c）多点梳状结构（b）单点横向结构

图 1 典型结构高温气流温度传感器

图 2 温度传感器测温偏差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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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屏蔽罩头部的内壁面温度有所增加，从而使得

传感器的辐射误差减小，总的测温偏差亦随之减小。

因此，在设计高温气流温度传感器时，为保证其测温

偏差足够小，屏蔽罩的长径比应不小于 5，但应兼顾

传感器的安装问题。

3.2 传感器冷却介质量对测温偏差的影响

TS-14温度传感器为气冷式结构，由于屏蔽罩未

采用大长径比，其测温偏差较大。在冷气流量增大时，

测温偏差随之增大，而且，气流温度越低，这种影响越

大。如图 4（a）所示，在气流马赫数为 0.2的条件下，当

冷 却 气 与 主 流 燃 气 的 质 量 流 量 比 qc /qg 在

0.016~0.032范围内变化时，气流温度分别为 1000、

1200 和 1400℃时，测温偏差相对值分别增大了

2.9%、1.4%和 0.5%，这可以理解为气流温度升高时，

测温偏差中辐射误差的贡献逐渐增大，导热误差的贡

献逐渐减小所致[11]。

TS-13温度传感器亦为气冷式结构，为减小导热

误差，采用了较大的长径比，较之传统的水冷式测温

耙，该传感器的测温偏差大幅度减小。如图 4（b）所

示，冷却气与主流燃气的质量流量比 qc /qg在 0~0.35

范围内变化时，温度传感器在同一测量温度下的测温

偏差基本保持不变，说明由于长径比足够大，基本上

消除了温度传感器的导热误差。

综上，小长径比的温度传感器，冷却介质量对传感

器测温偏差有较明显的影响；大长径比（长径比≥5）的

温度传感器，由于导热误差基本消除，冷却介质量对

传感器无明显影响。

3.3 偶丝材料对测温偏差的影响

TS-3传感器为气冷式叶型温度传感器，屏蔽罩

的长径比较小，所以其测温偏差中，导热误差所占比

重相对较大（气流温度为 1000 ℃），测点 2的测温偏

差比测点 1、3、5的都要大（测点 4为裸露式结构，不

参与比较），如图 5所示。这是由于测点 2采用的是 S

型热电偶，其余测点采用的是 K型热电偶，因 S型热

电偶丝材料为铂铑 10-铂，而 K型热电偶丝材料为

镍铬 -镍硅，铂铑 10-铂的导热系数比镍铬 -镍硅

大得多，所以测点 2的导热系数比其它测点要大，导

致其测温偏差也大。

在设计高温气流温度传感器时，若屏蔽罩采用小

长径比，同时外壳又采用冷却的方式，则在偶丝材料

图 3 不同长径比温度传感器的测温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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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冷却介质量温度传感器的测温偏差

图 5 不同偶丝材料温度传感器的测温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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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上，需要充分考虑偶丝材料导热系数的影响。此

外，如果气流温度较高，预计辐射误差在测温偏差中所

占比例将加大，则还需考虑偶丝表面发射率的影响。

3.4 2种结构传感器测温偏差的比较

TS-7、TS-5传感器，分别为裸露干烧式结构和单

屏蔽干烧式结构。总体上，裸露干烧式传感器比单屏

蔽干烧式传感器的测温偏差大。不同头部结构温度传

感器的测温偏差如图 6所示。在 Ma=0.2时，裸露干烧

式传感器与单屏蔽干烧式传感器的相对测温偏差分

别为 1.0%~5.7%、0.4%~1.1%，二者相差较多；而在

Ma=0.5时，裸露干烧式传感器与单屏蔽干烧式传感

器的相对测温偏差分别为 1.9%~3.8%、2.2%~2.3%，

二者相差较少。

由于 TS-7传感器与 TS-5传感器都是干烧式结

构，导热误差较小，辐射误差占较大的比重。增加屏蔽

罩对传感器测温偏差有 2方面的影响：一是使偶丝接

点的环境壁温增大，减小辐射误差，从而减小测温偏

差；二是使偶丝接点周围的气流速度减小，偶丝与气

流的对流换热系数变小，增大辐射误差和导热误差，

从而增大测温偏差[12]。在低马赫数时，由于辐射误差

相对较大，屏蔽罩的屏蔽效果显著，所以单屏蔽式传

感器的测温偏差明显小于裸露式传感器。而随马赫数

的升高，单屏蔽式传感器对流换热系数变小的效应相

对比较明显，所以裸露式传感器与单屏蔽式传感器之

间测温偏差的差值呈变小的趋势。因此，在设计此类温

度传感器时，针对不同的气流马赫数，需要区别考虑。

3.5 外壳冷却方式对测温偏差的影响

TS-6 传感器为 L 型裸露水冷式结构，Ma=0.2

时，其相对测温偏差为 6.3%~7.4%，比 TS-5（单屏蔽

干烧式）和 TS-7（裸露干烧式）的都大，如图 7所示。

虽然 TS-6传感器采用了 L型结构，增大了长径

比，但长径比还不够大，未能达到 5，水冷结构导致其

导热误差较大。另外，由于采用 L型结构，偶丝与气流

方向平行，而 TS-5传感器和 TS-7传感器为直型结构，
偶丝与气流方向垂直。偶丝与气流方向平行的情况，对

流换热系数相对较小，所以，该传感器在长径比不够大

的情况下，L 型结构反而增大了其辐射误差和导热误
差。上述 2个因素均导致传感器的测温偏差变大[13]。

3.6 偶丝倾角对测温偏差的影响

TS-10传感器有 8个测点，从传感器的头部到根

部，测点编号分别为 1~8，其中中间的测点 3、4、5、6，偶

丝与气流方向平行，而靠外的测点 2、7，偶丝与气流方

向成 15毅，最外侧的测点 1、8，偶丝与气流方向成 30毅。
不同偶丝倾角温度传感器的测温偏差如图 8所示。

一般而言，测点 8距水冷套最近，导热误差应最

大，测点 7次之，但从图 8中可见，测点 8和测点 7的

相对测温偏差分别为 13.0%~16.3%和 15.1%~17.5%，

而测点 5的相对测温偏差为 17.5%~19.2%，测点 8的

测温偏差反而更小[14]。这是由于偶丝与气流成一定倾

角后，努塞尔数 Nu变大导致对流换热系数变大，从

而使辐射误差和导热误差变小所致[15]。

图 6 不同头部结构温度传感器的测温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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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外壳冷却方式温度传感器的测温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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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偶丝倾角温度传感器的测温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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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屏蔽罩长径比≥5 时，温度传感器的测温偏

差大幅度减小，气流温度在 1300 ℃以下时，温度传

感器的相对测温偏差不超过 2.2%。

（2）长径比 <5的温度传感器，冷却介质量对传感

器测温偏差有较明显的影响，随冷却介质量的增大，

测温偏差增大；长径比≥5的温度传感器，冷却介质

量对传感器测温偏差的影响不明显。

（3）导热误差占优时，S型热电偶的测温偏差大

于 K型热电偶的。

（4）裸露干烧式温度传感器的测温偏差大于单屏

蔽干烧式温度传感器的，在高马赫数时，二者之间的

差异减小。

（5）水冷式温度传感器的测温偏差大于干烧式温

度传感器的，如水冷式温度传感器采用 L型结构，在

长径比＜5的情况下，仍不能改变这种趋势。

（6）适当增大偶丝与气流的倾角，会减小温度传

感器的测温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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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晶体测温技术研究

李 杨，殷光明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四川江油 621703）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温度测量的技术难题，介绍了 1 种晶体测温传感器的技术特点与技术优势。结合晶体测温技

术的工作原理简述了测温晶体的制造方法，论述了测温晶体的安装、拆除工艺和标定试验方法，并利用测温晶体测量了涡轮叶片表

面温度。结果表明：测温晶体在发动机内流高温、高压、高速燃气流的冲击下和叶片高速旋转的工况下附着牢靠，未出现脱落的情

况，试验成活率为 1 00%，获取到了精确测点的温度值，是解决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等热端部件特殊位置表面温度测量的 1 种方法。

关键词：测温晶体；温度测量；涡轮叶片；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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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rystal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Technology for Aeroengine Turbine Blade
LI Yang, YIN Guang-ming

渊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袁Jiangyou Sichuan 621703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of aeroengine turbine blad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chnical

advantages of a kind of crystal temperature sensors were introduced袁and the manufacturing methods of crystal temperature sensors were
expounded based on whose working principle in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Further more, the installation, dismantling process and the
calibration method of the crystal temperature sensors were described in detail. Then the crystal temperature sensors were applied to measure
the surface temperature of turbine bla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ose sensors attached to the test blade firmly cannot drop, eve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high pressure, the impact of high speed gas flow and high speed rotation. The survival rate of crystal sensors
under testing is 100% , and the temperature of target location is obtained after test, which enables crystal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technology to be considered as an ideal methodology to measure the surface temperature of hot section components of aeroengine such as
turbine blade.

Key words: crystal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turbine blade;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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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温度测试目前是前沿性

热点及难点研究课题，涡轮叶片上传热和表面温度分

布的分析与计算均要求试验测试来验证[1-2]。对于涡轮

转子叶片的温度测量，传统的埋入式或表面贴装式热

电偶等接触式测温技术引线困难且测点较少，难以获

得气膜孔附近处的温度数据；示温漆测温只能测量涡

轮转子叶片总体温度分布；红外测温技术视场有限，

叶片前缘、尾缘、缘板等特殊位置的温度难以测量。此

外，薄膜热电偶还处于研制阶段，存在着引线技术困

难和使用可靠性不高等缺点[3-4]。对于上述温度测量技

术在发动机测量试验中存在的问题，采用晶体测温技

术是 1个较为有效的测试手段。该技术非侵入特征明

显，具有传感器体积微小、无需测试引线、测温精度高

等优点[5]。

国外的晶体测温技术研究比较成熟，不管是美

国、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有 1批专业技术人员从事

测温晶体的制造、标定、应用研究工作，至今已经形成

完善的研发及应用体系[6-7]。乌克兰研制的多型航空发

动机均采用晶体测温技术来测量涡轮叶片温度。

Siemens公司在 SGT系列产品上，将 1975个测温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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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布置在发动机热区，其中有 90个测温晶体安装在

1个叶片上，试验后测温晶体有着 95%的高存活率。

在国内，沈阳发动机研究所和天津大学都在实验室进

行过测温晶体制作及标定技术研究工作[8-9]。

本文主要从工作原理、制造方法、安装与拆除、标

定试验以及应用等方面对晶体测温技术进行研究。

1 晶体测温技术测量原理

晶体测温技术是基于自身“温度记忆效应”的以

辐照缺陷的热稳定性建立起来的 1种微型温度测量

传感器，通过中子辐照碳化硅晶体的晶格常数、测试

温度和测试时间之间的函数关系而形成的测量最高

温度的测试技术。

中子辐照碳化硅晶体测温技术本质是利用晶体

缺陷的热稳定性，因此制作该传感器最主要的工序就

是辐照，目的是引入具有特定热稳定性的各种缺陷。

在辐照过程中，由于电离、离位、级联及子级联碰撞等

效应的作用，晶格内部产生大量如间隙原子、空位、间

隙原子团、空位团、空洞、位错、层错等缺陷，破坏了晶

体原子周期性排列的特点，即辐照导致晶体晶格从有

序性转变为无序性。而且辐照剂量越大，辐照缺陷浓

度就越大，无序度就越严重[10]。

晶体所经历的最高温度越高，残余缺陷浓度就越

低。二者具有一一对应的函数关系，知道晶体所经历

的最高温度，必然能确定残余缺陷浓度；反之亦然。辐

照缺陷的消除取决于晶体所经历的最高温度，因此辐

照导致的各种性能的变化伴随着温度升高的过程中

缺陷的消除而逐渐回复到未辐照的水平。在通常情况

下，残余缺陷浓度虽然难以通过常规测试方法确定，

但可以测定残余缺陷对物性的影响间接反映出残余

缺陷浓度。所以，物性和退火温度也是一一对应的关

系，如果物性和晶体所经历的最高温度之间的函数关

系已经确定，则知道晶体所经历的最高温度，便可以

确定物性；反之亦然。电阻率、硬度、晶格常数和热导

率等都能用于反映残余缺陷浓度[11-12]。

2 测温晶体的制造

测温晶体的制造过程主要包括晶片的生长、中子

辐照、切割、筛选等布置。

首先生长出碳化硅晶锭，对晶锭结晶质量、表面

粗糙度、位错密度、微管密度和晶体弯曲度等指标进

行考察，选择出满足使用要求的晶锭切割成大小合适

的晶片，并对其进行预退火处理，以便消除样品内固

有缺陷，最后选择合适的晶片用于中子辐照，如图 1

所示。

为让晶片内部产生缺陷，需进行中子辐照。在中

子辐照过程中，离位峰效应导致样品局部区域产生大

量缺陷，该区域基本呈非晶态。随着辐照注量的增大，

离位峰发生的次数逐渐增加，非晶态区域的浓度也在

不断增大。当辐照注量增大到非晶化阈值时，非晶态

区域便可以叠加到一起，导致整个样品发生晶态 -非

晶态转变[13]。

中子辐照完成后的晶片还需通过切割成一个个

小晶体才能满足使用，在晶片切割的过程中部分小晶

体会发生崩边、断角的情况，需要从中筛选出各方面

完好的晶体，如图 2所示。筛选出的晶体一部分用于

标定试验，另一部分则用于测量试验。

3 安装与拆除工艺

测温晶体的可靠安装和拆除是测温晶体应用的

关键环节，其工艺流程看似简单，实则在安装和拆除

的过程中，测温晶体极易丢失或受到损伤，导致在该

图 1 碳化硅晶片

图 2 不同尺寸的测温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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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测温晶体的成活率降低。

测温晶体可靠安装与拆除是 1个经验不断积累

的过程，为熟练掌握该工艺，实现测温晶体的可靠安

装，首先需建立良好的工作环境和配置专用的安装与

拆除设备，包括微操作平台、立体显微镜、专用工具以

及配套的专用小附件等，良好的设备是实现测温晶体

可靠安装与拆除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虽然安装与拆除工艺流程较为清楚，但在晶体夹

取时容易崩边和脱落，填充高温胶时易出现松散和存

在气泡等情况，因此仍然需要通过反复的摸索试验、

实际操作以及工艺验证试验来不断优化和改进实际

的工艺方法，才能在该环节尽量不丢失和破坏测温晶

体，提高安装与拆除的可靠性，提高晶体工作效率。

4 标定试验方法

4.1 标定方法

对于国外“最高温等效时间”的标定方法的时间

历程曲线难以获取的问题，创新性地将“最高温恒温

时间”作为输入时间参数来完成微型辐照测温晶体的

标定和温度判读，可避免繁琐的最高温等效时间的获

取和计算。利用最高温恒温时间参数、最高温平均温

度参数和晶体参数三者的函数关系，建立基于“恒温

时间法”的测温晶体标定方法。

最高温恒温时间参数是测温晶体标定时最高温

平均温度的保温持续时间；最高温度平均温度是考虑

最高温温度在保温持续时间内的允许范围内波动的

平均温度值；晶体参数是测温晶体经历高温前后晶格

参数的变化。

4.2 标定系统设计

测温晶体的标定由专用的标定系统来完成，因此

标定系统的好坏、精度高低直接决定标定结果的质

量。完整的测温晶体标定系统主要由高精度的加温

炉、温度控制与采集系统、标定试件、标定数据处理软

件以及配套的附件等组成，如图 3所示。

（1）电源系统。根据加温炉炉内温度波动度的要

求（恒温区内温度波动度优于 1 ℃），对标定炉的供

电增加稳压电源模块，工作时供电电压不超过 1%，

避免因电压波动造成的温度波动。

（2）加温系统。加温系统是标定设备的核心部分，

用于给标定试件提供恒温环境，根据热电偶检定标准

装置配用的热电偶检定炉的设计模式。标定炉采用管

式加温炉，要求升降温快速、升降温时间可调，恒温时

间精确可调，且控温准备稳定，恒温区内任意 2点间

温差小于 1 ℃，温度波动度优于 1 ℃。

（3）控制系统。温度控制系统为本标定系统的核

心，标定试验时要求加温炉的超温量尽量小且加温、

恒温迅速。因此，温度控制器采用智能 PID调节仪与

标定炉构成温度闭环控制，控制加温棒对炉体进行加

温。温度控制系统能够对加温、降温时间进行控制和

对恒温时间精确控制。为避免超温，要求控制系统的

超调量很小，不超过 1 ℃。

（4）采集系统。温度采集用于采集与标定试件一

并放入加温炉内的 B/S型热电偶的实测温度值，同时

也用于通过实测温度值的变化记录加降温和恒温时

间。可采用市面上成熟的温度采集系统。

（5）操作台。主要用于操作测温晶体的安装，标定

试验前的准备以及标定系统的温度控制设置、标定软

件操作等，标定软件将集成控制、温度采集、数据处

理、预警等功能于一体，实现标定试验操作、数据处理

的半自动化。

4.3 标定试验流程

在相同的恒温时间下的全温度范围的标定试验

的标定流程如下：

（1）标定准备。在标定试件上用高温胶封装 3～4

个测温晶体，待高温胶固化后用于标定试验。

（2）系统连接。将标定试件与温度采集电偶固定，

并放置于加温炉的恒温区内，关闭加温炉，检验系统

的完好性。

（3）加温试验。设置加温时间,恒温时间 10 min

（以恒温 10 min为例），降温时间控制为 10 min。设置

恒温温度值 900 ℃（以 900 ℃为例），开启加温程序。

（4）晶体参数测量。标定试验完成后，取出标定试

件中的测温晶体，用 X射线衍射仪测量晶体参数。

（5）数据处理。将 3～4个测温晶体的晶体参数的

多次测量结果平均处理，作为“恒温 10 min，温度值

900 ℃”状态下的晶体参数输入。这样就得到获取标

定曲线所需的 1个状态点的 3个参数。

图 3 标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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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曲线拟合。在恒温 10 min，其他温度点（550～

1350 ℃范围内整百温度点）的条件下重复进行步骤

（3）~（5），得到全温度范围内各状态点的参数后，通过

标定软件来完成标定曲线的拟合。

为便于分析标定结果的误差及测量不确定度，

在相同状态点下可多次进行标定试验，取均值作为

曲线拟合的输入参数，这样就得到 1 条更为准确的

标定曲线。

4.4 晶体参数测量

测温晶体标定及应用试验结束后，需通过 X射

线衍射仪来测量晶体的晶格参数，为最后的温度判读

提供输入参数。在晶体的各种物性参数中，晶格参数

最容易获取，晶格参数利用 X射线衍射法来测定[14-15]。

5 应用研究

试验共采用 5点测温晶体，通过特制的高温胶

将测温晶体分别安装于涡轮转子叶片叶盆和缘板

上，如图 4 所示。试验后 5 个测温晶体的表面形貌

如图 5所示。

测量结果表明，5点测温晶体在高温、高压、高速

燃气流的冲击下和叶片高速旋转的工况下附着牢靠，

未出现脱落的情况，试验成活率为 100%，获取到了

精确测点的温度值。

由于测量未安排热电

偶进行测量结果的比对，

在后续试验中将安排晶体

测温结果与热电偶测量结

果的比对试验。

6 结束语

晶体测温技术对于测量航空发动机涡轮转子叶

片等热端部件的特殊位置的表面温度具有较强的实

用性，能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但该技术对于封装工

艺、标定技术要求较高，还需根据实际工程现场实际

情况进行深入、细化的试验研究工作，进而解决航空

发动机涡轮叶片表面温度测量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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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物损伤对 TC4钛合金的高周疲劳强度的影响

许祥胜，赵振华，陈 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为了研究外物损伤对航空发动机叶片疲劳性能的影响规律，将直径为 3 、4 mm的钢珠利用空气炮加速到约 300 m/s对

TC4合金平板试样进行外物损伤试验，利用 3维体式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分别观察外物损伤的宏观特征和微观特征。结

果表明：在随后的高周疲劳试验中外物损伤容易诱发疲劳裂纹的萌生，且试样的疲劳强度随损伤深度的增加而降低；疲劳源一般位

于损伤区域的表面位置，因为试样在冲击过程中在损伤区域形成了微观裂纹和缺口。

关键词：外物损伤；TC4钛合金；高周疲劳；疲劳强度；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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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s of Foreign Object Damage on the High Cycle Fatigue Behavior of Titanium Alloy TC4
XU Xiang-sheng, ZHAO Zhen-hua, CHEN Wei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object damage on aeroengine blades fatigue performance, Foreign Object Damage

(FOD) was simulated by the 3 and 4 mm diameters hardened steel spheres onto the flank of the TC4 plate specimens. A light gas gun was
used to fire the projectiles and the values of impact velocity were set 300 m/s. The macroscopical and microsco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men damage were respectively observed by three-dimensional digital microscope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渊SEM冤.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FOD can easily induce preferred sites for the premature initiation of fatigue cracks on subsequent cycling, and the
fatigue strength decreases with the serious depth of damage.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fatigue source normally locates in the surface of damage
area, and initiates from the micro cracks or micro notches caused due to the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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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0 引言

将沙石、金属等硬度较高的外来物撞击飞机发动

机内部部件引起的损伤称为“外物损伤”，简称 FOD[1]。

国内外关于外物损伤的研究很多。20世纪 80年代，

Nicholas等[2]研究了钛合金平板试样受较小硬物的冲

击损伤，提出定量描述外物损伤的概念；2000 年，

Martinez等[3]研究得出：无论试样的损伤深度如何，其

疲劳强度都会降低 10%~50%；2001 年，Peters [4]研究

发现 FOD导致试样的疲劳强度明显降低，主要是由

于损伤部位的应力集中和 FOD诱导的微裂纹导致过

早引发疲劳裂纹；随后，Nowell [5]研究发现冲击角、前

缘半径和叶片楔角对随后的疲劳强度具有深远影响；

2006年，罗荣梅[6]研究结果表明外物损伤会使试样发

生较大的几何变形，产生应力集中和残余应力，降低

试样的疲劳强度和使用寿命；2007年，P. Du佼等 [7]提

出在冲击的入射边存在较大的拉伸残余应力；2008

年，Hall等[8]使用纳米直接电流电位降（DCPD）系统监

测裂纹生长，并且考虑残余应力将裂纹生长速率与校

正的应力强度因子相关联；2010年，Spanrad等[9]观察

模拟叶片的损伤特征表现为缺口压痕、材料损失、材

料堆积、剪切带和微裂纹等特征；2011年，潘辉[10]研究

认为外物损伤造成的缺口会为疲劳裂纹的萌生提供

有利条件，损伤引起的拉伸残余应力是诱发疲劳失效

的重要因素之一；2012年，葛宁[11]发现损伤的宏观特

征主要有材料的丢失、挤压变形、塑性变形等，损伤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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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微观特征主要有微小的裂纹、微观结构损伤以及

片层状结构等。

本文利用空气炮将不同直径的钢珠加速到相同

速度去撞击 TC4钛合金材料，观察外物损伤的宏观

和微观特征，并且研究外物损伤对 TC4钛合金疲劳

强度的影响。

1 试验过程

1.1 试验材料

1.1.1 试验件材料

试验所用材料是 1 种中等强度的 α+β 型的

TC4钛合金，其金相组织如图 1所示，其材料参数见

表 1[12]。该合金具有优异的综合性能，在航空航天工业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TC4合金可长时间在 400 ℃的温

度下工作，在航空工业中主要用于制造发动机的风扇

和压气机盘及叶片，以及飞机结构的梁、接头和隔框

等重要承力构件。

表中，滓0.2为屈服应力；Uts为抗拉强度；Te为拉伸

伸长；Ra为断口收缩率。这些参数均体现 TC4合金的

单轴拉伸性能。

1.1.2 钢珠的材料属性

用直径分别为 3、4 mm 的钢珠模拟不同大小的

外物，钢珠的材料属性参数见表 2[13]。

1.2 试样

狗骨头型试样的横截面是 2 mm×10 mm 的矩

形，总长 136 mm，如图 2所示。狗骨头型试件的中间

部分，前面尺寸为 10 mm×30 mm的矩形和侧面尺寸

为 2 mm×30 mm的矩形。

1.3 试验设备

采用的空气炮系统如图 3所示，将直径分别为

3、4 mm的钢珠加速到 300 m/s冲击狗骨头型平板试

样来模拟外物损伤。

试验采用 3维体式显微镜（KH-7700）和扫描电

子显微镜（SEM-JSM-7001F）分别观察试样损伤的宏

观和微观特征。试样的高频疲劳试验在高频疲劳试验

机 QBG-100中进行，如图 4所示。由于试样加工时存

在的差异性和外物损坏试验的不可重复性，在相同试

验条件下的损伤试样的疲劳强度也不同，只能采用步

进法进行高频疲劳试验[14]。

2 试验结果及讨论

利用 3维体式显微镜测量试样缺口的损伤参数，

并且定义损伤参数，如图 5所示。图中，X、Y、Z分别
表示损伤的长、宽、深。

图 1 TC4合金金相组织

滓0.2 /MPa
902

Uts /MPa
1.15伊105

Te /%
23

Ra/ %
45.6

表 1 TC4合金参数

密度 /(g/mm3)

0.00781

弹性模量 /MPa

200×106

泊松比

0.3

表 2 钢珠的材料属性

图 2 狗骨头型试样的几何形状

其他

15

68

0.02 A-B t=2

琢+茁

琢

茁

100 滋m

1.6

mm

侧面

前面

图 3 空气炮系统

air chamber valve cartridge case steel ball speedometer separator sample shield

图 4 高频疲劳试验机 QBG-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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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4 钛合金平板试样的

外物损伤试验结果见表 3。由

于外物损伤的随机性和不可

重复性，即使试验条件完全

相同，损伤尺寸也都不可能

一样。

钢珠从试样的侧面冲击

试样进行外物损伤模拟试

验，FOD 的宏观形貌如图 6

所示。由于受钢珠的大小和

冲击位置的影响，缺口的损

伤尺寸和完整性均不同。但

是 FOD具有相同的宏观特征，即大部分缺口都存在

鼓包、撕裂、缺口底部比较光滑、在缺口边缘有材料堆

积的现象，而在非完整的半球形缺口底部有材料的丢

失，如图 6（e）、（f）所示。这些宏观特征都是由于钢珠

高速冲击叶片时，在缺口中心形成光滑的绝热挤压区

域后外物速度降低、能量降低，无法继续使更多试样

材料发生流变，然而由于外物尺寸较大，撞击形成光

滑区域后剩余能量依旧很高，试样两侧材料抵抗侵彻

时无法承受外物施加的巨大冲击力而脱离母体，形成

材料丢失。

FOD试样进行高频疲劳试验的结果见表 4。光滑

样品的疲劳强度为 902 MPa。试验结果表明：FOD试样

的疲劳强度均低于光滑狗骨试样的疲劳强度的 0.6

倍。因此，外物损伤会显著降低 TC4合金的疲劳强度。

FOD试样的疲劳强度与损伤尺寸之间的关系如

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FOD试样的疲劳强度与损伤

参数 X 和 Y 的关系不明显，而损伤参数 Z对 TC4合

金试样的疲劳强度的影响呈线性关系，损伤深度越大

FOD试样的疲劳强度越小。

图 5 损伤尺寸的定义

Y

Z

试样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钢珠直径 /mm

3

3

3

3

3

4

4

4

4

发射速度 /

（m/s）

301.2

301.2

303.0

304.9

301.2

310.6

310.6

304.9

301.2

X/滋m

2633

2295

2680

2728

2902

2761

3803

3782

3742

Y /滋m

1108

1402

1026

1237

1489

974

1815

1406

1442

Z/滋m

2072

2422

2263

2193

1841

1305

1901

2322

1861

表 3 外物损伤试验结果

（a）试样 1 （b）试样 3 （c）试样 4

（d）试样 5 （e）试样 6 （f）试样 7

（g）试样 8 （h）试样 9 （i）试样 10

图 6 FOD的宏观特征

试样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钢珠直径 /

mm

3

3

3

3

3

4

4

4

4

发射速度 /

（m/s）

301.2

301.2

303.0

304.9

301.2

310.6

310.6

304.9

301.2

X/

滋m

2633

2295

2680

2728

2902

2761

3803

3782

3742

Y /

滋m

1108

1402

1026

1237

1489

974

1815

1406

1442

Z/

滋m

2072

2422

2263

2193

1841

1305

1901

2322

1861

疲劳强度

滓e /MPa

261.7

458.4

220.0

313.7

377.4

461.0

392.9

150.0

263.8

表 4 高频疲劳试验结果

（a）损伤参数 X 与疲劳强度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40003500300025002000

X/滋m
2000 滋m 2000 滋m 2000 滋m

2000 滋m2000 滋m2000 滋m

2000 滋m 2000 滋m 2000 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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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 FOD试样的疲

劳断面的微观特征，FOD试样的断裂位置区域如图 8

（a）所示，一般疲劳源区位于试样的外物损伤缺口位

置。疲劳断口的宏观特征：疲劳断口由疲劳源区、疲劳

扩展区和瞬断区 3部分组成[15]。从图 8（b）中可见，疲

劳断口存在明显的放射状河流花样，放射状河流花样

反方向聚集的地方即为疲劳裂纹源，其在缺口损伤位

置处萌生，且在缺口根部靠近上表面的位置，此件试

样为多源扩展断裂；疲劳扩展区的特点是断口平坦光

滑、断口细腻，其扩展充分，由于此件试样为多源断

裂，而且疲劳源不在同一截面上，导致裂纹扩展区呈

阶梯状；而瞬断区裂纹扩展得很迅速，所以瞬断区较

粗糙，有很多韧窝。放大图 8（b）中的疲劳源区发现，

疲劳源区有很多细小的疲劳带和少量的 2次裂纹，如

图 8（c）所示。放大图 8（b）中的疲劳扩展区域如图 8

（d）中所示，疲劳扩展区有很多比较均匀的疲劳带和

大量的 2次裂纹。

3 结论

通过空气炮模拟外物损伤，观察 FOD试样的宏

观 /微观结构以及外物损伤对 TC4钛合金的疲劳强

度的影响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通过钢珠高速冲击试样模拟外物损伤发现

FOD显著降低了 TC4平板叶片的疲劳强度，主要是

因为 FOD诱导了试样过早地萌生裂纹源。并且疲劳

强度随着损伤深度的增加而减小。

（2）通过 SEM观察疲劳断口表明，疲劳源位于损

伤区域的表面，主要是因为在损伤区域存在大量微观

裂纹和微观缺口，促进了裂纹源的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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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BS的航空发动机技术风险识别方法研究

刘晓松，王桂华，刘庆东，贾淑芝，王艳丽，史妍妍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提升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制项目中技术风险的管控能力，根据航空发动机的研制特点，提出 1 种基于技术分解结构的

航空发动机技术风险识别方法。该方法涵盖技术分解结构的构建方式、技术风险的识别方法和排序方法等内容，通过在实际发动机

研制项目中的应用，证明该方法有效、可行，能够实现技术风险完整、合理地识别，同时提出了该方法在应用过程中应注意基于 TBS

的技术风险识别为动态过程等问题，为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制行业技术风险的识别提供参考。

关键词：技术风险；风险识别；技术分解结构；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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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eroengine Technical Risk Ident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TBS
LIU Xiao-song, WANG Gui-hua, LIU Qing-dong, JIA Shu-zhi, WANG Yan-li, SHI Yan-ya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ion,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capacity of control risk in Chinese aeroengine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of

aeroengine, a technical risk identification method was presented based on Technology Breakdown Structure (TBS) ,which includes the
establishment method of TBS,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technical risk and the sorting method of technical risk. The application situation
of actual project indicates that the method is feasible and acceptable, and some advice was given in its application, which is taken as a
reference to risk management in Chinese aeroengine development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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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是对未发生

的、潜在的以及客观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系统、连续

地预测、识别、推断和归纳, 并分析产生风险事故原

因的过程。随着航空发动机利益攸关者需求的不断提

高，为提升航空发动机产品性能和可靠性，一些新技

术、新方法需要在其研制项目中应用，存在很大技术

风险[1-2]。因此，针对航空发动机研制，能否完整、合理

地识别项目中存在的技术风险，会直接影响整个项目

风险的管控，进而对产品的研制质量、成本、周期等方

面造成影响。

传统的风险识别方法主要有问卷调查法、专家调查

法、故障树分析法、核查表法等，但这些方法或识别风险

不完整、或过于复杂不便操作、或动态管理性不强[3-8]。

本文提出 1种基于项目技术分解结构（Technol-

ogy Breakdown Structure，TBS）的技术风险识别方法。

该方法能够实现技术风险完整的识别，具备可操作

性，并能够根据项目方案不断完善实现对技术风险的

动态识别。为规避航空发动机研制的技术风险奠定基

础，促进航空发动机研制项目质量的提升。

1 建立项目技术分解结构

航空发动机技术分解结构的构建主要包括建立

技术载体架构、梳理相关技术、确定技术成熟状态 3

个主要步骤。

1.1 建立项目的技术载体架构

航空发动机的技术载体架构，是将整机逐层分解

的结构体系。该架构建立的目的是确定承载技术的载

体，以用于后期梳理技术。而为保证梳理技术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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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架构建立时应体现产品结构的完整性。

1.1.1 技术载体架构基本要求

技术载体架构应划分为多个层级，每个层级包含

2类内容：

（1）“部 /组 /零件”项，用以承接部 /组 /零件设

计技术；

（2）“总体”项，用以承接对应层级的总体性能技

术、部件匹配技术等。

1.1.2 载体架构的构建方式

载体架构的构建方式通常基于项目的产品分解结

构（PBS），在无 PBS的情况下也可基于项目结构方案。

1.1.2.1 基于项目的产品分解结构

按 PBS的层级设置，建立技术载体架构，每层级

除包含 PBS中对应层级的“部 /组 /零件”项外，增加

“总体”项。“总体”项用以承接对应层级的总体性能技

术、部件匹配技术等；“部 /组 /零件”项，用以承接部 /

组 /零件设计技术。

1.1.2.2 基于项目的结构方案

如果项目暂时未建立 PBS，技术载体架构也可根

据项目的结构方案构建，但该方式可能与后期项目的

PBS、WBS不一致，可能对项目的管理造成影响。

基于项目的结构方案，项目技术载体架构划分为

多个层级，建议至少分解至 2级，各层级的含义及划

分方式如下：

0级：也叫整机级,XX发动机；

1级：也叫部件 /系统级，分为整机总体和构成整

机的部件、系统；

2级：也叫零、组件级，分为部件 /系统综合和构

成部件 /系统的组件；

2种方式形成的技术载体架如图 1所示。

图 1 TBS

1.2 梳理项目应用的技术

基于技术载体架构，梳理实现总体、系统和部件、

零组件设计所涉及的全部技术，仅需梳理最底层构件

的设计技术。

按技术载体不同，技术梳理至少考虑以下几方面

内容，以保证技术梳理的全面性：

（1）技术载体为整机总体，建议考虑以下技术:

a.整机性能技术，如过渡过程设计技术；

b.整机结构技术，如支点布局技术；

c.部件间匹配技术，如高低压匹配技术；

d.整机试验设计技术；

e.整机装配工艺技术。

（2）技术载体为部件总体，即技术的验证要在部

件上验证，建议考虑以下技术:

a.部件性能技术，如部件性能设计技术；

b.部件下级组件间匹配技术，如转、静子间隙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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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技术；

c.部件试验设计技术；

d.部件装配工艺技术。

（3）技术载体为零组件，即技术的验证在零组件

上验证，建议考虑以下技术：

a.零组件的性能（功能）技术，如冷却叶片寿命设

计技术；

b.零组件结构技术；如叶片造型设计技术；

c.零组件设计试验技术；

d.零组件制造技术。

通过以上方式，只要保证技术载体架构的完整性

以及梳理技术考虑的全面性，就能够完整识别项目当

前阶段应用的全部技术，从而为技术风险的完整识别

奠定基础。

1.3 确定技术成熟状态

1.3.1 技术成熟状态确定方法

基于技术分解结构，参考技术成熟度中多技术成

熟度等级（TRL）定义[9-10]，见表 1。从表中可见，对确定

梳理出的全部技术进行成熟度自我评价，确定各项技

术的成熟状态。

1.3.2 各层级技术载体的成熟度程度确定方法

在确定技术的成熟状态的同时，项目管理团队也

会关注各级技术载体的成熟度，以此全面反映整个项

目的状态。对技术载体成熟度的确定通常有以下 2种

方式：

方法 1：短板法。基于技术载体相关的全部技术

的成熟度等级，选用其相关技术中成熟度等级最低的

技术作为该技术载体的成熟度等级。该方法优点是快

速、高效；缺点是仅能粗略评估，有时并不能反映其技

术载体的实际情况。

方法 2：以技术载体作为评价对象开展技术成熟

度评价（TRA）。可选用技术载体作为技术成熟度评价

的对象，按技术成熟度评价标准对其成熟状态进行判

定。该方法的优点是能够较为准确地描述技术载体的

成熟度状态；但受评价标准的限制，对大部件（架构中

1级技术载体）无法评价[11]，同时其评价过程也比较繁

杂。

应用时，可考虑 2种方法的优缺点灵活选取，例

如：可在 0级、1级载体的成熟度等级采用方法 1确

定其成熟程度，其他层级的技术载体采用方法 2。

2 识别风险技术
2.1 项目的关键技术

依照技术成熟度中筛选关键技术的方式，基于已

构建的技术分解结构，分别按其重要性、新颖性 2方

面筛选原则，完成项目的关键技术识别，确定项目的

关键技术清单[12-13]。

2.2 项目所处阶段中技术成熟度等级要求

结合航空发动机全生命周期研制阶段的划分[14]，

确定项目所处阶段技术成熟度等级要求[12]，即项目所

处阶段内技术应达到的最低成熟度等级。并对照 TBS

中全部技术的成熟度自评价的结果，筛选出未达到要

求的技术。

将通过以上 2种方式筛选出的技术汇总合并，形

成项目的风险技术清单。

理论上，方法 2识别出的风险技术能够涵盖方法

1，但考虑方法实施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为保证风

险技术清单的全面性，应用方法 1对方法 2进行补

充，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风险技术清单的完整性。同

时，也通过技术成熟度自评价的方式实现了对技术风

险的量化。

3 技术风险重要度排序

依据 QFD 理论 [15]，对风险技术的重要度进行打

分，以此作为风险技术排序的依据。

基于技术风险清单，录入各项风险技术（见表 2），

再根据项目的实际特点，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对

每项风险技术进行打分，每项风险技术影响因素的评

分乘以对应的权重后求和，即为该项关键技术的重要

TRL

TRL 1

TRL 2

TRL 3

TRL 4

TRL 5

TRL 6

TRL 7

TRL 8

TRL 9

定义

技术基本工作原理已被观察并有相关报告

概念性地描述了该技术的应用，并找到了应用对象

通过分析和原理样件试

验确认该技术的重要特征和参数

技术在零组件上通过了试验室验证。

技术在部件试验器或技术验证机上得到验证

工程验证机在与实际类比的环境下得到演示。

原型机在近似真实环境下得到演示

通过了测试和验证，完成研发工作，客户满意。

型号已通过服务经验得到验证

技术载体

纸面资料

纸面资料

原理样件

零组件

部件 /技术

验证机

工程验证机

原型机

原型机

（设计定型）

批产

（生产定型）

表 1 航空发动机技术成熟度等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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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总分。

3.1 确定项目各影响因素的权重

由项目团队各专业专家根据项目自身特点、侧重

点，分别对表 2中影响重要度的各因素的权重打分，

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将权重录入表中。

3.1.1 对专家的要求

专家需包括：项目管理人员和各专业技术人员，

其中技术人员需涵盖各项关键技术涉及的设计、试

验、工艺、材料、六性等人员。

3.1.2 权重的确定

各专家对各影响因素，按其项目影响的重要程

度，从大到小分别给出 5、4、3、2、1分。针对各项影响

因素，对全部专家权重打分后取平均值，其平均值占

总分的比例即为该因素的权重。

3.2 确定各项关键技术总分

按表 2形式，由风险技术负责单位对风险技术清

单中各项技术的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打分，并填入对

应的空格内，分值设定为 9、3、1、0分 4个级别，分别

对应二者之间强相关、相关、弱相关和无关。

针对每项风险技术，其各项分数乘以对应的权重

后求和，即为该项风险技术的重要度总分。

3.3 关键技术的排序原则

在得到风险清单中各技术的评分后，依据以下原

则对风险技术进行排序：

（1）依据各风险技术总分，按分数从高到低排序；

（2）评分相同的风险技术，其技术成熟度初判等

级低的关键技术优先排序；

（3）评分及技术成熟度初判结果均相同的风险技

术，由项目负责人或专家确定其排序。

4 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本文提出的方法已在多个航空发动机研制项目

中全部或部分应用，在项目应用中通常应注意以下几

方面问题。

（1）基于 TBS的技术风险识别是个动态的过程。

随着项目的方案改进与完善，会引起技术载体架构或

技术选取的不断变化，致使 TBS 相应变化，因此，采

用该方法识别技术风险也是随项目的进展不断完善

与调整的过程，实现技术风险的动态识别。

（2）TBS的技术载体架构的建立应考虑项目中部

件、系统的成熟度。技术载体架构可根据项目采用的

部件系统的成熟度灵活构建，如某发动机研制项目中

采用了十分成熟的核心机，且核心机的工作环境变化

不大，那么该部分 TBS梳理至核心机即可；如若某部

件属于新研部件，那么该部件的技术梳理应更细致，

也更利于后期技术风险的确定。

（3）TBS的技术梳理应考虑技术的验证载体。原

则上，技术应梳理在其对应的技术载体上。但针对具

体项目，如某技术不在其对应的技术载体上验证，而

是在其上一级载体上验证，建议该技术挂接在其验证

的载体上。

5 结束语

（1）航空发动机研制项目的技术风险识别是随项

目进展而持续开展的过程，基于项目的 TBS识别技

术风险能够实现技术风险的动态识别。

（2）基于项目 TBS 的关键技术识别方法能够实

现对技术风险的完整识别；通过技术成熟度方法量化

了技术风险，为项目风险的规避与管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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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在商用发动机作动系统中的应用分析

袁 杰，王文山
（中航工业庆安集团有限公司，西安 710077）

摘要：先进飞机及其发动机的需求是复合材料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基于复合材料的特点以及在航空中的应用情况，提出了发

动机作动系统对复合材料的需求。根据商用发动机作动系统的定义与范围，详细论述了该系统未来发展方向对复合材料的应用需

求。通过对比分析复合材料在国内外发动机作动系统中的应用现状，提出了钛基复合材料、SiC复合材料、变形记忆合金复合材料、

压电功能复合材料等先进复合材料的应用发展方向，为中国商用发动机作动技术的发展提供相关建议。

关键词：复合材料；作动系统；商用飞机；商用发动机；作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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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of Composite Materials in Actuation System for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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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quirements of advanced aircraft and its engine provide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for the growth of composite material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osite materia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viati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mposite material for engine
actuation we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and scope of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actuation system,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
of the composite material in future Actuation system was discussed.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 application of composite materials
in engine actuation system at home and abroad, the tw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itanium matrix composites, SiC composites, deformation
memory alloy composite, piezoelectric functional composite and other advanced composite materials was presented, which provide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actu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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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0 引言

复合材料是将承载能力较强材料填入相对较弱

材料而形成的，其中承载能力较强材料通常作为增强

体，承载能力较弱材料通常作为基体。增强体的强度、

刚度和其它机械特性提高了复合材料的结构负载能

力，易于塑造的基体用于保持增强体的位置和方向[1]。

复合材料的增强体和基体在性能上相互取长补短，产

生综合效应，其性能大大优于原始组成材料。

由于复合材料具有比重小、比强度和比模量大的

特点使其逐渐替代传统钢、铝合金应用在飞机上。早

在 20世纪 50年代，玻璃纤维复合材料首次在 B707

客机上应用，但仅占其结构的 2%。目前空客的最新

型客机 A380使用复合材料已占机身结构的 25%，波

音的先进客机 B787使用复合材料则高达 50%左右，

全机主要结构均采用复合材料加工而成，比用铝合金

材料减轻了 4536 kg，油耗降低 20%[1-4]。随着复合材

料技术的发展，材料强度和韧性的进一步提升，其在

发动机上的应用也越来越多。复合材料目前主要应用

在机匣、风扇叶片、外涵道等发动机结构部位，如波音

777X飞机 GE9X发动机风扇叶片、风扇前机匣和后

风扇框架，CFM公司的 LAEP发动机风扇叶片、机匣

和短舱等[5-8]。

商用发动机设计的关键技术之一就是要最大程

度地减轻发动机质量，提高其燃油效率和推重比。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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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发动机控制系统的质量约占发动机总质量的 15～

20%[9]，因此，减轻发动机控制系统的质量是发动机减

重设计的重要途径之一，发动机控制系统的减重对象

主要是电子控制器、燃油控制装置、作动器、油管路、

机械连杆机构等作动部件。同时，未来商用发动机的

发展方向也对其作动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文概述了商用发动机作动系统的范围，详细分

析复合材料在该系统中的应用需求，并对比其在国内

外的应用现状，为发动机的减重设计与未来发展提供

有效途径。

1 商用发动机作动系统概述

发动机作动系统是控制系统的执行子系统，接受

控制系统的指令信号，将控制信号转换为作动器的速

度和位移，调节发动机几何可调参数（如风扇 /压气

机可调导叶角度、压气机放气活门、高压 /低压涡轮

间隙、反推力装置、喷管截面积等），以改变发动机气

流状态，实现对发动机工作状态控制。发动机作动系

统控制回路基本结构如图 1所示。图中，PLA为油门

杆角度，Tt1、Pt1分别为进气道进口空气总温、总压，nH、

nL分别为高、低压转子转速，Tt25为高压压气机进口空

气总温，Pt3为高压气机出口空气总压，Pt6为低压涡轮

出口空气总压，Tt6为低压涡轮内涵出口燃气总温，琢f

为风扇可调导叶角度，琢c为高压压气机可调静子叶片

角度，A 为可调面积，Lx为位移控制变量。

商用发动机主要包括喷气式客机的涡轮风扇（涡

扇）发动机、螺旋桨客机的涡轮螺旋桨（涡桨）发动机

和民用直升机的涡轮轴（涡轴）发动机，其中以涡扇发

动机的应用最为广泛，其控制系统也最为复杂，典型

商用涡扇发动机主要调节作动部位如图 2所示。

2 商用发动机作动系统对复合材料的需求

分析

未来商用飞机发动机需要具备更低的燃油、更低

的排放、更低的噪声和更高的推重比，发动机控制系

统将面临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发

动机作动系统将向高功重比、分布式、智能化、高频响

等方向发展，新的发展方向已对复合材料产生了新的

需求。

2.1 高功重比

未来商用发动机工作范围在不断扩大，并要求在

全飞行包线内具有低油耗、高效率、高稳定性，为此必

须采用更多的控制变量以控制发动机更多的参数，发

动机控制系统将设计得更加复杂，控制变量从 10～

12个增加到 20个以上[10]，相应调节作动的部位也就

越来越多。由于发动机作动系统功率的提高，其质量

将显著增加，作动系统工作介质的压力体系已从 10

MPa提高到 21 MPa，甚至达到 28 MPa。因此，减轻作

动系统的质量将是减轻发动机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

作动系统的主要减重对象是其机械液压作动部

件，例如燃油伺服控制装置、作动器、作动筒等。复合

材料具备优异的综合性能，具有高比强度、高比刚度

的特点，采用非金属基或金属基复合材料取代常规金

属材料的部件，可实现作动系统减重。例如，可选用的

复合材料有非连续增强铝基复合材料（DRA）、非连续

增强钛基复合材料（DRTi）、环氧树脂基复合材料

（Gr/Ep）、Al2O3f 纤维增强铝基复合材料（Al/Al2O3f）、

SiC 纤 维 增 强 铝 基 复 合 材 料（6092/SiC/17.5p、

6092/SiC/25p）等，其比强度、比刚度与常规航空结构

材料的对比如图 3所示[11]。

2.2 分布式

当前商用发动机控制系统都采用集中式的全权

限数字式电子控制（FADEC），即将数字式电子控制

器集中放置在专门设计的机箱中，传感器的信号通过

导线传送至数字式电子控制器，由其执行发动机控制

计划和控制律，将输出信号再通过导线传送至作动

器。发动机控制系统复杂性的增加，将导致 FADEC

图 1 发动机作动系统控制回路基本结构

图 2 典型商用涡扇发动机调节作动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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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指令信号、外形尺寸都大大增加，使 FADEC

软件更加复杂，可靠性降低，成本增高。而未来发动机

分布式控制系统由中央控制器、智能传感器、智能执

行机构组成，中央控制器与各智能机构之间通过数据

总线进行通讯以及电源总线进行供电。分布式控制系

统将集中式 FADEC 的部分控制律计算功能下放到

智能传感器和智能执行机构，形成分布式作动系统，

这样可省去大量的输入输出接口和传输电缆，大幅度

减轻系统质量，提高系统可靠性[12]。

集中式 FADEC 的电子控制器安装在飞机设备

舱内或者发动机上，飞机设备舱内的环境温度为

-55～80 ℃，短时可达 90 ℃；在发动机机载的情况

下，电子控制器的环境温度可达 120 ℃以上，通常采

用燃油或空气作为冷却介质冷却电子控制器。而分布

式 FADEC 的各分布式作动系统直接安装在发动机

的不同作动部位，工作环境温度超过 300 ℃，最高可

达 500 ℃，远远超出当前使用的电子器件耐温极限，

不能满足分布式作动系统的使用要求。为此，需要使

用耐高温电子器件，如采用 SiC复合材料的电子产

品，可在高于 500 ℃的环境下可靠工作[13]。

2.3 智能化

绿色和舒适性是未来商用飞机的发展方向，这

就要求发动机根据不同的飞行状况，通过自适应智

能改变风扇喷管的截面积，实现发动机振动主动控

制以及噪声抑制，降低发动机油耗与噪声，提高发

动机性能。风扇喷管在飞机起飞与巡航阶段位置调

节如图 4所示。

由于形状记忆合金（SMA）复合材料（例如铜 /镍

合金复合材料[1]）具有形状记忆效应和超弹性行为，即

SMA在低温时产生的塑形变形，在外载荷消除后通

过加热可完全恢复到初始状态。因此，SMA可用于喷

气式飞机发动机可调截面风扇喷管的作动器，其结构

原理如图 5所示。

2.4 高频响

主动控制是未来商用发动机控制系统的发展方

向之一，压气机、燃烧室、涡轮间隙的主动控制可提高

发动机的性能、耐久性和生存性[9]。主动控制需要高速

响应的作动器，与传统的燃油作动器（如 IGV、VBV、

VSV等调节作动器）相比，其频谱高 1个数量级的高

频段。传统控制的频谱接近 10 Hz，而主动控制的频

谱数量级在 102～103 Hz[14]。

高响应作动器主要由作动部件、阀门和喷嘴等组

成，影响作动器频率响应的主要因素是驱动阀门的作

动部件。目前应用的作动器阀门响应速度慢，无法满

足主动控制系统要求 500～1000 Hz的响应频率。因

此需要高执行带宽的压电、电磁、磁致伸缩等功能复

合材料，能够在低功率下工作且体积更小巧。

3 国内外应用现状分析

3.1 国外研究情况

美国以及欧洲一些航空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为

了提高发动机的性能，满足高推重比发动机的需求，

图 3 复合材料与常规航空结构材料比强度、比刚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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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商用喷气式飞机发动机的可变截面喷管

图 5 SMA作动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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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了多项发动机研究计划，并将发动机研制与新型

复合材料研究紧密结合，已在商用发动机的叶片、轴、

机匣、支撑框架等结构部件中广泛应用。钛基复合材

料（TMC）的比强度和比刚度高、使用温度高、疲劳和

蠕变性能好，可以很好地满足飞机发动机作动部件的

要求，简化部件结构，具有明显的减重效果，将逐步取

代常用的铝合金、高强度不锈钢以及钛合金等材料。

目前 TMC已首先在军用发动机的作动部件中应用，

如美国 F-22飞机的 F119发动机的喷管作动器（用

于驱动喷管调节片的运动）的活塞采用高比强度的

SiC纤维增强钛基复合材料替代最初采用的沉淀硬

化型不锈钢 13-8 Cr-Ni后，每架飞机减重 3.4 kg，且

满足了其疲劳载荷和 450 ℃高温环境下使用的要

求。F119发动机喷管作动器的复合材料活塞如图 6

所示[15]。

商用飞机锯齿形可变截面风扇喷管最早提出于

1995年，后来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主导下开展

长期研究。2005年，波音在 1架配装 GE90发动机的

B777飞机上试验了锯齿形风扇喷管。自 2011 年以

来，波音“环保验证机”项目又在新一代 B737和 B787

客机上测试了 SMA可变截面风扇喷管作动系统，旨

在减轻质量和降低噪声，以提升发动机性能，如图 7

所示。经过多年的试验验证后，新型 B737MAX、

B747-8 和 B787 飞机的发动机均已使用锯齿形的

SMA可变截面风扇喷管。

目前美国采用压电功能复合材料的高响应作动

器已在发动机试验台上进行了试验验证，试验结果表

明在无负载情况下作动器能以高达 500 Hz的频率工

作，也能以更高的频率进行试验 [14]，为未来商用发动

机的高频响作动系统的工程化应用奠定了基础。

3.2 中国研究情况

目前，复合材料在中国航空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

在飞机与发动机结构件上，商用飞机的舵面和机翼以

及商用发动机的叶片和机匣等结构已经普遍采用复

合材料，但应用比例还较低，与国外的差距较大[16]。发

动机作动系统部件的材料仍主要以传统的铝合金、高

强度不锈钢以及钛合金等金属材料为主，复合材料在

商用发动机作动系统中的应用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

4 结束语

（1）先进复合材料在商用发动机作动系统中的应

用，将使飞机发动机具有更低的燃油、更低的排放、更

低的噪声和更高的推重比。

（2）复合材料的应用是未来发动机作动系统发展

的关键需求之一。

（3）借鉴国外复合材料在发动机作动系统中的应

用研究经验，制定相关可持续发展计划，可促进先进

复合材料在商用发动机上的应用，推动中国新一代先

进商用飞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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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超过 8000字，必须包括（按顺序）：题名、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及邮政编码、摘要、关键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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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全文概述、进展列述和核心研究适当详述，“结论、观点与展望”要有实质性内容。英文摘要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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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用“原始数据”，一般性结果用“总结数据”（如平均值、标准偏差）或“转换数据”（如百分数），正

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讨论与结论侧重点分别在于描述说明、比较阐释和论点前景。

3.4 图表具有“自明性”，一般在文中第一次提及段落后插入。尽量采用彩色插图，图注清楚，同时写出

图序、图题。坐标图要标清标线和标值，以及横纵坐标的量和单位；照片图要求分辨率达到 300 dpi。

表格采用三线表。

3.5 参考文献选用原则为充分必要、密切相关、公开出版、完整准确、亲自阅读，避免盲目多引、随意转

引、过度自引、故意漏引等。采用“顺序编码制”，即按文献在文中出现先后编号和排序。著录项目完

整，要给出文献类型，以及引用页码等。数量以不少于 15篇为宜，中文参考文献应在该条文献下附

相应的英文。

3.6 来稿要符合编辑出版标准化要求，论文编写格式、量和单位符号等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外文

字符要分清大小写、正斜体，上下角字符的位置高低应区别明显，易混淆的外文字母、符号书写清

晰，英文缩略语可在行文中使用，但一般不用作量符号。

3.7 来稿如不符合上述要求，编辑部将先退给作者修改，合格后再送审。

RR公司发动机关键技术研制进展

为促进新一代商用航空发动机的发

展，RR 公司一直以来都对大型民用航空

发动机先进技术掌握主动权，为了延续其

遄达系列发动机所建立的这一优势地位，

2014年，RR公司提出了在未来 10年及以

后面向大推力宽体飞机的大型涡扇发动机

的战略愿景，提出了“Advance”和“Ultra-

Fan”分 2个阶段走的未来航空发动机技术

和产品的发展道路。第 1阶段的目标，是以

遄达 XWB 发动机为起点，研制和验证

Advance核心机与发动机；第 2阶段的目标，是以 Advance核心机为基础研制和验证具有颠覆性技

术特征的 UltraFan发动机。RR公司旨在通过开展 Advance和 UltraFan2个项目，希望在未来几年实

现民用发动机的重大技术突破。

Advance发动机涵道比将超过 11，总压比将超过 60，耗油率和 CO2排放将比目前的遄达 700发

动机降低至少 20%，计划于 2020年左右投入使用。UltraFan发动机涵道比将达到 15，总压比将达到

70，燃油消耗和排放将比目前遄达 700发动机的降低 25%，计划于 2025年投入使用。

目前，Advance 2验证机的基本生产装配工作都已完成，RR公司正试图在 Advance 2验证机上

分别采用 2种不同尺寸的核心机和 3种不同的低压系统与其匹配，推力达到 44.5～89 kN。Advance

2的核心机基本结构为 10级高压压气机和 2级高压涡轮，高压压气机前几级采用钛合金整体叶盘。

目前已经完成多个样机的验证工作，Advance 2风扇的稳定性及其他各性能非常好。另外还进行了

发动机鸟撞试验和风扇叶片脱离试验。预计从 2017年下半年开始进行整机试验。

Advance 2项目不仅是为了实现 2轴发动机推力提高的方案，亦是为 3轴发动机核心机设计和

应用提供过渡，旨在为新核心机———Advance 3做铺垫，以更好地迎合下一代商用涡扇发动机的发

展。近期，RR公司正在为其新型 Advance 3发动机核心机的最初试验做最后的准备工作，该核心机

将成为 RR公司未来大型动力装置的基础。试验将采用 1台混装发动机：即在 Advance 3发动机核

心机的基础上，配装遄达 XWB-84发动机的风扇和遄达 1000发动机的低压涡轮。Advance 3发动机

核心机是 1种新的“可伸缩”结构，能够与各种尺寸的低压系统相匹配。首台 Advance 3发动机核心

机已于 2017年 3月在 RR公司位于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工厂开始装配，目前装配工作进展顺利，之

后 RR公司将很快将核心机运往英国德比试验中心，预计将在 2017年中段开始试验。

UltraFan 发动机是在共享与其同步起动的 Advance发动机技术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增加齿轮

系统研制的新型发动机。Advance 和 UltraFan 发动机研究计划的研究经费每年近 10 亿英镑。

UltraFan发动机是 RR公司首款采用齿轮传动风扇结构的新型发动机，与传统的同级别大涵道涡

扇发动机相比，UltraFan耗油率将降低 25%，同时排放也将显著降低。其关键技术包括：可变桨距

的风扇；驱动风扇的齿轮系统；先进短舱；新型发动机核心机；齿轮箱和高速低压涡轮等。对于

UltraFan发动机特别重要的动力齿轮箱已在德国的达勒威兹工厂进行试验，RR 公司称之为“世

界上功率最大的航空齿轮箱”，其功率高达 74570 kW，目前试验工作即将完成。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桓明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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