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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直通型篦齿径向变形稳健性优化

陈志英，李建福，周 平，刘 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收稿日期：2017-07-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275024）资助
作者简介：陈志英（1960），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航空发动机结构优化设计、可靠性及维修性工程；E-mail: chenzhiying@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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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卷第 1期

2018年 2月

Vol. 44 No. 1

Feb. 2018

摘要：为了降低参数不确定性对发动机直通型篦齿径向变形的影响，提出了一种基于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LS-SVM）和概率分

位数区间模型的稳健性优化方法。通过 LS-SVM建立参数与篦齿径向变形的响应面近似模型，考虑到参数不确定性分布类型的差异

性，采用概率分位数区间方法建立稳健性优化模型，对篦齿结构径向变形进行了稳健性优化设计。结果表明：优化后的篦齿结构径

向变形概率分位数区间比优化前减少 6%，参数灵敏度分析结果也验证了该优化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直通型篦齿；径向变形；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稳健性；概率分位数区间

中图分类号：V232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8.01 .001

Robust Optimization for Straight-through Labyrinth Seal Radial Deformation of Aeroengine
CHEN Zhi-ying袁LI Jian-fu, ZHOU Ping, LIU Yong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parameter uncertainty on the radial deformation of straight-through labyrinth seal of

aeroengine, a robust optimization method was proposed based on Least Squares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渊LS -SVM冤and probabilistic
quantile interval model. The LS-SVM was used to establish the response surface approximation model between parameters and labyrinth
seal radial deformation. Considering the diversity of uncertainty distribution types of parameters, the probabilistic quantile interval method
was adopted to establish robust optimization model. The method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radial deformation of labyrinth se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babilistic quantile interval of radial deformation on labyrinth seal is reduced by 6%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optimiza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is also verified by the results of parameter sensitivity analysis.

Key words: straight-through labyrinth seal; radial deformation; LS-SVM; robust; probability of quantile interval

0 引言

篦齿封严结构凭借着结构简单以及在高温和高

转速下具有高可靠性等优点在航空发动机中得到了

广泛应用[1]。其封严质量直接影响发动机的效率及可

靠性，众多学者对影响其封严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纪国剑[2]针对几种典型篦齿封严结构，研

究了结构尺寸、压比及转速等参数对篦齿封严特性的

影响规律。胡旭东等[3]对篦齿进行了泄漏性实验研究

并得出篦齿的封严间隙是影响其密封效果的因素之

一。张勃等 [4]研究了篦齿几何参数对对流换热系数

的影响，得出篦齿封严间隙是影响其变化的主要因

素。杜发青等[5]通过研究篦齿几何参数对泄漏特性的

影响，发现封严间隙对泄漏特性影响显著。而对于航

空发动机涡轮篦齿结构而言，转子运转时在外载荷的

作用下产生的径向变形会导致封严间隙变化，进而影

响封严效果[6-7]。以上文献研究表明封严间隙变化对封

严特性有重要的影响，而篦齿径向变形又是导致封严

间隙变化的主要原因，因此对篦齿在动态下的径向变

形进行准确估计有助于更加合理地控制封严间隙。由

于在工程实践中篦齿结构尺寸、材料以及载荷等参数

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使得动态下的篦齿径向变形会呈

现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封严间隙的估计。因此在进行

篦齿径向变形计算时必须考虑参数不确定性的影响

才更加符合工程实际。

稳健性设计可以有效降低参数变化对目标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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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影响程度 [8-9]，其在航空航天领域得到了广泛应

用 [10-12]，优化结果表明优化后的目标响应对参数变化

的敏感性降低。因此对篦齿结构径向变形进行稳健性

设计将有效降低参数变化对篦齿径向变形的影响程

度，从而准确评估运转状态下的封严间隙变化。对于

复杂结构的稳健性优化而言，直接利用有限元方法进

行优化求解将非常耗时，不能很好地满足工程应用的

需要。而近似模型方法如 Kriging、支持向量机以及多

项式响应面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复杂结构的优化效

率问题，并在工程计算中得到了广泛应用[13-15]。对于高

度非线性复杂函数关系的拟合，支持向量机与其他近

似模型相比具有小样本、预测精度高等特点 [16]，更加

适合复杂模型的工程应用计算。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模型的

稳健性优化方法，对篦齿结构径向变形进行稳健性优

化设计。首先利用 LS-SVM模型建立参数与篦齿径向

变形之间的近似函数模型，并进行参数灵敏度分析。

考虑到输入参数中尺寸变量为区间变量，而其他参数

为随机型变量的情况，选择分位数区间法[17]建立稳健

性优化模型，然后对建立好的稳健性优化模型进行优

化求解。

1 稳健性优化模型

1.1 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

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LS-SVM）是一种针对非线

性函数拟合的高精确度近似模型方法[18]，假定一个样

本训练集{xi,yi}（i=1,2,…,N），其中 xi∈Rn为样本输入，

yi∈Rn为样本输出。根据统计学理论通过把支持向量

机的不等式约束变为等式约束，并用平方损失函数代

替不敏感损失函数，可得到最小二乘支持向量回归机

的数学模型[19]

minJ（w,e）= 1
2

wTw+ c
2

N

i=1
移e i

2

s.t.di=wT渍（xi）+b+e i,i=1,2,…,N （1）

式中：e=[e1,…,eN]，为预测值与真实值之间的误差；c∈
R+，为用来控制模型复杂度和训练误差的正则化参

数；渍（xi）为把输入空间中的非线性拟合问题转化为

线性拟合问题的变换函数。

求解式（1）之前需要构造一个 Lagrange函数

L（w,b,e,琢）=J（w,e）-
N

i=1
移琢i（wT渍（xi）+b+e i-di） （2）

式中：a=[a1,…,aN]T，为 Lagrange乘子。

式（2）的最优化条件即 Kuhn-Tucker（KT）条件 [20]

为 坠L坠w =0，坠L坠b =0，坠L坠e i
=0，坠L坠琢i

=0，求解得

w=
N

i=1
移琢i渍（xi）

N

i=1
移琢i=0

琢i=Ce i

wT渍（xi）+b+e i-di=0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3）

对式（3）中的线性方程组进行求解可得 LS-SVM

近似模型

y（x）=
N

i=1
移琢ik（x,xi）+b，k（x,xi）=渍（x）T·渍（xi）（4）

式中：k（x,xi）=渍（x）T·渍（xi），为核函数。

1.2 稳健性优化模型的建立

稳健性优化通过选择合适水平的设计参数使得

所有参数变化对目标响应影响程度降低，提出的基于

LS-SVM与概率分位数区间方法的稳健性优化技术

流程如图 1所示。

图 1描述了稳健性优化模型建立的过程，其核心

点包括：用有限元方法对篦齿结构进行径向变形确定

性分析，在考虑各参数不确定性分布的情况下利用拉

丁抽样法抽取若干样本，利用抽取的样本建立参数与

目标响应之间的 LS-SVM近似模型。近似模型与有限

元方法相比，在保证一定的计算精度的情况下，可以

大大减少优化迭代时间，提高计算效率。

考虑到近似模型预测误差以及各参数具有不同

的分布特性，选用分位数区间模型[17]建立稳健性优化

模型。分位数区间模型的使用可降低由于参数分布不

图 1 基于 LS-SVM与概率分位数区间法的稳健性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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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及近似模型计算误差对目标响应统计结果的影

响，提高计算结果的可信度。

2 篦齿径向变形的稳健性优化

选取某发动机涡轮转子篦齿封严结构，篦齿环与

转子左侧套筒之间为面 -面接触式连接，具体结构如

图 2（a）所示。图 2（a）左侧为篦齿封严结构局部示意

图，从图中可以看出篦齿封严间隙 c 随着篦齿径向变
形而发生变化。

2.1 有限元模型与参数

首先利用 UG软件对选取的某发动机涡轮转子

与篦齿结构进行建模，然后导入有限元软件 ANSYS

中进行热 -机械耦合径向变形分析，建立的有限元计

算模型如图 2（b）所示。其中涡轮盘材料牌号为

GH4033，涡轮叶片材料牌号为 K419，篦齿材料牌号

为 GH742。接触问题采用面 -面接触并用罚函数法

求解，接触摩擦系数取 0.3。有限元分析过程中温度载

荷通过给定盘心以及叶尖温度以函数插值方式加入

到涡轮转子。

由于篦齿环与涡轮盘套筒的面 -面连接特点，涡

轮盘套筒的径向变形与篦齿环的径向变形相互影响。

在不影响涡轮转子径向尺寸链初始设计的情况下，选

取涡轮盘部件 5个位置的尺寸作为设计参数，具体选

取位置如图 2（a）所示。其中 X1为轮盘辐板中间位置

的轴向尺寸，X2和 X3分别为轮盘左侧和右侧套筒边

缘到轮盘中心线的轴向尺寸。综合考虑涡轮部件许用

强度以及部件质量，以设计参数的初始设计值为优化

区间上限进行质量约束，以轮盘强度为约束设定设计

参数优化区间下限，具体数值见表 1，表中的上限和

下限表示设计参数设计点的优化区间，所有尺寸设计

点的不确定性区间均为[-0.001 mm,+0.001 mm]。

考虑到运转状态下转子转速以及温度不确定性对

篦齿径向变形的影响，将转子转速 棕、盘心温度 t1、叶尖

温度 t2也作为随机变量，具体数值见表 2[21]。而涡轮盘、

涡轮叶片以及篦齿的材料参数也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

选择弹性模量 E、密度 籽、热传导率 姿、线性膨胀系数 琢
作为材料的随机参数，具体数值见表 3[22]。

2.2 LS-SVM模型的建立

首先利用有限元方法对篦齿径向变形进行计算

抽取 150组训练样本，然后采用 LS-SVM模型建立参

数与变形之间的近似函数。利用有限元方法随机抽取

10组样本对建立的 LS-SVM近似模型进行预测精度

验证，验证结果如图 3所示。通过计算得到预测值与

验证样本均方根的误差为 4.5×10-3，其最大相对误差

小于 1%。

2.3 参数灵敏度分析

考虑到 LS-SVM近似模型难以求导，文中选用

Morris方法求解参数对变形的灵敏度[23]，并假设各参

数之间相互独立。求解的参数灵敏度如图 4所示。

图 4中 1~3依次为设计参数 X i（i=1,2,3），可以看

出设计参数中 X1灵敏度最大；其次为 X2和 X3。4~6

（a）具体结构 （b）有限元模型

图 2 直通型篦齿结构

设计参数

X1/mm

X2/mm

X3/mm

下限尺寸

9.6

32

27.5

上限尺寸

11.5

34.5

29.5

表 1 设计参数的优化区间

随机参数

w/（rad/s）

t1/℃

t1/℃

平均值

1040

200

450

标准差

15

3

5

表 2 随机参数温度以及转速均值及标准差

随机参数

E/GPa

a/（10-5/℃）

姿/（W/（m·K））

r/（kg/m3）

平均值

179

1.549

26.8

8500

标准差

5

0.0871

0.834

125

平均值

184

1.507

20.8

8200

标准差

6.4

0.0871

0.834

123

涡轮叶片 涡轮盘

平均值

178

1.29

14.2

8230

标准差

5

0.0871

0.834

125

表 3 涡轮叶片、涡轮盘、篦齿材料的随机参数均值及标准差

篦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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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转速 棕、盘心温度 t1、叶尖温度 t2的灵敏度；

7~18依次为涡轮叶片、涡轮盘、篦齿的密度 籽，以及线
性膨胀系数 琢、弹性模量 抓、热导率 姿的灵敏度。

从图 4中可见，涡轮盘线膨胀系数的影响最大，

篦齿环的线性膨胀系数的影响次之，这是由于在运转

情况下，涡轮盘与篦齿环装配处的涡轮盘左侧套筒的

径向变形量小于篦齿环的径向变形量，因此轮盘左侧

套筒的径向变形对篦齿径向变形起主导作用；其次，涡

轮盘和篦齿弹性模量以及热传导率的影响也较为明

显，而其余参数对变形影响相对于以上参数都较小。

2.4 篦齿径向变形的稳健性优化模型

对于工程实际而言，虽然数据呈现某种分部特

性，但其不确定性区间也是有界的，并不是随着分布

特性一直延伸。因此选用工程常用的[滋-3滓, 滋+3滓]区

间来描述其不确定性波动范围，对于正太分布而言，将

其转换为分位数区间，其模型为[W 0.0013, W 0.9987]。因此，对

建立好的 LS-SVM近似模型进行蒙特卡洛法进行 104

次抽样分别计算 W 0.0013和 W 0.9987分位数进而计算分位

数区间值，建立好的优化模型为

find X=[X1,X2,X3]

Min W 0.0013

0.9987
=W 0.9987

-W 0.0013
（5）

s.t. g（X,z）<g*

XL<X<XU

式中：X 为设计参数向量，其优化区间见表 1；z为随机

参数向量，见表 2、3；W 0.0013

0.9987
为分位数区间；函数 g（X，z）

与 g*分别为转子应力与许用应力值。

2.5 结果与分析

建立好稳健性优化模型后，采用果蝇优化算法[24]

对优化模型进行优化迭代求解，优化前后蒙特卡洛抽

样后的篦齿径向变形直方图如图 5所示，其中图 5

（a）为优化前，图 5（b）为优化后。优化前后参数与概

率分位数区间数值见表 4。从图 5中可见，优化前后

的直方图中间部分基本服从正态分布，而边缘数据呈

现出一定的离散随机性，如果直接采用概率标准差作

为优化目标结果将随着边缘数据离散随机程度呈现

一定的随机性。而概率分位数区间的方法可以剔除边

缘数据影响，因此统计结果将更为稳定和精确。
图 3 LS-SVM预测值与验证样本

图 4 参数灵敏度分析结果

（a）优化前

1.45

1.40

1.35

1.30

Sample
Predict

1086420

Sample Number

1.0

0.8

0.6

0.4

0.2

0

-0.2

-0.4

181716151413121110987654321

80

60

40

20

0
1.351.301.251.201.15

Initial Deformation/mm

（b）优化后

图 5 蓖齿径向变形

80

60

40

20

0
1.351.301.251.201.15

Optimal Deformation/mm

1.10

优化前

优化后

X1/mm

11.5

10.7984

X2/mm

34.5

32.2762

X3/mm

29.5

29.1069

W 0.0013

0.9987

0.1542

0.1451

表 4 稳健性优化前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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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中可见，优化后的径向变形分位数区间比

优化前减少了 6%，有效降低了篦齿径向变形对参数

变化的敏感性，可以更为精确地估计发动机运转状态

下封严间隙变化的情况，并为合理控制封严间隙提供

一定的参考。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稳健性优化后参数对篦齿径

向变形的影响程度，根据图 4选取篦齿径向变形相对

较大的参数，对其优化后的参数灵敏度进行求解并与

优化前进行对比，具体数值见表 5。

表 5中材料参数下标 d和 l分别表示涡轮盘和
篦齿，从优化前后灵敏度数据来看，对篦齿变形影响

较大的参数的灵敏度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小。优化前

后灵敏度分析的结果也验证了基于概率分位数区间

的稳健性优化方法的有效性。

3 结论

（1）本文针对篦齿结构，在考虑参数不确定性的

情况下，对篦齿转子结构径向变形进行了稳健性优

化，优化后的分位数区间比优化前减少了 6%，有效

降低了参数变化对篦齿径向变形的影响程度，为合理

设计以及控制篦齿封严间隙提供了一定参考。

（2）提出的基于 LS-SVM模型的稳健性优化方法

可有效地解决篦齿等复杂结构在进行优化分析时迭

代时间较长的问题，在保证计算精度的情况下可提高

计算效率。

（3）在后续计算中还需对篦齿封严静子结构径向

变形进行分析，以便对篦齿封严间隙进行精确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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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优化前后参数灵敏度的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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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转子和静子碰摩是过程复杂且危害性很大的故障。为研究摩擦热对同步全周碰摩响应的影响，以航空发动机压气机转

子为研究对象，考虑其刚度特性，建立了非线性转子系统分析模型，研究了单盘转子摩擦热碰摩响应特性，进行了数值分析，并与未

考虑摩擦热效应的碰摩响应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碰摩处温度径向随相对碰摩点距离的增加呈非线性增大，周向呈对称分布并在

30毅时几乎等于室温；当考虑摩擦热效应时，发生同步全周碰摩的转速范围整体缩小，转子径向位移增大，摩擦热降低了同步全周碰
摩的稳定性。

关键词：转子；摩擦热效应；同步全周碰摩；非线性振动；稳定性；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1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8.01 .002

Analysis of Thermal Effect of Synchronous Full Annular Rubbing on Nonlinear Rotor System of Aeroengine
WEN Jing, LI Shun-ming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冤
Abstract: Rubbing between rotor and stator is a failure whose process is complicate袁 and great harm.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friction heat on synchronous full circular response, taking the aeroengine compressor rotor as research object, a nonlinear model of rotor
system was established, 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iffn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riction thermal rubbing of the rotor was studied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conducted. The calculation were compared with that without friction thermal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s nonlinearl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distance of relative rubbing point in radial direction, and is equal to room
temperature in 30 degree with symmetrical in circumference direction. Considering friction thermal effect, the speed range of synchronous
full annular rubbing is integrally reduced, the radial displacement of the rotor is increased,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synchronous full annular
rub was reduced by the friction thermal effect.

Key words: rotor; friction thermal effect; synchronous full annular rubbing; nonlinear vibration; stability曰aeroengine

0 引言

转子与机匣系统是航空发动机的核心部件，转子

和静子在摩擦过程中产生的热冲击效应和转子干摩

擦失稳是最具危害性的常见故障之一。当转子和静子

发生接触时，摩擦热的生成使得转子接触表面局部温

度升高，使转子受热不均而产生热挠曲，从而改变转

子不平衡量的分布和振动情况。航空发动机转子处于

高转速的工作状态，一旦接触，即使在短时间内也很

容易发生全周碰摩，此时热挠曲将会在转子的一定方

向不断加剧，从而造成新的不平衡，引起更严重的碰

摩。Dimarogonas等[1]在对轴封和转子的摩擦升温的研

究中发现，当摩擦情况较为严重时，转子和轴封的温

度变化会达到十分可观的程度。因此，碰摩及其热效

应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目前，对于连续摩擦热冲击

的问题已经有一些研究[2-3]，对于碰摩力作用的转子系

统非线性碰摩响应的研究也比较广泛[4-7]，但在摩擦热

对转子振动响应的影响方面，仅针对点碰或局部碰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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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研究[8]。近年来，转子同步全周碰摩响应问题开

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9-12]。

本文以单盘转子为研究对象，在考虑摩擦热效应

引起转子热挠曲情况下，建立转子与机匣之间的同步

全周碰摩接触过程模型，采用数值计算研究了转子的

摩擦生热和摩擦热效应对其振动特性的影响，并与未

考虑摩擦热效应的碰摩响应进行了比较。计算结果可

为航空发动机转子动力学设计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同步全周碰摩运动方程

在多种碰摩响应中，同步全周碰摩最容易发生在

转子的工作转速附近。由于在现代转子设计中开始考

虑越来越多的非线性因素，而转子的碰摩是典型的非

光滑动力学问题，转子发生碰摩之前和发生碰摩时的

约束条件不同，碰摩力的表达形式也不同，因此本文

建立 1个考虑转子刚度存在非线性的单盘跨中转子

碰摩模型，如图 1所示。转子在圆盘处的恢复力和位

移之间存在三次非线性关系，恢复力表示为

F=kr+琢r3，其中 k 和 琢为转子的线性和非线性刚度系
数，r= x2+y2姨 ，为转子在圆盘处的径向位移。

非线性转子碰摩运动方程可表示为

mx咬+cx觶+kx+琢x（x2+y2）+Fx=me棕2 cos 棕t
mx咬+cx觶+kx+琢y（x2+y2）+Fy=me棕2 sin 棕t （1）

式中：c 为系统阻尼；e 为转子偏心距；棕为转子自转
角速度；Fx 和 Fy 为 x、y 方
向碰摩力。

系统的碰摩力由线性

接触力 Fn和库伦摩擦力 Ft

组成，如图 2所示，分解到

x、y轴上分别为 Fx、Fy

Fx

Fy
蓘 蓡= 0

kc（1- r0

r ）
x-sign（v r）滋y
sing（vr）滋x+y蓘 蓡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2）

式中：r0为转静间间隙；滋为库伦摩擦系数；kc为接触

刚度；淄r=棕rdisc+棕wr，为碰摩点处的相对速度，棕w为转子

进动角速度，rdisc为转子圆盘半径。

淄r>0时，摩擦力方向与转子转动方向相反；淄r<0

时，摩擦力方向与转子转动方向相同。当转子发生同步

全周碰摩时，恒有 淄r>0，因此令 sign（淄r）=1。

将式（1）无量纲化，定义 X= x
r0
，Y= y

r0
，子=棕0t，可得

X"+酌X'+X+茁X（X2+Y 2）+FX=E赘2 cos 赘子
Y"+酌Y '+Y+茁Y（X2+Y 2）+FY=E赘2 sin 赘子 （3）

式中：酌= c
m棕0

；棕0

2
= k

m ；茁=
琢r0

2

m棕0

2 ；E= e
r0
；赘= 棕

棕0
；FX 和

FY 分别为无量纲形式 x、y方向的碰摩力

FX

FY
蓘 蓡= 0 R≤1

g（1- 1
R ）

X-滋Y
滋X+Y蓘 蓡 R>1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4）

式中：g= kc

m棕0

2 ；R= r
r0
。

2 碰摩处温度分布及热弯曲

转子变形量可表示为

啄（t）=
0 r≤r0

x2（t）+y2（t）姨 -r0 r>r0
嗓 （5）

式中：x（t）、y（t）为转子圆盘轴心位置坐标，是与时间
有关的变量。

则在周期 Tt内，转子平均变形量可表示为[13]啄=

1
Tt

Tt

0
乙 啄（t）dt。转、静子之间的摩擦热源可以表示为

Q=Ft棕R1 （6）

式中：R1为转子圆盘半径。

计算转、静子摩擦生成温度场时，假设 [14]：不考虑

摩擦过程中材料磨损；转、静子材料满足各项同性；忽

略转、静子外表面与空气进行对流换热和辐射换热的

影响。

根据热传导理论，由于转子轴向热变形很小，因

此忽略轴向的变化，柱坐标下转盘横截面上非稳态热

传导方程为

姿
籽cp

坠2T坠r2 + 1
r

坠T坠r + 1
r2

坠2T坠兹蓸 蔀= 坠T坠t （7）

图 1 非线性单盘跨中转子碰摩模型

y x

F=kr+ar3

z

图 2 转子碰摩力模型

yFt

Fn

w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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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条件为 Tt=0=T0（r，兹），边界条件为 姿 坠T坠r r=R1

=

Q（兹c,t）
S 。

式中：S为接触处面积；姿为热传导系数；籽为材料密
度；cp为材料比热容；T（r,兹,t）为时刻 t转盘截面上的温
度分布；兹c为转盘上发生碰摩位置。

假设转轴为简支 Euler梁，受热后转轴轴向热应

力为

滓=字tET（r,兹,t） （8）

式中：字t为热膨胀系数；E为弹性模量。
横截面上温度分布不均匀在该界面引起的弯矩为

Mx=

2仔

0
乙 R2

0
乙 滓r2 cos 兹drd兹

My=

2仔

0
乙 R 2

0
乙 滓r2 cos 兹drd兹 （9）

式中：R2为转轴的半径；x、y为转轴横截面 2 个正交

的随体坐标轴；Mx、My为热应力对 x、y之矩。
根据 Castigliano定理[15]，热挠曲可表示为

籽t（l,t）e j渍= 字TL
I

L

0
乙 l+z-|l-z|

2L - lz
L2蓸 蔀·2仔

0
乙 d兹

R2

0
乙 Te j兹r2dr蓘 蓡dz（10）

式中：L 为转轴的长度；籽t（l,t）为转轴在距离左端点 l
处的挠度；渍为挠曲面和 xoz面的夹角；I为抗弯模量。

由于碰摩点附近温度在很小范围内发生急剧变

化，假设转轴在转盘处温度为 T（r,兹,t），其他位置为
0，由于研究对象为单盘跨中转子，且可以看出热挠曲

在转轴两端为 0，在碰摩点处最大，即当 l=z= L
2
时最

大。近似地用二次曲线形式表示转子的热挠曲

籽t（l,t）e j渍= 字t仔R2
T軌

T軌=

L

0
乙 2仔

0
乙 d兹

R2

0
乙 Te j兹 r2dr

R2

3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dz （11）

温度分布由式（7）以及初始条件、边界条件通过

MATLAB数值计算得出。可以从式中看出，热弯曲随

时间的变化取决于温度随时间的变化。

3 计算分析

3.1 计算条件

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材料选用高温合金，计算模

型由某型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简化而来，模型参数以

及材料参数如下 [10]：圆盘等效质量 m=57.28 kg，L=2

m，k=2×106 N/m，琢=3.8×1012 N/m3，c=261.8 N·s/m，

r0=0.0003 m，R1=0.4577 m，R2=0.08 m，e=0.00003 m，

kc=3 ×106 N/m，滋=0.15，姿=650 W/m ·℃ ，籽=7833

kg/m3，cp=465 J/kg·℃，字T=1.2×10-5 m/℃。根据航空发

动机工作转速范围，选取无量纲转速 赘∈{0.1，0.2，0.3

…1.4}，计算转子无量纲径向位移，然后在无量纲径

向位移在小于 1和大于 1之间变化处进行细分，得到

转子发生碰摩和脱离碰摩的转速。

3.2 计算分析步骤

由于转子存在质量偏心，转子径向位移随转速的

变化而发生变化，当转子径向位移达到转、静间隙时，

转、静子间将会发生碰摩，将转子径向位移无量纲化

后转、静子间碰摩的发生条件表示为无量纲径向位移

大于 1。当转、静子间发生碰摩时，产生碰摩力，由于

转、静子间发生摩擦产生热源，转子上将产生不均匀

分布的温度场，此温度场将引起转子热挠度，从而影

响转子变形量和碰摩力，进而影响转子的振动特性。

计算发生碰摩的转子振动特性步骤如下：

（1）根据碰摩力计算公式（4），对运动方程（3）进

行 MATLAB数值积分求解得到碰摩力、转子变形量

及无摩擦热时的转子振动特性；

（2）将步骤（1）中得到的转子变形量代入式（5）计

算摩擦热源，并结合边界条件、初始条件等式（6）~

（11）得到温度分布和转子热挠曲；

（3）考虑热挠度减小转、静子间间隙，从而改变碰

摩力，采用顺序耦合法将计算得到的热挠曲耦合到运

动方程中，得到考虑摩擦热后的转子振动特性。

顺序耦合分析方法（如图 3所示）的关键在于先

计算得到温度场分布，然后将其作为载荷施加到结构

中来计算结构的响应。采用 MATLAB软件编程实现

不考虑和考虑摩擦热的转子碰摩振动特性的计算。

图 3 顺序耦合分析

运动方程

热传导理论

初始条件

边界条件

不考虑热时

转子变形量

转、静子间

间隙变化

运动方程
摩擦热源 Q

转子横截面温度分布

转子热挠曲

考虑热时

转子碰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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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温度分布和热挠曲特征分析

用 MATLAB自带的 ode45函数对运动方程进行

数值积分求解，并忽略求解开始时的不稳定部分。为研

究转子上接触面的温度分布，需要选取发生同步全周

碰摩的转速，初步选取 赘=1.80、1.90、1.00、1.10、1.20、

1.30，分别计算转子系统运动方程的稳定解，结果显

示 赘=1.10时转子系统处于同步全周碰摩状态。因此

计算温度分布时选取该转速，并用 countour函数绘制

转子上的 2维温度分布曲线。赘=1.10时圆盘接触面

温度沿径向和周向分布曲线如图 4、5所示。从图中可

见，径向温度随与接触面的距离的增大而呈非线性降

低，最高温度达到 82.5 ℃；周向温度沿接触面呈对称

分布，并且在周向角达到 30毅时几乎等于室温。

由于转子存在质量偏心，转子径向位移随转速的

变化而变化，改变摩擦热源的大小，从而改变摩擦热

引起的转子热挠度。为保证转子处于同步全周碰摩状

态 ， 在 赘=1.10 周 围 进 行 转 速 的 细 分 赘 ∈
{0.96，0.98，1.00，…，1.18}，并计算转子系统运动方程

的稳定解，结果显示在 赘=1.02和 1.14之间转子系统处

于同步全周碰摩状态。因此选取 赘=1.02、1.04、1.06、

1.08、1.10、1.12 来研究转子热挠度随转速的变化情

况。热挠曲随转速变化的曲线如图 6所示，纵坐标为

无量纲热挠曲籽T
r0
。

从图中可见，随转速的升高，热挠曲呈非线性上

升趋势，且当 赘=1.12，无量纲热挠曲达到 0.242。这是

由于转速的升高增大了转子径向位移，因此增大了碰

摩摩擦力，摩擦热的增加增大了转子的热挠曲。

3.4 摩擦热对碰摩响应的影响

在第 3.3节中已得到无摩擦热情况下转子进入

和脱离同步全周碰摩的转速分别为 1.02和 1.14。为

得到摩擦热对转子碰摩响应的影响，计算有摩擦热情

况的转子无量纲径向位移，以得到转子发生和脱离同

步全周碰摩的转速。选取 赘∈{0.96，0.98，1.00，…，

1.18}分别代入运动方程，用 countour函数得到各转速

下的温度分布情况，储存为 txt文件，代入式（11）中计

算各转速对应的热挠度。将转子热挠度分解为 x、y 2

个方向得到 籽Tx和 籽Ty，并增加到式（4）得到考虑摩擦

热情况的碰摩力，并代入运动方程，用 ode45函数进

行数值分析。

不考虑摩擦热时 4种转速下转子的无量纲径向

位移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赘=1.00、1.16时无

量纲径向位移小于 1，表示此转速下转子没有发生同

步全周碰摩。在 赘=1.02、1.14时，转子无量纲径向位

移大于 1，表示转子处于同步全周碰摩阶段。考虑摩

擦热时 4种转速下转子的无量纲径向位移如图 8所

示。从图中可见，在 赘=0.98、1.14时无量纲径向位移

图 4 圆盘接触面径向温度分布

图 5 圆盘接触面周向温度分布

图 6 转子无量纲热挠曲随转速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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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1，表示该转速下转子没有发生同步全周碰摩。

在 赘=1.00、1.12时，转子无量纲径向位移大于 1，表示

转子处于同步全周碰摩阶段。

对比 2种情况转子进入和脱离同步全周碰摩的

转速，可见摩擦热使得转子发生和脱离同步全周碰摩

的转速降低约 2%，但没有改变发生同步全周碰摩的

转速范围。发动机在升速过程中转子系统将在更低转

速时发生同步全周碰摩，也会在更低转速时脱离同步

全周碰摩状态。

（b）赘=1.02

（c）赘=1.14

（d）赘=1.16

图 7 不考虑摩擦热时 赘=1.00、1.02、1.14、1.16的转子

无量纲径向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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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热引起的热挠度将改变转子同步全周碰摩

的运行状态。为有效对比，对无摩擦热和有摩擦热情

况选取同一转速，取已发生碰摩的转速 赘=1.10代入

运动方程并用 ode45函数进行数值分析。在 赘=1.10

时无摩擦热和有摩擦热转子无量纲径向位移如图 9

所示。

从图中可见，考虑摩擦热时转子无量纲径向位移

比不考虑时增大约 9%，这是由于摩擦热产生的热弯

矩增大了转子径向位移，加重了碰摩程度。同时可见，

不考虑摩擦热时无量纲径向位移均匀趋向于一个值，

同步全周碰摩渐进趋于稳定，而考虑摩擦热时无量纲

径向位移发生不均匀波动，说明摩擦热降低了同步全

周碰摩的稳定性。

3.5 结果分析

（1）对比有摩擦热和无摩擦热影响情况下转子径

向位移随转速变化的情况，可以得到，有摩擦热情况

下，转子进入和脱离同步全周碰摩的无量纲转速均降

低 2%，发动机在升速过程中将在更低转速时进入和

脱离同步全周碰摩状态。

（2）对比有摩擦热和无摩擦热情况下同步全周碰

摩时转子径向位移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可以得到，不

同于无摩擦热时转子无量纲径向位移均匀趋向一个

值，碰摩渐进趋于稳定，考虑摩擦热时径向位移发生

不均匀波动，碰摩稳定性降低，转子同步全周碰摩程

度加重。

4 结论

本文分别在有摩擦热和无摩擦热情况下计算了

某型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同步全周碰摩的转子振动

响应，通过对比和分析可得出以下 3点结论。

（1）圆盘接触面由于碰摩产生最高温升达到 82.5

℃，径向温度随与接触面的距离的增加而呈非线性降

低；周向温度沿接触面呈对称分布，并且在周向角达

到 30毅时几乎等于室温。摩擦产生的转子热挠曲随转
速的增加而呈非线性增加；

（2）考虑摩擦热时，转子发生同步全周碰摩的转

速降低，脱离同步全周碰摩的转速降低，同步全周碰

摩发生的转速范围不变。转子径向位移增大，在

赘=1.10时增大约 9%，转子碰摩程度加重。

（3）不考虑摩擦热时，转子径向位移随时间均匀

趋向于一个值，同步全周碰摩渐进趋于较为稳定的状

态，考虑摩擦热时转子径向位移随时间变化发生不均

匀波动，摩擦热降低了转子同步全周碰摩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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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新型喷管控制系统可靠性及故障安全性，对该系统的故障进行检测，并对故障采取相应的对策以保证系统在故

障状态下能够安全工作。对该系统的可靠性设计技术进行了初步探讨，对其硬件及软件进行介绍，并对该系统可能发生的故障及其

失效原因、拟采取的措施及对安全的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对故障事件的发生概率、故障对飞行安全的严酷度等也进行了安全评

估。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喷管控制系统可靠性满足要求。

关键词：控制；可靠性；故障检测；安全评估；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5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8.01 .003

Reliability Design of a New-Type Nozzle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
LIU Kai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and safety of a new-type nozzle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 the failure of the system was

checked, and som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ensure the work safety. The reliability design technology of the system was discussed,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of the system were also introduced. And system failure, faulty reason, measures and the influence on safety were
initially analyzed. Furthermore, the probability of failure and the influence on flight safety were also evaluated for safety. The results show,
the reliability of the new-type nozzle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 can meet flight requirement.

Key words: control; reliability; fault detect; safety evaluation; aeroengine

0 引言

新型喷管技术的应用将能赋予战斗机超机动性、

短距起降和低可探测性[1-3]，能够显著提高战斗机的作

战能力。该喷管控制系统是保证其正确运动的重要部

分，如果一旦失控将使飞机失去控制，甚至在瞬间就

发生机毁人亡的灾难性后果。因此该喷管不但要求具

有可变速率的应急回中功能[4]，还要求控制系统具有

较高的可靠性及故障检测功能。因此对该喷管控制系

统进行可靠性设计[5]，对故障检测、隔离及处理的研究

对工程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7]。

目前，美、俄等航空技术先进国家已经开展了新

型喷管技术的应用，并在新型喷管控制设计、使用等

方面积累一定的经验[8]；但是由于技术保护等原因，只

能接触有限的外围技术[9]，而对控制系统可靠性设计

等方面从无相关介绍[10]。国内近年来在新型喷管及其

控制技术方面开展一定的研究工作[11]，但对其控制系

统可靠性方面研究较少[12]。

本文对新型喷管电子控制系统可靠性设计技术

进行了初步探讨，对新型喷管电子控制系统包括硬件

及软件进行了介绍，并对系统可能发生的故障及其失

效原因、拟采取的措施及对安全的影响进行了初步分

析，对故障事件的发生概率、故障对飞行安全的严酷

度等也进行了安全评估。

1 系统介绍

新型喷管电子控制器接收飞控计算机的偏转角

及方位角指令，并接收飞行高度、马赫数、喉道面积等

信号[13]，由新型喷管控制算法软件模块计算出 3个作

动筒的目标位置，通过射流管电液伺服阀对作动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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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闭环控制 [14]，3个作动筒的位置决定了喷管的偏转

角、方位角及喷管的出口面积，新型喷管控制工作原

理如图 1所示[15]。

新型喷管电控部件含新型喷管控制器、控制软

件、控制电缆、传感器等。新型喷管控制器算法软件模

块计算出 3个作动筒的目标位置后，并完成对作动筒

的闭环控制，作动筒的控制系统原理如图 2所示，其

中 K1为射流管电液伺服阀本身的特性，是 1个比例

环节。K2/S为作动筒本身的特性，是 1个积分环节。K
是电子控制器选取的参数，是 1个比例环节。因此，整

个控制系统是 1个 1阶积分控制系统。

新型喷管电子控制器要完成 2个功能，包含对 3

个作动筒的目标位置的计算和完成对作动筒的闭环

控制功能。为保证作动筒的动、静态特性，并保证能够

及时地对飞机的指令进行响应，要求控制器软件定时

周期定为不大于 5 ms。由于涉及空间位置计算，并且

为了满足计算精度的要求，对作动筒目标位置的计算

量比较大，经借鉴其他项目经验估算控制器计算能力

应不小于 20 Mips。为保证控制系统可靠、安全地工

作，对电子控制器（含软件）要求具有自检、容错、故障

诊断和处理的能力，具备初步的健康管理功能。

新型喷管电子控制器拟采用主备方式进行控制

(控制器为双余度，含 A机余度及 B机余度)，当双余

度控制器都正常时，A 机进行控制并对自身进行监

控，B机同样进行控制的计算并对 A机的控制进行监

控，只是此时 B机不对外进行控制输出。当控制器发

现故障时，如果能够确认故障位置时，将故障报告给

飞控计算机，在飞控计算机没有发出结束工作信号

前，由非故障余度控制器单余度工作，如果工作的余

度又发生故障，系统将进入应急状态，并且将故障报

告给飞控计算机。

2 硬件设计

2.1 传感器

传感器设计对其性能有相应要求；有相应的环境

技术要求、电磁兼容性要求及可靠性指标等要求；还要

求具有故障检测接口，当传感器出现短路、断路等故障

时，能够通过该接口检测到该传感器已发生故障。

2.2 电子控制器

电子控制器采用军品设计要求，对其有相应的环

境技术要求、电磁兼容性要求及可靠性指标等要求。

控制器为全机双余度设计，电源、CPU、I/O口、驱动电

路等均采用双余度结构，双机间要有数据交换及故障

监控和处理功能。控制器具有对传感器的输入信号检

测功能、伺服阀的输出回路检测功能及执行机构断路

检测功能。由于液压、机械部件采用单余度工作方案，

电子控制器有些开关量输出接口为单余度。为保证系

统安全，电子控制器的单余度开关量输出为双余度计

算机输出信号经逻辑判断后进行控制，在一机检测到

另一机有问题的情况下，可以利用该信号使另一机输

出关断；而在一机复位时，另一机可以单独控制输出。

这样就可以保证当出现不可判别的故障时，喷管可以

回到中立位置，也可以使系统能够单余度工作。

3 软件设计

喷管电子控制器软件不仅要满足功能性要求，还

要满足健壮性、可维护性等设计要求。软件要求周期

内有至少 30%的时间余量。该软件包含操作软件和

应用软件 2部分。软件模块如图 3所示。

图 1 新型喷管控制工作原理

图 2 作动筒的控制系统原理

图 3 软件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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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操作软件功能

操作软件为应用软件提供安全、有效、快捷的运

行平台，负责协调、管理数字式电子控制器硬件、外设

资源，进行自身正确性监控。其内容涉及模拟量和开

关量输入信号的数据采集，余度系统的数据交换、中

断控制及程序调度、模拟量和开关量输出等。

3.2 应用软件

3.2.1 控制软件的功能

控制软件根据飞控计算机的指令及发动机的状

态，计算作动筒的给定位置，并通过 PID算法对作动

筒实现闭环控制，使作动筒动、静态指标满足飞机及

发动机的要求。

3.2.2 监控软件设计

监控软件主要完成数字式电子控制系统的自检

测、余度管理、同时完成喷管数据的记录、存储和通信。

3.2.2.1 控制系统自检测软件的设计

喷管控制系统的自检测功能主要由喷管数字式

电子控制器来完成，负责检测系统内各硬件包括传感

器、电缆、输入通道、输出通道、及相应的电液转换元

件等单元功能的正确性和性能的符合性，同时也应在

系统存在故障的条件下，实现故障认定，并为使用和

维护提供技术支持。系统自检测对于输出量要保持原

状态，不要为检测而改变输出状态，以免造成喷管误

动作。

对于系统上电自检测，只有确认双余度控制系统

检测都无故障时，系统才能继续运行；如果任何 1个

余度计算机检测出故障，则记录相应的故障状态字，

并向飞控系统报告故障，当程序停止时，不再向下运

行，系统进入断开工作模态。

系统在线检测则通过硬件查询传感器及电缆是

否有故障，还要查询其他的输入及输出是否有故障。

如果监控查询有故障，则置相应故障标志，由其他单

元对故障进行处理。

3.2.2.2 余度管理软件的设计

余度管理软件要对开关量信号进行逻辑判断。对

模拟量数据，余度管理软件首先比较输入信号是否超

过传感器的输入范围，如果超过范围则直接确认信号

故障；其次要比较计算双机间同一传感器差值，若差

值小于故障门限，则认为信号无故障，否则认为输入

信号故障，置相应位故障标志；余度管理软件还要比

较本次输入值与上一次输入值的差是否超过门限，如

果超过，则确认信号故障。

故障部件 故障原因 解决措施 故障影响 安全评估

控制器

故障

控制器 CPU
故障袁 导致数
据无法进行比
较遥

控制器退

出 工 作 状

态遥

喷管进入

应急状态 袁
影响任务可
靠性遥

发生概率

为几乎不可

能袁 严酷度
为 3遥

通讯故障

与飞控计算

机通讯其中 1
个余度无法接

收到数据遥

单余度工

作遥

喷管正常

工作袁影响基
本可靠性遥

发生概率

为非常少 袁
严酷度为 4遥

与发动机控

制器通讯其中

1个余度无法
接收到数据遥

单余度工

作遥

喷管正常

工作袁影响基
本可靠性遥

发生概率

为非常少 袁
严酷度为 4遥

传感器

故障

1个余度传
感器采样值超

门限遥

单余度工

作遥

喷管正常

工作袁影响基
本可靠性遥

发生概率

为非常少 袁
严酷度为 4遥

1个余度传
感器短路遥

单余度工

作遥

喷管正常

工作袁影响基
本可靠性遥

发生概率

为非常少 袁
严酷度为 4遥

1个余度传
感器断路遥

单余度工

作遥

喷管正常

工作袁影响基
本可靠性遥

发生概率

为非常少 袁
严酷度为 4遥

双余度传感

器采样值误差

超门限遥

控制器退

出 工 作 状

态遥

喷管进入

应急状态 袁
影响任务可
靠性遥

发生概率

为几乎不可

能袁 严酷度
为 3遥

执行机

构故障

1个余度射
流管电磁阀短
路

单余度工

作遥

喷管正常

工作袁影响基
本可靠性遥

发生概率

为非常少 袁
严酷度为4遥

1个余度射
流管电磁阀断

路

单余度工

作遥

喷管正常

工作袁影响基
本可靠性遥

发生概率

为非常少 袁
严酷度为 4遥

1 个余度 2
位三通阀短路

单 余 度 工

作遥

喷管正常

工作袁影响基
本可靠性遥

发生概率

为非常少 袁
严酷度为 4遥

1 个余度 2
位三通阀断路

单余度工

作遥

喷管正常

工作袁 影响
基 本 可 靠

性遥

发生概率

为非常少 袁
严酷度为 4遥

射流管电磁

阀卡死

控制器退

出 工 作 状

态遥

喷管进入

应急状态 袁
影响任务可

靠性遥

发生概率

为非常少 袁
严酷度为 4遥

2位三通阀
卡死

喷管无法

进入应急状

态遥

喷管正常

工作袁 影响
基 本 可 靠

性遥

发生概率

为几乎不可
能袁 严酷度
为 4遥

作动筒 作动筒卡死

控制器退

出 工 作 状
态曰 座舱报
警信号 曰建
议飞行员将

该发动机降

至 慢 车 使

用遥

喷管不能

正常工作 袁
影响任务可
靠性遥

发生概率

为几乎不可

能袁 严酷度
为 3遥

表 1 喷管电控系统可能发生的故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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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度管理软件还通过数学模型及工程经验对作动

筒控制闭环进行检测，以确定控制系统是否存在故障。

如果发现故障，余度管理软件将依据故障位置、

飞行条件等因素对故障进行隔离及处理。

3.2.2.3 数据管理软件的设计

数据管理软件将记录控制器的工作状态、输入输

出数据等信息，并负责向飞参系统传送数据，待飞行

结束后进行分析。

4 失效模式及对系统的影响

对喷管电控系统可能发生的 1次故障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见表 1，经分析认为新型喷管控制系统可靠

性满足要求。

5 试验验证

为验证新型喷管电控系统可靠性，对新型喷管控

制系统进行了故障模拟试验验证，模拟故障同上表1，

经验证本系统能够正确识别试验中模拟的全部故障，

并正确处理。

6 结论

经对新型喷管控制系统故障模式进行分析，并针

对系统的故障模式增加故障检测、隔离及处理功能

后，其可靠性得到了较大提升。经故障模拟试验验证，

该系统能够正确识别试验中模拟的全部故障，并正确

处理。经对系统失效模式及对系统的影响分析，认为

新型喷管控制系统可靠性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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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某燃气轮机起动离合器的工作过程，采用 UG运动仿真技术对该离合器的起动和脱离过程进行了动力学仿真研

究。根据离合器的结构建立了 3维实体模型并设置了载荷输入，计算了在起动瞬间制动爪的受力情况和在脱离阶段各零件的运动

状态。研究结果表明：在起动瞬间，棘轮和制动爪之间的空程导致了主动与从动部件之间有较大的冲击作用，可能引起零件失效；在

脱开阶段，制动爪能与棘轮的棘齿平稳地脱离，没有因为起动电机的扭矩作用或燃机自身的加速而产生刮碰现象。分析了影响最大

冲击力的主要因素，并通过仿真得出了空程距离与最大冲击力之间的关系，对离合器的设计和使用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UG仿真；离合器；燃气轮机

中图分类号：V260.5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8.01 .004

Study on Dynamic Simulation of a Starting Clutch in Gas Turbin Based on UG
SONG Wan-cheng, WU Sen

渊Naval Consumer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Engine in Shenyang, Shenyang 110043,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working process of a gas turbine starting clutch, a dynamic simulation study during starting and

releasing was performed with the dynamic simulation technique of UG. According to the clutch structure, a 3D model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loads input was made. Then the force conditions of brake ratchets at starting and the motion states of each part in the releasing process
were calculat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at starting, a heavy impact between driving and driven components caused by the back play between
the brake ratchets and the ratchet wheel may lead to a part failure. In the releasing process, the brake ratchets can release the wheel teeth
smoothly, and there is no scratch caused by the torque of the starting motor or by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gas turbine itself.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maximum impact force ar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le distance and the maximum impact force are given by
simulation.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sign and operation of the clutch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UG simulation; clutch; gas turbine

0 引言

某燃气轮机的起动离合器采用的是棘轮与制动

爪组合的结构，并依靠离心力使制动爪在特定转速下

脱离，这种设计使得在燃气轮机工作时离合器主、从

动部件没有物理接触，从而使机构的寿命延长和可靠

性提高[1]。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该离合器出现多次零

件断裂的故障。由于结构的封闭性，较难在实物中观

察到离合器的工作过程。目前的故障分析方法是分析

零件的断口形貌并测量电机电流，从而推测故障的产

生原因。而分析结果表明，离合器受力零件的强度满

足设计要求，电机的电流波动与故障出现并无直接联

系，可能存在其他设计阶段未预料到的载荷。

为分析离合器的工作过程是否存在未知的载荷

情况，本文采用 UG 动力学仿真技术对其进行了模

拟，记录模拟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冲击、刮碰等情况，分

析它们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效果。

1 离合器的结构和原理

离合器由棘轮、制动爪、销和传动齿轮组成，如图

1所示。棘轮与起动电机连接，将扭矩通过棘齿传递

给制动爪。制动爪通过销将载荷传递给传动齿轮，从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mailto:E-mail:swc760318@163.com
http://www.fineprint.cn


宋万成等：基于 UG的燃气轮机起动离合器动力学仿真第 1期

而驱动附件机匣中的齿轮系和燃气轮机转子。

起动时，传动齿轮处于静止状态，制动爪（如图 2

所示）被弹簧弹出，与棘

轮的齿面接触。当起动电

机旋转时，棘轮带动制动

爪和传动齿轮旋转。当传

动齿轮达到某一转速时，

制动爪配重部分的离心

力使其绕销孔旋转，制动

爪与棘轮分离并贴靠在

支承销上。

2 仿真模型的建立

UG 的动力学仿真给 3 维实体模型的各个部件

赋予一定的运动学特性，再在各个零部件之间设立运

动副、传动副以及约束即可建立 1个运动仿真模型[2]。

UG集成 RECURDYN动力学分析模块，采用相对坐

标系运动方程理论和完全递归算法，适用于求解多体

系统的碰撞问题，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其他通用机

械行业[3-4]。

本文使用 UG建立棘轮、制动爪、传动齿轮和销

的 3维模型，如图 3所示。UG的运动仿真具有理想

的约束功能，因此忽略轴承、定距套等与离合动作无

关的零件，以便加快计算

过程，提高分析精度。

在本文的运动仿真中

不考虑零件的应力和变形，

因此制动爪与销的连接关

系可以用旋转副定义，并在

旋转副上添加扭簧以模拟

实际的弹簧作用。扭簧的刚

度系数为 4.5 N·mm/（毅），预
压缩角度为 18毅。

制动爪与棘轮、传动齿轮和支承销之间均存在接

触的可能，因此依次设置 3处 3维接触。

本文采用接触函数(Impact)来模拟 3维接触并求

解碰撞力[5-6]

Impact=
0 q>q0

K（q0-q）e-cmax×（dq/dt）×step（q,q0-d,1,q0,0） q≤q0
嗓 （1）

式中：q0为 2个碰撞物体的初始距离；q 为 2个物体

碰撞过程中的实际距离；dq /q t为 2个物体间距离随

时间的变化率；K 为刚度系数；e 为碰撞指数；Cmax为

最大阻尼系数；d为切入深度。
在 UG仿真中，主要对刚度系数（Stiffness）、碰撞

指数（Force Exponent）、最大阻尼系数（Damping）和切

入深度（Penetration Depth）等 4个参数进行设置[7]。

刚度系数是指在接触

时因变形而产生的力，取

决于碰撞物体的材料和结

构形状；碰撞指数是指物

体材料在碰撞时所表现出

的非线性程度；最大阻尼

系数表示 2个物体碰撞时

的能量损失；切入深度是

指 2个物体碰撞至最大阻尼时的侵入深度[8]。本文使

用 UG默认推荐的钢 -钢碰撞参数，如图 4所示。

为模拟发动机转子的质量特性，赋予传动齿轮质

量 400 kg，轴向转动惯量 1.2×107 kg·mm2。为模拟起

动电机转子和棘轮的质量特性，赋予棘轮质量 35 kg，

轴向转动惯量 55066 kg·mm2。

棘轮与起动电机连接，因此在棘轮的转动副上设

置扭矩，以模拟起动过程的扭矩输入。按照设计原理，

3组制动爪应同时与棘轮接触传力，但在实际工作时

常因精度误差出现单个制动爪传力的情况，本文模拟

这种极端条件下的状态。

起动瞬间的仿真。某型燃气轮机对起动时间有严

格的要求，在起动初始阶段即向起动系统输入较大的

电机扭矩。为了模拟该工况，本文使用 STEP函数[9]，在

0~13 s内输入扭矩从 0增加至 420 N·m，棘轮的空程

则设置为结构所能容纳的最大角度 22毅。仿真设置时间
为 3 s，步数10000，以获得准确的起动瞬间结果。

离合器脱开的仿真。在 0~13 s内棘轮所受扭矩

（T001_Math）从 0增加至 420 N·m，在第 13 s时，给予

图 1 离合器的结构

图 2 制动爪

图 3 3维模型

图 4 碰撞参数的设定

棘轮 传动齿轮

制动爪

受力面

销孔

限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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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齿轮 94 N·m/s的递增扭矩（T2_1），使其自行加速

以模拟燃气轮机点火后转子获得的燃气动力 [10-11]，如

图 5所示。仿真设置时间为 25 s，步数为 20000，以观

察起动过程[12]。

3 仿真结果与分析

起动瞬间制动爪销孔的受力曲线如图 6所示。起

动时制动爪与棘轮间有 22毅的空程，因此棘轮在电机的
驱动下加速撞向制动爪。由于与制动爪相连的传动齿

轮具有更大的惯性，棘轮被反向弹开，随后在扭矩的作

用下棘轮再次撞击制动爪，直至二者贴合一同运动。

从图中可见，由于空

程的存在，棘轮对制动爪

有较大的冲击力，该冲击

力经过制动爪传递给销，

在销孔位置形成较大的剪

切力。

脱离过程的模拟动画

截图如图 7所示。考虑到离

合器内部经过充分润滑，本

文的模型中没有设置摩擦

因数。从模拟动画中可以看

到，当制动爪与棘轮逐渐

脱开后，制动爪在离心力

的作用下继续旋转，并没有

与棘轮再次刮碰，此时的传动齿轮转速约为 2950

r/min，与设计状态的 3000 r/min接近。

制动爪与棘轮之间的碰撞现象是棘轮式离合器

的特征[13-14]。为便于研究，将燃气轮机起动系统传动链

变换为直线运动的力学模型，如图 8所示。

从图中可见，每个存在接触的位置都会产生碰撞

力，但在现有的起动系统结构下，制动爪与棘轮之间

的碰撞是产生冲击力的主要原因。根据式（1）的求解

可知，影响该处碰撞力大小的主要因素有：棘轮和制

动爪的空程距离（空程角度），驱动力 F，各零件的质
量特性和它们之间的接触刚度、阻尼和摩擦。其中空

程距离、驱动力 F和转子的转动惯量决定了碰撞瞬间
的速度。

对于此离合器，空程距离在 0~22毅区间内随机
变化，其大小取决于制动

爪和棘轮的初始位置。对

3 种空程距离进行仿真

计算，得到空程距离与最

大冲击力的关系，见表 1。

从表中可见，随着空

程距离的增大，冲击力最大值增大。为减小冲击力，

可以在离合器的设计阶段在满足强度的前提下增

加棘轮中棘齿的数量，减小齿间的分度，从而减小

空程距离。

在起动的初始阶段，电机的力矩（驱动力 F）决定
了冲击瞬间制动爪与棘轮之间的相对速度，因此应严

格控制空程阶段电机的力矩。但所研究燃气轮机采用

了开关磁阻电机，其低速下的控制精度较差 [15]，在实

际应用中也发现该电机在 200 r/min以下时转矩有剧

烈的波动，产生了较大的冲击，造成了多次超扭和离

合器制动爪断裂故障。因此，当起动系统选用开关磁

阻电机作为动力源，棘轮式离合器作为脱离装置时，

应在二者之间设置缓冲器，以避免电机直接驱动离合

器，减小离合器受到的扭矩冲击。

图 5 扭矩的加载

图 6 起动瞬间制动爪销孔的受力

图 7 脱离过程

图 8 力学模型

琢/（毅） F/N
22 7191
18 5759
12 3875

表 1 空程距离 琢与最大冲
击力 F的关系

1.35×106

8.87×105

4.23×105

-4.06×104

-5.04×105

0 5 10 15 20 25t/s

T001_Moth
T2_1

7.45×103 Reat

4.85×103

2.25×103

-354.83
3210 t/s

J005_MAG,Force(abs)

发动机转子

接触刚度

阻尼、摩擦

传动

齿轮
制动爪

空程距离

棘轮

电机

转子
驱动力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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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通过仿真试验可以观察到离合器的接合和脱开

过程，在传动齿轮达到脱开转速时，可以发现制动爪

与棘轮能够迅速分离，没有反复接合现象，验证了设

计的正确性。

在起动瞬间，制动爪及销轴受到多次冲击载荷作

用，尤其是空程较大的起动条件下，这种现象应被充

分考虑。通过增强强度储备或调整起动电机扭矩的加

载规律可以避免破坏或减小冲击力，也可在设计阶段

增加棘齿数量，减小分度，有效地降低冲击力度。在起

动电机的选型上应考虑其低速的控制精度是否满足

要求，电机与离合器之间应设置缓冲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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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 MBD技术进行结构复杂产品及大型装配件设计时，由于标注信息量过大易产生“刺猬”现象而影响信息快速准确地

表达和提取。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简化尺寸标注的 MBD设计方法，通过简化 MBD标注信息能够建立可快速读取的 MBD 3维模

型。将新方法应用于某型发动机机匣的设计。研究结果表明：采用简化尺寸标注的 MBD方法可大幅减少设计的工作量，提高设计的

效率和质量，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关键词：模型定义技术；简化尺寸标注；机匣；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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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Design Method of MBD Technique with Simplified Dimension Annotation
ZHANG Yu1, WANG Guang-yao1, ZHANG Rang-wei1, DOU Ai-guo2

渊1.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 2. Wuxi Runhe Machinery Co. Ltd., Wuxi Jiangsu 214161, China冤
Abstract: using MBD 渊Model Based Definition冤technique to design products with complex structure and large assembly parts, the

large amount of annotation information may lead to the"hedgehog" phenomenon, which will impact on the quick and correct expression and
extraction of inform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MBD design method with simplified dimension annotation was proposed. A MBD 3D
model was built that can be read quickly by simplifying the annot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MBD. The new method was applied to the design
of an engine cas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of MBD with simplified dimension annotation can greatly reduce the design workload
and improve the desig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which verified the feasibility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method.

Key words: Model Based Definition渊MBD冤; simplified dimension annotation; casing; aeroengine

0 引言

随着 3维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推广应用，MBD（基

于模型的定义）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已成为航空制造业

信息化的发展趋势。MBD技术是用集成的 3维实体

模型来完整表达产品定义信息的方法，产品的结

构、几何、标注、工艺、制造、管理等信息均附着在 3

维综合化模型中，直观有效地表达了产品的设计意

图。3维模型成为设计制造信息表示的唯一载体，改

变了传统以 2 维工程图纸为主，以 3 维实体模型为

辅的制造方法。MBD模型不仅易于工程人员理解，

也易于被计算机解读，有效地解决了设计制造一体

化问题[1-4]。

从国内外 MBD技术的应用情况来看，MBD技术

相比传统的设计方式有着巨大优势，但相比国外，当

前我国机械产品制造业中 MBD技术的应用还处于探

索阶段，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缺乏统一的 MBD标准

和管理规范，MBD数据集的“数字化”程度不高等[5-9]。

另外在航空发动机的设计工作中逐渐体会到，对于结

构复杂的产品或大型装配件，MBD 3 维模型标注信

息量过大，信息表达和提取十分困难，经常会出现

因信息量杂乱无章而导致的“刺猬”现象，不但占用

了大量的标注及校对时间，设计质量的保证也会更

加困难。

为解决“刺猬”现象，本文在借鉴国内外 3维标注

简化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设计工作，进行了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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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标注的 MBD设计方法研究与实践，探索了 1种

可以减少设计工作量，提高设计效率和质量，在现有

加工水平条件下可方便转化为工艺文件并完成加工

的 MBD设计方法。

1 国内外企业 3维标注简化情况分析

1.1 美国军用标准

美国军方于 2013 年发布了 MIL-STD-31000A

《技术数据包》[10]，该标准根据模型的不同用途规定了

不同详细程度的 MBD标注方法。如果模型作为原型，

则仅需最小级别的标注；如果设计需要进行二次操

作，模型仅用于首次操作，则仅需定义部分标注；如果

设计需要由外部供应商制造或交付给用户，则需要进

行完整标注。不同类别模型 MBD标注的内容见表 1。

1.2 波音公司标准

在波音公司基于 CATIA建模要求的系列标准中

对具有复杂外形的零件也给出了产品定义方法，包括

等厚度，筋壁、腔壁、腔底的拉伸厚度，机加台阶定位，

外部曲面，筋、肋、腹板的简单外部轮廓以及半径等典

型结构的标注。其标注主要有 2种方法，一种是在模

型或图样上标注表面轮廓度，另一种是使用通用注释

方法。标准对通用注释进行了标准化，即提取出能够

通过制定规则进行简化的同类标注信息，将其整理归

纳为默认规则而省去其在模型上的标注[11-13]。

1.3 国内飞机产品定义中的尺寸标注简化

国内飞机产品定义中也有对尺寸标注进行简化

的应用实例，部分尺寸在 3维模型中可不标注（如按

一般公差制造的尺寸等），但需注明公差的尺寸（包括

基本尺寸和公差）、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螺纹、结构

要素（如板材和型材下陷等）等必须进行标注[14-15]。

这些标注信息简化方式一方面有效地提高了

MBD标注的效率，另一方面明确了关键的重要尺寸，

使信息的读取更加简便，也为后续的加工制造带来了

方便。

2 简化尺寸标注的 MBD设计方法

通过对国内外军工、航空企业 3维简化标注的情

况分析，并结合国内航空发动机行业现有的 MBD设图 1 最小 /概念模型标注图例

图 2 部分 /设计模型标注图例

图 3 完整 /制造模型标注图例

表 1 不同类别模型 MBD标注内容

标注内容
最小 /概念

标注模型

部分 /设计

标注模型

完整 /制造

标注模型

外廓尺寸 √ √ √

一般公差或轮

廓度公差
√ √ √

材料和表面处

理要求
√ √ √

标题栏信息 √ √ √

所有尺寸 非标准尺寸 √

SiteMap √ √

所有注释 重要注释 √

辅助视图 √

图例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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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情况，进行了简化尺寸标注 MBD设计方法研究。对

3维模型完整定义需要标注的尺寸进行了总结和分

类，继而对各类型尺寸是否可以进行简化标注进行了

判断，研究出了 1种简化方法。下面对该方法进行简

要介绍。

对于机件，完整的标注一般包括结构尺寸、螺纹、

尺寸公差、形位公差、基准、表面粗糙度、焊接以及技

术要求等。

对于结构尺寸，由于 MBD技术使 3维模型成为

唯一的数据源，对加工制造来说，通过 MBD的 3维模

型可以直接读取模型尺寸，自动生成刀位轨迹建立数

控加工程序，因此设计过程中可以对按一般尺寸公差

标准设计的结构尺寸信息进行简化，即取消标注，而

对于精确控制的关键结构尺寸则无法简化表达，仍需

要进行详细的 3维标注，明确其结构尺寸及公差。

对于精确控制的关键结构尺寸，如产品中还存在

与之相同的构造因素，可以简化标注，即仅在其中 1

个因素上进行详细标注（其余相同因素不标注），同

时，相同因素数量也可省略，但需将标注内容与不标

注的相同构造因素进行关联，实现在读取信息时通过

选择标注内容将相同构造因素位置全部高亮显示，便

于加工制造识别。

对产品中的螺纹进行螺纹规格的标注，相同规格

的螺纹参照相同构造因素的简化标注方法进行标注。

参考基准和形位公差是对模型关键结构的严格

控制信息，应在模型中进行详细标注。

表面粗糙度一般根据表面配合情况进行设计，当

某个粗糙度标注占多数时，可以取消在模型中的标

注，而在图样空白处或技术要求中进行说明，其余粗

糙度类型则须在模型中注明。

产品中的焊接信息应在焊缝处进行标注，相同焊

接要求的焊缝简化标注与相同构造因素的简化标注

规则相同。

运用简化标注方法标注的 3维模型的技术要求

除包含热处理、表面处理、制造要求、验收要求等，还

应将未注尺寸查询基准以及需要说明的简化规则在

技术要求中加以明确。以上标注内容的简化标注方法

见表 2。

目前该方法还比较粗浅，其研究目的是探索简化

尺寸标注的 MBD设计方法在发动机研制工程实践中

的可行性，通过某型发动机机匣的设计对该方法的可

行性进行验证。

3 在某型发动机机匣设计中的实践

3.1 某型发动机机匣结构方案简介

根据某型发动机总体结构布置、发动机附件安

装、维护及部件试验借用的需要，机匣采用分段式结

构，由连接环、机匣前段、机匣中前段、机匣中后段和

机匣后段组成，如图 4所示。其中除了机匣后段为沿

用已有件外，其余机匣部分均采用金属材料经数控加

表 2 不同标注内容简化标注规则

标注内容 标注规则

结构尺寸

渊 1冤按一般尺寸公差标准设计的结构尺寸
不标注袁从 3维模型直接提取遥
渊 2冤 一般公差尺寸以外的尺寸均需标注袁
比如外形控制尺寸尧配合尺寸等曰对机件内
的相同构造因素渊 如孔尧槽等冤袁可仅在其中 1

个因素上标注出尺寸及公差袁无需标注相同
因素数量袁其余未标注的相同因素通过关联
对象与标注信息进行关联遥

螺纹

标注螺纹规格袁 对机件内相同螺纹规格袁
可仅在其中 1个螺纹上标注出规格袁无需标
注相同规格螺纹数量袁其余未标注的相同规
格螺纹通过关联对象与标注信息进行关联遥

焊接

标注焊接符号袁对机件内相同焊接要求的
焊缝袁 可仅在其中 1个焊缝处进行标注袁无
需标注相同要求焊缝数量袁其余未标注焊缝
通过关联对象与标注信息进行关联遥

形位公差尧参考基准 详细标注

表面粗糙度
全部相同或某个粗糙度标注占多数时袁可

在图样空白处或技术要求中进行说明遥

技术要求

渊 1冤对未注尺寸获取方法说明曰
渊 2冤一般公差参考标准曰
渊 3冤螺纹首尾参考标准曰
渊 4冤其余粗糙度要求曰
渊 5冤热处理尧表面处理尧制造要求尧验收要
求等其他技术要求曰
渊 6冤其他简化标注规则说明遥

图 4 机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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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而成，本次 MBD简化标注实践对象即为金属机匣

部分。

3.2 机匣 MBD设计

采用简化尺寸标注的 MBD设计方法完成了机匣

设计，共生成大型零组件 MBD模型 12个，MBD出图

周期约为 30天。采用简化尺寸标注的 MBD设计方式

与标注完整尺寸的设计方式相比，未增加模型数量，

而 MBD标注工作量大幅减少。

以机匣中前段加工组合件 MBD设计的标注情况

为例（如图 5所示），图 5（a）为模型包含的全部视图，可

见该模型仅包含 7个视图，其中 4个为外形控制和尺

寸配合标注视图（如图 5（b）、（c）所示），1个为基准与

形位公差视图（如图 5（d）所示），1个为表面粗糙度与

焊接符号视图如图 5（e）所示），1个为技术要求视图如

图 5（f）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通过简化 MBD标注

使标注信息大量减少，也使模型表达更加清晰，明确。

另一型发动机机匣加工组合件 MBD 设计的标

注情况如图 6所示。该模型共包含 54个视图，完整

的 MBD 标注信息量巨大，增加了查找和读取信息

的困难。

为进行更合理的比较，对机匣连接环、前段、中前

段以及中后段加工组合件的标注数量进行了统计，总

数为 228个，而作为对比的另一型发动机的机匣加工

组合件的标注数量为 846个，标注数量相比减少了

73％。标注数量的减少大大减少了设计的工作量，提

高了设计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手工标注的尺寸大幅

减少，降低了出错概率，因此也提高了设计质量。

3.3 机匣加工工艺路线

某公司根据简化尺寸标注 MBD模型的新输入形

式编制了机匣的加工工艺路线，如图 7所示。首先对

未注尺寸及公差进行二次分配，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加

工工艺规程以及数控机床加工程序的编制。其中，在

对未注尺寸及公差进行二次分配时，遵循了以下原

则：（1）未注尺寸基准参考 MBD模型中有精度要求尺

寸的基准选取；（2）未注尺

寸由 MBD模型分析测得，

尽量按基准线测量，避免

采用连续测量，以免尺寸

公差累积产生较大误差，

并尽可能的方便工艺生

产；（3）未注尺寸公差按

MBD 模型技术要求中的

一般公差标准。

（a）模型视图总览 （b）外形控制、配合尺寸示例 1

（c）外形控制、配合尺寸示例 2 （d）形位公差和基准

（e）粗糙度与焊接符号 （f）技术要求

图 5 机匣中前段加工组合件标注情况

（a）模型视图总览

（b）模型 MBD标注

图 6 某型发动机机匣尺寸标注情况

图 7 机匣加工工艺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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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机匣加工、装配验证情况

机匣图纸及生产相关文件发放到承制单位后，承

制单位整个加工周期仅用时 2个月，加工过程中未发

现需与设计沟通的任何问题，未出现加工困难或不合

格品；产品目前已通过装配验证，装配过程一切顺利，

未出现装配困难部位或装配问题。

4 结论

本文在深入理解 MBD技术内涵的基础上，结合

航空发动机设计和制造行业的应用特点，研究并提出

了简化尺寸标注的 MBD设计方法，并在某型发动机

机匣设计与加工的实践中进行了应用，有效地解决了

复杂结构产品 MBD标注的“刺猬”现象，大幅减少了

设计的工作量，提高了设计效率。通过机匣的设计、生

产及装配验证，说明了由简化尺寸标注 MBD设计方

法可带来较高水平的可制造性，证明了其在工程实践

中的可行性。

后续可通过标准、规范的形式对简化尺寸标注的

MBD设计方法进行更系统、更详细的规定，使其更具

可操作性，进而推广应用到型号研制中，以减少设计

工作量，并提高工作效率和设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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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某航空发动机在试飞过程中连续出现多起滑油箱油位异常下降情况，对滑油系统进行排查分析，确认为由滑油泵

皮碗裂纹引起的。经对皮碗故障件进行复查、断口分析、设计复查等工作，确定了皮碗裂纹产生的原因。结果表明：滑油泵级间壳体

上通油孔与增压泵出口相连，使得皮碗封严压力过大，为导致皮碗裂纹故障发生的主要原因；泵轴与皮碗装配过盈量大促进了皮碗

裂纹故障萌生和扩展。通过对滑油泵结构参数优化设计，降低皮碗承载油压和摩擦力，提高皮碗密封性能和寿命，从而有效避免此

类故障再次发生。

关键词：滑油位；滑油泵；皮碗；裂纹；故障；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4+4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8.01 .006

Failure Analysis of Oil Level Abnormally Declined for an Aeroengine
QU Yan-jing 1, CAO Li-na 2, LUAN Xu1, SONG Guan-lin 1, SHI Yan-yan 1, YANG Jie 1

渊1.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 Shenyang 110015, China; 2.Shand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Industry,
Zibo Shandong 256414,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oil level of tank anomaly declined occurred several times in the flighttest for aeroengine, the
reason was identified that the crack of oil pump seal cup caused oil level declin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ubrication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faulty component review, fracture analysis and design review, the cause of failure was identified finall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oil-
through hole in the oil pump's inter stage shell is connected with pressure pump's outlet. It resulted that seal cup's sealing pressure was too
large, which was the main reason of the occurrence of seal cup crack fault. The large interference between seal cup and pump's axial is the
auxiliary reason. The hydraulic pressure and friction of the cup seal is reduced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structure parameters of oil
pump, and the sealing performance and life is improved, accordingly, the analogous failure can be avoided.

Key words: oil level; oil pump; seal cup; crack; fault; aeroengine

0 引言

润滑系统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系统之一，保证航

空发动机承力和传动部件的正常润滑和冷却，对发动

机的工作可靠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近年来，国内开

始对润滑系统研究进行重视并建立专门的科研基地，

但润滑系统的发展仍然落后于发动机大部件的改进。

随着高性能航空发动机的应用和发展，军方对发动机

的可靠性和耐久性更加关注，对润滑系统也提出易损

性低、质量轻和可靠性高的新要求[2-3]。因此，为降低和

减少发动机在外场使用和研制中的经费损失，润滑系

统需不断通过提高设计水平和排除故障来提高其可

靠性[3]。

本文针对某型航空发动机在外场飞行使用时连

续出现多起滑油位异常下降情况，进行故障排查分

析，确定了故障位置及原因，并制定相应改进措施以

提高发动机安全性和可靠性，为促进发动机快速成熟

提供技术支撑。

1 故障现象描述

在 2015年下半年，某型发动机在外场交付使用

阶段连续发生多起滑油箱油位异常下降故障，故障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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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具体描述如下：

某发动机在完成地面开车后检查滑油箱油位为

14 L，停放数日后，机场机务检查发现滑油箱滑油量

不足，使用油标尺检测不到油位，然后补加滑油至

14.5 L后地面开车，发现有滑油从高空活门处喷出，

停车后检查滑油箱油位为 15 L，飞附机匣约有 5 L滑

油。发动机停放 3天后检查滑油箱液位下降至 13 L，

继续停放 10天后，滑油箱油位下降至不可测量。

对发现的滑油箱油位异常下降相关现象特点，可

以总结归纳：

（1）发动机在静态停放时，滑油箱液位下降明显，

油标尺无法检测到油位；

（2）飞附机匣内部大量积油；

（3）发动机外部管路、附件表面检查无明显漏油

痕迹。

2 故障问题分析

2.1 故障定位

某型发动机润滑系统供、回油流路原理如图 1所

示。从图中可见，增压泵从滑油箱吸油，供给发动机各

滑油腔，回油泵将发动机各滑油腔的滑油抽回滑油

箱，起动机则由滑油箱直接供油。

根据故障现象特点结合润滑系统工作原理进行

初步分析可知，滑油箱油位下降问题与润滑系统内部

漏油有关，与外部管路、附件无关，以停车后滑油箱油

位异常下降为顶事件，分析顶事件发生的全部可能性

底事件，建立故障树如图 2所示。

针对该故障树列出了 8个可能发生故障原因的

底事件，并逐一排查确认，其排查措施和结果见表 1。

通过对上述部位排查分析，最终确定滑油泵皮碗

密封失效（底事件 E112），为导致滑油箱油位异常下

降的原因，其他底事件均可排除。将滑油泵组分解检

查，皮碗裂纹故障件如图 3所示。从图中可见，约在

3/5圆周处的皮碗密封唇口沿金属骨架内圈从皮碗主

体断开。

图 1 润滑系统原理

图 2 滑油箱油位异常下降故障树

底事件

编号
故障原因 排查内容 排查措施及结果

是否主

要原因

E11
滑油箱内部

回油管路裂纹

回油路是否

漏油

分解滑油箱处

总回油管袁加注滑
油至 14 L袁 回油
路无滑油流出遥

否

E12
防虹吸节流

嘴堵塞

孔口是否贯

通

分解后目视检

查袁完好遥
否

E13
起动机供油

路漏油

油箱液位是

否下降

更换滑油泵后袁
滑油箱液位未下

降袁说明该处油路
完好遥

否

E14
滑油热胀冷

缩现象

计算温差变

化量

静态存放温度

变化小袁不影响液
位变化

否

E15
油标尺读数

误差

是否读数误

差大

油标尺最小刻

度为 0.25 L袁误差
不大于 0.25 L袁非
读数误差

否

E111
密封胶圈失

效

胶圈是否有

卡伤

分解后目视检

查袁完好 否

E112
皮碗密封失

效

皮碗是否变

形断裂

分解检查袁发现
皮碗密封有贯穿

性裂纹
是

E113
单向活门密

封失效
密封试验

打压检查袁无漏
油 否

表 1 故障原因排查

停车后滑
油箱液位
异常下降

G1

滑油箱内部
管路裂纹

防虹吸管路
失效

起动机供油
路漏油

滑油泵组
漏油

滑油热胀冷
缩现象

油标尺读数
误差

E11 E12 E13 G11 E14

r=0

E15

r=0r=0r=0r=0

密封圈失效
皮碗密封
失效

单向活门
密封

E111 E112 E113

r=0r=0 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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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滑油箱油位下降故障机理

某型发动机滑油箱的位置高于滑油泵，当滑油泵

内增压泵与回油泵之间的皮碗出现裂纹时，在位势差

的作用下，滑油从油箱通过皮碗裂纹处流至回油泵，

然后经发动机的附件机匣（发附机匣）的回油管流至

飞机的附件机匣（飞附机匣）腔内。飞附机匣与发附机

匣的回油泵由回油管路相连，且相对于发附机匣处于

较低位置，发附机匣中的滑油可经飞附回油泵组流至

飞附机匣腔内，最终导致飞附机匣内大量积油。若机

务在试车前未发现滑油位异常下降，对滑油箱补加滑

油的情况下，发动机起动后飞附机匣内积油被抽回至

滑油箱，油箱油位过满导致大量滑油从通风管路流向

飞附机匣的油气分离器，飞附机匣的回油泵来不及抽

回油气分离器中过多的滑油，部分滑油随空气从高空

活门处喷出。此种故障模式下的滑油流路如图 4所示。

3 皮碗裂纹故障分析

3.1 皮碗裂纹故障树分析

为进一步确认皮碗裂纹的故障原因，综合设计、

加工、装配、使用等多方面因素，列出滑油泵组皮碗裂

纹故障树[4-6]，如图 5所示。

根据故障现象及故障树，通过故障件断口分析、

设计复查、装配工艺复查等工作，以确定故障原因。

3.2 故障件断口分析

多次故障的皮碗断口位置相同，均为沿金属骨架

边缘断开，断口处剖面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见，裂纹

沿金属骨架内边缘并贯穿皮碗底部橡胶，在唇口边缘

无明显磨损痕迹。

将裂纹区域放大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断口

起源于图中箭头所示的皮碗弹簧槽内壁，并整体大致

沿箭头方向扩展，整个断口形貌大致分为 2部分，靠

近弹簧槽处为断口区域 1，该区域裂纹呈粗大的棱状

分布，扩展方向与皮碗轴向方向平行，裂纹起源于该

处；远离弹簧槽处为断口区域 2，表面粗糙，有一定的

斜纹，是裂纹的快速扩展阶段[7-8]。

通过以上断口分析认为，在滑油泵组工作过程

中，皮碗内侧唇口部位受力发生变形，在轴向油压反

复作用下，橡胶与钢骨架外边缘接触部位萌生裂纹并

逐渐扩展断裂。据此判断，底事件 X1皮碗封严压力

过大是导致故障可能原因之一。

3.3 橡胶材质分析

从故障件切取皮碗橡胶进行材质分析，符合

FX-4材料标准要求 [9-10]，且胶料产品验收合格，无让

步使用情况，由此可排除底事件 X10:橡胶材料不合

格的因素。

3.4 故障件尺寸测量

对皮碗裂纹故障件进行实物尺寸测量，故障件皮

碗除内径变形无法测量外，其余尺寸均合格。基本可

排除底事件 X7：皮碗尺寸加工超差。

对滑油泵组与皮碗存在配合关系的泵轴和级间

图 3 皮碗裂纹故障件

图 4 滑油泵皮碗故障漏油流路

图 5 皮碗裂纹分析故障树

图 6 故障皮碗断口剖面 图 7 断口放大

断口区域 2
断口区域 1

皮碗密封裂纹位置 皮碗裂
纹故障

TOP1

皮碗及其配
合件生产加
工缺陷

机械失
效断裂

GATE1 GATE2 GATE3

外物划伤

X13

r=0r=0r=0r=0r=0r=0r=0r=0

r=0 r=0 r=0 r=0 r=0

X12X11X10X9X8X7GATE4X1

X2 X3 X4 X5 X6

皮碗封严
压力过大

结构设计
不合理

皮碗尺寸
加工超差

泵轴尺寸
超差

级间壳体
尺寸超差

橡胶材料
不合格

装配工装
不合理

装配操作
规程不当

装配过程
防护不当

泵轴表面粗
糙度不合理

泵轴旋转
跳动过大

唇口过盈
量不合理

橡胶材料
选取不当

装配工艺性
差易碰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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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泄压孔更改位置

壳体主要尺寸进行测量，其结果均合格，由此可排除

底事件 X3、X8、X9的故障因素。泵轴轴端有倒角，泵

轴表面经磨削后光滑无毛刺，且皮碗安装座端面有倒

角[11]，因此皮碗与泵轴和级间壳体正常装配时不会发

生碰磨划伤现象，由此可排除底事件 X6。

结合断口分析结果，皮碗唇口边缘无明显磨损痕

迹，因此泵轴表面粗糙度低不是导致皮碗裂纹的原

因，由此可排除底事件 X2因素。

3.5 设计复查

3.5.1 皮碗设计复查

皮碗安装在滑油泵组内增压泵与回油泵之间的

级间壳体内，其作用是将增压泵与回油泵隔离，防止

在发动机停车后滑油通过泵轴与壳体间隙流至其他

部位[12]。在发动机工作时，该皮碗的工作环境温度约

为 190 ℃、泵轴转

速为 3960 r/min、唇

口线速度 3.3 m/s，

结 构 尺 寸 按 照

GB/T 9877《液压传

动旋转轴唇形密封

圈设计规范》设计

如图 8所示。

皮碗橡胶材料选用氟橡胶 FX-4，其质量符合

GJB251A-2001标准，主要特点:耐油、耐热、耐腐蚀，

工作温度为 -25～250 ℃，该材料能够满足发动机使

用要求。由此可排除底事件 X5橡胶材料选取不合理。

3.5.2 泵轴与皮碗装配过盈量

滑油泵皮碗装配过盈量要求如图 9所示，按照GB/T

9877要求，渍16泵轴与皮碗过盈量为 0.7～1.0 mm，但滑

油泵图纸中对泵轴与皮

碗装配过盈量未作要求，

而实测装配过盈量为

1.3～1.5 mm，该过盈量

偏大。由此可判断底事件

X4 是导致裂纹的可能因

素之一。

3.5.3 级间壳体通油孔设计

皮碗安装在滑油泵级间壳体上，在级间壳体的增

压泵出油区一端设计有渍1通油孔，该孔可将滑油引

入皮碗密封腔，对皮碗起润滑作用，如图 10所示。

将通油孔连通增压泵出口后直接影响了皮碗的承

载压力，该压力与滑油供油

压力相当，约为 0.6 MPa。

较大的油压可将皮碗腰部

推向轴面，并导致胶圈变

形甚至出现密封失效问

题。由此分析底事件 X1：

封严压力过大为导致皮碗

裂纹的主要因素。

3.6 皮碗装配工艺复查

某型发动机滑油泵皮碗装配工艺规程完善，并明

确采用压装工具，装配过程严格按照工艺规程执行，

可排除底事件 X11、X12。装配车间操作台零件、工具

摆放整齐、卫生条件良好，泵轴、级间壳体以及工装无

污物[13]，装配过程防护合理，可排除底事件 X13。

4 故障机理分析

针对与故障相关的２个底事件，对皮碗裂纹故

障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1）皮碗封严压力过大。由于通油孔与滑油增压

泵出口相连，导致滑油泵工作过程中皮碗承受的压力

过大，油压将皮碗腰部推向轴面并产生严重变形，同

时使皮碗与泵轴的接触宽度和摩擦力增大，在弹簧槽

内侧骨架边缘应力集中并逐步产生微裂纹 [14-15]，最终

形成贯穿性裂纹，进而发生停车后漏油故障。因此，通

油孔设计位置不合理导致皮碗承受油压过大是引起

该故障发生的主要原因。

（2）唇口过盈量不合理。皮碗唇口与泵轴之间的实

际过盈量为 1.3～1.5 mm，相比 GB/T 9877标准推荐值

偏大。较大的过盈量会使皮碗安装抱轴力增大，摩擦

力也会增大[16]，从而促进了裂纹的产生和扩展。

5 改进措施及验证

针对故障原因及复查问题，制定排故措施如下：

（1）泄压孔更改位置如图 11所示，从图中可见，

通过更改级间壳体通油孔

位置，将该孔设计在增压

泵进油区，从而降低皮碗

承载压力。

（2）增加皮碗安装过

盈量要求“装配弹簧后，皮

碗与轴的过盈量为 0.7～

1.0 mm”。

（3）为进一步提高滑

图 10 级间壳体通油孔位置

图 8 皮碗剖面

t2
f2

e1
a1

R

图 9 滑油泵皮碗装配

过盈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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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泵可靠性，将泵轴与皮碗配合处表面粗糙度 Ra 由
1.6提高至 0.6。

将改进后滑油泵换装至多台发动机上，经过大量

的厂内台架试车验证以及外场试飞验证，均未再出现

此类故障问题，证明这些改进措施正确有效。

6 结束语

详细分析了某型航空发动机滑油位异常下降的

故障机理和皮碗裂纹的故障原因，并制定改进措施，

为避免此类故障再次发生，给出滑油泵皮碗密封设计

经验及建议如下：

（1）在设计航空滑油泵时，可通过结构优化设计来

降低皮碗的承载油压，有利于延长密封结构件的寿命；

（2）要注意合理选取皮碗唇口与泵轴过盈量。过

盈量大会增大箍紧力和摩擦力，加速皮碗唇口的磨损

以及腰部的疲劳裂纹的产生；过盈量偏小则会因径向

压力小而降低密封性；

（3）注重提高泵轴表面加工质量，轴的表面粗糙

度过大会加速皮碗唇口磨损，适当的粗糙度能够改善

密封性能和提高使用寿命；

（4）影响皮碗使用寿命的因素很多，要从设计、生

产、装配等多因素考虑，才能提高其密封性能和延长

使用寿命，因此将设计经验及考虑因素纳入航空滑油

泵设计规范是避免类似故障再次发生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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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行涡扇发动机起动过程性能仿真研究，在发动机慢车以上部件级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指数外推法获得低转速部件

特性，在建立起动附件模型的同时,修正起动过程各部件总压恢复系数,从而建立起包含地面起动过程的全状态性能模型。在求解发

动机各部件共同工作非线性方程组时，采用基于传统牛顿拉夫森迭代求解方法的改进方法，即在第 1 次完成中心差分得到

Jacobian矩阵后，使用修正项迭代更新上一步的 Jacobian矩阵。结果表明：该建模方法可以有效地建立起动过程性能模型，并大幅

改善模型的执行效率、提高模型仿真求解速度。

关键词：双转子涡扇发动机；起动建模；指数外推；改进牛顿法；仿真速度

中图分类号：V235.1 3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8.01 .007

Sub-idle Modeling of Aeroengine Based on Improved Newton's Method
JIANG Bo, WANG Ji-qiang, HE Xiao-long, HU Zhong-zhi
渊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perform the performance simulation of aeroengine starting process, the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of low speed

were obtained through the exponential extrapolation on the basis of component level model which was above idle region, and a full state
performance model including ground starting process was finally established with modeling of starting accessories and modification of the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of each component. An improved Newton iterative method was adopted when solving the nonlinear
equations of aeroengine different components. The Jacobian matrix was obtained by central difference for only one time, and it was updated
iteratively with a modified term obtained over last iterat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modeling method can effectively establish the starting
process model, and grea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speed of model simulation.

Key words: two-spool turbofan engine; sub-idle modeling; exponential extrapolation; improved Newton's method; simulation speed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由静止逐渐加速至慢车状态这一过

程称为起动过程。这个过程发动机气动热力参数变换

剧烈，如何保证这个过程成功、快速的完成对延长发

动机寿命、保证飞机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对该过程

进行数学抽象，建立起动过程的数值计算模型不仅能

够为设计人员提供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而且能够让设

计人员在发动机设计的初期就展开合理的起动过程

控制规律优化研究。因而建立能够准确反映发动机起

动过程的数值仿真模型对发动机的理论研究及工程

应用都有着极大地意义。

在 20世纪 80年代，国外已经展开了发动机慢车

以下状态的气动热力学建模研究，M.Yunis和 R.K.A-

grawal在 1980年基于流量平衡的假设，通过外推方

法获得低转速部件特性从而建立起了单转子发动机

的起动模型[1]。在 90年代 NASA的 Chappell采用慢车

以上建模的方法，建立了包含高空起动、风车起动和

地面起动的 AVEST-V3 模型 [2]。此外在 2001 年和

2007年，英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3]英国克兰菲尔德大

学[4]的学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针对部件特性外推公

式及零转速附近特性修正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国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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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此研究展开的时间较晚，但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

成果，如：基于大量发动机试车数据，使用系统辨识的

方法建立的实时起动模型[5-8]；基于容积动力学和部件

特性外推的方法建立双轴混合排气的涡扇发动机的

地面及空中起动模型[9-10]，利用压气机及涡轮特性数

据的脊柱特性建立能够准确模拟单轴发动机风车起

动的部件级模型[11]等。但这些研究大都基于大量的试

验数据并且在起动初始点需要根据经验反复的试凑

出十分准确的初始值，工作量大且过程较为复杂。

本文利用 NASA公开的 PW公司 JT9D大涵道比

双转子涡扇发动机慢车以上部件级模型，通过部件特

性外推、起动附件建模、修正部件总压恢复系数和改

进模型求解算法建立了 JT9D 发动机起动至最大转

速整个过程的仿真模型，并通过仿真结果验证了模型

的准确性及改进求解算法的有效性。

1 JT9D发动机部件级模型

建立的起动过程模型是基于美国 PW公司于 20

世纪 60年代年设计制造的大涵道比双转子涡扇发动

机 JT9D的慢车以上状态的部件级模型，具体结构如图

1所示，具体的建模过程这里不再赘述，参照文献[12]。

2 双轴涡扇发动机起动过程

双轴涡扇发动机在起动时没有空气流经整台发

动机，因此燃烧室无法点火。只有当转子达到一定的

转速后，燃烧室内的气流才能建立稳定燃烧所需的气

流压力和温度。因而发动机地面起动过程必须依靠起

动机带转，一般情况下，双轴涡扇发动机的起动过程

（如图 2所示）分为以下 3个阶段。

第 1阶段：燃烧室未供油，起动机带动高压转子，

起动机扭矩 MST大于起动过程阻力矩 MC /浊m，高压转
子转速逐渐增加到 n1。

第 2阶段：燃烧室开始供油并点火，涡轮开始产

生力矩，高压转子转速逐渐增加到 n2。

第 3阶段：起动机脱开，涡轮产生足够的力矩并

将高压转子转速独立带转至 n3。

3 起动建模关键问题及技术

3.1 低转速部件特性获取

发动机的部件特性在高转速时差别较大，但在低

转速范围内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1]。因而，采用部件特

性指数外推的方法，能够在缺少试验特性的情况下得

到较为合理的低转速部件特性。采用的指数外推公式

如下

p=
log (W C)

(W C)ref
蓸 蔀

log %Ncor

%Ncor，ref
×100%蓸 蔀 （1）

q=

log
1- 1

PR
蓸 蔀 酌-1

酌蓘 蓡
1- 1

PR
蓸 蔀 酌-1

酌蓘 蓡
ref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log Ncor

Ncor，ref
×100%蓸 蔀 （2）

r=(p+q)+
log

浊
浊ref蓸 蔀

log Ncor

Ncor，ref
×100%蓸 蔀 （3）

式中：p、q、r为外推指数；cor表示换算状态；ref表示

图 1 JT9D发动机部件结构

图 2 双轴涡扇发动机起动过程扭矩特性

MST

MST+MT

MT

MC+浊m

浊1 浊1
′ 浊2 浊3 浊0

M

Ⅰ Ⅱ Ⅲ

1—进气道进口；2—风扇进口；23—低压压气机进口；25—高压

压气机进口；3—燃烧室进口；4—高压涡轮进口；48—低压涡轮

进口；7—核心机尾喷管进口；17—外涵道尾喷管进口；9—核心

机尾喷管出口；19—外涵道尾喷管出口

MST—起动机扭矩；MT—涡轮扭矩；MC—压气机扭矩；浊m—机械

效率；MC/浊m—起动过程阻力矩；n1—点火状态时高压转子转

速；n2—起动机脱开时高压转子转速；n3—慢车状态时高压转

子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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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状态；W c为换算流量；N为转速；PR为增压比（涡
轮特性为膨胀比 ER）；浊为效率。以风扇为例，选取换
算转速为 1的特性线为参考线。利用原有的特性数据

通过不断变换外推指数的数值，使得不同换算转速线

上最高效率状态点连成的线近似为线性（效率仅在低

转速 Ncor < 0.8时成线性）进而确定外推指数。不同外

推指数下风扇流量、压比、效率、随换算转速变化分别

如图 3～5所示，不同外推指数下的外推结果对比如

图 6所示。

在确定了外推指数后，以换算转速为 0.6的试验

特性线为参考，外推换算转速为 0.5的特性线并与原

有试验特性对比，结果显示：按照不同换算转速线上

的最高效率点连成的线近似为线性，所选取的外推指

数能更好的反映低转速的部件特性。据此确定外推指

数见表 1。

在确定部件特性的外推指数后，以各部件试验的

最低状态换算转速线为外推参考线，外推各部件的风

扇换算流量 -压比特性、风扇换算流量 -效率特性、

高压涡轮换算流量 -膨胀比、高压涡轮换算流量效率

特性特性分别如图 7~10所示。

3.2 起动机建模

JT9D 发动机使用美国汉密尔顿公司提供的

PS-700空气涡轮起动机[13]，主要参数见表 2。

空气涡轮起动机在发动机起动过程的输出扭矩

与高压转子转速近似为线性关系[14]。起动机扭矩特性

表 1 部件特性外推指数

部件

风扇

低压压气机

高压压气机

高压涡轮

低压涡轮

p

1

1

1

-0.1

-0.1

q

2

2

2.1

0.65

0.45

r

0.1

0.1

0.15

0.01

0.01

图 4 不同外推指数下风扇压比随换算转速变化
(Ncor/Ncor,ref)q

图 5 不同外推指数下风扇效率随换算转速变化

(Ncor/Ncor,ref)r

图 6 不同外推指数下的外推结果对比

W c

图 7 风扇换算流量 -压比特性
W c

图 3 不同外推指数下风扇流量随换算转速变化
Ncor/Ncor,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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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1所示。

根据扭矩特性按照如下公式建立起动机模型

P=
仔
30
·N·T， N＜n2

0， N＞n2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4）

式中：P为起动机输出功率；n2为起动机脱开时高压

转子转速；N为高压转子转速；T为起动机输出扭矩。

3.3 改进牛顿法及其应用

在求解 JT9D 发动机共同工作非线性方程组时

NASA提供了 1种传统的 Newton-Raphson迭代求解

方法。此方法在求解发动机慢车以上状态共同工作非

线性方程组时能够在选定较为准确的迭代初始值情

况下达到快速收敛的效果[15-17]。但发动机起动过程部

件特性的相对值变化剧烈，即使在给出相对准确的迭

代初始值情况下也需要多次求解才能达到收敛精度

的要求。并且每次迭代求解共同工作非线性方程组时

计算机都需要对模型进行气动热力计算，然后再对平

衡方程偏导数组成的 Jacobian矩阵进行中心差分，庞

大的计算量降低了模型的执行效率，使得计算时间变

长，模型的实时性降低。

本文所述的改进牛顿法是参考广泛用于国外先

进数值仿真程序，如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的 NPSS

（Numerical Propulsion Simulation System）[18]、荷兰国家

航空航天实验室（NLR）的 GSP（Gas turbine Simulation

Program）[19] 等在求解非线性方程组时使用的 Broyden

法[20]：即在传统 Newton-Raphson方法基础上改变 Jaco-

bian矩阵的迭代更新方式，进而减少模型的气动热力

计算次数，提高模型的仿真求解速度。计算方法如下：

对于发动机的共同工作非线性方程组

F（x）=着i （5）

式中：x=（x1,x2,…,xn）T，n为平衡方程数，xi为发动机的

某参数；着i为平衡方程的误差量；fi（x）代表不同的平
衡方程，且 F（x）=（f1（x1）,f2（x2）,…,fn（xn））T，Jacobian矩

阵为

J= 坠fi（x）坠xj
蓘 蓡

n伊n
（6）

其中：偏导数项 坠fi（x）坠xj
在模型求解计算时需根据中心

差分求得。根据 Newton-Raphson求解方法

图 8 风扇换算流量 -效率特性

W c

图 9 高压涡轮换算流量 -膨胀比特性

W c

图 10 高压涡轮换算流量 -效率特性

W c

图 11 起动机扭矩特性

N/(r/min)

额定扭矩 /（N·m）

950

断开转速 /（r/min）

3800～4050

工作时间 /s

<30

质量 /kg

14.5

表 2 PS-700空气涡轮起动机主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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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k+1=xk-J-1F(xk) （7）

式中：k 为迭代次数，此时构造如下矩阵
Ek=F(xk)-F(xk-1) （8）

Zk=xk+1-xk （9）

根据 Broyden法求解原理 [20]，Jacobian矩阵迭代

更新的修正项为

VJk=
（Ek-Jk-1

-1 Zk）（Zk）T

（Zk）TZk （10）

使用 Sherman-Morrison 公式解析的求 Jacobian

矩阵的逆，从而可得 Jacobian矩阵在更新时

Jk+1

-1
=Jk

-1
+VJk （11）

当 |F（xk）|<啄（设定误差允许量）时，认为迭代收敛。
这种改进的牛顿法在求解发动机共同工作非线

性方程组时第 1步仍采用中心差分的方法得到 Jaco-

bian矩阵，而后续的迭代更新只需通过计算ΔJk 就

可完成。这样模型的动态仿真过程就避免了每次通过

中心差分方法重新计算 Jacobian矩阵而带来的庞大

计算量，从而大大提高了需要多次迭代求解发动机共

同工作方程的起动过程模型的执行效率。

3.4 冷转动过程模型

发动机在点火前的工作状态即起动过程的第一

阶段称为冷转动过程。这一过程涡轮和压气机都是负

载，建模方法如下：

首先计算起动机和压气机的扭矩，然后根据转子

动力学计算高压转子转速

N
g

= VT仔
30
·J

N=
t

0乙 N
g dt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12）

式中：ΔT为起动机扭矩与负载扭矩差；J为高压转子
转动惯量；N为高压转子转速；t为时间。

之后，确定 1个合适的点火状态，根据此时的转

速 nR，W R和压比 PR利用式（13）、（14）计算对应时刻

下的参数

W
n = W R

nR
（13）

PR=1+ PR-1
W R
·W （14）

最后，低压转子转速及其他截面状态参数按高压

转子转速进行线性插值即可得到。

3.5 部件总压恢复系数修正

NASA公开的 JT9D发动机模型各部件的总压恢

复系数都取了定值，这在慢车以上状态建模时是适用

的。但在发动机的起动过程中由于各部件的流量、压

比、转速都很小，真实的总压恢复系数更接近于 1，并

且随着转速的增大而逐渐减小[9]。因而在建立起动模

型时，各部件的总压恢复系数在点火前取近似略小于

1的常数，而在点火状态和慢车状态之间时按照转速

进行线性插值

滓=

滓a N≤n1

滓n+(N-n1)·(滓b-滓a)
n3-n1

n1＜N＜n3

滓b N＜n3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15）

式中：a为点火状态；b为慢车状态；滓为总压恢复系数。

4 仿真结果分析

NASA公开的 JT9D发动机模型的仿真范围为：

70%NHmax~100%NHmax。按照上述建模方法，补充建立包

含起动过程的全状态性能模型，并在地面标准状况下

给定供油规律（如图 12所示），仿真结果分别如图

13~15所示。

图 12 供油曲线
t/s

图 13 转速变化曲线
t/s

36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姜 波等：基于改进牛顿法的航空发动机起动建模技术第 1期

由仿真结果可以看出，起动过程的第 1阶段燃烧

室没有供油。高压转子由起动机带动，转速缓慢上升

并带动低压转子转速上升，此时推力也缓慢上升，燃

烧室出口温度基本不变。在第 16 s时开始供油，转子

转速和燃烧室出口温度急剧上升至慢车状态。在第

40 s以后增加供油，发动机由慢车状态逐渐运行到最

大转速状态，转子转速、推力及燃烧室出口温度都增

加至 100%。整个模型能很好的反映起动过程的各阶

段并且与原有慢车以上状态模型有效地连接，验证了

建模方法的有效性。

为了进一步验证建模方法的准确性，将模型的仿

真结果与仅有的 ICAO（国际民航组织）公布的

JT9D-7J发动机数据进行对比，结果见表 3。

各部件总压恢复系数修正前（修正前采用固定值

滓b）与修正后高压转子转速的仿真结果对比如图 16

所示，燃烧室点火至慢车状态过程的高压转子转速最

大相对误差为 1%。

同时，模型在点火后由各部件特性迭代求解的初

始点计算时间最长，最难收敛。因而在此处用改进牛

顿法进行验证效果最为明显。

单个步长 Jacobian矩阵计算时间见表 4。表 4计

算的硬件环境为：AMD A6-3400M（CPU），主频 1.4 G

Hz，内存 4 GB。由结果可以看出改进牛顿法的求解速

度要明显高于传统的 Newton-Raphson方法。并且，基

于改进牛顿法的原理，当发动机共同工作方程和独立

变量个数增加以及迭代初始值偏离真值程度越大时，

这种效果将会变得更加明显。

5 结论

通过对 JT9D发动机部件级起动过程建模、使用

改进牛顿法替换传统的 Newton-Raphson方法仿真求

解，得到以下结论：

（1）采用部件特性指数外推法并使用不同换算转

速线上最高效率状态点连成的线，近似为线性来确定

外推指数，可以得到合理的各部件低转速部件特性；

（2）起动附件建模及转子冷转动过程建模能够有

效地帮助建立完整的起动过程模型。

（3）发动机起动过程各部件总压恢复系数按照转

速变化修正能够有效的提高模型的精度。

（4）采用改进牛顿法替代传统的 Newton-Raph-

son方法可以改善模型的执行效率，大幅提高模型的

仿真求解速度。

ICAO数据

模型仿真

相对误差

供油量 /（kg/s）

0.525

0.525

推力 /kN

15.568

14.937

4.05%

涵道比

5.100

5.178

0.083%

表 3 7%推力状态下（52%NHmax）模型仿真结果验证

计算方法

传统 Newton-Raphson方法

改进牛顿法

计算时间 /ms

10.873

1.845

表 4 单个步长的 Jacobian矩阵计算时间

图 14 推力变化曲线
t/s

图 15 燃烧室出口温度变化曲线
t/s

图 16 总压恢复系数修正前后仿真结果对比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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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涉及动、静叶干涉的叶片气动弹性振动问题，基于 Volterra级数方法，建立了尾流激励的叶片气动力降阶模型，分

析了稳态条件和识别信号幅值对气动力降阶模型辨识精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所建立的气动力降阶模型能够正确表征尾流对叶片

的激励作用，不同流场稳态条件和阶跃信号幅值下气动力降阶模型的结果基本相同。

关键词：Volterra级数；核函数；尾流；叶片；气动力降阶模型

中图分类号： V21 1 .46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8.01 .008

Influence of Identification Signals on Volterra ROM of Blade Aerodynamic Forces Due to Upstream Wake
ZHANG Jun1, LI Li-zhou2袁LUO Xiao2袁 LI Cai-xia2, YUAN Mei-ni2

渊1.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 Taiyuan University, Taiyuan, China, 030001曰2. School of Mechatronic Engineering, 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 Taiyuan, China, 030051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blade aeroelastic vibration problem of blade and vane interference, an blade aerodynamic Reduced Order
Moldel (ROM) of upstream wake was proposed based on Volterra series method. Then, the influence of the steady-state value and the
amplitude of identification signals on the accuracy of the aerodynamic ROM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OM can correctly
show the wake motivate function on the blade, and the result of ROM under the value of steady-state of different flow field and amplitude of
step signals arebasically the same.

Key words: Volterra series; kernel; wake; blade; aerodynamic ROM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中存在气流导向的静叶和对外作功

的动叶。当动、静叶相对转动时，上游尾流会使下游叶

片气动力周期性振荡[1-3]，使其受迫振动、发生疲劳破

坏[4-5]；近年来发现上游尾流甚至可以改变叶片的颤振

特性[6-8]。因此，研究动、静叶干涉下叶片的气动力弹性

振动对发动机设计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对动、静叶干

涉下叶片的气动力弹性振动的研究主要采用数值和

试验方法，效率极低，工程应用不便[9-15]。特别是对于

需要反复进行气动弹性分析的发动机多学科优化、可

靠性分析和疲劳设计优化，直接采用数值和试验方法

的工作量巨大。亟需开发精确、高效的方法。

气动力降阶模型(aerodynamic ROM)是 1 种描述

扰动和叶片气动力之间关系的简化数学模型 [10]。

Silva[10]提出了基于 Volterra级数的非线性气动力降阶

模型，用于描述机翼振动引起的气动力变化；张伟伟
[11-12]等基于 Volterra级数模型研究了叶栅的颤振；Liou
[13]等用 Volterra级数法研究了跨声速叶片的颤振；Ekici
[14]等用谐波平衡方法研究了叶片的颤振，认为所得结

果与势流理论结果符合较好；Ashcroft[15]等用谐波平衡

法研究了 2维压气机叶栅的亚声速和跨声速颤振特

性，可以准确预测颤振。

但现有的气动力降阶模型的研究集中在叶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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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翼颤振方面，对动、静叶干涉的叶片气动弹性振动

问题没有涉及。本文将基于 Volterra级数的气动力降

阶模型的方法扩展到动、静叶干涉问题，建立尾流激

励的叶片气动力降阶模型，并研究稳态条件和识别信

号的选取对该气动力降阶模型精度的影响。该气动力

降阶模型可以在叶片高低周疲劳设计、叶片气动弹性

分析和优化、叶片寿命可靠性分析中快速提供气动力

荷载。

1 基于 Volterra级数的尾流激励的叶片气动

力降阶模型

1.1 时变系统的 Volterra级数降阶模型

任意时变系统 追可以用 Volterra 级数表示[10]

Y（t）=H0+
t

0乙 H1（t-子）X（子）d子+
t

0乙 t

0乙 H2（t-子1,t-子2）X（子1）X（子2）d子1d子2+

t

0乙 … t

0乙 H l（t-子1，…，t-子l）装i=1

l
{X（子i）d子i}+… （1）

对于均匀采样的时变系统，其离散的 Volterra级

数模型可以写为

Y [n]=H0+
n

k=0
移H l[n-k]X[k]+

n

k=0
移 n

j=0
移H2（n-k,n-j）X[k]X[j]+… （2）

式中：X [n]=X（t）|t=n驻壮=X（n驻壮），为系统的输入向量；Y
[n]=Y（t）|t=n驻壮=Y（n驻壮），为系统的输出向量；n=0,1,…,

N，为离散的时间；驻壮为时间步长；t为时间；H0为系统

稳态响应矩阵；H1、H2、H l分别为 1、2、l阶核函数矩阵。
由于 Volterra级数的 2阶以上核函数的数量大，

核函数识别的工作量巨大，因此常采用 1阶核函数的

Volterra级数降阶模型。

1.2 基于 Volterra级数的尾流激励的叶片气动力降

阶模型

基于以上 Volterra级数降阶模型，本文建立尾流

激励对叶片气动力影响的降阶模型。以 2维叶片为例

介绍气动力降阶模型的方法，叶片如图 1所示。由于

上、下游叶片相对转动，上游尾流以速度 w在进口处
移动。上游尾流移动使下游流场和叶片气动力周期性

变化。

该上游尾流激励的叶片流场可以看作进口条件

随时间变化的系统，进口条件可以用进口总压 p 和进

气角 茁表示，是时间 t和坐标 y的函数。因此，尾流激
励的叶片气动力系统可以表示为

{Cl（t）,Cm（t）,Cd（t）}=鬃{p（y,t）,茁（y,t）} （3）

式中：Cl（t）、Cm（t）、Cd（t）分别为叶片的升力、力矩、阻力。
进口总压和进气角的变化是由于上游尾流沿进

口移动引起的，是沿着进口移动的行波，因此进口各

点的总压和进气角可以用进口已知点 y0的总压 p（t）
和进气角 茁（t）表示，即 p（y,t）=p（y0,t-（y-y0）/w）和 茁（y,

t）=茁（y0,t-（y-y0）/w）。则尾流激励的叶片气动力系统
可以表示为

{Cl（t）,Cm（t）,Cd（t）}=鬃{p（t）,茁（t）} （4）

用 1阶 Volterra级数展开该系统，得到上游尾流

激励的气动力降阶模型

Cl[n]=H0+
n

k=0
移H1

p軈
[n-k]p軈[k]+

n

k=0
移H1

茁軍
[n-k]茁軈[k]

Cm[n]=U0+
n

k=0
移U1

p軈
[n-k]p軈[k]+

n

k=0
移U1

茁軈
[n-k]茁軈[k]

Cd[n]=V 0+
n

k=0
移V 1

p軈
[n-k]p軈[k]+

n

k=0
移V 1

茁軈
[n-k]茁軈[k]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5）

式中：H0、U0和 V 0分别为稳态升力、力矩和阻力；H1

p軈
、

U1

p軈
和 V 1

p軈
分别为进口总压变化引起的升力、力矩和阻

力变化的 1阶核函数；H1

p軈
、U1

p軈
和 V 1

p軈
分别为进气角变化

引起的升力、力矩和阻力变化的 1阶核函数。

1.3 Volterra级数气动力降阶模型中核函数的识别

方法

气动力降阶模型的核函数可以用阶跃、脉冲和噪

声等信号识别。用阶跃信号辨识出的核函数比较稳定

且能反映系统的部分非线性特性，因此在实践中广泛

采用。阶跃信号识别气动力降阶模型的核函数的方法

的步骤是：首先获得叶片的稳态流场和气动力；然后

在稳态流场上增加单位阶跃的扰动，求在该阶跃扰动

图 1 尾流激励的叶片

速度 w

进口

茁

尾流

p

Cl

Cm Cd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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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叶片气动力的响应；最后用如下公式计算降阶模型

的核函数

H1[n]=
0, n=0

y[n]-y[n-1], n>0
嗓 （6）

式中：y[n]为由单位阶跃扰动引起的叶片气动力响应；

H1∈ H1
p軈
,U1

p軈,V 1
p軈,H1

茁軈,U1
茁軈,V 1

茁軈嗓 瑟；y∈{Cl（t）,Cm（t）,Cd（t）}。

稳态流场的选择应当使气动力的稳态值接近尾

流激励下气动力波动的平均值，而且阶跃信号的选择

应当符合小扰动假设。气动力响应可以是气动力试验

的结果，也可以是 CFD仿真的结果。将识别好的核函

数代入气动力降阶模型（式（5）），就可预测任意尾流

下该叶片的气动力。

2 算例验证

为验证本文方法，以图 2（a）中下游叶片为研究

对象，建立上游尾流对该叶片气动力影响的降阶模

型。取流场进口的总压和进气角为输入，取下游中间

叶片的气动力为输出。尾流的总压和进气角的波形数

据取自如图 2所示流场上下游叶片流场交界面。上游

叶片以 10 m/s的速度沿着进口向上移动。

采用 fluent求解，空气，理想气体，Spallart-All-

maras黏性模型，无滑移壁面，叶片进、出口如图 2所

示。出口压力为 101325 Pa，温度为 300 K。求解时，先

给定 1个稳态进口总压和稳态进气角，让进口所有点

的总压和进气角都为该值，求得稳态流场。在稳态流

场求解的基础上，用 fluent的 udf程序调整不同时刻

流场进口的压力和进气角，以此实现尾流波形在进口

的移动。

首先用该 fluent气动模型辨识气动力降阶模型

的核函数。为简化表述，这里只介绍总压变化引起叶

片气动力变化的核函数（H1

p軈
，U1

p軈
，V1

p軈
），其它核函数（H 1

茁軈
，

U1
茁軈
，V 1

茁軈
）可采用相同方法识别，不再赘述。识别时，首

先选定 1个稳态进口总压，让进口所有点的总压都为

该值，其它条件不变。稳态进口总压选取 3 种：

111325、118000和 120500 Pa。用 fluent求解稳态进口

总压下的叶片气动力。3种进口下叶片的升力 H0分

别为 -435、-702、-797 N；阻力 V 0分别为 145.96014、

246.88905、285.71491 N；力矩 U0分别为 -6.4133183、

-10.636482、-12.217384 N·m。

在各稳态进口总压上增加 1个阶跃扰动，计算扰

动引起的气动力变化。采用 3种幅值的阶跃扰动信号

1000、2000和 3000 Pa。对稳态总压和阶跃信号进行

组合配对，分别计算叶片的升力和核函数。归一化的

核函数（单位总压变化下叶片升力变化）如图 3所示。

从图中可见，算例中不同总压稳态值和阶跃信号幅值

（a）总压 （b）速度

图 2 尾流激励的叶片流场

（a）升力核函数

（b）力矩核函数

总压 /Pa
1.23e+05
1.21e+05
1.19e+05
1.18e+05
1.16e+05
1.14e+05
1.13e+05
1.11e+05
1.09e+05
1.08e+05
1.06e+05
1.04e+05
1.03e+05
1.01e+05
9.94e+04
9.78e+04
9.61e+04
9.45e+04
9.28e+04
9.12e+04
8.95e+04

y

x

尾流

叶片

下游

速度 /（m/s）
2.42e+02
2.30e+02
2.18e+02
2.06e+02
1.94e+02
1.82e+02
1.70e+02
1.57e+02
1.45e+02
1.33e+02
1.21e+02
1.09e+02
9.69e+01
8.48e+01
7.27e+01
6.06e+01
4.85e+01
3.64e+01
2.42e+01
1.21e+01
2.98e-02

叶片

下游

0.0006

0.0004

0.0002

0

-0.0002

-0.0004

-0.0006

-0.0008

-0.0010
0.0100.0080.0060.0040.0020

111325-1000
111325-2000
111325-3000
118000-1000
118000-2000
118000-3000
120500-1000
120500-2000
120500-3000

时间 /s

4.0×10-5

2.0×10-5

0

-2.0×10-5

-4.0×10-5

-6.0×10-5

-8.0×10-5

-1.0×10-5

-1.2×10-5

-1.4×10-5

0.0100.0080.0060.0040.0020

111325-1000
111325-2000
111325-3000
118000-1000
118000-2000
118000-3000
120500-1000
120500-2000
120500-3000

时间 /s

（c）阻力核函数

图 3 核函数识别结果

0.00035

0.00030

0.00025

0.00020

0.00015

0.00010

0.00005

0

-0.00005
0.0100.0080.0060.0040.0020

111325-1000
111325-2000
111325-3000
118000-1000
118000-2000
118000-3000
120500-1000
120500-2000
120500-3000

时间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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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2

10

8

6

4

2

0.0100.0080.0060.0040.0020

111325-1000
111325-2000
111325-3000

时间 /s

118000-1000
118000-2000
118000-3000

120500-1000
120500-2000
120500-3000

下核函数基本一致。说明总压稳态值和信号幅值对核

函数识别结果的影响不显著。这也进一步说明在小扰

动条件下流场系统是弱非线性系统[10]。

将图 3的核函数代入式（5）得到尾流激励的叶片

气动力降阶模型。用 Matlab编写气动力降阶模型的

程序可以预测任意总压变化引起的叶片气动力变化。

用该气动力降阶模型计算总压波动（如图 4所示）引

起的叶片气动力。该进口总压稳态值为 120500 Pa，

稳态升力为 -797 N，稳态阻力为 285.71491 N，稳态

力矩为 -12.217384 N·m。该总压波动的数据取自图 2

（a）中上下游叶片流场界面处。

用降阶模型计算得到的总压波动引起的叶片气

动力如图 5所示。图中减去了稳态气动力。图中第

1个数字代表辨识该核函数时的稳态总压，第 2个

数字代表阶跃信号的幅值。为方便比较，图中也给

出了用 fluent计算出的叶片气动力。从图中可见，所

建立的降阶模型对尾流激励的叶片气动力描述较

好，得到的叶片气动力的波形和振幅与用 CFD模型

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用各核函数得到气动力结果

基本相同，说明稳态总压和阶跃信号对核函数的精

度影响不大。

用降阶模型计算出的叶片气动力的误差如图 6

所示。该误差是降阶模型计算出的气动力与 CFD模

型计算出的气动力的差的绝对值。从图中可见，在初

始冲击阶段误差较小，在周期振荡阶段误差较大。需

要进一步提高周期振荡阶段的降阶模型的精度。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识别本例中气动力降阶模型

的核函数所用 CFD计算时间为 6 h，降阶模型计算时

间小于 1 s，而尾流激励下叶片气动力 CFD计算时间

为 32 h。

图 4 尾流进口总压波形

（a）升力

（b）力矩

（c）阻力

图 5 总压波动下叶片的升力

（a）升力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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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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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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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0.0080.0060.004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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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5-3000
118000-1000
118000-2000
118000-3000
120500-1000
120500-2000
120500-3000

时间 /s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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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

0.20

0.18

0.16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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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0.08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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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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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00-1000
118000-2000
118000-3000
120500-1000
120500-2000
120500-3000

时间 /s

3 总结

本文基于 Volterra级数，建立了尾流激励的叶片

气动力降阶模型，并研究了稳态条件和阶跃信号幅值

选取对尾流激励的气动力降阶模型辨识精度的影响。

结果表明：所建立的 Volterra级数的气动力降阶模型

对尾流激励的叶片气动力描述较好，得到的叶片气动

力的波形和振幅与用 CFD 模型得到的结果基本一

致，所建立的气动力降阶模型能够正确表征尾流对叶

片的激励作用；不同稳态条件和阶跃信号幅值下核函

数和叶片气动力响应基本相同，稳态条件和阶跃信号

幅值对核函数的影响不显著；该气动力降阶模型可以

快速估计尾流激励下叶片的气动力，非常适合在叶片

高低周疲劳设计、叶片气动弹性分析和优化、叶片寿

命可靠性分析中快速提供气动力荷载，而不需要反复

进行 CFD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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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力矩的误差

（c）阻力的误差

图 6 叶片的气动力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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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数值模拟的手段对桥式槽处理机匣的失速机制和扩稳机理进行研究。通过与实壁机匣和全通槽处理机匣的对比分

析结果表明：叶尖泄漏和叶片吸力面的分离均会引起叶尖通道堵塞，进而诱发失速。在实壁机匣情况下叶尖泄漏流堵塞叶尖通道是

诱发失速的主要原因；全通槽和桥式槽处理机匣均能减弱叶尖泄漏流强度，但是全通槽处理机匣加剧了吸力面的分离，这造成了较

大的效率损失；而桥式槽处理机匣能够通过改变抽吸区和喷气区的面积大小控制泄漏流和分离流引发的流道堵塞，从而在裕度提

升和效率损失之间取得平衡。研究表明：喷气区面积越大，叶尖攻角越大，吸力面分离越强，压气机效率越低；抽吸区面积越大，泄漏

流越弱，压气机的失速裕度越大。

关键词：压气机扩稳；失速机制；桥式处理机匣；喷气区；抽吸区；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3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8.01 .009

Investigation on Mechanisms of Stall Margin Improvement of Casing Treatment with Bridge Structure
HUANG Shuchao1,2袁 YUAN Wei1,2袁 HAN Le1,2

渊1.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ero-Engine & Aero-Thermodynamic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Advanced Aero-Engine, Beijing 100191, China冤

Abstract: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was performed on the casing treatment with bridge structur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stall and
margin improv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of the tip leakage flow and the separation flow on suction side of blade can block the rotor
tip passage which will lead to stall. The tip leakage flow is the mean reason of stall in compressor with smooth shroud. Both of arc skewed
slot and bridge casing treatment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tip leakage flow. But arc skewed slot enhances the separation flow on suction
side which lead to heavy efficiency loss. Bridge casing treatment can balance the margin 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loss by restrict both
the tip leakage flow and the separation flow by changing bleeding area and injecting area. The enlargement of the injecting area will magnify
the attack angle and enhance the separation flow on suction side and the efficiency loss. The bigger the bleeding area is, the better the tip
leakage meliorated and the more the stall margin improved.

Key words: compressor stall margin improvement; stall mechanism; casing treatment with bridge structure; injecting area; bleeding
area; aeroengine

0 引言

在跨声压气机中，叶尖泄漏涡与激波相互作用发

生破碎形成低速区堵塞叶尖流道，被认为是压气机失

速的重要原因之一[1-4]。自 Koch C C [5-9]发现处理机匣

可以扩大压气机稳定裕度至今，已经发展出众多形式

的处理机匣，处理机匣成为压气机 /风扇扩稳的重要

手段之一。传统的处理机匣包括轴向槽、周向槽和弦

向槽等形式[10-16]，Greitzer[10]总结发现，传统处理机匣均

为“扩稳降效”型；Osborn[11]研究发现，轴向直槽、轴向

斜槽和弦向槽均能扩大压气机稳定裕度，但伴随着较

大的效率损失。在 90%设计转速下，轴向直槽使压气

机失速裕度提高 15.8%，效率降低 6%；在 45%设计转

速下，轴向斜槽使压气机失速裕度提高 15.3%，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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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叶片网格

降低 5%；Prince[12]研究发现，轴向斜槽使压气机失速

裕度提高 15.3%，相应的峰值效率降低 1.5%；而弦向

槽使压气机失速裕度提高 15%，峰值效率降低 1.4%；

M俟ller[13]在单级跨声压气机转子上加周向槽，结果显

示周向槽在提高压气机稳定裕度的同时使效率下降

小于 0.4%；李相君 [14]在跨声压气机转子叶尖不同轴

向位置加周向浅槽处理机匣，结果显示使用周向浅槽

可以在全局效率下降不到 1%而压比略有提升的情

况下有效地对压气机进行扩稳；卢新根[15]利用轴向槽

和周向槽对跨声单级压气机进行扩稳研究，结果显示

压气机失速裕度提升分别为 23.6%和 5.06%，绝热效

率下降分别为 5.01%和 0.54%；张皓光 [16]在研究轴向

倾斜缝机匣处理对压气机性能的影响机理中发现，轴

向倾斜缝机匣处理扩大了转子的稳定工作范围，试验

和计算得到的稳定裕度改进量分别为 46.6%和

35.2%，机匣处理降低了压气机转子的效率，试验与

计算的最高效率分别下降了 7.6%和 5.1%。

为了兼顾处理机匣对效率的影响，Hathaway[17]提

出自适应流通处理机匣，其结构和传统处理机匣不

同，自适应流通处理机匣包含一段与压气机主流隔离

的外部气流通道，主流下游的高压流体被处理槽吸入

后，由压差驱动经外部气流通道在叶片前缘喷出。研

究结果表明，该处理机匣在扩大稳定裕度的同时，对

压气机效率基本没有影响；王卓奇[18]设计的驻涡式处

理机匣与自适应流通处理机匣类似，在跨声速压气机

扩稳上也得到了较好的结果；陆亚钧设计了新型圆弧

斜槽处理机匣结构，试验表明这种处理槽扩稳效果显

著，且对压气机效率的影响小于传统处理机匣[19-21]。

结合自适应流通处理机匣的结构特点，本文在圆

弧斜槽处理机匣的基础上设计出 1种桥式槽处理机

匣，以某跨声压气机为首级研究对象，利用数值模拟

方式研究桥式槽处理机匣的扩稳效果。桥式槽处理机

匣从通道后方抽吸低能流体，从叶片前缘喷出，对比

全通槽处理机匣，桥式槽的掺混损失更小，并且明显

减弱了处理槽下游的分离回流，对效率的影响低于全

通槽。本文研究了桥式槽处理机匣不同面积吸气 /喷

气区情况下的扩稳效果，进一步阐述了桥式槽处理机

匣的扩稳机理。

2 物理模型和数值方法
2.1 模型及网格

圆弧斜槽处理机匣（arc skewed slot casing treat-

ment，ASCT）的结构如图 1 所示，其中搭接量用处理

槽占转子叶尖弦长子午面投影百分比 姿表示
姿=Ce/L （1）

桥式槽处理机匣（casing treatment with bridge

structure，CTBS）的结构如图 2所示。处理槽由抽吸区

（bleeding area）、桥式气流通道（bridge channel）和喷

气区（injecting area）3 部分组成，流体由流道后部高

压区进入抽吸区，经桥式气流通道回流至通道前，然

后经由喷气区向主流注入。

本文对跨声速压气机转子进行数值模拟，转子叶

片数为 37，设计转速为 12036 r/min，叶尖相对马赫数

约为 1.3。

本文分别模拟了实壁机匣（smooth wall，SW）、全

通槽处理机匣（ASCT，图 1）和桥式槽处理机匣

（CTBS，图 2）3种情况。处理机匣搭接量为 45%，槽数

为 111，转子叶片数与槽数之比为 1颐3，采用单通道计
算，以减少计算量。转子叶片、圆弧斜槽处理机匣和桥

式槽处理机匣网格分别如图 3~5所示。在处理槽和机

匣之间设置过渡层网格。

2.2 数值方法

采用商业软件 AN-

SYS-CFX 求解 3 维流场

的雷诺平均 NS 方程，湍

（a）子午面 （b）法向

图 1 圆弧斜槽处理机匣

（a）子午面 （b）法向
图 2 桥式槽处理机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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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模型选用了 Shear Stress Transport 2 方程模型，为

满足该湍流模型的要求，调整第1层网格距壁面的距

离，以保证 Yplus小于 1。

2.3 边界条件

本文的计算均在设计转速下进行，进口边界给定

标准大气条件，轴向进气。出口边界条件给定满足径

向平衡方程的静压条件，通过调整出口静压大小获得

不同工况点性能。过渡层上表面与处理槽交界面是内

部连接条件，下表面与主流区机匣部分交界面设置为

转静交界面，定常计算使用了固结转子（frozen rotor）

方法。

3 计算结果与讨论

3.1 实壁机匣压气机失速机理分析

实壁机匣压气机的特

性曲线如图 6所示。峰值

效率（peak efficiency，PE）

为 90.856%，在近失速点

（near stall，NS）最大压比

为 1.9569。实壁机匣的裕

度为 10.54%。

失速裕度 准为

准=
仔ns

*
/mns
·

仔pe
*

/mpe
· -1蓸 蔀×100% （2）

式中：仔pe
*
和 仔ns

*
分别为设计点和失速临界点对应的总

压比；mpe
·
和 mns

·
分别为设计点和失速临界点对应的质

量流量。

从图中可见，实壁机匣 PE点和 NS点近叶尖相

对马赫数如图 7所示，叶尖的相对马赫数最大在 1.3

左右，从叶片的结构可见，叶尖存在一定的弯度，表明

叶尖前部的激波增压和后部的通道扩张增压同时存

在，吸力面存在分离流动，叶尖泄漏和叶片吸力面的

分离均会引起叶尖堵塞。随着叶片背压的升高，压比

增大，吸力面的激波位置逐渐前移，叶尖泄漏涡的影

响范围逐渐前移，叶片吸力面的分离流动范围逐渐增

大。实壁 NS点转子叶尖

的泄漏流如图 8所示。从

图中可见，泄漏涡跨过激

波之后破碎形成低能团并

堵塞叶尖通道，对比叶尖

泄漏和吸力面的分离两方

面引起的叶尖堵塞可以发

现，在失速的诱因中，泄漏流对叶尖通道的堵塞占主

导地位。

在了解单级压气机失速机制的情况下，考虑引入

全通槽和桥式槽处理机匣对单级压气机进行扩稳，分

析不同形式的处理机匣对单级压气机性能的影响。

3.2 处理机匣压气机的失速机理

SW、ASCT和 CTBS 3种机匣条件下的特性对比

如图 9所示，并见表 1。从表中可见，所列的 ASCT和

CTBS条件下处理机匣的搭接量均为 45.5%。与 SW

相比，ASCT 的失速裕度提升非常显著，增加了

14.51%，但是效率却降低了 2.207%；在 ASCT的基础

上，CTBS的失速裕度有所减少，但仍保持了 15%以

上，而效率损失却比 ASCT改善了 0.913%。对比实壁

机匣效率仍然是降低的。

图 4 圆弧斜槽处理机匣网格 图 5 桥式槽处理机匣网格

图 6 实壁机匣压气机特性

（a）最高效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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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近失速点

图 7 实壁机匣近叶尖相对马赫数

图 8 近失速点叶尖泄漏流

Velocity
4.500e+002

3.600e+002

2.700e+002

1.800e+002

9.000e+001

0.000e+000
m s-1

0

0.0125

（a）流量 -总压比 （b）流量 -效率

图 9 实壁、圆弧斜槽处理机匣和桥式槽处理机匣特性对比

SW

ASCT

CTBS

搭接量

45

45

PE/%

90.856

88.649

89.562

准 /%

10.54

25.05

16.42

表 1 实壁、圆弧斜槽处理机匣和桥式槽处理机匣特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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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T 条件下的近叶尖相对马赫数如图 10 所

示。从图中可见，在最高效率点（最高效率点指处理机

匣情况下与实壁机匣最高效率点等流量点，下文同）

和实壁近失速点流量下（实壁近失速点指处理机匣情

况下与实壁机匣近失速点等流量点，下文同），ASCT

吸力面的分离均比 SW情况下严重（图 7），特别在实

壁 NS流量点，吸力面分离形成的低速区几乎充斥了

整个叶尖通道。

CTBS条件下近叶尖相对马赫数如图 11所示。对

比图 10、11可见，与 ASCT相比，CTBS明显减弱了叶

片吸力面的分离区域，特别是近实壁 NS流量点分离

区没有明显扩大，未造成大范围流道堵塞，在很大程

度上减弱了分离带来的损失。

实壁 NS 流量点下动

叶进口 相对周向速度

（W t）、轴向速度（Wz）以及

相对速度与轴向夹角（Be-

ta）的分布如图 12所示。从

图中可见，处理机匣的引入使流体在叶片前喷出，

ASCT和 CTBS2种情况下增大了 95%叶高以上位置的

W t，减小了 Wz，降低了叶尖处的流通能力；但在 95%

叶高以下位置，处理机匣的引入增加了 Wz，加强了绝

大部分叶高的流通能力。与 CTBS相比，ASCT使近叶

尖轴向速度改变更多，攻角增大得更多，在接近机匣的

位置，甚至出现了倒流，对应吸力面分离区显著增大。

SW、ASCT和 CTBS 3种条件下近叶尖处的壁面

静压分布如图 13所示。CTBS和 ASCT均减小了叶片

前缘到 30%轴向弦长位置

近叶尖压力面和吸力面的

压差，故处理机匣均有减

弱泄漏流的作用，但是

CTBS 条件下叶片压力面

和吸力面的压差比 ASCT

条件下的压差大，所以

ASCT 的泄漏流强度比

CTBS弱。

实壁近失速流量点处理机匣叶尖泄漏流如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实壁 NS流量点，虽然 CTBS条

件下的泄漏流比 ASCT条件下的更强（由图中流线的

颜色也可看出），但是由于 ASCT条件下叶尖攻角较

大，所以 ASCT条件下叶片前缘泄漏流更斜，泄漏流

横跨多排叶片堵塞流道，同时 50%弦向位置之后可

以看到明显的分离回流；而 CTBS条件下前缘泄漏流

倾斜较小，多数泄漏流随主流沿流道中间流走，同时

叶片吸力面的分离也相对较弱。实壁 NS流量点近叶

尖熵增对比如图 15所示。

从 图中可见，ASCT 和

CTBS的喷射流体与主流

掺混均引起熵增，这是造

成效率损失的原因之一。

对比二者的熵增云图，

（a）最高效率点 （b）实壁近失速流量点

图 10 全通槽处理机匣近叶尖相对马赫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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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最高效率点 （b）实壁近失速流量点

图 11 桥式槽处理机匣近叶尖相对马赫数

（a）W t的分布

（b）Wz的分布 （c）Beta的分布

图 12 周向速度、轴向速度以及相对速度与轴向夹角

沿叶高方向的分布

图 13 实壁近失速流量点近

叶尖壁面静压

（a）ASCT （b）CTBS

图 14 实壁近失速流量点处理机匣叶尖泄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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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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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CT （c）CTBS

图 15 实壁近失速流量点实壁、圆弧斜槽处理机匣和桥式槽

处理机匣近叶尖熵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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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BS与主流连接面积小，槽内流体与主流掺混较少，

掺混损失比 ASCT的小；同时 CTBS改善了 ASCT吸力

面分离，减小了分离造成的损失，所以 CTBS的熵增较

小。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SW条件下叶尖的阻塞主要

来源于叶尖泄漏流，ASCT条件下叶片吸力面分离和

叶片前缘泄漏流均会造成通道堵塞。综上所述，对比

全通槽处理机匣，桥式处理机匣通过控制泄漏流和分

离两方面引发的流道堵塞，可以在保证失速裕度的同

时减小效率损失。

3.3 桥式槽处理机匣的抽吸 /喷气机理分析

6种不同面积抽吸区和喷气区的桥式槽处理机

匣见表 2。利用控制变量的方法，分别保证抽吸区面

积不变改变喷气区面积和保证喷气区面积不变改变

抽吸区面积，来探究不同抽 /喷气区面积对桥式处理

机匣扩稳效果的影响。其中 CTBS1、CTBS2、CTBS3和

CTBS4为保持抽吸区面积不变，改变喷气区面积的 4

种不同结构桥式槽处理机匣；CTBS3、CTBS5 和

CTBS6为保持喷气区面积不变，改变抽吸区面积的 3

种不同结构桥式处理机匣。

3.3.1 喷气区面积的影响

在抽吸区面积相同的

条件下，采用不同喷气区

面积的桥式槽处理机匣的

压气机流量效率特性曲线

如图 16所示并见表 3。结

合图、表可见，随着喷气区

面积的增大，压气机的效

率逐渐减小。当喷气区面积为 21%时，效率损失最大

为 1.741%；当喷气区为 5%时，效率损失最小为

0.52%。失速裕度随着喷气区面积的增大先增加后减

小，但在喷气面积超过 8%以后变化不大，与 SW相

比，其失速裕度提高 5%~6%。

喷气区面积和桥式槽

处理机匣抽吸流量的关系

如图 17所示，其中纵坐标

表示抽吸流量占压气机堵

点流量的比例。从图中可

见，同一喷气区面积下 NS

点抽吸流量大于 PE 点。

同时，在 PE点和 NS点，

桥式槽处理机匣的抽吸流量均随着喷气区面积的增

大而增大，在喷气面积为 21%时，PE点抽吸流量达到

最大流量的 0.94%，NS 点抽吸流量占堵点流量的

1.87%。

实壁 NS流量点下不同喷气区面积桥式槽处理

机匣叶尖泄漏流如图 18所示。随着喷气区面积增大，

泄漏流逐渐由沿主流通道中顺利流出变为横跨叶片

喷气区面积 /%

抽吸区面积 /%

CTBS 1

5

25

CTBS 2

8

25

CTBS 3

13

25

CTBS 4

21

25

CTBS 5

13

11

CTBS 6

13

18

表 2 不同面积抽吸区和喷气区的桥式槽处理机匣

图 16 喷气区面积不同的桥

式槽处理机匣特性

SW

CTBS1

CTBS2

CTBS 3

CTBS4

喷气区面积 /%

5

8

13

21

抽吸区面积 /%

25

25

25

25

PE/%

90.856

90.336

89.971

89.562

89.115

准 /%

10.54

14.45

15.84

16.42

15.50

表 3 不同喷气区面积桥式槽处理机匣特性

图 17 不同面积喷气区桥式

槽处理机匣抽吸流量

（a）CTBS 1 （b）CTBS 2

（c）CTBS 3 （d）CTBS 4
图 18 实壁近失速流量点不同面积喷气区桥式槽

处理机匣泄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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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不同面积抽吸区桥式

槽处理机匣的抽吸流量

通道阻塞叶尖流道。

3种不同面积喷气区

情况下近叶尖处的熵增

对比如图 19 所示。从图

中可见 CTBS2、CTBS3 和

CTBS4的喷气区面积依次增大，处理槽的抽吸流量增

大，槽中喷出的流体与主流的掺混损失随之增大，所

以熵增依次增大，效率损失依次增大。不同喷气区面

积下喷流与主流掺混对动叶进口相对速度和攻角的影

响如图 20所示。在近叶尖位置，喷气区面积越大，喷气

流量越大，动叶进口的相对周向速度越大，轴向速度越

小，攻角越大；而在 95%叶

高以下位置，喷气区面积

越大，轴向速度越大，攻角

越小，即喷气区面积越大，

近叶尖流通能力越小，而

在 95%叶高以下位置的流

通能力越大。

最高效率点动叶近叶尖外气流脱轨角如图 21所

示。表示相对速度与叶片吸力面所成的夹角，可以表

征叶背分离情况。从图中可见，随着喷气区面积的增

加，叶片分离点逐渐提前，

分离范围增大。由前面的分

析可知，喷气区面积越大，动

叶近叶尖处攻角越大，势必

会引起叶背分离区的增大。

根据本节的分析可知，

保持桥式槽处理机匣抽吸

区面积不变，喷气区的面积

越大，处理槽抽吸流量越

大，叶片近叶尖的攻角越

大，叶背的分离区越大，分离堵塞越发严重，峰值效率

越低，同时叶尖的泄漏流逐渐发展为横跨流道的堵塞

流动。

3.3.2 抽吸区面积的影响

考虑到 CTBS3在喷气区面积为 13%时裕度提升

最大，因此接下来分析桥式槽处理机匣的喷气区面积

保持在 13%时，不同抽吸区面积对桥式槽处理机匣

扩稳效果的影响。

采用不同抽吸区面积

桥式槽处理机匣的压气机

特性曲线如图 22所示，结

合图、表可见，保持喷气区

面积不变，随着抽吸区面

积的增大，压气机失速裕

度逐渐增大，效率变化较小，当 CTBS3的抽吸区面积

为 25%时，失速裕度最大。

不同面积抽吸区桥式

槽处理机匣的抽吸流量如

图 23所示。从图中可见，

在 PE点和 NS点，抽吸区

的面积变化对桥式处理槽

的抽吸流量影响较小，所

以桥式槽处理机匣的抽吸

能力主要由喷气区面积决

（a）SW

（b）ASCT （c）CTBS
图 19 实壁近失速流量点实壁、圆弧斜槽处理机匣和桥式槽

处理机匣近叶尖熵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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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 t的分布

（b）Wz的分布 （c）Beta的分布

图 20 实壁近失速流量点不同面积喷气区桥式槽处理机匣周

向速度、轴向速度以及相对速度与轴向夹角沿叶高的分布

图 21 不同面积喷气区桥式

槽处理机匣近叶尖处叶背脱

轨角

图 22 不同面积抽吸区桥式

槽处理机匣特性

SW

CTBS5

CTBS6

CTBS 3

喷气区面积 /%

13

13

13

抽吸区面积 /%

11

18

25

PE/%

90.856

89.849

89.618

89.562

准 /%

10.54

13.04

15.19

16.42

表 4 不同面积抽吸区桥式槽处理机匣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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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同抽吸区面积对叶

片吸力面分离的影响如图

24所示。由于桥式处理槽

的抽吸流量变化不大，与

喷气区面积相比，叶片吸

力面分离位置对抽吸区面

积的变化并不敏感。

CTBS5、CTBS6和 CTB

S3在CTBS5近失速流量点

条件下近叶尖处的相对马

赫数如图 25所示。从图 25（a）中可见，叶尖近失速工

况下通道堵塞集中在 2个区域：一个是泄漏涡与激波

相互作用发生破碎形成低速区造成流道堵塞，另一个

是叶片吸力面的分离产生的流道堵塞，二者共同堵塞

了叶尖通道，从而引发压气机失速。对比 CTBS5、

CTBS6和 CTBS3发现，随着抽吸区面积增大，叶片吸

力面分离堵塞范围变化不

大，而叶尖泄漏流引发的堵

塞逐渐减弱，这表明随着抽

吸区面积的增大，泄漏流

获得了显著的改善，因此

压气机裕度也随之提高。

根据本节的分析可知，桥式槽处理机匣的抽吸区

面积主要影响压气机的失速裕度：抽吸区面积越大，

失速裕度也越大。与喷气区相比，抽吸区面积的变化

对抽吸流量影响较小，进而对叶片吸力面分离的影响

较小，因此对效率的影响较小。

4 结论

本文针对相对马赫数为 1.3 量级的跨声压气机

进行了数值模拟，尝试利用全通槽和桥式槽对其进行

扩稳，得到如下结论：

（1）针对相对马赫数不太高的跨声压气机（本文

为 Ma=1.3），动叶叶尖存在一定的弯度，吸力面存在

分离流动，叶尖泄漏和叶片吸力面分离均会引起叶尖

堵塞，从而对失速产生影响。

（2）实壁机匣情况下叶尖泄漏流造成的叶尖堵塞

是诱发失速的主要原因。全通槽处理机匣条件下叶尖

前缘泄漏和流体在吸力面的分离共同造成了通道堵

塞进而诱发压气机失速。桥式槽处理机匣通过抽吸区

和喷气区实现了对吸力面分离堵塞的控制，从而平衡

了泄漏流和分离两方面引发的堵塞，在保证失速裕度

的同时减少了效率的损失。

（3）桥式槽处理机匣抽吸区面积不变，喷气区面

积越大，桥式槽抽吸流量越大，近叶尖的攻角越大，叶

片吸力面的分离区也越大，效率越低，同时分离堵塞

逐渐增强；此外叶尖的泄漏流逐渐发展为横跨流道的

堵塞流动。桥式槽处理机匣喷气区面积不变，抽吸区

面积越大，由叶尖泄漏引发的流道堵塞越弱，因此压

气机的失速裕度越大；与喷气区面积相比，抽吸区面

积变化对抽吸流量影响较小，所以对叶片吸力面分离

的影响较小，因此效率损失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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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附件机匣作为航空发动机的重要部件，获得其寿命指标至关重要，在对附件机匣壳体进行疲劳寿命分析时，需要充分考

虑其复杂多样的工作环境以及各载荷情况。基于 ANSYS Workbench有限元仿真，计算得到了附件机匣在考虑自身重力和固定约束

条件、轴承载荷、温度场以及振动载荷谱共同作用时的应力响应功率谱密度。采用雨流循环计数方法并通过 MATLAB编程计算得到

附件机匣的疲劳寿命。结果表明：振动谱沿 Z轴得到的等效应力值最大，且最大点的应力响应 PSD谱中 滓x的总均方根值远大于其

余应力。单独采用 滓x应力 PSD谱和采用所有应力 PSD谱计算得到的寿命相差仅 50 min，因此可采用 RMS最大的 滓x应力 PSD谱计

算附件机匣的疲劳寿命。

关键词：附件机匣；有限元仿真；疲劳寿命；雨流循环计数法；应力响应功率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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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Vibration Mechanics and Lifetime of Accessory Gearbox
YIN Yuan1袁2袁 YANG Li3袁 XIN Qi3袁 CHEN Yun-xia1

渊1. School of Reliability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2. Systems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State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 Beijing 100094, China;3.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Accessory gearbox is a key component of aeroengine, and acquisition of its lifetime index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When

analyzing the fatigue lifetime of accessory gearbox case, the complex and diverse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loading condit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Based on ANSYS Workbench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the stress response PSD of accessory gearbox was calculated,which
taken own gravity, fixed constraints, bearing loads, temperature field,and vibration load spectrum into account. After that, the fatigue lifetime
wa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rain-flow counting method through MATLAB progra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quivalent stress of the
vibration spectrum along the Z-axis is max, and the RMS of the stress response PSD at the max point is much greater than the rest of the
stress. The difference of the lifetime calculated between using stress response PSD individually and all stress response PSDs is only 50
minutes. Thus, the maximum RMS stress PSD can be used to calculte the fatigue lifetime of accessory gearbox.

Key words: accessory gearbox;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fatigue lifetime; rain-flow counting method; stress response PSD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附件机匣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部件，

对其力学行为和寿命进行分析以获得可靠性和寿命

指标结果至关重要。附件机匣在工作时，不仅受到轴

承载荷、自身和安装附件重力的影响，同时由于齿轮

系统高速转动产热以及喷油散热使得其始终处于较

复杂的温度场中[1]，且由于附件机匣内部齿轮系统啮

合传动以及在安装、运行过程中的误差和故障等因素

导致其处于复杂的振动环境中[2]。考虑到附件机匣工

作环境的复杂多样性，以及同时承受机械载荷、振动

载荷以及热载荷，李锦花等结合 MASTA软件和 AN-

SYS软件计算同时受到轴承载荷和传动附件安装弯

矩影响下壳体的变形[3]；郭梅等将轮齿啮合时变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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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静传递误差产生的啮合力作为系统振动激励，采用

有限元方法分析附件机匣系统的振动响应[4]；吴鸿等

采用有限元方法建立附件机匣壳体稳态热分析模型，

给出壳体的温度场分布[5]。然而，上述研究仅包含机械

载荷、振动或者温度场中的某一方面，不能全面反映

其在复杂工作环境和热固条件下的振动载荷情况。

热、固、振载荷会影响附件机匣应力分布等力学行为，

从而影响其疲劳寿命。因此，在热、固、振条件共同作

用下进行附件机匣的力学行为以及寿命建模分析是

十分重要的。

本文基于有限元软件 ANSYS Workbench，同时

考虑附件机匣壳体自身重力和固定约束条件、轴承载

荷、温度场以及振动载荷作用，在不同工况下进行附

件机匣壳体力学行为分析，计算得到附件机匣应力响

应 PSD谱，并根据应力响应 PSD谱采用雨流循环计

数方法对附件机匣寿命指标进行估计。

1 力学行为建模及分析

在热、固、振多载荷耦合作用下，运用 ANSYS

Workbench对其力学行为进行建模及分析。

1.1 模型定义、边界以及输入条件

1.1.1 模型定义

在实际工作环境中，各种负载悬挂在附件机匣两

侧，对其力学行为分析产生影响。因此，在 CAD模型

上添加质点块(point mass)来定义负载对附件机匣的

惯性影响，如图 1所示。

图 1定义模型中各负载的质量以及在局部坐标

系中的位置见表 1。

1.1.2 边界条件

进行 ANSYS有限元仿真时，边界条件指运动边

界上方程组的解应该满足的条件。针对附件机匣的边

界条件为吊耳处固定约束。

1.1.3 输入条件

进行附件机匣热、固、振耦合作用下的力学行为

分析，涉及机械载荷、振动载荷和热，因此输入条件

有：机匣重力、温度场、轴承载荷、PSD谱。

根据 ANSYS FLUENT产热分析，得到附件机匣

壳体上各部位温度，并采用 EXCEL拟合得到附件机

匣温度分布函数。环境温度设置为 90 ℃，在附件机

匣中部建立局部坐标系，以该坐标系为基准添加温

度，温度变化图线如图 2所示。

因此，温度变化函数为

y=-83.41x3+61.543x2-16.14x+309.17 （1）

式中：x为附件机匣与坐标原点的相对位置；y为该部
位的温度值。

加载温度场到附件机匣上，如图 3所示。附件机

图 1 模型定义

负载编号

1

2

3

4

5

6

局部坐标系中坐标 /mm

(149.66，0.91，-18.08)

(-26.2，6.68，-248.9)

（36.8，46，152.6）

（0，0，28.1）

（-2.83，-140.68，-16.213）

（-185.81，2.05，7.49）

质量 /kg

14

50

16

4

65

20

表 1 负载附件的质量以及坐标

图 2 附件机匣不同部位的温度

图 3 附件机匣温度场

负载附件 1
负载附件 2
负载附件 3
负载附件 4
负载附件 5
负载附件 6

Z

X
0 500

375

250

125

335

330

325

320

315

310

305

300

y=-83.41x3+61.543x2-16.14x+309.17

R2=0.9958

0.80.60.40.20-0.2-0.4-0.6

360.927 Max
354.155
347.383
340.611
333.839
327.066
320.294
313.522
306.750
299.978 Min

Y

X
0 500

375

250

125

mm

mm

温度 /K

温度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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匣内部共有 10个齿轮轴，每个轴两端各有 1个轴承，

仅承受径向力。采用 LMS Virtual Lab. Motion进行整

体仿真，选取每个轴承的最大径向力并加载到附件机

匣上，具体数值见表 2。

随机振动输入的加度素功率谱频率范围为

0~2000 Hz，各频段振动量值见表 3。

1.2 网格划分

附件机匣壳体几何机构较为复杂，建议采用快速

自动生成的四面体网格进行划分。此外，在划分网格

时选择合适的网格大小对求解的精度以及求解速度

十分重要。

结合附件机匣实际尺寸，使用全局 8 mm、全局

16 mm、附件机匣两侧(平板处)32 mm其余 8 mm、两侧

16 mm其余 8 mm 4种尺寸划分网格，结果见表 4。

其中，畸变度(skewness)为网格质量的重要参数，

指单元相对其理想形状的相对扭曲的度量，是 1个值

在 0(极好的)到 1(无法接受的)之间的比例因子。根据

表 4可知，不同网格尺寸得到的畸变度最大值和平均

值基本接近；节点数和单元数为尺寸 8 mm的最少，

选择较少节点和单元的尺寸可以提高运算速度。

对于 8 mm所得的单元和节点数比 16 mm得到

的少，其原因在于 8 mm时的平滑参数(transition)设置

为 fast，而 16 mm设置为 slow。若 8 mm网格尺寸设置

为 slow则会输出过多单元，导致计算量太大而不能

进行模态分析；若 16 mm设置为 fast则网格质量太

低不足以比较。而网格尺寸为 8 mm时畸变度为 0.95

的单元所占比例最小，因此 8 mm的网格尺寸最理

想，其对应的机匣局部网格划分结果如图 4所示。

1.3 预应力模态分析

模态分析用来计算结构的振动特性，包括固有频

率和振型。由于 ANSYS随机振动分析采用模态叠加

法，因此随机振动分析前必须进行模态分析。本文中

静力学分析设置的边界和输入条件使结构中存在预

应力，会导致结构刚度变化进而影响模态分析及后续

振动分析结果。因此，在进行预应力模态分析时需考

虑机匣载荷和温度对结构刚度的影响。

设置 PSD谱最高频率为 2000 Hz，进行 15阶模

态分析，固有频率结果皆小于 500 Hz。因此，为保证

响应结果的精确性分析，在前 45阶模态中，第 1、6、

15、45阶固有频率结果见表 5。

1.4 随机振动响应输出

根据仿真计算的薄弱位置的应力响应 PSD谱进

行寿命分析。根据随机振动理论，响应 PSD谱可以由

单自由度系统的传递函数 H（棕）根据输入（激励）PSD

谱通过模态叠加方法计算得到。第 i个自由度的响应
PSD谱由以下 3部分组成：

动态部分

Sdi（棕）=
n

j=1
移 n

k=1
移准ij准ik（

r1

e=1
移 r1

m=1
移酌ej酌mkH j

*
（棕）Hk（棕）Sem（棕）+

轴承

编号

1

2

3

4

5

载荷 /

N

110

69

86

756

67

轴承

编号

6

7

8

9

10

载荷

/N

122

173

76

339

656

轴承

编号

11

12

13

14

15

载荷

/N

7.8

60

208

218

160

轴承

编号

16

17

18

19

20

载荷

/N

78

141

155

322

7.8

表 2 轴承载荷

频率范围 /Hz

振动量值（g2/Hz）

0~15

0

15~155

0.00467

155~507

0.007

507~1069

0.0035

1069~2000

0.01167

表 3 该工况下每频段振动量值

网格尺寸 /mm

单元数

节点数

畸变度最大值

畸变度平均值

畸变度为 0.95的单元数

畸变度为 0.95单元所占百分比 /％

8

367845

212009

1

0.3938

4790

1.30

16

658821

446197

0.99

0.4236

25300

3.84

8+32

869354

580741

1

0.4021

33400

3.84

8+16

757910

498941

1

0.3906

12900

1.70

表 4 网格划分结果相关参数

图 4 附件机匣网格

固有频率 /Hz

第 1阶

45.565

第 6阶

90.650

第 15阶

343.15

第 45阶

2194.2

表 5 固有频率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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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e=1
移 r2

m=1
移祝ej祝mkH j

*
（棕）Hk（棕）S赞 em（棕）） （2）

拟静态部分

SSi
（棕）=

r2

e=1
移 r2

m=1
移A ieA im

1
棕4 S赞 em（棕）蓸 蔀 （3）

协方差部分

Ssdi
（棕）=

n

j=1
移 r2

e=1
移 r2

m=1
移准ijA ie - 1

棕2 祝mjH j（棕）S赞 em（棕）蓸 蔀 （4）

式中：n为振型数；r1、r2分别为节点数和基础 PSD谱数。

单自由度的传递函数根据不同的输入 PSD谱和

响应类型有不同形式。本文中输入为加速度 PSD谱，

输出为应力 PSD谱，其传递函数形式为

H j（棕）= 1

棕j
2
-棕2

+i（2孜j棕j棕）
（5）

式中：棕为外激励频率；棕j 为第 j 阶模态的自然圆弧
频率。

采用 ANSYS Workbench得到最大等效应力结果

见表 6。

从表 6中可知，振动谱沿 Z轴方向等效应力最
大，如图 5所示。

从图中可见附件机匣壳体的应力最大点（即薄弱

位置），从而能够输出薄弱位置的正应力 滓x、滓y、滓z和

剪应力 子xy、子yz、子zz的响应 PSD谱。

应力响应 PSD谱如图 6（a）所示。已知功率谱密

度值 -频率值关系曲线下面积的开方即为均方根值

（RMS）[6]。从图 6（a）中可见，滓x响应 PSD谱的 RMS皆

远大于其余应力，并且各应力频率主要集中于

90~150 Hz，将该频率区间图像放大，如如图 6（b）所

示，发现 滓z和 滓yz的 RMS远小于其余应力。

2 寿命建模及分析

2.1 雨流循环计数方法

根据第 1.4节输出的响应 PSD谱，采用雨流循环

计数法（RFC）计算寿命。RFC是循环计数法的 1种。

循环技术法指在已知峰值概率密度函数的情况下，对

应力峰值进行循环计数得到幅值信息，然后进行寿命

计算。常用的循环计数法还有变程计数法（RC）和水

平穿越计数法（NB）[7]。

雨流计数法是公认最好的疲劳损伤估计方法，但

其计算过程比较繁琐，准确解析式很难给出[8-9]。然而，

在任意平稳高斯过程中，线性损伤准则有效的情况

下，雨流计数损伤总是处于 2种损伤值之间[10-11]

DRC≤DRFC≤D=DNB （6）

式中：DRFC为雨流计数损伤；DRC为变程计数损伤；DNB

为水平穿越计数损伤。

从式（6）中可知，估计雨流计数损伤 DRFC可以通

过在其上下界中找到 1 个合适的中间点。因此，D.

Benasciutti 和 R.Tovo 提出雨流计数损伤可以由 DRC

和 DNB加权线性组合得到[12]

DRFC=bDNB+（1-b）DRC （7）

变程计数法和水平穿越计数法 [13]计算疲劳损伤

等效应力 /MPa

振动谱沿 X轴
39.239

振动谱沿 Y 轴
33.269

振动谱沿 Z轴
45.082

表 6 最大等效应力计算结果

图 5 等效应力

（a）0~2000 Hz频域内 PSD

（b）频域局部放大

图 6 应力响应 PSD谱

45.082 Max
40.077
35.073
30.069
25.065
20.000
15.050
10.052
5.0473
0.043002 Min

Y

X0 400 mm

300

200

100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2000
frequency/Hz

180016001400120010008006004002000

红色 滓x
绿色 滓y
蓝色 滓z
黄色 子xy
青色 子xz
黑色 子yz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frequency/Hz
15014013012090

红色 滓x
绿色 滓y
蓝色 滓z
黄色 子xy
青色 子xz
黑色 子yz

110100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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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似公式为

DNB=v0C-1（ 2姨 滓x）k祝（1+ k
2
） （8）

DRC艿DNB琢2

k-1
（9）

式中：自0为谱密度函数 Sx（棕）的平均上跨率

v0=
1

2仔 姿2

姿0姨 （10）

式中：姿m为单边谱密度函数 Sx（棕）的谱距

姿m=

+∞

0
乙 棕mSx（棕）d棕，m=0,1,2,… （11）

方差 滓x
2
由 姿0决定

姿0=滓x
2

（12）

C和 k 为 S-N曲线中的参数

SkN=C （13）

权重 b 的选择取决于响应的谱密度函数。D.Be-

nasciutti和 R.Tovo给出 b 的表达式为

b=（琢1-琢2）
（琢2-1）2 m （14）

其中

m=1.112（1+琢1琢2-（琢1+琢2））e2.11琢2

+（琢1-琢2）（15）

对于谱密度函数 Sx（棕），琢1/琢2为其带宽参数，取

值为[0,1][14]。

琢1=
姿1

姿0姿2姨 ，琢2=
姿2

姿0姿4姨 （16）

2.2 线性疲劳累计损伤理论

根据线性疲劳累积损伤理论，计算附件机匣的总

损伤量从而给出其疲劳寿命[15]。

D=
N

i=1
移Di （17）

式中：D为总损伤量；Di为单个循环造成的损伤。

线性疲劳累计损伤理论假定损伤量 D=1时试件

将发生疲劳破坏。因此，疲劳寿命为

T= 1
D = 1撞D （18）

2.3 疲劳寿命计算

根据得到的响应 PSD谱（图 6），运用雨流循环计

数法并采用 MATLAB 编程计算附件机匣的疲劳寿

命。由于 滓x响应 PSD谱 RMS远大于其余应力，根据

滓x响应 PSD谱计算附件机匣的损伤以及疲劳寿命，

结果见表7。

根据 6个应力的响应 PSD谱计算其单位时间内

的损伤，再叠加计算所有功率谱造成的单位时间损

伤，从而得到附件机匣总损伤以及寿命结果，见表 8。

从表 7、8 中可知，2 种计算方式的结果非常接

近，表明 RMS非常小的 滓y、滓z，子xy、子yz、子zz对附件机匣

的损伤以及寿命计算结果影响很小。

3 结论

本文综合考虑附件机匣复杂的工作环境，包括自

身重力和固定约束条件、轴承载荷、温度场以及振动

载荷，分析计算附件机匣壳体在机械载荷、温度并施

加随机振动谱得到的应力响应 PSD谱，结合雨流循

环计数方法计算附件机匣壳体的疲劳寿命。在寿命计

算时，对比单独采用 RMS最大的应力 PSD谱和采用

所有应力 PSD 谱计算得到的寿命结果分别为

3.25828×106 min和 3.25823×106 min，相差仅为 50

min。因此，可以选用 RMS最大的 PSD谱计算附件机

匣的疲劳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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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产大飞机及其发动机的自主研制需采用 M1 52合金制造发动机机匣，该机匣盘锻件尺寸大、结构复杂，工作时承受很

大的载荷，对其综合力学性能要求苛刻。为提高 M1 52合金机匣锻件的组织与力学性能水平，需要对其热处理工艺进行系统研究。

通过试验研究了不同的淬火、回火制度对 M1 52合金机匣组织性能的影响。采用光学显微镜分析了锻件的显微组织，测试了锻件的

室温拉伸、冲击和硬度。综合分析结果表明：当 M1 52合金锻件经 1 01 0 ℃淬火，油冷,565 ℃回火，空冷热处理后，可实现强度、韧性

的良好匹配。

关键词：M1 52合金；机匣；组织性能；热处理

中图分类号：V250.2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8.01 .01 1

Effect of Quenching and Tempering Heat Treatments on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M152 Alloy Casing
WEI Xin1袁YANG Gang 2袁LI Chang-yong1袁 ZHAO Xing-dong1

渊1.AECC Shenyang Liming Aeroengine Corporation Ltd, Shenyang 110043, China;
2. Central Iron & Steel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100081, China冤

Abstract: The engine casing should be made of M152 alloy during independent research on domestic large aircrafts and their engines.
Requirements of the general mechanical properties were rigorous due to large size, complex structure, and great working load of the engine
casing disk forging. The systematic study on heat retreatment technology was necessary for increasing the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M152 alloy casing forging.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quenching and tempering treatments on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M152 alloy casing
was studied through the experiment.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forging was analyzed by optical microscope, moreover, the room-temperature
tensile, impact and hardness of the forging were tes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quenching at 1010益, oil cooling, tempering at 565益 and
air cooling, a well matching of intensity and toughness of M152 alloy forging can be reached.

Key words: M152 alloy曰casing曰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曰heat retreatment

0 引言

M152合金是 1种 12%Cr马氏体热强不锈钢，由

13%Cr 钢发展而来，普通 13%Cr 钢的应力极限是

700～800 MPa[1-2]，降低回火温度，可提高极限应力，

但是延伸率、冲击值和抗应力腐蚀开裂性会降低，以

致不能使用[3]。为了满足先进航空发动机部件的强度

要求，美国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研制开发出一系列强

度更高的 12Cr钢，并已实际应用[4-7]。M152合金通过

在 12Cr钢基础上添加少量合金元素提高综合力学性

能，主要添加 Mo进一步提高了抗回火性能和自硬

性，具有较高的中温抗蠕变性能、抗疲劳性能和抗腐

蚀性能，及满意的焊接性能和成型性能，可在 500 ℃

以下使用[8-13]。与其它不锈钢相比，M152合金具有导

热性较好、线膨胀系数小、减振性较高等特点，同时能

够避免“钛火”问题的发生，在国外已广泛应用于制造

CMF56等发动机的前机匣等零件，并且大量用于制

造超（超）临界机组汽轮机末级叶片及紧固件[14-16]。

随着国产大型运输机及其发动机的自主制造，国

内开展 M152合金机匣零件的研制，某发动机大型机

匣毛坯采用该材料锻造成形。由于属首次应用，对其

热处理制度与组织性能的对应关系的研究较少。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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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淬火、回火热处理制度对其性能影响，摸索

大规格 M152合金锻件在不同热处理制度下的性能

特点，为锻件生产工艺的制定及热处理制度的选择提

供参考。

1 试验材料及试验过程

试验选用 1Cr12Ni3Mo2VN（M152）合金机匣锻

件，其化学成分见表 1。

将 M152合金机匣锻件沿直径方向 9等分，并切

取弦向力学性能试样，分别按不同的淬火工艺和回火

工艺进行热处理，具体工艺及试样数量见表 2。

光学显微组织观察使用 SISC-IAS-6.0图像分析

仪，试样用 10％Cr2O3电解液电解腐蚀。拉伸试验在

WE-300型拉伸试验机上进行，采用 d0=5 mm的标准

试样；冲击试验在 JBN-300B型冲击试验机上进行，

采用标准 10 mm×10 mm×55 mm的 V型缺口试样，

所有数据均为 2个试样的平均值。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淬火温度对组织和力学性能的影响

在 565 ℃、2 h、空冷回火制度下，淬火温度对

M152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如图 1所示。随淬火温度

的提高，M152合金强度、硬度略微提高，塑性变化不

大，冲击功显著减小，1040 ℃淬火后减小至 80 J，

1070 ℃淬火，虽有所增大，但仍显著低于 1010 ℃淬

火冲击功。由此可见，淬火温度主要影响锻件的冲击

韧性，对强度、硬度的影响不大。

淬火温度对金相显微组织的影响如图 2所示。随

淬火温度的提高，M152合金晶粒长大，马氏体板条发

生了粗化。1040 ℃淬火，部分晶粒开始长大，形成明

显的混晶组织，导致冲击功显著减小；1070 ℃下淬

火，晶粒进一步长大，虽然

组织粗化显著，但混晶现

象有所改善，组织均匀性

得到提高，可能是冲击功

有所增大的原因。

2.3 淬火冷却速度对力学性能的影响

在 565 ℃、2 h、空冷的回火制度下，1040 ℃淬火

元素

质量分数 /%

元素

质量分数 /%

C

0.12

Cr

11.15

Si

0.17

Ni

2.76

Mn

0.67

Mo

1.66

S

0.0006

V

0.32

P

0.010

N

0.048

表 1 M152合金锻件的化学成分

图 1 淬火温度对 M152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

（a）1010℃

表 2 热处理工艺

淬火工艺 回火工艺 室温拉伸 冲击

1010℃尧1 h尧油冷 565℃尧2 h尧空冷 2 2

1040℃尧1 h尧油冷

565℃尧2 h尧空冷 2 2

565℃尧2 h尧1℃ /min炉冷 2 2

565℃尧2 h尧炉冷 2 2

585℃尧2 h尧空冷 2 2

605℃尧2 h尧空冷 2 2

1040℃尧1 h尧炉冷 565℃尧2 h尧空冷 2 2

1040℃尧1 h尧
1℃ /min炉冷

565℃尧2 h 尧空冷 2 2

1070℃尧1 h尧油冷 565℃尧2 h尧空冷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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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
Z

1070106010501040103010201010

（a）塑性
淬火温度 /℃

160

14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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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70106010501040103010201010

（b）冲击功
淬火温度 /℃

1070106010501040103010201010

（c）硬度 HRC
淬火温度 /℃

36

35

（b）1040℃ （c）1070℃

图 2 淬火温度对 M152合金金相显微组织的影响

100 滋m

100 滋m 100 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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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速度对 M152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如图 3所示。

其中，淬火油冷的冷却速度约为 600 ℃/min，炉冷的

冷却速度约为 5 ℃/min。

从图中可见，随 1040℃固溶后的淬火冷却速度降

低，抗拉强度变化不大，屈服强度逐渐降低；延伸率变

化不大，面缩率略有降低；冲击值先增大后减小；硬度

在慢速冷却状态的整体数值均匀，明显低于油冷状态。

淬火冷却方式对 M152合金金相显微组织的影

响如图 4所示。随 1040 ℃固溶后淬火冷却速度的降

低，金相显微组织未见明显变化。值得注意的是，炉冷

条件下形成的板条状马氏体较粗且连续性与分布规

律性较强，而如前所述，同一晶粒内的马氏体的排列

与分布越均匀一致，合金

的韧性越好，因此该种处

理状态下的断裂韧性明显

优于其他 2 种处理状态。

随着冷却速度进一步降

低，晶粒显著长大，强度、

冲击明显下降。

2.4 回火温度对力学性能的影响

在 1040 ℃、1h、油冷淬火制度下，回火温度对

M152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如图 5所示。随回火温度的

升高，M152合金的强度与硬度值均逐渐降低，延伸率

变化不大，断面收缩率略有降低，冲击值在 585℃回火

条件下大幅度增大，继续提升回火温度至 605℃，则小

幅度下滑，但仍高于 565℃回火处理条件下的值。

图 3 淬火冷却速度对 M152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

（a）油冷

（b）炉冷 （c）1℃/min炉冷

图 4 淬火冷却方式对 M152合金金相显微组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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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回火温度对 M152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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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回火冷却方式对 M152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

回火温度对 M152 合金金相显微组织的影响如

图 6所示。从图中可见，M152合金的金相显微组织看

不出明显的区别，但随回火温度的提高，晶粒会发生

显著回复与再结晶过程，导致强度、硬度降低。此时，

合金的韧性得到显著提升，冲击值从 80 J大幅度增

大至 200 J；但回火温度过

高时，则也可能存在碳化

物 M23C6 的大量析出现

象，而碳化物的增加以及

碳化物的粗化是导致韧性

小幅度降低的主要原因[13]。

2.6 回火冷却方式对 M152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

在 1040 ℃、1 h、油冷淬火制度下，565 ℃回火冷

却方式对 M152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如图 7所示。从

图中可见，随 565℃回火后的冷却速度降低，M152合

金的屈服强度略有提高，但硬度值却逐步降低，塑性变

化不大，冲击值略有增大，没有发生显著的脆化现象。

回火后冷却方式对 M152 合金金相显微组织的

影响如图 8所示。随 565 ℃回火后冷却速度的降低，

在 2种炉冷条件下 M152合金的晶粒回复长大过程

明显，且组织均匀性也随冷却速度的减慢而增加，从

而合金的冲击值逐步增大，相比空冷的 80 J，提升至

120 J。晶粒的回复长大也

显著降低了合金的硬度，

但此时马氏体板条处晶界

析出的碳化物增加，导致

屈服强度不仅未出现明显

降低，还略有提高。

综上所述，提高淬火温度，强度、硬度、塑性变化

不大，但冲击功显著下降，组织粗化明显；降低淬火冷

速，屈服强度下降明显，采用炉冷冲击功虽较高，但硬

度下降显著，采用 1 ℃/min冷却，冲击功下降显著；提

高回火温度，强度、硬度下降显著，降低回火冷速，硬度

下降显著，因此锻件热处理工艺采用 1010℃淬火，油

冷 +565回火，空冷，可实现强度、韧性的良好匹配。

3 结论

（1）随淬火温度的提高，M152合金的强度、硬度

略微提高，塑性变化不大，冲击值降低；随淬火冷却速

度降低，M152合金的抗拉强度变化不大，屈服强度和

塑性略有降低，硬度与冲击功变化复杂，冲击值先升

后降；硬度先降后升。

（2）随回火温度的提高，M152合金的强度、硬度、

逐渐下降，延伸率变化不大，断面收缩率略有下降，冲

击功先升后降；随回火冷却速度降低，M152合金的屈

服强度略有增加，塑性变化不大，冲击值略有增加，硬

度显著下降。

（3）M152合金锻件热处理工艺采用 1010℃淬火、

油冷 +565℃回火、空冷，可实现强度、韧性的良好匹配。

参考文献：

[1] 崔昆. 钢铁材料及有色金属材料[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0：

（a）565℃

（c）605℃（b）585℃

图 6 回火温度对 M152合金金相显微组织的影响

20 滋m

20 滋m20 滋m

（a）强度

1300
1250
1200
1150
1100
1050
1000

950
900
850
800

1℃/min炉冷空冷
回火冷却方式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1℃/min炉冷炉冷空冷

回火冷却方式

Rm
Rp0.2

A
Z

（b）塑性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c）冲击功

1℃/min炉冷炉冷空冷
回火冷却方式

1℃/min炉冷炉冷空冷
回火冷却方式

（d）硬度 HRC

37

36

35

34

33

32

炉冷

（a）空冷

（b）炉冷 （c）1℃/min炉冷

图 8 回火冷却方式对 M152合金金相显微组织的影响

61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4卷

263-265.

CUI Kun. Steel material and nonferrous material [M]. Beijing: Mechan-

ical Industry Press, 1980:263-265.（in Chinese）

[2] 姚新阳，国旭明. 0Cr13Ni6Mo不锈钢涂层耐冲刷腐蚀性能研究[J].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5（3）：31-36.

YAO Xinyang, GUO Xuming. On erosion resistance of MIG

0Cr13Ni6Mo coating [J]. Journal of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

2015（3）：31-36.（in Chinese）

[3] 藤田辉夫.不锈钢的热处理[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3：80.

Fujita Teruo. Heat treatment of stainless steel [M]. Beijing: Mechanical

Industry Press, 1983:80.（in Chinese）

[4] 龚虎，郭桢，秦尚武，等. 12%Cr超超临界转子钢中化学元素含量与

淬火温度关系的研究[J]. 大型铸锻件，2017（3）：5-7.

GONG Hu, GUO Zhen, QIN Shangwu, et al. Research on relation be-

tween chemical element content and quenching temperature of 12% Cr

ultra superciritial rotor steel [J]. Heavy Castings and Forgings, 2017

（3）：5-7.（in Chinese）

[5] 苏昕，张爽，赵义瀚，等. 12% Cr钢降低淬火温度试验研究[J]. 汽轮

机技术，2014（4）：315-317,

SU Xin, ZHANG Shuang, ZHAO Yihan, et al. Study on reduction

quenching temperature of 12%Cr steel [J]. Turbine Technology, 2014

（4）：315-317.（in Chinese）

[6] 黄志涛，田文怀，李春华，等. 碳化物形态及回火时间对 Cr12MoV钢

热处理畸变的影响[J]. 金属热处理，2016（11）：26-30.

HUANG Zhitao, TIAN Wenhuai, LI Chunhua, et al. Effect of initial

microsrtuctrue on heat treatment distortion of Cr12MoV steel [J]. Heat

Treatment of Metals, 2016（11）：26-30.（in Chinese）

[7] 王敏，徐光，胡海江，等. 12Cr2Mo1R压力容器钢动态 CCT曲线研究

[J]. 材料与冶金学报，2014（4）：280-283，311.

WANG Min, XU Guang HU Haijiang, et al. Research on dynamic CCT

curve of 12Cr2Mo1R pressure vessel steel [J]. Journal of Materials and

Metallurgy, 2014（4）：280-283，311.（in Chinese）

[8] 孙文玲. 热处理对马氏体不锈钢 KT5312AS6 机械性能的影响[J].

特钢技术,2013（2）：15-18.

SUN Wenling. Effect of heat treatment on mechanical property of

martensitic stainless KT5312AS6 [J]. Special Steel Technology, 2013

（2）：15-18.（in Chinese）

[9] 李伟 . 1Cr12Ni3Mo2VN 退火工艺研究 [J]. 特钢技术，2011（1）：

19-23.

LI Wei. Research on the annealing process of 1Cr12Ni3Mo2VN [J].

Special Steel Technology, 2011（1）:19-23.（in Chinese）

[10] 杨钢，刘新权，杨沐鑫，等. 1Cr12Ni3Mo2VN(M152)耐热钢的脆化机

制[J]. 特钢技术，2009（4）：14-24，59.

YANG Gang, LIU Xinquan, YANG Muxin, et al. Research on brittle-

ness of heat resistant steel 1Cr12Ni3Mo2VN [J]. Special Steel Tech-

nology, 2009（4）：14-24，59.（in Chinese）

[11] 崔永静，陆峰，汤智慧，等. M152钢基体超音速火焰喷涂WC-17Co

涂层性能研究[J]. 热喷涂技术，2012，（3）：23-27.

CUI Yongjing, LU Feng, TANG Zhihui, et al. Performance of

WC-17Co coatings fabricated by high velocity Oxy-fuel thermal spray

on M152 steel [J]. Thermal Spray Technology, 2012，（3）：23-27.（in

Chinese）

[12] 杨钢，郭永华，刘新权，等. 595 ℃长期时效对 M152马氏体耐热钢

力学性能的影响[J]. 钢铁，2010（10）:62-65.

YANG Gang, GUO Yonghua, LIU Xinquan, et al. Effect of long-term

aging at 595℃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152 martensitic

heat-resistant steel[J]. Iron & Steel, 2010（10）:62-65.（in Chinese）

[13] 谢学林，杨钢，陈庚，等. 1Cr12Ni3Mo2VN耐热钢的回火工艺[J]. 钢

铁研究学报，2017（2）：156-160.

XIE Xuelin, YANG Gang, CHEN Geng, et al. Temper technics of

heat-resistant steel 1Cr12Ni3Mo2VN [J]. Journal of Iron and Steel

Research, 2017（2）：156-160.（in Chinese）

[14] 李俊儒，龚臣，陈列，等. 10Cr12Ni3Mo2VN超超临界机组用叶片钢

的热变形行为[J]. 金属学报，2014（9）：1063-1070.

LI Junru, GONG Chen, CHEN Lie, et al. Hot deformation behavior of

blades steel 10Cr12Ni3Mo2VN for ultra-supercritical units [J]. Acta

Metallurgica Sinica, 2014（9）：1063-1070.（in Chinese）

[15] 严清忠，陈列，李发文，等. 叶片钢 1Cr12Ni2Mo2VN 1.1t电渣锭重

熔工艺的优化[J]. 特殊钢，2015（2）：44-47.

YAN Qingzhong, CHEN Lie, LI Fawen, et al. Optimization on remelt-

ing process of 1.1t ESR ingot of blades steel 1Cr12Ni2Mo2VN [J].

Special Steel, 2015（2）：44-47.（in Chinese）

[16] 贺小毛，蒋鹏，林锦棠，等. 1Cr12Ni3Mo2VN核电用叶片钢高温本

构关系[J]. 塑性工程学报，2016（4）：96-100.

HE Xiaomao, JIANG Peng, LIN Jintang, et al. High temperature con-

stitutive equations of 1Cr12Ni3Mo2VN alloy steel for nuclear power

blades [J]. Journal of Plasticity Engineering, 2016 （4）：96-100.（in

Chinese）

（编辑：李华文）

62

PDF      pdfFactory Pro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渐变反推力平面叶栅端壁流动仿真与试验

王 东，张佐伊，郝晟淳，汪 东，赵 展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收稿日期：2017-08-11 基金项目：国防重点科研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王东（1961）男，高级工程师，从事平面叶栅试验技术研究工作；E－mail：458628749@qq.com。

引用格式：

第 44卷第 1期

2018年 2月

Vol. 44 No. 1

Feb. 2018

摘要：针对某型反推力装置中的渐变反推力平面叶栅，开展了性能预测和流动试验的研究与验证。结合数值仿真和性能试验，

运用表面油流等测量手段，探索了反推力叶栅流线分布和流动的基本结构，揭示由不同弯角组成的反推力叶栅旋涡结构和流动特

征。试验与仿真结果表明：反推力叶栅端壁呈现出 3维非定常有旋的流动特征，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与涡轮叶栅中的流动过程相

似，依据仿真结果和流道收敛的特征，确立了反推力平面叶栅的基本测量方法，并通过了试验结果的验证，对今后的反推力叶栅数

值仿真和试验工作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反推力装置；流动显示；叶栅流动结构；非定常流；表面摩擦力线；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 1 .71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8.01 .01 2

Flow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of Gradual Reverse Thrust Plane Cascade Endwall
WANG Dong, ZHANG Zuo-yi, HAO Sheng-chun, WANG Dong袁 ZHAO Zha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Research and verification of performance predication and flow test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gradual reverse thrust plane

cascade of centain thrust reverser. The streamline distribution and the basic structure of flow for the reverse thrust cascade a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surface oil flow measurement method combined with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performance test. Then, the vortex structure and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verse thrust cascade with different bending angles are revealed. Experimental and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reverse thrust cascade endwall exhibit the three-dimensional unsteady swirling flow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are
similar to the flow process of turbine cascade. According to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annel convergence, the basic
measurement method of reverse thrust plane cascade is established and verified by the test results. It will b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work of the reverse thrust cascad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thrust reverser; flow visualization曰cascade flow structure; unsteady flow曰skin friction line; aeroengine

0 引言

反推力装置是民用和军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

重要组成部分[1]，其主要功能是通过改变发动机排气流

动方向来获得反向推力,使飞机高效可靠地减速,可以

显著缩短飞机的着陆滑跑距离，达到刹车的效果。反推

力叶栅是决定反推力装置性能的关键部件，其性能优

劣直接决定了反推力装置的性能[2]。如何提高负荷水平

的同时，降低叶栅内的流动损失，一直是国内外研究者

追求的目标[3]。边界层的流动状况决定了叶栅的气动性

能，边界层内低能流体在叶栅流道内的迁移和分离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叶栅内的二次流损失分布[4]。国外开

展反推力装置试验较早，国内近年来也开始注重反推

力装置的试验研究工作。

本文通过以 4组等厚度叶栅模型组成的渐变反推

力平面叶栅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数值仿真、流动显示和

探针测试技术等手段，探索反推力装置平面叶栅的流

动模型，研究不同弯角反推力叶栅端壁流动结构及引

起的损失机理。开展了变攻角、变马赫数试验，探讨叶

栅流道内附面层、涡系的产生和演变的过程，对详细了

解反推力装置叶栅内部细节流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为研制高负荷、高效率反推力装置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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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推力装置工作原理

叶栅式反推力装置结构紧凑，反推力产生得比较

平稳[5]，其基本工作原理是在正推力状态下，风扇气流

从外涵喷管喷出产生正推力，移动外罩后移，露出叶

栅，阻流门挡住发动机外涵道，使外涵气流转入导流叶

片中，并沿叶栅从偏转方向排出，从而产生反推力。反

推力装置有叶栅式、折流板式等多种类型[6]。叶栅式反

推力装置如图 1所示。

2 数值仿真

采用商业 CFD软件对渐变反推力平面叶栅流场

进行仿真模拟，如图 2所示。计算湍流模型为 SST

k-Ω 2方程模型，流固耦合传热中考虑辐射换热的影

响，加入辐射传热计算模型 DO模型,采用 2维流场进

行计算，计算所需求解连续性方程、动量方程、能量方

程及组分传输方程，均采用 2阶迎风差分格式进行离

散，并运用耦合显示求解迭代计算得出。

采用商业 CFD软件以叶栅式反推力装置 4组叶

片模型中的 茁1k=53毅试验模型进行几何建模，第 1组 3

维流场计算模型如图 3所示。计算采用的控制方程为

湍流 N-S方程和 k-ε湍流模型，差分格式采用中心

差分格式辅以矢通量分裂算法，4阶 Runge-Kutta法迭

代求解。为了加速收敛，计

算中应用多重网格技术。

叶片采用 O 型网格，由

Numeca/AutoGrid生成，网

格质量较好。另 3组数值

计算模型建模方式与第 1

组相同。

将叶栅划分成 6个模块，节点总数量为 559650，

网格加密后进行边界条件定义，计算边界条件包括进

口边界、出口边界、周期性边界和固壁边界。在进口边

界给定总压、总温、湍流黏性和气流方向，在出口边界

给定平均壁面静压，壁面条件为无滑移和绝热。从图 2

中可知，尾迹高损区随弯角减变小，当经过 茁1k=83毅的叶
栅模型后，随弯角减小而增大；茁1k=78毅、83毅叶栅模型速
度特性保持较好,叶栅模型气流偏转功能实现较好。

3 试验设备与试验件

3.1 试验设备

反推力叶栅流动试验在某高亚声速平面叶栅试验

器上进行，试验器是连续式常温开口射流式平面叶栅

试验器，试验段的最大风口面积为 100 mm×250 mm，

叶栅进口马赫数 Ma1≤0.95，出口马赫数 Ma2≤1.5，试

验器及详细技术指标见文献[7]。

3.2 试验件

渐变反推力平面叶栅试验件由 4组叶片和栅板组

成，其中 3组叶栅模型由 3个叶片组成，另 1组叶栅模

型由 2个叶片组成，且保持栅距、叶片厚度和出口构造

角相等。4组叶栅参数见表 1。

（a）正推力状态

（b）反推力状态

图 1 叶栅式反推力装置

（a）速度分布（茁1=53毅、Ma2=0.8）

（b）速度分布（茁1=53毅、Ma2=0.5）

图 2 渐变平面叶栅计算结果

图 3 第 1组 3维流场

计算模型

阻流门 叶栅

移动外罩

阻流门拉杆

外涵内壁

外涵气流

叶栅

外涵气流

阻流门拉杆

移动外罩

阻流门（堵塞通道）

8.62e-01
8.19e-01
7.76e-01
7.33e-01
6.90e-01
6.47e-01
6.04e-01
5.61e-01
5.18e-01
4.74e-01
4.31e-01
3.88e-01
3.45e-01
3.02e-01
2.59e-01
2.16e-01
1.73e-01
1.30e-01
8.67e-02
4.36e-02
5.23e-04

6.33e-01
6.01e-01
5.69e-01
5.38e-01
5.06e-01
4.75e-01
4.43e-01
4.11e-01
3.80e-01
3.48e-01
3.17e-01
2.85e-01
2.53e-01
2.22e-01
1.90e-01
1.58e-01
1.27e-01
9.52e-02
6.36e-02
3.20e-02
3.95e-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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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测控系统与测量方法

测控系统由探针、位移机构、位移控制系统和叶栅

测量系统组成。叶栅测量系统由压力采集模块

PSI9010、DSA3217 和其它受感部等组成，其中

PSI9010和 DSA3217压力测量精度为 0.05%FS[8]。测量

方法如图 4所示。在流场测量过程中，1—1测量截面

选距前缘 1倍弦长处；2—2测量截面选距后缘 0.6×

b×sin 茁2k倍弦长处，在测量过程中由伺服电机带动探

针沿测量截面移动，测点间距 0.25 mm，采用自动对向

方式测量所测位置的总压、静压和气流角度。

4 仿真与试验结果对比分析

4.1 反推力平面叶栅端壁流动特性

在叶轮机械中，造成损失的原因有固壁面的摩擦、

附面层内剪应力、主流与泄漏流的掺混、激波、二次流、

尾迹以及热传导等[9-10]。油流测量显示结果如图 5所示。

在图 5（a）、（c）、（e）、（g）、（i）中，显示油吹干净的区域是

流动未分离区，显示油堆积的区域是分离区[11]。通道内

主要存在的旋涡结构有马蹄涡、通道涡、壁面涡、角区

分离涡、以及马蹄涡的衍生涡 5种形式，同时也验证了

图 5（b）、（d）、（f）、（h）、（j）的计算结果，其发展和演变的

过程与涡轮叶栅中的流动过程相似；从图 5（b）、（d）、

（f）、（h）、（j）中数值仿真结果分析，计算模型显示均有通

道涡的痕迹，位置和尺度与油流图谱显示的结果相近,

通道涡的存在性由 Herzig[12]在 1954年的烟迹显示结果

中得到证明；从图 5（g）、（h）中可见，叶片吸力面和端壁

所在的角区成对出现的壁面涡，在同马赫数下，随着弯

角增大，壁面涡由弱变强直到发散破裂；从图 5（i）、（j）

中可见，在高马赫数条件下，油流图谱和数值计算结果

均发现了激波生成的迹象，且燕尾波外冲波特征明显。

对于叶栅试验的 4组模型，叶栅端壁前缘处均可

见马蹄涡、马蹄涡压力面分支和吸力面分支，而且在叶

片前缘有明显的油流堆积迹象，表明此处有滞止区域。

叶栅表面油流图谱表明气体沿流向经过马蹄涡吸、压

力面分支后，在端壁堆积的油流层有明显差异，意味着

附面层有明显变化，表明端壁附面层明显变薄，在出口

马赫数为 0.4～0.9的范围内叶栅流道内压力面分支附

近有堆积的低能流体，这种气体流动留下的痕迹明显

是通道涡的迹象。4组叶栅模型叶栅在一定进气角条

件下，随着进口构造角增大，从通道涡的迹象来看，通

道涡在压力面起始位置有后移的趋势。

参数

稠度

进口构造角 /（毅）
出口构造角 /（毅）

第 1组

1.120

53

45

第 2组

1.165

78

45

第 3组

1.175

83

45

第 4组

1.185

90

45

表 1 等厚度叶栅参数

图 4 测量截面及数据处理方法

（a）茁1=78毅、Ma2=0.6 （b）茁1k=53毅、茁1=78毅、Ma2=0.6

（c）茁1=78毅、Ma2=0.8 （d）茁1k=90毅、茁1=78毅、Ma2=0.8

（e）茁1=78毅、Ma2=0.9 （f）茁1k=78毅、茁1=78毅、Ma2=0.9

（g）茁1=78毅、Ma2=1.0 （h）茁1k=53毅、茁1=78毅、Ma2=1.0

（i）茁1=78毅、Ma2=1.1 （k）茁1k=90毅、茁1=78毅、Ma2=1.1
图 5 油流测量显示结果

1-1（测量截面） 2-2（测量截面） 掺混均匀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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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仿真的叶栅流动特征

叶栅流动特征仿真结果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见，

叶中截面叶盆内没有回流迹象，在 y+≈5截面，叶盆内

回流迹象并不明显，随着流量的增加，在尾缘出现燕尾

波的迹象，从图 5（i）、（j）中油流测量显示结果和仿真结

果中均可发现明显的燕尾波，且外冲波比较强。而决定

叶栅内二次流大小的因素主要有 2种：壁面黏性效应；

壁面压力梯度的大小和方向[14]。从图中还可见，流体越

靠近端壁，壁面黏性效应越强；而负荷越重，壁面压力

梯度越大，流体流动越复杂。叶片负荷的增大势必导致

叶片吸力面附面层更易发生分离。[13]

4.3 渐变反推力平面叶栅试验测量结果

4.3.1 反推力平面叶栅速度云图

4组叶栅模型的槽道等速线和马赫数分布测量结

果如图 7（a）、（c）、（e）、（g）所示，y+≈5截面的流线和压

力分布如图 7（b）、（d）、（f）、（h）所示。测量和计算结果

表明，4组叶栅模型回流区迹象不明显，茁1k=78毅、83毅叶
栅模型加速效果相对较好；4组叶栅模型的流道内具

有加速的流动特征，与涡轮叶栅流动特征相似。在零攻

角下，弯角越大，马蹄涡传送低能流体变差，随着弯角

减小，吸力面局部出现负压区且有增强的趋势，壁面负

压越小，说明流体的惯性力增加（也就是流速增加），

流体能够更好地克服黏性力,但当达到一定程度后，随

着马赫数的增大，叶背处负压明显增强，如图 6（g）、（h）

所示，波阻损失降低了叶栅的效率，表明反推力叶栅高

速性能变差。

4.3.2 反推力平面叶栅速度云图

4组模型仿真与试验结果如图 8所示。图 6～8表

明，气流以零攻角方向进入叶栅通道，由于惯性作用流

体填满叶盆，在叶盆最深处流体压力达到最大，在叶片

吸力面出现负压区，气流加速流出叶栅通道。随着模型

弯角增大，叶盆处压力增加的幅度明显增强，当弯角处

于 茁1k=78毅、83毅时，增速效果好于另 2个模型的。流体的

流速增加，在叶背处流体加速流动状态，因而壁面压力

（a）茁1k =53毅、0.4 kg/s、y+≈5 （b）茁1k =53毅、0.4 kg/s、叶中

（c）茁1k =53毅、0.5 kg/s、y+≈5 （d）茁1k =53毅、0.5 kg/s

（e）茁1k =53毅、0.6 kg/s、y+≈5 （f）茁1k =53毅、0.6 kg/s、叶中

（g）茁1k =53毅、0.7 kg/s、y+≈5 （h）茁1k =53毅、0.7 kg/s、叶中

图 6 叶栅流动特征仿真结果

（a）茁1k =53毅、i=0毅、Ma=0.5 （b）茁1k =53毅、i=0毅、Ma=0.5

（c）茁1k =78毅、i=0毅、Ma=0.5 （d）茁1k =78毅、i=0毅、Ma=0.5

（e）茁1k =83毅、i=0毅、Ma=0.5 （f）茁1k =83毅、i=0毅、Ma=0.5

（g）茁1k =90毅、i=0毅、Ma=0.5 （h）茁1k =90毅、i=0毅、Ma=0.5

图 7 槽道测量速度显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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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减小；而后流体沿叶背折转后，实际流通面积增加，

马蹄涡传输低能流体增强，有利叶背处的壁面压力进

一步降低，因而流体在流出叶栅通道时速度是增加的。

而叶栅气动负荷的大小可以从叶栅压力面和吸力面的

静压差值大小关系反映[15]。从图 8（a）中压力面和吸力

面的压差表明，茁1k=53毅在马赫数 0.5状态时，反推效果

较好。

5 结论

通过叶栅试验数据和数值仿真结果，可得以下结

论：

（1）试验和数值仿真表明，反推力叶栅端壁呈现出

3维非定常有旋的流动特征，其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与

涡轮叶栅中的流动过程相似，研究不仅掌握了反推力

装置叶栅模型的内部流动规律，而且对详细了解叶栅

通道内的旋涡结构和细节流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2）在反推力装置叶栅流动值仿真方面，采用商业

CFD软件和对试验流场进行计算，通过对 4组模型的

对比，得出与试验结果符合性较好的模型，对今后的反

推力叶栅数值仿真工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3）油流图谱和 PIV流场测试结果表明，4组模型

流动过程中均存马蹄涡、通道涡、壁面涡、角区分离涡、

以及马蹄涡的衍生涡等形式出现，在同一工况下，随着

弯角减小，流体的流动面积增大，通道涡传送低能流体

增强，涡系产生损失减小，在叶栅出口处的向前速度分

量增大，但弯角减少到一定程度，叶栅高度特性变差。

（4）试验和仿真表明，计算和试验吻合度较好，对

于几何参数 茁1k=53毅的叶栅试验模型，低速特性比较平
稳，反推力叶栅效率相对较高，高速特性变差；对于几

何参数 茁1k=78毅、83毅的叶栅试验模型，其低速和高速特
性均比较平稳，叶栅工作比较稳定，反推力叶栅效率相

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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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 2级脉冲爆震发动机中射流对撞的机理，开展了自由空间内连续超声速射流对撞的试验，通过分析流场阴影、动

态压力和辐射噪声揭示连续超声速射流对撞的机理。结果表明：自由空间内连续超声速射流对撞后产生的激波出现 3种运动模态：

拉锯脉动模态、左右摇摆模态和弓型旋拧模态。激波的拉锯脉动模态导致的压力脉动幅值较大，具有周期性；左右摇摆模态和弓型

旋拧模态导致的压力脉动幅值较小，具有随机性；射流对撞产生的啸叫频率低于声源的压力脉动频率。

关键词：超声速射流；对撞；阴影；动态压力；辐射噪声；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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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Continuous Supersonic Jet Collision
ZHAO Kun1, DIAO Zhi-cheng2, HE Li-ming1, ZENG Hao1, DU Hong-liang3, LIU Sheng-ping1

渊1.College of Aeronautics Engineering,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n 710038, China; 2.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with
Number of *****, Tianjin 301700, China; 3.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with Number of *****, Beijing 100076,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continuous supersonic jet collision for 2 -stage Pulse Detonation Engine, the
experiment on continuous supersonic jet collision in free space was performed, the mechanism of continuous supersonic jet collision was
uncover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flow field in the shadow, dynamic pressure and radiation nois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ee-saw
pulsation mode, the swing mode and the arch twist mode occur when the continuous supersonic jet collides in free space. The pressure
amplitude is bigger and periodic caused by see-saw pulsation mode while the pressure amplitude is smaller and random caused by swing
mode and arch twist mode. The noise frequency caused by supersonic jet collision is lower than the pressure pulsation frequency of sound
source.

Key words: supersonic jet; collision; shadow; dynamic pressure; radiation noise ; aeroengine

0 引言

2级脉冲爆震发动机[1-2]（2-Stage Pulse Detonation

Engine）是 1种基于激波聚焦起爆爆震方式的新概念

脉冲爆震发动机，由俄罗斯的 Levin教授首次提出，

具有结构简单、尺寸小和质量轻、不需要额外点火起

爆装置及机械阀、爆震频率高等诸多优点。其工作过

程主要分为 2个阶段[3]：第 1阶段：雾化燃油与空气混

合在预燃室内富油燃烧，将大分子燃油裂解为化学活

性高的小分子中间产物，形成易燃混合气；第 2阶段：

易燃混合气与第 2股空气再次混合后经过环形射流

喷管以超声速射流形式喷入凹面腔，在凹面腔内对撞

诱导激波聚焦起爆爆震。其中，超声速射流对撞诱导

激波聚焦起爆爆震是 2级脉冲爆震发动机工作的关

键环节。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超声速射流对撞诱导激波聚

焦起爆爆震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4-9]，但是无论是试

验还是数值模拟方面，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暂冲式激

波的对撞、聚焦，对于连续超声速射流对撞诱导激波

聚焦的研究较少，仅有少数单位开展过相关试验，而

且主要进行的是 2级脉冲爆震发动机的整机试验，偏

重于宏观分析，对连续超声速射流对撞详细机理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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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还不够充分。本文在前人[10-13]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

自由空间内连续超声速射流对撞的试验，通过分析流

场阴影、动态压力和辐射噪声揭示连续超声速射流对

撞的机理。

1 试验系统

试验系统主要包括供气系统、射流对撞试验段、

阴影拍摄系统（如图 1所示）和压力测量系统（如图 2

所示）。供气系统包括空压机、储气罐和冷干机，首先

空压机将空气压缩储存在储气罐内，当达到设定压力

后打开阀门，高压气体经过冷干机冷却干燥并去除杂

质后进入试验段，通过拉瓦尔喷管喷出。试验段主要

包括 2个相对设置的稳压罐及拉瓦尔喷管，其中拉瓦

尔喷管的尺寸设计由式（1）、（2）决定。即在设计射流

马赫数 Ma为 1.5的情况下，拉瓦尔喷管入口压力为

0.367 MPa，喷管出口面积（A 2）与喉部面积（A 1）之比

A 2/A 1=1.345。

p0

p1
= 1+ k-1

2
Ma2蓸 蔀 k

k-1

（1）

A 2

A 1
= 1

Ma
2

k+1蓸 蔀 1+ k-1
2

Ma2蓸 蔀蓘 蓡 k+1
2（k-1）

（2）

式中：p0为拉瓦喷管入口压力；p1为拉瓦喷管出口压

力；k 为空气热力指数；Ma为射流马赫数。
阴影拍摄系统包括光源、凹面镜和 CCD高速相

机，其中高速相机的拍摄频率为 115000帧 /s，曝光时

间为 960 ns，照片分辨率为 128×256。压力测量系统

主要包括测量 2 个喷管中点的 PCB 动态压力传感

器、测量拉瓦尔喷管入口前总压的总压传感器、测量

射流对撞区域辐射噪声的声压传感器以及相应的数

据采集器，由于 PCB动态压力传感器位于射流对撞

区域，必然会影响流场，根据多次试验结果的分析，其

压力测量的不确定度为 5.12%。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由于高压气流从储气罐流向拉瓦尔喷管的过程

中会有压力损失，所以首先通过空气压缩机向储气罐

内压缩气体达到 0.5 MPa，然后打开阀门，稳压罐内的

压力瞬间升高后逐渐下降，当总压传感器测量到的压

力下降到 0.367 MPa时，启动高速相机并拍摄 0.2 s，同

时测量射流对撞中心的动态压力及辐射噪声的声压。

2.1 流场演化分析

通过分析射流对撞区域的阴影图片，观测到了超

声速射流对撞后产生的激波阵面的演化过程以及激

波的一些特殊运动模态。

超声速射流对撞后产生左右 2个激波阵面，同时

在水平方向呈现出周期性的小幅高频拉锯式脉动。激

波拉锯脉动模态的流场演化过程如图 3所示，即射流

（a）t=75697 滋s （b）t=75889 滋s

（c）t=76077 滋s （d）t=76280 滋s

（e）t=76552 滋s （f）t=76739 滋s

图 3 拉锯脉动模态的阴影

图 1 纹影拍摄系统 图 2 压力测量系统

Concave
mirror

Light
source

Total pressure
sensor

Dynamic pressure
sensor

Laval nozzle 126 mm

Camera

Surge tank

Sound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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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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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撞后形成的激波阵面经历从合并到分开再到合并

的过程。在 t=75697 滋s时，2股超声速射流对撞后能

量迅速聚集并形成 1道狭长的激波，在阴影照片中明

显可见对撞面呈现 1道细线，随后对撞区域逐渐变

宽，对撞后形成的狭长激波分开形成左右 2个激波阵

面（如图 3（b）所示），在 t=76077 滋s时射流对撞区域

宽度达到最大，激波阵面运动至左右极限位置；之后

对撞区域逐渐变窄，左右激波阵面逐渐合并（如图 5

（d）所示），在 t=76552 滋s 时，对撞区域宽度达到最

小，左右两侧激波阵面合并形成 2道狭长的激波，此

时完成对撞激波的拉锯脉动模态循环；之后对撞区域

再次变宽，狭长激波再次分开形成左右 2个激波阵

面，进入下 1个循环。激波在水平方向呈现周期性的

拉锯式脉动，原因在于射流对撞区域的压力周期性的

增大与减小。两侧射流对撞导致对撞区域的能量瞬间

聚集，从而产生激波，同时对撞区域的压力迅速增大

直到大于两侧射流的压力，此时在压差的作用下，两

侧射流分开，在阴影图中呈现的就是激波阵面的分

开，当射流分开后，对撞区域的压力下降直到低于 2

侧射流的压力，当射流再次对撞，在阴影图中呈现出

激波阵面的合并，此时射流对撞的 1个循环完成。

通过观察阴影图片，观测到除激波的拉锯脉动模

态之外，射流对撞后形成的激波还呈现出 2种特殊的

运动模态：左右摇摆模态与弓形旋拧模态。

激波的左右摇摆模态阴影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

见，射流对撞后形成的激波呈现周期性的左右摇摆。

在 t=92513 滋s时，激波处于左右摇摆模态的初始状

态，与 2个喷管的对称面平行，随后激波逆时针偏转

并在 t=92531 滋s时到达极限位置；之后激波又顺时

针偏转，在 t=92559 滋s 时与对称面平行，直到在

t=92576 滋s时到达极限位置；随后再次反向沿逆时针

偏转并在 t=92594 滋s时与对称面平行，完成左右摇

摆模态 1个循环；之后激波继续逆时针偏转，进入下

1个循环。

（a）t=92513 滋s （b）t=92531 滋s

（c）t=92559 滋s （d）t=92576 滋s

（e）t=92594 滋s （f）t=92611 滋s

图 4 左右摇摆模态的阴影

（a）t=15109 滋s （b）t=15127 滋s

（c）t=15145 滋s （d）t=15161 滋s

（e）t=15179 滋s （f）t=15196 滋s

图 5 弓形旋拧模态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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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波的弓形旋拧模态阴影如图 5所示，首先在

t=15109 滋s时激波与 2个喷管的对称面平行，然后激

波中部逐渐向右侧突起并演变成反 C型曲面，如图 5

（a）所示，然后激波上下两端向右偏移，并在t=15145

滋s时演化成明显的弓型曲面；之后激波上下两端向

左偏移逐渐恢复到反 C型曲面，如图 5（d）所示，最后

激波中部突起部分向左偏移并在 t=15179 滋s时恢复

到与 2个喷管对称面平行的位置，此时完成弓型旋拧

模态的 1一个循环；之后激波中部再次向右侧突起，

进入下 1个循环。

由于加工误差等因素，两侧喷管流出的超声速射

流不可能保证完全一致，当两侧射流的流速相差较小

时，射流对撞基本稳定，呈现出拉锯脉动模态，而当流

速相差较大时，射流对撞不稳定，呈现出左右摇摆、弓

形旋拧等模态。

2.2 动态压力特性分析

布置于 2个喷管出口连线中点的动态压力传感

器采集到的动态压力局部时域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

见，在少数情况下压力脉动幅值比较大，最大值约为

1.534 MPa；在多数情况下压力脉动幅值比较小，约为

1 MPa，最小约为 0.5 MPa。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超

声速射流对撞不稳定性，即射流对撞后可能出现拉锯

脉动模态，也可能出现 2种特殊的运动模态。当拉锯

脉动模态的激波合并时，对撞区域压力大，动压传感

器采集到的动压幅值较大，从图中可见，2次较大峰

值之间的时间间隔大约为 1050 滋s，即激波拉锯脉动

模态的频率大约为 956 Hz；当对撞后出现 2种特殊

模态时，动压传感器采集到的动态压力幅值较小，没

有明显的周期性，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将喷管出口中心动态压力进行傅里叶变换后得

到频域图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动态压力频谱中

同时存在基频为 1068、3952 Hz的 2种压力脉动，其

2倍频分别为 2316、7903 Hz，其 3倍频分别为 3452、

11850 Hz。其中的 1068 Hz与根据时域图计算得到的

激波拉锯脉动模态频率 956 Hz比较接近。而图中基

频为 3952 Hz的峰值仅为 1根单一线段，推测此频率

代表的压力脉动与激波拉锯脉动模态产生的压力脉

动不同。考虑到动态压力传感器是由 1根具有一定高

度的钢制支架固定在基座上的，相当于 1根悬臂梁，在

强扰动作用下很可能会发生振荡，由此推测，3952 Hz

可能是动态压力传感器支架的固有振荡频率。

为了说明 3952 Hz的压力脉动的成因，使用 Hy-

permesh软件进行建模分析，压力传感器基座上部的

5 种振荡模态如图 8 所

示。模拟中采用六面体网

格，同时根据支座材料为

45# 碳钢，确定计算中的

弹性模量 E=200 GMPa，泊

松比 滋=0.269。设置基座底

部横向支架两端为固定

点，即此 2点的 dx、dy、dz、
wx、wy、wz均为零。约束支
座头部（即传感器固定处）

图 7 动态压力频谱

图 6 动态压力时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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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 方向的平动自由度以及绕 x、y、z 轴方向的旋转
自由度。经过计算得到的各模态的固有频率 fg分别为
939.8、2019、3697、3810.5、8557 Hz。从图 8（d）中可

见，模态的振荡频率为 3810.5 Hz与频域图中基频为

3952 Hz的压力振荡频率在数值上非常相近，因此可

以判定 3952 Hz的基频为动态压力传感器基座的固

有振荡频率。

2.3 辐射噪声特性分析

射流对撞中通常包含 3种辐射噪声：啸叫、宽频

带激波相关噪声、湍流掺混噪声，并且每种噪声都有

其相对应的声源，如湍流结构所辐射的湍流掺混噪声
[14-15]；激波胞格结构与湍流不稳定波动的相互作用产

生的宽频带激波相关噪声[14-15]；非定常小扰动在喷口

与激波胞格间的正反馈产生的啸叫[16]。

超声速射流对撞过程中产生的辐射噪声的频域

如图 9所示。从图中可见，在低频段存在频率较低的

湍流掺混噪声，其频率比较稳定，所占的频带较宽；在

高频段存在宽频带激波相关噪声；除此之外，还可以

看到基频为 1043 Hz的啸叫及其携带的 2次与 3次

谐波，这由激波拉锯脉动模态引起的，但是，啸叫频率

为 1043 Hz较动态压力传感器直接测得的动态压力

频率 1068 Hz略有降低。根据 Powell[16]提出的啸叫声

反馈放大机制可知，由于激波拉锯脉动模态引起的压

力脉动作为初始的外界扰动经过了较长的声反馈回

路，产生的啸叫频率必然低于声源的压力脉动频率。

3 结论

开展了自由空间内连续超声速射流对撞的试验，

通过分析流场阴影、动态压力和辐射噪声来揭示连续

超声速射流对撞的机理，得出如下结论：

（1）自由空间内连续超声速射流对撞后产生的激

波呈现 3种不同的运动模态：拉锯脉动模态、左右摇

摆模态和弓型旋拧模态；拉锯脉动模态的过程实质上

是射流对撞产生的激波阵面的小幅高频拉锯式脉动。

（2）在射流马赫数为 1.5 的工况条件下，激波的

拉锯脉动模态导致的压力幅值可达 1.534 MPa，具有

周期性，其频率为 1068 Hz；激波的左右摇摆模态和

弓型旋拧模态导致的压力幅值较小，具有随机性。

（3）激波拉锯脉动模态引起的压力脉动作为初始

的外界扰动经过了较长的声反馈回路，其产生的啸叫

频率低于声源的压力脉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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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某型发动机整机运行状态下低压涡轮工作叶片的温度分布情况，使用红外测试系统测量了该发动机整机状态低压涡

轮工作叶片前缘及盆侧的温度场。试验前对该发动机进行了测试改装，设计了用于实现叶片定位的转速信号分析仪，以及用于提供高

压气源的气体增压系统。试验共测得多个状态下发动机涡轮叶片的表面温度分布数据。结果表明：涡轮叶片前缘和叶盆中间位置的温

度较高；相同位置下每片叶片的温度有轻微差异；叶片的最高温度位置位于测试区域的下方，与仿真计算结果相吻合。采用红外测温技

术可以得到清晰的涡轮叶片表面温度分布云图，结合示温漆标记技术，可用于定位温度最高的叶片和叶片温度最高的位置。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红外测温；温度场测量

中图分类号：V232.4 文献标识码：A doi：1 0.1 3477/j.cnki.aeroengine.201 8.01 .01 4

The Engine Low Pressure Turbine Blad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Measurement Based on the Infrared
Pyrometer Technology

XU Chun-lei, PIAO Cheng-jie, WANG Liang, WANG Zhen-hua, Tian Ji-xia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To know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he low pressure turbine blade under the real engine working condition. Using the
infrared pyrometer system,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he leading edge of the engine low pressure turbine blade was measured. The
instrument modification of the engine began before the experiment; the instrument to identify the blade position using the engine speed
signal was designed, at the same time a set of gas pressurization system was designed to provide a high pressure air source.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he turbine blade was obtained under multiple engine working condition. The data shows that the leading edge and basin of
blade temperature are higher than other area; the distributions of blades temperature are different at the same position;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of the blade is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the test area,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imulation results.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blade can be obtained, using the infrared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thermal index paint,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blade and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position of blade can be found.

Key words: Infrared radiation pyrometer; Aeroengine; Turbine blade; Measurement of temperature profile

0 引言

涡轮叶片是发动机中使用寿命最短的零件之一，

其工作可靠性也直接关系到发动机的使用安全；而影

响涡轮叶片使用寿命和可靠性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涡

轮叶片的使用温度。在发动机研制过程中，主要通过

软件计算的方式获得发动机工作状态下的涡轮叶片

温度分布，从而进行寿命评估和强度分析。但由于边

界换热条件等数据无法获知，计算结果与真实状态有

差距，因此在发动机研制过程中非常需要对涡轮叶片

的表面温度进行测量[1-3]。

常规的热电偶测温技术只能测量涡轮叶片表面

上的有限单点的温度数据，而且需要对发动机转、静

子进行较大的测试改装，以便实现信号传输；而通过

采用红外辐射温度测量技术，可以获取发动机整机状

态不同工况下涡轮叶片的温度分布数据，为叶片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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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验证和工作状态监测提供更加全面的关键数据，

同时大幅度减少测试改装量。

先前关于红外测量涡轮叶片温度场的应用研究

多在发动机零部件和核心机试验中进行[4-6]，相对较为

容易，而在整机状态下实现低压涡轮叶片温度场测量

则最能反映叶片实际温度分布情况。本文所研究的某

型发动机低压涡轮工作叶片为空心气冷叶片，叶片结

构复杂且对材料要求较高，因此采用了红外非接触式

温度测量系统在发动机整机状态下对低压涡轮工作

叶片表面温度场进行了测量。

1 红外测试系统工作原理

红外测试系统由高温计探针、驱动机构和地面站

组成，其工作原理如图 1所示。在光学高温计的底部

设计有反光镜片，可将叶片辐射能量传递到光电转换

电路中。由于在涡轮叶片上的测试光斑很小，且系统

采样频率较高，因此所测量的温度能够真实地反映涡

轮叶片的表面温度。安装在发动机外部的气动活塞式

驱动机构，在地面站控制指令下可带动高温计探针深

入发动机流道，同时结合发动机涡轮部件旋转，可得

到低压涡轮所有叶片的辐射能量。地面站内的测试软

件通过发动机转速同步信号确定涡轮叶片转过 1周，

最终在计算机上可显示低压涡轮叶片某一高度范围

内的温度分布。

2 温度场测试方案设计

2.1 发动机测试改装

不同于零部件和发动机核心机试验，在发动机整

机状态下测量涡轮叶片表面温度场时，红外测温系统

需要安装在发动机外部并穿过外涵机匣和涡轮机匣

到达主流道内。在穿过各机匣时需要解决机匣封严问

题和热膨胀量不一致的问题。

为了尽量不破坏发动机结构，本次测试选择在发

动机已有的低压涡轮孔探仪孔位置安装红外测试系

统。测试设备利用外涵机匣后安装边固定，设计 L型

固定支架和相应固定转接支架，测试设备在 L型支架

安装平面上用固定螺栓连接。在涡轮机匣处设计了螺

纹连接配合的涡轮机匣封严件，该封严件为带浮动环

式的封严结构，可协调内外涵机匣热膨胀量不一致带

来的相对运动。同样地在低压涡轮导向叶片上也焊有

带浮动环的封严结构。

为了能最大限度获取涡轮叶片辐射能量，红外高温

计测量光路要尽可能垂直于被测涡轮叶片表面。受环境

条件限制，红外测试设备深入发动机流道的距离有限，

叶片和探头位置关系以及测温区域如图 2所示[7-12]。

2.2 转速同步信号

在某型发动机低压轴上安装有转速传感器，该传

感器上有数十个可导磁的“凸齿”。在发动机工作时每

个“凸齿”经过感应线圈时就会感应出 1个交流信号，

其频率和幅值随发动机转速增减而变化。在所有“凸

齿”中，有 1个“凸齿”的高度要高于其他“凸齿”，这个

高幅值周期信号就是用于实现叶片定位的“高齿信

号”。

基于可编程逻辑器件（FPGA）的高速性和可重构

性，开发了 1套利用转速信号实现叶片定位的叶片定

位仪表[13]。该仪表可将带有“高齿信号”的周期信号处

理成标准 TTL信号。其信号处理效果如图 3所示，将

该 TTL信号接入红外测试系统后，软件会根据每 2

个 TTL信号的上升沿确认发动机转过 1圈，根据输

入的叶片数信息，将温度数据映射到每片叶片上。

2.3 冷却气源系统

由于红外测试系统的高温计探针需要深入到发

图 1 红外测试系统工作原理

图 2 叶片和探头位置关系及测温区域

发动机

光电转
换及放
大电路

A/D及数
采电路

计算机

转速同
步信号

探针

高涡叶片
低导叶片 低涡叶片

测试区域

测量光路
38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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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主流道内，因此需要准备高压冷却气用于吹扫反

光镜面，同时要保证压力大于流道压力，以防止高温

燃气进入光学探针内。根据红外测试系统所需冷却气

压力和流量参数，设计了 1套高压冷却气源系统。冷

却气源系统主要由空压机、增压泵和储气罐组成。空

压机负责提供压缩空气并进行一次增压，然后由增压

泵对其进行二次增压，增压后的气体进入储气罐内进

行稳压和保压。冷却气源系统在使用时通过高温管路

连接到发动机试车台架上。

2.4 校准和标定

高温计探针在每次试验前后都需要通过黑体炉

进行校准，从而修正相关系数。通常的校准方法是：从

550 ℃开始，每 50 ℃时记录 1次黑体炉的温度和高

温计探针的输出电压，一直到 1200 ℃为止。

辐射测温实际测量得到的是电压值，由电压值换

算到温度时需要输入被测物体表面发射率系数。发射

率系数是 1个介于 0~1之间的参数，在试验前对涡轮

叶片表面发射率进行了标定研究[14]。

为了标记区分物理叶片，在 3片低压涡轮叶片表

面喷涂了示温漆。由于本次试验非示温漆专项试验，

因此未对示温漆测试结果进行判读。

3 测试结果

以某型发动机某状态下低压涡轮转子叶片温度

场数据为例进行分析，如图 4、5所示。图中颜色越明

亮代表温度值越高。孔探仪孔位置的涡轮叶片定义为

物理 1号叶片，叶片序号沿顺时针方向逐渐增大，第

69、71、72号叶片为 3片涂有示温漆的叶片。当设置

所有叶片发射率系数相同时，涂有示温漆的 3片叶片

温度显示高于其他叶片。可利用示温漆对涡轮叶片表

面发射率的影响标记物理叶片位置。测量结果显示：

采用红外测温技术可以清晰地得到涡轮叶片表面温

度分布云图，在此状态下涡轮叶片前缘和盆侧清晰可

见，叶片叶身温度较为均匀，温度较高区域位于前缘

偏下位置，温度较低区域位于叶片上部前缘靠后位

置，在叶盆的中间位置，高温区域呈现椭圆状分布。

沿径向距离发动机中轴线分别为半径 R=396、

383、368 mm 的 3 个截面上各叶片平均温度分布如

图6所示，第 10、40、70号叶片沿径向的平均温度分

布如图7所示。试验数据显示：剔除涂有示温漆的叶

片，同一水平位置下每片叶片温度有轻微差异，无明

图 3 叶片定位仪表信号处理效果

图 6 某状态下 3个截面位置的平均温度分布

Tek Trig'd M Pos:-3.300 ms

CH2M 5.00 msCH2 5.00VCH1 5.00V

2

1

图 4 某状态下发动机低压涡轮前缘的温度分布

图 5 某状态下第 1～10号叶片的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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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过热叶片；在测试区域内，随着发动机半径逐渐减

小，涡轮叶片表面温度逐渐升高，说明叶片的最高温度

位置位于测试区域的下方，这与工程计算结果相吻合。

4 结论

基于红外辐射测温技术实现了发动机整机状态

下的涡轮叶片温度场测量。根据试验结果得到如下结

论：

（1）在某状态下涡轮叶片前缘和叶盆中间位置温

度较高，叶身整体温度较为均匀，在叶盆的中间位置，

高温区域呈椭圆形分布。

（2）同一水平位置下每片叶片温度有轻微差异，

无明显过热叶片；在测试区域内，随着发动机半径逐

渐减小，涡轮叶片表面温度逐渐升高。

（3）采用红外测温技术可以清晰地得到涡轮叶片

表面温度分布云图。结合示温漆标记技术，可用于检

测温度最高的叶片和叶片温度最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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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第 10、40、70号叶片沿径向的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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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实现联合循环机组的快速设计、性能优化及分析，基于热力学定律，采用面向对象及混合编程技术开发了燃气 -蒸汽

联合循环机组热力性能计算平台。针对燃气 -蒸汽联合循环系统流程结构，运用 Fortran语言编译了联合循环热力性能计算模块，

并借助混合编程技术与 C#界面程序实现对接，完成软件界面的编译。提出界面的整体架构及类的实现与继承，构造出窗体类、计算
接口类及灵敏度分析接口类，实现了所开发软件的性能计算功能。该软件能快速开展循环方案设计、优化及变工况的性能分析等工

作，为机组的设计和优化提供有益指导。

关键词：联合循环；性能计算；面向对象；混合编程；平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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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Interface Development for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of Gas and Steam Combined Cycle

WANG Wei1, LYU Rong-yang1, MAO Chen-xu1, WANG Xiao-fang1, JI Kui-shuan2, SUN Hong-yang1, LI Yang1

渊1. Key Laboratory of Ocean Energy Utilization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Liaoning 116024, China; 2.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quick design,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and analysis of combined cycle unit, the platform interface for
thermal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of gas and steam combined cycle was developed using object-oriented and mixed programming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laws of thermodynamics. For the process structure of gas and steam combined cycle system, the combined cycle thermal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module was compiled using Fortran language and was linked to C# interface programs by mixed programming
technology, then the compile of software interface was completed. The overall architecture of interfaces as well as realiz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classes were proposed, and form classes, computing interface classes and sensitivity analysis interface classes were constructed, then the
function of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was achieved. The software can quickly carry out cycle scheme design, optimization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under design and/or off-design condition, etc., and provide meaningful guidance for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unit.

Key words: combined cycle;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object-oriented; mixed language programming; platform interface

0 引言

电站系统热力性能计算是电站设计建造的必要

环节, 也是设备选型及优化评估的重要依据。燃气 -

蒸汽联合循环机组作为 1种很有发展前景的发电技

术[1-2]，其结构流程复杂，参数庞大，设计计算过程反复

迭代、工作量大。通常采用 Fortran等结构化程序语言

编写热力计算程序,进行快速计算，但由于此类语言

是在 DOS环境下运行, 需要一定格式的数据文件输

入，运算过程相当繁琐，不形象直观，扩展性差[3]。随着

现代电站容量的增大，其系统流程及设计计算也越来

越复杂，亟需 1种图形化、智能化、可扩展的设计计算

软件。

国外在该类型软件的研发上起步较早，目前在许

多产品技术上已经成熟，如 GateCycle、GT_pro等。这

些软件在热力系统建模与分析、功能模块和图形用户

界面上具有很大优势，但国外公司为保护自身的经济

利益，多数软件都不开放源代码，即不提供二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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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口，故调整或增加新的功能、满足用户个性化需

求十分困难。国内相关科研单位也开展了该领域的研

究，开发出一系列软件。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科学院工

程热物理研究所和华北电力大学在系统模块化建模

及机组性能分析算法上开展大量研究，并开发出相应

的在线性能试验和动态仿真软件[4-6]；清华大学研制开

发的可视化热力计算设计系统 TH-CIDS [7]擅长常规

电站热力系统仿真及设计，但在联合循环系统设计方

面却不突出，并且使用该软件需要熟悉所要计算热动

力系统的系统图，对用户专业知识要求较高。

本文参考以上软件设计及用户实际需求，以精确

度、个性化和二次扩展性为目标，通过分析联合循环

系统，采用 Fortran 编译热力性能计算模块，运用 C#

面向对象编程技术，个性化地增加了便捷的输入输

出、灵敏度分析、与自主开发的计算模块直接对接、图

形绘制等功能，研制开发了具有图形化、智能化，适合

于联合循环机组热力性能计算的软件。

1 系统功能设计

燃气 -蒸汽联合循环装置 [8-9]是 1个涉及到燃气

轮机、余热锅炉、汽轮机、凝汽器及相关辅机的复杂的

热力系统。

燃气轮机（GT）的排气温度相当高（一般为 400～

600 ℃），而且其工质的流量非常大。若利用燃气轮机

排气来加热余热锅炉（HRSG）以产生高温高压蒸汽，

送到汽轮机（ST）来增加系统作功，形成燃气 - 蒸汽

联合循环，从而提高循环效率。以双压无再热为例，典

型流程如图 1所示。余热锅炉系统包括省煤器 E、蒸

发器 B及过热器 S，在不同的流程中还分高压 HP、中

压 MP、低压 LP以及再热器 R，这些换热器的数量及

组合方式决定着锅炉效率的高低，也影响着整个系统

的性能[10]。

本文基于质量守恒及能量守恒定律，依据热力循

环的温区思想开发出独立的性能计算模块；同时鉴于

联合循环系统的自身特点，如流程结构的多样性以及

设计参数需要优化，还需兼顾软件的二次开发和功能

扩展。因此，该软件基于面向对象思想，采用混合编程

技术充分实现用户所要求的功能及个性化设计。由于

用户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燃气轮机源程序计算

接口，该软件只涉及余热锅炉、汽轮机及其辅机的计

算和设计，留出相应接口以对接燃气轮机源程序。软

件要实现对联合循环的流程选择、性能计算、各点参

数输出、灵敏度分析及相关曲线的绘制，程序框架如

图 2所示。

2 混合编程技术

2.1 开发环境语言

Fortran语言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计算机高级程

序设计语言，广泛应用于工程计算领域，在 60年的科

研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成熟且稳定的 Fortran计算源程

序。但 Fortran也有其缺点，如无法开发出高效、友好

的用户交互界面。Fortran95/2003提供了面向对象的

思想和实现方法，但在人机交互方面不如其它面向对

象语言方便。

相比于传统的基于过程的编程技术,面向对象编

程(OOP)已发展成为当今主流的软件开发方法,程序

结构更加合理,易于开发。因此,面向对象编程是克服

大型电力系统分析程序难维护、发展与更新的 1种选

择[11]。C#是微软公司发布的 1种由 C和 C++衍生出

来、面向对象、运行于.NET Framework之上的高级程

序设计语言。在继承 C和 C++强大功能的同时去掉

了一些复杂特性，同时综合了 VB简单的可视化操作

和便捷的面向组件编程，成为软件开发的优秀语言。

本文开发的燃气 -蒸汽联合循环热力性能计算

平台软件基于 Fortran语言编译核心计算程序，利用

C#语言编译软件的人机交互界面，以充分发挥 For-

tran易于科学计算和 C#在界面编写以及文件数据处

图 1 双压无再热燃气 -蒸汽联合循环系统

图 2 软件功能模块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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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优点。

2.2 混合编程技术

C#与 Fortran的混合编程是利用这 2 种语言编

写的源代码构建程序模块的过程。首先通过 Fortran

程序编写相应的算法计算子程序并生成动态链接库，

然后利用 C#编写的界面窗体程序调用 Fortran生成

的 DLL文件，从而完成相关参数的传递以及计算处

理。其难点是由于各种高级语言调用不一致而导致参

数传递失败。

在 C#中要实现对 Fortran编译的 DLL文件的调

用，必须协调好调用程序和被调用程序之间的调用约

定。这些调用约定主要有以下 4方面：堆栈管理约定、

命名约定、参数传递约定以及数组和字符串的传递约

定[12]。本文使用的 Fortran的编译器为 Compaq Visual

Fortran 6.6，C# 的编译器为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操作系统平台为Windows 7。

3 软件功能实现

由以上软件需求分析所要求的功能，运用面向对

象思想，将相关功能一一抽象化、模块化并封装，开发

出相应的类与接口，每类与接口实现某一功能。面向

对象技术使开发人员可以完全按照用户需求的功能

在程序中构造与之相关的类[13]。只需明确各类的功能

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继承和消息通信，软件开

发人员即可方便快捷地设计软件。同时，如果用户需

要增、删或修改软件的功能时，通常不会引起软件整

体结构的变化，往往只需对与该功能相关的类进行操

作即可实现。该软件总体基类的设计如图 3所示。

基类 FormBase 包含了软件功能实现的所有子

类，在各子类中进行实现其相应的功能代码编写，绘

制所需界面控件并绑定以上相应的类，即可实现程序

可视化计算。这些开发好的类在后续程序编写中可以

重复使用，而不需要重复编写。具体重复使用的方法

有 2种：创建该类的实例，直接使用该类；派生出 1个

子类，且可新增所需数据和行为。

3.1 性能计算模块种类的设计

由于联合循环机组流程中各模块功能的复杂性，

且 C#不支持多继承，程序将多数类函数提取为接口

以满足功能的多重实现。混合编程的实现需要计算编

译与界面开发程序的对接，该软件性能计算的接口类

IDataCalculation继承关系如图 4所示。类的继承性可

以让相似的对象共享程序代码和数据结构，从而减少

代码的冗余，提高软件的可重用性。5个子类继承来

自父类的 2个方法函数，而不需重复编写。

计算模块中三压再热

系统流程计算子类的封装

如图 5所示，包括该功能

计算实现所需要的字段属

性及函数方法。类的封装可

以实现对数据访问权限的

合理控制,保证对象的独立

性，使程序中不同部分之间

的相互影响减小到最低，可

以增强程序的安全性。

3.2 系统热力性能计算方法

设计计算的步骤如下：

（1）根据燃气轮机参数，参考各公司给出的流程

和参数，预选流程和蒸汽参数；

（2）根据工程项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节点温

差、接近点温差等相关设计参数；
图 3 基类及其子类的实现

图 4 热力性能计算模块的实现

图 5 三压再热计算子类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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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行性能计算求解，得到各关键参数进行系

统分析；

（4）如果得到满意的计算结果，输出相关参数表

和流程图；否则重复（1）～（3）进行分析，或者多方案

对比优化。

流程软件运行计算算法流程如图 6所示。

3.3 计算源程序开发

电厂热力系统热经济性分析 [14]是电厂效率计算

的理论基础。常规热平衡法是热力学第一定律在电厂

热力系统计算中的直接表述，是 1种单纯的质量平衡

和能量平衡方法，优点是概念清晰、精度很高。

联合循环电站的效率主要取决于燃气轮机效率，

燃气轮机的热力参数决定了后续设备的蒸汽参数和

运行方式，所以联合循环热力计算必须在燃气轮机型

号、参数选定的前提下开展余热锅炉和汽轮机的计

算。余热锅炉是由包括省煤器、蒸发器及过热器在内

的多种换热器构成的换热系统，在流程结构已定情况

下，本程序采用换热模块温区思想[15]进行发电厂原则

性热力计算，如各模块节点的温度、锅炉效率、联合循

环效率等。

性能计算包括 5类流程计算方程组，由 Fortran

编写具体计算方法求得并生成相应的动态链接库

DLL，便于后续计算程序修改及二次开发。Fortran程

序编程实现如图 7所示。

4 软件界面形式

整个程序界面可分为几部分:主界面、燃气轮机

参数输入界面、循环计算界面、灵敏度分析曲线绘制

界面、方案比较界面和导出保存界面等。每个界面简

洁美观、使用方便：如基于软件需求和目前软件设计

的发展趋势, 软件采用 WinFormsUI布局开源控件实

现多文档界面,即在同一程序实例中打开多个框架窗

口的模式，功能更强大，可扩展性更强，如图 8所示；

对需要大量录入的循环数据, 将其分类加以标签区

分，如图 9所示；除了数据导出、保存等，软件还添加

曲线绘制功能以实现相关变量的数据分析，如图 10

所示。该功能采用 ZedGraph开源的.NET图表类库，

全部代码都用 C#开发，可以利用任意数据集合创建

2D的线性和柱形图表；某一联合循环系统的流程图图 6 流程计算算法流程

图 7 Fortran程序计算模块

图 8 总体界面及燃气轮机参数读取界面

图 9 循环参数输入输出及计算界面

燃气轮机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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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分组合温区

设定节点参数

建立温区方程求解

中间未知模块方程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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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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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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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计算流程 DLL链接库

sbu_danya_nz_0408_dll.dll
sub_shuangNZ0416_dll.dll
sub_shuangya_zr_0417_dll.dll
sub_sanya_nz_0422_dll.dll
sub_sanya_zr_0423_dll.dll

水蒸气物性计算子程序
WASPCN.dll

燃气物性计算子程序
SUBROUTINE GAS———HT（hg,ans,f）
SUBROUTINE GAS(TG1,HG,f)

余热锅炉 -汽轮机计算子程序
SUBROUTINE shuang_ya_zr
（T0,F,T_G4,G_G,G-M,LHV,POWER...）

流程选择等其他计算子程序
module numerical !二分法函数
real function func（TH,hg,f）物性求解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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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如图 11所示，形象直观地反映了该设计工况下

的特性。

5 性能计算实例校核

针对本文算法，以双压无再热系统流程为例，与

Gatecycle进行参数对比校核，见表 1。

由以上对比参数可得，程序计算的精度基本满足

要求，同时程序中也自行添加一些性能参数，直接计

算求出，提高了系统计算设计的便捷性。

6 结束语

目前，联合循环热力性能计算平台软件实现的功

能较符合项目需求，界面简洁，使用方便，并能满足用

户的个性化设计，计算精度也能达到工程要求。该软

件能够在电站的设计期和运行期提供设备选型、运行

参数选取、后期优化以及变工况的性能分析等工作，

完成电站相关经济性分析和性能评估，为燃气 -蒸汽

联合循环机组的设计和优化提供有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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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Fortran程序与 Gatecycle软件计算结果对比

图 10 灵敏度曲线绘制界面

图 11 单压联合循环系统流程图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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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航空轴承的技术水平和质量直接影响到航空发动机的工作性能，因此研制高可靠性的航空轴承对于保障航空装备性能

和飞行员安全都尤为重要。简述国内外航空轴承技术的发展现状，从材料、设计、制造、试验、检测 5个方面分析了国内外技术差距，

并基于航空发动机高温、高载荷、高转速、长寿命与高可靠性的未来发展需求，提出了新材料应用、表面处理、结构设计与仿真、智能

制造与检测、试验技术与评价、智能轴承技术等有待于解决和发展的航空轴承技术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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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viation Bearing Technology
MA Fang, LIU Lu

渊AECC Harbin Bearing Co., Ltd., Harbin 150500, China冤
Abstract: The technical level and quality of aviation bearings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the performance of aeroengine袁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ly reliable aviation bearing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ensuring aviation equipment performance and pilot safety.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aviation bearing technology at domestic and overseas, analyzes the technical gap between domestic
and overseas from the aspects of material, design, manufacture, testing and so on. Based on the higher temperature, bigger load, faster speed,
longer life and more reliability of aeroengin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aviation industry,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aviation bearing
technology which should be solved and developed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the application of new materials, surface treatment, structural
design and simulatio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testing, experimental technology and evaluation, and smart bearing technology.

Key words: aviation bearing; present situation; technical gap; development direction

0 引言

航空轴承是航空武器装备的关键部件，特别是发

动机主轴轴承，作为支撑高低压转子平稳运转的关键

部件，国外早已将其视为航空发动机的核心部件。航

空轴承具有高速、高温、载荷大、受力复杂、苛刻的环

境适应性要求等工况特点，也因其单点性而具有长寿

命高可靠性的要求。随着航空技术发展，装备的极限

性能在不断突破和提升，轴承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

出。可以说，轴承技术代表着发动机极限转速、耐温能

力和可靠性水平[1]，但是目前我国航空轴承技术与其

他航空强国还有一定的差距。

本文为满足航空发动机的发展需求，系统分析了

国内外航空轴承技术现状及差距，基于航空发动机未

来发展趋势，梳理出需要迫切解决和发展的航空轴承

技术方向，希望为航空轴承技术发展提供参考。

1 国内外航空轴承技术现状与差距

航空轴承的整体技术水平，在近 30年来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进步。高精度、高转速、高可靠性、长寿命、

免维护保养以及标准化、单元化、通用化已成为轴承

的基本技术标志。在轴承基础技术进步、通用产品

的结构改进、专用轴承单元化和陶瓷轴承的开发等

方面取得的成效最为显著。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

国航空轴承技术起步较晚，因此与世界轴承强国相

比差距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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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沟球轴承为例，国外先进产品的寿命一般为计算

寿命的 8倍以上（最高可达 30倍以上），可靠性为

98%以上，而我国轴承的寿命一般为计算寿命的 3~5

倍，可靠性为 96%左右[2]。正是由于我国高端轴承技

术不足，致使国内航空轴承、高铁轴承、机器人轴承等

高端轴承领域基本以进口轴承为主。

从材料、设计、制造、试验、检测等 5个方面分析

国内外航空轴承现状与技术差距。

（1）在材料方面。通常来说，一代材料决定一代发

动机，航空轴承亦是如此。航空轴承材料主要包括高

铬抗疲劳轴承钢、耐高温工具钢、高强度齿轮轴承钢

等。由于航空轴承服役工作环境十分复杂，包含盐雾、

沙尘、霉菌及湿热等工况条件，一旦在服役过程中产

生轴承锈蚀,将产生严重安全隐患,因此轴承材料的性

能和质量是影响轴承寿命和可靠性的关键因素，国内

外都在不断进行新材料以及新工艺的开发和研究，以

提高和稳定轴承钢的冶金质量和性能，研制耐蚀、耐

热、高硬度、高疲劳强度的轴承。然而，轴承材料的高

端冶金技术、精密锻造技术、热处理变形与晶粒度控

制，都是国内材料方面的短板。目前针对特定工况，德

国、美国已开始逐步应用耐腐蚀性能更加优良的高温

不锈钢 Cronidur30、CSS-42L，法国、德国等在新研发

动机主轴轴承上已开始使用性能更加优越的 Si3N4

陶瓷滚动体材料；而国内，虽然已着手研究这些新型

材料，但是没有冶金技术支撑，大多数钢材都是从国

外采购，其应用技术也不成熟，如 Cronidur30应用目

前存在热处理变形量较大、硬度不足等问题，此外，行

业内对于 M50、M50NiL等常用航空轴承材料氧含量、

碳化物颗粒大小和均匀性的控制能力与国外还存在

一定的差距。

（2）在设计方面。国外具有几十年航空轴承设计

与使用经验，具备基础研究与产品自主开发能力，已

经普遍采用计算机优化设计和应用过程仿真分析，形

成了各企业独有的设计分析软件和方法，对轴承的动

态性能、热效应、功率损耗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与计算；国内大多数企业在产品自主创新设计研发的

资金投入、人才开发仍处于低水平，加上面向行业服

务的科研院所走向企业化，从而削弱了面向行业进行

研发的功能，此外几十年来一直采用测绘研仿的设计

模式，缺乏必要的设计手段和基础数据，虽然具备了

一定的设计能力，但单元化、集成化轴承设计能力仍

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借助于仿真分析能力的提升以

及对进口轴承的反向设计，开展了轴承寿命影响因素

的分析和等效加速试验方法的验证，但仍缺乏基础研

究能力的支撑，未形成系统完善的设计体系。

（3）在制造方面。国外已经建立成熟完善的工艺

技术体系，产品在质量一致性、尺寸精度、寿命及可靠

性等方面已达到较高水平，产品制造精度稳定在 P2

级；国内具备了常规结构的轴承钢、耐热钢、不锈钢材

料航空轴承的制造能力，制造精度可稳定在 P4级水

平，但面向航空主轴轴承超高精度、复杂结构加工和

质量一致性需求，设备能力明显不足，因而造成工序

能力指数低、一致性差，产品加工尺寸离散度大，产品

内在质量不稳定，从而影响了轴承的精度、性能、寿命

和可靠性。此外国外已逐步融合先进理念，实现智能

制造，如德国提出“工业 4.0”概念，在现代智能机器

人、传感器、数据存储和计算能力成熟后，将能通过网

络把供应链、生产过程和仓储物流智能连接起来，真

正实现生产过程全自动化、产品个性化、管理智能化；

而国内依然保持传统生产方式，信息化程度不高。

（4）在试验方面。以德国某轴承公司为例，多年来

对轴承进行的寿命试验，累计试验时间达 150万 h

以上，形成了基于对 M50和 M50NiL2种主导材料轴

承大量试验数据积累，使用这 2种材料制造的主轴轴

承只需做 3～5套 50～200 h的运转性能摸底试验和

大负荷断油试验，若未发生故障就直接安装在发动机

上进行台架和飞行考核；国内尚未开展系统研究，主

要按照国军标要求开展性能试验、耐久试验及断油试

验等轴承工况适应性试验，究其原因：体系不完善、数

据积累不足以支撑设计。据统计在 2015年我国各大

航空轴承厂与主机厂所的轴承试验时数总计约 4万h，

国内航空轴承累计试验时数不足 30万 h。另外，国内

对于模拟真实工况的试验器与工装的研究不足，以致

试验结果与轴承服役性能存在较大误差。

（5）在检测方面。国外在产品加工过程检测、理化

分析、无损检测等方面，配置了必要的高精度轴承检

测装备资源，依托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开展了深入系

统的研究，并拥有长期的实践应用积累，建立了规范

完善的检测技术体系；国内检测以传统手段为主，高

精度测量装备资源配置不足，产品加工的形状和位置

精度测量主要依靠辅助测量手段，很难保证设计与工

艺符合性要求，无损检测没有统一、完善的规范，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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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覆盖原材料入厂、过程检测和成品零件检测全过

程的无损检测技术体系。

2 未来技术发展方向

2.1 航空发动机未来发展方向

从 19世纪 40年代至今，航空发动机经历了从推

重比 1.12的单转子涡喷发动机提升到推重比 10以上

涡扇发动机的演变过程，目前在军用发动机主要以小

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为主，未来向高推重比、长寿命、高

可靠性及安全性等方面发展；民用发动机主要以大涵

道比涡扇发动机为主，基于经济性、维护、环境友好及

安全等方面的考虑，更加侧重向着高涵道比、低噪音、

低污染、高可靠性等趋势发展。根据第 3、4和 5代军用

航空发动机的技术特征，总体性能发展趋势见表1。综

合来看，航空发动机的未来发展趋势为高温、高载荷、

高转速、长寿命与高可靠性。

2.2 航空轴承未来发展方向

航空发动机的性能提升对航空轴承的各项技术

指标都有很高的要求。以军用发动机为例，提高发动

机推重比有 2种方式：（1）减重；（2）增大推力，推力增

加则轴承转速提高，轴承寿命与速度成反比；涡轮前

温度升高，导致轴承腔环境温度升高，易引起滑油加

速分解，影响润滑效果。发动机性能提升对轴承的挑

战如图 1所示，从图中可见，当推重比增加同时，其转

速也增加，材料系数 a2和润滑系数 a3系数下降，都将

导致寿命大幅下降。

对部分典型航空轴承的国内未来需求及国内外

现有水平进行了大致梳理，见表 2。

由表可知，未来航空轴承为满足主机需求，需要

dn值更高、寿命更长、载荷更重、温度更高，此外，还
有更复杂结构和更苛刻的环境适应性等要求，具体表

现在以下方面：其中 dn 值由 2.0×106 mm·r/min向

3.0×106 mm·r/min 跨越；发动机主轴轴承寿命由

500~1500 h提高到 3000 h左右；温度由 200 ℃提高

到 350℃；载荷由 3000 kg提高到 6000 kg；此外，轴承

向更新一代耐高温、耐腐蚀、抗疲劳等方向发展。另

外，民用客机或运输机主轴轴承寿命要求在 25000 h

以上，挑战更大。

2.3 航空轴承技术发展趋势

前文提到，航空发动机提高推重比的途径之一就

是增大主轴轴承转速，提高 dn值，而提高轴承转速，
带来的主要问题：（1）滚动体离心力增大，导致轴承疲

劳寿命下降；（2）内圈周向应力增大，可能引发内圈裂

纹或断裂故障。以深沟球轴承为例，当 dn 值超过
1.5×106时，钢球所产生的离心力变得非常大，使外

圈与球接触处的赫兹应力显著提高，从而严重地缩短

了轴承疲劳寿命。此外，在球轴承中，一般内外圈接触

角接近相等时寿命较长，但在高 dn值下，由于离心力
的作用，内圈接触角增大，外圈接触角减小，从而使球

的自旋速度加大；球与沟道间的滑动加剧，发热量增

加，接触温度升高，加速了轴承疲劳破坏，严重影响轴

推重比

涡轮前温度 /K

平均级增压比

涵道比

总压比

冷却量

第 3代

7~8

1600~1750

1.3~1.4

0.3~1.1

21~35

17%~18%

第 4代

9~10

1800~2000

1.45~1.50

0.2~0.4

26~35

15%~17%

第 5代

12~15

2000~2250

2.0~2.5

≤0.3

~40

12%~15%

表 1 军用航空发动机总体性能发展趋势

图 1 发动机性能提升对轴承的挑战

发动机重量

发动机
推重比

采用
复合材料

推力增大

发动机转速

涡轮前温度

轴承转速 n增加

滑油耐温极限达
到 202℃

轴承腔环境
温度 T

轴承摩擦生热
比环境温度高驻T=60~70℃

寿命

滑油加速分解 润滑系统 a3

（T+驻T）温度升高

寿命

材料系数 a2 寿命

轴承寿命双
重降低L=a1a2a3

106

60n
C
P蓸 蔀3~3.3

L=a1a2a3
106

60n
C
P蓸 蔀3~3.3

有限寿命设计区

长寿命设计区

设计线
极限线
设计依据

使用寿命

表 2 2016年典型航空轴承部分技术指标对比分析

主机

类别

轴承部分

指标

国内未来

需求

国内现有

水平

国外现有

水平

涡喷

/

涡扇

dn/渊 106mm窑r/min冤 2.5~3.0 2.0 2.5

寿命 /h 1000~200 500 3000

载荷 /kg >6000 5000 6000

t/℃ >300 260 >350

涡轴

/

涡桨

dn/渊 106mm窑r/min冤 2.5~2.6 2.3 3.0

寿命 /h >3000 1500 >3000

载荷 /kg >6000 5000 6000

t/℃ >350 300 >350

直升机

传动

干运转能力 /h ≥ 1 0.5 1.5

寿命 /h >3000 1500 >6000

机体轴承

渊 自润滑
关节轴

承冤

t/℃ >300 250 300

寿命 /摆动次数 >100000 25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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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的可靠性及寿命。

因此为满足航空轴承发展需求，未来航空轴承技

术应基于结构设计与仿真、加工工艺与装备、试验技

术与试验器研制、材料及热处理、防锈润滑、失效分析

等方面继续深入探索，例如开发应用新型材料以提升

轴承耐高温、抗疲劳性能；进行表面强化，提升轴承耐

磨、耐腐蚀性能；开展轴承结构设计与仿真技术研究，

提高轴承可靠性；全面推进智能制造，实现全过程检

测物联网 +；推进 4级试验评价体系，搭建轴承大数

据平台；引入先进传感技术，实时监测轴承状态，实现

智能轴承广泛应用。

2.3.1 轴承新材料的应用

材料是轴承性能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具有更好的

耐腐蚀、耐高温性能及强度，能够大大降低轴承失效

概率，因此航空发动机性能提升的发展需求也促进了

一批新型轴承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如 Cronidur30、

CSS-42L和陶瓷材料等。

（1）Cronidur30

Cronidur30高氮不锈钢是 1种高韧性、高强度马

氏体耐蚀钢，其在 200 ℃的高温 HRC硬度均大于 56

，具有良好的断裂韧性以及优异的抗腐蚀性能。在相

同参数下使用 Cronidur30 材料制备的轴承寿命是

M50钢的 5倍，其抗腐蚀性能是 440C材料的 100倍
[3]。用 Cronidur30制造的轴承具有高可靠性、超长寿

命、低摩擦和低温升特点，可以在具有较强腐蚀性的

工况环境下使用[4-5]。

（2）CSS-42L

CSS-42L是 1种具有高强度、高硬度的超高强度

钢，其在室温下表面最高 HRC硬度可达到 67~72，

在 430 ℃下的 最 高高温 HRC 硬 度 为 62，在

480~500℃下的最高高温 HRC硬度 58。其断裂韧性

可达到 110 MPa·m1/2。滚动接触疲劳寿命 L10 是

Ｍ50钢的约 28倍[6]。CSS-42L材料适用于高温和强

腐蚀环境以及磨损情况严重的轴承工况[6-7]。

（3）陶瓷材料

陶瓷材料是指 Si3N4、Al2O3等经过成形和高温烧

结制成的一类无机非金属材料，具有较好的抗弯强度

和断裂韧性，3点抗弯强度高于 1000 MPa，断裂韧性

可达到 8-9 MPa·m1/2以上，此外还具有密度低、硬度

高、稳定性好、耐高温、抗磨损、抗腐蚀、抗冷焊、电绝

缘和不倒磁等优点。国外在 F117-PW-100发动机上

进行鉴定试验表明：陶瓷轴承在高 dn值下工作寿命
为普通轴承钢制轴承的 4倍。陶瓷材料轴承广泛适用

于高温、高速、低温、腐蚀、要求不导磁、不导电等工

况，还可用于瞬时无润滑等特殊工况，且对润滑剂污

染敏感小[8]。

2.3.2 轴承表面处理

根据发动机室外使用统计，现役发动机主轴承失

效的主要原因不是疲劳剥落，而是占总失效率 70%

以上的表面损伤和腐蚀[9]，对此，行业内普遍采用表面

处理的方式以提高轴承耐磨、耐腐蚀等性能，已初步

应用的技术有 TiN涂层、离子注入、“双重硬化”等。然

而目前的涂层均没有自修复功能，一旦发生机械损

坏，将很快失去防护或增强效果。如何在保持和提升

现有涂层优异性能的同时，赋予涂层“主动防护”的功

能[10]，是目前涂层应用面临的难点之一。

此外，在金属表面进行仿生改性 [11]，是未来改善

轴承表面性能的 1个新的途径。石墨烯作为最薄的 2

维碳材料，具有高的化学及热稳定性、润滑性能、优异

的阻挡性能和低的气体渗透性能[12]，因此已经在其他

领域拓展了研究空间,目前很多研究学者试图利用石

墨烯构建仿生多功能表面,立足在赋予表面其他方面

的性能,如耐腐蚀、耐磨性等。例如：在 2016年美国能

源部构造了 1种由小片状石墨烯和金刚石纳米颗粒

构成的新型材料，几乎完全克服摩擦，实现了表面接

触“超润滑”。若能将该型或者该类材料作为轴承表面

涂层，将大大降低轴承故障率。

2.3.3 结构设计与仿真

目前仿真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航空轴承产品开

发、分析与设计、制造和检测全流程中，成为不可缺少

的工具，但目前缺少对高速、重载主轴承的动力学分

析，在应力仿真中忽视了瞬态冲击效应，轴承动力学

仿真中难以施加热载荷，计算中运动载荷作用下应力

特征和热分析中的应力特征相独立，缺乏对二者综合

交互作用的分析[13]。

未来仿真技术将围绕轴承静力学、动力学、热力

学、流体力学、系统转子动力学分析以及软件二次开

发 6个方向，完成以下技术攻关：（1）实现轴承性能全

方位仿真，如采用 PERMAS、Abaqus等非线性分析软

件对轴承接触区域的载荷分布以及接触应力进行静

力学分析，对圆柱滚子轻载打滑率、球轴承残余间隙

等进行动力学分析；（2）在数字模型仿真的基础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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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物理仿真研究拓展，如通过有限元和弹流润滑理

论，将边界热载荷分布与温度测试结果进行对比，完

成航空发动机滑油系统断油时主推力球轴承的瞬态

热分析；（3）促进轴承仿真技术、机理理论研究、试验

研究三者更好的相互渗透、融合，集成各通用仿真软

件，形成 1套独立自主的航空轴承分析系统平台，增

强轴承仿真的准确性。

2.3.4 智能制造与检测物联网 +

提高产品一致性是提高轴承可靠性的挑战之一，

主要有 2个实现方式：（1）改善磨削加工的一致性，可

以通过在数控磨床上增加一些过程传感器和测量设

备，来获取一些信息。例如声发射、磨削功率和磨削力

等。再将这些信息发送到数控系统控制器，以便持续

评估每个砂轮的过程状态，并自动且及时的调整机床

设定。当然，如何调整机床设定需要轴承企业总结多

年来的制造经验，即大数据来支撑。如果该方法得以

实现，就意味着每个零件都有独立的磨削参数，从而

使每个零件的表面质量完全一致。（2）提高产品检测

的自动化程度，检测是保证产品质量一致性的重要手

段，因此理想状态是实现产品过程的 100%检测，但

现阶段检测方式 100%检测无疑将大大降低生产效

率，因此建议提高检测自动化程度，尽早实现物联网+，

使检测结果实时上传、保存，减少人工因素干扰的同

时，实现产品质量追溯管理。

2.3.5 4级试验评价体系

针对基础数据积累不足等问题，中国航发哈轴联

合哈尔滨工业大学提出了材料和工艺评价试验、标准

轴承评价试验、全尺寸工况模拟评价试验和主机系统

评价试验的“4级试验评价体系”（见表 4），旨在解决

“我国长期以来 1、2级考核试验缺失，只进行部分 3

级试验代替 1、2级试验，致使加速等效试验，极限性

能试验等考核方式无法进行，可靠性系数无法确定”

的难题。

通过开展 4级试验评价，全方位考核轴承的材

料、工艺、疲劳性能以及工况环境寿命与性能，大幅度

提高轴承可靠性的同时，为自主研发正向设计形成数

据支撑。

2.3.6 智能轴承技术

智能轴承技术是机械设备在线监测与故障诊断

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智能轴承是在传统轴承与不同

用途的传感器集成而形成的独特结构单元，由于传感

器比传统监测方式更加接近故障发生源，不仅可大幅

度提高信噪比以及早期故障诊断的成功率，而且还可

对设备运行的参数进行实时监测，进而实现设备运行

状态的综合分析。目前一般采用轴承本体开槽的方式

进行轴承与复合传感器的集成，但是不合理的沟槽势

必会影响轴承应力分布，造成轴承性能降低，这与应

用智能轴承的初衷是相悖的。高航等[14-15]采用有限元

法研究了嵌入式智能轴承外圈改造与结构参数对轴

承承载能力与变形量的影响。目前智能轴承结构的参

数分析，主要分析外圈沿轴向的凹槽对轴承应力和变

形的影响，对外圈沿圆周方向的凹槽的研究较少，这

也是未来技术攻关的方向之一。

3 结束语

航空轴承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物资，尤其是航

空发动机主轴轴承，是制造装备业的关键部件。新中

国成立以来，我国轴承工业快速发展，已经成为轴承

产量和销售额位居世界第 3的轴承大国，但是我国轴

承产业大而不强，究其原因就是自主创新、产业结构、

行业标准等方面存在较多矛盾和问题，因此，航空轴

承作为轴承行业金字塔的顶端，必须从“我”做起，（1）

着力技术自主创新、引进社会优势资源、完善企业技

术体系、加强能力建设、聚焦关键技术攻关、建立共性

技术发展平台；（2）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打造“龙头”优

势企业、支持军民融合发展、支持零件专业化和工艺

专业化生产；（3）引进数字智能制造、推进轴承“设计

研发信息化、制造装备数字化、生产过程智能化、经营

管理网络化”、形成行业内大数据库；（4）完善产品标

准体系、切实开展标准化研究、建立标准化平台机制、

提高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的能力、争取标准化

主动权、话语权。

目前，借助“两机”重大专项实施，航空轴承行业

试验等级

1级：材料和工艺评价试验

2级：标准轴承评价试验

3级：全尺寸工况模拟评价试验

4级：主机系统评价试验

试验项目

材料和工艺筛选试验

成组标准轴承疲劳寿命试验

环境试验、寿命考核试验、极限工况

试验等

整机试验、高空台模拟试验、科研试

飞等

表 4 4级试验评价体系与试验项目对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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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奋发图强，搭乘航空发动机事业发展的快车道，

着力加强自主创新，着力加强体系建设，显著提高航

空轴承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大幅度提高航空领域重大

装备的自主化率，保障重要型号研制需求，实现“装备

强军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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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控制软件安全性需求的验证问题，提出了基于需求模型与安全性分析结果的软件测试技术。从软件需

求的结构化描述和软件安全性分析结果中的失效和危险因果关系链出发，研究并制定了符合航空发动机控制软件特点的测试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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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safety requirements verification of aeroengine control software袁 a software test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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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 of failure and hazard in software safety analysis, the scheme of testing cases generation was developed according to characteristics of
aeroengine control software, the automatic algorithm of programming was given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s in one type of aeroengine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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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在航空技术的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

用，其状态和性能直接影响飞行任务的完成和飞行安

全，被称为飞机的“心脏”。随着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

（FADEC）技术在国内外新型发动机中的应用，航空

发动机控制软件（以下简称“发控软件”）成为航空发

动机系统最核心的控制决策单元[1]。近年来，由软件造

成的航空发动机安全事故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发控软

件的质量与安全性问题成为航空发动机发展中亟待

解决的问题之一。该问题的解决目前主要依赖于软件

测试活动。

软件测试是目前确保软件可靠性和质量的最成

熟而有效的方法[2]。航空无线电委员会（RTCA）规定软

件测试目的在于证明软件满足其需求，并且以高置信

度证明由系统安全性过程确定的失效状态得到消

除[3]。而目前在中国航空软件测试工程实践中，更多关

注软件实现对需求的符合性验证，而对软件安全性的

验证尚未给予足够重视，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基础，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测试人员的实践经验，成为航空发动

机安全运行的重大隐患[4]。因此，基于安全性分析的发

控软件测试技术成为保证我国发控软件有效运行进

而保证飞机整体安全的重要途径。

软件安全性是指软件运行时不引起系统危害的

能力[5]。软件安全性分析就是识别可能导致系统危险

和软件自身失效的软件因素，从而形成软件安全性需

求的过程。在软件安全性分析领域，采用基于模型的

软件安全性分析与验证方法[6-7]可以获得软件安全性

分析结果，该结果精确描述了软件行为导致的系统危

险和软件失效情况。基于此类安全性分析结果，在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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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测试过程中通过动态运行软件将导致安全性事件

的软件行为进行复现，便可验证软件安全性需求的落

实情况。

本文提出了基于需求模型与安全性分析的发控

软件安全性测试技术方法，以实现对基于发控软件安

全性分析的软件安全性需求的有效验证。

1 软件需求建模与安全性分析

1.1 基本方法

基于安全性的发控软件测试技术以软件需求模

型和安全性分析技术为基础，以测试技术为验证手

段，3项技术共同构成了支撑发控软件安全性的基本

方法。

建立软件需求模型是保证软件安全性分析客观、

无歧义的有效手段，也是软件安全性分析流程化、自

动化的基础。软件安全性分析结果与软件需求模型的

不断迭代，最终形成满足安全性要求的软件需求。同

时在基于需求的软件测试中，软件需求模型能够为程

序化的软件测试用例设计提供依据。

软件安全性分析立足于软件全生命周期，以安全

性为视角，分析软件的安全不确定性因素———软件是

否存在导致系统危险和软件自身失效的可能性，从而

在软件层面上识别危险与失效、补充危险与失效的控

制策略，最终实现系统级安全性要求，提高系统级安

全性水平。

动态测试作为最直接有效的手段，验证软件安全

性分析产生的软件安全性需求在软件代码中能否得

到准确而充分的落实。软件安全性测试即验证软件安

全性需求的动态测试过程，基于软件需求模型将软件

安全性分析的因果关系进行实例化，形成安全性测试

用例，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执行安全性测试用例，提供

软件安全性验证结论。

软件需求建模、安全性分析与测试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1.2 发控软件需求建模

发控软件实时性强，输入输出接口多，功能逻辑

复杂且耦合性强，大量存在闭环控制功能，软件具有

明显的任务特性和状态特性[8-9]。因此发控软件的需求

模型一方面需要清晰客观地描述发动机地面起动、运

行、加力、停车以及空中起动等主要控制流程的软件控

制及故障处理要求，另一方面还应对安全性分析所需

的各类复杂逻辑信息，如状态迁移、功能时序约束、机

构控制策略等进行描述。建立发控软件需求模型包括：

（1）外部交联关系模型，描述发动机控制系统外

部交联设备、总线、接口的连接关系，信号的闭环反馈

关系，以及信号间的耦合关系；

（2）状态迁移模型，描述发动机控制系统的任务

状态，状态之间的迁移条件；

（3）状态流程模型，描述各状态内部控制流程，各

状态控制律算法和输出组合逻辑，以及状态内部异常

处理逻辑；

（4）公共功能模型，描述发动机控制系统各任务

状态公共功能逻辑和时序，如发动机消喘、防冰、应急

放油等。

1.3 发控软件安全性分析

针对发控软件特点，软件安全性分析基于需求模

型对状态、流程、输入、输出的描述，重点关注发动机

控制状态迁移、动态处理流程以及功能和接口的耦合

关联关系等方面引起的危险和失效，分析其原因和影

响，并提出改进措施，形成软件安全性需求。

初步危险分析（PHA）[10]、失效模式与影响分析

（FMEA）[11]、故障树分析（FTA）[12-13]等方法，能够有效

地为发控软件安全性分析提供帮助。

上述软件安全性分析方法的出发点都来自于系

统危险或软件失效，且均通过对原因和影响的分析最

终产生系统危险或软件失效的因果关系链。

软件安全性分析的目标是在软件层面上识别危

险与失效并补充危险与失效的控制策略。如果发控软

件在进入安全性分析前已经正确实现了软件需求，则

系统危险或软件失效的因果关系链的最顶层原因均

能够反映在软件的外部输入中。因此，系统危险或软

图 1 软件需求建模、安全性分析与安全性测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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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失效的发生均可通过软件的外部输入激发产生。而

软件动态测试过程也是以软件外部输入为激励，因此

基于软件安全性分析结果设计测试用例，并在测试环

境中执行测试用例，成为一种验证软件安全性需求的

有效手段。

2 软件安全性测试策略

2.1 软件安全性测试目的

软件安全性测试的目的是通过设计和执行测试

用例，复现软件安全性分析过程中产生系统危险或软

件失效的场景，查看系统危险和软件失效是否均得到

有效的控制和处理，从而验证软件安全性需求的落实

情况。

软件安全性测试的输入是软件安全性分析过程

产生的包含系统危险或软件失效的因果关系链，以及

系统的外部交联关系模型；软件安全性测试的过程形

成软件安全性测试用例，并根据软件安全性测试用例

的执行结果，最终输出软件安全性需求的验证结论。

2.2 发控软件安全性测试特点分析

发控软件具有时序逻辑强、输入输出接口关系复

杂的特点[14]，发控软件安全性分析生成的危险或失效

原因一般描述为特定时间点和特定输入接口的异常

行为。而在发控软件测试过程中，一般需要执行完整

的发动机运行流程，不但需要与危险或失效原因相对

应的相关输入激励，还要对与危险或失效原因耦合的

其他输入激励进行实时调整，以保证发控软件运行所

必须的数据需求。由此可见，发控软件安全性测试用

例描述的是一个在完整的发动机控制系统运行场景

下注入了危险和失效原因的实时性运行过程。

另外，发控软件安全性分析结果多数来源于对发

动机危险及软件失效等异常情况的考虑，这些异常情

况一旦在实际发动机系统中产生而未得到有效控制，

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发控软件的安全性测试如果

在实物或半实物环境下执行，将面临较大的危险和成

本，因此必须采用仿真测试技术，通过建立交联环境

的全数字模型，模拟发动机运行数据以及各类异常情

况来完成。在仿真测试环境中，交联设备的危险和失

效等行为改变在很多情况下体现为仿真模型的参数

变化 [15]，因此在安全性测试用例设计中，可将危险和

失效原因落实在仿真模型参数中，通过仿真模型的运

行间接实现包含失效和危险状态的测试激励。

2.3 发控软件安全性测试方案

（1）将软件的外部输入接口划分为被控对象输入

和操作输入。被控对象输入主要包括发动机系统的传

感器采集输入，如转速、温度、压力等信号；操作输入

主要包括飞机其他系统或驾驶员对发动机系统的输

入，如油门杆、各类按钮等。

（2）建立从软件控制指令输出到被控对象输入的

全数字仿真模型，并根据正常的发动机操作流程确立

软件所有操作输入的时序变化关系，实现对发动机正

常使用场景的模拟。

（3）将软件安全性分析获得的危险或失效原因定

位于软件的外部输入，或间接定位于仿真模型的参数

输入，然后依据软件外部交联关系对系统输入范围及

时序的约束将相关的系统输入进行实例化。

（4）依据危险或失效原因的产生时机，将实例化

的系统输入注入到已确定的描述发动机正常使用场

景的输入序列中，形成安全性测试用例。

（5）软件安全性分析获得的危险或失效原因可通

过优化算法（如故障树最小割集算法）进行组合，以降

低测试成本。

（6）发控软件安全性测试用例可根据格式化的

软件需求模型和安全性分析结果通过自动化的手

段生成。

3 软件安全性测试用例自动生成方法

3.1 基本原理

软件安全性分析产生系统危险或软件失效的因果

关系链，其最底层的危险和失效原因均可描述为软件

输入的数值或时序行为；利用数字化的软件交联环境

模型，可将这些软件输入的数值或时序行为实例化为

具体的软件输入；将由危险和失效原因产生的软件输

入注入到软件运行场景中，形成软件安全性测试用例。

3.2 算法描述

定义发控软件输入向量

pT=[pe p f]T （1）

式中：pe为被控对象输入；p f为操作输入。
定义发控软件输出向量

qT=[qe q f]T （2）

式中：qe为仿真模型的输入；q f为发控软件的其他输出。
发控软件的行为可用矩阵 S描述

q（t）T=S·p（t）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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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发动机系统仿真模型 M，则仿真模型运行可
描述为

pe（t）T=M（t）·qe（t-1）T （4）

其中仿真模型存在可变参数 b，定义该参数随发动机
运行时间序列为 b(t)

M（t）=b（t）T·M0 （5）

同时，建立发动机正常操作流程为 p f(t)，因此，发
动机的运行过程可描述为

[qe（t） q f（t）]T=M·
b（t）T·M0·qe（t-1）T

p f（t）T蓘 蓡 （6）

根据式（6）可通过计算机递推方法计算发控软件输入

p(t)T，实现发动机正常操作流程的动态仿真运行。

安全性分析结果中的危险或失效原因可分解为

某个变量（或模型参数）在某中时序下的行为，可采用

结构化的方式描述为：“A状态 B操作中，C变量（或

参数），产生 D数值改变或 E时序改变”。

根据软件需求模型对状态和操作的描述，可通过

危险或失效原因在正常操作序列 p f(t)中查找获得该
危险或失效产生的基准时间 t0，并可在 p f（或 b）向量
中定位到发控软件运行模型中的输入（或模型参数）

p f_x(或 bx)。

根据危险或失效原因中对“E时序改变”既有方

式的选择，可通过查表的方法，并结合需求模型中对

时序参数（时间分辨率、响应时间等）的设置，确定危

险或失效的实际激发时间 t0+δ；同时根据危险或失

效原因中对“D数值改变”既有方式的选择，可通过查

表的方法，结合 p f(t0)（或 b(t0)）的正常输入以及需求模

型中对接口参数（上下限、精度等）的设置，确定产生

危险的系统输入 p f_x(t0+啄)（或 bx(t0+啄)）。

最后，根据安全性分析结果将单点或组合的危险

或失效原因实例化输出结果叠加于原模型参数和操

作输出序列中，未影响的输入（或模型参数）填充为

“null”，即

sel（X,Y）=
X,X=null

X,Y≠null
嗓 （7）

[qe（t） q f（t）]T=S·
sel（b（t）,bx（t））T·M0·qe（t-1）T

sel（p f（t）,p f_x（t））T蓘 蓡 （8）

根据式（8）形成新的发控软件运行序列，作为该

危险或失效原因所对应的安全性测试用例。

4 工程应用

某型号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由 FADEC控制器、

传感器、液压机械装置和电气系统组成。其中发控软

件是 FADEC控制器的核心部分，该软件接收来自飞

机、发动机和机械液压装置的信号，经过数字运算、逻

辑判断发出各种控制信号给相应的执行机构以控制发

动机状态，同时传输信号给飞机机载装置显示和记录。

2014年 9月至 2016年 8月，对该发控软件开展

了安全性分析和测试工作。其中安全性分析工作通过

自研的“软件安全性分析工具”开展，在依据系统和软

件需求建立外部交联关系模型、状态迁移模型、状态流

程模型和公共功能模型的基础上，采用 PHA和 FMEA

方法进行了软件安全性分析，分析识别系统危险 45

项，分解危险原因 69条，识别软件失效 138项，获得失

效原因 155条。典型安全性分析结果见表 1。

其中，32 条危险原因和 101 条失效原因均已采

取相应的控制措施，形成为软件安全性需求，并在软

件的升级版中得到落实。对失效或危险原因进行优化

和合并后，设计软件安全性测试用例 117个（其中 92

个采用软件安全性测试用生成算法自动生成），执行

了全部测试用例，软件安全性需求得到有效验证。

针对发控软件的特点，要求安全性测试环境具备

实时性、自动化、支持仿真模型运行的能力，因此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构建软件安全性测试环境如图 2所示。

该测试环境通过测试执行计算机中的测试主控

模块实现测试用例的自动组织和执行。测试用例和测

试模型通过以太网加载到测试执行计算机中，并通过

测试执行计算机集成的总线接口加载到被测设备中，

系统危险或软件失效 失效原因 控制措施

冷运转过程误执行

消喘控制袁进行点火

冷运转状态满足消喘

条件渊 压气机后总静压差
变化幅值大于阈值冤

冷运转状态强

制禁止点火

P3传感器故障袁导
致 P3取安全值为标

准大气压袁 造成燃油
给定值计算量瞬间减

小袁导致发动机熄火

起动及运行状态袁P3

出现瞬间峰值遥

修改 P3双通道

故障处理对策袁将
取安全值改为取

上一次正确值

根据燃油 PI 控制
算法袁 燃油给定值将
瞬间增大或减小袁造
成发动机超转或熄火

在运行状态袁驾驶员迅速
增大或减小油门杆角度

增加对油门杆

变化率的限幅和

超限保护功能

表 1 典型安全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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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执行计算机采用 VxWorks实时操作系统，能够

以较高的时间精度实现仿真模型的运行和测试用例

的执行[16]。

根据表 1中描述的典型软件安全性分析结果设

计测试用例，在已落实安全性需求的软件中执行的结

果见表 2。

通过对某型发动机控制软件安全性分析和测试，

使潜在导致系统危险和失效的软件原因得到了有效

的识别和控制。在安全性测试工作中，已形成安全性

需求的危险或失效原因均通过测试用例进行覆盖，危

险和失效得到有效复现，软件安全性需求得到验证。

5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针对航空发动机控制软件的安全性

测试新方法，并给出了软件安全性测试用例自动生成

的算法和原理，开发形成了原型工具平台，型号发控

软件的工程应用表明该方法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能够为发控软件的质量提升和安全性保证提

供支撑。后续工作中，可将软件安全性分析与安全性

测试结果相结合，采用软件安全性分析的方法对安全

性测试数据进行采集，作为迭代开展软件安全性分析

的输入；此外，软件安全性分析结果到软件安全性测

试用例的转换算法是通过形式化描述实现的，因此需

要对软件安全性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优化，使其能够

与测试用例生成模块直接对接，从而避免人工进行形

式化转化工作，进而大大提高测试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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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运转状态满足消

喘条件渊 压气机后总静
压差变化幅值大于阈

值冤

建立 t1 冷运转 袁t2

停车工作场景袁 在 t1

<t< t2 时刻设置压气

机后总静压差变化幅

值为 Δ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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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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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高空舱舱盖机构系统故障源与故障程度难以判定以及故障特征值难以提取的问题，提出了基于 T-S模糊故障树分

析与仿真相结合的故障诊断方法。将 T-S模型引入到舱盖机构不同步的典型故障分析中，用模糊可能性描述部件的故障概率；用

T-S门来描述事件间的联系；用模糊数描述部件的故障程度，结合模型仿真模拟故障分析，获取部件发生故障时对顶事件的贡献或

重要度，计算出顶事件发生故障的模糊可能性及其诊断决策。为高空舱舱盖机构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保养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空舱；模糊故障树；故障重现；综合决策；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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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Diagnosis Method of Chamber Cover Mechanism
Based on T-S Fuzzy FTA and Simulation

CHEN Peng-fei, WU Feng, HE Pei-lei, WEN Xiao-wu
渊Key Laboratory of Technology on Aero-engine Altitude Simulation,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 of AECC,

Mianyang Sichuan 621024, China冤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 to determin fault source and foult degree and difficult to obtain fault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high-altitude simulation test chamber cover mechanism system, a fault diagnosis method of chamber cover mechanism system based
on T-S fuzzy fault tree analysis and fault simulation was proposed. T-S model was presented to typical fault analysis unsynchronized for
chamber cover mechanism, which fault probabilities were described as fuzzy possibilities, events' relationships were described by T-S gates,
and fault degrees were described as fuzzy numbers. The fault were simulated in the failure mode, which the fault contribution to top event
were achieved, as well as fuzzy fault possibilities of top event and comprehensive decision were achieved.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troubleshooting and maintenance of high-altitude simulation test chamber cover mechanism.

Key words: high-altitude simulation test chamber; Fuzzy Fault Tree; failure to reproduce; comprehensive decision曰aeroengine

0 引言

高空模拟试验是航空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实现全

工作包线范围内特性摸索与评价的重要方法[1]，其中，

高空模拟试验舱（简称高空舱）的精度和可靠性是确

保飞行环境条件模拟、工作参数测试和性能评定不失

真的关键因素[2]。大型高空舱（密闭舱）一般采用具有

较大横向 /纵向开启面积的大扩口仰挂式舱门开闭

方式[3]，便于被试发动机及试验装置的舱内外转运与

安装，但此种方式，对舱盖操纵机构开闭和密封的可

靠性要求较高[4]。

某大型大扩口仰挂式高空舱舱盖的开闭是通过

基于液压传动的 2组并联连杆机构实现（简称舱盖机

构），舱盖质量约为 19000 kg，文献[5]对舱盖机构工作

原理进行了描述。该机构始建于 20世纪 80年代，由

于试验过程中需要频繁开启和关闭，加之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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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地震，此机构逐渐出现了不同步以及不稳定等

问题[6]。同步性是确保高空舱密闭性能的最重要体现，

但该机构使用年限较长，并经历过多次维修，系统故

障源及故障程度难以判定，且存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

的可能，属于疑难故障[7]。

故障树分析（Fault Tree Analysis，FTA）方法是当

代系统可靠性研究的重要方法[8]，为建立在故障原因

与故障现象之间因果关系已知基础上的 1种有向树；

为解决复杂系统组件及其之间的作用关系无法准确

表达等问题，文献[9]引入模糊事件和事件信息模糊性

的表达方法，优化了传统 FTA方法；宋华等将 T-S模

型和模糊理论引入到 FTA分析中 [10]，首次提出基于

T-S模型的模糊 FTA方法；并通过组合导航系统验

证了此方法的有效性。文献[11]在 T-S模糊 FTA算法

基础上，提出了 T-S模糊重要度计算方法，并验证了

T-S模糊重要度算法的适用性；文献 [12] 提出基于

T-S故障树的模糊可靠性评估方法，对舱盖机构液压

系统进行模糊可靠性评估。以上所述诊断方法，故障

特征值的提取是难点，且需具备一定的试验条件才能

完成。文献[13]通过计算机仿真，分析并得到了航空发

动机复杂管路系统的结构振动分布状况以及直观的

振型特征，为所研究对象的故障诊断提供样本；文献

[14]针对传统的方法无法解决元件老化、磨损等问题，

通过建立其数学模型，仿真计算了 2种典型故障模

式，直接描述了基于模型的故障诊断方法。由此可见，

虚拟环境下的故障仿真可以在不同的条件下，甚至在

试验人员不便参与的环境下，得到可能的故障模式和

路径，并充实到故障诊断知识库中，最后根据反推机

理和搜索策略将其应用于故障诊断。

本文针对传统故障分析方法在故障程度和事件间

关系难以确定，以及故障特征值提取难题的基础上，提

出引入 T-S模糊故障树分析与故障虚拟重现相结合的

故障诊断方法，开展舱盖机构的可靠性研究。

1 基于 T-S模糊 FTA

1.1 建立T-S模糊故障树

舱盖机构液压原理如图 1所示，为简化故障模

型，仅对小盖系统不同步的故障模式、故障机理等进

行分析，确定故障树顶事件和底事件。系统各事件代

码见表 1，T-S模糊故障树如图 2所示。

1.2 模糊可能性计算

设 x1~x11 和 T1~T5、T 的 常 见 故 障 程 度 为
（0,0.5,1.0），隶属函数参数选为 s1=s2=0.1，m1=m2=0.3。

T-S模糊门见表 2~7。

表 2~7中的每行均代表 1条模糊规则，如表 2中

第 1行代表的规则：若 x1为 0，x2为 0，则 T1为 0的可

能性为 1，为 0.5的可能性为 0，为 1的可能性为0。

小盖系统的各部件故障率见表 8。

图 1 舱盖机构液压原理

代码

T

T1

T2

T3

T4

T5

x1

x2

x3

事件

小盖系统不同步

执行机构故障

驱动泵故障

动力源系统故障

控制阀故障

机械故障

活塞密封失效

活塞杆弯曲形变

柱塞泵磨损

代码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事件

泵密封件失效

液压油污染

管路 /过滤器堵塞

弹簧失效

密封件失效

阀芯卡死

轴销磨损

连杆弯曲变形

表 1 小盖机构故障树中各代码表示的事件

图 2 小盖系统 T-S模糊故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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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1

2

3

4

5

6

7

8

9

x3

0

0

0

0.5

0.5

0.5

1

1

1

x4

0

0.5

1

0

0.5

1

0

0.5

1

0

1

0.2

0

0.2

0.1

0

0

0

0

0.5

0

0.4

0

0.5

0.3

0

0

0

0

1.0

0

0.4

1

0.3

0.6

1

1

1

1

T2

表 3 T-S门 2规则

表中数据根据样本手册获得的各部件故障程度

为 1的可能性。假设各部件故障程度为 0.5的模糊可

能性与为 1的故障率相同，则可根据表 2，按文献[12]

的 T-S算法得到 T1的模糊可能性为

P（T1=0.5）=
9

l=1
移P0

1 P1
（T1=0.5）=

P0

2 P2
（T1=0.5）+P0

4 P4
（T1=0.5）+P0

5 P5
（T1=0.5）=

0.3P0

2
+0.6P0

4
+0.3P0

5
=6.90×10-6

P（T1=1）=
9

l=1
移P0

1 P1
（T1=1）=17.50×10-6

同理可求出 T2~T5的模糊可能性，并由表 7以及

中间事件的数据可以得到舱盖机构小盖系统 T的故
障模糊可能性为

P（T=0.5）=
36

l=1
移P0

1 P1
（T=0.5）=12.74×10-6

P（T=1）=
36

l=1
移P0

1 P1
（T=1）=93.28×10-6

上述结果说明：系统故障的模糊可能性与部件的

模糊可能性基本为 1个数量级。系统出现故障程度为

1的模糊可能性大于油缸、动力源系统、控制阀以及

机械等故障的模糊可能性，这与实际工况相符；计算

结果与统计的小盖系统不同步故障概率分布吻合，验

证了该方法的正确性。

规则

1

2

3

4

5

6

7

8

9

x1

0

0

0

0.5

0.5

0.5

1

1

1

x2

0

0.5

1

0

0.5

1

0

0.5

1

0

1

0.2

0

0.1

0.1

0

0

0

0

0.5

0

0.3

0

0.6

0.3

0

0

0

0

1.0

0

0.5

1

0.3

0.6

1

1

1

1

T1

表 2 T-S门 1规则

规则

1

2

27

x5

0

0

1

x6

0

0.5

1

0

1

0.4

0

0.5

0

0.5

0

1.0

0

0.1

1

T3

表 4 T-S门 3规则

T2

0

0

1

规则

1

2

27

x8

0

0

1

x9

0

0.5

1

0

1

0.1

0

0.5

0

0.5

0

1.0

0

0.4

1

T4

表 5 T-S门 4规则

x7

0

0

1

规则

1

2

9

x10

0

0

1

x11

0

0.5

1

0

1

0.2

0

0.5

0

0.4

0

1.0

0

0.4

1

T5

表 6 T-S门 5规则

规则

1

2

36

T4

0

0

1

T5

0

0.5

1

0

1

0.2

0

0.5

0

0.4

0

1.0

0

0.4

1

T
表 7 T-S门 6规则

T3

0

0

1

T1

0

0

1

事件

x1

x2

x3

x4

x5

x6

部件

活塞密封失效

活塞杆弯曲形变

柱塞泵磨损

柱塞泵密封件失效

液压油污染

管路 /过滤器堵塞

故障率 /

（10-6/h）

10

3

4

6

8

7

事件

x7

x8

x9

x10

x11

部件

弹簧失效

密封件失效

阀芯卡死

轴销磨损

连杆弯曲变形

故障率 /

（10-6/h）

4

6

2

7

4

表 8 小盖系统的各部件故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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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故障虚拟重现

2.1 仿真建模

建立舱盖机构机电液系统仿真模型如图 3所示。

通过设置系统参数，利用仿真结果与系统正常工作时

的性能比对，调整仿真模型参数值使所建模型与实际

液压系统性能达到最佳近似。舱盖机构运动曲线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见，为证明仿真模型的正确性，模拟

了开关盖过程中液压缸行程、系统压力，整个动作分

为 4步：开小盖、开大盖、关大盖、关小盖，各动作之间

间隔 10 s。仿真模型在运动行程与系统压力上，同实

物系统只有微小差异[5]，因此，后面采用此模型进行不

同步误差分析。

2.2 故障重现

根据表 1的故障事件，对调设系统模型各元件处

于异常状态下的参数进行仿真试验，利用软件模拟出

系统的故障，得到元件各故障样本曲线。油缸内泄（故

障事件 x1）是小盖系统发生过的 1种典型故障，因此，

选取了该底事件开展故障仿真算例研究，执行机构一

活塞不同程度密封失效的仿真结果如图 5所示。从图

中可见，密封失效引起了油缸行程不同步（如图 5（b）

所示）、油缸压力变化（如图 5（c）所示）以及舱盖倾斜

（如图 5（d）所示）等故障特征，同时不同内泄程度对

应的故障表现明显不同。

图 3 舱盖机构仿真模型

图 4 舱盖机构运动曲线

（a）油缸泄漏量曲线

（b）油缸行程曲线

（c）油缸有杆腔压力曲线

（d）舱盖横向旋转弧度曲线

图 5 小盖油缸活塞密封失效故障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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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T-S模糊 FTA计算可知（假设其他液压元

件无故障），假定油缸活塞密封故障工况下小盖系统

完全故障的可能性为 1，即 P（T1=1）=1，且 P（T=1）=1。

而通过模型仿真得出活塞密封完全故障时油缸也出

现完全故障，内泄将导致油缸压力波动，非运动状态

时不能锁定油缸长度，并最终导致系统不同步，即舱

盖倾斜。这也表明仿真结果与故障树分析计算结果是

一致的，同理，可以得出系统异常运行与系统故障

x2~x11事件之间的联系，进而获取故障程度特征值，即

部件发生故障时对顶事件的贡献或重要度。

3 故障搜索决策

在利用故障树自顶事件向下至底事件搜索故障

原因时，为指导系统故障诊断搜索步骤的合理排序，

将 T-S 模糊故障树计算的各底事件作为候选方案，
并将故障虚拟仿真初步计算出的重要度、搜索成本和

维修代价等作为属性[15-16]，根据所得信息建立拓扑结

构；并依据专家经验或历史数据确定各因素之间的关

系，得到条件概率分布。通过计算分析给定各属性评

价值；最后确定故障诊断决策次序。故障搜索决策流

程如图 6所示。

设决策系统的 m个方案，记为 X={X1，X2，…Xm}；

同时，用集合 Y={Y1，Y2，…Yn}表示 n 个属性；W=（W1

…Wn）T表示 n个属性的权重向量。在给定每个集合
后，以方案和属性集合中的各元素构成决策矩阵记为

C=（c ij）m×n，其中随机向量 c ij表示在不确定环境下，

第 i个方案在第 j 个属性下的评价值，假设此随机向
量有 K 种取值，每种取值的概率分布已知，其中 仔k

（c ij）表示第 K 种取值 c ij
k
的概率。在确定上述信息的情

况下，利用式（1）在 m种方案中选择最优的方案或对
m种方案进行排序。

ri=
n

j=1
移wj

k∈K
移c ij

k 仔k（c ij） （1）

为了更直观、简洁地介绍算法的演算过程，本文

的属性主要考虑有搜索成本 S、故障概率 P和重要度

I，结合实际情况、专家经验及有关数据，其权重值见
表 9。

计算[7]可得搜索方案的排序为：x1、x7、x2，x9、x10、x3、

x8、x6、x4、x5、x11，故优先诊断排在前面的决策方案。经

过依次实际检查，确系液控单向阀（故障事件 x7）故障

引起的。在执行机构和负载（舱盖）关小盖或小盖悬空

停止的过程中，液控单向阀承受较大负载力考验，经

检验发现，舱盖能够正常开关，但小盖悬空停止后，存

在舱盖缓慢下降（倾斜）的情况，系统更换液控单向阀

后，故障得以解决。

需要指出的是：采用模糊数学来描述事件发现概

率，既可以减小获取大型复杂系统事件发生概率精确

值的难度；同时搜索策略又能将现场数据与工程经验

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该

方法所得结果尽管是“模糊的”，但这不影响故障模型

和搜索策略对设备故障定位排故与修护的指导性。

4 结论

（1）引入模糊故障树分析方法。针对高空舱舱盖

机构系统故障源以及故障程度难以判定问题，引入了

T-S模糊故障树分析方法，将模糊数学与故障诊断方
法相结合。

（2）基于虚拟技术的故障诊断方法。基于系统性

能及可能出现的故障进行模拟仿真，直观、明了地确

定了底事件与系统故障的关系及其表现形式。

（3）通过故障机理分析与虚拟仿真技术相结合，

并融合多属性决策搜索方法作为系统故障诊断决策

依据，为高空舱舱盖机构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保养提供

图 6 故障诊断决策流程

事件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S

5

7

5

3

2

1

4

4

4

6

1

P

7

1

2

2

7

6

6

4

4

1

1

I

6

5

4

3

1

2

3

4

5

3

4

表 9 故障权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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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支撑，也为类似深层次的智能故障诊断研究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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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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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