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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风扇转子叶片在遭遇外物损伤后所造成的叶片型面形变对压气机性能的影响，针对前缘遭遇缺口损伤型的压
气机叶型开展数值仿真，分析了其整体气动特性及内部流场细节的变化规律。以某小型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风扇转子叶片 50%
截面叶型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叶栅模型，假定叶栅中间截面遭遇了球体正向撞击，并在其前缘形成了深度为 1.2% 相对弦长、宽度为
2.5% 相对叶高的表面缺陷。借助 NUMECA Fine/Open 软件包对前缘缺口型损伤风扇转子叶片 50% 截面叶型平面叶栅进行全通道

数值模拟，研究区域共计包含 6 个叶栅通道，定量分析了损伤前后叶栅的气动特性变化及内部流场结构。结果表明：在来流马赫

数为 0.6 下，前缘缺口型损伤在全攻角范围内增大了叶型总压损失系数，最大相对增大 3.11%；扩散因子在前缘损伤后变大，最多
增大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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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Fan Rotor Cascade with Leading Edge Notch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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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he blade profile deformation on the compressor performance after encountering the foreign

object damage on the fan rotor blade，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for the compressor blade with notch damage at the leading edge，
the overall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variation details of the internal flow field were analyzed. A cascade 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50% span airfoil of the fan blade from a small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 It was assumed that the middle section of the

cascade was impacted on the leading edge by a spherical particle and a notch damage with a depth of 1.2% chord length and a width of
2.5% blade height was formed at the leading edge. With the help of NUMECA Fine/Open software package，a full-channel linear cascad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50% span fan blade airfoil with leading edge notch damage was carried out. The region investigated includes
six cascade passages. The changes of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l flow field structure of the cascade before and after damage

were analyzed quantita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Mach number 0.6，the leading edge notch damage increases the total pressure loss co⁃
efficient of the airfoil across the whole range of angle of attack，with the maximum of 3.11%. The diffusion factor increases up to 13.5% af⁃
ter leading edge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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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繁 地 遭 遇 外 物 损 伤（Foreign Object Damage，FOD）。

随着民用航空发动机进气量的提高以及航班数

的形变，从而导致压气机性能衰退。蒋伟等[1] 研究了

量的增加，位于发动机最前端的风扇转子叶片愈加频

在实际运行环境下，FOD 极易造成风扇转子叶片型面

叶片表面局部凸起对跨声速轴流压气机转子 Rotor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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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性能的影响，表明凸起使叶片的多变效率最多降

气机转子叶栅气动性能影响时发现，前缘加工正误差

低了 1.3%，且激波诱导附面层分离现象加剧；Bohari

和前缘钝头形状将导致叶型性能变差，可用攻角范围

等 对前缘受到鸟撞的 Rotor67 进行数值模拟后发现，

减小。

风扇在发动机设计工作包线内发生了失速；史磊等[3]

本文针对前缘遭遇缺口损伤型的压气机叶型开

对某小型涡扇发动机前缘侵蚀风扇转子叶片进行数

展数值仿真，定量分析整体气动特性及其内部流场细

值模拟，表明前缘流场出现了覆盖约 5.38% 弦长的分

节的变化规律。

[2]

离 泡 且 叶 尖 泄 漏 流 增 多 ，峰 值 效 率 最 多 降 低 了
2.39%。

关于损伤类型，马超等[4]对中国近 20 年的民航发

动机风扇叶片损伤数据进行了统计与分类，发现缺口
型损伤发生概率最高为 56.17%；美国 HCF 项目[5-6] 研

究了不同试验室条件下模拟前缘缺口型损伤的试验
方法，并指出采用高速弹道发射钢球撞击叶片前缘能
够准确模拟外场中缺口型损伤特征；罗荣梅[7]、胡绪
腾[8]和尹冬梅[9]采用动力学分析软件 ANSYS 数值模拟
了球形和菱形物体对叶片前缘造成的缺口型损伤，表

1

研究对象

1.1

数值模拟对象
缺口型损伤位置较为集中在叶中和叶尖[4]，对于

高亚声速风扇转子而言，2 处叶型的流场情况较为相

似，因此选择其中 1 处叶型来研究缺口损伤对叶型流
动的影响。本文以 DGEN380 小型大涵道比涡扇发动

机风扇转子 50% 截面叶型为研究对象，
建立平面叶栅
模型，风扇转子部件模型及其 50% 叶展截面叶型如图

1 所示。平面叶栅的主要叶型参数及结构尺寸见表 1。

明在高速冲击下外来物体的形状、冲击角度与冲击速
度对前缘损伤有一定影响；潘辉[10]开展了空气炮法模
拟试验，并验证了空气炮法对宽度为 2.5 mm、深度为

1 mm 的缺口型损伤试验值与数值模拟值的一致性与
有效性。

另一方面，缺口型损伤后叶型前缘变化为钝头前

（a）风扇转子模型

缘，具体表现为在前缘处形成一个接近 0 曲率的平

（b）50% 叶展截面叶型

图1

风扇转子模型及其 50% 叶展截面叶型

表1

平面叶栅的主要叶型参数及结构尺寸

台，前缘两侧与叶身连接部分有曲率极大且不连续的
棱角。叶型前缘的非设计变形将会导致其附近流场

参数

结构不同，进而影响到下游气流的流动，甚至改变整
个流场。Reid 等[11] 指出，加工误差、FOD 和腐蚀作用

有可能导致前缘产生钝头变形，并分别对使用设计叶
型与钝头前缘叶型的压气机转子进行了试验，结果显
示在设计工况下，钝头前缘叶型效率比原始叶型的降

栅距/mm
弦长/mm
叶展位置/mm
进口几何角/（°）

数值

参数

数值

54.12

进口马赫数 Ma

0.6

82

100

安装角/（°）

前缘曲率半径/mm

42.5

59.9

0.6028

低了 3.5%；Edwards 等[12] 通过叶栅试验结合数值模拟

1.2

具有良好的一致性，钝头前缘的损失比其他叶型的最

以便后续网格划分与数值计算。选取吸力面和压力

研究了不同前缘变形叶型的气动性能变化，发现二者

多增大 1 倍；Giebmanns 等 以跨声速压气机转子为
[13]

对象，得出前缘侵蚀后钝头引起了流场衰变的结论；
[14]

李乐等 详细研究了钝头前缘对边界层发展所带来
[15]

的影响；宋寅等 通过数值模拟前缘曲率不连续叶型
发现，吸力面前缘分离泡诱导层流附面层提前转捩，
[16]

叶型损失显著增大；李大春 采用一种径向参数造型
方法对轴流压气机动叶根部平面叶栅进行了前缘改
[17]

型研究；高丽敏等 通过数值模拟研究加工误差对压

前缘缺口型损伤平面叶栅通道模型建立

采用 3 维建模软件 UG 建立六通道平面叶栅模型

面叶型作为叶栅通道的左
右端壁，分别在叶栅前缘、
尾 缘 延 伸 1 和 1.5 倍 弦 长

① ②

③

④

⑤

作 为 计 算 域 的 进 、出 口 。
建立的模型如图 2 所示，
从左至右依次为叶栅标号。

图2

平面叶栅模型

通过前期对缺口损伤相关文献的调研，了解到实
际中不可能在每个叶片相同位置上发生同种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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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缺口损伤叶片前缘情况如图 3 所示。为了更真
实地模拟缺口型损伤情
况 ，本 文 选 择 3 号 叶 栅 前

赫 数 Ma=0.6 时 3 号 叶 栅

失系数随网格数的变化如

成宽度为 2.5 mm、深度为

2

Y+
12
10
8
6
4
2
0

0.7 倍轴向弦长处）总压损

球体正向撞击，对前缘造

叶展位置和1.2%弦长相当。

在 0° 攻 角 下 ，来 流 马

50% 叶 高 位 置 出 口（尾 缘

缘 50% 叶展位置模拟外来

1 mm 的缺口损伤，与 2.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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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 6 所示。随着网格数的
图3

缺口损伤叶片前缘

壁面 y + 值

增加，总压损失系数变化
逐渐趋于稳定，为了兼顾计算速度和精度，选取 592

数值计算方法与网格划分

万网格数网格作为计算网格。

应 用 商 业 CFD 软 件 NUMECA 开 展 数 值 模 拟 计

3

算，借助其中的 Fine Open 模块进行前缘缺口损伤平面
叶栅模型定常流场计算。工质选择理想气体，湍流模

型选择 Spalart-Allmaras，空间离散格式采用 2 阶迎风

格式来保证计算精度。边界条件采用来流速度方向、

缺口损伤平面叶栅

计算结果分析
在 Ma≤0.6 时，3 号叶栅 50% 叶展位置缺口损伤

前后的攻角特性曲线如图 7 所示，其中 ORG 代表原始

叶型，FOD 代表前缘缺口损伤叶型。从图 6 中可见，
在同一来流马赫数下，损伤前后叶栅的最小总压损失

压力进口和压力出口，
给定出口平均静压，
叶型表面和

系数对应攻角均在-2°左右，负攻角范围内总压损失

上下壁面为固定壁面无滑移绝热条件。通过调整进口

系数较小且变化平缓，随着攻角从 0°开始总压损失系

总压和进口气流角得到不同工况下数值模拟流场。

数呈现迅速增大的趋势。这是因为攻角较小时气流

本文采用商业软件 NUMECA 的非结构网格生成

还未从叶型表面分离，流动损失主要来自于附面层气

网格可以划分大部分几何模型。将叶栅模型导入

剧，
难以重新附着壁面流动，
最终导致总压损失增大。

流摩擦，
当攻角增大时横向压力梯度增大，
气流分离加

分别对叶栅的端部叶型型线、缺口表面和叶身表面进
行局部多次细化，使网格能够更细致地贴合前尾缘和
损伤区域并进一步提高网格质量。此外，为了较好地
模拟出边界层内气流速度梯度分布，分别在叶栅叶
身、上下端壁壁面和缺口表面根据来流雷诺数与壁面
值插入多层边界层网格，以此获取更多近壁面的气流
流动信息。第 1 层网格高度为 10 μm，满足后续的计

算结果分析需求。缺口损伤叶栅网格拓扑结构和平

总压损失系数

Hexpress 模块生成非结构网格，在初始网格的基础上

0.0562

总压损失系数

模块 Hexpress 划分网格，完全六面体非结构化的贴体

0.0558
0.0554
0.0550

0.0546
400 460 520 580 640 700
网格数/×104

图6

总压损失系数随网格
数的变化

0.070
0.068
0.066
0.064
0.062
0.060
0.058
0.056
0.054

图7

ORG
FOD

-6 -4 -2 0 2 4
攻角/（°）

6

8

叶栅 50% 叶展位置

缺口损伤前后攻角特性曲线

与原始叶栅相比，各攻角下前缘缺口损伤后总压

面叶栅端壁网格拓扑结构如图 4 所示。本文分别绘

损 失 系 数 均 有 所 增 大 ，其 中 在 + 6° 攻 角 下 增 大 了

进行网格无关性校验，壁面 y +≤12，如图 5 所示。

大而增大，说明前缘缺口损伤在正攻角下对叶型的影

制了总数为 421 万、509 万、592 万和 678 万共 4 套网格

3.11%。此外，缺口损伤造成的气流损失随着攻角增
响更为显著。
缺口损伤的影响范围不仅在于前缘，而且对于整
个流道内的气流流动都有较大的影响，因此为了进一
步比较不同攻角下叶栅前缘缺口损伤后的气动特性

（a）缺口损伤叶栅网格拓扑

（b）平面叶栅端壁网格拓扑

结构

结构

图4

缺口损伤平面叶栅通道网格拓扑结构

改变情况，对攻角为-6°、0°和+6°条件下深入分析。
在来流马赫数为 0.6 时，3 种攻角下叶栅 50% 叶展位

置 S1 流面前缘马赫数如图 8 所示。与原始叶栅对比，
各攻角下前缘驻点附近的低速区域面积均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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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2

0.2

0.2

1.0

1.2

1.4

Relative mach number

0.780

0.530

0.782

导致总压损失大幅增大，这与图 6 中攻角为+6°时损
伤叶栅总压损失最大相对应。

0.816
0.840

0.767

盖了约 5.92% 弦长的低速回流区，加剧了气流分离，

0.260
0.244

在 Ma=0.6 时 ，不 同 攻 角 下 叶 栅 前 缘 损 伤 前 后
50% 叶展位置出口的尾迹分布如图 9 所示。随着攻
角的增大，尾迹区域面积呈现扩大的趋势。与原始叶

栅相比，各攻角下叶栅前缘缺口损伤后型面两侧的尾
迹宽度均有所增长，造成出口处低速区域面积扩大，

0.236

0.483

0.438

导致出口速度减小且叶栅总压损失增大。

（a）攻角为-6°

0

0.2

0.4

0.6

0.8

1.0

Relative mach number
0.780
0.782

0.816

0.530

0.840

0.767

0.260
0.244

0.715

0.236

0.483

0.385

0.438

0.620

（b）攻角为 0°

0.897
0.980

0.421
0.580

0.634

0.687

0.102

0.0295
0.273

0.712

0.467

0.370

0.357

0.616

（c）攻角为+6°
图8

0.039

（a）攻角为-6°

0.102

0.039

0.681

0.714

0.678

0.719
0.327

0.565

0.645

（b）攻角为 0°

不同攻角下缺口损伤前后叶栅 50% 叶展位置 S1 流面
前缘马赫数分布（左为原始叶栅，右为损伤叶栅）

在攻角为-6°时，吸力面和压力面表面逆压梯度
增强，加大了其附面层厚度并在压力面气流发生了小

0.706

范围分离，但很快与有较高动量的主流流体发生动量
交换，获得足够多动量克服逆压梯度得以再附在叶型

0.366

表面上。
从图 8 中攻角为 0°和+6°时的 S1 流面前缘马赫数

口损伤位置，同时使得吸力面表面的附面层增厚。当

0.673

0.383

0.558

0.648

（c）攻角为+6°

云图可见，随着攻角增大，驻点及其附近的低速区域
逐渐转移到前缘压力面曲率不连续位置，即压力面缺

0.612

0.710

图9

不同攻角下叶栅前缘缺口损伤前后 50% 叶展位置出口
的尾迹分布（左为原始叶栅，右为损伤叶栅）

攻角为+6°时，吸力面前缘附面层受强逆压梯度影响

静压系数是衡量流体分离的重要参数，型面前缘

迅速增厚，并且伴随着分离泡的产生其表面上形成覆

吸力面的静压系数峰值和曲线斜率可以表征气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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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逆压梯度的强弱。任意位置的静压系数为
P - P1
Cp = *
P1 - P1

面层能量损失厚度急剧增加，极大程度地影响着叶型
（1）

*
1

式中：P 为测点静压；P 1 为进口静压；P 为进口总压。

在 Ma=0.6 时，不同攻角下损伤前后叶栅 50% 叶

展位置和吸力面前缘 10% 的静压系数如图 10 所示。
从图中可见，约 10% 弦长至尾缘位置叶栅损伤前后

静压系数分布基本一致，放大吸力面和压力面前缘
10% 弦长的静压曲线发现，叶栅损伤前后吸力面与压
力面的静压曲线最迟分别在 8% 和 5% 相对弦长后几

的总损失。
为了进一步分析前缘缺口损伤前后突然压缩过
程强弱的变化规律，有必要借鉴 Goodhand 等[18] 提出

的 Dspike 参数进行定量地比较。通过静压系数换算为
叶表等熵马赫数后参照 Dspike 如下定义式计算
u max - u min
D spike =
u max

（2）

式中：u max 和 u min 分别为叶型前缘的最大、最小速度。
研究表明，该无量纲参数与附面层能量损失厚度较为

乎重合，说明缺口损伤最多对叶栅前 8% 相对弦长流

密切且存在 1 个临界值，临界值一般不大于 0.2，当

力峰的峰值和静压系数曲线斜率均增大，表明该位置

叶栅 50% 叶展位置缺口损伤前后吸力面和压力

场的影响较为显著。与原始叶栅相比，损伤后叶栅吸

附近逆压梯度有所增强，从而吸力面附面层迅速增
厚，导致流动状况恶化且气流损失增大，分别对应图
8 中吸力面前缘的低速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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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原始叶型吸力面在负攻角

工况下保持着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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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缘 Dspike 随攻角变化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

（b）吸力面前缘 10%
静压系数

不同攻角下损伤前后叶栅 50% 叶展位置和吸力面
前缘 10% 的静压系数

当攻角为-6°和 0°时，缺口损伤后叶栅前缘出现

吸力峰，这是因为驻点均在缺口变形产生的 0 曲率平

台上，驻点分离后的压力面局部绕流流经前缘曲率极

Dspike，并 且 随 攻 角 变 化 增
长较为缓慢。随着正攻角

的增加，Dspike 也随之增大，
且 +2°攻 角 之 后 增 长 速 率
加快，这表明前缘吸力峰
的强度逐渐增大，在大正
攻角下气流分离程度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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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ike 数值超限时将会造成叶型损失显著增大。

图 11

叶栅 50% 叶展位置缺

口损伤前后吸力面和压力面

始增大，叶型损失增多。

前缘 Dspike 随攻角变化

从图中可见，原始叶型的压力面 Dspike 变化情况与
吸力面变化相反，此外，相对于吸力面而言，压力面造

成的压力尖峰强度较小，其中在 0°攻角和正攻角下
Dspike 几乎减小到 0，对叶型性能的影响也随之减小；前

缘缺口损伤后叶型压力面和吸力面的 Dspike 始终远大

大值点时，体现为更强的局部加速并形成了吸力峰。

于原始叶型的，且损伤前没有压力尖峰的工况下也出

这将导致压力面的逆压梯度增强，促进了气流分离并

现了较大的 Dspike，这应当与损伤后前缘局部曲率骤增

诱导吸力面附面层的不良发展，严重时甚至造成流动

对压力尖峰的促进作用有关。在损伤叶型前缘吸力

在分离过程中提前转捩。此外，由于前缘的缺口损
伤，致使叶栅的吸力峰位置相对靠后，但绕流一接触

面的正攻角工况下，Dspike 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结合图 7
的前缘马赫数分布云图可见，大强度的吸力峰诱导了

钝头前缘就产生了吸力峰，说明前缘缺口损伤对吸力

分离泡的出现，甚至产生了低速回流区，气流严重分

峰的形成具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当攻角增大到+6°

离并导致叶型损失迅速增大。

时，在缺口损伤叶栅吸力峰的上升沿出现了明显的分

叶型扩散因子 D 作为压气机设计最常用的重要

离泡特征，由其马赫数云图和熵增云图中可见形成了

准则之一，能够反映出叶栅通道的扩张程度和叶片的

覆盖约 5.92% 弦长的低速回流区。分离泡和低速回

载荷大小。

流区的产生不仅可能诱使附面层提前转捩为湍流附
面层，增大附面层内部摩擦损失；而且会导致型面附

D=1-

V 2 r 2V 2θ - r 1V 1θ
+
V 1 ( r 1 + r 2 ) τV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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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叶栅而言可简化为
V 2 V 1 cos β 1 - V 2 cos β 2
D=1+
V1
2τV 1

（4）

式中：β 1 和 β 2 分别为进气角和出气角。

根据经验数据，转子叶型的扩散因子不能超过
0.55，静子叶型的扩散因子不宜大于 0.6，否则叶型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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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下标 1、2 为进、出口参数；V 为速度；r 为截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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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进、出口速度

叶栅 50% 叶展位置缺口损伤前后气流转折角和叶栅
进、出口速度的特性曲线

力面会发生严重的气流分离，导致叶栅的扩压效能降
但是从图 14（b）中不难发现，叶栅的出口速度与

低。在 Ma=0.6 时，缺口损伤前后叶型扩散因子的攻
角特性曲线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攻角从-

进口速度相比对于前缘缺口损伤更为敏感，损伤前后

的扩压能力在增强且叶栅的载荷也逐渐加大。在相

看，叶栅 50% 叶展位置缺口损伤前后的平均进口速

6°增大到+6°，扩散因子整体上也随之增大，说明叶型

同的进气攻角条件下，叶型前缘缺口损伤后扩散因子
均有所增大，最多增大了 13.5%，表示损伤叶型具有
较强的扩压能力。

叶栅 50% 叶展位置缺口损伤前后静压升的特性

曲线如图 13 所示，从图中可见，前缘损伤后整体上静
压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大，尤其在 0°及正攻角下增大
较为明显，表示叶型对气流的作功能力有所增强。这

与文献[17]切削叶型前缘后静压比增大的结论类似，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作功扩压能力获得提升的同
时使得流场开始恶化，总压损失也没能保持在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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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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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在各攻角下总压损失系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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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栅 50% 叶展位置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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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二者的变化最大值相差接近 3 倍。此外，从整体上

度基本相等，而对于出口速度，原始叶栅在各攻角下

不同程度上均大于损伤叶栅的，这是由于叶栅损伤后
出口的尾迹区域面积扩大，导致出口速度较小。
综上所述，叶栅遭遇前缘缺口损伤后扩散因子增
大是在稠度减小和出口速度减小共同作用下造成的
结果。

4

结论
（1）与原始叶栅相比，损伤叶栅各攻角下的总压

损失系数均有所增大，最多增大了 3.11%；

（2）相比于原始叶栅，气流对缺口附近区域作用

载荷增大；在攻角为+6°时吸力面伴随着分离泡的产
生在表面上形成了覆盖约 5.92% 弦长的低速回流区，
加剧了气流分离，导致总压损失系数增大；

（3）随着来流攻角增大，
损伤叶栅的缺口前缘体现
出增加逆压梯度且促进气流分离的作用，因此出口两
5

7

叶栅 50% 叶展位置缺

口损伤前后扩散因子的

口损伤前后叶栅静压升的

特性曲线

特性曲线

为了探明叶型前缘缺口损伤后扩散因子增大的

侧的尾迹区域面积相比于原始叶栅均有所扩大，在与
弦长缩进的共同作用下最终造成叶型扩散因子增大。
在工程实际中，前缘受损伤的类型和方向都会有
所不同，叶型前缘的非设计变形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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