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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推进系统亚声速巡航的燃油经济性是决定战斗机作战半径的主要指标。在巡航过程中会因减少发动机推力带来进气道

溢流量增加，使推进系统燃油经济性降低。自适应循环发动机如何利用自身变循环特征减小进气道溢流进而提高推进系统燃油经

济性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研究了 1 种在亚声速巡航状态带可变风扇系统的自适应循环发动机，利用自身变循环特征，实现等

流量降低推力的方法。通过对可变几何机构组合调节的研究，获取了等流量节流方案，并分析了发动机在这一过程中的性能和匹配

情况。结果表明：这种带可变风扇系统的自适应循环发动机能够在一定推力范围内实现等流量节流，减少进气道溢流量，提升推进

系统在亚声速巡航状态的燃油经济性。

关键词：节流性能；亚声速巡航；自适应循环发动机；燃油经济性；可变风扇系统；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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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ubsonic Cruise Throttling Performance of an Adaptive Cycle Engine
MENG Xin1袁 ZHU Zhi-li1袁CHEN Min1袁2

渊1.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 Beihang University袁Beijing100191袁China曰
2.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dvanced Aero-Engine袁Beijing 100191袁China)

Abstract: Fuel economy of propulsion system during subsonic cruise is the main index to determine combat radius of fighter. During
cruise袁the overflow of the inlet will be increased when reducing the thrust of the engine袁which will reduce the fuel efficiency of the
propulsion system. The key to solve this problem is how when reduce the inlet overflow and improve the fuel efficiency of the propulsion
system by using the variable cyc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daptive cycle engine. An adaptive cycle engine with convertible fan system at
subsonic cruising state was studied. By using its own variable cycle characteristics袁the method of reducing thrust with equal flow rate was
studied. 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combination regulation of variable geometry mechanism袁the equal flow throttling scheme was obtained袁
and the performance and matching of engine in this proces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daptive cycle engine with convertible
fan system can realize constant flow throttling within a certain thrust range袁reduce inlet overflow flow袁and improve fuel efficiency of
propulsion system at subsonic cruise state.

Key words: throttle performance曰subsonic cruise曰adaptive cycle engine曰fuel efficiency曰convertible fan system曰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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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对于军用战斗机来说，亚声速巡航状态是飞机的

一个重要工作状态，在该状态下的燃油经济性对飞机

作战半径有较大影响。在发动机耗油率水平一定的情

况下，减少发动机安装性能的损失可以有效提高推进

系统的燃油经济性[1]。常规循环发动机在巡航过程中，

需要降低转速来保持推力与阻力的平衡，这时，进气

道溢流量增加，推进系统的溢流损失增加，给巡航过

程的燃油经济性带来不利影响[2]。

自适应循环发动机（Adaptive Cycle Engine，ACE）[3]

作为变循环发动机（Variable Cycle Engine，VCE）[4-6]，可

以通过复杂可变几何机构的组合调节，改变发动机工

作状态，实现进入发动机的气流在各流道灵活分配[7-8]。

在变循环发动机概念提出时，美国 GE 公司就利用这

种发动机的变循环特征，在一定推力范围内，实现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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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在保持进口流量的情况下减小推力的目的[9-10]。自

适应循环发动机作为变循环发动机研制的后续方案，

应同样具备有效降低发动机节流过程中溢流量的能

力。

本文通过对自适应循环发动机亚声速巡航节流

性能的研究，探讨这一过程中可变几何机构的调节规

律和发动机匹配工作点的变化。

1 自适应循环发动机

本文研究的自适应循环发动机是 Johnson、Powell

等[11-13]在相关专利中提出的构型，其基本结构如图 1

所示。与常规循环的涡轮风扇发动机相比，这种发动

机具备相同结构的核心机设计，不同之处在于由 3 个

压缩部件组成的结构复杂的可变风扇系统，当发动机

以 3 外涵模式工作时，进入发动机的气流经过进口的

第 1 个分流环分流，一股气流进入第 3 外涵道，经过

FLADE 风扇级增压，由外涵道尾喷管排出；另一股气

流经过前风扇级（Front Fan Stage，FFS）增压，再经过

第 2 个分流环分流：其中一股气流经过模式选择阀门

（Mode Select Valve，MSV）进入第 2 外涵道，而另一股

气流进入后风扇级（Aft Fan Stage，AFS）继续增压；从

后风扇级流出的气体再次由第 3 个分流环分流，一股

气流经过第 1 外涵道进入前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

（Front Variable Area Bypass Injector，FVABI）与第 2

外涵道的气流掺混后，流向后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

（Rear Variable Area Bypass Injector，RVABI），而另一

股气流则进入核心机，并在低压涡轮出口和 RVABI

流出的气流进行掺混，进入加力燃烧室，再经过内涵

道尾喷管（也称主尾喷管）排出。

这种发动机气路比较复杂，通过多个可变几何机

构的调节，可以实现较大范围的流量分配调节，使得

发动机涵道比变化更加灵活。为了便于发动机总体性

能数值仿真和研究，根据 FLADE 风扇级进口可调静

子叶片和 MSV 的不同开闭状态，将发动机划分为 4

种工作模式：（1）M1 模式：FLADE 风扇级进口可调静

子叶片和 MSV 均关闭，发动机以最小涵道比状态工

作；（2）M2 模式：FLADE 风扇级进口可调静子叶片关

闭，MSV 打开，发动机以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状态工

作；（3）M13 模式：FLADE 风扇级进口可调静子叶片

打开，MSV 关闭，发动机以类似分排涡扇发动机状态

工作；（4）M3 模式：FLADE 风扇级进口可调静子叶片

和 MSV 均打开，发动机以最大涵道比状态工作。

在此基础上，参考文献[14]的方法，采用部件级模

型对发动机稳态性能进行建模仿真。

2 亚声速巡航与等流量节流

2.1 亚声速巡航状态与推力需求

在本文的研究中，认为飞机在亚声速巡航状态进

行的是等马赫数水平巡航。参考现代战斗机典型飞行

任务剖面，将飞机亚声速巡航状态设定在高度为 11

km，Ma=0.9 的飞行状态。

在战斗机实际使用过程中，在亚声速巡航状态的

推力需求并不是保持不变的，燃油不断消耗，飞机总

质量不断减小，飞行阻力随之减小，巡航需用推力也

会相应地减小。

常规循环发动机在巡航过程中，通常采用降低发

动机工作转速来保持推力与飞行阻力的平衡，发动机

进口空气流量将随工作转速的降低而减少，与进气道

的捕获空气流量出现不匹配的情况，进气道溢流量将

增加，造成推进系统的溢流损失，使推进系统节流性

能的燃油经济性下降。

变循环发动机因其特有的变循环特征可使发动

机在节流过程中保持进口流量不变[9,14-15]。因此，本文

对这种自适应循环发动机在亚声速巡航状态可变几

何机构的调节进行研究，探讨实现等流量节流的可行

方案，以提高推进系统的亚声速巡航燃油经济性。

2.2 可变几何机构调节

在这种自适应循环发动机构型中，可以进行主动

调节的可变几何机构包括：FLADE 风扇级进口可调

静子叶片、后风扇级进口可调静子叶片、高压压气机

可调静子叶片、低压涡轮进口导向器喉道面积、后可

变面积涵道引射器和主尾喷管喉道面积。在 M3 模式

下可保证发动机具有尽可能高的通流能力和涵道比，

因此在亚声速巡航时选定发动机以 M3 模式工作，只

考虑对后风扇级进口可调静子叶片、高压压气机可调

图 1 带可变风扇系统的自适应循环发动机基本结构

前风扇级
FLADE 模式选择阀门

后风扇级

前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FVABI）

高压压气机 主燃烧室 高压涡轮
后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RVABI）

低压涡轮 混合器

第 3 外涵道

第 2 外涵道
第 1 外涵道

可变风扇系统 通用高性能核心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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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子叶片、后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和主尾喷管喉道面

积这 4 个可变几何机构进行组合调节，实现发动机的

等流量节流。这 4 个可变几何机构调节的机械限位见

表 1。

2.3 等流量节流性能

本文研究的自适应循环发动机在亚声速巡航过

程中，为了保证前风扇级和后风扇级都不在过高的换

算转速下工作，主燃油控制规律确定为控制低压轴换

算转速 nLcor=1。而为了保证发动机在具有较好燃油经

济性的模式下工作，发动机在亚声速巡航时的工作模

式选择为可以使发动机达到最大涵道比的 M3 模式。

在本文研究中，等流量节流的调节起点选取在

M3 模式的基准状态（即可变几何机构调节位置与设

计点调节位置一致的状态）。在确定 M3 模式等流量

节流的调节起点后，需要对起点可变几何机构调节进

行敏感性分析，以确定实现推力减小的各可变几何机

构的调节方向。在调节方向确定后，根据可变几何机

构调节机械限位的约束，以及各部件机械、气动和热

力方面的限制条件，采用响应曲面法与遗传算法相结

合的优化方法，确定等流量节流的调节终点。

在确定了 M3 模式等流量节流的调节起点和终

点后，采用如图 2 所示的方法获取 2 点间各可变几何

机构具体的变化规律。其中，线性替代法是指将 2 点

间某一可变几何机构的变化用线性变化代替的方法；

非线性调节约束则是指 2 点间某一可变几何机构的

变化必须单调；而压缩部件工作点约束则是指各压缩

部件喘振裕度的变化不能过大，且风扇的工作点变化

必须单调。

通过上述方法，最终得到 M3 模式等流量节流的

调节方案，再结合降转速节流部分，得到这种自适应

循环发动机在亚声速巡航状态的节流性能。

3 结果与分析

3.1 敏感性分析

在 M3 模式基准状态工作点可变几何机构调节

量对推力的敏感性分析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 4 个

可变几何机构分别独立开大 2%发动机推力的变化

情况。不难看出，后风扇

级、高压压气机和后可变

面积涵道引射器在开大

时，都会使发动机推力

增大；而主尾喷管喉道

开大时，则会使发动机

推力减小。

3.2 等流量节流性能

根据敏感性分析结果和各可变几何机构的机械

限位，确定 M3 模式等流量节流方案中各可变几何机

构调节量的变化范围，见表 2。

根据各可变几何结构调节范围和转速、温度与喘

振裕度的约束调节，优化得到 M3 模式等流量节流终

点，见表 3。从表中可见，从起点到终点，发动机进口

调节量

后风扇级进口可调静子叶片角度 /（毅）
高压压气机可调静子叶片角度 /（毅）
后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面积系数

主尾喷管喉道面积系数

变化范围

[-45，0]

[-20，0]

[0.1，2.0]

[0.7，1.3]

表 1 可变几何机构调节量调节限位

图 2 获取可变几何机构调节方案的方法

图 3 可变几何机构调节量对

推力的敏感性分析

调节量

后风扇级进口可调静子叶片角度 /（毅）
高压压气机可调静子叶片角度 /（毅）
后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面积系数

主尾喷管喉道面积系数

变化范围

[-45，-30]

[-20，-20]

[0.1，1.0]

[1.0，1.3]

表 2 可变几何机构调节量变化范围

参数

推力 /kN

耗油率 /（kg/（N·h））

发动机进口空气流量 /（kg/s）

后风扇级进口可调静子叶片角度 /（毅）
高压压气机进口可调静子叶片角度 /（毅）

后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面积系数

主尾喷管喉道面积系数

起点

31.57

0.08516

82.98

-30

-20

1.00

1.00

终点

23.83

0.08327

82.99

-45

-20

0.45

1.30

表 3 等流量节流起点和终点的发动机情况
起点性能 终点性能 约束条件

响应曲面

按主尾喷管喉道面积
系数线性离散

调节机构
线性替代法

后可变面积涵道
引射器调节量
非线性取值

是否满足压缩部
件工作点约束

是

否

否

是

最终
调节
方案

是否满足
非线性调节约束和

压缩部件工作点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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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几乎保持不变，推力减小 24.50%，耗油率降低

2.23%；如果和模式转换前的发动机性能相比，发动

机推力减小 47.55%，耗油率降低 15.61%。

根据 M3 模式等流量节流起点和终点的发动机

状态，通过获取等流量节流可变几何机构调节规律的

方法，得到 M3 等流量节流过程的可变几何机构调节

方案。再结合发动机模式转换过程和 M3 模式等流量

节流终点后的降转速节流过程，最终得到发动机在整

个亚声速巡航状态的可变几何机构调节量变化情况，

如图 4 所示。其中，推力在 31.57~23.83 kN 范围内，可

以通过可变几何机构的组合调节，在保证发动机进口

流量不变的情况下，减小发动机的推力；而推力在

23.83 kN 以下时，已经不能通过可变几何机构的调节

同时保证发动机进口

流量不变，而且发动机

部件满足机械、气动和

热力的限制，只能通过

降低发动机转速来使

得发动机推力进一步

减小。

结合飞机飞行任务需求进行分析，发现在

31.57~23.83 kN 的推力范围，能够覆盖飞机去程的亚

声速巡航推力需求。但是在回程时，由于飞机总质量

较低，飞机亚声速巡航的需用推力变小，只能依靠降

低发动机转速来满足推力需求。

3.3 发动机不同节流控制规律节流性能比较

为了比较等流量节流和普通降转速节流之间的

差异，定义 2 种不同的节流方案：方案 1 是从 M3 模

式基准状态开始先进行等流量节流，当发动机实在无

法进行等流量节流时再进行降转速节流；方案 2 是从

M3 模式基准状态开始直接进行降转速节流。

发动机分别采用节流方案 1、2 进行节流时，发动

机进口空气流量、耗油率、总涵道比和涡轮前温度随

推力变化曲线分别如图 5~8 所示。

从发动机进口空气流量来看，到 M3 模式等流量

节流终点，节流方案 1 的溢流量比节流方案 2 的减少

8.70 kg/s，占 M3 模式基准状态发动机进口流量的

10.48%，这对于减少进气道溢流损失有较为明显的

收益。从发动机非安装耗油率来看，在从 31.57~ 约

16.5 kN 的推力变化范围内，节流方案 1 的非安装耗

油率都要低于节流方案 2 的。也就是说，在只考虑非

安装性能的情况下，在从节流起点开始向下的约

47%的推力范围内，节流方案 1 比节流方案 2 有更好

的燃油经济性。如果考虑减少溢流损失方面的优势，

节流方案 1 将在更大的推力范围内有降低安装耗油

率、提升发动机燃油经济性方面的优势。从总涵道比

来看，节流方案 1 通过对可变几何机构的组合调节，

进一步增大了第 1、2 外涵道的流量，使得发动机获得

低耗油率上的优势。从涡轮前温度来看，虽然节流方

案 1 为了保持低压轴转速不变，涡轮前温度要高于节

流方案 2，但是由于可变几何机构的调节，涡轮前温

度提高的程度有限。

而在这一过程中，前风扇级、后风扇级和高压压

气机的工作点变化曲线分别如图 9～11 所示。从各压

缩部件整体情况来看，工作点变化单调，说明获取可

变几何机构调节规律的方法能够获得符合约束条件

的方案。

图 5 发动机进口流量随推力

变化曲线

图 6 耗油率随推力

变化曲线

图 7 总涵道比随推力

变化曲线

图 8 涡轮前温度随推力

变化曲线

图 9 前风扇级工作点

变化曲线

图 10 后风扇级工作点

变化曲线

图 4 可变几何机构调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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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风扇级进口导向器
高压压气机进口导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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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风扇级的工作点

变化情况来看，随着模式

转换和等流量节流，模式

转换活门打开，主尾喷管

喉道开大，前风扇级增压

能力下降，工作点沿着

ncor=1 的等换算转速线下

移。这种变化趋势也与文献[7-9]中介绍的变化趋势

一致。而通过后风扇级进口可调静子叶片和后可变面

积涵道引射器的组合调节，使得前风扇级增压能力在

等流量节流过程中下降较为缓慢，工作点尽可能地保

持在较高的效率区。相比于节流方案 2，节流方案 1

在相同的推力水平下，前风扇级的工作点保持在更高

的换算转速，这也能够保证前风扇级在较好的效率水

平工作。而从后风扇级工作点的变化情况来看，2 种

方案惟一差别在于节流方案 1 调小了后风扇级进口

可调静子叶片，工作点的喘振裕度和效率相差不大。

从高压压气机工作点的变化情况来看，节流方案 1 由

于前风扇级增压能力保持较好，所以高压压气机换算

转速下降也更加明显，工作点更容易移向低效率区。因

此，在调节过程中，要兼顾高压压气机的工作点位置变

化，尽可能降低高压轴物理转速下降的趋势，防止高压

压气机工作点快速下降到低效率区。

4 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 1 种带复杂可变风扇系统的自

适应循环发动机在亚声速巡航状态的节流性能。该自

适应循环发动机可以通过少数几个可变几何机构组

合调节，实现等流量节流，从而减少发动机节流过程

中的溢流损失，提高推进系统的亚声速巡航经济性。

在本文给定的发动机参数和可变几何机构调节限位

的条件下，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在 M3 模式和控制低压转速的主燃油控制规

律下，增加主尾喷管喉道面积可以在保持发动机进口

流量近似不变的情况下，减小发动机推力；关小后风

扇级进口可调静子叶片角度、高压压气机进口可调静

子叶片角度和减小后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进口面积，

也可以减小发动机推力，同时改善因主尾喷管喉道开

大带来的前风扇级增压比和效率下降过快的问题。

（2）在 M3 模式可以通过可变几何机构组合调节，

保持发动机在进口空气流量不变的情况下，实现推力

减小 24.50%。

（3）本文研究的自适应循环发动机方案，在等流

量节流推力范围内，最大可以减少 10.48%的溢流空

气量；在 M3 模式约 47%的推力范围内有非安装耗油

率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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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为排除某航空发动机斜支板涡轮后机匣在试车后出现裂纹的故障，进行了裂纹宏观检查、断口宏观和微观形貌分析、材

质检查、细晶层成因及其对疲劳特性影响分析，并对裂纹性质进行了判定，分析了产生裂纹故障的原因。结果表明：斜支板涡轮后机

匣裂纹为疲劳性质，原始铸造冷隔缺陷、热等静压工艺产生的细小再结晶层、基体晶粒粗大是促使涡轮后机匣过早疲劳开裂的主要

原因。为避免该类故障再次发生，建议提高浇注温度以增强浇注液流动性，从而排除冷隔缺陷；防止热等静压时产生表面细小再结

晶；添加细化剂使基体晶粒细化。

关键词：涡轮后机匣；裂纹；疲劳；铸造缺陷；再结晶；故障分析；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6.002

Study on the Crack Failure Mechanism of a Turbine Rear Casing
GAO Zhi-kun袁Chi Qing-xin袁BU Jia-li

渊AECC袁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

Abstract: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crack fault on the turbine rear casing with tilted-plat袁the macroscopic crack and material quality
were inspected袁the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morphology fracture were analyszed袁 the origin of fine crystal layer and its influence on
fatigue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The crack characteristic was judged and the reason of crack fault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ack on the turbine rear casing with tilted-plat is fatigue crack袁 the original casting cold barrier defect袁the fine recrystallization layer
produced by hot isostatic pressing process袁and the coarse matrix grain are the main causes of premature fatigue cracking of turbine rear
cas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ouring temperature should be raised to enhance the fluidity of the casting solution so as to eliminate the cold
barrier defect袁to prevent the formation of fine recrystallization on the surface during hot isostatic pressing袁and to add refiners to refine the
matrix grains.

Key words: turbine rear casing曰crack曰fatigue曰casting defect曰recrystallization曰failure analysis曰aeroengine

0 引言

涡轮后机匣是航空发动机后部的重要承力部件，

主要由内环（轮毂）、支板和外机匣 3 部分组成。目前，

涡轮后机匣通常选用 K4169 高温合金铸造，该合金

是 1 种耐热、耐腐蚀、真空熔炼沉淀强化的铸造镍基

高温合金，在很宽的中、低温度范围内具有较高的强

度和塑性，以及优良的耐腐蚀性能。

近年来，国内整体铸造出一批高温合金涡轮后机

匣，但对大型复杂结构件整体铸造的基础技术问题没

有开展过深入系统的试验研究，关键技术没有取得根

本突破，铸件合格率不高，大型复杂高温合金空心斜

支板涡轮机匣的整体精铸技术已成为中国发动机研

制需要攻克的关键技术之一。此外，内环与外机匣径

向跨度大，在承受轴向力的同时还需满足热变形协调

性和刚性的要求，一旦承力框架上产生裂纹，将对发

动机工作安全产生严重影响[1-3]。而且，截止目前，国内

整体铸造涡轮后机匣的工程使用经验积累不多，对铸

件的冶金质量、冷热加工工艺及其对铸件疲劳性能的

影响研究很少开展。

本文通过对 K4169 高温合金整体铸造涡轮后机

匣支板在试车后出现的裂纹的性质和失效模式进行

第 44 卷 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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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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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揭示了裂纹的成因，并提出改进建议。

1 试验与结果

1.1 宏观检查

故障机匣裂纹的宏观形貌如图 1 所示。机匣表面

呈金黄色，裂纹位于支板与内环转接处，呈“几”字形。

将裂纹断口打开，其宏观形貌如图 2 所示。断口

大部分呈金黄色，局部发灰，表面粗糙、起伏较大，裂

纹处机匣壁厚约 2.0 mm。断口表面隐约可见疲劳弧

线和放射棱线，表明裂纹为疲劳属性，由其延展方向

可判断疲劳起源于支板与内环转接处的外表面。

1.2 断口微观分析

通过扫描电镜对断口进行观察，发现其上存在由

表面深入基体内部的裂纹，裂纹开口宽度不连续，内

壁圆润、光滑，应为铸造冷隔缺陷，放射棱线主要汇聚

于该缺陷中，表明其对疲

劳裂纹的萌生起主要促

进作用（如图 3（a）所示）；

放大观察，缺陷附近断口

还可见河流花样特征，汇

聚于亚表面多个区域，该

处距离表面约 0.1 mm，主要呈氧化颗粒形貌（如图 3

（b）所示），表明该处也为疲劳源，裂纹断口为多源疲

劳起始；扩展区在高倍电镜下可见细腻的疲劳条带

（如图 3（c）所示），说明裂纹断口扩展应力不大[4-5]。

1.3 成分分析

对故障后机匣基体、裂纹断口源区和扩展区进行

能谱分析，结果见表 1。从表中可见，故障涡轮后机匣

基体成分符合标准要求；疲劳源区域氧含量较附近扩

展区的明显偏高，表明其氧化程度较扩展区的严重[6]。

1.4 组织检查

取故障涡轮后机匣裂纹附近表面、截面、机械加

工面和基体制备金相试样，将试样打磨、腐蚀后观察

其显微组织形貌，如图 4 所示。故障涡轮后机匣裂纹

附近晶粒较粗大，直径约为 2.0～4.0 mm；疲劳裂纹起

源处存在深约 100 滋m 的细晶层（晶粒直径约为 5～

30 滋m）；而裂纹附近原始机械加工表面未见细晶层；

基体组织可见碳化物和针状 啄 相，未见异常。

图 1 故障机匣裂纹的宏观形貌

图 2 故障机匣裂纹断口的宏观形貌

（a）源区低倍

（c）扩展区

图 3 断口微观形貌

EHT=20.00 kV
WD=16.4 mm

Signal A=SE2
Mag=5.00 KX

2 滋m

（b）源区放大

EHT=20.00 kV
WD=17.0 mm

Signal A=SE2
Mag=800X

10 滋m

EHT=20.00 kV
WD=40.7 mm

Signal A=SE2
Mag=36X

200 滋m

位置

基体

源区

扩展区

标准

位置

基体

源区

扩展区

标准

O

28.26

4.82

Al

0.70

0.98

0.68

0.30～0.70

Cr

19.09

18.71

18.64

17.00～21.00

Ti

0.66

2.98

1.09

0.65～1.15

Ni

53.89

28.15

48.18

50.00～55.00

Mn

0.35

0.26

0.30

≤0.35

Nb

4.41

3.92

3.74

4.40～5.40

Fe

18.15

15.98

19.89

余

Mo

2.83

1.78

1.78

2.80～3.30

表 1 能谱分析结果 W /%

（a）表面 （b）截面

（c）机械加工表面 （d）基体

图 4 故障机匣组织形貌

1000 滋m 30 滋m

200 滋m 50 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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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力学性能测试

对试样进行室温拉伸性能测试，其结果见表 2。

从表中可见，故障机匣室温拉伸性能符合标准要求。

为分析故障涡轮后机匣细晶层形成原因，选取 1

块模拟斜支板承力框架浇注工艺的试验料（与裂纹位

置相对应）进行模拟试验。首先检查试验料铸态下的

金相组织（如图 5（a）所示），合金表面没有发现细晶

组织，证明细晶层不是铸造时产生的；切取部分试验

料，按故障涡轮后机匣热等静压制度进行热模拟试

验，之后对其进行组织分析，此时表面产生了 1 层细

晶组织，如图 5（b）所示。上述试验及对机匣热工艺过

程分析表明，故障涡轮后机匣表面细晶层是在铸件热

等静压工序产生的表面再结晶层。

1.6 再结晶层对疲劳特性影响分析

1.6.1 试验方法

从故障涡轮后机匣取板状试样，主要工艺为线切

割、磨、镗孔、抛光等。试样的表面状态分为 2 种，1 种

是保留原始铸造表面（宽边存在细小再结晶层），另 1

种是通过磨削去除再结晶层，并使其厚度尽可能与带

原始铸造表面的试样一致。对试样分别进行室温和

550 ℃下的疲劳试验，均采用应力控制，应力比为 啄＝
0.1，在室温下最大应力分别选取 640、783 MPa，在

550 ℃下最大应力为 640 MPa。

1.6.2 试验结果

再结晶层对疲劳寿命的影响如图 6 所示。从图中

可见，在室温下可见随着应力的增大，有、无再结晶层

试样的循环周次都呈下降趋势；与去除再结晶层的试

样相比，有再结晶层试样的疲劳寿命较短，并且结果

较分散，说明铸件热等静压工艺产生的细小再结晶层

对其抗疲劳性能有不利影响；在本试验条件下，若去

除再结晶层，可使试样在达到同样疲劳寿命时的最大

应力提高约 20％。

在应力相同的条件下，随着温度的升高，有、无再

结晶层试样的循环周次都呈下降趋势，且有再结晶层

试样的疲劳寿命低于去除再结晶层试样的，进一步说

明再结晶层对机匣抗疲劳性能有不利影响。

疲劳试样断口及裂纹形貌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

见，放射棱线汇聚于再结晶层（厚度约为 50 滋m），说

明疲劳裂纹萌生于该区域；放大观察，疲劳裂纹以解

理小平面和滑移特征萌生于再结晶层与基体结合处；

扩展区主要呈河流花样和滑移平面特征，局部类似

于“单晶”疲劳裂纹扩展

特征[7]，这应与机匣晶粒

粗大有关；裂纹截面组织

形貌进一步说明疲劳裂

纹萌生于再结晶层与基

体结合区域。

2 失效原因分析

通过对故障涡轮后机匣裂纹断口检查与分析可

项目

试样 1

试样 2

标准

滓b /MPa

915

910

≥825

滓0.2 /MPa

700

695

≥640

啄5 /%

11.0

10.5

≥5.0

表 2 故障机匣室温拉伸性能

图 6 再结晶层对疲劳寿命的影响

（a）原始铸造 （b）模拟热等静压

图 5 模拟试验中试验料的组织形貌

200 滋m 200 滋m

（a）源区放大

（b）源区高倍 （c）截面

图 7 疲劳试样断口及组织形貌

Mag=750X10 滋m Signal A=SE1

Mag=1.50X
10 滋m

Signal A=QBSDMag=3.00KX2 滋m Signal A=S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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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故障斜支板涡轮后机匣裂纹性质为疲劳，起源于

支板与内环转接处外表面。

2.1 铸造冷隔缺陷

起源于铸造冷隔缺陷的疲劳裂纹是由于浇注液

熔合不良，在铸件表面形成类似裂纹状的边缘带有圆

角的缝隙。在通常情况下，铸件验收标准不允许零件

中存在冷隔缺陷，其形成主要与浇注中断、浇注温度

低、铸件设计壁厚薄、型腔内排气不畅等有关[8-9]。该缺

陷破坏了材料内部的连续性，不仅降低了后机匣静强

度储备，还使局部的高应力（滓max）应力集中，缺陷形状

越尖锐，材料的强度越高，塑性越低，应力集中系数也

就越大，从而大大降低后机匣整体抗疲劳强度。加之

发动机试车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振动，在振动应力的

作用下，促使故障斜支板涡轮后机匣在原始铸造冷隔

缺陷处过早萌生疲劳裂纹。多源萌生于亚表面（距离

表面约 0.1 mm）的疲劳裂纹，其氧化颗粒特征区域与

组织分析可知的深约 0.1 mm 的细晶层相对应，且能

谱分析表明该氧化颗粒特征区域氧化较附近扩展区

的明显严重，说明细晶层在工作过程中首先发生开

裂、随后开裂处氧化，继而在振动应力作用下，疲劳裂

纹在该处过早萌生。

2.2 再结晶层影响

由故障后机匣组织分析和模拟试验可见：细晶层

并非是故障涡轮后机匣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的，而是在

热等静压工艺后产生的细小再结晶层（晶粒直径约为

5～30 滋m）。目前，未见国内外关于再结晶对铸造等

轴晶部件性能影响及其裂纹萌生机制方面的研究，只

是在再结晶对定向或单晶高温合金的力学性能影响

方面有少量技术资料[10-14]。依据本试验条件下再结晶

对构件疲劳特性的影响结果可知，无论是在室温还是

在 550 ℃下，有再结晶层试样的疲劳寿命均低于无

再结晶层试样的，说明细小再结晶层的确降低了铸件

的抗疲劳性能；从对疲劳试样断口和裂纹组织分析上

同样可知，疲劳裂纹萌生于再结晶层与基体结合区

域，也进一步说明细小再结晶层对故障涡轮后机匣的

抗疲劳性能有不利影响，促使疲劳裂纹过早萌生。为

解释这一现象，认为故障部位涡轮后机匣壁厚（约为

2.0 mm）与该部位基体晶粒（直径约为 2.0～4.0 mm）

尺寸相当，机匣截面局部可以简化成定向或单晶高温

合金。由于再结晶层的承载能力低，且再结晶材料的

力学性能、弹性模量等与基体材料的差异很大，在承

载时由于变形不协调使故障部位再结晶区与基体材

料界面处产生很大的应力集中，并使再结晶区与基体

材料的界面处应力显著增大，促使故障涡轮后机匣在

再结晶区与基体材料界面区域过早出现损伤并诱发

疲劳裂纹萌生。

2.3 晶粒粗大影响

此外，故障涡轮后机匣未超温使用（基体组织正

常），循环应力水平不高（扩展区疲劳条带细密），但故

障部位晶粒（直径约为 2.0～4.0 mm）粗大，断面等轴

晶比例低，当塑性变形从 1 个晶粒传播到相邻晶粒

时，由于晶界少而导致晶界阻力减小，穿过晶界就比

较容易；晶粒粗大，还使同时开动的晶内位错和增值

位错率降低，塑性变形不均匀，又使扩展裂纹穿过晶

界进入相邻晶粒并改变方向的频率减值，消耗能量减

少，促使故障涡轮后机匣裂纹萌生与扩展。周瑞发等

研究镍基高温合金 GH33 时，对不同晶粒度的疲劳性

能进行比较。同样发现晶粒越细小，疲劳寿命越长，且

在较小的晶粒度等级，晶粒大小对疲劳性能的影响越

明显，直径小于 l mm 的晶粒展示出明显提高的疲劳

寿命。同时，有研究表明[15]：在室温及 700 ℃、非大应

力（超出机匣设计值）状态下，K4169 合金细晶（晶粒

直径约为 0.1 mm）的疲劳性能均优于粗晶（晶粒直径

约为 3.8 mm）的；高温持久性能细晶比粗晶高出 1/3。

由此可知，故障机匣基体粗大晶粒组织对其使用性能

不利，可通过添加细化剂等工艺改进细化基体晶粒，

从而提高其综合性能。

3 结论

（1）故障斜支板涡轮后机匣裂纹为疲劳性质，疲

劳起源于支板与内环转接处外表面；

（2）铸造冷隔缺陷、细小再结晶层和基体晶粒粗

大是促使涡轮后机匣过早疲劳开裂的主要原因；

（3）可采用提高浇注温度、增强浇注液流动性等

措施排除冷隔等原始铸造缺陷，通过添加细化剂等工

艺使后机匣基体晶粒细化，避免热等静压工艺产生细

小再结晶层等措施提高斜支板涡轮后机匣整体抗疲

劳性能。

希望此次故障能引起相关科研人员对整体铸造

机匣验收质量的高度重视，加强设计制造一体化技

术，为今后整体铸造涡轮后机匣的可靠应用提供重要

的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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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针对由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制造、装配及性能退化引起的发动机模型与实际发动机之间的性能不匹配问题，提出 1 种基

于粒子群优化算法（PSO）的发动机部件特性自动修正及更新方法。根据发动机部件级模型的输出数据和发动机性能分析软件

GasTurb 计算结果，以发动机关键测量参数所定义的目标函数最小为优化目标，利用 PSO 获取不同相对换算转速下的部件特性修正

因子，并在线完成特性图的自动更新。并以某型涡轴发动机为对象进行仿真验证，结果表明：该方法可有效提高涡轴发动机部件级

模型的精度，并直接输出更新后的部件特性。

关键词：涡轴发动机；部件特性修正；部件级模型；粒子群算法；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6.003

Modification and Updating Method in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of Turboshaft Engine
DONG Zhen1袁ZHOU Wen-xiang1袁PAN Mu-xuan1袁HUANG Kai-ming2

渊1. 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袁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 Nanjing 210016袁
China曰2. 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袁Zhuzhou 412002袁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erformance mismatch between engine model and actual engine caused by manufacture袁
assembly and performance degeneration of the aeroengine parts袁 an automatic modification and updating method of aeroengine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was proposed based on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渊PSO冤. According to the output data of engine component level model
a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engine performance analysis software GasTurb袁 the minimum objective function defined by key measurement
parameters of engine was taken as the optimization objective. The correction factor of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under different relative
conversion speed was obtained and the automatic updat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 diagrams were completed online by using PSO.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component level model of the turboshaft engine and
directly output the updat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onent with the turboshaft as a simulation verification object.

Key words: turboshaft engine曰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modification曰 component level model曰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曰
aeroengine

0 引言

非线性部件级模型是航空发动机及其控制系统

研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仿真工具。模型的精度是建模

过程中的 1 项关键技术指标，直接决定该模型的应用

价值和适用范围。借助高精度的航空发动机性能仿真

模型，通过计算机仿真及优化，可以大大缩短发动机

数控系统的设计及测试周期，降低研发成本，同时还

可避免不必要的试车风险[1-2]。

影响发动机部件级模型精度的 1 个重要因素是

发动机部件特性。对发动机而言，零部件制造和装配

过程必然存在着公差[3]，并且在发动机寿命期内自然

磨损、疲劳、腐蚀或积垢等原因也会引起相关部件的

性能退化[4]，从而导致设计出的发动机期望部件特性

与实际装机的部件特性之间产生差异。若以期望部件

特性为依据建立的数学模型表现出的整机性能，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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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发动机整机性能之间也必然存在一定差异。因此，

模型修正技术对于提高发动机部件级模型精度非常

重要。

国外学者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开始进行修

正发动机部件特性和模型参数的方法研究。Stamatis

A 等[5-6]提出 1 种基于发动机实际测量数据的方法，将

发动机模型的仿真输出和试车数据误差的加权平方

和作为目标函数，采用非线性广义最小残差法求解共

同工作方程；同样在试车数据的基础上，Joachim

Kurzk[7-8]着眼于大气条件对发动机各截面总温、总压

及流量等气路参数的影响，给出详细的修正方法。之

后，优化算法逐渐引入部件特性修正中。Y. G. Li[9]采

用牛顿 - 拉夫森算法求解不可测参数的修正因子，得

到准确的不可测参数的真实值；Changduk Kong[10-12]从

部件特性图着手，发现压气机流量可以近似表示为压

比的 3 次多项式，效率可以近似表示为流量的 3 次多

项式，其中多项式系数通过遗传算法优化得到。国内

学者在发动机部件级模型修正方面也进行了深入研

究。段守付等[13]在模型中引入加权函数和一系列修正

因子，改变修正因子的取值使加权函数最小，实现对

发动机部件特性和模型的最优修正；陈策等[14]建立

BP 神经网络对部件特性数据进行识别学习，实现特性

数据的精确插值和对未知特性数据的推测；吴虎等[15]

提出 1 种预测发动机部件特性的自适应模型方法，以

通用特性为基础，运用单纯形优化方法预测出不同飞

行条件下涡扇发动机的部件特性。上述修正方法在原

理上具有相似性，但在求解非线性方程组或优化算法

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本文利用具有高效率和全局搜索能力的粒子群

优化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来修正涡

轴发动机的部件特性。在基本不改变部件级模型核心

计算代码的情况下，使用 PSO 算法计算出部件特性

图和其他参数的修正因子。

1 涡轴发动机建模

拟建模的涡轴发动机由进气道（包括粒子分离

器）、组合压气机（包括轴流压气机和离心压气机）、燃

烧室、燃气涡轮、动力涡轮和尾喷管组成，如图 1 所

示，各截面定义见表 1。

涡轴发动机部件级模型的输入参数是大气压力、

环境温度、高度、马赫数、燃气涡轮转速和动力涡轮转

速。输出参数是燃油流量、各截面气动参数（总温、总

压等）和性能参数（动力涡轮功率、耗油率等）。在建立

所有部件的气动热力学模型后，选定 4 个仿真初猜值

（压气机、燃气涡轮和动力涡轮压比及燃气涡轮转

速），其对应的 4 个共同工作方程为

燃烧室出口和燃气涡轮进口燃气物理流量平衡

方程

W g4 /W g41-1=着1 （1）

燃气涡轮出口和动力涡轮进口燃气物理流量平

衡方程

W g44 /W g45-1=着2 （2）

动力涡轮出口和尾喷管进口燃气物理流量平衡

方程

W g5 /W g7-1=着3 （3）

轴功率平衡方程

浊mgtNgt /（Ncp+Nex）-1=着4 （4）

式中：W g 为燃气物理流量，下标数字为相应截面编

号；Ngt 为燃气涡轮输出功率；Ncp 为组合压气机消耗

功率；Nex 为附件提取功率；浊mgt 为燃气涡轮轴机械效

率；着i（i=1,2,3,4）为平衡方程的残差。

利用牛顿 - 拉夫森法迭代求解共同工作方程组

就可以得到稳态工作点。由上述 4 个共同工作方程结

合各部件气动热力计算方程，构成发动机的稳态模

型。在发动机稳态工作时，若共同工作方程的残差 |

图 1 涡轴发动机结构

STATION0 1 2 21 2.4 3 3.1 4 4.1 4.4 4.5 57 8

WF

动力涡轮燃气涡轮燃烧室压气机

编号

0

1

2

21

24

3

31

截面

未扰气流

进气道进口

进气道出口

压气机进口

轴流压气机出口

压气机出口

燃烧室进口

编号

4

41

44

45

5

7

8

截面

燃烧室出口

燃气涡轮进口

燃气涡轮出口

动力涡轮进口

动力涡轮出口

尾喷管进口

尾喷管出口

表 1 涡轴发动机各截面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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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i|<着0，i=1,2,3,4（其中 着0 为控制精度，本文取 10-3），则

认为方程收敛，停止迭代。

2 粒子群优化算法

采用粒子群优化算法修正发动机部件级模型，其

原理是利用 PSO 优化发动机模型的修正因子，使目

标函数最小化或使适应度函数最大化。

2.1 待修正参数

对涡轴发动机部件级模型而言，待修正的参数包

括旋转部件的部件特性（包括压比、换算质量流量和

效率）、典型流道部件的总压恢复系数、压气机引、放

气比例以及燃烧室效率。

修正设计点时，对上述参数都进行修正；修正非

设计点时，本文只修正旋转部件的部件特性，其他待

修正参数采用设计点的修正结果。

2.2 目标函数

选择燃油物理流量 W f、组合压气机增压比 仔cp、
发动机进口空气物理流量 W a2、动力涡轮进口燃气总

温 T45 以及输出功率 Ne 作为目标参数。

发动机测量参数的误差定义为

ei=（ycal-yact）/yact （5）

式中：ycal 为计算参数；yact 为基准参数。

目标函数定义为

F=
5

i=1
移ai|ei| （6）

式中：ai 为各目标参数的权重系数，本文在优化过程

中暂取 1。

2.3 粒子群算法优化原理

粒子群算法是模拟鸟群觅食的过程[16-17]。每个优

化问题的解都是搜索空间的 1 只鸟，称为“粒子”。每

个粒子具有由优化函数确定的适应度值。每个粒子也

具有 1 个速度，决定搜索的方向和距离。所有粒子追

随当前最优粒子在解空间中搜索。

假设 D 维空间中的粒子群中的第 i 个粒子的位

置表示为

xi=（xi1,xi2,…,xij,…,xiD） （7）

速度表示为

vi=（vi1,vi2,…,vij,…,viD） （8）

当前粒子群中的最优个体粒子表示为

pi=（pi1,pi2,…,pij,…,piD） （9）

历代全局最优个体粒子表示为

gi=（gi1,gi2,…,gij,…,gD） （10）

粒子群中的所有粒子根据式（11）和（12）更新速

度和位置

vij=棕vij+c1r1（pij-xij）+c2r2（gj-xij） （11）

xij=xij+vij （12）

式中：r1 和 r2 取（0，1）中的随机数；c1 和 c2 为学习因

子，通常取 2；棕 为惯性权重，取较大的值意味着粒子

群具有较强的全局搜索能力，取较小的值意味着粒子

群局部搜索能力达到最优。

所有粒子的速度和位置具有上下限，由实际问题

决定。由式（11）和（12）组成的粒子群算法称为基本粒

子群算法。

在此基础上，如果惯性权重的值根据迭代次数而

减少，则算法被称为惯性权重线性递减粒子群算法[18]。

一般来说，棕 的初始值设为 0.9，然后根据迭代次数将

其线性减小到 0.4。粒子群优化算法的惯性权重线性

递减是粒子群算法中比较常见的算法模型。本文采用

惯性权重线性递减粒子群优化算法优化涡轴发动机

部件特性。

惯性权重定义为

棕=棕max-
1
n（棕max-棕min） （13）

式中：i 为当前迭代次数；n 为总迭代次数。

本文粒子群总优化代

数设置为 300，所有待修正

因子优化范围统一设置为

[0.98，1.02]。适应度在初始

100 代以内急剧增加，然后

减慢，在 150 代左右达到最

大，如图 2 所示。

部件特性修正流程如图 3 所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粒子群优化迭代过程中更新

的是部件特性图，而不是部件流量或效率特性的修正

因子，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优化结束，可以直接输出

修正后的部件特性图和其他有关模型参数，如总压损

失、引放气比例等。

3 部件特性图修正方法

压气机流量 - 压比特性如图 4 所示。图中描绘出

待修正的一些稳态工作点，A 为设计点，B、C、D 为非

设计点。对于设计点 A，部件特性图将根据模型计算

图 2 粒子群适应度变化

100

80

60

40

20

300250200150100500
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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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的结果与发动机设计点参数进行整体缩放。非设计点

则是根据相对换算转速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进行修

正。例如，当修正工作点 B 时，保持 L1 不变并缩放 L2，

L4，…，Ln，以免影响设计点 A 的仿真精度。然后固定

L1 和 L2，继续修正 L4 及更低的等换算转速线来修正

工作点 C。
上述修正方法假定在压气机 2 条等换算转速线

之间只存在 1 个待修正工作点，这一假设条件在模型

修正过程中有时是不满足的。图 4 显示在压气机 L2

和 L4 2 条等换算转速线之间存在 C 和 D 2 个工作

点，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先选择距离设计点 A 较远的

工作点 D 作为待修正点，对 L4 及其以下的等换算转

速线进行整体修正，然后用工作点 C 来检验修正好的

部件特性是否达到仿真精度要求。如若不满足要求，

可以在点 C和点 D之间补充 1 条等换算转速线 L3。这

时问题转化成 2 条等换算转速线之间只有 1 个待修

正点的情况，可根据前述方法对补作的特性线 L3 及其

以下特性线进行修正，修正完毕后，继续根据点 D 的

仿真结果修正 L4 及其以下转速特性线，如图 5 所示。

为了验证提出的部件特性修正方案是否可行，本

文从发动机性能分析软件 GasTurb 提取涡轴发动机

通用部件特性图，以 GasTurb 软件计算结果作为模型

修正基准值。在地面标况下（ISA H=0 km，Ma=0）选取

燃气发生器转子相对物理转速分别为 1、0.975、

0.941、0.907 的 4 个工作点 A、B、C、D 来修正通用部

件特性图。设计点 A 修正前、后各目标参数的稳态误

差见表 2。

由表中可知，修正设

计点 A 后，模型精度大大

提高，设计点处模型平均

稳态仿真误差由 4.7%下降

至 0.2%。设计点 A 修正

前、后压气机流量特性变

化如图6 所示。

接着修正稳态工作点 B。稳态工作点 B 修正前、

后各目标参数的稳态误差见表 3。

稳态工作点 B 修正前、后压气机流量特性变化

如图 7 所示。

由于稳态工作点 C、D 同时在 2 条等换算转速线

之间，先修正稳态工作点 D。稳态工作点 D 修正前、

后稳态误差见表 4。

项目

基准值

修正前

误差%

修正后

误差%

W f /

（kg/s）

0.1064

0.1049

-1.44

0.1063

-0.07

仔cp

16.78

16.72

-0.36

16.78

-0.03

W a2 /
（kg/s）
4.534
4.551
0.37
4.558
0.54

T45 /
K

1158
1152
-0.52
1162
0.28

Ne /
kW
1350
1324
-1.93
1341
-0.67

表 3 稳态工作点 B修正前、后稳态误差对比

（ISA H=0 km，Ma=0，ng=97.5%，np=100%）

图 6 设计点 A修正前、后

压气机流量特性对比

24

22

20

18

16

14

12

10

8

修正后
修正前

L '
4

L4

L '
2

L2

L '
1

L1

A

换算流量 /（kg/s）
4.64.44.24.03.83.63.4

图 3 部件特性修正流程

图 5 补作等换算转速线后

压气机流量 -压比特性

项目

基准值

修正前

误差%

修正后

误差%

W f /

（kg/s）

0.1130

0.1175

3.98

0.1125

-0.46

仔cp

17.60

18.01

2.35

17.59

-0.06

W a2 /
（kg/s）
4.708
4.947
5.09
4.729
0.44

T45 /
K

1177
1249
6.13
1177
-0.01

Ne /
kW
1450
1536
5.93
1451
0.11

表 2 设计点 A修正前、后稳态误差对比

（ISA H=0 km，Ma=0，ng=100%，np=100%）

图 4 压气机流量-压比特性

L4

L2

L1

AB
CD

换算流量

L4

L2

L1

AB
CD

换算流量

L3

14



董 桢等：涡轴发动机部件特性修正及更新方法第 6 期

图 8 稳态工作点 C修正

前、后压气机流量特性对比

L '
4

L4

L2

L1

A

换算流量 /（kg/s）

22

20

18

16

14

12

10

8

修正后
修正前

3.5 4.0 4.5

L '
3

L3

B
CD

图 9 稳态工作点 D修正前、

后压气机流量特性对比

L '
4

L4

L2

L1

A

换算流量 /（kg/s）

22

20

18

16

14

12

10

8

修正后
修正前

3.5 4.0 4.5

L3 B
C

D

项目

基准值

修正前

误差%

修正后

误差%

W f /

（kg/s）

0.097

0.098

1.15

0.097

-0.04

仔cp

15.66

15.63

-0.15

15.69

0.19

W a2 /
（kg/s）
4.293
4.317
0.56
4.334
0.95

T45 /
K

1129
1142
1.12
1130
0.07

Ne /
kW

11198
1193
-0.46
1192
-0.54

表 6 补作等换算转速线后工作点 C修正前、后误差对比

（ISA H=0 km，Ma=0，ng=94.1%，np=100%）

修正后 A、B、D 3 个

稳态工作点目标参数相

对误差都在 1%以内，满

足精度要求。然后检验修

正后的部件特性是否能够

使稳态工作点 C 也满足指

标要求。修正后稳态工作

点 C稳态误差见表 5。

从表中可见，Wf 和 T45 的相对误差仍高于 1%。因

为这 2 个参数是反映涡轴发动机经济性及整机性能

指标非常重要的参数，很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其仿真精

度，所以此处考虑在点 C、D 之间补作 1 条等换算转

速线。补作的等换算转速线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

定，这里取相邻等换算转速的中值。

补作等换算转速线后稳态工作点 C、D 修正前、

后稳态误差见表 6、7。修正前、后压气机流量特性对

比如图 8、9 所示，其中，L3 为补作的等换算转速线。

以上仿真结果表明，修正后点 A、B、C、D 目标参

数稳态仿真误差均在 1%以内，满足精度要求并且结

果与预期相同。

压气机效率特性的修

正与流量特性的修正方法

一致，修正前、后压气机效

率特性对比如图 10 所示。

修正涡轮部件特性

时，2 条等换算转速线之

间存在 B、C、D 3 个稳态工

作点。采用与压气机部件特性相同的修正方法，由于

等换算转速线分布比较密集，修正稳态工作点 D 之

后的特性能够使这 3 个稳态工作点同时满足精度要

求。修正前、后涡轮流量特性对比如图 11 所示，涡轮

效率特性对比如图 12 所示。

项目

基准值

修正前

误差%

修正后

误差%

W f /

（kg/s）

0.0882

0.0888

0.69

0.0880

-0.23

仔cp

14.50

14.40

-0.75

14.46

-0.29

W a2 /
（kg/s）
4.035
4.054
0.46
4.054
0.47

T45 /
K

1104
1115
1.03
1101
-0.24

Ne /
kW
1049
1029
-1.87
1041
-0.77

表 4 稳态工作点 D修正前、后稳态误差对比

（ISA H=0 km，Ma=0，ng=90.7%，np=100%）

项目

基准值

修正前

误差%

W f /

（kg/s）

0.097

0.098

1.15

仔cp

15.66

15.63

-0.15

W a2 /
（kg/s）
4.293
4.317
0.56

T45 /
K

1129
1142
1.12

Ne /
kW
1198
1193
-0.46

表 5 修正后稳态工作点 C稳态误差

（ISA H=0 km，Ma=0，ng=94.1%，np=100%）

项目

基准值

修正前

误差%

修正后

误差%

W f /

（kg/s）

0.088

0.086

-2.30

0.088

-0.13

仔cp

14.50

14.41

-0.66

14.51

0.04

W a2 /
（kg/s）
4.035
4.071
0.90
4.070
0.88

T45 /
K

1104
1090
-1.22
1106
0.23

Ne /
kW
1049
1018
-2.98
1049
-0.03

表 7 补作等换算转速线后工作点 D修正前、后误差对比

（ISA H=0 km，Ma=0，ng=90.7%，np=100%）

图 10 修正前、后压气机效率

特性对比

L '
4

L4

L2 L1

A

换算流量 /（kg/s）

0.90
修正后
修正前

3.5 4.0 4.5

L '
3

BC
D

0.85

0.80

L '
2

图 11 修正前、后燃气涡轮

流量特性对比

L2
A

压比

修正后
修正前

5 6 7

L '
3D

3.2

3.4

3.6

432

L1

L3

图 7 稳态工作点 B修正前、

后压气机流量特性对比

22

20

18

16

14

12

10

8

修正后
修正前

L '
4

L4

L '
2

L2

L1

A

换算流量 /（kg/s）
4.64.44.24.03.83.63.4

B

图 12 修正前、后燃气涡轮

效率特性对比

压比
5 6 7432

0.78

0.76

0.74

0.72

0.70

0.65

0.66

修正后
修正前

A

L '
3

L1

L3
D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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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提出基于粒子群优化算法（PSO）修正涡轴

发动机部件特性的方法，通过模型计算结果与 Gas-

Turb 仿真结果的对比，得到以下结论：

（1）用粒子群算法优化并更新已有的部件特性图

可以有效减少部件级模型的稳态仿真误差。

（2）在模型修正过程中，不更新特性图只更新修

正因子的方法对修正因子缺乏约束，求解出的数学解

可能存在对应的发动机旋转部件效率大于 1 的情况，

这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而本文提出的方法在每次优化

修正结束后直接输出更新的部件特性图，可以直观地

查看更新后的部件特性，有效避免了这一问题。

本文所提出的部件特性修正方法还有不足之处，

例如在修正发动机非设计点的过程中，只是对发动机

部件特性中的等换算转速线进行平移或者缩放处理，

并没有改变其形状或趋势，有待引入更多的高空稳态

工作点，进一步开展改变等换算转速线局部形状或趋

势的修正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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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转子振动问题，开展了螺栓法兰联接结构对转子固有特性及不平衡响应的研究。基于有限单元法，结合

转子有限元模型及螺栓法兰联接结构的力学模型，建立了考虑螺栓法兰联接的转子动力学模型。基于 Newmark-β 法求解转子不平

衡响应及固有特性，并利用 ANSYS 仿真软件对结果进行了仿真验证，得到了联接结构刚度对转子固有特性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

明：转子第 1 阶固有频率对螺栓法兰结构的轴向刚度变化较为敏感；第 2 阶固有频率对螺栓法兰结构的径向刚度变化较为敏感；

第 3 阶固有频率则对螺栓法兰结构的 2 种刚度变化均较为敏感；并且转子处的联接刚度会对转子的不平衡响应有一定抑制作用。

关键词：螺栓法兰联接；振动特性；有限元模型；转子模型；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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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Rotor System with Bolt Connection
HOU Xiao-jie1, LUO Zhong1, HUANG Yao-yu2, ZHANG Xi-chang2

渊1.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Automation袁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19, China;
2.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vibration problem of aeroengine rotor袁the research on the rotor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rotor
unbalance response of bolted flange connection structure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袁combined with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rotor and the mechanical model of bolted flange connection structure袁the rotor dynamics model with bolt flange
connection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Newmark- 茁 method袁the unbalanced response and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rotor were solv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were verified by ANSYS software袁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stiffness of the rotor connecting structure on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was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rst natural frequency of rotor is sensitive to the axial stiffness change of bolted
flange Structure. The Second natural frequency is sensitive to the radial stiffness change of bolted flange structure. The Third natural
frequency is sensitive to both stiffness changes of bolted flange structure and the connection stiffness of rotor can restrain the unbalance
response of r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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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螺栓联接因具有安装方便、结构简单、联接刚性

好等优点[1-5]，成为航空发动机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紧固

联接方式。但螺栓联接特性会直接影响整个系统的动

力学特性，特别对于带有螺栓联接结构的转子系统，

其影响更为明显[6]，而目前在对转子系统进行动力特

性分析时，往往忽略螺栓联接特性，直接按刚性结构

处理，导致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出现较大偏差。为了

更真实地分析转子动力学特性，必须考虑螺栓对转子

特性的影响，建立包含螺栓联接的转子系统动力学模

型。

目前国内外对于研究螺栓联接的力学特性及螺

栓预紧力对联接结构本身固有特性的影响研究较多，

而针对螺栓联接刚度对转子系统整体固有特性的影

响还没有系统研究。栾宇[7]通过物理实验与仿真计算

研究了螺栓法兰联接的轴向静力响应特性，发现联接

结构存在明显的轴向拉压刚度不同特性；刘卓乾[8]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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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径向和弯曲 3 个方面讨论了螺栓联接的力学特

性；赵丹[9]对某型航空发动机螺栓联接转子进行数值

仿真，分析了螺栓联接结构对实际航空发动机的动力

学特性的影响；Boeswald[10]采用试验与数值方法研究

了螺栓联接的分段线性规律；QIN[11-12]等用有限元法

计算螺栓毂筒联接的弯矩特性，建立了盘鼓转子接合

部连接刚度解析模型，并将其引入转子有限元模型

中，采用多项谐波平衡法（multi-term harmonic bal-

ance method）对含连接非线性（分段线性）转子系统响

应进行了分析；GAO 等[13]用有限元法给出了拉杆转子

联接的数学模型，并将该模型应用于 Jeffcott 转子，研

究了其动力学响应特性和模态特性。

本文针对螺栓法兰联接对转子系统影响，基于有

限元方法建立了考虑螺栓法兰联接的转子模型。应用

该模型分析了联接结构对转子系统固有特性的影响，

并且将结果与 ANSYS 仿真软件结果进行对比验证。

1 螺栓法兰联接转子系统有限元模型

有限元的建模思路，就是将复杂的几何和受力对

象划分为一个个形状比较简单的标准构件，称为单

元；然后给出单元节点的位移和受力描述，列写单元

动能、势能表达式，通过拉格朗日方程建立单元的质

量、刚度矩阵；再通过单元与单元之间的节点联接关

系进行单元的组集，最终得到结构的整体质量、刚度

矩阵；进而根据位移约束和受力状态处理边界条件并

进行求解。

为简化说明，设研究对象为 1 个转子系统，如图

1 所示。2 根轴通过法兰由螺栓联接，转子两端由轴承

支承。建立坐标系 oxyz，其中以转轴左端面圆心作为

坐标原点 o；转轴中心线为 z 轴；x 轴和 y 轴分别为转

子的 2 个径向方向。

1.1 螺栓法兰联接的弯矩特性

螺栓法兰联接通常有 n 个性质相同的螺栓均布

在法兰上。左右 2 个法兰盘绕轴转动，法兰盘的上下

2 点受力方向相反，使联接部位产生弯矩作用。n 个螺

栓共产生 n/2 个弯矩。为方便研究，把转子联接部分

受到总弯矩分解到绕 x 轴和 y 轴 2 个方向

M=Mx+My （1）

因为 x 轴方向与 y 轴方向类似，所以只分析 x 轴

方向的弯矩特性，如图 2 所示。将螺栓等效为 1 对弹

簧，其中上边弹簧受拉，下边弹簧受压。

由于螺栓的拉、压特性不同导致变形不相等。弹

簧受拉、压时的变形分别为

啄T= Mx

DkT
（2）

啄C= Mx

DkC
（3）

式中：D 为螺栓的安装直径；kT、kC 为螺栓法兰联接轴

向拉、压刚度。

在小变形条件下，联接结构绕 x 轴转角与轴向变

形的关系为

驻兹2-驻兹1=
啄T+啄T
D （4）

将式（2）、（3）带入式（4）得到螺栓联接弯曲角刚度

k兹=
Mx驻兹2-驻兹1

= D2kCkT

kC+kT
（5）

为简化计算，将分段线性刚度简化为线性刚度，

即认为螺栓始终处于拉伸状态，表现为拉伸刚度。则

此时角刚度为

k兹=
Mx驻兹2-驻兹1

= D2kT

2kT
（6）

1.2 螺栓法兰联接单元推导

转子模型建立基于以下假设[14]：

（1）建模只考虑 2 个法兰盘以及螺栓结构。

（2）法兰盘考虑为刚性盘，联接结构的作用力看

作 2 个法兰盘的直接相互作用力。

（3）法兰盘轴心与重心重合。

（4）转子建模忽略轴向位移。

（5）2 段转子之间的约束弯矩简化为角刚度作用

（用 1 对轴向弹簧 kT 代替）；螺栓法兰联接除考虑角

刚度外，还考虑径向刚度 k。螺栓法兰单元刚度如图 3

所示。

根据上述假设建立螺栓联接的法兰盘模型如图

4 所示。单元由 2 个盘组成，其中每个盘考虑 x 与 y

方向的平动及绕 x 与 y 轴的转动，总共 8 个自由度。

单元整体的广义坐标为

q=[x1y1兹x1兹y1x2y2兹x2兹y2]T （7）

式中：x1、y1 分别表示沿 x、y 轴的位移；兹x，兹y 分别表示

绕 x、y 轴的转角；下标 1、2 表示 2 个法兰盘。

图 1 转子 图 2 螺栓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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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盘的质量、盘的直径转动惯量和极转动惯量

分别为 m、Jd 和 Jp，则联接单元动能为

T= 1
2
m1x觶 12+ 1

2
m1y觶 12+ 1

2
m2x觶 22+ 1

2
m2y觶 22+ 1

2
Jp1赘2+

1
2
Jp2赘2+ 1

2
Jd1兹觶 x12+ 1

2
Jd2兹觶 y12 12 Jd2兹觶 x22+ 1

2
Jd2兹觶 y22+

赘Jp1兹觶 x1兹觶 y1+赘Jp2兹觶 x2兹觶 y2 （8）

单元势能为

V= 1
2
Kx（x2-x1）2+ 1

2
Ky（y2-y1）2+ 1

2
K兹x（兹x2-兹x1）2+

1
2
K兹y（兹y2-兹y1）2 （9）

不考虑广义力项，系统的拉格朗日方程为

d
dt

坠（T-V）
坠q觶 i蓘 蓡 - 坠（T-V）

坠q觶 i
=0，i=1，2…，n （10）

利用式（8）、（9）通过拉格朗日能量法导出联接单

元的质量矩阵、刚度矩阵、陀螺矩阵

Mb=

m1

0 m2

0 0 Jd1
0 0 0 Jd2
0 0 0 0 m1

0 0 0 0 0 m2

0 0 0 0 0 0 Jd1
0 0 0 0 0 0 0 Jd2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11）

Kb=

k
0 k
0 0 k兹
0 0 0 k兹

-k 0 0 0 k
0 -k 0 0 0 k
0 0 -k兹 0 0 0 k兹
0 0 0 -k兹 0 0 0 k兹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12）

Gb=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Jp1 0 0 0 0

0 0 Jp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Jp2
0 0 0 0 0 0 Jp2 0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13）

式中：m1、m2 分别为法兰盘 1、2 的质量；Jd1、Jd2 为法

兰盘 1、2 的直径转动惯量；Jp1、Jp2 为法兰盘 1、2 的

极转动惯量；k 为螺栓法兰连接联接产生的径向刚

度；k兹 为螺栓法兰联接产生的角刚度，可通过式（6）

由 kT 求得。

1.3 转子系统的动力学方程

利用第 1.2 节中得到的螺栓法兰单元与前人提

出的 Rayleigh 梁单元及盘单元有限元模型相结合，采

用文献[15]的有限元组集方法，组集得到考虑螺栓法兰

联接的转子系统整体质量矩阵 M、刚度矩阵 K、螺陀

矩阵 G。
建立转子整体的动力学方程

Mq咬+（C+赘G）q觶+Kq=F （14）

式中：q 为广义坐标；F为广义力；C 为系统整体阻尼。

将系统整体阻尼考虑为比例阻尼，其求解公式为

C=姿M+浊K （15）

姿、浊由文献[16]得到

姿=2 孜2

棕2
- 孜1

棕1
蓸 蔀 1

棕2
2 - 1

棕1
2蓸 蔀

浊=2（孜2棕2-孜1棕1）/（棕2
2-棕1

2） （16）

式中：孜1、孜2 为阻尼系数；棕1、棕2 为转子的第 1、2 阶临

界转速。

2 有限元模型模态分析

2.1 模型参数

建立的转子模型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转子

共包含 20 个单元、21 个节点，每个节点具有 2 个平

动和 2 个转动自由度，因此转子模型共有 84 个自由

度，其中 10 号单元为螺栓法兰结构，其余单元为参数

相同的 Rayleigh 梁单元，具体参数见表 1。由于工程

图 3 oyz 平面上联接单元 图 4 螺栓法兰单元模型

图 5 转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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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刚度 /（N/m）

106

107

108

109

刚性联接

相对变化

第 1 阶

21.86

30.75

32.30

32.48

32.50

32.73%

表 3 不同轴向刚度下转子前 3阶固有频率

第 2 阶

159.99

160.25

160.26

160.28

160.28

0.18%

第 3 阶

165.82

180.48

182.75

183.00

183.02

9.40%

固有频率 /Hz

刚度 /（N/m）

106

109

1010

刚性联接

第 1 阶

21.84

32.48

32.50

32.50

表 2 不同刚度下转子前 3阶固有频率

第 2 阶

130.59

160.28

160.28

160.28

第 3 阶

164.04

183.00

183.02

183.02

固有频率 /Hz

参数

直径 /m

厚度 /m

密度 /（kg/m3）

弹性模量 /Pa

螺栓法兰单元

0.2

0.01

7801

梁单元

0.02

0.05

7801

2.07×1011

表 1 单元参数

中转子多采用非对称支承，因此模型采用非对称支

承，即在第 5、20 号节点处加入轴承，轴承刚度为 2×

106 N/m。

需要注明的是，在以下分析中考虑 2 种刚度（径

向刚度和角刚度），由式（6）可知角刚度本质上表现为

联接结构的轴向拉伸刚度，因此在下文研究中用轴向

刚度变化间接代替角刚度变化。

2.2 刚度变化对固有频率的影响

固有频率随 2 种刚度（单元径向刚度、轴向刚度）

的变化规律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当刚度 k、kT 均

小于 107 时，各阶固有频率随刚度增大而提高，此时

处于上升阶段；当刚度处于 105~1010 之间时，固有频

率几乎不变，此时处于稳定阶段。

几个不同刚度下及刚性联接时（将 2 个法兰盘之

间固连，即考虑成一个整体），前 3 阶固有频率对比见

表 2。当刚度处于稳定阶段时，此时的固有频率与刚

性联接时的固有频率基本不存在误差，这与一般认知

一致，也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建模的正确性。

以上讨论了固有频率随刚度变化情况，为看清总

体趋势，刚度选取范围较大，下面针对常见的刚度范

围做相应的敏感性分析。

螺栓法兰单元的径向刚度 k 恒等于 1×109 N/m

时转子固有频率随轴向刚度 kT 变化的规律如图 7 所

示。角刚度由式（6）得到，通过式（17）分别求解不同轴

向刚度下转子固有频率

K-棕2M=0 （17）

不同轴向刚度下及刚性联接时的前 3 阶固有频

率见表 3。当单元径向刚度不变时，增加轴向刚度，转

子各阶固有频率都有所提高。其中第 1、3 阶固有频率

对于轴向刚度变化较为敏感，第 2 阶固有频率则不受

其影响。

当轴向刚度 kT=1×109 N/m 时转子固有频率随螺

栓法兰单元径向刚度 k 的变化规律如图 8 所示。

不同径向刚度下转子固有频率对比见表 4。当单

元径向刚度不变时增大轴向刚度，转子各阶固有频率

图 6 转子固有频率随刚度的变化

200

100

0

刚度 /（N/m）
109 1010107 108105 106

第 1 阶

第 2 阶
第 3 阶

图 7 转子固有频率随轴向刚度的变化

200

100

0

轴向刚度 /（N/m）
109107 108106

第 1 阶
第 2 阶
第 3 阶

图 8 转子固有频率随单元径向刚度的变化

200

100

0

轴向刚度 /（N/m）

109107 108106

第 1 阶
第 2 阶
第 3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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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接刚度 /（N/m）

106

106.5

107

107.5

108

108.5

109

临界转速 /（r/min）

1300

1600

1800

1900

1900

1900

1900

振幅 /m

0.042

0.010

0.009

0.018

0.009

0.008

0.007

表 5 第 1阶临界转速和振幅刚度变化关系

图 9 轴向刚度稳定，径向

刚度变化

图 10 径向刚度稳定，轴向

刚度变化

1 5 9 13 17

第 1 阶 第 1 阶

第 2 阶 第 2 阶

第 3 阶 第 3 阶

106

107

106

107

5 9 13 17

5 9 13 17

5 9 13 17

1 5 9 13 17

1 5 9 13 17

径向刚度 /（N/m）

106

107

108

109

刚性

相对变化

第 1 阶

32.39

32.47

32.48

32.48

32.48

0.33%

表 4 不同径向刚度下转子固有频率对比

第 2 阶

131.47

160.05

160.28

160.28

160.28

17.97%

第 3 阶

164.41

182.97

183.00

183.00

183.02

10.16%

固有频率 /Hz

都有所提高。其中第 2、3 阶固有频率对于径向刚度变

化较为敏感，第 1 阶固有频率则不受其影响。

2.3 刚度变化对振型的影响

轴向刚度为 106 N/m、径向刚度为 107 N/m 及刚

性联接时转子的前 3 阶振型对比分别如图 9、10 所示。

从图中可见，当径向刚度较小时，在法兰联接处

出现明显的径向滑移；当轴向刚度较小时，在法兰联

接处出现弯折；同时，当刚度大到一定程度时，振型开

始稳定，并且与刚性联接时一致。

3 联接刚度对转子振动响应的影响

对比刚性联接（如图 11 所示）与刚度较大时（如

图 12 所示），不同转速下转子各点的振幅变化可见，

在求解不平衡响应时，如果考虑螺栓法兰结构计算结

果中第 2、3 阶临界转速下的振幅会有减小，而第 1 阶

转速下振幅没有明显影响。

在 1000~12000 r/min 转速区间上法兰盘处不平

衡响应随刚度变化的关系如图 13 所示。从图中可见，

前 3 阶临界转速与直接利用质量刚度矩阵求解出的

固有频率对应转速相近。但是转子振幅在第 1 阶临界

转速处振幅非常明显，导致在第 2、3 阶临界转速处振

幅不明显。

提取图 13 中第 1 阶临界转速处的振幅见表 5。

从表中可见，随联接刚度（螺栓轴向、径向刚度）的增

大，临界转速会提高，同时振幅会有所减小，2 种刚度

单独变化时对转子第 1 阶振幅的影响分别如图 14、

15 所示。

图 11 刚性联接时转子的不平衡响应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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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3

2

1

0

节点
0

10

20

转速 /（r/min）

12000
100008000

600040002000

图 12 考虑联接刚度时转子的不平衡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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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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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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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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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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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
100008000

600040002000

图 13 法兰盘处不平衡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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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径向刚度变化时法兰盘处的不平衡响应

图 15 轴向刚度变化时法兰盘处的不平衡响应

通过对比可见，振幅随联接刚度增大有所减小。

轴向刚度变化（图 14）对第 1 阶临界转速及振幅影响

较大，而径向刚度变化（图 15）对其影响较小。

4 仿真验证

为说明数学模型的有效性，进行了仿真验证，使

用工程软件ANSYS 对图 5 中的转子进行建模，使用实

体单元对结构进行精细有限元剖分；法兰盘与轴采用

刚性联接，螺栓联接等效为 2 对轴向弹簧和 1 对径向

弹簧。分别求解结构振型及固有频率与前文中理论计

算所得结果进行对比。在刚性联接、大刚度联接、径向

小刚度以及轴向小刚度时的前3阶振型对比见表6。从

表中可见，理论计算所得结果与 ANSYS 仿真结果基本

一致，依然可以看出大刚度联接时振型与刚性联接时

的一致，不同工况下也出现了径向滑移和弯折等情况。

在不同情况下2 种方法所计算的固有频率对比见

表7。从表中可见，模型虽然对转子第 2 阶固有频率的

预测误差较大，但是对于第 1、3阶的固有频率预测较为

准确，并且2种刚度对固有频率的影响也与前文中所得

结论一致，对比结果进一步证明转子模型的有效性。

5 结论

（1）在转子系统中可以将螺栓法兰联接中的螺栓

考虑成径向刚度和角刚度的组合，这样所建立的转子

模型可以较真实地反映螺栓法兰联接的固有特性，较

准确地预测转子的固有频率和振型。

（2）角刚度、径向刚度在一定范围内的增大都会

使转子固有频率提高，并且趋近于刚性联接时的转子

固有频率。同时，转子第 1 阶固有频率对螺栓法兰结

构的轴向刚度变化较为敏感；第 2 阶固有频率对螺栓

法兰结构的径向刚度变化较为敏感；第 3 阶固有频率

则对螺栓法兰结构的 2 种刚度变化均较为敏感。但对

于螺栓联接刚度对各阶临界转速的影响机理还未能

给出准确分析。转子振型在联接处刚度较大时与刚性

联接情况下的相近，并且当径向刚度较小时在法兰联

接处出现明显的径向滑移；当角刚度较小时在法兰联

接处出现弯折。

（3）联接结构的刚度会对转子的不平衡响应有一

定抑制作用。在联接处的角刚度变化对转子第 1 阶临

阶次

第 1 阶

第 2 阶

第 3 阶

模型

计算

仿真

误差

计算

仿真

误差

计算

仿真

误差

刚性

32.50

32.48

0.06%

160.28

129.85

23.43%

183.02

175.65

4.20%

表 7 固有频率对比

大刚度

32.48

32.76

0.85%

160.28

129.13

24.12%

183.00

175.65

4.20%

径向小刚度

32.39

32.66

0.83%

131.47

126.38

4.03%

164.41

137.95

19.18%

轴向小刚度

21.86

28.78

24.04%

159.99

129.03

23.99%

165.82

169.37

2.10%

固有频率特性 /Hz

0.05

0.04

0.03

0.02

0.01

0
107.5

107

106.5

106

刚度 /（N/m）

转速 /（r/min）
1000

1500

2000

0.05

0.04

0.03

0.02

0.01

0
107.5

107

106.5

106

刚度 /（N/m）

转速 /（r/min）

1000

1500

2000

表 6 不同刚度下模拟和计算的各阶振型对比

刚性联接
阶次

ANSYS

大刚度联接 径向小刚度 轴向小刚度

MATLAB ANSYS MATLAB ANSYS MATLAB ANSYS MATLAB

第 1 阶

第 2 阶

第 3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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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转速处的振幅影响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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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具有强非线性特性的航空发动机控制问题，将基于保护映射（Guardian Maps，GM）理论的控制方法应用于航空发动

机控制系统设计中。基于某型涡扇发动机非线性模型建立了线性变参数（Linear Parameter Varying ，LPV）模型；根据保护映射理论

设计不同调度参数下的 PI（Proportion Integration）控制器，在设计过程中，只需通过给定的初始控制器就可以自动得到满足性能

要求的控制器参数集合，避免了在多个平衡点进行控制器设计；以非线性模型为被控对象，采用积分分离 PI 控制，在飞行包线内的

不同工作点进行仿真验证。结果表明：基于保护映射理论的控制方法在解决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非线性问题时具有显著效果。

关键词：LPV 模型；PI 控制；保护映射理论；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6.005

LPV/PI Control of Aeroengine Based on Guardian Maps Theory
ZHOU Li袁YE Zhi-feng袁XIAO Ling-fei

渊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
Nanjing 210016袁China)

Abstract: The control method based on the Guardian Maps渊GM冤theory was applied to the design of aeroengine control system for the
aeroengine control problem with strong nonlinear characteristics. A linear parameter varying 渊LPV冤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nonlinear model of a turbofan engine. The PI (Proportion Integration) controller with different scheduling parameters was designed based on
GM theory. In the design process袁a set of controller parameters could be automatically obtained to meet 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by a
given initial controller袁so that the design of the controller at multiple balanced points was avoided. Taking the nonlinear model as the
controlled object袁the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at different working points in the flight envelope using the integral separated PI contro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rol method based on GM theory is effective in solving the nonlinear problem of aeroengine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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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是 1 个强非线性复杂系统，在范围宽

广的飞行包线内工作时，其工作状态随外界变化而不

断变化[1]。传统非线性系统的控制方法为变增益控制

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对非线性模型中的一些稳定设计

点进行线性化以获得对应各点的线化模型，然后针对

各线化模型分别设计控制器，运用拟合或切换的方法

将各控制器联系起来[2]。在传统变增益控制器的设计

过程中，每个设计点设计的控制器都能满足控制系统

的性能要求，但是难以保证系统的全局控制性能[3]。同

时传统变增益控制方法对所选取的设计点数量依赖

程度较大，由于所选取的设计点数目越多，控制效果

越好，采用这种控制器的设计过程工作量较大。目前，

航空发动机控制方法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在工程实践

中，应用最多的仍是原理简单、可靠性高和易于实现

的 PID（Proportion Integration Differentiation）控制[4]。常

用的 PID 控制器的整定方法有经验法和响应曲线法

等，但这些方法仅能使系统在设计点具有较好的动态

响应，无法保证整个系统的控制性能。

Saydy 等[5]提出的保护映射理论可分析参数化矩

阵族和多项式的广义稳定性；文献[6]将保护映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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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用在飞机控制系统设计中，通过目标稳定区域的

确定来表示飞行操纵品质指标；文献[7]将保护映射理

论、LQR 技术和遗传算法三者相结合，设计出 1 种新

的控制方法；文献[8]将保护映射理论应用在高超声速

飞行器的控制方法设计中，使得高超声速飞行器在大

范围包线内工作时能够保持稳定。

本文将基于保护映射理论的控制方法应用于航

空发动机控制中，其无需在多个设计点分别进行控制

器设计，可通过初始控制器直接获得整个调度参数变

化范围内的控制器，能够解决传统变增益控制方法所

存在的难以保证全局控制性能问题。

1 航空发动机 LPV模型

航空发动机非线性模型

x觶=f（x，u，籽）
y=g（x，u，籽） （1）

式中：f（g）和 g（g）是连续可微的，其 LPV 模型为

x觶=A（籽）x+B（籽）u
y=C（籽）x+D（籽）u （2）

式中：状态向量 x沂Rn；输出向量 y沂Rm；控制向量 u沂
Rp；调度参数向量 籽沂Rj，其值随时间变化不断改变；

A（籽）、B（籽）、C（籽）和 D（籽）为系数矩阵，其所有元素与

籽 存在函数关系[9]。

研究对象为某型双转子涡扇发动机。所采用的发

动机参数均为相似归一化后的相对参数，通过对发动

机参数进行相似归一化处理，可以避免因各物理量之

间很大的数量级差别而导致建模精度降低。航空发动

机为多变量系统，其控制系统存在多个通道。输入量

仅选择主燃烧室的供油量增量 驻W f，输出量为高压转

子转速增量 驻nh，状态变量为低压转子转速增量 驻n1

和高压转子转速增量 驻nh，建立线化模型，并进行控

制器设计。航空发动机的主系统加减速仿真主要包括

慢车到中间状态加减速、85%转速到中间状态加减

速、中间状态到慢车以及到中间状态遭遇加速等过渡

过程[10]。在控制器设计时所考虑的发动机状态过程为

85%转速到中间状态。

采用的 LPV 建模方法为雅克比（Jacobian）线性

化建模法[11]，首先，选择高度 H=0 km、马赫数 Ma=0
的工作点为设计点，高压转子转速 nh 为调度参数，其

变化范围为[0.85，1.05]，在该区间采用线性化方法[12]

得到不同高压转子转速点的状态变量模型；然后，为

提高模型的精确度，将调度参数 nh 归一化到[0，1]的

范围内，即n軌h∈[0，1]；最后，对状态变量模型的所有系

数矩阵进行多项式拟合，拟合后的模型为

x觶=
a11（n軌h） a12（n軌h）

a21（n軌h） a22（n軌h）
蓘 蓡 x+ b11（n軌h）

b21（n軌h）
蓘 蓡u

y=[0 1]x （3）

式中：x=[驻n1 驻nh]T；u=驻W f；y=驻nh。

通过大量仿真对比，并综合模型对拟合精度和效

率的要求，进行 3 阶多项式拟合。aij（n軌h）和 bij（n軌h）（i,
j=1,2）拟合后为

a11（n軌h）=-20.4381n軌h
3+20.4009n軌h

2-2.7471n軌h-4.4496；
a12（n軌h）=-10.1112n軌h

3+9.8355n軌h
2-0.2135n軌h+1.5617；

a21（n軌h）=7.7764n軌h
3-3.3334n軌h

2-3.8421n軌h+1.2949；
a22（n軌h）=-5.1565n軌h

3-0.4602n軌h
2+4.6649n軌h-3.9364；

b11（n軌h）=-2.5131n軌h
3+7.5168n軌h

2-5.2815n軌h-1.4581；
b21（n軌h）=-0.1086n軌h

3-0.1284n軌h
2+0.0599n軌h+0.4683 （4）

拟合曲线分别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见，拟合

存在一定误差，但由于 PI 控制的强鲁棒性，后续仿真

表明其对控制效果的影响较小。

为了对所建 LPV 模型进行仿真验证，选择任意 2

个转速点 nh=0.9019 和 nh=0.9840，LPV 模型和非线性

模型在相同阶跃输入下，计算得到高压转子转速响应

曲线分别如图 3、4 所示。

图 1 aij 的拟合曲线

n軌h

图 2 bij 的拟合曲线

n軌h

图3 nh=0.9019时模型的高压

转速响应曲线

图4 nh=0.9840时模型的高压

转速响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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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3、4 中可见，将 LPV 模型与非线性模型的

转速阶跃响应进行比较，跟踪效果较好，虽存在一定

的稳态误差，但是稳态误差较小，可利用控制器消除

其对控制系统的影响。

2 保护映射理论

矩阵广义稳定性集合 S（赘）定义为

S（赘）={M∈Rn×n：撰（M）奂赘} （5）

式中：赘 为复平面内的开集；撰（M）为矩阵 M 的所有

特征值的集合[13]；S（赘）表示所包含的矩阵在 赘 区域

内保持稳定。

定义 1：矩阵 Rn×n 到复数域 C 的映射表示为 v。
坠S 表示集合 S 的边界，如果矩阵 M∈坠S（赘）的充分必

要条件为 v（M）=0，则映射 v 是 S（赘）的保护映射，其

实质为 n×n 实矩阵上的标量映射[13]。

保护映射的典型区域如图 5 所示。

如图 5（a）所示区域（即 Re（z）<琢）的保护映射为

v琢（M）=det（M ⊙ I-琢I det I）⊙（M-琢I） （6）

式中：⊙ 为运算 Bialternate 积。

如图 5（b）所示与虚轴负半轴夹角为 兹 的 2 条射

线所组成的区域的保护映射为

v孜（M）=det（M2 ⊙ I+（1-2孜2）M ⊙ M）det（M）（7）

式中：孜=cos 兹。
如图 5（c）所示半径为 棕 的圆形区域的保护映射

为

v棕（M）=det（M⊙M-棕2I⊙ I）det（M-棕I）det（M+棕I）（8）

其它区域的保护映射表达式可以根据典型区域

通过相关的性质获得，例如：设 S（赘1），S（赘2），…，S
（赘h）相应的保护映射为 v1，v2,…，vn，则 S（赘1∩赘2…∩

赘h）的保护映射为 v=v1v2…vn。
引理：M（x）=M0+xM1+…+xkMk，表示矩阵多项式，

式中：x 为未知的参数；Mi 为已知的常数矩阵。M（x0）

相对 赘 区域稳定，v赘 为 S（赘）的保护映射，则根据式

（9）、（10）可获得达到控制要求的 x 最大范围为 x∈
（x-,x+）[14]

x-≈sup{x<x0:v赘 [M（x）]=0}
（若不存在，值为 -∞） （9）

x+≈inf{x>x0:v赘[M（x）]=0}
（若不存在，值为 +∞） （10）

3 参数整定算法

3.1 活动区域定义

不同类型的区域如图 6 所示。

如图 6（a）所示的稳定集合区域 赘 的定义为

赘⊙赘（琢，孜，棕）={姿∈C；Re（姿）≤琢，孜（姿）≥，|姿|≤棕}（11）

式中：孜（姿）为 姿的阻尼比。

如图 6（b）所示的不稳定集合区域 追 的定义为

追⊙追（琢，棕）={姿∈C：Re（姿）≤琢，|姿|≤棕} （12）

定义 2：矩阵 M 为 Hurwitz 稳定矩阵，其所有特

征值为 撰={姿1，姿2，…，姿n}，区域 赘撰⊙赘（琢撰，孜撰，棕撰），其中

琢撰=max{Re（姿i）}；孜撰=min{孜（姿i）}；棕撰=max{|姿i|}。区域 赘t=赘
（琢t，孜t，棕t）为目标区域，则定义区域 赘u=赘（琢u，孜u，棕u），其

中，琢u=max{琢t，琢撰}；孜u=min{孜t，孜撰}；棕u=max{棕t，棕撰}[15]。
定义 3：矩阵 M 为 Hurwitz 稳定矩阵，其所有特

征值为 撰={姿1，姿2，…，姿n}，区域 追⊙追（琢撰，棕撰），其中

琢撰=max{Re（姿i）}；棕撰=max{|姿i|}。区域 赘t=赘（琢t，孜t，棕t）为

目标区域，则定义区域 追u=追（琢u，棕u），其中，琢u=琢撰；
棕u=max{棕t，棕撰}[15]。
3.2 目标区域增益预置算法

系统的动态性能主要取决于系统极点的位置，其

不仅决定系统的稳定性，还决定系统的动态性能。因

此，若能通过控制器设计将闭环系统的极点配置到目

标位置，则相当于使系统具有期望的性能。基于保护

映射理论的目标区域增益预置算法[16]流程如图 7 所

示。运用该算法可根据任意选择的初始控制器增益，计

算得到控制器增益向量 K，使控制系统的闭环极点位

（a）稳定区域 （b）扇形区域 （c）圆形区域

图 5 保护映射的典型区域

（a）稳定区域 （b）不稳定区域

图 6 不同类型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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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目标区域 赘t=赘（琢t，孜t，棕t）内，从而获得期望的性能。

算法的具体步骤为：

（1）设 K=[Kj]（j=1，…，m）表示控制系统的增益向

量，K0=[Kj
0
]表示初始增益向量，赘t=赘（琢t，孜t，棕t）表示目

标区域，q=r=0，此时 Kq=Kr=K0；

（2）计算闭环系统状态矩阵 A cl（Kq）的特征值 撰q=

{姿1，姿2，…}，若 撰q奂赘t 则跳出循环；

（3）根据 A cl（Kq）的稳定性来构建新的区域：若稳

定，则采用第 3.1 节中的定义 2 构建 赘q=赘u=赘（琢q，孜q，

棕q）；若 A cl（Kq）不稳定，则采用第 3.1 节中的定义 3 构

建 赘q=追u=追（琢q，棕q）；

（4）根据构建的新区域 赘q 和 Kq，进行如下循环迭

代过程：

a.使 Ki
r
为 Kr

中唯一可变的参数值，此时，保护映

射 v赘q
（Kr）仅与 Ki

r
有关；

b.根据第 2 章中的引理，可得到包含 Ki
r
的最大稳

定区间[Ki
r
，Ki

r
]；

c.令 Ki
r+1

=（Ki
r
+Ki

r
）/2，i=1，2，…，m；

当 ||Kr-Kr+1
||≤着K（1+|| Kr ||）（着K 为一较小的正数）

时，则跳出循环，令 Kq+1
=Kr+1

；否则，r=r+1，继续求解；

（5）当 || Kq
-Kq+1

||≤着K（1+|| Kq
||）时，循环结束，

否则，q=q+1，返回到（2）继续运行。

3.3 单参数模型控制过程

设计满足控制性能要求并与调度参数 籽∈[籽min，

籽max] 相关的全局控制器是 LPV 模型控制器设计的关

键。基于保护映射理论的单参数 LPV 模型的全局控

制器设计流程[17]如图 8 所示。

算法的具体步骤为：

（1）设 A cl（籽，K）为闭环系统状态矩阵，K=[Kj]（j=
1，…，m）为控制系统增益向量。设 籽＝籽0=籽min，则控制

对象变为固定参数的模型；

（2）利用第 3.2 节中的算法求得满足控制要求的

增益向量 Ki；

（3）令 K=Ki，此时 A cl（籽，K）中的变量仅为调度参

数 籽，根据引理，可计算得此时 Ki 对应的满足控制要

求的最大调度参数的范围为[籽i
-
，籽i

+
]；

（4）判断 籽 i
+
>籽max，若满足，则循环结束；否则，

i=i+1，籽i=籽i-1
+
继续循环。

图 7 增益预置算法流程

开始

设置初值 K0，目标区域 赘t，q=r=0

计算 A cl（Kq）特征值，计为 撰q

撰q奂赘t
是

否

否A cl（Kq）稳定

是

按定义 2 构建新的区域 赘q
按定义 3 构建
新的区域 赘q

根据 Kq 和 赘q

q=q+1 固定 Kr 中除 Ki
r
以外的值 Kj

r

计算最大稳定区间[Kj
r
，Kj

r ]
i=i+1

Ki
r+1=（Ki

r+Ki
r
）/2 r=r+1

是
i<m

否
否

||Kr-Kr+1 ||臆着K（1+||Kr||）

是

Kq+1=Kr+1

否
||Kq -Kq+1 ||臆着K（1+||Kq||）

是

结束

图 8 单参数模型控制流程

开始

初始化，设 i=0，籽i=籽min

设 籽=籽i，则控制系统 A d（籽，K）
变为固定模型的增益调参过程

利用目标区域增益预置

算法求取增益向量 Ki

令 K=Ki，则控制系统 A cl（籽，K）
为含模型参数 籽的矩阵

i=i+1，籽i=籽i-1
+

引用 2 中的引理，计算最大

的鲁棒控制区域[籽i
-
，籽i

+
]

籽i
+>籽max

是

否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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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算法可得到分别对应{[籽min，籽0
+
]，…，[籽i

-
，籽i

+
]，

…，[籽n
-
，籽max ]}的控制器增益向量{K0，…，Ki，…，Kn}。最

终，整个调度参数变化范围内的参数值均有与之对应

的控制器。

4 控制器设计与仿真

4.1 控制器设计过程

本文选择 PI 控制器结构，因为其能使系统性能

满足零稳态误差的要求并具有良好的动态响应。闭环

系统的结构如图 9 所示。

PI 控制器的传递函数为

K（s）=Kp+K i /s （13）

本文运用上述基于保护映射理论的算法进行控

制器 K（s）设计，使 LPV 系统在整个调度参数的变化

范围内达到控制要求。

在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设计过程中，最重要的是

所设计的控制系统应满足性能指标要求。本文的控制

器设计指标考虑衰减系数 琢、阻尼比 孜 和自然频率

棕，该设计指标可对闭环系统的稳态和动态性能进行

表征。为保证系统具有良好的性能，本文根据航空发

动机控制的目标要求，确定 3 个设计指标的取值分别

为 琢≤-1.7，棕≤8，孜≥0.85，通过式（11）构建目标区

域。根据保护映射性质，目标区域保护映射为

v赘t
（A cl）=v琢（A cl）v孜（A cl）v棕（A cl） （14）

对已建立的 H=0 km，Ma=0 点 LPV 模型进行控

制器设计，首先，令n軌h=0，任意选取 PI 控制器的初始

值为 Kp=K i=1，通过第 3.2 节的算法可以得到控制器

参数 Kp=6.9735，K i=15.5318，该控制器参数可将闭环

系统的极点限制在目标区域内，从而获得期望的性能。

其次，通过第 2 章中的引理可以得到该控制器参数能

够使系统关于 赘t 稳定的n軌h 最大区间为[-0.0154，

0.1308]，在该调度参数变化区间内，闭环系统的极点

均位于目标区域中。再次，取上限值n軌h=0.1308，根据第

3.3 节中方法获得新的 PI 控制器参数值，以及与之对

应的稳定区间，按照这样的流程进行循环计算，直

到n軌h∈[0,1]中所有的n軌h 均有与之对应的控制器。控制

器设计的迭代运算结果见表 1。从表中可见，每次计

算出的稳定区间存在一定的重合，为了保证系统在整

个调度参数变化范围内均相对于稳定区域稳定和控

制器的控制效率，本文选择在重合区间的中点进行控

制器的切换，切换过程如图 10 所示。

根据所设计的控制器计算不同转速下的闭环系

统极点，其分布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闭环系统

极点均位于目标区域内，达到了预期设计目标。

4.2 仿真结果分析

为了避免航空发动机转速大范围变化时，系统产

生较大的超调量，本文采用积分分离控制[18]，即：在

图 9 控制器结构

计算次数 i

1

2

3

4

5

Kp

6.9735

9.6757

14.1304

12.5534

7.9713

K i

15.5318

20.44917

45.8831

34.3755

26.5901

稳定区间[n軌h

-

，n軌h

+

]

[-0.0154，0.1308]

[0.0059，0.3582]

[0.2579，0.6420]

[0.4341，0.9670]

[0.7730，1.0458]

表 1 控制器设计结果

图 10 控制器参数 K 随n軌h 的变化规律

n軌h

图 11 闭环系统极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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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6（rt-r0）（e 为闭环系统偏差值；rt 为闭环系统目标

值；r0 为闭环系统初始值）时忽略积分控制，仅采用比

例控制。选取传统变增益 PI 控制器作为比较对象，其

设计方法为：在相对高压转子转速变化区间内等间距

的 10 个点处，通过遗传算法整定 PI 参数值[19]，最后

拟合出 PI 参数的多项式。在 H=0 km、Ma=0 点的阶跃

仿真结果如图 12、13 所示。在 H=3.5 km、Ma=0.5 点

采用相同的方法设计控制器并进行阶跃仿真，其仿真

结果如图 14、15 所示。

从图 12～15 中可见，在基于保护映射理论设计

的 PI 控制器控制下，系统响应曲线的调节时间小于

2 s，超调量小于 0.8%，稳态误差为 0。在传统变增益

控制方法设计的 PI 控制器控制下，系统响应曲线的

调节时间和超调量均较差，其调节时间小于 3 s，超调

量高达 7%。由仿真分析可知，基于保护映射理论设

计的 PI 控制器的控制效果比传统设计方法设计的 PI

控制器的控制效果具有更好的动态响应，在超调量和

调节时间等性能上均有明显改善。

5 结论

（1）本文将基于保护映射理论的控制方法用于

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设计中，在航空发动机非线性

模型上的仿真结果表明，系统动态响应的调节时间

小于 2 s，超调量小于 0.8%，稳态误差为 0，具有良好

的控制效果；

（2）本文将保护映射理论及其相关算法进行了详

细说明，并将其运用在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设计中，

采用 PI 控制器，具有工程易用性；

在后续研究中，可针对航空发动机更多变量，采

用基于保护映射理论的方法进行控制器设计，进一步

验证该方法在航空发动机控制中的有效性。同时，在

控制器参数切换过程中，可采用加权法等进行重合区

域控制器的切换，并进行控制系统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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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动态特性随飞行状态和飞行条件的变化范围大，单一控制器很难保证全包线内控制效果的问题，在航

空发动机 LPV 模型基础上提出 1 种平滑过渡的切换控制方法。该方法根据发动机进口条件对飞行包线区域进行划分，按照多项式

平方和规划理论以及平滑过渡切换律求取各子区域的 Lyapunov 函数及 LPV 控制器。在某型涡扇发动机上进行仿真验证，结果表

明：所设计的切换 LPV 控制器在不同高度、马赫数和转速条件下均具有良好的性能和控制精度，可以实现平滑切换。

关键词：LPV 模型；多项式平方和规划；平滑切换；鲁棒控制；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6.006

Switching Control for Turbofan Engine Based on Sum of Squares Programming
SUN Hao-bo袁 PAN Mu-xuan袁 HUANG Jin-quan

渊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袁Nanjing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袁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aeroengine varied with the flight state and the flight
condition袁and the single controller was difficult to guarantee the control effect in full flight envelope袁a smooth transition control method was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the LPV model of the aeroengine.According to the inlet conditions of the engine, this method divided the area of the
flight envelope袁 and the Lyapunov function and the LPV controller of each subregion were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polynomial square sum
planning theory and the smooth transition switching law.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n a turbofan engine show that the switched LPV controller
had good performance and control precision at different heights袁 Maher number and rotate speed conditions袁 and could achieve smooth
switching.

Key words: LPV model曰square sumplanning曰 smooth switching曰 robust control曰 are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是高度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动态特性

随工作状态和飞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1]。为了使

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在整个飞行包线内满足控制要

求，目前多是在线性控制理论的框架内采用传统变增

益方法设计控制器。然而传统的变增益控制要求系统

的参数变化必须是缓慢的，无法满足航空发动机快速

变化的动态特征的要求[2]。针对这一问题，目前工程上

广泛应用线性变参数 （Linear Parameter Varying,

LPV）增益调度方法进行控制器综合[3]。LPV 变增益控

制的控制器增益随调度参数的变化而变化。与传统变

增益相比，LPV 变增益控制不要求系统参数变化是缓

慢的。在 LPV 控制器的求解上，通常将控制器的求解

问题转换成线性矩阵不等式（Linear Matrix Inequality,

LMI）约束下的优化问题，然后应用工具箱进行求解[4]。

然而对于多项式形式的 LPV 模型，LMI 方法会带来

较大保守性。多项式平方和规划（Sum of Squares

Programming, SOS 规划）作为 1 种处理多项式形式非

线性问题的新方法受到广泛关注。该方法由 Jean 首

次提出并应用于单个多项式的平方和分解问题[5]。

SOS 规划是对 LMI 方法的补充，可应用于可行性问题

和优化问题的求解中[6]。由于 SOS 规划在处理多项式

形式非线性问题上的独特性，越来越多的 LPV 控制

器设计问题转化为 SOS 规划问题，相应的 SOS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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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系数 a11 拟合 （b）系数 a12 拟合

（c）系数 a21 拟合 （d）系数 a22 拟合

（e）系数 b1 拟合 （f）系数 b2 拟合

图 1 系统矩阵拟合

也被开发出来，极大地推动了 SOS 规划在控制领域

中的应用[7]。

将 LPV 控制应用于航空发动机全包线控制中，

由于在包线内不同点发动机参数差别很大，单一的

LPV 控制器很难保证全包线内的控制效果[8]。因此，本

文将飞行包线进行分区，分别对每个区域设计 LPV

控制器，然后结合切换系统相关理论保证切换时的稳

定性。目前，众多学者展开了平滑过渡切换方法的研

究。Song 等[9]设计了 1 种基于平滑过渡切换的 LPV 鲁

棒控制器，并将其应用于 F-18 战机中。江未来等[10]针

对机翼后掠角可变飞行器控制问题，通过平滑过渡的

方法进行切换 LPV 控制。

本文将平滑过渡切换应用于航空发动机全包线

控制中，并通过 SOS 规划方法求解控制器。首先将飞

行包线划分为奇数个子区域，分别建立每个子区域的

LPV 模型；然后给出闭环切换 LPV 系统鲁棒稳定的

条件并将其转化为便于求解的 SOS 规划问题；最终

在某型涡扇发动机上进行仿真验证。

1 航空发动机 LPV模型

航空发动机非线性模型可以表示为

x觶=f（x,u），y=g（x,u） （1）

式中：x 为发动机的状态变量；u 为发动机的控制变

量；y 为发动机的输出变量。

选取高压转子转速为调度参数，根据非线性模型

式（1）建立的发动机 LPV 模型

x觶=A（兹）x+B（兹）u
y=C（兹） （2）

式中：x=[驻nL 驻nH]T，驻nL、驻nH 分别为风扇转速增量和

高压转子转速增量；u=驻W f，为发动机燃油流量增量；

y=驻nH，为发动机高压转子转速增量。

A（兹）=
Nd

i=0
移A i兹 i，B（兹）=

Nd

i=0
移Bi兹 i，C（兹）=

Nd

i=0
移Ci兹 i （3）

兹= nH-（nH）min

（nH）max-（nH）min
（4）

式中：Nd 为多项式阶次；[（nH）min（nH）max]为高压转子转

速取值范围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兹 为调度参数，变化

范围为[0 1]。

最终，航空发动机状态变量 LPV 模型可写作

驻n觶 L
驻n觶H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

a11 a12

a21 a22
蓘 蓡 驻nL

驻nH
蓘 蓡+ b1

b2
蓘 蓡 驻W f

驻nH=[0 1]
驻nL
驻nH
蓘 蓡 （5）

由式（2）～（5）可知，LPV 模型的建立主要依据高

压转子转速范围内不同稳态点系统矩阵的求解，而建

立的 LPV 模型精度主要受多项式阶次 Nd 影响，Nd 越
大，LPV 模型精度越高，但同时模型更加复杂，计算难

度更大。

本文在保证模型精度满足要求的同时，为了不使

计算过于复杂，选取 Nd=3，以地面工作点（H=0 km，

Ma=0）为例建立 LPV 模型，在高压转子转速变化范围

（nH）min=0.86 到（nH）min=1 之间，每隔 nH=0.01 选取 1 个

稳态工作点，稳态点对应的转速及其系统矩阵参数变

化如图 1 所示。

从图中可见，矩阵元素 a11、a12、a21 在转速 nH=
0.86、0.90、0.95 时发生突变，这是由于发动机非线性

部件级模型是依据转速特性图插值获得的，而 nH=
0.86、0.90、0.95 均为插值端点，因此矩阵元素存在突

变。拟合后得到 LPV 模型系统矩阵

A（兹）=
-1.58 -0.68

0.03 0.55
蓘 蓡 兹3+

3.78 -0.92

0.15 0.36
蓘 蓡 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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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0.59

0.01 -0.87
蓘 蓡 兹+ -6.36 3.24

-0.41 -2.78
蓘 蓡

B（兹）=
0.06

-0.01
蓘 蓡 兹3+

0.39

0.04
蓘 蓡 兹2+

0.38

0.17
蓘 蓡 兹+ -0.46

0.45
蓘 蓡

C（兹）= 0 1蓘 蓡
为了检验所建立的 LPV 模型精度，分别在（H=0

km，Ma=0）、（H=10 km，Ma=1）2 个工作点任意选取 2

个不同的高压转子转速，将 LPV 模型转化为线性模

型，然后将线性模型与同一转速下的非线性模型分别

作单位阶跃响应，其对比如图 2、3 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不同高度、马赫数下 LPV 模型的

阶跃响应与非线性模型的阶跃响应的拟合情况良好，

稳态误差小于 0.01%，说明设计的 LPV 模型在调度

参数变化范围内能够精确地反映非线性模型动态响

应的变化规律，因此该 LPV 模型能够满足建模精度

要求。

针对上文所建立的 LPV 模型，设计状态反馈控

制器，使转速闭环控制系统的高压转子转速可以较快

地跟踪指令信号，同时 H∞ 性能指标小于 酌∞。考虑航

空发动机存在外部扰动，则 LPV 系统为

x觶 p=A p（兹）xp+Bp1（兹）棕p+Bp2（兹）up
yp=A p（兹）xp+Bp1（兹）棕p （6）

式中：xp、up、yp 含义同式（2）中 x、u、y；棕p 为外部扰动

输入。

设控制指令为 r，则输出偏差可表示为 e=r-yp，偏

差的积分 xe= 乙 edt，将偏差的积分增广为状态量以消

除系统的稳态误差。得到广义被控对象的状态方程

x軃·=A 1（兹）x+B1（兹）棕+B2（兹）u

z=C1（兹）x軃+D11（兹）棕 （7）

其中x軃= xp
xe
蓘 蓡，u=up，z=

xe
e蓘 蓡，棕= 棕p

r蓘 蓡，
A 1（兹）=

A p（兹） 0

-Cp（兹） 0
蓘 蓡，B1（兹）=

Bp1（兹） 0

-Dp1（兹） I
蓘 蓡，

B2（兹）=
Bp2（兹）
-Dp2（兹）蓘 蓡，C1（兹）=

0 I

-Dp（兹） 0
蓘 蓡，

D11（兹）=
0 0

-Dp1（兹） I蓘 蓡。
针对系统（7），设计状态反馈控制律 u=K（兹）x，可

得闭环状态空间方程

x軃·=A cl（兹）x+Bcl（兹）棕
z=Ccl（兹）x+Dcl（兹）棕 （8）

式中：A cl（兹）=A 1（兹）+B2（兹）K（兹）；Bcl（兹）=B1（兹）；Ccl（兹）
=C1（兹）；Dcl（兹）=D11（兹）。

2 切换 LPV控制器设计

针对闭环 LPV 系统（8），采用 Lyapunov 函数保证

各子系统的稳定性，同时根据 LMI 鲁棒稳定性条件及

弱对偶定理将 LPV 控制器求解转换为 SOS 规划问题。

2.1 基于 SOS规划的控制器设计

弱对偶定理[11]：考虑如下优化问题

f *=inf
x沂X

f（x） （9）

令 L（x,s）=f（x）-
r

i=1
移sigi（x），s=（s1，…，sr），对偶问

题可以表述为

q*=max
s≥0

inf
x沂X

L（x,s）嗓 瑟 （10）

式中：X 为 Rn 的 1 个子集；f（x）、gi（x）为给定的关于 x
的函数，则 f *≥q*，f * 与 q* 的差值称为对偶间隙。

由弱对偶定理可知，如果存在 s≥0 使得 L（x,s）
≥0，则 f *≥q*≥0。通过此定理可以将带约束的矩阵

不等式条件转换为 SOS 规划问题，即将 LMI 的矩阵

非负定条件转换为 SOS 的条件。

（a）nH=0.90 （b）nH=0.95

图2 H=0 km、Ma=0处 LPV模型与非线性模型阶跃响应对比

（a）nH=0.90 （b）nH=0.95

图3 H=10 km、Ma=1处 LPV模型与非线性模型阶跃响应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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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1[12]：对于系统（8），存在 1 个状态反馈 H∞

控制器，给定 H∞ 性能指标 酌∞>0 当且仅当存在 1 个

实数对称矩阵 X 和实数矩阵 W，使得下列不等式

N（兹）B1（兹）XC1

T
（兹）

* -酌∞I D11

T
（兹）

* * -酌∞I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0 （11）

成立，则 K（兹）=WX-1 是系统（8）1 个状态反馈控制器。

N（兹）=A（兹）X+B2（兹）W+（A（兹）X+B2（兹）W）T。

定理 1 中 Lyapunov 矩阵不随调度参数变化而变

化，虽然计算简单，易于处理，但保守性较大，很难求

解出合适的控制器。

定理 2：对于闭环系统（8），存在 1 个状态反馈

H∞ 控制器，给定 H∞ 性能指标 酌∞>0，如果存在 SOS

多项式矩阵 X（兹）、W（兹）、M（兹），使得下列多项式矩阵

为 SOS

-

N（兹）B1（兹）XC1

T
（兹）

* -酌∞I D11

T
（兹）

* * -酌∞I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gi（兹）M（兹） （12）

则 K（兹）=W（兹）X-1（兹）是 1 个能保证系统（7）稳定，且

H∞ 性能指标为 酌∞ 的状态反馈控制器。式中 N（兹）=
A（兹）X（兹）+B2（兹）W（兹）+（A（兹）X（兹）+B2（兹）W（兹））T。

2.2 包线区域划分

航空发动机的动态特性及状态空间模型均与进

口条件有关[13]，对飞行包线进行划分时，首先应考虑划

分后同一区域内发动机状态空间模型尽可能相似，使

该区域内不同工作点均有良好的控制效果，可根据下

式来量化包线内不同高度、马赫数下发动机性能差异

祝= T1-T10

T10
蓸 蔀 2 + P1-P10

P10
蓸 蔀 2姨 <着 （13）

式中：T10、P10 为标称点总温、总压；T1、P1 为计算点的总

温、总压；着 为距离阈值，反映了子区域间不同工作点

发动机动态性能的差异。

以（H=0 km，Ma=0）点为标称点，求取包线内所

有工作点的 祝 值，选取 着=0.25、0.50、0.75、1.00 将包

线划分为 6 个区域，如图 4 所示，阴影区域为平滑

过渡区。

2.3 平滑过渡切换 LPV控制器

为缓解控制器间邦邦切换产生的抖振现象，提

升切换时的控制效果，设计 1 种平滑切换 LPV 控制

器。

考虑切换 LPV 系统

闭环状态空间方程

x軃·=A cl,滓（兹）x軃+Bcl,滓（兹）棕

z=Ccl,滓（兹）x軃+Dcl,滓（兹）（14）

式中：A cl,滓（兹）=A 1,滓（兹）+B2,滓
（兹）K滓（兹）；Bcl,滓（兹）=B1,滓（兹）；
Ccl,滓（兹）=C1,滓（兹）；Dcl,滓（兹）=D11,滓
（兹）；滓 为系统的切换信号，其变化受高度和马赫数影

响，由于高度和马赫数具有渐变特性，所以切换只发

生在子区域边界处。

设 NJ= {1，3，5，…，J} 为控制器求解区域，NO=
{2，4，6，…，J-1}为平滑过渡区域，其中 J表示包线内

划分的子区域数目。当 j∈NJ 时，控制器为 Kj（兹）；当
j∈NO 时，控制器为 Kj-1,j+1（兹），由相邻 2 区域控制器

Kj-1（兹）、K ,j+1（兹）、插值获得。综上所述，全包线内的平滑

过渡切换 LPV 控制器可表示为

K（兹）=
Kj（兹），j=1，3，5，…，J
Kj-1，j+1（兹），j=2，4，6，…，J-1嗓 瑟

其中 Kj（兹）=Wj（兹）Xj（兹）-1，

Kj-1,j+1（兹）=Wj-1,j+1（兹）Xj-1,j+1（兹）-1，

Wj-1,j+1（兹）=CWj-1（兹）+（1-C）Wj+1（兹），
Xj-1,j+1（兹）=CXj-1（兹）+（1-C）Xj+1（兹）。
C 为平滑切换系数，在此取

C=
1 （t<ts）

e
-（t-ts）2

2（驻t
3

）2

（ts<t<ts+驻t）
0 （t>ts+驻t）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15）

式中：ts 为系统进入平滑过渡区域的时间。

定理 3：针对航空发动机切换系统（14），存在 1

个状态反馈 H肄 控制器，给定 H肄 性能指标 酌>0，如果

存在实数对称矩阵 X（兹），实数矩阵 W（兹）和 SOS 多

项式矩阵 Mj（兹），使得下列多项式矩阵为 SOS

-

N（兹）B1（兹）XC1

T
（兹）

* -酌∞I D11

T
（兹）

* * -酌∞I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gi（兹）M（兹） （12）

对任意 j∈NJ 均成立，则航空发动机闭环系统渐

进稳定，且满足 H肄 性能指标 酌肄。式中 N（兹）=A j（兹）X
（兹）+B2,j（兹）W（兹）+（A j（兹）X（兹）+B2,j（兹）W（兹））T。

证明：为方便阐述，选取飞行包线内相邻的 3 个

区域 J1、J2、J3，其中 J2 为平滑过渡区域，设

图 4 包线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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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滓，X（兹）,酌∞,j）

N（兹） B1,j（兹） X（兹）C
1,j

T
（兹）T

* -酌∞,jI DT
11,j（兹）

* * -酌∞,jI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17）

则根据定理 3 可得如下不等式

E（滓1,X1（兹）,酌∞,1）<0

E（滓3,X3（兹）,酌∞,3）<0 （18）

式中 X1（兹）=X3（兹）=X（兹），采用式（15）中平滑切换系

数，对式（18）中 2 不等式作线性叠加可得不等式

E（滓,CX1（兹）+（1-C）X3（兹），max（酌∞,1，酌∞,3））<

CE（滓1，X1（兹），酌∞,1）+（1-C）E（滓3，X3（兹），酌∞,3）<0

成立，则对于平滑过渡区域 J2 中任意一点，在相同

的 Lyapunov 矩阵下,控制器 K1（兹）、K3（兹）的任意线性

叠加所获得的新控制器均可保证在区域 J2 内的系

统稳定。

根据上述证明，能满足闭环 LPV 系统渐进稳定

的控制器为 K1（兹）、K3（兹），而对于区域 J2，能满足闭

环 LPV 系统渐进稳定的控制器为 K1（兹）、K3（兹）及其

任意的线性叠加，并且对于飞行包线内任意子系统

有相同的 Lyapunov 矩阵使系统稳定，由此可知平滑

过渡区域 No 内系统渐进稳定。

定理 3 中要求切换系统中所有的子区域都具有

相同的多项式 Lyapunov 矩阵 X（兹），显然，这种方式

保守性大，当子区域数量过多的时候，很难找到 1

个合适的 Lyapunov 矩阵使所有子区域均满足控制

要求。

对于切换 LPV 系统，假设存在 1 组正定矩阵{Xj

（兹）}j沂NJ，每个矩阵可以保证在其对应的子区域 J变
化的连续性。则多参数依赖 Lyapunov 函数可写为

V滓（Xcl，兹）=xcl
T X滓（兹）xcl （19）

通过切换信号 滓 确定当前所处的子区域 J以及

对应的 Lyapunov 矩阵 Xj（兹）。
一般而言，如果有合适的切换逻辑保证 V滓 在其

当前对应的子区域 J内单调递减，则即使在整个参

数轨迹上 V滓 不是单调递减的，也可以保证切换 LPV

系统的稳定性[14]。

定理 4：对于系统（14），存在 1 个状态反馈 H∞

控制器，给定 H∞ 性能指标 酌>0，如果存在实数对称

矩阵 Xj（兹），实数矩阵 W（兹）和 SOS 多项式矩阵 Mj

（兹），使得下列多项式矩阵为 SOS

-

N（兹） B1,j（兹） Xj（兹）CT
11,j（兹）T

* -酌∞,jI DT
11,j（兹）

* * -酌∞,jI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gi,j（兹）Mj（兹）（20）

对任意 j沂NJ 均成立，则航空发动机闭环系统在飞行

包线内渐进稳定，且满足 H∞ 性能指标 酌∞，Kj（兹）=W

（兹）X j
-1
（兹）是保证系统（14）稳定，且 H∞ 性能指标为

酌∞ 的状态反馈控制器。式中 N（兹）=A j（兹）Xj（兹）+B2,j（兹）
W（兹）+（A j（兹）Xj（兹）+B2,j（兹）W（兹））T。

证明：由于式（20）为 SOS 多项式矩阵，所以

-

N（兹） B1,j（兹） Xj（兹）C11,j（兹）T

* -酌∞,jI DT
11,j（兹）

* * -酌∞,jI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gi,j（兹）Mj（兹）≥0（21）

又知 Mj（兹）为 SOS 矩阵，即 Mj（兹）>0，将弱对偶定

理推广到多项式矩阵（21）中，可得

N（兹） B1,j（兹） Xj（兹）C11,j（兹）T

* -酌∞,jI DT
11,j（兹）

* * -酌∞,jI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0 （22）

兹∈专，专={兹|gi,j（兹）≥0，i=1,…，r} （23）

式（23）说明在 兹∈专 的整个区间内定理 4 均成

立，即闭环切换系统（14）稳定且满足 H∞性能指标 酌∞。

根据定理 4 可知，系统（14）的控制器求解可以转

化为 SOS 规划问题，控制器求解的具体步骤如下。

（1）对于非平滑过渡区，给定 H∞ 性能指标 酌∞，

利用 MATLAB 中的 SOSTOOLS 工具箱分别求取每

个子区域对应的 SOS 多项式矩阵 Xj（兹）、W（兹）和 Mj

（兹），然后通过定理 4 求解出各子区域内满足要求的

切换 LPV 控制器。

（2）对于平滑过渡区，采用式（15）中的平滑切

换系数对相邻 2 个非平滑过渡区域的控制器进行

插值，定理 3 中相关证明可保证平滑过渡区控制器

的稳定性。

（3）将求得的切换 LPV 控制器在某型涡扇发动

机上进行全包线仿真验证，相应的控制系统控制结

构如图 5 所示。

3 仿真验证与分析

针对某型涡扇发动机在全包线内高度、马赫数

和转速大范围渐进变化的情况，采用依据定理 4 设

计的平滑切换 LPV 控制器进行闭环系统仿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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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切换方法对比 图 9 控制方法对比

图 5 全包线 LPV切换控制系统结构

图 6 飞行高度、马赫数和转速变化

（a）切换区域 1 （b）切换区域 2

（c）切换区域 3 （d）切换区域 4
图 7 切换区域局部放大

3.1 仿真分析 1

在全包线内发动机高度、马赫数和转数的变化

曲线如图6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整个运行轨迹中共有

4 次切换，分别是 16.5~18.75 s、24~26 s、37~39.5 s、

43~47.5 s 控制器经过平滑过渡切换区域。采用上述

平滑过渡切换 LPV 控制器进行仿真验证，仿真结果

（图 6）切换区域局部放大如图 7 所示。

从图 6 中可见，随着高度、马赫数的变化，高压

转子转速可以很好地跟踪指令信号，响应时间约为

3 s，且稳态误差小于 0.5%，满足控制要求。

从图 7 可见，在上述 4 个切换区域中，控制器

发生切换时，系统状态变化平稳，无跳变。

3.2 仿真分析 2

对平滑过渡切换和邦邦切换方法作对比仿真验

证，如图 8 所示。

从图中可见，采用邦邦切换时存在约 3%的跳

变，而平滑过渡切换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3.3 仿真验证 3

在全包线内选取 11 个多胞顶点，结合多胞理论

设计全包线单一 LPV 控制器，与所设计的平滑过渡

切换 LPV 控制器作对比。仿真结果如图 9 所示。

从图中可见，虽然单一 LPV 控制器不存在控制

器间切换的跳变问题，但由于包线内不同工作点发

动机性能参数存在较大差异，故相比于平滑切换

LPV 控制器跟踪响应更慢，且存在约 4%的超调。

4 结论

本文针对航空发动机在全包线内转速大范围变

化下的控制器设计问题，提出了 1 种基于 SOS 规划

的平滑过渡切换 LPV 控制器。通过 SOS 规划的方法

降低了传统 LMI 优化方法的保守性，同时采用平滑

过渡切换解决邦邦切换时控制器存在的跳变问题。

通过该方法设计的控制器可以精确跟踪指令信号，

具有良好的鲁棒性，同时切换时不存在跳变，稳定

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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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为了研究不同进口条件对压气机出口导向叶片（Outlet Guide Vane，OGV）/ 前置扩压器流场性能的影响，分别采用合成

涡方法与白噪声方法生成进口条件，研究不同进口条件对流场数值模拟结果的影响，并与文献给出的试验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

明：采用合成涡方法生成的进口速度场满足试验测得的时均速度分布与脉动均方根分布，且其生成的进口湍流结构可传播到下游

较远处；合成涡方法能够较好地预测 OGV 内的流场，与白噪声方法相比，所预测的 OGV 吸力面分离区较小；在 OGV 出口截面、扩压器

内和扩压器出口截面，采用 2 种方法得到的速度分布相差不大，与试验相比分布趋势相同。

关键词：出口导向叶片；前置扩压器；大涡模拟；合成涡方法；进口条件；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6.007

Effect of Different Inlet Conditions on Large Eddy Simulation Results of OGV/ Pre-Diffuser Flow Field
ZHANG Teng袁 LI Jing-hua袁 YAN Ying-wen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 Nanjing 210016袁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search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inlet conditions on the flow field performance of compressor outlet guide vane
渊OGV冤/ pre-diffuser袁the inlet conditions were generated by the method of synthetic eddy and white noise袁 respectively.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inlet conditions on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flow field were research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test results given in the
literatu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let velocity field generated by the synthetic eddy method satisfies the time -averaged velocity
distribution and the pulsating mean square root distribution measured by the test袁 and the inlet turbulent structure generated by it can
propagate to far downstream. The synthetic eddy method can better predict the flow field in OGV袁 and the predicted suction surface
separation area of OGV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white noise method. The velocity distribution obtained by the two methods is similar in the
exit cross section of OGV and the exit cross section of diffuser and inside the diffuser袁and the distribution trend is the same as the test.

Key words: outlet guide vanes渊OGV冤曰pre-diffuser曰large eddy simulation渊LES冤曰synthetic eddy method 渊SEM冤曰inlet conditions曰
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燃烧室中燃气的高效稳定燃烧要求

气流在燃烧室进口通过扩压器进行减速扩压且尽量

减小气流的压力损失，因此压气机与燃烧室交界处的

气动力学优化对燃烧室设计尤为重要。国内外学者对

压气机出口导向叶片的尾迹结构与前置扩压器的湍

流流场特性的相互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试验研究和

CFD 模拟。Walker 等[1]试验研究发现与传统设计方法

相比，OGV/ 前置扩压器一体化的设计方法可以改善

燃烧室进口的空气动力学特性，增大扩压器面积比，

提高静压恢复系数并减小总压损失；徐磊磊等[2]通过

试验与数值计算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不同扩张角下

前置扩压器性能的变化，发现前置扩压器的扩张角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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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佳值，扩张角大于该值时气流会出现流动分离；

LI 等[3]采用不同 RANS 湍流模型对OGV/ 前置扩压器

的流场特性进行数值研究，结果表明虽然 RANS 模型

能够合理地预测出整体的流动结构和性能，但却无法

正确预测出 OGV 的流动，尤其是导向叶片附面层上

所发生的流动，因此采用大涡模拟（Large Eddy

Simulation，LES）进行初步计算，但由于 LES 进口速

度场中没有叠加任何脉动，所预测的吸力面上有较大

的流动分离。

采用 LES 模拟湍流流动时如何生成符合湍流统

计特性的进口条件，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目前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进口的速度场加入随机脉动，如白

噪声（White noise，WN）[4]，但这种方法生成的进口速

度场没有任何的时间 - 空间关联性，而且在下游会很

快耗散掉。近年来，为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不

同方法。Batten 等[5]采用傅里叶合成方法得到较为真

实的湍流脉动能谱，并考虑到近壁面流动的各向异

性，但是在进口下游较长的一段距离后才能发展为真

实湍流；Lund 等 [6] 提出预前模拟（Precursor simu-

la-tion）的方法，通过在进口前加入独立的计算区域，

并对其进、出口采用周期性边界条件，以此生成充分

发展的湍流流动瞬态速度场，并通过重整（rescaling）

的方式将瞬时脉动加入到 LES 进口条件中，但是该方

法需要单独的计算域，所需的计算成本较高；Jarrin等[7]

提出 1 种新的合成涡方法（Synthetic Eddy Method，

SEM），所需计算成本较少，适用于任意进口几何形状

与流动情况，且所需的信息较为简单，在进口下游发展

为实际湍流所需长度较短。合成涡方法在槽道流动[7-9]、

后台阶流动[7]、机翼绕流[10]等简单流动中都得到应用；

对于具有复杂几何结构的流场，国内近年也开始进行

相关研究，如杨帆等[11]采用合成涡方法生成湍流进口

边界条件，对强旋流预混火焰进行大涡模拟研究。

本文在已有试验测得的进口统计数据的基础上[12]，

分别加入白噪声与合成涡的方法生成进口条件，采用

大涡模拟方法数值计算 OGV/ 前置扩压器的流场特

性，分析不同进口条件对数值模拟结果的影响，并与

试验结果进行对比。

1 数学模型

1.1 LES 亚网格模型

湍流流动由不同尺度的漩涡组成，其中大尺度涡

旋对流动影响较大，而小尺度涡旋则主要起耗散作

用。因此，可以采用大涡模拟对于大尺度的可解分量

通过控制方程直接求解，对于小尺度结构可通过亚网

格模型化求解。

本文采用 Smagorinsky 亚网格尺度模型[13]，将亚

网格雷诺应力模化为

子ij
S
=-2滋tS軈ij+

1
3
子kk
S 啄ij （1）

式中：滋t 为亚网格黏性，可写为

滋t=籽（CS驻）2|S|=籽（CS驻）2 2S軈ijS軈ij姨 （2）

式中：Cs 为模型常数，对于内部流动一般取 0.1；驻 为

滤波尺度，取 驻=（驻x驻y驻z）1/3；S軈ij 为过滤后的应变率

张量。

同时在近壁面区域引入 Van Driest[14]近壁阻尼函

数减小近壁面的涡黏性。

1.2 合成涡方法（SEM）

合成涡方法可以高效便捷地生成进口脉动速度

场，该方法假设脉动速度由进口平面附近空间 B 内

随机分布的 N 个涡共同作用产生。由这 N 个涡产生

的速度表示为

u=U+ 1
N姨

N

k=1
移ckf滓(X)（X-Xk） （3）

式中：U 为进口平均速度场，由试验测得或由 RANS

结果得到；Xk 为 N 个涡的空间位置坐标；ck 为涡的相

对强度，定义为

ci
k =aij 着j

k
（4）

式中：aij 为雷诺应力 Rij 的 Cholesky 分解[10]；ε 为独立

随机变量，以相等概率取 -1 或 1

着∈{-1,1} （5）

f滓(X)（X-Xk）为处在 Xk 位置的涡附近的速度分布

函数

f滓(X)（X-Xk）=

VB滓-3姨 f x-xk
滓蓸 蔀 f y-yk

滓蓸 蔀 f z-zk
滓蓸 蔀 （6）

式中：滓 为涡的特征尺度，由湍动能、耗散率、网格尺

度共同决定[15]；f 为形函数，定义为

f= 琢姨 （1-|x|）,if |x|≤1

0, otherwise嗓 （7）

式中：琢 为形函数系数，为保证脉动速度与试验测量

值准确符合，本文取 琢=1.6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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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迭代时间步，第 k 个涡的位置为

Xk（t+dt）=Xk（t）+Ucdt （8）

式中：Uc 为涡的运动速度，其值一般取进口平面的平

均速度。由此保证了每个时间步的脉动速度场与上一

时间步的时间关联。

应用合成涡方法生成进口脉动速度场的步骤为：

（1）在已知进口各输入量（如平均流场、雷诺应力

分布等）的基础上，确定进口平面附近涡的运动空间 B；
（2）随机生成每个涡的位置 Xk 和脉动强度 着；
（3）计算由 N 个涡合成的脉动速度并叠加到进

口平均速度场中；

（4）涡在空间 B 中以平均速度 Uc 运动；

（5）对运动到空间 B 外的涡，在相对的面上重新

生成新的位置 Xk 和脉动强度 着。重复步骤（3）~（5）。

2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为压气机出口导向叶片与前置扩

压器组合结构，如图 1 所示。OGV 叶栅平均半径为

375 mm，高度 h=36.6 mm，全环 OGV 叶栅包含 160 个

弦长为 39 mm 的直叶片。IGV（进口导向叶片）叶栅包

含 80 个叶片，为考虑 IGV 尾迹对 OGV/ 前置扩压器中

流场的影响，数值模拟取 2 个 OGV 叶片，角度为4.5毅。
前置扩压器进、出口面积比为 1.6，长度 L=2.33h。

计算域和计算网格如图 2 所示。采用 RR 公司网

格生成程序 PADRAM [16] 生成结构化分块网格，OGV

区域流向和展向的无量纲网格步长分别为 驻x+≈25、

驻z+≈40，叶片附近第 1 层网格 驻y+≈1；扩压器区域流

向的无量纲网格步长为 驻x+≈100，展向网格步长对

OGV 尾迹区域内为 驻z+≈8，尾迹区域外为 驻z+≈20，

壁面附近第 1 层网格高度 驻y+≈5。网格总量约为 900

万，利用自编软件 DELTA 并行计算。在计算域的周向

上采用周期性边界条件；内、外环壁面及叶片壁面采

用无滑移壁面边界条件；进口平均速度为 45 m/s

（Ma=0.13），其方向与进口平面法向呈 45毅，进口在试

验测得的 2 维速度分布的基础上，分别采用加入白噪

声与合成涡方法生成脉动速度场，进口温度和压力与

试验环境的相同，分别为 288 K、101325 Pa；出口采用

零梯度出口边界条件。时间步长为 1×10-6 s，稳定后

取 3 个流通时间的时间段计算平均流场。

3 计算结果及分析
3.1 合成涡方法生成进口条件

本文将试验测得的 OGV 进口平均速度场、脉动

均方根分布、湍动能、耗散率分布作为合成涡方法的

输入信息。在计算 aij 时取

aij=
R11姨 0 0

0 R22姨 0

0 0 R33姨

晌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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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 0 0

0 v' 0

0 0 w'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式中：u'，v'，w' 分别为试验所测得的 3 个方向上的脉

动均方根。

采用 2 种方法所生成的脉动速度场的统计平均

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采用 2 种方法所生成的时

均轴向 U 和周向 V 速度均与试验结果高度契合，而

径向速度 W 由于数值较小，受计算误差影响稍大，但

分布趋势与试验测量基本符合。采用 2 种方法所生成

的速度场的脉动均方根分布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

见，采用 White noise 方法生成的脉动均方根远远大

于试验值，并不满足进口湍流的统计特性；而采用

图 1 压气机出口导向叶片与前置扩压器组合结构

图 2 OGV/ 扩压器结构化分块网格

图 3 OGV进口周向平均时均速度沿径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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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 方法产生的 3 个速度分量的脉动均方根与试验

结果十分吻合，在近壁湍动能较大处稍有偏差，但误

差最大不超过 4%。

进口中心点速度能谱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

在频率小于 10 kHz 范围内为大尺度含能区，在频率

为 10~12 kHz 范围内满足湍流理论中的惯性子区

-5/3 律，在频率大于 12 kHz 时也出现了湍流理论中

迅速衰减的耗散区。

从上述结果可见，合成涡方法产生的瞬时速度场

的统计特性能够满足目标要求，平均速度场即为目标

进口平均速度场，雷诺应力满足目标进口雷诺应力分

布要求。

3.2 流场结果分析

引入速度梯度张量的 2 阶不变量 Q 准则[17]

Qij=-
1
2
（SijSij-赘ij赘ij） （9）

Q 取决于应变率张量 Sij 与转动张量 赘ij 之间的

关系。Q 准则可以用来评价所求解的湍流中的拟序结

构。在 2 种进口条件下 OGV/ 扩压器中部 Q 准则等值

面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SEM 方法中可以观测到

进口流动中的 3 维湍流结构，而在 White noise 方法

中为不相干的小尺度湍流结构且很快耗散掉。SEM

方法生成的湍流结构在下游由于叶片前缘的层流化

而消失，但在叶片表面下游会再次出现，White noise

方法中也会在下游再次出现湍流结构，但 SEM 方法

出现得较早。同时在扩压器中可以看到导向叶片尾迹

的复杂湍流结构。

距离 OGV 吸力面壁面约 0.2 mm 处的时均轴向

速度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2 种进口条件下，气

流到达叶片前缘并滞止，随后在叶片吸力面上经历了

层流化过程、加速、层流到湍流的转捩及附面层的分

离再附着。虽然流动过程相似，但很显然 SEM 进口方

法预测的吸力面上的分离区要小，由于受测量方法的

限制，在试验中并没有相关的叶片吸力面分离区的数

据。同时在这一流动分离区域附近产生较大应力，从

而导致尾迹在叶片尾缘处分离并在下游迅速混合。从

图中还可见，叶片前缘后的流动跨度较大，由于通道

内、外壁面边界层与叶片的相互作用，以及叶片前缘

后空气的加速，使得靠近叶片内、外端壁处形成 2 个

动量较低的区域，且该区域不断扩大并在叶片尾缘处

图 4 OGV进口周向平均脉动均方根沿径向分布

图 5 进口面上中心点 A轴向瞬时速度能谱

（a）White noise

（b）SEM

图 6 中心高度处 Q=1000 等值面

图 7 叶片吸力面时均轴向速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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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2 个分别靠近内、外端壁的低动量“包”。

SEM 方法中通道中心高度截面处瞬态轴向速度

与径向速度分布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来自叶片

吸力面和压力面的气流在叶片尾缘处交汇并相互作

用，使尾迹在扩压器中的不稳定混合掺混，并在趋近

扩压器出口时逐渐均匀。

扩压器出口截面上的时均轴向速度的分布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与试验结果相比，计算预测结果

捕捉到扩压器出口的速度分布趋势，OGV 尾迹由于

混合作用在扩压器出口截面已经趋向均匀，但仍能明

显看出其影响痕迹；2 个明显不同的高速度区分别对

应上游的 2 个 OGV 叶片通道，而其不同则体现上游

IGV 尾迹对下游的影响（2 个 OGV 叶片对应 1 个

IGV 叶片）；在扩压器逆压力梯度的作用下，气流经过

扩压器后减速增压，可能导致在出口壁面处发生流动

分离，二次流也导致在 2 个加厚的尾迹区与壁面边界

层之间产生低动量区，很明显无论是数值计算还是试

验都没有检测到流动分离。

OGV 出口截面轴向

速度沿周向平均的径向分

布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

见，2 种方法所预测的速

度分布大致相同，与试验

数据相比，在中间高度处

速度分布符合得很好，但

在近壁面处稍有误差。

前置扩压器内某截面

（x/L=0.442）和出口截面

（x/L=1.0）轴向速度沿周

向平均的径向分布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采用 2

种方法得到的分布曲线与试验结果的分布趋势相同，

但在内壁面附近与通道中间高度处符合较差，与试验

值相比，预测结果分布较为平缓。部分原因是在试验

中测量 IGV 出口速度时布置的测点有限，在数值模

拟时需要对试验测得的 2 维速度场插值作为进口平

均流场，可能无法完全反映 IGV 出口流场特性，由此

在计算中对下游流场产生一定影响。

4 结论

本文对 1 种 OGV/ 前置扩压器组合结构的流场

性能进行大涡模拟数值研究，分别采用白噪声与合成

涡方法生成进口条件，研究不同进口条件对数值模拟

结果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1）采用合成涡方法所生成的进口脉动速度场的

时均速度分布和脉动均方根分布与试验结果十分符

合，速度能谱分布符合湍流经典理论。与白噪声方法

相比，合成涡方法在进口下游产生的湍流结构不会立

即耗散掉，可传播到下游较远处。

（a）轴向速度

（b）径向速度

图 8 中心高度处瞬态轴向速度与径向速度分布（SEM 方法）

图 9 扩压器出口时均轴向速度分布

图 10 OGV出口时均轴向

速度周向平均沿径向分布

（a）x/L=0.442 （b）x/L=1.0

图11 扩压器内不同位置时均轴向速度沿周向平均的径向分布

Y

XZ

Axial velocity/（m/s） -10 0 10 20 30 40 50 60

Y

XZ

Radial velocity/（m/s） -2 0-4-6-8-10 2 4 6 8 10

Axial velocity/（m/s）

2 6 10 14 18 22 26 30 34

1.0

0.8

0.6

0.4

0.2

0
1.21.00.80.60.40.2

U/Um

WN
SEM
Exp.

1.0

0.8

0.6

0.4

0.2

0
1.21.00.80.60.40.2

U/Um

WN
SEM
Exp.

WN
SEM
Exp.

1.21.00.80.60.40.2
U/Um

（a）White noise （b）SEM （c）Experiment

42



张 腾等：不同进口条件对 OGV/ 前置扩压器流场大涡模拟结果的影响第 6 期

（2）与白噪声方法相比，合成涡方法在吸力面上

预测的分离区较小。

（3）在 OGV 出口、扩压器内及扩压器出口截面，

采用 2 种方法所预测的速度分布相差不大，与试验结

果相比，分布趋势相同，但在内壁面附近与通道中间

高度处符合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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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不同热射流点火状态下的燃烧性能，针对采用波瓣混合器的某型航空发动机加力燃烧室，基于 N-S 方程建立

了 3 维数值计算模型，得到了接力喷嘴径向高度和方位角对加力燃烧室流场、燃烧特性和流阻特性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随着径

向高度增加，热射流火焰传播距离逐渐减小，传播到稳定器下游区域从内涵逐渐向外涵移动，且稳定器壁面高温分布区域逐渐减

小；随着方位角增大，热射流火焰径向穿透深度逐渐增大，且稳定器壁面高温区域逐渐减小，在方位角 琢=0毅和 琢=5毅时稳定器壁温

最高，为 1450 K 左右；在加力燃烧室出口截面上，径向高度和方位角对无量纲总压影响不大，整体小于 0.005。

关键词：燃烧特性；热射流点火；径向高度；方位角；无量纲总压；波瓣混合器；加力燃烧室；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6.008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Different Radial Height and Azimuth of the Relay Nozzle
on the Hot Jet Igniting of the Afterburner

ZHOU Kai-fu, LI Ning, ZHANG Qi
渊AECC Guiyang Engine Research Design Institute袁Guiyang 550081袁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combustion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hot jet ignition states袁a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r an aeroengine afterburner with a wave-lobe mixer based on N-S equation. The effects of the radial height and
azimuth of the relay nozzle on the flow field袁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flow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fterburner were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radial height袁the flame propagation distance of the hot jet decreases gradually袁and the
propagation to the downstream region of the stabilizer moves gradually from the connotation to the culvert袁and the high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region of the stabilizer wall decreases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azimuth angle袁the radial penetration depth of the hot jet
flame increases gradually袁and the high temperature region of the stabilizer wall decreases gradually. The maximum wall temperature of the
stabilizer is about 1450 K at the azimuth angles of 0毅 and 5毅. The radial height and azimuth angle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dimensionless
total pressure at the outlet section of the afterburner袁and are less than 0.005 as a whole.

Key words: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曰hot-jet ignition曰radial height曰azimuth angle曰the dimensionless total pressure曰wave -lobe
mixer曰afterburner曰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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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加力燃烧室常用的点火方式有预燃

室点火、热射流点火、催化点火和高能电嘴直接点火，

其中热射流点火具有点火可靠、点火系统质量轻、结

构简单等显著优点，广泛应用在现代航空发动机加力

燃烧室中，尤其在冲压发动机和脉冲爆震火箭发动机

点火上备受关注。国内外做了一些研究性工作[1-7]。席

文雄、王振国等[3-4]对冲压发动机进行热射流点火研

究，实现了可靠点火；李建玲、范玮等[6]对热射流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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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发现热射流点火可实现脉冲爆震

火箭发动机的快速短距起爆。而有关热射流点火在航

空发动机加力燃烧室中的应用研究国内外鲜有报道。

徐兴平、张孝春等[8]对热射流点火煤油自燃规律进行

了试验研究，为第 4 代军用航空发动机加力燃烧室热

射流点火设计提供了初步试验依据。

对于采用波瓣混合器的加力燃烧室，内涵流通过

波瓣混合器产生的流向涡会影响热射流火焰的传播。

而文献[8]着重研究了煤油自燃延迟时间和距离随气

动参数的变化规律，并没有在加力燃烧室的流场中研

究热射流点火。在采用波瓣混合器的加力燃烧室基础

上研究热射流点火的文献很少，而针对波瓣混合器的

机理、性能、试验等的文献较多[9-14]。因此，根据加力燃

烧室波瓣混合器与稳定器布局形式开展热射流点火

的研究十分有意义。

本文以采用波瓣混合器的某型航空发动机加力

燃烧室为研究对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研究

了热射流点火性能随接力喷嘴径向高度和方位角的

变化规律。

1 数值模型

1.1 几何模型

由于加力燃烧室结构具有周向对称性，取其 1/6

为计算域，如图 1 所示。图中，D 为加力燃烧室入口外

涵直径；h 为接力喷嘴实际径向高度，即接力喷嘴到

中心对称轴距离；x 轴为中心对称轴，z 轴为径向，y
轴与 x、z 轴相互垂直。定义波瓣混合器入口处 x=0。
对接力喷嘴径向高度进行无量纲处理，即 H=h/D。在

其他条件相 同 的 前 提

下，改变接力喷嘴径向

高 度 H， 取 H ＝0.25、

0.28、0.30、0.33；在其他条

件相同的前提下，改变接

力喷嘴方位角 琢，取 琢＝
0毅、5毅、10毅、15毅。

加力燃烧室结构较为复杂，采用非结构化网格对

计算域进行离散。采用 5 种不同网格数进行网格无关

解研究，得出网格总数 540 万满足网格无关解。因此，

数值模型网格总数选择 540 万，如图 2 所示。

1.2 边界条件及数值方法

边界条件采用加力燃烧室的实际工况，内、外涵

入口均采用质量入口边

界条件，离散项设为 es-

cape，给出质量流量和总

温；出口采用压力出口边

界条件，离散项设为 es-

cape，给出静压和总温。

计算域两侧采用周期性边界条件。稳定器壁面设为流

固热交换面，其余壁面均采用绝热、无滑移固壁边界

条件，离散项设为 trap。

Cooper 等[15]采用数值模拟方法模拟某波瓣混合

器流场，得出采用 Realizable k-ε 湍流模型数值模拟

波瓣混合器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最为接近，故本文

湍流模型也选用 Realizable k-ε。就航空发动机加力

燃烧室而言，燃油雾化模型一般采用颗粒轨迹模型

（DPM 模型）。由于接力喷嘴类型为离心喷嘴，喷嘴的

射流源类型选择锥形射流源，锥角设为 78毅。接力喷

嘴的燃油燃烧属于非预混燃烧，故燃烧模型采用非预

混燃烧模型（Eddy-Dissipation 涡耗散燃烧模型）。压

力项采用 2 阶离散格式，对流项采用 2 阶迎风格式离

散，压力与速度采用 SIMPLE 耦合算法，收敛残差设

为 10-6。

1.3 数值方法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数值方法的可靠性，基于对该型加

力燃烧室扇形段流场测试结果，采用 Realizable k-ε

湍流模型对其进行数值模拟。加力燃烧室出口和混合

扩压器出口测点无量纲总温（测点实际总温 / 加力燃

烧室内涵入口总温）的计算和试验结果对比如图 3 所

示。从图中可见，计算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

建立文献[8]中热射流点火煤油自燃试验研究数

值模型，燃油雾化模型选择 DPM 模型、燃烧模型选择

Eddy-Dissipation 涡耗散燃烧模型对其进行数值模

拟，煤油着火延迟距离计算与试验结果对比见表 1。

图 2 整体网格及局部放大

（a）混合扩压器出口 （b）加力出口

图 3 无量纲总温计算与试验结果对比

图 1 计算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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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见，计算与试验结果较为吻合，相对误

差均在 5%以内，说明选择的燃油雾化模型和燃烧模

型的计算精度较高。通过对波瓣混合器和热射流点火

自燃的试验结果进行数值模拟发现，计算与试验结果

均能较好地吻合，说明本文的数值方法是可靠的。

2 计算结果与分析

2.1 热射流点火未工作时的流场分析

在热射流点火未工作时分析加力燃烧室流场，得

出热射流火焰的最佳传播区域。加力燃烧室的工作流

程为热射流火焰首先点燃值班火焰，然后利用值班火

焰点燃部分加力状态和全加力状态，同时考虑值班火

焰快速沿周向传焰，故热射流火焰需传到周向稳定器

附近区域迅速点燃该区燃油并形成稳定的小火焰，小

火焰利用周向稳定器周向传焰功能迅速点燃整个值

班火焰。稳定器尾缘截面上静温和氧气质量分数分布

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热射流火焰传到周向稳定

器附近的区域有 3 种（外涵 2 种，内涵 1 种），外涵有

2 种是因为内涵高温燃气受波瓣混合器波峰处产生

流向涡卷吸作用入侵外涵冷空气后导致该区气体温

度升高，最终导致周向稳定器附近的外涵区域形成高

温和低温 2 种不同区域；周向稳定器附近内涵区域气

流温度和压力高，氧气相对充足，非常有利于点火，故

为热射流火焰传播的最佳区域；周向稳定器附近外涵

高温区域气流温度高，氧气充足，压力相对较低，故为

射流火焰传焰的第 2 区域；周向稳定器附近外涵低温

区域气流氧气充足，压力相对较高，温度较低，故为射

流火焰传焰的最差区域。基于上述分析，热射流火焰

传播区域最好选择周向稳定器附近外涵高温区域和

内涵高温区域，具体选择时还要综合分析航空发动机

加力燃烧室的混合器与稳定器布局方式。

稳定器壁面温度分布如图 5 所示。稳定器高温区

主要分布在内径向稳定器和环向稳定器 2 个局部区

域，最高温度约 1000 K，这是因为内涵高温燃气通过波

瓣混合器波峰处卷吸到外

涵与低温空气进行热交换

提高了外涵区域的温度，导

致波瓣混合器波峰下游处

外涵温度升高，故环向稳定

器出现 2个局部的高温区。

2.2 热射流点火工作时的流场分析

为简便起见，主要分析不同射流喷嘴径向高度下

的流场。热射流火焰子午面静温分布如图 6 所示。从

图中可见，随着径向高度增加，热射流火焰传播距离

逐渐缩短，同时传播到稳定器下游区域从内涵区域逐

渐向外涵区域移动；径向高度越大，热射流火焰的高

温区域越小；径向高度越小，热射流火焰越靠近内涵，

内涵为高温燃气，氧气质量分数相对较低，热射流燃

油不能在短距离内完全燃烧，从而拉长热射流火焰的

传播距离；随着径向高度增大，热射流火焰越靠近外

涵，外涵空气温度低，氧气质量分数较高，热射流燃油

在短距离内完全燃烧，同时热射流火焰向外涵低温空

气传入大量的热量，加快了热射流火焰的耗散，从而

热射流火焰的传播距离较短、高温区域越小。在

x/D=0.63 截面上静温分布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

随着径向高度增加，热射流火焰传播到稳定器尾缘截

面上的高温区域（1400 K 以上）后逐渐减小。当径向

高度 H=0.25 时，热射流火焰受流向涡卷吸作用沿径

向拉长，受稳定器阻挡分成一大一小 2 簇火焰继续往

下游传播，大的 1 簇射流火焰在内涵区域往下游传

喷嘴射油压差 /MPa

0.65

0.75

0.95

试验结果

125

95

65

计算结果

130

99

68

相对误差 /%

4.0

4.2

4.6

着火延迟距离 /mm

表 1 着火延迟距离试验与计算结果对比

（a）静温分布 （b）O2 质量分数mO2

图 4 稳定器尾缘截面静温和氧气质量分数分布

图 5 稳定器壁面温度分布

（a）H=0.25 （b）H=0.28

（c）H=0.30 （d）H=0.33

图 6 热射流火焰子午面静温分布

Level T/K
25 1020
23 980
21 940
19 900
17 860
15 820
13 780
11 740
9 700
7 660
5 620
3 580
1 540

Level mO2
13 0.230
12 0.225
11 0.220
10 0.215
9 0.210
8 0.205
7 0.200
6 0.196
5 0.190
4 0.185
3 0.180
2 0.175
1 0.170

T/K
1000
980
960
940
920
900
880
860
840
820
800
780
760
740
720
700

T/K
500 700 900 1100 1300 1500 1700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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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小的 1 簇在外涵区域往下游传播；当径向高度

H=0.28 时，热射流火焰受流向涡卷吸作用沿径向拉

长，受稳定器阻挡分成一大一小 2 簇火焰继续往下游

传播，大的 1 簇射流火焰在外涵区域往下游传播，小

的 1 簇在内涵区域往下游传播；当径向高度 H=0.30

时，热射流火焰受流向涡卷吸作用沿径向拉长，传播

到稳定器尾缘截面上高温区域与外伸径向稳定器回

流区完美贴合；当径向高度 H=0.33 时，热射流火焰更

加靠近外涵区域，向外涵低温气流传入大量的热量，

传播到稳定器尾缘截面上高温区域逐渐消失。

2.3 稳定器壁温分析

不同径向高度下稳定器壁温分布如图 8 所示。从

图中可见，随着径向高度增加，稳定器壁面高温分布

区域逐渐减小。随着径向高度逐渐增大，热射流火焰

逐渐靠近外涵区域，传播到稳定器尾缘截面上区域由

内涵逐渐向外涵移动，同时向外涵低温区域传递的热

量越来越大，高温区域逐渐减小，传播到稳定器壁面

时火焰区域逐渐减小到零，从而稳定器壁面高温区域

逐渐减小。径向高度 H=0.25 时稳定器壁温最高，高达

1400 K 左右，会导致稳定器局部烧蚀，严重影响稳定

器的工作可靠性。

不同方位角下稳定器壁温分布如图 9 所示。从图

中可见，随着方位角的增大，稳定器壁面高温区域逐

渐减小；方位角 琢=0毅和 琢=5毅时的稳定器壁温最高，为

1450 K 左右，会导致稳定器局部烧蚀；方位角 琢=15毅
时稳定器壁面温度最低，为 1100 K 左右。在方位角从

0毅增大到 15毅的过程中，热射流火焰受稳定器壁面阻

挡区域越来越小，稳定器壁面高温区域越来越小。

2.4 流阻特性

加力燃烧室沿流向截面的无量纲总压定义为

P= 1

m觶 5+m觶 f+m觶 15

∫Ptidm觶 1蓸 蔀 / m觶 5p t5+m觶 i5Pt15

m觶 5+m觶 15
蓸 蔀 （1）

式中：m觶 5、Pt5 分别为加力燃烧室内涵入口燃气质量流

量和总压；m觶 15、Pt15 分别为加力燃烧室外涵入口空气质

量流量和总压；m觶 f 为热射流燃油质量流量；m觶 1、Pti 分别

为加力燃烧室沿流向截面上节点质量流量和总压。

由式（1）得出不同径向高度下加力燃烧室无量纲

总压沿流向的变化规律，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

无量纲总压沿流向逐渐降低，无量纲总压曲线先较为

陡峭后逐渐变缓；流过稳定器无量纲总压骤然下降，

降低0.02；在稳定器尾缘下游，随着径向高度增加，无

（a）H=0.25 （b）H=0.28

（c）H=0.30 （d）H=0.33

图 7 x/D=0.63 截面静温分布

（a）H=0.25 （b）H=0.28

（c）H=0.30 （d）H=0.33

图 8 不同径向高度下稳定器壁温分布

（a）琢=0毅 （b）琢=5毅

（c）琢=10毅 （d）琢=15毅
图 9 不同方位角下稳定器壁温分布

Level T/K
11 1600
10 1500
9 1400
8 1300
7 1200
6 1100
5 1000
4 900
3 800
2 700
1 600

Level T/K
12 1700
11 1600
10 1500
9 1400
8 1300
7 1200
6 1100
5 1000
4 900
3 800
2 700
1 600

Level T/K
11 1600
10 1500
9 1400
8 1300
7 1200
6 1100
5 1000
4 900
3 800
2 700
1 600

Level T/K
11 1600
10 1500
9 1400
8 1300
7 1200
6 1100
5 1000
4 900
3 800
2 700
1 600

T/K
1400
1330
1260
1190
1120
1050
900
910
840
770
700

T/K
1400
1330
1260
1190
1120
1050
900
910
840
770
700

T/K
1400
1330
1260
1190
1120
1050
900
910
840
770
700

T/K
1400
1330
1260
1190
1120
1050
900
910
840
770
700

T/K
1400
1330
1260
1190
1120
1050
900
910
840
770
700

T/K
1400
1330
1260
1190
1120
1050
900
910
840
770
700

T/K
1400
1330
1260
1190
1120
1050
900
910
840
770
700

T/K
1400
1330
1260
1190
1120
1050
900
910
840
770
700

47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4 卷

量纲总压曲线由下往上排列。这是因为内外涵流体流

过波瓣混合器后生成的流向涡强度大，随着流向涡往

下游发展，流向涡强度逐渐增强，在流向涡强力掺混

的作用下能量损失较大，无量纲总压剧烈减小，故无

量纲总压曲线前段比较陡峭；当流向涡强度扩展到最

大时，受流体黏性和湍流耗散作用进入涡耗散阶段，

强度逐渐减小，掺混强度逐渐减弱，能量损失逐渐减

小，故无量纲总压曲线趋势逐渐变缓；流体流过稳定

器受逆压梯度影响，在节流作用下流体能量损失急剧

增大，无量纲总压急剧降低；随着径向高度增大，热射

流火焰逐渐靠近外涵，逐渐靠近波瓣混合器生成流向

涡核心区，受流向涡影响热射流火焰发生振荡，能量

损失越大，无量纲总压越小。热射流工作时，流体热阻

损失增大，无量纲总压减小，故热射流未工作的无量

纲总压曲线在热射流工作的无量纲总压曲线之上。在

加力燃烧室出口截面处，热射流导致的额外最大无量

纲总压损失约为 0.007。

不同方位角下无量纲总压沿流向的变化规律如

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无量纲总压沿流向逐渐降

低，在稳定器前无量纲总压曲线较为陡峭并逐渐变

缓；流经稳定器无量纲总压急剧降低，降低 0.02；在稳

定器后无量纲总压曲线趋势逐渐变缓并趋于平稳。在

加力燃烧室出口处，随着方位角的增大，无量纲总压

依次为 0.9498、0.9476、0.9472 和 0.9472；热射流工作

导致的额外最大无量纲总压损失约为 0.0056。

3 结论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本文研究了接力喷嘴

不同径向高度和方位角对热射流点火性能的影响规

律，得出如下结论：

（1）通过流场分析可知，热射流火焰传播到周向

稳定器附近区域时最好选择外涵高温区域和内涵高

温区域。

（2）随着径向高度增加，热射流火焰传播到稳定

器尾缘截面时高温区域逐渐减小，其中在 H=0.30 时

热射流火焰传播到稳定器尾缘截面上高温区域与外

伸径向稳定器回流区完美贴合。

（3）随着径向高度增加，稳定器壁面高温分布区

域逐渐减小，其中在 H=0.25 时稳定器壁面静温最高，

为 1400 K 左右，会导致稳定器局部烧蚀。

（4）随着方位角的增大，稳定器壁面高温区域逐

渐减小，其中在方位角 琢=0毅和 琢=5毅时稳定器壁面温

度最高，为 1450 K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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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中心分级燃烧室的流场特性及主燃级旋流器旋流数对中心回流区的影响，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 2 种不同主燃

级旋流数的头部结构下的出口流场开展了对比研究，并进行了试验验证。结果表明：主燃级部分旋流气体与预燃级掺混，参与影响

中心回流区的形成；主燃级旋流数的变化对头部流场分布有显著影响。主燃级旋流数减少，使主燃级径向尺寸增加，径向分区明显；

使预燃级回流区位置后移，涡心向火焰筒中心靠拢。

关键词：中心分级燃烧室；主燃级旋流器；流场特性；旋流数；数值模拟；粒子图像测速仪（P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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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wirl Number of the Main Swirler on Concentric Staged Combustor Flow Field
LI Mei-ye, CHENG Ming, LIN Hong-jun, CHANG Fe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 of concentric staged combustor and the effect of the main stage swirl number
on the central recirculation zone袁a contrastive study was carried out on the outlet flow field under the head structure of two different main
stage swirl number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the test verification was comple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xing of the main stage swirl
gas with the pilot is involved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entral recirculation zone. The variation of the main stage swirl number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head flow field. When the main stage swirl number decreases袁 the radial dimension of the main stage
increases, radial division become obvious曰 the recirculation zone of pilot moves backward袁and the vortex moves closer to the center of the
flame tube.

Key words: concentric staged combustor曰main stage swirler曰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曰swirl number曰numerical simulation曰PIV

0 引言

在燃烧室中，流场特性是体现燃烧组织方式的 1

个重要方面，同时对燃烧性能造成直接影响[1-2]。燃烧

室中回流区过长会使燃烧区后移，火焰外伸，出口温

度场变差，造成涡轮烧蚀，回流区径向尺寸过大，会使

高温燃烧区靠近壁面，破坏火焰筒的气膜冷却，严重

时烧坏火焰筒壁面。现代燃烧室中的旋流器是形成流

场的关键部件，其结构设计对于得到稳定、尺寸合适

的回流区起到重要的控制作用[3-5]。国内外学者针对旋

流器后的流场特性开展大量的数值模拟及试验研究。

Thundi 等[6]运用 Fluent 研究不同旋流器叶片角度对

燃烧室流场结构的影响，与试验结果比较，表明标准

k-ε 模型适用于弱旋流，而雷诺应力模型对强旋流

更为适用；Pandu[7]试验测量单级旋流器突扩矩形燃烧

室内流场，表明通过减小旋流器的气流压降，使旋流

器下游回流区尺寸相应减小；刘殿春等[8]研究发现外

旋流器是决定 SACS 燃烧室气流结构的关键因素。中

心分级燃烧组织方式作为 1 种径向分区分级组织概

念，在高温升燃烧室上被广泛采用[9-10]。其设计思路是

通过火焰筒头部 2 级旋流器在径向形成 2 个燃烧区，

预燃级气流在中心形成预燃级回流区，主燃级气流在

外围形成主燃烧区。预燃级回流区径向尺寸、主燃区

与预燃区的相互干涉以及整个燃烧区的长度直接影

响分级分区燃烧组织[11-13]。

本文以某中心分级燃烧室的头部旋流器为研究

对象，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中心分级燃烧室的流

场特性及主燃级旋流器旋流数对中心回流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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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

某中心分级燃烧室头部

结构（如图 1 所示）由预燃级

和主燃级组成。预燃级在内，

包括 2 级旋流器与中心离心

雾化喷嘴，2 级旋流器形成中

心回流区来稳定火焰，离心雾

化喷嘴用于保证小状态下良

好的雾化性能；主燃级在外，

包括主燃级旋流器与直射式

空气雾化喷嘴[14-15]，主燃级旋流器采用旋流与非旋流

组合形式来控制主燃级旋流数，形成主燃烧区，空气

雾化喷嘴用于保证大状态下具有良好的燃烧性能。

为了研究主燃级旋流数对中心分级流场的影响，

在基准方案 1（旋流和非旋流空气流量比例 2∶1）的

基础上，保证主燃级空气流量基本不变，将主燃级旋

流与非旋流流量比例调节到 1∶1，形成方案 2。

2 数值模拟

2.1 几何模型和网格划分

在实际物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简化的几何模型，

如图 2 所示。整个计算域由集气筒、旋流器和火焰筒

排气段 3 部分组成，计算过程不考虑燃烧室的实际形

状和冷却孔结构分布。由圆筒形集气筒将空气引入中

心分级头部，气体在旋流

器出口产生一定的气动转

角后，进入与集气筒相同

直径的圆筒形火焰筒，最

后由倒角为 45毅的收敛段

排出。

采用 ICEM 软件对计算模型进行网格划分，网格

为非结构四面体网格，网

格数目为 1053 万，节点数

目为 182 万，网格如图 3

所示。

2.2 湍流模型

采用 Fluent 进行流场特性数值模拟，在计算模型

的控制方程中，湍流模型采用 Realizable k-ε[16]模型，

壁面处理采用标准壁面函数，采用 SIMPLE 算法进行

压力 - 速度耦合计算，求解器采用隐式分离求解器，

离散格式采用 2 阶迎风精度。

2.3 边界条件

进口条件：压力进口，压力为 3400 Pa，温度为

300 K。出口条件：压力出口，压力为 0 Pa（背压设为

大气压 101325 Pa），温度为 300 K。

空气：进出口马赫数小于 0.3，采用不可压理想

气体。

3 结果分析

3.1 基准方案头部流场结果分析

过旋流器中心线截

面基准方案旋流器下游

的轴向速度 Vx 矢量如图

4 所示。坐标原点设置在

旋流器进口平面中心，x
轴设在旋流器进、出口的

中心线上，其中横、纵坐

标分别为沿气流的轴向

和径向距离与圆筒型火焰筒直径的比值。从图中可

见，基准模型下游整个流场沿火焰筒中心轴线 y=0 均

匀对称，中心形成稳定的低速回流区。气体通过中心

的 2 级旋流器形成 2 股同轴的旋转射流，在流场形成

明显的径向分区，即直流区和回流区。预燃级在中心

形成低速回流区，主燃级由于采用弱旋，直流流出旋

流器出口，受预燃级回流区的影响，在流场下游与预

燃级有部分气流掺混，参与中心回流区的形成。

中心截面基准模型轴向速度对比如图 5 所示，图

中对基准旋流器下游部分流场的 PIV 试验测量与数

值模拟结果进行定性分析。PIV 试验状态与数值模拟

保持一致，均在常压常温下进行。计算结果与试验结

果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射流形态对称，回流区涡心

图 1 中心分级旋流器

结构

图 3 计算模型网格

图 4 中心截面基准模型

速度矢量

（a）试验结果 （b）计算结果

图 5 中心截面基准模型轴向速度对比

主燃级

预燃级

图 2 计算模型

集气筒 旋流器 火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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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旋流器中心线轴向

速度分布

位于过旋流器的中心线上，说明该数值模拟采用的方

法基本可靠。由于单头部燃烧室的计算模型与试验件

结构不同，造成数值模拟与试验结果的差异，这里不

作进一步讨论。

3.2 主燃级旋流数的影响

3.2.1 回流区特征

中心截面 2 种方案的流线如图 6 所示。主燃级在

2 种方案中都形成了稳定的回流区，回流中心有 2 个

对称的由气体内外压差产生的涡，由于主燃级方案 1

主燃区区域径向尺寸比方案 2 的小，受预燃级回流区

影响较大，说明旋流数的减少会影响主燃烧区的径向

分布，使径向分区不明显。

通过轴向零速度画出的 2 种方案的回流区边界

如图 7 所示。2 种方案在轴向上的预燃级回流区宽度

随 x/D 的增大均先增大后减小。在径向上方案 1、2 的

回流区最大径向宽度分别位于 x/D=0.84、0.96 处，方

案 2 较方案 1 最大径向宽度位置后移，方案 1 的回流

区最大径向宽度略大。方案 1 的预燃级回流区中心涡

较大，偏向火焰筒壁面，方案 2 的预燃级回流区中心

涡较小，偏向火焰筒中心。随着主燃级旋流数的减

少，主燃级切向速度减小，轴向速度分量增大，对回

流区有压制作用，使得回流区位置后移，径向尺寸增

加，涡心向火焰筒中心靠

拢，较长的预燃级回流区

会给燃烧室的出口温度场

调节带来困难。说明减少

主燃级旋流数对预燃级回

流区尺寸和位置均造成一

定影响。

3.2.2 各截面速度分布

为了分析主燃级旋流数对旋流器下游流场变化的

影响，分别取 4 个特征截面 x/D=0.24、0.42、0.61、0.79，
观察其轴向速度沿径向的分布趋势，如图 8 所示。

在 x/D=0.24 截面，沿径向分别存在 2 个顺流区

和 3 个逆流区，其中 3 个逆流区分别为预燃级形成的

中心回流区、预燃级与主燃级出口形成的唇口回流区

和火焰筒与主燃级出口形成的角回流区，顺流区 2 个

峰值为主燃级与预燃级出口下游轴向速度。2 种方案

的速度分布基本相同，主燃级旋流数的变化对旋流器

下游的唇口回流区和角回流区气流的轴向速度没有

明显影响。

在 x/D=0.42 截面，轴向速度沿径向先增大至峰

值后减小，2 个速度峰值逐渐合为一处，此时主燃级

部分气流与预燃级掺混。方案 2 的峰值位置更靠近中

心处，回流区的半径基本一致。

在 x/D=0.61、0.79 截面，方案 1、2 的流场分布趋

势基本相同。但由于方案 2 主燃级旋流数减少，回流

区涡心后移，其整体速度分布向中心靠近，轴向速度

峰值和回流速度峰值均增大，回流区径向半径减小。

在 x/D=0.79 处，方案 1 的回流区已趋向于结束。对比

截面 A、D，方案 2 的回流速度衰减得更缓慢。

旋流器中心线上轴

向速度沿 x 轴正向的分

布趋势如图 9 所示。在旋

流器出口到 x/D=0.5 的

位置，中心线上轴向速度

没有明显变化。在 x/D＞
0.5 的位置，2 种方案的

轴向速度变化趋势相同，

（a）方案 1 （b）方案 2

图 6 中心截面 2种方案流线对比

图 7 中心截面 2种方案

回流区对比

（a）x/D=0.24 （b）x/D=0.42

（c）x/D=0.61 （d）x/D=0.79

图 8 轴向速度沿径向分布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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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主燃级轴向速度增大的影响，方案 2 的回流区轴向

速度明显较方案 1 的增长缓慢。

4 结论

本文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了中心分级流场特

性及主燃级旋流数对中心回流区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1）2 种头部结构均在下游形成径向分区，预燃

级气流在中心线上形成低速回流区，受预燃级回流区

影响，主燃级部分旋流气体与预燃级掺混，影响中心

回流区的形成，主燃级未形成单独的回流区。

（2）主燃级旋流数的变化对头部流场分布有明显

影响。随着主燃级旋流数的减少，主燃级气流切向速

度减小，主燃级径向尺寸增加，径向分区明显；预燃级

回流区位置后移，涡心向火焰筒中心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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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针对某涡桨发动机在试车过程中发生的自由涡轮叶片裂纹故障，对裂纹叶片进行荧光检查、叶片测频和冶金分析，并通

过 MSC/PATRAN 有限元分析软件确定叶片的振动特性。结果表明：叶片裂纹发生的原因为叶片的第 5 阶固有频率与导叶激励频率接

近而发生共振，引起叶片发生高阶振动，造成叶片高周疲劳失效所致。重点调整螺旋桨的工作转速范围，使其基本处于规定的安全

工作转速范围内。后经 1000 h 试车验证，均未再发生类似故障。

关键词：自由涡轮叶片；裂纹；振动；共振；高周疲劳；涡桨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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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de Crack Fault Analysis of Aeroengine Free Turbine
MA Li-li1, HE Li-qiang1, REN Wei-feng2

渊1.Aero Engine Corporation of China袁Beijing 100097袁China曰2.AECC Huna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袁ZhuzhouHunan 412002袁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blade crack fault of free turbine occurred during a turboprop engine test run袁the crack blade was examined
by fluorescence袁frequency measurement and metallurgical analysis袁and th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lade were determined by MSC/
PATRAN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use of the blade crack is that the fifth natural frequency of the blade
is close to the excitation frequency of the guide vane袁 which causes the blade to vibrate at higher order and causes the high cycle fatigue
failure of the blade. The working speed range of propeller is mainly adjusted to make it within the specified safe working speed range. After
1000 h test run袁none of the same faults occurred again.

Key words: free turbine blade曰crack曰vibration曰resonance曰high cycle fatigue曰turboprop 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长期工作在高温、高压、高

转速的恶劣环境下，在气动、机械和热的共同作用下，

其结构强度和振动等问题比较突出。随着发动机性

能的提高和空气流量的加大，工作叶片变得薄而

长，很容易出现振动问题，并导致叶片出现裂纹甚

至断裂[1-2]。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叶片强度与振动问题进行了

研究。金向明等[3]对整体离心叶轮叶片的振动可靠性

进行分析；李春旺等[4]分别考虑离心力场、气动力场、

温度场及热力场等因素的影响，对某航空发动机涡轮

叶片工作状态下的振动模态进行分析，发现温度场和

离心力场是影响叶片固有频率的主要因素，但对叶片

的振型影响很小。田爱梅等[5]提出 1 种构件振动可靠

性设计方法；徐可君等[6]建立了叶片振动非概率可靠

性评估体系、方法及模型，并将其应用于航空发动机

压气机、涡轮叶片的振动可靠性计算；陈立伟等[7]建立

了平均应力为定值和随机变量时的结构振动可靠性

模型，给出了可靠度计算的相应表达式及分析流程；

欧阳德等[8]提出了 1 种发动机叶片振动可靠性评估方

法，引入了概率故障树概念；宋兆泓[9]给出了发动机叶

片故障的理论研究、计算分析、实验研究、故障结论、

排故方法和使用效果等；江龙平等[10]将灰色理论与方

法引入叶片的振动可靠性评估；孟越等[11]对叶片强迫

响应问题提出了应用瞬态分析的方法。但在发动机实

际工作中，振动问题远比静力问题复杂[12-13]，故障发生

后其原因定位也更加困难。以往研究发动机叶片的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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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模态时，关注较多的是叶片的形状、结构、装配形式
[14]及尾流激励[15]等因素，对真实发动机试车中发生的

裂纹故障分析定位方法研究较少。

本文针对某涡桨发动机自由涡轮叶片长时间工

作发生的裂纹故障，采用故障树分析法以自由涡轮叶

片裂纹为顶事件，从设计、试制、试验载荷等方面自上

而下对故障原因底事件进行梳理，通过无损检查与计

量、叶片测频、冶金分析、试验验证等方法排查故障原

因，并建立 3 维模型模拟试验工况开展强度和振动特

性数值仿真分析，确定了自由涡轮裂纹发生的主要原

因，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1 故障概述

在对某涡桨发动机进行首翻期寿命试车中发动

机例行定检时，发现在自由涡轮 1 片动叶上有 1 条疑

似穿透性裂纹，在车台对该叶片进行磁流、荧光确认，

通过荧光确认在位于该叶片 4/5 叶高尾缘处有长约

5～7 mm 的裂纹，如图 1 所示。经孔探仪检查其他部

件未见异常，经磁堵检查未见异常金属屑，滑油光谱

分析正常。试车过程共有 5 个试车谱，各试车谱的完

成情况见表 1。截止到发现故障时，发动机累计工作

超过 800 h。

2 检查与分析结果

2.1 荧光检查

将发动机分解检查，并对 27 片自由涡轮叶片均

进行荧光检查和 X 光检

查。荧光检查发现共有 6

片叶片（含台架发现的）存

在单条裂纹，存在裂纹的

叶片在转子上的分布如图

2 所示。图中红色为出现

裂纹的叶片，黑线为裂纹

长度；6 片裂纹叶片榫齿表面啮合痕迹分布较均匀，

未见异常接触痕迹，叶尖及型面表面均未见碰摩及击

打痕迹。

从图中可见，发生裂纹的叶片装配位置呈离散分

布，无明显规律性。裂纹的位置与长度情况见表 2。其

中 27 号叶片的裂纹最长，为 10 mm，其余 5 片叶片的

裂纹长度均为 4 mm 左右。裂纹在叶片上的位置比较

相似，距离叶尖约 8～10 mm，约为 20%叶高的位置

（叶高约 45 mm）。裂纹平直，基本与排气边垂直，形貌

相似。

2.2 断口冶金分析

为进一步判断叶片裂纹的性质，对叶片进行断口

分析，如图 3 所示。从冶金结果来看，检测的 2 个叶片

成分合格，渗层及基体显微组织正常，裂纹性质为疲

劳开裂。疲劳裂纹起始于叶片排气边叶盆表面，源区

宽约 0.4 mm，区域可见 4 个明显的疲劳台阶，由表面

起始后穿过渗层延伸至基体，呈线性多源特征，源区

未见冶金缺陷。裂纹扩展前期断面均较平坦，中、后期

高低起伏较大，疲劳裂纹扩展方向为由叶盆向叶背及

进气边方向，局部位置的

疲劳弧线扩展方向存在一

定的差异性，疲劳弧线之

间局部位置可见宽窄交替

变化的疲劳条带，由此判

断叶片在工作过程中除了

图 1 叶片裂纹照片

试车谱

1

2

3

4

5

阶段数合计

应完成数

34

117

32

5

50

238

已完成数

18

60

31

5

14

128

表 1 各试车谱完成情况

图 2 裂纹叶片分布

装配位置

27

10

8

24

12

14

裂纹长度 /mm

10

4.5

4

4

4

3.5

裂纹距叶尖距离 /mm

10

8～9

8～9

8～9

8～9

8～9

表 2 裂纹位置与长度情况

（a）50 倍放大

（b）100 倍放大 （c）500 倍放大

图 3 叶片断口区形貌

14

24

27

8

10

12

Mag=50X 100 滋m2

EHT=20 kV WD=16 mm Signal A=SE1 Date:21 Feb 2015
Photo No.=2046 Time:16:35:34

Mag=50X 20 滋m2

EHT=20 kV WD=16 mm Signal A=SE1 Date:23 Feb 2015
Photo No.=2089 Time:12:01:14Mag=100X 100 滋m2

EHT=20 kV WD=16 mm Signal A=SE1 Date:23 Feb 2015
Photo No.=2085 Time:11:5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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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正常的稳态工作应力外，应当还叠加有振动应

力。初步判断自由涡轮叶片裂纹性质为疲劳开裂。

2.3 叶片测频

试验后对装机叶片频率进行复测，并与装机测量

结果进行对比，试验前后叶片的频率基本相同，最大

变化量在 3%以内，符合该核心机自由涡轮转子装配

要求。初步判断试验并未对叶片频率带来很大影响，

裂纹发生的原因并不是频率的改变造成的。

2.4 叶型对比复查

对 6 片存在裂纹的自由涡轮叶片和 6 片正常叶

片的叶型全部进行 3 坐标计量，每片叶片计量 5 个截

面，计量结果均与理论叶型进行对比。根据计量结果

可知，裂纹叶片的叶型与理论叶型之间的偏差范围与

正常叶片与理论叶型之间的偏差范围基本相同，均处

于 0～+0.18 mm，表明试验并未造成涡轮叶片的叶型

变化。

3 计算分析与讨论

为进一步明确涡轮叶片裂纹故障发生的原因和

机理，对自由涡轮转子叶片进行强度和振动特性计

算，确定其在工作条件下的稳态应力分布情况及在工

作转速范围内存在的可能发生共振的转速。

3.1 物理模型与数值方法

按设计图样构建自由涡轮叶片的 3 维模型，如图

4 所示。采用 MSC/PATRAN 进行有限元前、后处理，

采用 MSC/NASTRAN 进行振动特性计算。采用 10 节

点四面体单元对叶片进行有限元网格划分，共有

164308 个单元，242393 个节点。

高压涡轮叶盘结构承受着质量离心力、热载荷、

叶片及前后盘腔气动力、盘与轴装配应力及叶盘的振

动应力等，其中离心载荷和热载荷占主要成分，因此，

开展离心载荷 / 热载荷耦合状态下叶片结构静强度

分析。根据叶片的安装方式，确定叶片的约束条件为

叶片榫齿接触面的全部位移施加约束。

3.2 数值结果与分析

3.2.1 强度特性的计算结果

由于离心力对叶片的应力影响最大，所以强度计

算选取在最高工作转速 43522 r/min 下进行。该发动

机的涡轮叶片采用 K418B 高温合金，材料的特性见表

3。从表中可见，温度对材料的特性影响较大，所以不能

用恒定温度场来模拟叶片的工作环境。因此将工作状

态下的温度场数据施加于叶片表面，以模拟真实的工

作环境。对于涡轮叶片的气动载荷本文在计算中并未

施加，主要是因为自由涡轮的进、排气压力较低，压力

面与吸力面的压差较小，由气动载荷产生的叶片弯应

力相对较小，对最终的计算结果影响不大，可忽略。

自由涡轮转子叶片强度计算结果如图 5 所示。涡

轮叶片在工作条件下的最大稳态应力位于叶片的叶

根部位。从计算结果来看，叶盆根部中间区域的应力

值最大，为 834 MPa，叶片的强度满足要求，裂纹位置

不存在应力过大等问题。

3.2.2 振动特性的计算结果

根据发动机的结构特点分析，自由涡轮导叶共有

19 片，自由涡轮导叶前面有 3 个固定支板，自由涡轮

后面有 6 个固定支板。由此可确定激振数为 3、6、19。

（a）叶片 3 维模型 （b）叶片计算网格

图 4 叶片 3维模型及网格

（a）叶盆 （b）叶背

当量应力 /MPa
8.34+002
7.78+002
7.23+002
6.67+002
6.12+002
5.56+002
5.01+002
4.45+002
3.90+002
3.34+002
2.78+002
2.23+002
1.67+002
1.12+002
5.64+001
8.25-001

8.25-001

图 5 计算工况下叶片当量应力分布

表 3 K418B合金特性

温度 t/℃

20

100

200

300

400

弹性模量 E/GPa

205

199

195

190

185

泊松比 滋

0.29

0.28

0.29

0.28

0.29

温度 t/℃

500

600

700

800

弹性模量 E/GPa

179

173

168

160

泊松比 滋

0.30

0.29

0.31

0.30

注：K418B 合金密度 籽=8010 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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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叶片的工作温度为 750 ℃，工作转速范围为

23760～43560 r/min。

叶片固有频率和叶片共振转速的计算结果分别

见表 4、5。有限元分析得到的自由涡轮叶片坎贝尔图

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发动机工作转速范围内，

K=3、6、19 倍激励线与自由涡轮叶片固有的 4、5、6 等

阶存在多个交点（即共振点），共振阶数多。结合发动

机试车的试车谱中转速停留点，认为在 32558 r/min

时自由涡轮叶片第 5 阶的固有频率与导向器的激励

频率 19 可能形成共振。

自由涡轮叶片第 5 阶振型和自由涡轮叶片第 5

阶当量振动应力分别如图 7、8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叶片尾缘距离叶顶 20%～30%位置的变形最大，振动

应力也最大。振动应力最大位置与叶片裂纹位置基本

相符，也间接证实了在 32558 r/min 时自由涡轮叶片

第 5 阶的固有频率与导向器的激励频率 19 形成共振

的判断。

通过以上有限元分析可知，叶片产生裂纹的主要

原因是：叶片第 5 阶固有频率与导向器叶片激励频率

发生共振，振动模态为高阶弯曲振型，造成叶身高阶

弯曲疲劳裂纹。

4 改进措施

根据分析结果，结合外场使用实际情况对试车谱

进行适当调整。产生裂纹的主要原因是试验中的自由

涡轮工作转速范围与外场使用存在差距，超出了设计

所规定的安全范围，所以重点调整螺旋桨的工作转速

范围，使其基本处于规定的安全工作转速范围内，更

加接近外场使用情况。后经 1000 h 试车验证，均未再

发生相同故障。

5 结论

对某发动机自由涡轮裂纹故障进行了检测分析

及有限元数值模拟研究，找到导致叶片裂纹故障的主

要原因，结论如下：

（1）由金相剖切检查及能谱分析结果可知，叶片

基体及渗层的成分基本正常，显微组织正常，无过热

过烧现象。

（2）由断口分析可知，叶片裂纹性质均为疲劳开

裂，疲劳裂纹均起始于叶片排气边叶盆的表面，呈线

性多源特征，6 片叶片裂纹属同一性质。结合有限元

分析得到的叶片疲劳裂纹分布位置及涡轮叶片典型

的振型图判断，叶片的振动模态属于高阶弯曲振型。

（3）疲劳裂纹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试车载荷谱的停

留转速制定不合理，在试车时自由涡轮转子转速超出

使用范围，部分转速停留在高阶共振点，气体经过激

振源产生的激励频率与叶片的固有频率接近而形成

共振，从而造成叶身高阶弯曲疲劳裂纹。

该裂纹故障原因分析与排查方法具有一定的工

阶次

激振 K

动力涡轮转速 /（r/min）

1

6

25422

3

19

22854

4

19

29095

6

19

42152

5

19

32309

7

19

42723

表 5 叶片共振转速计算结果

图 6 计算得到自由涡轮叶片坎贝尔图

阶次

第 1阶

第 2 阶

第 3 阶

第 4 阶

第 5 阶

0

2415

5196

7514

9699

11044

43560

2633

4933

6986

8972

9948

转速 /（r/min）

表 4 叶片固有频率计算结果 Hz
阶次

第 6 阶

第 7 阶

第 8 阶

第 9 阶

第 10 阶

0

14371

15059

17486

20493

22486

43560

13314

13499

15785

18744

20483

转速 /（r/min）

24000

18000

12000

6000

转速 /（r/min）

480003600024000120000

第 1 阶
第 2 阶
第 3 阶
第 4 阶
第 5 阶
第 6 阶
第 7 阶
第 8 阶
第 9 阶
第 10 阶
K=3
K=6
K=19
n=23760 r/min
n=43560 r/min

图 7 叶片第 5阶振型 图 8 叶片第 5阶当量

振动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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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应用参考价值，可为涡轮、压气机等旋转部件的故

障分析提供借鉴。

6 建议

为避免类似故障重复发生，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1）对借用或沿用的转子件应掌握其工作使用条

件、强度和振动特性及其安全使用裕度，给出相应的

限制使用条件；

（2）发动机试车谱的编制除了应准确体现实际使

用载荷、环境条件等之外，还应充分考虑发动机关键

件、转子件等的强度和振动裕度等因素，适当规避敏

感转速点；

（3）发动机重大试验谱的编制和试验过程应加强

设计与试验、不同专业等关键点确认和充分交流，防

患于未然，减少研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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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航空发动机可调喷管液压作动筒工作腔流量偏小问题，对作动筒复杂双油路腔开展了 CFD 数值仿真分析，阐明

了作动筒流量偏小原因，提出了增大流量的措施并仿真分析了改进效果。计算结果表明：仿真流量由 465.5 mL/s 增大到 539 mL/s，

增大了 73.5 mL/s;流量实测值由 443 mL/s 增大到 507 mL/s，满足设计要求，最终通过作动筒流量试验验证。

关键词：液压作动筒；流量偏小；数值仿真；可调喷管；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6.011

Simulation Analysis and Verification of Small Flow Problem in Complex Double Oil
Cavity of Actuating Cylinder

ZHANG Qi袁LI Ning袁JIN Yan-zhi袁WANG Xiao-yi
渊AECC Guiyang Engine Research Design Institute袁Guiyang 550081袁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mall flow in the working chamber of regulated hydraulic nozzle actuator of aeroengine袁
CFD 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for the complex double oil cavity of actuating cylinder袁and the reasons for the small flow of
actuating cylinder were expounded. The measures to increase the flow were put forward and the improvement effect was simulat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mulation flow increases from 465.5 mL/s to 539mL/s and increased by 73.5mL/s曰The measured flow
which meets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is increased from 443mL/s to 507mL/s. Finally the flow test of the actuating cylinder is verified.

Key words: hydraulic actuating cylinder曰small flow曰numerical simulation曰regulated nozzle曰are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可调喷管为发动机工作状态调节的

重要部件，通过对喷管喉道面积的调节可改变涡轮和

喷管部件膨胀比的分配比例[1-3]。液压操纵系统作为喷

管喉道调节的主要执行机构，其工作的可靠性和稳定

性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国内对航空发动机作动筒的研

究大多围绕作动筒裂纹故障分析[4-6]、结构设计[7]、控制

系统试验研究[8]、控制系统仿真设计分析[9-11]、控制伺

服系统机构设计分析[12-14]，而采用数值仿真分析的方

法分析作动筒流量的研究文献鲜有报道。为此，基于

某型航空发动机作动筒在试制中出现流量不合格的

问题，开展数值仿真分析工作。作动筒组件通常分为有

杆腔和无杆腔，作动筒有杆腔（工作腔）在工作中的流

阻增大将导致腔体内流动介质在一定压差条件下填充

时间延迟，从而迫使可调喷管驱动响应时间滞后。

某型涡扇发动机的可调喷管液压操纵系统在试

制阶段，暴露出喷管液压操纵系统的单件作动筒流阻

试验流量值批次性存在流量值偏小和流量波动较大

的问题，具体为液压作动筒工作腔流量值较设计要求

偏小约 8%～22%。本文针对该问题开展了数值仿真

分析，查找问题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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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动筒结构分析

某型带加力燃烧室的涡扇发动机收 - 扩喷管喉

道截面由 I 排液压操纵系统驱动。在非加力及加力状

态下，按设定的控制规律控制喷管喉道截面面积，以

保证稳定状态时要求的低压转子控制计划和过渡状

态及加力接通时的气动稳定性裕度[3]。

喷管喉道 I 排液压操纵系统由 12 个作动筒组件

首尾相连焊接成作动环。单个液压作动筒主要由端

盖、筒体、活塞、密封圈、双油路管座等组成，如图 1 所

示。作动筒组件分为工作腔（有杆腔）和回油腔（无杆

腔），通过双油路管座及筒体上的工作腔管接嘴和回

油腔管接嘴实现燃油进出，液压作动筒借助双油路管

座和端盖上的耳孔固定，为降低作动筒构件工作温

度，采用燃油逆流的方法冷却，如图 2 所示。

2 作动筒内腔流路分析

前期依据液体介质流量公式对可能影响液体流

量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已排除压力测点位置、压力

表测量精度、试验压力条件、流量计量方法等作动筒

流量测量因素。除上述对作动筒流量偏小的影响分析

工作外，还须对作动筒内腔流路尺寸和流体介质流动

进行分析，查找影响作动筒流量的内在因素。

2.1 内腔流动面积分析

作动筒内腔流道尺寸是影响流量的重要因素，对

流道中组成零件上最小截面尺寸进行复查，对流体介

质工作腔流道中的最小流通面积进行核算，对作动筒

内腔流道的 4 处较小面积处（如图 3 所示）进行核算，

其结果见表 1。从表中可

见，作动筒工作腔多股流

入口处的面积之和 S2 较

小，为 50.20 mm2，对作动

筒实物解剖的尺寸计量

结果也证实了实物尺寸

符合设计要求。

2.2 内腔流动仿真

鉴于作动筒内腔体流路较为复杂，为详细了解流

体介质在其内部的流动，以及流体介质在复杂腔体内

参数的变化情况，本文对双油路作动筒内腔进行

CFD 数值仿真分析。在作动筒内腔仿真模型建立过

程中未对几何进行任何简化，保留了腔体内的全部细

节特征，其仿真分析剥离的几何模型如图 4 所示。由

于作动筒内腔结构复杂，采用 ICEM 软件的多面体球

形结构网格对计算域进行网格划分。为精确模拟作动

筒内腔流动及损失，在内腔近壁面处设置边界层网

格。采用 5 种不同网格总数进行网格无关解验证，网

格总数 80 万时满足无关解的要求，故本文的网格总

数选择为 80 万，如图 5 所示。

根据改进前作动筒流量的实测值，采用 4 种湍流

模型进行计算，计算结果见表 2。RNG k-ε 湍流模型

的计算精度最高，相对误差为 4.96%，故采用 RNG

k-ε 湍流模型进行计算。按试验结果将边界条件分

图 1 液压作动筒基本构成结构

图 2 作动筒内腔冷却流路

流通部位

S1

S2

S3

S4

流通面积 /mm2

92.20

50.20

58.10

59.61

表 1 作动筒工作腔流通

面积计算结果

图 3 作动筒内腔流道截面积

图 4 作动筒工作腔仿真几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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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设置为压力进口条件和压力出口条件，流体介质为

煤油。压力与速度耦合采用 SIMPLE 算法，收敛残差

设为 10-6。

按上述模型及边界条件设置模拟作动筒内腔的

介质流动，其计算结果如图 6～8 所示。结果表明，在

试验压力条件下作动筒仿真计算的流量为 465.5

mL/s，与作动筒工作腔流量实测平均值 443 mL/s（数

据为作动筒流量试验所得，检验流量是否合格）的偏

差为 4.96%，验证了仿真分析的置信度。

从图 6、7 中可见，在流体流经作动筒双油路管座

前，流体在内腔的流动较为平缓，其流体总压损失较

小，但在流经双油路管座时，流道面积骤然缩减，流体

速度迅速升高，加之流道在此处大幅度偏转流体流线

产生较大弯折而导致总压迅速衰减[2]，依据仿真分析

结果可知，在双油路管座加工过程中形成凸台的“收

口”处燃油流速急速升高为流路中的截流面，按仿真

模型测算该处面积值仅为 40.37 mm2（如图 9 所示），

其数值较表 2 中测算的流道面积值更小，按仿真分析

的结果预测，影响作动筒流量的关键因素在于双油路

管座内形成的月牙形凸台，此处对作动筒工作腔流阻

损失和流量的大小起决定作用。

3 结果分析及改进措施

通过上述对作动筒工作腔流动情况的分析，明确

了作动筒工作腔流量偏小的主要原因为双油路管座

加工中形成的月牙形凸台增大了流动损失并形成最

小流动截面所致，为此，从设计角度提出在加工时将

月牙形“凸台”去除（如图 10 所示）的要求，从而使流

道流通面积增大，流速降低，流动阻力减小，打磨凸台

后，经测算可知该处流动面积约为 46.8 mm2，较之前

状态的面积增大 15.9%，按第 2.2 节所述仿真计算方

法计算得到的流量为 539 mL/s（如图 11 所示），表明

去除凸台后的作动筒工作腔流量可满足设计要求。

4 验证情况

基于上述分析，承制厂对作动筒组件双油路管座

图 5 作动筒仿真分析计算网格

计算方法

标准 k-ε

RNG k-ε

Realizable k-ε

SST k-ω

仿真计算值 /

（mL/s）

481.4

465.5

478.3

471.9

试验实测值 /

（mL/s）

443

443

443

443

相对误差 /

%

8.66

4.96

7.97

6.52

表 2 工作介质流量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

图 6 作动筒工作腔流线

图 7 作动筒工作腔沿流程截面总压分布

图 8 作动筒出口流量监控

图 9 双油路管座的加工台阶Velocity
Streamline 1/（m/s）

2.077e+001

1.558e+001

1.039e+001

5.193e+000

0.000e+000

Total Pressure
Contour 1

1.150e+006
1.109e+006
1.068e+006
1.027e+006
9.857e+005
9.445e+005
9.034e+005
8.623e+005
8.212e+005
7.800e+005
7.389e+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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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凸台进行打磨，并测取此状态作动筒的工作腔流

量，改进前、后的作动筒实测流量同数值仿真对比结

果见表 3。从表中可见，改进前、后作动筒流量实测值

与仿真计算结果的偏差不超过 6%，再次验证仿真分

析方法的置信度及对流动情况的预估能力，也表明采

取上述措施对综合改善流量偏小问题效果显著，措施

有效。仿真流量值均比试验流量值大，这是因为作动

筒壁面存在一定粗糙度，会影响流体的流动，增大流

动损失，流通能力降低，而数值仿真未考虑壁面粗糙

度，所以计算出的数值比理论值偏大。

5 总结

（1）双油路管座加工形成的凸台没有打磨，导致该

处流道面积骤然缩减，流体流过该处时速度迅速增大，

流线产生较大的弯折，压力迅速衰减，导致流量偏小；

（2）通过数值仿真分析，双油路管座打磨凸台后

流量由 465.5 mL/s 增大到 539 mL/s，增大了 73.5

mL/s;

（3）作动筒管座实物打磨凸台后，流量实测值由

443 mL/s 增大到 507 mL/s，满足设计要求。

采取了本文提出的措施后，后续生产的作动筒均

未再出现流量偏小问题，从而证明该措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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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某动力涡轮盘 GH4169 合金的疲劳裂纹扩展特性，基于 Paris 公式建立裂纹扩展模型，完成 3 维裂纹扩展过程的

有限元仿真分析，确定试验方案；采用电火花加工工艺在轮盘不同考核部位预制模拟裂纹，以缩短裂纹萌生时间；在高速旋转试验

台上进行高温低循环疲劳裂纹扩展试验，试验过程中，在 20500 r/min 上限转速下进行 9000 次循环未发现裂纹，提速 10%后进行

3000 次循环发现裂纹；又进行 1700 次循环，轮盘破裂。试验结束后，利用扫描电镜对疲劳断口进行观察，获得断口宏观、微观特征。

将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表明仿真分析计算得到的裂纹扩展速率与试验结果有较好的符合性。

关键词：动力涡轮盘；裂纹扩展速率；仿真分析；低循环疲劳试验；涡轴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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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rack Growth Life of a Power Turbine Disk
ZOU Yu-shen1袁XUAN Hai-jun1袁FAN Meng-long1袁GUO Xiao-jun2袁 SHAN Xiao-ming2袁 HONG Wei-rong1

渊1. Zhejiang University High-speed Rotating Machinery Laboratory袁 Hangzhou 310027袁 China曰
2. AECC Huna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袁Zhuzhou Hunan 412002袁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fatigue crack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a power turbine disk GH4169 alloy袁a crack growth model based
on Paris formula was established袁and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the 3D crack growth process was completed. The test scheme was
determined. In order to shorten the crack initiation time袁simulation cracks were prefabricated at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heel by EDM
technology. High temperature and low cycle fatigue crack growth tests were carried out on a high speed rotating test rig. During the test袁no
cracks were found in 9000 cycles at the upper limit speed of 20500 r/min袁and cracks were found in 3000 cycles after 10% increase in
speed. Disk ruptured after another 1700 cycles. After the test袁the fatigue fracture was observed by SEM袁and the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acture were obtained. By comparing the simulation results with the test results袁it is shown that the crack
growth rate obtained by the simulation analysis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tes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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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涡轮盘工作时承受着高温、高离心载

荷等作用，其低循环疲劳特征较明显，而低循环疲劳

是发动机盘类零件寿命损耗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

低循环疲劳失效是轮盘使用中最严重和耗资最大的

问题之一[1-2]。配装于美国 B-52 轰炸机的 TF33 发动

机因低循环疲劳失效先后导致 8 个轮盘破裂；国内

WP6 和 WP7 发动机也多次发生过严重的轮盘低循

环疲劳断裂失效事故[3-7]。

因此，对于关键件的寿命管控就显得尤为重要。

若疲劳寿命设计采用安全寿命设计法，危险部件出现

裂纹即视为失效，要被淘汰。断裂力学的发展表明，带

有裂纹的结构件在一定时间段是可以继续使用的。损

伤容限的概念则应运而生。在美国发动机结构完整性

大纲中，损伤容限定义为：结构在存在疲劳、腐蚀或意

外损伤直至这个损伤通过检查被测定出来或进行结构

修理之前，仍然具有足够的剩余强度[8]。国内外很多学

者对此做过相关研究工作。2002 年，RA Claudio 等[9-10]

提出 1 套复杂结构的 3 维裂纹断裂力学参数计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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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估算燃气涡轮盘寿命，与 CT 试样结果具有较高

一致性；2003 年，W.Beres 等[11]运用损伤容限设计方

法预测了 Nene-X 发动机涡轮盘检测周期；2008 年，

W.Beres 等[12]在轮盘以及隔垫上预制宽度 1.3 mm 的

缺口进行了整盘裂纹扩展试验，J.Hou 等[13]比较了不

同软件计算整盘裂纹扩展寿命的准确性。1988 年，聂

景旭等[14]较早将损伤容限理论应用于发动机涡轮盘

槽底疲劳失效分析；1995 年，王革等[15]利用材料的裂

纹扩展速率数据和高温断裂韧度完成裂纹扩展寿命

计算，确定了临界裂纹长度。

本文以某动力涡轮盘的 GH4169 合金为研究对

象，采用 3 维裂纹扩展有限元仿真方法计算裂纹扩展

过程，在立式高速旋转试验台上进行高温、预制裂纹

轮盘的低循环裂纹扩展寿命试验，通过得到断口的宏

观与微观形貌，研究整盘裂纹扩展疲劳寿命仿真计算

及试验验证方法。

1 仿真计算

1.1 有限元应力分析

轮盘材料为 GH4169 合金，叶片采用枞树形榫头

连接，有偏心孔和安装孔各 12 个、榫头 60 个。低循环

试验上限转速定为 20500 r/min，下限转速根据试验

器能力设置为 1500 r/min，设置均温温度场，温度根

据工作温度而定。由于轮

盘具有循环对称结构，取

1/12 模型计算，采用 6 面

体 1 阶网格单元（solid185

单元）划分模型，如图 1 所

示。为了便于计算，将叶片

的离心力等效为面压力施

加在榫头表面。

计算得到的涡轮盘等效应力和周向应力如图 2、3

所示。从图中可见，最大等效应力为1021 MPa，最大周

向应力为 1039 MPa，位置相同，偏心孔处为应力最大

部位，中心孔处的其次，榫头根部的最小，结果见表 1。

1.2 裂纹扩展计算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确定裂纹扩展计算的考核部

位，如图 4 所示。考虑到涡轮盘结构、应力状态和易出

现裂纹的类型，在考核部位插入半径为 0.38 mm 的

1/4 圆形初始角裂纹，插入角裂纹划分网格后各子模

型如图 5 所示。

计算子模型的断裂力学参量，利用 M 积分计算

得到应力强度因子 KⅠ、KⅡ、KⅢ及 J积分值，随后进行

裂纹扩展分析。计算中作如下设置：裂纹扩展方式选

择横幅疲劳扩展；取应力比 R=0；裂纹扩展的扭转角

度计算准则选用最大张应力准则；裂纹扩展速率模型

选用 Paris 公式

da
dN =C（驻K）n （1）

图 1 某涡轮盘网格模型

图 2 等效应力 图 3 周向应力

考核位置

等效应力

周向应力

径向应力

第 1 主应力

偏心孔

1021

1039

382

1039

中心孔

588

579

579

榫头根部

549

516

447

576

表 1 应力计算结果 MPa

图 4 裂纹扩展计算考核位置 （a）偏心孔径向（向内）

（b）偏心孔径向（向外） （c）偏心孔环向

（d）中心孔径向 （e）榫头根部环向

图 5 插入裂纹划分网格后的子模型

48.0725 156.214
264.356

372.498
480.639

588.781
696.923

805.065
913.206

1021.35 -190.705
-54.0739

82.557
219.188

355.819
492.45

629.081
765.711

902.342
1038.97

偏心孔环向

偏心孔径向
向外
榫头根部

环向

中心孔
径向

偏心孔
径向向内

Y Z
X

Y Z
XY

Z X

Y Z
XY

ZX

应力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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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N 为交变应力的循环次数增量；da为相应的裂

纹长度增量；da/dN 为裂纹扩展速率；ΔK为应力强度

因子幅值；C 和 n 的数值根据同批材料 CT 试样实测

值确定，取 C=1.4E-15，n=3.75。
计算得到涡轮盘上 4 个考核位置 a-N（裂纹长度

- 循环次数）的曲线，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当各

考核点处裂纹扩展至 15 mm 附近时，偏心孔径向向

内约需要 13200 次，偏心孔径向向外约需要 16200

次，中心孔径向约需要 33100 次，由于偏心孔环向与

榫头根部环向扩展速

度非常缓慢，此处不做

讨论。偏心孔径向（向

内或向外）裂纹扩展速

率远高于其它部位的。

由此，选择偏心孔为试

验主考核部位，中心孔

为次考核部位。

2 裂纹扩展寿命试验

试验前，在动力涡轮盘考核部位采用电火花预制

边长为 0.3 mm 的方形角裂纹，缺口截面形状如图 7

所示。试验在 520 ℃的高温环境下进行，采用热电偶

测控炉内温度，以高精度红外测温仪监测高速旋转试

件表面温度。试验共分 3 个阶段，见表 2。第 1 阶段完

成 9000 次循环后未发现裂纹；第 2 阶段将上限转速

提升 10%至 22550 r/min，

3000 次循环后检查发现

裂纹扩展；第 3 阶段继续

进行 1700 次循环后轮盘

破裂。

3 疲劳断口分析

观察轮盘碎片可以判定偏心孔处径向向内裂纹

快速扩展导致轮盘破裂，各预制裂纹处均可见扩展的

疲劳裂纹，选取导致轮盘破裂的偏心孔疲劳断口进行

分析。

3.1 疲劳断口观察

偏心孔处疲劳断口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明显

的疲劳弧线。根据疲劳弧线的法线方向可以推定裂纹

从预制处萌生后向外的扩展路径。通过仿真得到的裂

纹前沿扩展历程如图 9 所示。经对比可见仿真计算结

果较好的拟合了裂纹的前沿扩展形状。

在扫描电镜下观察疲

劳断口的裂纹萌生区、稳

定扩展区、快速扩展区和

瞬断区，断口全貌如图 10

所示，疲劳断口微观形貌

如图 11 所示。

通过对疲劳断口观察

可知，裂纹在预制缺口处

开始萌生，在该处出现较多二次裂纹，表明该处承受

较大的疲劳载荷。在裂纹稳定扩展区可以观察到明显

的疲劳条带，其间距随着裂纹长度扩展而逐渐增大。

当裂纹长度超过一定尺寸时，可以观察到有韧窝的形

状，表明该处裂纹已进入失稳扩展区，轮盘发生破裂。

图 7 缺口截面

试验阶段

1

2

3

上限转速 /（r/min）

20500

22550

22550

试验次数

9000

3000

1700

试验结果

无裂纹

有裂纹

破裂

表 2 裂纹扩展寿命试验情况

图 8 偏心孔处断口疲劳

弧线形貌

图9 仿真计算裂纹前沿形状

图10 扫描电镜下的断口全貌

（a）裂纹萌生区 （b）裂纹稳定扩展区

（c）裂纹快速扩展区 （d）瞬断区

图 11 疲劳断口微观形貌

图 6 裂纹长度 -循环次数
曲线（a-N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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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疲劳断口分析

图 11 中的 1 个疲劳条带对应 1 次应力或应变循

环，为此选取图 10 中的路径，对断口疲劳条带间距进

行定量分析，获得 a-da/dN数据。将第1、2 试验阶段视

为裂纹萌生阶段，将第 2 试验阶段的裂纹长度视为相

应位置处的初始裂纹长度，按照第 3 阶段的载荷条件，

即上限转速为 22550 r/min 下计算得到裂纹扩展 a-N
数据，利用七点递增多项式法计算裂纹扩展速率[16]，获

得 a-da/dN 结果，比较试

验与计算结果，如图 12 所

示。从图中可见，初始阶段

仿真计算结果与试验测得

的裂纹扩展速率接近，之后

二者之间的偏差逐渐增大。

4 结论

（1）本文采用在大应力区域预制模拟裂纹的方法，

结合 3 维裂纹扩展仿真计算，利用立式旋转试验台

开展裂纹扩展速率研究，建立了 1 种有效的试验验

证方法。

（2）在 100%转速即 20500 r/min 下试验进行9000

次循环后并未发现裂纹，转速提升 10%至 22550

r/min 时，3000 次循环即发现肉眼可见裂纹，说明短

时间的超载有很大可能诱发裂纹萌生。

（3）比较仿真计算与试验验证结果可知，计算得

到的某动力涡轮盘裂纹前沿扩展形状、扩展速率与试

验结果有较好的一致性。仿真计算得到的扩展速率偏

快，计算相对保守。这可能与材料的分散性有关，因此

建立完整可靠的材料数据库对于仿真计算的发展十

分重要。

本文研究的裂纹类型均为角裂纹，并未涉及工程

实践中常见的表面裂纹，因此后续研究工作会涉及更

多类型的裂纹，并增加试验子样数以提高试验数据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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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涡轮试验是检验涡轮性能是否达标的重要过程。基于某全尺寸涡轮试验器、现有涡轮试验方法和试验规范，通过对试验

器进行适当设备改造，结合试验涡轮的进出口压力、温度、流量和功率等参数的耦合关系，形成针对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多级低压

涡轮性能试验状态评估、过程控制和数据分析方法，并通过国内某型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多级低压涡轮试验进行验证。试验结果表

明：基于试验参数耦合关系的试验状态评估、过程控制和数据分析方法有效，填补了国内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多级低压涡轮试验方

法和试验数据的空白，同时，该型发动机低压涡轮的效率达到设计指标，处于国内先进水平，所述方法可为国内后续多级低压涡轮

试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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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ultistage Low Pressure Turbine Test Technology for High Bypass Ratio Aeroengine
AN Zhao-qiang袁 CHEN Qiang袁 HAO Sheng-chun袁 MA Yong-feng袁 CAI Yan-shuang袁 LIU Yu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gyang 110015袁 China)

Abstract: Turbine test is a significant process to test whether turbine characteristics is up to standard. Based on a full-scale turbine
tester袁the existing turbine test methods and test specifications and combined with the coupling relations of inlet and outlet pressure袁
temperature袁flow rate and power of the test turbine袁a method of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characteristic test evaluation袁process control and
test data analysis for multistage low pressure turbine was developed through the appropriate equipment modification of the tester. A
domestic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with multistage low pressure turbine test was verified.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test
evaluation袁process control and data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upling relations of test parameters are effective袁and fill the blank of test method
and test data for domestic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with multistage low pressure turbine. At the same time袁the efficiency of the low
pressure turbine of this type of engine reaches the design target and is advanced in China. The method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domestic subsequent multistage low pressure turbin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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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国内大涵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发展较

快。与军用小涵道比发动机相比，大涵道比发动机需

要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和更长的使用寿命，同时需要进

一步提高部件效率[1]和进行轻量化设计，多级低压涡

轮作为大涵道比涡轮风扇发动机的重要部件[2]，其效

率直接影响发动机耗油率，在起飞点附近，低压涡轮

效率 1%的变化使耗油率增加约 1.2%[3]，同时，国外研

究表明，可以通过优化设计使低压涡轮部件的质量和

制造成本大幅度降低[4]。目前国内针对大涵道比涡扇

发动机多级低压涡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设计领域，也

就是如何选取多级低压涡轮的相关设计参数和优化

设计方面[5-6]。目前已经开展的大型发动机低压涡轮试

验基本上集中于单级低压涡轮试验，其特点是膨胀比

较低[7]，针对工程级的大涵道比发动机多级（4～7级）、

大膨胀比低压涡轮的性能试验验证方面几乎是空白，

国外针对大涵道比多级低压涡轮的研究基本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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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场测量领域[8-9]，对试验技术的研究涉及较少。

本文针对某型大涵道比发动机多级低压涡轮部

件试验，对试验状态估算方法、试验设备匹配性、试验

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等关键试验技术进行研究。

1 多级低压涡轮的特点

多级低压涡轮为大涵道比发动机的重要部件之

一，其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发动机的整体性能。多级

低压涡轮部件的特点是膨胀比大、功率高、转速低、扭

矩大、流量大、轴向力平衡难度大。

目前国内现有试验器的性能指标不能满足试验

件的需求，试验件的流量、扭矩、功率等参数已经超过

了试验器的试验范围，需要在现有条件下通过适当的

设备改造满足多级低压涡轮试验件的需求。

2 多级低压涡轮试验状态估算

2.1 低压涡轮试验状态估算依据

涡轮气动性能的模拟试验方法基于相似原理，即

试验涡轮与原型涡轮需要满足以下 3 个相似条件：几

何相似，即对应点模型比相等；运动相似，即对应点速

度三角形相似；动力相似，即对应点马赫数相等、雷诺

数相等或自模。在不考虑比热比 k、气体常数 R 以及

模型比 m 等参数修正的情况下，为保持试验涡轮与

原型涡轮的工作状态相似应满足

仔t=仔p （1）

n1

Tt姨 = np

Tp姨 （2）

W t Tt姨
Pt

=W p Tp姨
Pp

（3）

Nt
W t·Tt

= Nt
W t·Tt

（4）

式中：仔 为涡轮膨胀比；n 为涡轮转速；T 为涡轮进口

温度；W 为涡轮流量；P为涡轮进口压力；N 为涡轮功

率；下标 t 和 p 代表试验件和原型涡轮参数。

根据原型涡轮膨胀比、转速、温度、流量和功率参

数，可以得到模拟试验状态下试验涡轮的膨胀比、转

速、温度、流量和功率等参数。

2.2 试验状态参数耦合关系分析

试验状态参数之间互相影响，存在一定的耦合关

系，在估算试验件的试验参数时，需要先输入初始条

件，针对涡轮部件试验，一般先给试验件进口温度和

出口压力分别赋 1 个初始值。

通过式（1）可知，试验件的膨胀比和原型涡轮的

膨胀比保持一致，结合试验件出口压力，可以得到试

验件的进口压力；

通过式（2）和试验件进口温度可以得到试验状态

下试验件的物理转速；

通过式（3）、试验件进口压力和试验件进口温度，

可以得到试验件的进口流量；

通过式（4）、试验件进口流量和试验件进口温度，

可以得到试验件的功率，结合试验件转速，可以得到

试验件的扭矩。

试验件转速和功率可以确定试验件状态点的分

布，也就是可以确认试验件状态点是否分布在试验设

备包线内。依据试验件的状态参数之间的耦合关系，

通过调整试验件的进口温度和出口压力，使试验件的

试验状态点落入试验设备的包线内，满足设备的使用

条件。

2.3 试验设备介绍

本次试验在某全尺寸涡轮试验器上进行，该试验

器主要通过改变试验件进口压力和流量来改变试验

件的膨胀比，再通过水力测功器[10]改变试验件的转

速，使试验件的状态达到试验要求，该涡轮试验器进

气管路上配备了加温装置，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节试

验件的进口温度。

经过初步估算，在现有条件下，试验件的状态参

数超出试验器的设计指标，所以需要在试验器出口进

行设备改造，增加出口引射装置，降低试验件的出口

压力，从而降低试验件的进口压力、流量、功率和扭

矩，使试验件状态点进入试验设备的包线范围。

试验器流量测量装置安排在进气直管段上，试验

件的功率通过齿轮箱和水力测功器测得，试验件转速

通过扭轴进行测量。

2.4 低压涡轮试验状态估算和轴系配置

给试验件进口温度赋值 Tt=T1、出口压力 P2t=Pt，

根据第 2.1 节叙述可得试验件试验状态下的进口压

力 P1、物理转速 n1、物理

流量 W 1、功率 N1 和扭矩

M1，得到试验件状态点的

分布如图 1 所示。

从图中可见，如果继

续调整试验件进口温度和

试验件出口压力，试验件 图 1 试验状态点分布

扭轴边界线

测功器包线

试验状态点

试验状态点区域

功率

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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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点还是无法全部满足测功器包线范围和扭轴边

界线，此时需要引入齿轮箱，保证试验件状态点区域

全部进入设备包线内。增加齿轮箱后试验件端为低速

段，测功器段为高速端，需要分别对低速端和高速端

进行评估，保证试验状态点在低速端和高速端分别满

足设备包线范围，此外，还应考虑试验件出口温度不

要过低，防止结露结霜，对测试参数造成影响。低速端

和高速端评估结果如图2、3 所示。

确定试验状态参数和主要试验设备后，需要选择

合适的联轴器（轴），将试验件和试验设备连接起来，

形成试验轴系，如图 4 所示。

2.5 试验风险评估

该试验件级数较多，膨胀比大，本次试验为国内

首次使用引射装置开展大涵道比多级低压涡轮性能

试验，可借鉴的试验设备过程数据较少，为了保证试

验顺利进行，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细致的风险评估[11]。

2.5.1 轴向力

由于低压涡轮试验件级数较多，轴向力较大，需

要在试验过程中实时监测轴向力，同时实时通过腔压

调整保证轴向力在轴承承受范围内，并结合轴温变化

来判断试验件的运行情况。

2.5.2 振动监测

由于试验轴系较长，且试验状态较大，在试验件运

行过程中根据试验设备振动限制值严密监测试验轴系

的振动情况，注意试验转速范围内的临界转速情况。

2.5.3 火情监控

如现场出现火情，各岗位应立即按照预案进行操

作并疏散，现场指挥根据火情是否可控判断是否拨打

救火电话。

2.5.4 其他风险点

除了以上 3 方面的风险外，还应制定针对试验件

飞转、滑油温度异常、厂区异常停电等紧急情况的应

急预案。

3 试验过程控制

本次试验的难点主要在于试验过程控制，要解决

这个难点就要详细分析试

验状态的参数，在试验过

程中实时监控试验件和设

备运行参数，在保证试验

设备安全运转的前提下录

取试验数据，试验状态控

制过程如图 5所示。

具体过程如下：试验件开始运转后，在低转速和

小膨胀比的状态点 1 停留，确认试验件和设备运行正

常，开启试验器引射系统，降低试验件出口压力，调整

试验件进口压力和测功器进水量[12]，保持试验件转速

不变，试验件膨胀比增大，由状态点 1 过渡到状态点

2，保持试验件和引射系统的进气量，调整测功器的进

水量，调节试验件转速，将试验状态由状态点 2 过渡

到状态点 3，重复以上过程，直到试验件设计点，在此

过程中，可以视情安排其他状态点的录取。当试验件

的设计点录取完成后，应通过调节试验件和引射系统

的进气量及测功器进水量，逐步降低试验状态，直至

试验件停止运行，在试验过程中要重点关注试验件轴

向力，以及试验件和设备的振动情况、滑油的温度等

参数。

4 试验数据处理和试验结果分析

4.1 试验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处理参考航标[13]进行，但是需要补充涡

轮功率的计算公式

N=[a·n·M+b·m·（Tg-Th）]/浊m （5）

式中：M 为测功器的扭矩；a和 b 为常数；m 为齿轮箱

滑油流量；Tg 为齿轮箱供油温度；Th 为齿轮箱回油温

度；浊m 为机械效率。

涡轮功率的不确定度根据式（5）和相关算法确

定[14]。

图 2 低速端试验状态点分布 图 3 高速端试验状态点分布

图 4 试验轴系

图 5 试验状态点控制过程

功率

转速 转速

功率扭轴边界线

试验状态点

试验状态点区域

齿轮箱低

速端包线

齿轮箱高速端包线
测功器
包线

试验状
态点

试验状态点区域

齿轮箱轴测功器 轴 轴扭轴

蜗壳

试验件

状态点 1 状态点 2

状态点 3

设计点

膨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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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试验结果

针对某多级低压涡轮性能试验件分别开展了相

对换算转速为 0.6～1.1 范围内状态点的参数录取，获

取了大量试验数据，涡轮效率特性趋势如图 6 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相对换算转速为 0.8～1.1 下，低压涡

轮效率随着膨胀比增大而提高，最终保持在一定区

间，在设计转速下，涡轮效率最终可以保持在较高水

平，涡轮效率指标良好。

5 总结

（1）通过分析多级低压涡轮的状态参数耦合关

系，详细描述了试验状态估算过程，并根据估算结果

进行了试验轴系的配置和风险评估，可为后续类似试

验参考；

（2）通过详细描述试验控制过程以及试验件、试

验设备的参数监控重点，对多级低压涡轮的试验方法

进行了补充；

（3）该试验件级数较多，本试验为国内首次使用

引射装置开展的多级低压涡轮性能试验，补充了相关

数据处理依据，试验结果表明：低压涡轮的性能指标

良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多级低压涡轮

性能试验领域的空白；

（4）本试验属于常规性能试验，主要工作重点为

试验方法、试验过程控制方法和试验数据处理方法的

探索和验证，后期可以开展级间流场测量、间隙[15]、噪

声[16]等多种测量以及低雷诺数对低压涡轮性能影响

的试验研究[17]，以利于低压涡轮的性能验证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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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航空发动机转子结构特殊，在平衡机上无法达到工作转速，只能在低速下进行平衡，有时效果并不理想，在实际运行中

仍会由于平衡问题导致振动异常。针对存在不平衡量偏大的某型航空发动机，利用三圆法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其结构进行改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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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振动抑制是航空发动机研制过程中的重要考核

目标，发动机出厂检验试车要求的振动水平比工厂内

试车严格，振动超过限制值的发动机不允许出厂试

飞。对某军用高推重比发动机振动问题分析表明，在

诸多因素中，转子不平衡量过大是导致振动超限的主

要原因之一。转子平衡技术（特别是转子在整机装配

之前的动平衡）是抑制振动的关键技术之一，但目前

由于受客观条件所限，平衡转速远低于发动机的实际

工作转速，平衡不带叶片，而实际发动机转子运转带

有叶片，且受到流体载荷和温度影响，试验室条件下

的转子平衡无法保证平衡品质[1-6]。本机平衡是发动机

在整机状态下，对其转子本身进行的动平衡，平衡转

速即为工作转速，平衡结果直接决定实际振动大小，

该方法已被民机所采用，但受结构特点的限制，在军

机上难以应用[7]。本机平衡对发动机的振动抑制具有

重要意义，是航空发动机研制中的关键技术之一，也

是其结构完整性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8]。

某型军用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在试车时，低压风

扇转子基频的振动超标，不符合出厂检验试车标准，

无法出厂装机。本文介绍了利用三圆法对其低压转子

风扇进行本机平衡的整个过程，平衡之后振动值大幅

度降低，符合出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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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机平衡基本方法

目前本机平衡常用相位分析法和三圆法[9～13]。

相位分析法要求测量振动的同时测量转子旋转

的相位信号。通常是在转速脉冲信号中增加 1 个奇异

脉冲，该脉冲对应转子的某个相位，再找到振动时域

信号中的峰值相位，根据差值，便可确定转子初始不

平衡量的相位，配重质量由初始振动大小决定。该型

发动机不具备输出转子相位信号的条件，所以采用三

圆法进行平衡试重。

三圆法只要求记录平衡面振动幅值。在发动机原

始状态下测量转子的振动

响应，假定其初始振动的

振幅为 X0，以 X0 为半径，

以 O 点为圆心作图，并将

该圆分为 3 等分，标出圆

周上的等分点 A、B 和 C，
如图 1 所示。

在转子校正面上 3 等分校正圆的 0毅、120毅、240毅
位置上分别安放 1 个已知配重 m（假定校正圆的半径

不变），依次测得相应的振动响应幅值为 XA、XB 和

XC，以 XA、XB 和 XC 为半径画圆，3 个圆交于 P点，从

图上量出 OP的数值，可得平衡校正量 me

me=
OA
OP m

从图上沿转子转动方向量出 OA 和 OP的夹角，

然后从转子上安放试验配重的 0毅位置开始顺着转动

方向量出 琢。于是，m 的安放位置即在校正圆上由 琢
角所确定方位的 E 点。

理论上以 XA、XB 和 XC 为半径画圆，3 个圆会交

于 1 点 P，但实际情况由于转子结构的复杂性以及

测量误差，3 个圆往往不

交于 1 点。可分 2 类讨

论，1 是 3 圆围成 1 个公

共区域（如图 2 所示），这

时 用 3 圆 交 点 确 定 的

Δabc 的形心（中线交点）

作为 P点。

另 1 种 3 圆没有公共区域，如图 3 所示，这几种

情况发生的概率较小。一旦出现，建议重新检查振动

测试系统、配重质量和相位是否准确，确保精度，然后

重新进行配重试验。如果现象重复出现，说明不平衡

量不是引起振动的主要因素，若继续进行配重，效果

会不理想，建议不再继续进行本机平衡，考虑其他方

法解决。

2 发动机的振动表现

本台发动机整机振动

测试方案如图 4 所示。共

有 A 1、A 13、V 2、V 3、A 4、V 5 6

个测点，分布在 3 个振动

测 试 面 （A-A、B-B 和

C-C），分别在进气机匣、中

介机匣和涡轮后机匣，此 3

个机匣均为转子系统的承

力机匣，各测点测试参数见表 1。本次本机平衡针对

A-A 截面，A-A 截面即为转子矫正面。

在试车过程中，发现进气机匣跟踪低压基频的水

平 A 1 和垂直 A 13 2 个测点，在低压转速 72％附近振

动超限，A 1 处最大 200 滋m，A 13 处最大 150 滋m，均超

过限制值 80 滋m，如图 5 所示。

B（120毅）

XA

PE
XB XC

XO

O
琢

棕

A（0毅）

C（240毅）

图 1 三圆法绘图方法

图 3 无法确定 P点的情况

图 4 整机振动测试方案

测点

A 1

A 13

V 2

V 3

A 4

V 5

跟踪转速基频

80滋m

80滋m

50mm/s

50mm/s

80滋m

50mm/s

限制值

低压转速 N1

低压转速 N1

高压转速 N2

高压转速 N2

低压转速 N1

高压转速 N2

备注

峰峰值

峰峰值

峰值

峰值

峰峰值

峰值

表 1 整机振动测试参数

图 5 平衡之前振动表现

（a）2 个公共区域 （b）1 个公共区域 （c）无公共区域

A

A

B

B

C

C

低压转子
高压转子

A 13 V 2 A 4

V 5V 3A 1

A-A B-B C-C

200

100

0

100
72

0

N1

A 1

A 13

t/s
16014012010080604020

图 2 P点常见的确定方式

c

P b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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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A13 测点试重效果

经过反复磨合之后，振动值仍然没有减小。该发

动机进气机匣的振动表现是典型的低压转子过临界

特征[14]，怀疑引起过临界振动超限的主要原因是风扇

转子的初始残余不平衡量过大。

3 试重方案、准备及实施

根据发动机结构，选择风扇转子前支点轴承内部

的分油盘，在分油盘上添加 2 个配重螺钉，如图 6 所

示。配重质量为 23 g，质心半径为 43 mm，等效不平衡

量为 1000 g·mm。

在试车台架上拆下发动机进气帽罩等相关组件，

给分油盘添加配重。首次安装相位不作要求，标记为

A 状态，第 2、3 次分别依次逆时针旋转添加配重位置

120毅，分别标记为 B 状态和 C状态，发动机原始状态

标记为 N 状态。3 次试重的试车程序保持一致，如图

7 所示。

分别记录 3 次试重进气机匣 2 个振动测点 A 1 和

A 13 在不同转速下的大小，试重结果振动对比见表 2，

A 1 和 A 13 处试重效果如图 8、9 所示[15]。

根据三圆法的绘图规则，绘制各转速下的效果

图，如图 10 所示。

根据绘图结果，汇总各转速下的矫正不平衡量，

见表 3。

不同转速下绘图结果有差异，主要原因是不同转

速下的振动对不平衡量敏感程度不一样，以及 N1 在

接近 70%附近，不平衡量引起的振动有可能被临界

转速放大，所以暂不考虑临界转速附近的计算结果。

图 6 试重方案 图 7 试车程序

N1/%

38

56

59

60

63

64

65

67

68

69

71

A 1

7.6

18.0

22.9

26.4

31.2

48.0

68.1

115.6

129.3

146.1

208.0

A 13

11.7

19.8

26.4

42.9

70.4

82.0

84.1

106.2

114.3

108.7

162.1

A 1

9.1

36.3

43.7

43.9

51.1

81.5

99.1

134.1

162.6

205.0

214.4

表 2 试重结果振动对比 滋m

A 13

14.2

26.9

43.7

69.1

112.8

126.5

155.2

167.4

173.5

188.0

203.5

A 1

6.9

29.2

35.6

34.3

43.2

69.3

109.0

137.9

177.0

204.0

252.0

A 13

10.4

19.3

41.9

66.8

96.3

107.7

121.9

139.7

144.5

157.5

206.5

A 1

3.3

16.0

25.1

28.2

29.5

37.3

69.1

70.9

115.3

135.4

120.9

A 13

9.9

10.2

25.7

31.8

44.5

48.8

48.3

59.7

72.9

94.2

94.0

N 状态 A 状态 B 状态 C 状态

图 10 不同转速下三圆法绘图结果

N1/%

38

56

59

60

63

64

65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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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 /（毅）

125

123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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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表 3 不同转速下的相位和矫正不平衡量

矫正不平衡量 /（g·mm）

2218

1817

1806

1875

1374

1752

2019

1967

2351

注：38%和 56%状态，三圆法绘图无有效重叠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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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进气机匣水平 A1 测点对比

图 14 进气机匣垂直 A13 测点对比

图 15 涡轮后机匣垂直 A4 测点对比

图 12 本机平衡之后振动表现

在低于临界转速 60%～64%范围内的计算结果比较

稳定，考虑 60%、63%和 64% 3 个转速的矫正不平衡

量非常接近，折中选取 63%的结果为参考。

另外，考虑局部振动的影响，进气机匣 2 个测点对

转子振动的敏感程度不完全一致，发动机走台阶程序

和慢扫描程序 3 次，进气机匣垂直测点 A 13 均比水平测

点 A 1 的一致性要好，如图11 所示。从图中可见，A 13 测

点比 A 1 测点更能准确反映转子真实振动情况，所以最

终选取垂直测点 A 13 为参考。

4 平衡方案、准备及实施

由于试重方案主要考虑现场操作的便利性，选取

在靠近风扇转子前支点的端面增加配重螺钉，但此方

法在发动机长时间运行后并不可靠。所以最终的平衡

方案是将发动机下台返厂，分解进气机匣，在第 1 级

风扇轮盘前缘螺钉处增加配重。

在轮盘对应的 135毅（即 C 相位向 B 相位偏 15毅）
位置添加配重，使平衡矫正量约为 1800 g·mm，配重

完毕，发动机恢复装配。

5 本机平衡效果

发动机返回试车台架，验证开车，试车程序与试

重方案一致，进气机匣振动表现良好，在 A 1 测点不超

过 65 滋m，在 A 13 测点不超过 50 滋m，振动幅值相对

于平衡之前有大幅度减小，为验证振动的稳定性，连

续试推了 3 次，重复性较好，如图 12 所示。

为了更直观地表现本次本机平衡的效果，把平衡

前后进气机匣的振动数据放到同一坐标系下对比，并

把横坐标切换为低压转速 N1，如图 13、14 所示。

本次平衡是针对低压转子的前端———风扇转子，

平衡之后，低压转子的后端———低压涡轮的振动也有

所改善，如图 15 所示。

由于本次平衡针对低压转子，平衡之后，高压转

子振动的变化具有不可预测性，所以把高压转子的振

动情况也作了对比，如图 16 所示。从图中可见，本次

平衡之后，高压转速 N2 最大值略有增大，但增大幅度

非常有限，仍远小于限制

值。可见本机平衡未对高

压振动造成显著影响。

平衡之后对发动机

进行出厂检验试车，整机

振动符合出厂标准，发动

机顺利出厂。

6 总结

（1）本次本机平衡过程，采用三圆法现场平衡，能

够有效定位某军用航空发动机风扇转子不平衡量的

方位，并给出合理的矫正不平衡量；

（2）对于三圆法绘图过程中出现没有公共交集的

图 11 台阶和慢扫一致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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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高压转子振动对比

25
15

0
25
15

0
25
15

0

V 2

V 3

V 5

N2/% 10073

原始状态
平衡之后

77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4 卷

情况，本文既给出合理的处理方法，又阐述了可能发

生的原因；

（3）矫正不平衡量平衡之后的发动机的低压转子

振动值大幅度减小，并小于振动限制值，平衡结果有

效；

（4）针对低压风扇转子的平衡，不仅能有效降低

风扇转子的低压振动，而且对低压涡轮的振动也有抑

制作用；

（5）低压转子本机平衡之后，未对高压转子振动

造成显著影响；

（6）作为试验器的初始动平衡的补充，本机平衡

可确保发动机在全转速范围内的振动不超限，为发动

机安全运行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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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砂尘环境是航空发动机事故中常见且重要的诱发环境，因此，吞砂试验是新型发动机摸底和定型的重要试验项目。根据

GJB 242-1987 相关要求，通过设计投砂装置模拟真实砂尘环境，对某型航空涡轴发动机进行地面吞砂试验。试验结果表明：随着吞

砂时间的增加，发动机功率衰减，耗油率增加，燃气涡轮出口总温有所提高；发动机性能在吞砂前 2 h 变化速率较快，随吞砂时间增

加变化速率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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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andswallow Test of an Aviation Turboshaft Engine
CHEN Ling, LIU Zhi-li, LIU Yin-feng

渊AECC Huna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袁 Zhuzhou Hunan 412002袁 China)

Abstract: Sand dust environment is a common and important induced environment in aeroengine accidents. Therefore袁sandswallow
test is an important test project for knowing the real situation and finalizing the design of new engine.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GJB
242-1987袁a sand swallow test was carried out on the ground of an aviation turboshaft engine by designing a sand throwing device to
simulate the real sand dust environment.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sand swallowing time袁the engine power decreases袁the
fuel consumption rate increases袁and the total temperature of gas turbine outlet increases. The engine performance changed rapidly 2 hours
before sand swallowing袁and slowed down with the increase of sand swallow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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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直升机在起降或低空飞行时，受旋翼“下洗流”的

影响，地面颗粒被大量吹起并悬浮于空气中，使发动

机处于砂尘包围中，砂尘易被发动机吸入，造成发动

机内部流道磨损，引起其性能恶化、寿命衰减、甚至影

响飞行安全[1]。GJB242-1987 规定，吞砂试验是新型发

动机摸底和定型的重要试验项目之一。

早在 30 年前，美国 GE 和英国 RR 等公司进行

了 TF34、CF-6 和奥林巴斯 593 等型号发动机的吞砂

试验研究[2]。如 M. G. Dunn 等利用 2 台 IF33 涡扇发

动机和 J57 涡轮喷气发动机，在不同设计试验装置模

拟的尘埃环境下进行试验，测得试验后压比、燃气涡

轮排气温度和耗油率均恶化，在高海拔情况下容易发

生喘振和熄火。近年 Sebastien Wylie 等[3]对典型的高

压涡轮叶片冷却气掺入火山灰，利用试验确定了灰样

阈值温度、颗粒大小分布、叶片金属温度、灰样成分及

冷却膜孔内的压比；Adel Ghenaiet[4]对涡轮发动机风

扇吸收的颗粒进行建模，大量的粒子在前缘和后缘和

压力面附近撞击，导致从根到尖的前缘和后缘受到明

显侵蚀，高侵蚀区域占据近 3/4 的叶片高度。

国内开展发动机吞砂环境试验起步较晚，主要研

究成果为砂尘环境对粒子分离器的影响规律。李洁琼[5]

通过所设计的 3 维可调粒子分离器模型进行系统的

性能试验研究，获得主流流量、压比、进口马赫数、轴

向位置、径向位置、粒子分离器型面、粒径大小和粒子

浓度变化对分离效率的影响规律。近年来也开展了一

系列发动机吞砂试验，如马昌[6]介绍了 1 种吞砂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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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介绍吞砂设备、试验用砂配比、试车程序等，并

依据试验结果对试验方法进行评价。

虽然对吞砂试验有了一定的经验与技术积累，但

还远远不够。本文针对军用航空发动机实际需求，根据

GJB 241、GJB 242 及相关资料，进行吞砂试验研究[7-9]。

1 试验要求

国家军用标准 GJB242-1987 中要求涡轴发动机

应进行吞砂试验。根据这一要求及《某型涡轴发动机

型号规范》规定，本次试验用砂的粒度分配[10-12]要求见

表 1；发动机包括所有附件在内，在空气含砂尘浓度

为 0.053 g/m3 的地面环境下[12]，应能在规定的砂尘浓

度及最大连续状态下工作至少 10 h，完成规定的试

验，试验过程中发动机不能熄火和发生因喘振导致的

停车；最后进行性能检查，换算到海平面、静止和标准

大气条件下，最大连续状态功率损失不大于 10%，单

位燃油消耗量增加不超过 7.5%；同时发动机能够完

成功率变换。性能检查后将发动机进行足够的分解，

以便进行检查，在试验中未出现损伤或者有害的擦

伤，性能未恶化，燃气流路的零件未损坏，则认为满意

完成试验。

2 试验设备

2.1 试验对象

试验对象为某型涡轴发动机，由粒子分离器、压

气机、燃烧室、燃气涡轮、动力涡轮及附件传动机匣组

件等组成。

2.2 投砂装置

投砂装置用于向发动机投放试验粗砂和试验细

砂，模拟发动机在实际使用中吸入砂尘的状态，投砂

装置主要由电机、混合器、分配器和环形管（包含喷口

及反射器）等零部件组成，其结构如图 1、2 所示。

通过环形管上的隔壁、喷口和反射器使进入发动

机进口截面的砂尘浓度和分散性均匀分布。投砂装置

使用高压气将砂尘打入发动机。设计时尽量模拟砂尘

在真实环境中的状态，保证试验模拟环境和自然砂尘

环境差异不大。投砂量取决于电机转速，电机通过减

速器带动量筒丝杆，与气源输出压力大小无关。在试

验过程中投砂装置电机工作转速恒定，设定电机转速

后投砂流量保持不变。经验证：投砂量与丝杆转速成

以下线性关系

Gn=0.116Nx （1）

Nd=4Nx （2）

式中：Gn 为投砂流量，g/s；Nx 为丝杆转速，r/min；Nd 为

电机转速，r/min。

因此，只要调节投砂装置电机转速，即可保证吞

砂试验所需供砂量。

3 试验程序及用砂确定

3.1 试验程序

根据试验技术要求，先进行性能录取试验，然后

进行吞砂试验，每小时为

1 个阶段，每 2 个阶段试

验结束后依次进行孔探

仪检查、发动机清洗及性

能录取，每阶段试验程序

如图 3 所示。

3.2 试验用砂量确定

根据当前大气压力 p，温度及流量得到当前的空

气密度 籽[6-9]

籽＝1.225× p
101325

× 288.15
273.15+T （3）

每次性能校准时实际测量空气流量为 Wa1，则最

大连续的体积流量为

图 1 投砂装置 图 2 投砂环形喷管

粒度尺寸 /um

1000

900

600

400

数量 /%

100

98~99

93~97

82~86

粒度尺寸 /um

200

125

75

数量 /%

46~50

18~22

3~7

表 1 砂尘的粒度分配

注：数量为小于粒度尺寸的颗粒质量分数。

图 3 发动机试验程序

状态
最大
连续

暖机

慢车

O t

加减速

打开 / 关闭
喷砂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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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v=Wa1
籽 （4）

吞砂流量为

m=qv×砂浓度×3600 （5）

数据记录及计算结果见表 2。

4 试验结果

按试验要求完成性能录取、校准、10 h 吞砂试

验、孔探仪检查、发动机清洗和发动机分解等相关工

作，对吞砂前后的性能录取数据分析及分解数据整理

如图 4~8 所示。

从图 4 中可见，发动

机功率呈不断衰减趋势，

在前 2 h 吞砂时功率衰减

最快，最后 2 h 较为平缓，

是因为在前 2 h 吞砂后压

气机盘叶片前缘在吞砂

时有磨损痕迹，呈锯齿

状，随吞砂时间的增加，盘叶尖前缘初磨损程度加大，

且在部分位置出现小缺口[13-14]。

从图 5 中可见叶片试验前、后磨损情况。黑色为

试验前的轮廓线，红色为试验磨损后的轮廓线。这种

变化改变了压气机气流攻角和气流通道面积；改变了

压气机转、静子叶片间的间隙，导致压气机效率不断

降低，流量减小，从而使功率降低[15]。

从图 6 中可见，发动机的耗油率随吞砂时间的累

计而升高，在吞砂前 2 h 耗油率快速升高，运行 4 h

后耗油率的升高速率较为稳定。吞砂 2 h 后发现火焰

筒内、外环第 1 道气膜槽内壁有砂粒附着，内、外环主

燃孔处（内壁）沿气流方向有吸附物，吞砂使燃烧室的

燃烧效率及涡轮工作效率降低，导致耗油率升高。

从图 7 中可见，燃气涡轮出口总温在吞砂 2 h 增

加较快，吞砂 4 h 以后增速较为平缓，吞砂累计 10 h

后发现，燃气涡轮叶片前缘有少量砂粒吸附，动力涡

轮叶片前缘有发亮现象，叶尖轻微刮磨，工作叶片外

流道有少量砂粒吸附，这是由于二氧化硅在高温下融

化，一部分粘结在燃烧室上，另一部分随气流附着在

涡轮叶片上，涡轮叶片气膜孔堵塞、冷却效果降低；结

合图 6 中耗油率趋势可知，吞砂时间越长，燃气涡轮

出口总温越高[16]。

图 8 给出了吞砂前后发动机的性能的对比，在同

样的功率下，吞砂试验后发动机燃气涡轮出口总温比

吞砂试验前约高 4.3%。

5 结论

按理论计算，10 h 吞砂试验应当吞砂 7480 g，实

际为 7514 g，偏差为 34 g，约为 0.45%。

（1）对比吞砂前后，发动机功率衰减 9.9%，耗油

率增加 4.6%，满足试验要求。验证了投砂装置的准确

性及试验的可行性。

（2）发动机在吞砂试验中功率衰减、耗油率增加、

燃气涡轮出口总温升高，在吞砂前 2 h 变化速率较

快，随吞砂时间增加变化速率放缓。

（3）由于砂粒对发动机各部件均有一定磨损，磨

损的速率与浓度无关，与总吞砂量相关。

目前尚无各部件吞砂性能衰减数据积累，本次试

验的测量数据有限，对于各部件与全流道内的变化还

需进一步探究。

图 4 功率－吞砂时间变化

曲线

图 5 某级叶片吞砂前、后

比较

图 6 耗油率－吞砂时间变化

曲线

图 7 燃气涡轮出口总温－

吞砂时间变化曲线

图 8 吞砂前后功率与燃气

涡轮出口总温变化曲线

1.00
0.99
0.98
0.97
0.96
0.95
0.94
0.93
0.92
0.91
0.90

时间 /h
1086420

1.05

1.04

1.03

1.02

1.01

1.00

时间 /h
1086420

1.05

1.04

1.03

1.02

1.01

1.00

时间 /h
1086420

1.06

1.00

0.95

0.90

0.85

0.80

0.75

0.70

功率 /%
1.11.00.90.80.70.60.50.40.30.2

吞砂前 Tt45

吞砂后 Tt45

参数

籽/（kg/m3）

W a1/（kg/s）

qv/（m3/s）

m/（kg/h）

实际加砂量 /kg

1~2

1.17

W a1

4.09

0.781

1.578

3~4

1.17

W a2

3.92

0.748

1.487

5~6

1.17

W a3

3.88

0.740

1.498

7~8

1.17

W a4

3.87

0.741

1.486

9~10

1.17

W a5

3.83

0.730

1.465

表 2 试验用砂确定

试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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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为了综合优化转子系统跳动和初始不平衡量，通过分析多级盘转子结构同心度、垂直度与不平衡量参数的叠加机理及

装配参数对不平衡量的影响关系，建立适当的优化目标函数，利用 VBA 计算程序进行优化分析；结合实践应用经验对跳动误差进行

分析与修正，在各级盘装配相位关系的可行域内选择最优方案。结果表明：与传统堆叠优化方案相比，对某压气机盘鼓组件进行双

目标优化能够使初始静不平衡量最大降低 86%，有效提升转子装配质量，提高装配效率。该装配工艺优化方法对于航空发动机装配

优化、分解检查及连接面质量评估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工程指导意义。

关键词：装配；转子系统跳动；初始不平衡量；同心度；垂直度；叠加机理；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3.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6.016

Structure Assembly Technique of Multi-Stage Disc Rotor Based on Rotor Runout and Unbalance
Optimization

JU Yi-peng袁 WU Fa-yong袁 JIN Bin袁 WEI Xiu-peng袁 ZU Jian-guo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袁China)

Abstract: A appropriate optimization objective func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analysed using VBA program by analysing the
superposition mechanism of the concentricity袁perpendicularity and unbalance of multistage disc rotor structure and the effect relation of
assembly parameters on unbalance for comprehensively optimizing the runout of rotor system and initial unbalance.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perience袁the runout errors were analyzed and corrected袁and the optimal scheme was selected in the feasible range of
assembly phas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of disk.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ual objective optimization of the disk drum assembly
of a compressor can reduce the initial static unbalance by 86 percent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ssembly quality and the assembly
efficiency of the rotor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tacking optimization scheme. The assembly process optimization method has a strong
engineering guida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aeroengine assembly optimization袁decomposition inspection and connection surface quality
evaluation.

Key words: assembly曰rotor system runout曰initial unbalance曰concentricity曰perpendicularity曰superposition mechanism曰aeroengine

0 引言

一直以来，整机振动问题是制约航空发动机发展

的典型故障之一，而转子系统高速旋转时由不平衡量

产生的不平衡力是航空发动机的主要振源之一。由于

多级盘转子结构各机件间随机相位装配会使转子系

统同心度和不平衡量分布呈现较大的离散度，准确选

择最优装配相位组合成为装配工艺优化提升发动机

转子装配质量的关键[1]。

曹茂国[2]利用 Powell（鲍威尔）法优化了多级盘转

子结构的不平衡量，在此基础上，李立新等[3]提出基于

遗传算法的优化理论优化了计算过程，但以上均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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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装配参数对转子系统不平衡量的影响；刘君等[4]提

出转子装配双目标优化理论，并利用蒙特卡洛仿真法

对优化效果进行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转子系统跳动与不平衡量叠加机

理及相互影响关系，介绍了 1 种基于双目标优化理论

且适用于工程应用的装配工艺优化方法，为航空发动

机正向装配工艺设计提供新思路。

1 装配工艺现状

基于堆叠优化理论[5-7]的装配工艺在航空发动机

压气机转子装配应用上已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利用

SPS-1000L 测量系统对压气机转子组件篦齿盘后止

口柱跳优化有良好的效果[8-10]，但是该装配方法优化

目标单一，仅通过各单件单盘跳动参数对组件状态同

心度影响量（Stack Projection，SP）的矢量和计算取得

最小值使组件同心度得到优化，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存

在以下不足：

（1）仅优化组件最终装配状态终端配合面的同心

度，而忽略中间各连接面的跳动水平，无法保证整个

转子沿轴线各连接面的同心度分布均匀性，从而影响

转子系统不平衡量分布；

（2）不具备组件垂直度优化分析能力，导致在某

些机件状态下，按照 SPS-1000L 测量系统所提供的

相位关系，虽然组件同心度可以优化到较小水平，但

垂直度可能较大甚至超差。对于压气机转子组件，篦

齿盘后止口垂直度较差，对装配高压涡轮转子组件后

的核心机转子同心度水平会产生较大影响，容易导致

核心机状态下篦齿盘盘心跳动超差；

（3）不具备不平衡量的计算分析能力，按SPS-1000L

测量系统所提供的优化相位装配后组件状态初始不

平衡量可能较大，不仅给转子平衡工作带来困难，而

且转子初始不平衡量分布不均匀可能导致发动机工

作时转子过临界振动表现较差；

（4）无装配误差修正过程，易造成误差累积，使堆

叠优化目标失效。在装配过程中，由于测量误差和装

配误差的存在，易导致堆叠预测结果与实际装配后测

量结果有较大偏离，且随着转子装配级数增多，误差

累积也增大。

当转子各单件自身不平衡量较小时，优化转子在

装配状态下同心度水平有利于减小转子组件初始不

平衡量，但是在单件自身不平衡量较大时，其自身质

心偏心量的影响较装配状态转子同心度水平已无法

忽略，此时，仅优化各部件连接面的跳动可能会对转

子系统不平衡量水平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因此，在

中国目前基础工业实力仍较薄弱的阶段，机件的加工

制造水平尚无法达到较高精度的条件下，传统基于

SPS-1000L 测量系统的堆叠优化装配工艺（如图 1 所

示）无法满足航空发动机装配的要求。

2 双目标优化

基于双目标优化的多级盘转子结构装配工艺的

优势在于通过建立恰当的评价函数，选择各单件间最

优装配相位关系，在使组件跳动与不平衡量均满足设

计要求的前提下，能够进一步优化其沿转子旋转轴线

分布的均匀性，获得转子跳动和不平衡量双目标参数

的综合最优收益，从而提升转子装配质量。

2.1 参数叠加机理

2.1.1 跳动参数叠加机理

影响多级盘转子结构装配质量的关键跳动参数

为连接止口处的同心度和垂直度。由堆叠优化理论

（如图 2 所示）可知，转子组件同心度受单件同心度与

垂直度的综合影响，组件垂直度仅由单件垂直度水平

决定，单件的同心度与垂直度利用 SPS-1000L 设备

测得，具体计算公式为

Ecct =
n

i=1
移Ecci -2

n

i=1
移 T軋i·Hi

Di

T軋t=
n

i=1
移 T軋i

Di
·Dn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1）

式中：Ecct 为转子组件同心度，mm；Ecci 为单件同心度，

mm；T軋t 为转子组件垂直度，mm；T軋i 为单件垂直度，

mm；Di 为单件连接面直径，mm；Dn 为优化连接面直

径，mm；Hi 为连接面至优化连接面的高度，mm。

2.1.2 不平衡量参数叠加机理

转子系统的不平衡量是由分布在各单件上不平

图 1 传统堆叠优化工艺

任意装配 堆叠优化装配

①

②

③

④

4 通道
微位移传感器

可调摇摆
测量臂

调倾调心
工作台

气浮主轴
（轴向跳动 <0.125 滋m）

大理石基座
（带隔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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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矢量叠加的结果（如图 3 所示），各单件不平衡量

可用空间坐标系下位于作用点 zi 处且垂直于工作轴

线的 1 个静不平衡量 ui 和作用效果为不平衡力矩的

1 对偶不平衡量q軋i 表示，本文中q軋i 的方向与远离原点

的偶不平衡量相同。转子工作旋转轴线为 Z轴，按右

手法则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并将各单件的不平衡量

等效为沿轴线分布的不平衡力，由刚体静力学分析可

知，在转子高速旋转时，转子系统由不平衡量引起的

不平衡力组成的空间力系最终可以简化成 3 种形式：

合力（F軋≠0，M軖=0）、合力偶（M軖≠0，F軋=0）及力螺旋（F軋≠
0，M軖≠0 且F軋//M軖），在工程

中，绝大多数转子系统表

现为力螺旋，而合力与合

力偶可以看成是力螺旋的

特殊形式。

各单件静不平衡力的合力即为转子系统的静不

平衡力，即

F軋=
n

i=1
移mie軆i棕2=

n

i=1
移mixii軆+

n

i=1
移mi yi j軆蓸 蔀棕2=

n

i=1
移uix i軆+

n

i=1
移uiy j軆蓸 蔀棕2=u軋棕2 （2）

式中：mi 为各单件质量，g；棕 为转子旋转角速度，

rad/s；e軆i 为各单件质心相对旋转轴线偏心距，mm；u軋为
各转子系统总静不平衡量，g·mm。

转子系统总静不平衡量的方向可用单位向量表示

u軋着=cos 兹 i軆+sin 兹j軆 （3）

式中：兹 为合力的相位。

将各单件的静不平衡量沿合力方向做正交分解，

可得到转子系统分布在各单件上的静不平衡分量

u軋'i=u軋i·u軋着·u軋着=（uixcos 兹+uiysin 兹）（cos 兹i軆+sin 兹j軆） （4）

转子系统静不平衡量的简化中心坐标为

z=

n

i=1
移（u軋i·zi+q軋i·si）u軋着

u軋 =

n

i=1
移[（uixzi+qixSi）cos 兹+（uiyzi+qiysi）sin 兹]

n

i=1
移uix蓸 蔀 2 + n

i=1
移uiy蓸 蔀 2姨 （5）

式中：si 为单件偶不平衡量力臂，mm。

转子系统偶不平衡量q軋为
q軋= 1

s
n

i=1
移（u軋i·zi+q軋i·si）-

n

i=1
移（u軋i·zi+q軋i·si）·u軋着·u軋着蓘 蓡=

1
s

n

i=1
移[（uixsin 兹-uiy cos 兹）zi+

（qixsin 兹-qiycos 兹）si]（sin 兹i軆-cos 兹j軆） （6）

式中：s 为动平衡修正面跨距，mm。

由上可知，按照力螺旋的简化模型可将转子系统

不平衡量相应地分解为静不平衡量与偶不平衡量，转

子组件的不平衡量通过动平衡机测得，可以用任意 2

个修正面处的动不平衡量等效表示。

2.2 单件自身不平衡量测量

各单件自身不平衡量受加工制造水平限制，反映

了其质量分布的均匀性，在利用平衡机测量时可以等

效表示为其自身惯性轴在由装配连接面确定的基准

轴线下的偏斜与偏心量。对于长径比较小的机件，如

压气机篦齿盘（如图 4 所示），测量时不平衡力矩较

小，受平衡机测量能力限制，可忽略其自身偶不平衡

量，静不平衡量简化中心位于质心位置；对于长径比

较大的机件，如压气机第 4～9 级盘鼓组件（如图 4 所

示），测量时不平衡力矩较大，需同时考虑自身静不平

衡量u軋s 和偶不平衡量q軋s 的大小，也可直接用 2 个修正

面处动不平衡量表示。

图 2 跳动堆叠原理

图 3 不平衡力叠加

图 4 机件状态

零件 2

零件 1

偏心 e 偏心 e

零件 2

零件 1

R
驻t

H

F1 F2

F3

Z

Y

X

第 4~9 级鼓筒

篦齿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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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装配参数对不平衡量的影响

多级盘转子组件普遍采用过盈止口定心，短螺栓

轴向压紧的连接结构，由于连接面处跳动误差和装配

误差的影响，各单件按随机相位装配后，各单件的惯性

轴倾斜与质心偏心呈现较大离散度，质心偏心会对转

子产生1个附加静不平衡量 驻u軋，由动量矩定理可知，惯

性轴倾斜会对转子产生 1 对附加偶不平衡量 驻q軋[11-12]，

因此，装配参数会影响转子系统不平衡量分布。

2.3.1 装配同心度影响

装配同心度误差的存在使机件惯性轴相对旋转

轴发生平行移动，对转子系统只产生附加静不平衡

量 驻u軋1=
n

i=1
移mie軆i。

2.3.2 装配垂直度影响

垂直度误差使惯性轴相对旋转轴发生偏斜，其附

加不平衡量为

驻u軋2=
n

i=1
移mie軆i=-

n

i=1
移 Tti

Dti
mihi

驻q軋1=
1
S

n

i=1
移（Iix-Iiz）渍軑1i=-

1
s

n

i=1
移（Iix-Iiz）Tti

Dti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7）

式中：Tti 为单件装配连接面垂直度，mm；Dti 为单件装

配连接面直径，mm；hi 为单件质心到装配连接面的距

离，mm；Iix、Iiz 分别为单件 X 轴和 Z轴的转动惯量。

2.3.3 工作轴线修正

堆叠优化转台测量跳动的基准轴线由前支点确

定，而转子工作状态下的旋转轴线由前后支点的连线

确定，这 2 根轴线一般不相同（如图 5 所示），此时，需

对转子的同心度分布进行修正，使之与工作状态一致。

以转子前支点为基准，单件质心同心度修正公式

如下

Ecci '=Ecci -驻Ecci =Ecci -
Ecce
ze

zi （8）

式中：Ecci '= 为转子工作轴线下单件质心同心度，mm；

Ecci 为测量基准轴线下单件质心同心度，mm；Ee 为测

量基准轴线下后支点同心度，mm。

由基准轴线转换导致转子附加不平衡量与装配

垂直度影响机理相同，附加不平衡量可以表示为

驻u軋3=-
n

i=1
移mi

驻Ecci
2

=- Ecce
2ze

n

i=1
移mizi

驻q軋2=-
1
s

n

i=1
移（Iix-Iiz）渍軑2=-

Ecce
2sze

n

i=1
移（Iix-Iiz）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9）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多级盘转子结构装配状态下

转子系统不平衡量是其自身不平衡量与装配参数导

致的附加不平衡量矢量叠加的结果，转子系统总静不

平衡量可表示为

u軋=
n

i=1
移u軋si+驻u軋1+驻u軋2+驻u軋3 （10）

转子系统静不平衡量简化中心及偶不平衡量可

通过式（5）、（6）求得。

2.4 优化目标函数

双目标优化是以各部件连接面的装配相位关系

琢 为自变量，以综合优化转子系统不平衡量和连接面

的跳动为目标，在具体工程应用时，可根据需要将转

子不平衡量参数细化为静不平衡量 u 和偶不平衡量

q，将跳动参数细化为连接止口等测量面的同心度

Ecc 与垂直度 T。由于多个优化目标参数不一定同时

得到最优解，而通常是在满足约束条件下得到可行域

内多个非劣解[13]，通过建立合适的评价函数选择部件

间最优装配相位关系。

多级盘转子结构各连接面通过多个短螺栓连接

在一起，其装配相位关系可以认为是离散变量，在连

接部件较少时，可以通过设置恰当的约束条件（如设

定优化目标参数上限值），采用遍历计算的方式初步

筛选可行域，优化目标函数模型简化为

优化目标函数

F（琢）=f[Ecc（琢）T（琢）u（琢）q（琢）] （11）

约束条件

s.t.
Ecc（琢）≤Ecc

T（琢）≤T
u（琢）≤u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12）

式中：琢=（琢1 琢2 … 琢n），琢i ∈[0，360]。

将所有可行域内的非劣解进行归一化处理：f（琢）'=
f（琢）-fmin
fmax-fmin

，为评价可行域内目标参数的离散度水平，

采用加权系数法建立评价函数

G（琢）min=w1·Ecc（琢）'+w2·T（琢）'+w3·u（琢）'+

图 5 惯性轴同心度修正

测量基准轴

工作旋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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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4·q（琢）'，wi=ki1·ki2·ki3 （13）

式中 ki1=
fmax-fmin驻i1

，为敏感度系数，反映了参数的稳定

性；ki2=
fmin驻i2

，ki3=
fmax驻i3

，为边界系数，反映了参数极值的

优劣性。

根据可行域内目标参数的变化特征，结合工程应

用经验，设置恰当的权重系数 驻i（驻i1 驻i2 驻i3），其中

驻i1 为参数敏感域，驻i2、驻i3 分别为参数极小边界容差

带的上限值与极大边界容差带的下限值，从而得到各

部件连接的最优装配相位关系。

3 跳动误差分析与修正

跳动堆叠优化计算值基于理想状态模型，在实际

装配过程中受多种误差因素综合影响，可能导致同心

度和垂直度实测值与计算值偏离，且随着转子装配级

数越多，越容易造成误差累积。同时跳动误差是影响

转子装配附加不平衡量的重要因素，若不在装配过程

中进行逐级优化修正，可能造成最终优化目标失效，

跳动误差来源主要有以下 3 方面：

（1）单件测量误差：受测量设备精度、环境条件等

因素影响，造成测量重复性的偏离振荡；

（2）连接面形面跳动误差：受连接面形面局部坏

点影响，造成实际装配后连接面拟合圆心不同心；

（3）装配误差：受过盈止口面加热、冷却过程中装

配应力释放不均匀及螺母压紧贴合效果不可控等因

素影响，造成连接面装配后不同心与不贴合。

在工程应用中可以采取以下 2 点措施来减小误

差的影响：

（1）目前由于缺乏直接检测连接面贴合状态的工

具和方法，可以利用跳动预测值与实测值的矢量偏差

来反映和评估连接面的装配质量，根据工程经验设定

矢量差内控标准（≤0.015 mm），当矢量差超过内控标

准时，需对机件重新装配，通过检查装配重复性来排

除装配误差的影响；

（2）结合转子逐级装配后的跳动实测值与单件跳

动值进行逆堆叠计算，可以得到连接面止口同心度与

垂直度的修正值，代入转子系统不平衡量的分析计算

中，用以进行不平衡量的误差修正。

通过对多级盘转子结构中间装配过程进行跳动

矢量差分析，可以及时发现装配问题，避免装配工作

重大返工，间接提升工作效率，装配过程跳动误差修

正流程如图 6 所示。

4 算例

发动机经过试车磨合后各止口连接面处的装配

应力可以得到充分释放，因此，分解检查参数更接近

真实工作状态水平。某发动机压气机转子盘鼓组件按

双目标优化装配后完成工厂试车，稳态高压振动表现

良好，瞬态时存在振动突升突降现象，本文以该发动

机压气机转子试车后分解测量数据为例，应用上述方

法进行数据分析及优化计算。

压气机转子盘鼓组件由第 1、2 级盘组合件、第 3

级盘轴、第 4～9 级盘鼓组件和篦齿盘 4 个单件组成。

连接面采用过盈止口定位、短螺栓轴向压紧的刚性

联接结构[14]；转子组件采用带模拟转子的平衡工艺，

跨内支撑的方式（如图 7 所示），通过转位平衡消除

模拟转子自身不平衡量及同心度误差影响[15-16]，在计

算时高涡模拟转子的质量及质心位置参数与设计状

态一致。

图 6 装配过程误差修正流程

矢量差分析

开始

重新装配≤0.015
否

是

否

是

装配重复
性一致

装配下一级

逆堆叠求解

不平衡量修正

结束

图 7 压气机转子工艺平衡

机床传动轴

ML 面
MM 面

前支点压气机转子高涡模拟转子后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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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分解检查分析

压气机盘鼓组件断盘分解后，对各单件连接面

止口跳动及自身不平衡量进行测量，其中，第 3 级

盘轴自身不平衡量测量轴线是以第 3 级盘后止口

为基准，跳动测量轴线是以第 3 级盘前轴颈为基

准，代入程序计算时需进行不平衡量修正，计算输

入测量参数见表 1。

通过断盘分解过程中逐步测量连接面止口跳动，

并结合单件跳动数据对组件状态跳动进行堆叠计算

的结果进行矢量差分析（如图 8 所示），结果见表 2。

从表中可见，第 9 级盘后止口跳动实测值与预测值偏

差较大，可能因转子组件在试车过程中存在第 3 级盘

轴后止口连接面不稳定所造成。

对连接面止口跳动进行逆堆叠计算，得到组件状

态下连接面处跳动误差修正值，见表 3。

根据获得的单件数据及连接面跳动修正值对压

气机盘鼓组件进行不平衡量计算，与分解时实测值进

行分析比较，见表 4。

4.2 装配优化计算

利用 VBA 计算程序，对压气机转子组件跳动与

不平衡量参数在连接面不同装配相位关系组合下进

行数值仿真分析。从图 7 中可见，第 1、2 级盘组合件

不参与转子跳动堆叠优化，其装配相位仅影响转子系

统不平衡量，对自变量参数 琢=（琢1 琢2 琢3）进行遍历

计算，得到共 N=N琢1·N琢2·N琢3 个非劣解。跳动堆叠分布

结果如图 9 所示，转子盘鼓组件不平衡量参数归一化

结果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各连接面分解相位关

系 琢=（0 0 0）对应的转子不平衡量 u（琢0）'=0.28，处

于可行域内较低水平。

本次利用评价函数进行分析时，设置各优化参数

的权重系数，见表 5。

评价函数归一化结果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

其变化趋势与总静不平衡量基本一致，表明转子系统

对静不平衡量的变化更加敏感，在选择装配优化方案

时应充分考虑降低总静不平衡量的收益率。

机件

第 1、2 级盘组件

第 3 级盘轴

第 4～9 级盘鼓组件

篦齿盘

测量面

1 级盘心

前止口

后止口

后止口

后止口

同心度

0.0073∠166

0.013∠258

0.0118∠267

0.0068∠266

0.0023∠32

垂直度

0.0104∠270

0.0068∠210

0.0057∠206

0.0052∠176

0.0062∠43

修正面 1

473.6∠150

164.8∠253

1170∠130

89.75∠148

修正面 2

337.5∠214

164.8∠253

1129∠166

89.75∠148

跳动 /mm∠（毅） 不平衡量（重点）/g·mm∠（毅）
表 1 单件测量数据

连接面

第 3 级盘轴后止口

第 9 级盘鼓后止口

状态

实测值

修正值

实测值

修正值

同心度

0.0118∠267

0.0063∠87

0.016∠100

0.0128∠100

垂直度

0.0057∠206

0.0089∠279

0.008∠240

0.0101∠260

跳动参数 /mm∠（毅）
表 3 连接面跳动修正

静不平衡量 /g·mm∠（毅）
静不平衡力沿轴线位置 Z/mm

偶不平衡量 /g·mm

计算值

1167∠6

508

321

实测值

1066∠37

518

409

表 4 转子组件不平衡量分析

图 9 转子组件跳动堆叠优化

图 10 转子系统不平衡量优化

0.025

0.020

0.015

0.010

0.005

0

第9级盘后同心度
第9级盘后垂直度
篦齿盘后同心度
篦齿盘后垂直度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总静
总动

图 8 转子连接面跳动矢量差

0.035

0.030

0.025

0.020

0.015

0.010

0.005

0

0.0155
0.0174

0.002
0.004 0.0027

0.002

0.016
0.0163

0.032

0.008
0.0097

0.008

篦齿盘后
止口同心度

篦齿盘后
止口垂直度

第 9 级盘后
止口同心度

第 9 级盘后
止口垂直度

实测值
预测值
矢量差

组件测量面

篦齿盘

后止口

第 9 级盘

后止口

测量项

同心度

垂直度

同心度

垂直度

实测值 /mm

∠（毅）
0.0155∠96

0.004∠247

0.016∠100

0.008∠240

预测值 /mm

∠（毅）
0.0174∠92

0.0027∠282

0.0163∠301

0.0097∠190

矢量差 /mm

0.002

0.002

0.032

0.008

表 2 连接面跳动矢量差

分解相位

分解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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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评价函数归一化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归一化评价函数
归一化总静不平衡量

驻1
驻2
驻3

同心度

/mm
0.005
0.015
0.020

第 9 级后

垂直度/mm
0.005
0.008
0.012

同心度

/mm
0.005
0.015
0.020

篦齿盘后

垂直度/mm
0.005
0.008
0.012

不平衡量/g·mm
总静

300
500
1000

总动

300
800
1600

表 5 优化参数权重系数

通过双目标优化分析，在最大限度保持原装配状

态的基础上，仅调整篦齿盘装配相位（顺航向顺时针

旋转 90毅），可使压气机转子系统装配质量得到进一

步优化。将双目标优化方案、传统跳动堆叠优化方案

及原位回装方案进行对比，见表 6。从表中可见，通过

传统堆叠优化工艺装配后的压气机盘鼓组件会使不

平衡量处于较差水平，同时由于无法针对压气机第

1、2 级盘组合件进行装配优化，会使压气机转子盘鼓

组合件的静不平衡量存在 1377 g·mm 的离散度，不

仅对转子后续平衡工作造成一定困难，而且可能影响

发动机试车振动，通过对转子系统进行双目标优化，

在参数满足设计要求的可行域内，适当损失转子跳动

水平，可以使总静不平衡量理论值比传统堆叠优化装

配最大降低 86%，有效提高转子装配质量。

5 结论与建议

（1）基于双目标优化理论的多级盘转子结构装配

工艺方法通过对转子系统的跳动和不平衡量进行双

目标优化装配，可以使转子沿轴线质心同心度分布更

加均匀，有效优化转子初始不平衡量。

（2）对于多级转子堆叠装配，引入跳动误差分析

可以减小由于测量与装配操作带来的误差累积，使装

配结果更加接近最优解，提高装配一次成功率，保证

转子装配质量。

（3）理论计算值与实测值的矢量差分析可用以评

估连接面的装配质量，适用于转子装配优化和分解检

查数据分析工作。

（4）在具备单盘不平衡量测量的条件下，双目标

优化方法也可以应用于风扇、涡轮等转子部件装配

中，还可应用于核心机转子的装配优化。

通过装配工艺来优化转子系统结构参数是 1 个

系统工程，在实际应用中需综合考虑各单件结构参

数、各连接面的装配质量等因素，如果忽略其中 1 项，

可能导致优化目标失效，在未来应用中还需结合工程

应用经验进一步完善误差项分析，丰富完善理论算

法，使转子装配过程技术状态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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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排除某航空发动机 DD6 单晶合金涡轮转子叶片振动试验过程中出现异常裂纹的故障，开展了裂纹外观检查、断口宏

观和微观形貌分析、表面检查、解剖分析、显微组织检查、成分分析及应力分布计算等工作，对故障叶片失效原因及内腔局部区域的

等轴晶成因和机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DD6 单晶合金涡轮转子叶片裂纹性质为高周疲劳，裂纹过早萌生与叶片内腔存在等轴晶有

直接关系，且附近存在无枝晶的异常组织也促进了疲劳裂纹的萌生及扩展。同时，等轴晶在叶片使用之前已存在，是由于内腔工艺

孔处的高温合金焊料遗留，高温真空焊接时形成易形核质点。建议加强对叶片内腔生产质量的控制，并对叶片内腔工艺孔附近危险

部位进行严格检查，避免此类故障再次发生。

关键词：DD6 单晶合金; 涡轮转子叶片; 内腔; 等轴晶; 高温合金焊料；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8.06.017

Study on the Crack and the Origin of Inner Cavity Equiaxed Crystal in DD6 Single
Crystal Alloy Turbine Rotor Blade

HU Lin袁GAO Zhi-ku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

Abstract: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malfunction of abnormal crack in the vibration test of turbine rotor blade of DD6 single crystal
alloy in an aeroengine袁crack appearance inspection袁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morphology analysis of fracture袁surface inspection袁
anatomical analysis袁microstructure examination袁component analysis and stress distribution calculation were carried out. The reason of blade
failure and the origin and mechanism of equiaxial crystal in the local area of the inner cavity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ack
property of turbine rotor blade of the DD6 single crystal alloy is high cycle fatigue. The premature initiation of crack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xistence of equiaxed crystal in the inner cavity of the blade袁and the abnormal structure without dendrites in the vicinity also promotes the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of fatigue crack. At the same time袁the equiaxed crystal already exists before the blade is used袁due to the residual
superalloy solder at the technological hole in the inner cavity and the free-form nucleation particle equiaxed crystal is formed during the
high-temperature vacuum weld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quality control of blade inner cavi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袁and the dangerous
position near the technological hole of blade inner cavity should be strictly checked to avoid the recurrence of this kind of malfunction.

Key words: DD6 single crystal alloy曰turbine rotor blade曰inner cavity曰equiaxed crystal曰superalloy solder曰aeroengine

0 引言

高推质比涡扇发动机涡轮转子叶片普遍采用超

冷却结构的单晶高温合金[1-2]。DD6 镍基单晶高温合

金作为中国自行研制的第 2 代单晶高温合金[3]，因具

有优异的高温综合性能[4]和铸造工艺性能，已广泛应

用于 1100 ℃以下工作的具有复杂内腔的燃气涡轮

工作叶片等高温部件[5]。

中国在单晶高温合金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应用

时间较短，国内单晶叶片合格率一直较低，近几年其

合格率有所提高，但与国外高达 70％～80％的单晶

叶片合格率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影响单晶叶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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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率的因素众多[6-10]，如杂晶、小角晶界晶粒、取向偏

离、再结晶等。科研人员[11]已基本掌握单晶叶片外表

面缺陷的固有特性及检测方法，相关问题也得到有效

解决，但随着涡轮工作叶片冷却能力的不断提高，叶

片内腔的复杂程度不断加剧，出现结构性或铸造性缺

陷[12]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而且一旦出现缺陷，几乎

很难被无损检测发现，必将给后续使用带来严重的安

全隐患。关于叶片内腔缺陷类型、形成机理及其对性

能影响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仅郑真等[13]研究了型芯

残留导致气流冷却效果不良，致使局部超温，造成叶

片整体失效，鲜有文献针对单晶叶片内腔存在的等轴

晶缺陷问题及其成因、影响公开报道。

本文针对 DD6 单晶叶片试验后出现异常裂纹的

现象，揭示出叶片内腔存在等轴晶缺陷及其分布规

律，并系统地研究了等轴晶的形成原因，以此为依据

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1 试验方法与材料

DD6 单晶叶片在室温条件下进行振动试验过程

中，叶片过早出现裂纹。采用 DK7750TS 型线切割机

将裂纹处整体制取，利用 Zeiss Discovery V8 型体视

显微镜对裂纹形貌进行宏观检查。将裂纹打开后，利

用超声波清洗机对裂纹断口进行清洗以便后续观察，

再 利 用 KEYENCE-VHXS50F 光 学 显 微 镜 、ZEISS

Sigma 500 型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断口宏观和微

观形貌及解剖截面形貌观察分析。在裂纹附近取样进

行基体显微组织分析，利用 OXFORD X-MAXn 型能

谱分析仪对故障叶片基体成分进行检测；采用 AN-

SYS 有限元分析软件进行叶片应力分布研究。

叶片材料为 DD6 镍基单晶高温合金，其化学成

分见表 1，主要生产流程为叶片铸造、清壳、脱芯、铸

态检查、工艺孔焊接、热处理、单晶完整性检测、取向

测量和理化检测。叶片精铸件[001]结晶取向与叶片精

铸件主应力轴的偏离应不大于相关标准规定角度。

2 试验过程与结果

2.1 外观检查

为摸索某结构叶片的疲劳极限，在特定应力条件

下进行试验，当循环至 8.01×106 时频率降低。经检查

确定叶片叶盆侧榫头处存在 1 条平直状的裂纹，且裂

纹沿 45毅方向贯穿缘板并延伸至叶身根部，如图 1 箭

头所示，裂纹末端存在分叉现象。榫头处可见明显的

试验夹具压痕，但与裂纹未重合，表明裂纹的萌生与

试验无关。

2.2 断口分析

将裂纹人工打开，在体视显微镜下观察断口宏观

形貌，如图 2 所示。断口较光滑，呈镜面特征，具有较

强的反光性。可见明显的河流状放射棱线特征，根据

其汇聚方向判断，断口仅

存在 1 处裂纹源区，位于

叶片内腔处，具体位置如

图 2 中红箭头所示。断口

其他区域均为裂纹萌生后

的扩展区域。

在场发射扫描电镜下观察断口微观形貌，断口源

区形貌如图 3 所示。源区位于亚表面，呈多源特征，未

见放射棱线特征及明显冶金缺陷（图 3 中红色虚线

内）。对该区域进行能谱分析，结果如图 4 所示。从图

中可见，除 DD6 合金基体元素外，存在 Ti 元素，且不

存在 Re 元素。断口扩展区微观形貌如图 5 所示。从

图中可见滑移线和细密的疲劳条带特征，疲劳条带间

距约为 0.3 滋m，表明该裂纹性质为高周疲劳。

图 1 叶片裂纹宏观形貌

图 2 裂纹断口宏观形貌

图 3 源区放大形貌 图 4 源区处能谱分析

元素

标准成分

Al

5.20～6.20

Cr

3.80～4.80

Co

8.50～9.50

Ni

余量

Mo

1.50～2.50

Ta

6.00～8.50

W

7.00～9.00

Re

1.60～2.40

表 1 DD6镍基单晶高温合金化学成分 ﹪

元素

标准成分
20 滋m EHT=20.00 kV

WD=21.8 mm
Signal A=SE2
Mag=200 X

1000 滋m 1000 滋m

500 滋m

谱图 79
wt/% 滓

Ni 63.9 0.4
Co 9.0 0.1
Cr 6.5 0.1
W 5.7 0.3
Al 3.9 0.1
Ta 3.1 0.3
Mo 2.6 0.1
O 1.9 0.1
Nb 1.7 0.1
Ti 1.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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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整体形貌

（b）局部放大

（c）晶粒放大
图 6 源区附近表面形貌

2.3 表面检查

对源区附近表面放大观察，整体形貌如图 6（a）

所示。从图中可见，源区位于叶片内腔平直段处。局

部放大观察，可见数量较多、大小不一的晶粒，约占

1.17 mm×1.54 mm，如图 6（b）所示。对晶粒处放大观

察，可见晶粒较完整，轮廓清晰，晶界上存在大量的孔

洞，弯折较多，且不连续，如图 6（c）所示。综合分析可

知[14]，该处晶粒应为等轴晶晶粒，且疲劳源区正位于

此处。有研究报道[15-16]，单晶材料中存在异常晶粒易

破坏单晶组织形态，且在垂直主应力轴的横向晶界

处萌生裂纹，降低叶片的疲劳寿命。

2.4 解剖分析

对垂直源区断口表面解剖检查分析，形貌如图 7

（a）所示。整体为枝晶组织，仅在内腔壁局部区域存在

异常组织，呈浅蓝色，衬度存在差异，呈突出状（红色

虚线内）。放大观察形貌如图 7（b）所示，该异常组织

无枝晶特征，面积约为 1.0 mm×0.3 mm，内部可见大

量黑色孔洞。同时，可见等轴晶晶粒正位于该异常组织

局部区域表面（红色箭头）。该无枝晶的异常组织区与

正常枝晶区界面明显，对其放大观察，形貌如图 7（c）所

示，可见较大的孔洞和外来物（红色箭头），对其进行能

谱分析发现主要元素为 Si、Al、O 等，界面两侧未见明

显差异，均为方格状的 酌＋
酌忆显微组织。对二者进行成

分对比分析，可见明显的异

常，无枝晶的异常组织区存

在 Ti 元素且不存在 Re 元

素，如图 8 所示。

对等轴晶晶粒处放大

观察，形貌如图 9（a）所示。

晶界处放大观察形貌如图

9（b）所示，晶界存在粗化，

约为 17.65 滋m。局部呈胞

状，酌忆相连通成条形且大

部分存在垂直于晶面的方

向性，其他区域为析出碳

化物，形状呈块状、棒状。

对局部晶界处进行面扫描

分析，结果如图 10 所示。

可知碳化物主要为 Nb 元

素，应为 MC 型碳化物。同

时，等轴晶晶粒处显微组织

同样为正常方格状 酌垣酌忆。
2.5 显微组织检查

对故障叶片裂纹附近

的基体取样进行显微组织

检查，结果如图 11 所示。

该组织为典型的方格状

（a）滑移线 （b）疲劳条带

图 5 扩展区微观形貌

（a）低倍形貌

（b）局部放大

（c）界面处

图 7 源区断口截面微观形貌

图 8 异常组织处与正常枝

晶处成分对比

（b）局部放大

图 9 等轴晶晶粒放大形貌

2 滋m EHT=20.00 kV
WD=12.5 mm

Signal A=SE2
Mag=6.00 KX

1 滋m EHT=20.00 kV
WD=9.5 mm

Signal A=SE2
Mag=10.00 KX

10 滋m EHT=20.00 kV
WD=16.7 mm

Signal A=SE2
Mag=500 X

106.47 滋m 200 滋m

100 滋m500 滋m

10 滋m EHT=15.00 kV
WD=11.8 mm

Signal A=SE2
Mag=1.00 KX

（a）整体

20 滋m EHT=15.00 kV
WD=10.3 mm

Signal A=SE2
Mag=300 X

10 滋m EHT=15.00 kV
WD=10.3 mm

Signal A=SE2
Mag=1.00 KX

（a）晶界区域
10 滋m

10 滋m
（b）Mo 元素分布

图 10 局部晶界处面扫描分析结果
（c）Nb 元素分布

10 滋m10 滋m

谱图 17

wt/% 滓 wt/% 滓
NI 63.7 0.9 60.2 1.1
Co 9.0 0.5 9.4 0.5
Cr 8.6 0.4 4.9 0.3
W 5.8 0.5 7.4 0.7
Al 4.1 0.2 5.3 0.2
Mo 3.8 0.5 2.0 0.5
Nb 2.0 0.4 0.6 0.4
Ta 1.8 0.5 7.8 0.7
Ti 1.1 0.2
Re 2.5 0.7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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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5 10 15 k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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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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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垣酌忆组织，较均匀，符合技

术标准要求。

2.6 成分分析

对故障叶片裂纹附近

基体进行成分分析，结果

见表 2。从表中可见，故障

叶片基体的成分符合技术

标准要求。

2.7 应力计算

对故障叶片振动应力分布分析如图 12 所示。从

图中可见，该结构叶片最大应力区位于叶片第 1 榫齿

处（红色区域）。该叶片疲劳源区未处于此处，表明该

叶片疲劳裂纹的产生与最大应力无关。

3 分析与讨论

3.1 叶片裂纹失效原因

根据故障叶片裂纹分析结果可知，叶片裂纹位于

榫头，且贯穿缘板延伸至叶身根部，较平直。根据断口

放射棱线特征，判断源区位于叶片内腔平直段流道亚

表面，扩展区微观形貌可见细密的疲劳条带和滑移

线，表明裂纹断口性质为高周疲劳；通过对源区附近

表面及解剖检查分析，可知疲劳源区附近表面可见大

量的等轴晶晶粒，结合疲劳源区具体位置，综合分析

表明：DD6 单晶涡轮转子叶片过早萌生疲劳裂纹的

主要原因为叶片内腔存在异常的等轴晶晶粒，且无枝

晶异常组织区也促进了疲劳裂纹的萌生及扩展。同

时，也排除与叶片基体材质及结构上最大应力区有关

的可能。

3.2 等轴晶成因

通过上述对叶片裂纹萌生的原因分析可知，对无

枝晶异常组织、等轴晶的形成原因及机理进行深入研

究对本次故障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等轴晶位于无枝晶

异常组织区表面（以下简称异常组织），因此异常组织

对等轴晶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该异常

组织的显微组织分析可知，与正常枝晶区的显微组织

相比，未见明显差异，均为方格状的 酌垣酌忆组织。根据

单晶高温合金固溶和时效作用[17-18]可知，固溶处理可

以保证 酌忆相和酌/酌忆共晶相全部固溶而不发生初熔，使

得合金均匀化；时效处理是促使固溶后析出的 酌忆相
长大，并调整为适宜尺寸和形态的过程，二者共同作

用直接影响合金显微组织形貌，因此根据显微组织形

貌可知，该异常组织经历了完整的固溶＋时效热处

理，进一步判断异常组织在热处理之前已存在。对异

常组织区和枝晶区的界面分析可知，二者整体结合较

好，但局部区域存在孔洞（图 7（b））及 Si、Al、O 等元

素（图 7（c））。成形过程中叶片内腔选用 SiO2 基陶瓷

型芯铸造。研究[19]表明：在高温条件下，DD6 高温合金

与陶瓷型芯的界面会发生剧烈反应，生成厚约 5～6

滋m 的 Al2O3。经分析判断，认为界面上的 Al、O 元素

应为反应产物，而 Si 元素应为脱芯后残留型芯所致，

由此推断该异常组织应在脱芯后出现。最后结合叶片

生产工艺履历判定异常组织应在工艺孔焊接工艺阶

段中产生。

对异常组织附近的叶片内腔局部结构进行分析，

如图 13 所示。距离异常组织约 3.8 mm 存在工艺孔，

位于叶身内腔缘板附近，与叶身内腔气体流道连通。

采用叶片脱芯工艺后，为避免叶片工作时冷却气体流

失现象或扰流现象的发生，对工艺孔采用高温真空钎

焊的方式进行封堵处理。堵头选用与叶片基体相同的

元素

质量分数

标准成分

Al

5.20

5.20～6.20

Cr

4.89

3.80～4.80

Co

8.52

8.50～9.50

Ni

63.82

余量

Mo

2.18

1.50～2.50

Ta

6.20

6.00～8.50

W

7.19

7.00～9.00

Re

2.00

1.60～2.40

表 2 故障叶片基体成分分析结果 ﹪

图 12 叶片榫头处振动应力分布

图11 故障叶片基体显微组织

2 滋m EHT=20.00 kV
WD=10.4 mm

Signal A=SE2
Mag=3.00 X

元素

质量分数

标准成分

X

MX

75.9929
256.117

511.474
766.832

1022
1278

1533
1788

2044
2299

（a）内腔局部结构 （b）相同部位实际故障叶片

图 13 叶片内腔工艺孔

100 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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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6 合金，焊料采用高

温合金粉，使用前用胶

调制成糊状，胶采用水

基粘结剂与水调制而

成。对工艺孔堵头处的

焊料进行分析，结果如

图 14 所示。焊料成分与

异常组织的元素组成相同（也存在低熔点的 Ti 元素，

未见 Re 元素），且含量基本一致，最终研究表明：该

异常组织应为工艺孔堵头处的高温合金焊料。

根据高温真空钎焊的原理[20]可知，焊料熔化成液

态后再凝固，在凝固过程中，焊料的外表面（即晶粒

处）处于自由表面态，其自由能相对较高，张力也相对

较大，在不稳定的高自由能阶段，这些能量在温度较

高时就会向低自由能转变[21]。而且，高温合金本身导

热性较差，在高温真空焊接冷却过程中外表面优先冷

却，以外表面为核心形成较多的形核质点，即均匀形

核的“胚芽”或称晶胚，但由于液相中能量起伏有限，

不足以使液面所有外表面均产生等轴晶晶粒，因此，

最终在高温真空焊接过程中于异常组织（高温合金焊

料）的局部区域外表面形成等轴晶。

3.3 改进措施

实际上，针对航空发动机单晶叶片内腔等轴晶的

故障问题至今未见公开报道。本文所叙述的故障叶片

内腔等轴晶晶粒的问题是由工艺孔处高温合金焊料

遗留后造成的。该现象在实际叶片批产后的生产中极

易出现，如图 15 所示。所使用的高温合金焊料与叶片

基体材料的主要合金元素

十分相近，一旦萌生裂纹，

将迅速扩展至叶片基体，从

而导致叶片整体失效。因此

在叶片生产中，应密切关注

叶片内腔的生产质量。针对

DD6 单晶合金叶片，建议

今后开展以下工作。

（1）严格控制叶片内腔工艺孔堵头焊接过程的生

产质量，避免出现焊料随机遗留的情况。

（2）应加强对叶片内腔的监控，对易发生问题的

危险部位摸索出探入式检查方法，必要时可开展解剖

式检查。

（3）采用焊料先与堵头进行初焊接，放置到工艺

孔后再进行最终焊接的生产顺序。

（4）调整叶片内腔局部结构，减少工艺孔堵头的

使用。

4 结论

（1）某航空发动机 DD6 单晶合金涡轮转子叶片

裂纹为高周疲劳裂纹，起源于叶片内腔平直段亚表

面，呈多源特征。

（2）涡轮叶片内腔局部区域存在等轴晶晶粒是导

致过早萌生疲劳裂纹的主要原因，且无枝晶异常组织

也促进了疲劳裂纹的萌生及扩展。

（3）叶片内腔局部区域存在遗留的高温合金焊料

是等轴晶晶粒形成的重要条件。

（4）疲劳裂纹的萌生与故障叶片材质及结构上的

最大应力区无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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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采用传统工艺方法在拆卸轴上过盈配合零件时费时费力且易对配合面造成损伤等问题，根据超声振动的功率、传

递等相关特性，设计了 1 种新型拆卸系统，其工作时过盈配合零件在轴向作用力和高频轴向振动的共同作用下从轴件上分解下

来。该系统设计主要利用传输矩阵法对系统的振动子进行设计建模，通过振动拆卸对比试验，从拆卸压力峰值、试验件表面温度和

表面质量等方面对拆卸效果进行验证，试验结果表明：超声振动能有效减小分解时所需的轴向拆卸力，提高轴上过盈配合零件的拆

卸效率，且不会对配合面造成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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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Test of Disassembly System for Axile Interference Fitting Parts
Based on Ultrasonic Vibration

FU Xuan袁 LIU Zi-cheng袁 YE Ben-yuan袁 XU Guang-qing, YANG Guang
渊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Research Establishment袁Mianyang 621000袁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 that the traditional process method was difficult to remove the axile interference fitting parts and
easily cause damage to the fitting surface袁 a new kind of disassembly system was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power and transmi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ultrasonic vibration. The interference fitting parts decomposed from the shaft parts 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 of axial force
and high frequency axial vibration. The vibrator of system was designed mainly by the transfer matrix method.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test
of vibration disassembly袁the disassembly effect was verified from the peak value of the disassembly pressure袁the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the surface quality of the test article.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ultrasonic vibra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axial disassembly force required
for decomposition袁improve the disassembly efficiency of the axile interference fitting parts袁and will not cause damage to the fitting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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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过盈配合因其定位精度高、承载能力强、结构简单

可靠，在航空机械结构的轴类组件中广泛应用。过盈配

合一般采用热压合法进行装配，但拆卸过盈配合零件

时则相对困难，目前常用的机械拔具拆卸法易对零组

件配合面造成损伤，而温差拆卸法存在操作风险较高

且等待时间较长等问题，2 种操作方法均费时费力，

严重影响了轴上过盈配合零件拆卸的质量和效率。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根据超声振动的功率、传

递等相关特性，拟将超声振动应用于轴上过盈配合零

件的拆卸领域。尽管目前超声振动在机械加工方面已

广泛应用[1-2]，但将其应用于零部件的装配及拆卸操作

中的相关研究鲜见报道，而对这类振动拆卸工艺方法

的探索及研究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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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设计计算

1.1 基本原理

当摩擦发生在相对运动或者具有相对运动趋势

的接触表面时，为普通摩擦状态，而当其中 1 个表面

处于高频振动时，则会导致 2 个表面的摩擦状态发生

改变，在高频振动状态下的接触面摩擦系数远低于普

通接触面的摩擦系数，从而能有效减小 2 个物体之间

相对运动所产生的摩擦力，且摩擦力的减小程度与振

动频率的高低和振幅的大小相关。

超声振动拆卸的基本原理是在分解轴上过盈配

合零件时，通过对所需分解的包容件施加沿轴向的高

频振动激励，促使包容件与被包容件配合面的摩擦状

态发生改变，无数微粒的轴向位移将使零件沿轴向的

移动趋势不断加强，从而削

弱零件沿径向的移动趋势[3]

（如图 1 所示），此时过盈

配合面的摩擦系数将大幅

减小，所以分解时所需抵

消的摩擦力也随之减小，

从而实现对轴上过盈配合

零件的快速拆卸。

1.2 装置总体结构

基于超声振动的轴上过盈配合零件拆卸系统装

置主要由压力机、连接机构、振动子、过盈配合试验

件、压力峰值仪和超声波

发生器等组成，如图 2 所

示。装置以压力机为工作

平台，通过连接机构将振

动子固定于压力机升降

齿条上，压力峰值仪和超

声波发生器分别用于测

量拆卸时压力值和为振

动子提供振荡信号源。

连接机构主要分为夹持收口端和矩形法兰套筒

2 部分。夹持收口端通过对半夹紧方式固定于压力机

的升降齿条上，可随齿条做上下移动，矩形法兰套筒

上端通过螺栓连接与夹持收口端下端相固定；振动子

由换能器、变幅杆工具头及紧定螺栓组成，矩形法兰

套筒下端通过螺栓连接与变幅杆工具头的法兰边（振

幅为 0 部位）相固定，以确保振动子通过连接机构最

终与压力机的升降齿条形成刚性连接[4]，如图 3 所示。

1.3 振动部件

系统的核心部件为产生轴向振动及对过盈配合零

件作功的振动子，在工作过程中，换能器启振并作轴向

振动，通过变幅杆工具头对振幅加以放大并激励工具

头端部高频振动[5-6]。

1.3.1 换能器设计

换能器采用夹心式压电换能器结构，压板材料为

镁铝合金，前转接段采用 45 号钢，压电片采用 PZT-8

（串联），电极片采用铍青铜。当施加的电场频率与压

电片的固有频率相同时，即产生谐振[7]，此时声辐射最

强，压电片厚度方向的逆压电效应为

S2=d22
U2

t （1）

式中：S2 为沿厚度方向的伸缩应变量；U2 为加载电

压；d22 为压电常数；t=5 mm，为故压电片材料厚度。

选择前盖板与压电片接触端面为节面位置（振幅

为 0），同时为使振动以轴向振动为主，换能器各部分

直径均应小于 1/4 波长，负载对换能器具有一定的影

响，但通常很小，设计时按空载计算[8]。

换能器各组成部分尺寸参数设置如图 4 所示。为

图1 超声振动拆卸基本原理

常
规
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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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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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装置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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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连接机构与振动子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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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振动子谐响应频率响应 图 9 振动子 Z向位移振型

保证对压电片的有效对夹固定，换能器前、后盖板的

直径均与压电片的直径相等，即 D2=D3=D4=30 mm。建

立串联传输矩方程[9]

A as=A5

mA 4

mA 3

mA 2

mA1

m
=

a11
as a12

as

a21
as a22

as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计算得出 L5=21.78 mm。

1.3.2 换能器阻抗特性分析

对于超声换能振动系统，阻抗特性和启振特性是

其最重要的 2 个参数。其中启振特性可以通过拆卸试

验验证，而阻抗特性则通过阻抗测量获得，其性能优

劣直接关系到振动拆卸部分的声电转换效率及系统

稳定性[10]。

本次设计的换能器的

谐振频率 Fs=25293.3 Hz，

半功率点 F1=25195.9 Hz，

F2=25395.3 Hz，反谐振频

率 Fp=28821.0 Hz，如图 5

所示。其中谐振频率 FS 与

设计的理想值有所偏差，

有待后续比较分析。

最大电导 Gmax=47.14

ms，动态电阻 R1=21.21Ω，动态电感 L1=16.93 mH，动

态电容 C1=2.34 nF，静态电容 C0=7.30 nF，自由电容

CT=9.64 nF。其中动态电阻 R1=21.21Ω，数值偏高，说

明换能器内阻较大，有一定的振动能量损失。

机械品质因数 Qm=126.85，有效机电耦合系数

Keff=0.48，平面机电耦合系数 Kp=0.60。其中机械品质

因数 Qm=126.85，说明系统电 - 振效率转换较高，且

在电源匹配范围内满足设计要求。

1.3.3 变幅杆工具头设计

变幅杆工具头采用 2 级阶梯型变幅杆与套筒组

合结构，材料为 45 号钢，变幅杆工具头的大端直径应

和换能器的前盖板直径相等，即 D1=30 mm，输出端套

筒等效直径 D5≈15 mm，故该变幅杆工具头的放大倍

数约为 4。根据振动能量密度公式，能量密度正比于

振幅的平方

籽e=
1
2
Ke琢2 （2）

式中：Ke=籽X棕2；籽 为弹性介质密度。

能量密度 籽e 越大，振幅也就越大；能量密度 籽e 一

定时，介质的密度 籽越小，振幅 琢 越大。变幅杆工具头

各部分尺寸设置如图 6 所示。建立串联传输矩方程

A as=A 5

m A 4

m A 3

m A 2

m A 1

m
=

a11

as a12

as

a21

as a22

as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计算得出 L5=61.47

mm，约等于 1/4 波长。换能器辐射部位理论输出振幅

约为 8 滋m，故最终变幅杆工具头端部输出振幅约为

32 滋m。

2 模态及谐响应分析

2.1 换能器模态分析

对换能器进行模态分析（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

见，当固有频率为 26246 Hz（第 10 阶）时，其振型分

布规则，沿轴向逐层分布，

x、y 方向及弯曲振动分量

不明显，振动主要在 z 方

向，且前盖板端部振幅较

大，后盖板能量耗散较少，

符合设计要求。

2.2 振动子谐响应分析

对振动子进行谐响应分析（如图 8～10 所示）。以

变幅杆工具头套筒前端面振幅为输出，设定激励频率

范围为 12.5～37.5 Hz，得出响应频率为 28000 Hz

时，振动子整体振型均较规则，主要沿轴向振动，径向

及弯曲振动微弱，且工具头前端面输出振幅最大，法

图 7 换能器第 10阶振型

（a）计算程序 （b）结构

图 6 变幅杆工具头尺寸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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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基于超声振动的轴上过

盈配合零件拆卸系统试验装置

理论过盈量 /mm

0.01

0.02

0.03

接触面应力 /MPa

11.88

23.77

35.65

拆卸所需最小轴向力 /N

4032

8063

12095

表 1 试验件拆卸理论所需最小轴向力

兰盘处振幅接近于 0，振型分布满足设计要求[11]。

3 拆卸对比试验

以拆卸某型涡扇发动机风扇轴上的衬套为试验方

案输入，设计类似结构的过盈配合试验件并进行拆卸

对比试验。试验分为 A、B 2 组，均采用同一套系统装置

进行操作，其中 A 组为常规拆卸（不加超声振动），B 组

为超声振动拆卸，如图 11 所示。试验后主要从拆卸压

力峰值、试验件表面温度和表面质量等 3 个方面对拆

卸效果进行验证，并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3.1 试验件过盈配合设计

试验件采用基本尺寸为 渍＝36.00 mm 的试验轴

与试验套组合结构，材料为 45 号钢，二者设计配合尺

寸为过盈 0～0.03 mm，

试验轴下端连接压力传

感器，用于测量拆卸过程

中所承受的轴向力（如图

12 所示）。试验件正式装

配前测量记录轴孔实际

配合尺寸，并采用相同参

数的热压合法将试验套

装入试验轴上，维持载荷

冷却至常温状态。

根据过盈接触分析，试验轴与试验套接触面压应

力 P为

P=
I
D

1
E1

（D1/D）2+1
（D1/D）2-1

+u1蓸 蔀+ 1
E2

（D/D2）2+1
（D/D2）2-1

+u2蓸 蔀（3）

将试验套从试验轴上拆卸所需的最小轴向力

Fa=滋仔D注P （4）

式中：D 为过盈配合面尺寸；D1 为试验套外径；D2 为试

验轴内径；B为承力面长度；I为过盈紧度。计算得出不

同过盈紧度条件下拆卸所需的最小轴向力见表 1。

3.2 试验内容及步骤

将设计过盈量为 0～0.03 mm 的 6 组试验件采用

相同参数的热压合法进行反复装配及相应的压力拆

卸，并测量记录拆装前、后配合值的变化量，至配合值

稳定为止，以消除机加表面粗糙度等对拆卸压力的影

响，测得 6 组试验件的最终实际过盈量分别为 0.005、

0.011、0.013、0.019、0.026 和 0.031 mm。

将过盈配合试验件固定于压力机底部工作台上，

调整试验件水平位置，保证变幅杆工具头前端套筒下

压过程中能顺利压住试验套上端面且不与试验轴发

生干涉。首先进行 A 组试验，即不开启超声波发生

器，操作压力机将试验套从试验轴上压出，并记录测

量的压力峰值与摩擦表面温度。然后进行 B 组试验，

开启超声波发生器，使振动子进入高频谐振状态，让

试验套在向下压力和高频轴向振动的共同作用下从

试验轴上快速分解下来，同样记录测量的压力峰值与

摩擦表面温度。重复上述操作，将 6 组试验件依次用

A、B 2 种拆卸方法分解下来。

3.3 试验结果及分析

3.3.1 压力峰值对比

试验件采用 2 种方法拆卸的压力峰值见表 2 和

图 13，从表和图中可见，当拆卸过盈量为 0.005 mm

的试验套时，常规拆卸所需压力峰值为 2016 N，超声

振动拆卸所需压力峰值为 1672 N，减小了 17.1%，同

理拆卸过盈量为 0.011、0.013、0.019、0.026 和 0.031

mm 的试验套时，超声振动拆卸所需的压力峰值较常

规拆卸的分别减小 14.5%、12.3%、9.6%、10.5%和

实际过盈量 /mm

0.005

0.011

0.013

0.019

0.026

0.031

常规拆卸压力峰值 /N

2016

4435

5241

7760

10482

13194

超声振动拆卸压力峰值 /N

1672

3794

4597

7015

9381

12529

表 2 试验件拆卸压力峰值

图 10 振动子总位移振型

0.153E-07
0

0.460E-07
0.307E-07

0.766E-07
0.613E-07

0.107E-06
0.920E-07

0.138E-06
0.123E-06

图 12 过盈配合试验件结构

覫36（过盈 0.01~0.03）

试验套

试验轴

覫48

压力
传感器

转接底座

位移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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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过盈量 /mm

0.005

0.011

0.013

0.019

0.026

0.031

常规拆卸温度 /℃

30.2

31.4

31.7

33.5

33.8

35.7

超声振动拆卸外表温度 /℃

32.7

35.1

35.6

36.8

38.2

39.5

表 3 试验件拆卸表面温度

图 14 试验件拆卸表面温度对比

图 15 试验件表面拆卸质量

5.0%，初步说明在轴上过盈配合零件拆卸时，添加超

声振动能够降低拆卸所需的最小轴向力，且随着配合

过盈量的增大，压力峰值的减小效果逐步弱化。初步

原因分析为过盈配合连接时，包容件和被包容件通过

径向变形使二者配合面间产生足够的弹性压力，从而

获得紧固连接的效果，但当过盈量逐步增大时，包容

件和被包容件的径向变形将逐步接近于塑性变形的

边界（即所谓永久性过盈配合连接状态，如 H7/u6、

H7/v6），此时有限的振动频率和振幅将难以彻底激励

并改变大过盈量状态下配合面的摩擦状态。

3.3.2 试验件表面温度

在温度为 29.3～29.8 ℃、湿度为 55%～57%的工

作环境下，使用红外温度仪对 A、B 组拆卸后的轴套内

表面瞬间温度进行测量，各组所得温度数据见表 3 和

图 14。从表和图中可见，当拆卸过盈量为 0.005 mm的

试验套时，常规拆卸轴套内表面瞬间温度为 30.2 ℃，

超声振动拆卸轴套内表面瞬间温度为 32.7 ℃，同理

拆卸过盈量为 0.011、0.013、0.019、0.026 和 0.031 mm

的试验套时，超声振动拆卸轴套内表面瞬间温度较常

规拆卸的均有一定幅度升高，温升范围为 2～5 ℃，与

试验前假设的“摩擦减小、发热降低”结论相悖，初步原

因分析为装置高频振动部件内部作功发热，传递至试

验件所致。

3.3.3 试验件表面质量

对完成超声振动拆卸后的各组试验件进行配合

面荧光检查。其中，过盈为 0.005、0.011、0.013 和

0.019 mm 的试验轴表面未见明显划痕或点状凹陷，

过盈为 0.026、0.031 mm 的试验轴表面有少数周向均

布的环形痕迹，沿试验件脱落方向成逐步递减趋势

（如图 15 所示），测量显示环形痕迹无深度，同时对过

盈为 0.026、0.031 mm 的试验轴进行配合面跳动测量

检查，与装配前相比，跳动未见异常。

4 总结

基于超声振动的轴上过盈配合零件拆卸系统主

要将超声振动和压力拆卸组合，通过对所需分解的零

件施加沿轴向的高频振动，以加强零件的轴向移动趋

势，从而削弱零件的径向移动趋势，以减小分解时所

需抵消的摩擦力，从而实现对轴上过盈配合零件的快

速分解，系统装置证明超声振动能有效提高轴上过盈

配合零件拆卸的质量与效率，提高操作安全性，降低

劳动强度。

5 结束语

该系统目前已在某型涡扇发动机风扇轴上的衬

套零件分解中进行了长时间的试用验证，效果良好，

未见零件损伤或拆卸卡滞等异常情况，分解质量受

控，满足设计要求。同时，由于个人能力不足、设备条

件限制等原因，目前试验装置主要依托压力机进行操

图 13 试验件拆卸压力峰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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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轴向空间有限，影响了大功率振动子的使用，且压

力机自身存在的运行精度与手动操作问题也对试验

造成了一定的不确定性，目前所开展的试验只能对基

于超声振动的轴上过盈配合零件拆卸理论进行初步

的探索与验证，后续可设计专门的试验平台，用以满

足各种振动拆卸对比试验的需要。同时，在试验过程

中，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主要包括以

下 3 个方面：

（1）避免振动子与其他非振动部件产生共振。振

动子通过变幅杆工具头的法兰边与其他机构连接在

一起，设计时该法兰边振幅为 0，故理论上该处不会

作为启振源激励其他零部件产生振动。但在实际操作

中，待分解的零件直接固定于压力机底座上，从而与

压力机形成刚性连接，故振动子对待分解的零件做高

频振动时，也存在对其他非振动部件产生共振的可

能，故还需要通过试验进一步研究验证。

（2）避免因为微位移摩擦使振动能大量转化为热

能散失。理论上，各零部件接触面均应完全贴合，形成

刚性连接，彼此之间不存在相对位移。但实际操作过

程中，因加工精度等原因，换能器与变幅杆工具头等

接触面都会存在一定的间隙，不可能完全贴合形成一

体，所以在高频振动情况下，各接触面均会产生一定

的相对微位移摩擦，而使振动能转化为热能散失掉。

该问题暂无法完全避免，只有通过提高接触面加工精

度、连接预紧力等减少摩擦生热的程度。

（3）避免振动子实际工作振型为非理论设计振

型。为保证超声作功的效果，振动子尤其是工具头的

振型，一般都被设计为沿轴向逐层分布，但在实际操

作中，因冲击、载荷、约束、温度等因素的干扰，实际工

作的谐振频率与理论设计的谐振频率往往存在误差
[12]，振型也会随之变化（比如连续环绕型圆圈状、间断

性扇形分布状等），虽也可起到一定的减小摩擦效果，

但工具头端面并非振幅最大处，不能达到最佳减摩状

态，所以在后续试验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振动子

工作中的实时振型进行监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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