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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为了探究微型燃烧室内蒸发管各参数变化对燃油雾化和蒸发效果的影响，对微型燃烧室蒸发管内的燃油流动、雾化、蒸

发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并分析了燃油喷射方向、蒸发管直径及来流空气温度对蒸发管内部燃油雾化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其

他喷射方向相比，逆向喷射时燃油雾化蒸发效果最佳；随着蒸发管直径的减小，燃油液滴的雾化效果及蒸发率有很大提高；来流空

气温度越高，燃油蒸发率越高。

关键词：微型燃烧室；蒸发管；雾化；蒸发；数值模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1.001

Numerical Study on Fuel Atomization and Evapo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vaporative Tubes in Micro
Combustor

ZHANG Qun1袁KOU Rui1袁LI Chao-chao2袁CHEN Su3袁WANG Rong3袁YANG Xing-zhe1

渊1.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袁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袁Xi爷an 710072袁China曰
2.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袁Zhuzhou Hunan 412002袁China曰

3.Sichuan Aerospace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袁Sichuan Da Yu Special Vehicle Manufacturing Plant袁 Chengdu 610100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parameters of evaporative tubes on fuel atomization and evaporation effect袁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flow袁 atomization and evaporation of fuel in evaporative tubes of micro combustor was carried out. The effects of fuel
injection direction袁evaporative tube diameter and airflow temperature were analyzed on fuel atomiz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evaporative tub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uel atomization evaporation effect is the best at the contrain jec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injection directions.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diameter of evaporative tubes袁 the atomization effect and evaporation rate of fuel droplets are greatly improved. The higher
the temperature of incoming airflow is袁the higher the fuel evaporation rate are.

Key words: micro combustor; evaporative tubes; atomization; evapora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aeroengine

0 引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微型发动机概念出现以来，微

型发动机及其相关技术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步，微型

发动机凭借其特有的优点受到各国的关注，具有很大

的发展潜力。近几年，微型动力系统已成为国内外研究

热点，其中微型涡轮发动机是最有前途的动力之一，具

有体积小、质量轻、密度大等优点[1-2]。新一代微型发动

机采用的燃烧室主要有直流环形燃烧室和回流环形燃

烧室。根椐目前国外研究动向及对直流与回流环形燃

烧室的对比分析可知，高性能微型发动机采用直流环

形燃烧室是目前的发展方向[3]。这种微型直流燃烧室受

到空间布局的限制，在燃油雾化和蒸发方面，一般采用

结构简单、供油压力低的蒸发管供油[4-5]。蒸发管是蒸发

管式微型燃烧室的重要部件，与燃油雾化效果的好坏

和燃烧室的性能息息相关[6-9]。微型燃烧室采用的燃料

为液态航空煤油，燃油通过喷嘴及蒸发管进行破碎雾

化，油雾进入燃烧室头部完成燃烧[10-12]。如果雾化技术

不良，燃烧室内的液滴直径过大，将会出现油滴碰壁、

火焰后移，以及出口温度分布不均等问题[13]。此外，液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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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小点火能量与液滴直径成 4.5 次方的关系，液雾

直径越大，所需要的最小点火能量也越大[14]。液雾群粒

子尺寸不仅影响发动机性能，且影响发动机工作可靠

性，特别是对热端部件的寿命有重要影响[15]。

为满足先进微型燃烧室燃烧组织的需求，本文对

蒸发管及来流特征参数与燃油雾化的关系进行了进一

步的研究，得到了影响燃油雾化和蒸发的主要因素，为

改善蒸发管内燃油雾化和蒸发效果提供技术支持。

1 物理模型与计算方法

1.1 物理模型与网格划分

参照已有的相关模型数据，提取单个蒸发管结构

并对其细节进行适当修改和优化，得到数值模拟所需

的蒸发管几何模型。采用结构化网格进行数值模拟计

算。在进行结构化网格划分时，对几何结构变化比较剧

烈的部位和喷嘴出口处进行局部加密处理，对蒸发管

壁面附面层也进行加密处理，并进行网格无关性验证，

经过不断调试后发现，当网格数为 250 万左右时计算

网格数较少，且计算结果可靠。

1.2 数值计算方法

蒸发管的流场计算采用基于压力的隐式分离求解

器，湍流模型选取 Standard k-着双方程模型，喷嘴雾化

模型采用 DPM 模型，二次破碎模型选取 Wave 模型，

碰撞模型选取 Stochastic Col-lision 模型，单个液滴的

内部温度分布采用零模型。压力速度耦合方式采用

SIMPLE 算法，压力方程离散采用标准格式，其他方程

离散采用2 阶迎风格式。壁面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近

壁面处理采用标准的壁面函数，碰壁液滴的处理采用

壁面液膜模型（Wall-Film），此时不考虑外界环境对蒸

发管内部燃油雾化和蒸发的影响，采用绝热壁面边界

条件。

2 边界条件与研究方案

2.1 边界条件

空气进口采用质量流量进口，质量流量为 6.72 g/s，

当蒸发管直径与来流温度发生变化时，进口质量流量

保持不变，进口温度给定为 465 K。模型计算区域中包

含 1 个燃油喷嘴，其燃油质量流量为 1.33 g/s，液滴的

初始温度为 300 K，蒸发管壁面温度设为 800 K，出口

采用自由流出口，为了更清楚地模拟燃油液滴的雾化

和蒸发过程，采用平口压力雾化喷嘴，喷嘴相关参数设

定由实际几何模型确定。

2.2 研究方案

基准型蒸发管直径为 8mm，来流温度为 465 K，燃

油喷射方向为 0°（与蒸发管平行）。本文研究的主要

因素包括燃油喷射方向、蒸发管直径和来流空气温度，

以基准型蒸发管进行单一变量变化，具体研究方案见

表1～3。

3 结果分析

3.1 特征截面选取

在探讨蒸发管及来流特征参数对蒸发管内燃油雾

化蒸发性能参数的影响

时，分别选取距离喷嘴出

口 x=9、18、27、36、45、54、
63 mm 处的截面，各截面

的具体位置如图 1 所示，

喷嘴出口位置在 x=0 处。

文中分析的参量包括燃油液滴的索太尔平均直径

（DSM）和燃油蒸发率。对于液滴 DSM的计算，可以直接从

数值模拟软件中导出每个截面的液滴直径，从而得到

每个截面处的 DSM；对于燃油蒸发率的计算，可以从数

值模拟软件中统计出每个截面处蒸发的燃油量，蒸发

率等于蒸发燃油量与燃油总量的比值，从而计算出每

个截面处燃油的蒸发率。

3.2 燃油喷射方向对雾化蒸发的影响

燃油喷射方向是喷嘴的 1 个重要参数，故研究了

方案 1.1、1.2、1.3、1.4 的 4 种不同燃油喷射角度对燃油

雾化蒸发的影响，燃油喷射角度 琢如图 2 所示。

燃油液滴在蒸发管内

的粒径分布如图 3 所示。

从图中可见，当燃油喷射

表 1 燃油喷射方向变化方案

方案 1.1 1.2 1.3 1.4

燃油喷射方向 α/（毅） 0 5 60 180

表 2 蒸发管直径变化方案

方案 2.1 2.2 2.3 2.4 2.5 2.6 2.7

蒸发管直径 /mm 5 6 7 8 9 10 11

表 3 来流空气温度变化方案

方案 3.1 3.2 3.3 3.4 3.5

空气温度 /K 300 350 400 465 500

图 1 各截面与蒸发管相对

位置

x=9 x=27 x=45 x=63

x=0 x=18 x=36 x=54

图 2 燃油喷射角度 琢

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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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燃油液滴 DSM沿轴向的

变化

500

400

300

200

100

x/mm
6040200

W e=5W e=6W e=7W e=8W e=9W e=10W e=11

方向变化时，蒸发管内燃油液滴的粒径分布有很大差

异。此外还可见，当燃油喷射角度较小时（如方案 1.2），

燃油液滴碰壁后发生平铺、黏附现象较少；当燃油喷射

角度较大时（如方案 1.3），燃油液滴碰壁后，大量液滴

发生平铺、黏附现象，使燃油液滴集中在蒸发管的一

侧，严重影响燃油液滴的雾化和蒸发，使得燃油液滴的

粒径普遍较大。此外，少部分液滴反弹至蒸发管中心区

域，雾化较好，所以大粒径液滴和小粒径液滴均存在于

蒸发管内；当逆向喷射燃油液滴时（如方案 1.4），部分

燃油液滴会流至蒸发管进口处而增大液滴与来流气流

掺混雾化的距离，燃油液滴在蒸发管内分布比较均匀，

在喷嘴出口处气态和液态油滴间的相对速度较大，都

有利于燃油雾化，因此燃油逆喷的雾化效果较好。

蒸发管内各特征截面燃油液滴的 DSM 曲线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当燃油喷射方向变化时，蒸发管中

燃油液滴的 DSM 随蒸发管轴向距离的变化规律有较大

区别。方案 1.1 和 1.2 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对于方案

1.3，由于燃油喷射角度

较大，燃油直接喷射至蒸

发管壁面，液滴将会出现

平铺、黏附、反弹等情况，

导致大量液滴在蒸发管

壁面附近聚集，因而液滴

粒径普遍较大，雾化力度

较小。

对于方案 1.4，采用逆喷方案时，燃油液滴从喷嘴

喷出时与来流空气的相对速度最大，燃油液滴与来流

空气充分接触，气流对液滴的剪切作用较强，所以当燃

油液滴到达第 1 个统计截面 x=9 mm处时，燃油液滴在

前端区域已经充分雾化，燃油液滴粒径初始值便已经

较小。整体上，当燃油液滴喷射角度较小时，适当的喷

射角度对蒸发管出口的 DSM 有利；当燃油液滴喷射角

度较大、接近 90°时，由于燃油液滴过早碰壁，使液滴

聚集在蒸发管壁面处，导致出口粒径较大，逆向喷射效

果最好，使得出口的 DSM保持在较低水平。

蒸发管内各特征截面燃油液滴的蒸发率随着蒸发

管轴向距离的增加而提高的曲线如图 5 所示。从图中

可见，燃油液滴的喷射角度越大，其在蒸发管内的蒸发

率越高，分析认为，随着喷射角度的增大，有越来越多

的液滴聚集在蒸发管壁面处，而蒸发管的温度比燃油

液滴及来流空气的温度高

很多，燃油液滴更容易吸

热；方案 1.4 的蒸发率较高

则是因为燃油液滴在蒸发

管内分布更为分散，燃油

液滴的粒径较小，逆喷时

燃油液滴有更长的时间来

吸收热量所致。

3.3 蒸发管直径对燃油雾化和蒸发的影响

研究了 7 种蒸发管直径 d对燃油雾化蒸发的影响

（即方案2.1～2.7），蒸发管直径 d如图6 所示。当 d改

变时，蒸发管进口段和出

口段的直径也随之增大或

缩小等量数值。

蒸发管内各特征截面燃油液滴的 DSM 随蒸发管轴

向距离的变化曲线如图 7 所示。当蒸发管的直径变化

时，蒸发管中燃油液滴的 DSM随蒸发管轴向距离的变化

规律有很大不同，其中方案2.1、2.2 在 27mm前的距离

上雾化很好，而在27mm后的距离上 DSM变化不大，分

析认为蒸发管直径较小时来流的速度较高，气液的相

对速度差较大，使得雾化效果较好，而后由于相对速度

变低、液滴粒径变小，使得 W e 变小，当 W e<12 时便不

再破碎，因此方案 2.1、2.2

后面一段距离上液滴粒径

变化较小。

蒸发管内各特征截面

燃油液滴的蒸发率随着蒸

发管轴向距离的增加而提

高的曲线如图8 所示。当蒸

发管直径 d变化时，蒸发管

图 3 蒸发管内燃油液滴粒径分布

燃油液滴粒径 /mm

方案 1.1 1.2 1.3 1.4

7.00e-01
6.66e-01
6.32e-01
5.98e-01
5.64e-01
5.30e-01
4.96e-01
4.62e-01
4.28e-01
3.94e-01
3.60e-01
3.26e-01
2.92e-01
2.58e-01
2.24e-01
1.90e-01
1.56e-01
1.22e-01
8.80e-02
5.40e-02
2.00e-02

图 4 燃油液滴 DSM沿轴向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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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蒸发管直径 d

图5 燃油液滴蒸发率

沿轴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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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燃油液滴 DSM

沿轴向的变化

图 11 燃油液滴蒸发率

沿轴向的变化

出口截面燃油液滴的蒸发

率变化范围较大，大致为

0～30%，随着蒸发管直径

的减小，其蒸发率有较大

增幅，说明蒸发管直径是

影响蒸发管蒸发率的重要

因素。分析认为，蒸发管直

径的减小使得蒸发管内来

流空气的速度变大，而来流空气的温度高于燃油液滴

的温度，使得液滴能吸收更多的热量；同时随着蒸发管

直径的减小，燃油的雾化效果有很大改善，使得燃油

液滴的平均粒径变小。在二者的综合作用下，燃油液

滴的蒸发率随着蒸发管直径的减小而提高。

3.4 空气温度对燃油雾化和蒸发的影响

燃油液滴在蒸发管内的温度分布如图 9 所示。从

图中可见，当来流空气温度变化时，蒸发管内燃油液滴

的温度分布有较大差异，方案 3.1 由于燃油液滴的初

始温度等于来流温度，所以随着蒸发管轴向距离的增

加，燃油液滴的温度基本不变；结合图例，从图 9 中方

案 3.1～3.5 的燃油液滴温度分布可见，随着来流温度

的升高，蒸发管内高温油滴所占的比例不断变大，在蒸

发管出口处燃油液滴的温度也在不断升高，来流对燃

油液滴的加热作用逐渐明显。此外，由于燃油液滴的温

度和其蒸发率是正相关的，燃油液滴的表面张力和其

温度是负相关的，由此促进了燃油液滴的蒸发和雾化。

温度对燃油液滴的雾化蒸发有比较重要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研究不同来流温度下燃油的雾化和蒸发效

果。分 5 种情况来研究不同的来流空气温度对燃油雾

化和蒸发的影响，其中基准型的来流温度为 465 K。来

流空气温度变化时，蒸发管内各特征截面燃油液滴的

DSM随蒸发管轴向距离的增加而减小的曲线如图 10 所

示。蒸发管内各特征截面燃油液滴的蒸发率随着蒸发

管轴向距离的增加而提高的曲线如图 11 所示。从图

中可见，当来流空气温度变化时，蒸发管各截面燃油

液滴的 DSM 有较大变化，出口 DSM 的变化趋势很明显

是随着来流空气温度的升高而不断减小，雾化效果不

断改善。对于该组算例而言，在进口质量流量不变的

情况下，燃油温度的升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来流

空气的速度，而燃油液滴的速度变化一般不太大，气

液的相对速度增加使得液滴所受的气动力变大，液滴

更容易破碎。

4 结论

本文通过计算基准型蒸发管的流场与雾化和蒸

发参数，分析了蒸发管内的燃油雾化和蒸发过程，总

结了多种参数对单个蒸发管内燃油雾化和蒸发效果

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1）当燃油液滴喷射角度较小时，适当的喷射角

度对雾化蒸发有利；当燃油液滴喷射角度较大时，由

于燃油液滴过早碰壁，液滴聚集在蒸发管壁面，导致

燃油液滴出口粒径较大，但其蒸发效果有所改善。相

较而言，逆向喷射时燃油的雾化和蒸发效果最好，出

口的液滴索太尔平均直径最低，接近 50 滋m，燃油液

滴的蒸发率最高。

（2）蒸发管直径的改变会引起来流速度的变化，

进而对燃油液滴的雾化和蒸发产生较大影响，蒸发管

直径较小时来流的速度较高，气液的相对速度差较

大，雾化效果较好，而后由于气液的相对速度变低，液

滴粒径变小，使得 W e 变小，当 W e<12 时，液滴基本不

再破碎。

（3）来流空气温度会对燃油液滴的雾化蒸发产

图 9 蒸发管内燃油液滴温度分布

方案 3.1 3.2 3.3 3.4 3.5

燃油液滴温度 /K

4.70e+02
4.52e+02
4.53e+02
4.45e+02
4.36e+02
4.28e+02
4.19e+02
4.11e+02
4.02e+02
3.94e+02
3.85e+02
3.77e+02
3.68e+02
3.60e+02
3.51e+02
3.43e+02
3.34e+02
3.26e+02
3.17e+02
3.09e+02
3.00e+02

图 8 燃油液滴蒸发率

沿轴向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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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定影响。来流空气温度越高，雾化和蒸发效果

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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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快速有效地完成叶片造型，提高压气机气动性能，以全 3 维黏性反问题设计方法为基础，研究了全新的可控扩散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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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Qing-hua 1袁2袁 LIU Zhao-wei2

渊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袁China曰2.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袁Chengdu 610500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airfoil modeling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and improve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compressor袁a
new design method of controlled diffusion airfoil was studied based on the full three -dimensional viscous inverse design meth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ction and pressure profile and its corresponding sta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s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Riemann
invariant conservation. The geometric parameters of the vane profile coordinates of suction and pressure were solved by given the sta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s on the vane surface. In order to verify the validity of the method袁the flow field parameter distributions of NASA Stage
35 stator vane was obtained by the full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then袁the sta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s on the surface of
NASA Stage 35 stator vane was modified by using the design idea of controlled diffusion airfoil. With the modified sta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s as the target袁the inverse design calculation was carried out. Finally袁the geometric profile of the vane was designed to meet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The flow structure of the controlled diffusion airfoil is realized commendably by flow field in the channel of the
modified stator vane. The overall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the blade is improved. The accuracy and validity of the inverse design method
are verified for the fully three-dimensional controlled diffusion airfoil.

Key words: controlled diffusion airfoil曰compressor曰inverse design曰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曰 aerodynamic performance曰
aeroengine

0 引言

计算流体力学（CFD）技术在压气机设计领域主

要用于进行流场数值模拟与气动性能求解。需要根据

数值模拟结果不断修正叶片几何构型，再反复求解流

场，直至得到满足目标性能要求的叶片几何构型。重

复调整验证的过程计算量较大，工作周期长，设计过

程繁琐低效。为此提出了基于 CFD 技术的反问题设

计方法，通过给定和控制叶片表面气动参数分布，直

接求解出满足设计要求的叶片几何构型，目的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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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叶片吸压力面虚拟位移

求解过程更为直观、具有较高的设计效率。

Dang 等[1-3]对反问题设计方法的研究从 2 维无黏

设计计算逐步扩展到 3 维黏性计算，研究对象也从亚

声速压气机扩展到跨声速轴流压气机，发展并改善了

适用于反问题设计计算的渗透边界条件，开发了

INV3D 轴流压气机叶片反问题设计程序，并成功地

运用于工程实际的改型设计中；Ghaly 等[4]通过给定载

荷和实际载荷之间的差异得到中弧面虚拟速度，基于

此更新叶片几何构型；Hield[5]和 Van Rooij 等[6]研究了

多级压气机的反问题设计方法，对级间气动匹配过程

进行了极大的简化，提升了反问题设计方法的工程实

用性。在中国，王正明等[7-8]开展了 2 维反问题设计方

法的研究，并建立了全 3 维黏性反问题设计方法；周

新海等[9]通过有限体积法求解 Euler 方程，将反问题

设计方法扩展到跨声速叶栅；杨策等[10]在叶片表面规

定无量纲目标速度分布，基于目标速度分布和计算所

得速度分布之间的差值来修正叶片吸压力面坐标，最

终得到符合目标的叶片几何构型；宁方飞等[11]构造了

叶片表面控制体，发展了叶片型线更新量与静压之间

的关系，并将反问题设计应用在工程实践中。

可控扩散叶型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 PW 公司提

出。NASA 的 Sanz 等[12-13]开发的可控扩散叶型反问题

设计程序 LINDES（Lewis Inverse Design Code）被广泛

应用；Gelder 和 Schmid [14] 采用可控扩散叶型对静子

进行重新设计，叶片数减半，达到了双圆弧叶型的性

能；Sanger 和 Shreeve [15]对其所设计的可控扩散叶型

静子叶栅进行与传统双圆弧叶型性能对比试验，验证

了可控扩散叶型具有更宽广的稳定工作范围。在中

国，刘波等[16]采用数值优化技术提出了 1 种可控扩散

叶型的优化设计方法；钟兢军等[17]对可控扩散叶型的

发展与设计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可控扩散

叶型的设计概念能够为全 3 维黏性反问题设计定解

条件给定方法的研究提供良好的借鉴。同时采用全 3

维黏性反问题设计，能够进一步提升可控扩散叶型的

设计精度。

本文在自行开发的压气机全 3 维黏性反问题计

算程序 CIDS[18]的基础上，发展了全 3 维黏性可控扩

散叶型反问题设计方法。并选取 NASA Stage 35 静子

叶片作为算例进行验证。

1 模型和计算方法

本文的反问题设计计算基于有限体积法求解全

3 维黏性 Navier-Stokes 方程。其中，对流通量空间离

散采用 Steger-Warming 迎风分裂格式，黏性通量计算

采用 2 阶中心差分格式；采用 LU-SGS 隐式格式进行

时间推进来获得方程的定常解；运用当地时间步长和

隐式残差光顺提高收敛速度、增加求解的稳定性；湍

流黏性的计算采用 Bald-Lomax 湍流模型，计算量较

小，且计算效率较高。

1.1 压气机叶片全 3维反问题设计方法

本文通过给定叶片吸压力面静压分布的方法，采

用反问题求解相应的叶片几何构型。在求解过程中，

叶片型线在给定静压分布的作用下不断更新，直至满

足设计要求。本文在课题组前期研究的基础上[19]，采用

黎曼不变量守恒构造反问题计算边界条件，构建起吸

压力面静压分布与叶片型线更新量之间的关联关系

vn-蓸 蔀 new= 2
酌-1

酌
籽-姨 p-姨 - (p-)new姨蓸 蔀 （1）

vn+蓸 蔀 new= 2
酌-1

酌
籽+姨 (p+)new姨 - p+姨蓸 蔀 （2）

式中：v 为采用给定静压与叶片表面实际静压差计算

得到的叶片壁面的虚拟移动速度；p 为静压；酌 为比热

比；籽为密度；上标“+”和“-”分别表示叶片上、下表面。

用叶片吸压力面的

虚拟移动速度乘以 1 个

虚拟时间步长，就得到叶

片壁面的虚拟位移。叶片

吸压力面虚拟位移如图 1

所示。

驻s=vnnew·驻t （3）

上述反问题设计方法理论是建立在 2 维基础上

的，很容易就能推广到 3 维反问题设计中。在全 3 维

反问题求解计算中，根据压气机子午流道形状将子午

面按照流道高度从低到高划分网格截面。进行反问题

设计计算时，往往根据设计意图，选取若干网格截面

作为设计截面，计算得到其新的网格节点坐标，其他

非设计截面则采用插值求得。

在反问题设计过程中，为了避免叶片吸、压力面

型线出现“交叉”现象或者在前后缘出现“不闭合”现

象，必须对叶片厚度变化做出一定的约束。首先，给定

叶片上下表面设计区域的移动范围，即给定叶片厚度

updated surface
original surface

n+

R-
驻s
-

驻s
+R+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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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上下限，防止叶片“过薄”或者“过厚”，出现不

合理的叶片形状；其次，保证叶片前后缘厚度不变，以

确保叶片吸、压力面型线在前后缘处闭合。叶片几何

型线设计区域如图 2 所

示，设计者可根据强度或

其他设计需求给定设计

区域的具体范围。

在进行反问题改型设计时，需要保证叶片的气流

折转角达到设计目的。以叶片基元级建立控制体，控

制体内的气体流动应当满足动量矩守恒方程，在绝对

坐标系下的表达形式为

M=G(r1c兹,1-r2c兹,2) （4）

式中：M 为动量矩；G 为流经控制体的气体质量流量；

r 为半径；c兹 为气流绝对速度的切向分量。

控制体总动量矩 M 可通过叶片对气流的切向作

用力求出

M=
TE
LE乙 r驻pdA 兹 （5）

式中：A 兹 为叶片中弧面面积的切向分量；LE 和 TE 分

别表示叶片前缘和尾缘。

在叶片改型前后，只需保证叶片吸压力面静压差

从前缘到尾缘的积分相等，就能保证叶片气流折转角

在改型前后一致。

1.2 可控扩散叶型反问题设计

可控扩散叶型属于定制叶型，其设计目标是要控

制气流沿叶片表面的流动过程，减弱气流在叶片通道

内的激波强度，使气体尽可能保持较好的流动状态，

降低激波与附面层之间的相互干扰，进而减小流动损

失。可控扩散叶型主要应用于高亚声速和低跨声速叶

型设计中，其进口相对马赫数为 0.8~1.2。

可控扩散叶型叶片表面气流流动如图 3 所示。从

图中可见，在叶片压力面附近气流速度变化不大，基

本保持相对较低的马赫数不变进行流动；在叶片吸力

面附近，气流从前缘开始持续加速，达到峰值马赫数，

该峰值马赫数由设计人员给定，一般不超过 1.2 或

1.3，气流在叶片吸力面附

近形成 1 个超声速区。但

是由于相对马赫数不高，

所以不会产生较强的激

波。气流加速达到峰值马

赫数后，通过控制其后的

扩压程度，使气流平缓地进行减速运动，降低壁面附

近的逆压梯度，从而减小附面层分离发生的风险，使

气流能够保持较好的流动状态，减少流动损失。前期

研究表明，采用上述设计思路，能够使叶型以较小的

总压损失在比较宽广的范围内稳定工作，同时使气流

在整个叶片都保持较好的流动状态，不会发生明显的

附面层分离。

反问题设计方法是直观地给出叶片吸压力面气

动参数的分布规律，通过求解器直接计算得到叶片的

几何构型。本文采用的反问题设计方法以叶片表面静

压分布作为输入目标来进行叶片型线设计计算。但是

由于反问题计算是基于全 3 维黏性流场求解，在壁面

附近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气流在叶片表面速度为

0。因此本文采用等熵马赫数对叶片表面附近的气流

速度进行设计，然后再根据等熵流动关系，将叶片吸

压力面等熵马赫数分布转化为静压分布

p
p ref

= 1+ k-1
2

Maisen2蓸 蔀 k
k-1

（6）

式中：p ref 为参考压力，本文选择为静子叶片进口平均

总压；Maisen 为叶片表面对应的等熵马赫数。

采用式（4）将叶片表面的等熵马赫数分布转化为

对应的静压分布，输入反问题设计计算。

可控扩散叶型吸压力面等熵马赫数及其对应的

静压分布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压力面静压分布

几乎保持为 1 个常数，吸力面静压在前缘迅速降低，

通过超声速区后，经历了 1 个较为平缓的扩压过程，

静压升高至设计值。按照可控扩散叶型的设计规律给

定叶片吸压力面的静压分布，通过反问题设计计算，

可以达到控制叶片表面流动状态的目的。

按照上述思路，本文采用全 3 维黏性反问题设计

方法进行可控扩散叶型设计的具体流程为：首先对叶

片表面等熵马赫数分布进行设计；其次采用等熵流动

图 2 叶片几何型线设计区域

face（+）design region face（+）

face（-）face（-）design region

Tailing EdgeLealing Edge

图 3 可控扩散叶型叶片

表面气流流动

Supersonic Region

Diffusion

图4 可控扩散叶型吸压力面等熵马赫数及其对应的静压分布

（a）等熵马赫数 （b）静压分布

Mamax

suction side

MaTE

pressure side

10 Percent of Chord 10 Percent of Chord

pressure side

suction side
Pmin

驻P
P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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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将等熵马赫数分布转

换为相应的静压分布，以其

作为目标静压输入反问题

设计计算，如图 5 所示。

2 计算结果及分析

本文选取 NASA Stage

35 静子叶片作为算例，采

用本文所发展的可控扩散

叶型设计方法，对其静子

叶片进行改型设计，以验

证方法的准确性和有效

性。为了比较采用多圆弧叶型（Multiple Circular Arc

Airfoil，MCA）的原始叶片几何与反问题设计得到的

可控扩散叶型叶片几何的气动性能，以 Stage 35 原型

静子叶片为初始几何，重新设计叶片吸压力面静压分

布，按照如图 5 所示流程进行可控扩散反问题设计计

算。NASA Stage 35 是小展弦比高负荷跨声速压气机

级，其进口马赫数为 0.75 左右。静子叶片采用多圆弧

叶型设计，共有 46 个叶片，叶尖稠度为 1.3 左右。在

进行反问题设计时，分别选取 5%、30%、50%、70%、

95%叶高处的截面为设计截面，叶片其余叶高处的截

面通过插值得到。为了保证反问题计算过程稳定，一

般每 10~20 个时间推进步长进行 1 次反问题计算及

叶片几何型线更新。

进行等熵马赫数分布设计时对不同叶高截面处

采用相似的设计规律。为了避免在叶片通道内产生激

波，控制叶片吸力面峰值马赫数为 1.0，压力面和尾缘

出口马赫数均为 0.56。同时，本文是在保证总载荷不

变的情况下，比较改型前后叶片几何的总体气动性

能，因此要保证改型前后气流在静子叶片中的转折角

不发生变化，即在改变叶片吸压力面静压分布时，需确

保其载荷沿流向积分不变。吸压力面等熵马赫数分布

采用 B 样条曲线构造。不同设计截面吸压力面等熵马

赫数分布及其对应的静压分布分别图 6～8 所示。

将静压分布作为目标输入反问题设计程序进行计算，

从图 7～9 中目标静压与反问题计算结果的静压分布

的对比可见，反问题计算结果（红线所示）与设计目标

（蓝色圆圈）符合性较好，基本满足设计意图，很好地实

现给定的吸压力面静压分布。按照等熵流动关系将其

转换成等熵马赫数分布可见，叶片吸压力面马赫数与

设计目标吻合较好，气流在叶片表面的流动符合可控

扩散叶型的流动特点。气流在吸力面前缘连续加速达

到峰值马赫数，然后经过平缓的减速扩压过程，最后达

到给定的出口尾缘马赫数，而在压力面其流动速度基

本保持不变，按照给定的马赫数匀速流动。

从图 6～8 中还可见，叶片前半部分吸压力面静

压差明显要比后半部分大，表明设计时叶片前半部分

载荷较大。3 个不同叶高位置处反问题设计得到的可

控扩散叶型与原始多圆弧

叶型几何的对比如图 9 所

示。从图中可见，通过反问

题设计得到的可控扩散叶

图 5 可控扩散叶型反问题
设计流程

（a）Mach distributions （b）Pressure distributions

图 7 50%叶高处截面吸压力面等熵马赫数分布

及其对应的静压分布

（a）Mach distributions （b）Pressure distributions

图 8 70%叶高处截面吸压力面等熵马赫数分布

及其对应的静压分布

（a）30%叶高

（b）50% 叶高 （c）70%叶高

图 9 不同叶高位置处反问题设计得到的可控扩散叶型与

原始多圆弧叶型几何的对比

（a）Mach distributions （b）Pressure distributions
图 6 30%叶高处截面吸压力面等熵马赫数分布

及其对应的静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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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NASA Stage 35 原型与反问题气动性能对比

Original

20.95

1.918

0.815

Parameters

Mass flow rate/（kg/s）

Total pressure ratio

Adiabatic efficient

Inversed

21.02

1.925

0.820

型与原始多圆弧叶型有明显区别，由于叶片前半部分

承受载荷较大，可控扩散叶型叶片前半部分曲率变化

较大。

不同叶高位置处反问题设计得到的可控扩散叶

型与原型叶片通道内相对马赫数等值线分布对比如

图 10～12 所示。从图中可见，反问题设计得到的可控

扩散叶型静子叶片通道内气流的流动结构较好地满

足了设计目标。叶片通道内气流峰值马赫数为 1.0 左

右，没有产生较强的激波，在 40%弦长处出现了局部

的超声速区域，由于控制了峰值马赫数的大小，降低

了激波的强度，从而有效控制了激波损失。同时，由于

对叶片吸力面后半部分的扩压程度进行控制，降低了

附面层分离的风险，气流在叶片吸力面后半部分的扩

压流动较为合理。对比原始多圆弧叶型静子叶片可以

发现，原双圆弧叶型的静子叶片吸力面加速区靠近前

缘部分，且在这部分区域加速比较明显，峰值马赫数

位置靠近叶片前缘，而改型后形成的可控扩散叶型的

静子叶片，其吸力面的峰值马赫数及其位置均由设计

者给定，峰值马赫数为 1.0 左右，大约在叶片弦长 2/3

处达到，压力面的相对马赫数基本没有变化，气流按

照设计给定速度从前缘流动到尾缘。

带有原始叶型和反问题设计得到的可控扩散叶

型静子叶片的压气机级设计点总体气动性能对比见

表 1。从表中可见，本文改型设计得到的可控扩散叶

型静子，其压气机级总体性能要优于原型的，其中流

量增加了 0.33%，总压比提升了 0.36%，绝热效率提

高了 0.61%。

为了进一步验证反问题设计得到的可控扩散叶

型静子叶片以及整个压气机级在设计转速下的气动

性能，本文对其进行设计转速下的特性计算，并与原

型进行对比。由反问题设计得到的可控扩散叶型与原

始多圆弧叶型压气机级效率和压比特性曲线对比如

图 13 所示。从图中可见，改型后的压气机级的堵点流

量有所增加，压比与原型的相比基本不变，而在近喘

振工况点效率比原型的有所提高。

3 结论

本文在课题组全 3 维黏性反问题设计方法的基

（a）Original MCA （b）Inverse designed CDA

图 10 30%叶高位置处反问题叶型与原型叶片

马赫数分布对比

（a）Original MCA （b）Inverse designed CDA

图 11 50%叶高位置处反问题叶型与原型叶片

马赫数分布对比

（a）Original MCA （b）Inverse designed CDA

图 12 70%叶高位置处反问题叶型与原型叶片

马赫数分布对比

图 13 NASA Stage 35 反问题设计与原始压气机级效率

和压比特性曲线对比

（a）Adiabatic efficient （b）Total pressure ratio

Ma 0 0.3 0.6 0.8 1.1 1.4 1.6 Ma 0 0.3 0.6 0.8 1.1 1.4 1.6

Ma 0 0.3 0.6 0.8 1.1 1.4 1.6 Ma 0 0.3 0.6 0.8 1.1 1.4 1.6

Ma 0 0.3 0.6 0.8 1.1 1.4 1.6 Ma 0 0.3 0.6 0.8 1.1 1.4 1.6

0.85

0.80

0.75

0.70

Inverse desigened CDA
Original MCA

Inverse desigened CDA
Original MCA

Mass Flow/（kg/s） Mass Flow/（kg/s）

21201918 21201918

1.95

1.90

1.85

1.80

1.75

1.70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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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发展了可控扩散叶型的全 3 维反问题设计方

法，通过等熵流动关系建立起吸压力面静压分布与叶

片表面气流速度之间的关系。以 Stage 35 为设计实

例，对其静子叶片进行可控扩散叶型反问题改型设

计。通过分析对比得到以下结论：

（1）反问题设计计算结果很好地满足了给定的设

计条件，得到的静压分布与给定静压分布吻合较好，

验证了本文所采用的全 3 维黏性反问题设计方法的

准确性和有效性。

（2）以可控扩散叶型流动结构为设计目标，发展

了 1 种基于全 3 维黏性反问题计算的可控扩散叶型

反问题设计方法。通过合理设计叶片表面的马赫数分

布，求解得到满足设计目标的叶型几何，其叶片通道

内的流动结构符合可控扩散叶型的流动特点。通过算

例对比分析，压气机设计点和非设计点的性能均得到

提升，验证了本文发展的可控扩散叶型全 3 维反问题

设计方法的有效性。

（3）本文在全 3 维环境下开展可控扩散叶型设计，

拓宽了全3 维黏性反问题设计的应用范围，为反问题

设计中定解条件的给定方法提供了新思路。在进行反

问题设计时，可以合理组织叶片表面流动结构，根据设

计需求给定叶片表面的气动参数分布，采用反问题设

计方法求解出满足设计目标的叶片几何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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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针对某型风扇转子叶片的榫头工作面及叶身与缘板转接部位在振动疲劳试验后发现的裂纹故障，通过外观检查、断口分析、

表面检查、成分分析、金相组织检查、硬度检查和有限元分析，对故障叶片的裂纹性质和萌生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故障叶片 2 条裂

纹的性质均为高周疲劳，A裂纹的萌生与叶片表面的加工刀痕有关；B 裂纹的萌生是由夹具和榫头工作面之间的磨损导致。

关键词：疲劳裂纹；失效分析；风扇转子叶片；振动疲劳试验；有限元；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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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ck Failure Analysis of a Fan Rotor Blade
BU Jia-li袁 GAO Zhi-kun袁 TONG Wen-wei袁 LI Qing袁 SUN Jia-si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

Abstract: The crack faults in the tenon face of a fan rotor blade and the connecting part of the blade body and the edge plate were
found after vibration fatigue test. The crack properties and initiation reasons of the fault blade were analyzed by appearance inspection袁
fracture analysis袁surface inspection袁composition analysis袁metallographic structure inspection袁hardness inspection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erties of two cracks in fault blade are high cycle fatigue and the initiation reason of crack A is related
to the processing marks on the blade surface. The initiation of Crack B is caused by wear and tear between fixture and tenon face.

Key words: fatigue crack曰failure analysis曰fan rotor blade曰vibration fatigue test曰finite element曰aeroengine

0 引言

风扇转子叶片是航空发动机重要零部件之一，其

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发动机的可靠性和使用性能[1]。

目前，风扇转子叶片故障以榫头处裂纹和叶身裂纹这

2 种失效模式为主[2-3]。一旦风扇转子叶片失效，叶片

碎块会对压气机造成伤害，甚至会击穿机匣，导致发

动机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对风扇转子叶片故障进行深

入研究意义重大。

为研究某型发动机风扇转子叶片在室温下的疲

劳性能，在该叶片第 1 阶弯曲振型下进行振动疲劳试

验。叶片与试验夹具之间固支方式为根部固支。利用

动态电阻应变仪、电涡流位移传感器和位移振幅测量

仪等仪器，在电磁振动台上进行振动疲劳试验。试验

结束后，发现叶片榫头和叶身处有裂纹萌生。该风扇

转子叶片材料为 TC17 钛合金。TC17 钛合金是 1 种

富 茁 稳定元素的 琢-茁 型 2 相钛合金，具有强度高、断

裂韧性好、淬透性高和锻造温度范围宽等优点，在航

空发动机风扇叶片等零部件上广泛应用[4-7]。叶片主要

加工工艺流程为锻造、车加工、铣加工、振动光饰、手

工精抛、喷丸和 2 次光饰。

本文通过对故障叶片外观检查、断口宏微观分

析、表面检查、金相组织检查、成分分析、硬度检查和

有限元分析，确定了该故障叶片裂纹的性质，分析了

裂纹萌生的原因，提出了改进建议。

1 检查与分析结果

1.1 外观检查

叶片裂纹荧光显示图像如图 1 所示。叶片共有 2

条裂纹，分别命名为 A、B 裂纹。从图中可见，A 裂纹

第 45 卷 第 1 期

2019 年 2 月

Vol. 45 No. 1

Feb. 2019



卜嘉利等：某型风扇转子叶片裂纹失效分析第 1 期

位于叶身与缘板的转接部位，裂纹沿叶片厚度方向裂

透；B 裂纹位于叶片榫头工作面，沿榫头厚度方向裂

透，并扩展到叶背侧叶身处，叶背侧榫头工作面有明

显的磨蹭痕迹，叶盆侧榫头工作面有明显挤压痕迹。

1.2 断口分析

将故障叶片的 2 条裂纹打开，断口宏观形貌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断口表面较平坦，呈金属光泽，磨

损较重，可见明显的疲劳弧线和放射棱线特征，表明断

口性质为疲劳。根据疲劳弧线和放射棱线的方向判断，

A 裂纹断口疲劳起源于叶背侧叶身与缘板的转接区

域；B 裂纹断口疲劳起源于叶背侧榫头工作面区域。

2 条裂纹断口源区微观放大形貌如图 3 所示。从

图中可见放射棱线特征，根据放射棱线的汇聚方向判

断，A 裂纹断口疲劳起源于叶背侧叶身与缘板的转接

区域表面，B 裂纹断口疲劳起源于叶背侧榫头工作面

的表面，均呈多源线性特征，源区均未见明显的冶金

缺陷。对 2 条裂纹断口疲劳扩展区进行放大观察，可

见细密的疲劳条带形貌（如图 4 所示），进一步表明 A

和 B 裂纹断口的性质均为疲劳。

断口在超声波清洗仪中清洗后，对 B 裂纹断口

源区表面基体进行能谱分析，结果见表 1。从表中可

见，表面基体含有大量的铁元素。TC17 钛合金中铁元

素质量分数非常少，B 裂纹断口源区表面的铁应是来

源于叶片夹具。表明在试验过程中，夹具与叶片榫头

夹持段相互碰摩，榫头夹持段基体萌生了裂纹，夹具

的铁元素从裂纹中进入榫头基体，从而使断口源区表

面基体的铁元素质量分数偏高。

1.3 表面检查

A 裂纹断口源区附近表面宏、微观放大形貌都可

见明显的加工刀痕，部分断口源区沿加工刀痕断裂如

图 5 所示。图 5（a）虚线圈内源区附近表面沿刀痕断

裂，而实线框内源区附近表面没沿刀痕断裂。图 5（b）

虚线圈内源区附近表面没沿刀痕断裂，而实线框内源

区附近表面沿刀痕断裂。从 A 裂纹断口源区附近表

面存在加工刀痕可知，叶片叶身与缘板的转接部位表

面加工质量较差。

（a）叶背侧 （b）叶盆侧

图 1 叶片裂纹荧光显示图像

（a）A 裂纹断口 （b）B 裂纹断口

图 2 故障叶片断口宏观图像

（a）A 裂纹 （b）A 裂纹放大

（c）B 裂纹 （d）B 裂纹放大

图 3 A和 B裂纹断口源区微观形貌

（a）A 裂纹 （b）B 裂纹

图 4 A和 B裂纹断口疲劳扩展区微观形貌

元素

质量分数

标准

Cr

3.66

3.5～4.5

Al

4.29

4.5～5.5

Ti

73.36

余量

Zr

1.92

1.5～2.5

Mo

3.83

3.5～4.5

Sn

1.70

1.5～2.5

Fe

11.25

≤0.3

表 1 B裂纹断口源区表面基体能谱分析结果 wt%

（a）宏观形貌 （b）微观形貌
图 5 A裂纹断口源区附近表面宏、微观形貌

20 滋m EHT=20.00 kV
WD=20.3 mm

Signal A=HDBS
Meg=500X

Date:16 Oct 2017
Time: 11:41:03

20 滋m EHT=20.00 kV
WD=20.3 mm

Signal A=HDBS
Meg=500X

Date:16 Oct 2017
Time: 11:41:03

20 滋m EHT=20.00 kV
WD=20.3 mm

Signal A=HDBS
Meg=500X

Date:16 Oct 2017
Time: 11:41:03

20 滋m EHT=20.00 kV
WD=12.5 mm

Signal A=HDBS
Meg=500X

Date:16 Oct 2017
Time: 11:41:03

A 裂纹

B 裂纹 B 裂纹

A 裂纹

B 裂纹断口
A 裂纹断口

源区

2 滋m EHT=20.00 kV
WD=17.8 mm

Signal A=SE2
Meg=500X

Date:22 Aug 2017
Time:9:18:42

2 滋m EHT=20.00 kV
WD=27.5 mm

Signal A=SE2
Meg=10.00KX

Date:10 Jul 2017
Time:16:21:37

沿刀痕断裂 没沿刀痕断裂 没沿刀痕断裂 沿刀痕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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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裂纹断口源区附近

表面宏、微观放大形貌如

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裂

纹和较明显的磨损痕迹，

表明 B 裂纹断口源区附近

表面受到较大的挤压应

力。夹具与叶片装夹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夹具边

缘与叶片榫头接触位置和

B 裂纹断口源区附近表面

的疲劳起源位置相重叠。

B 裂纹断口源区附近

表面能谱分析结果见表 2。

此处同样含有大量的铁元

素，进一步证明 B 裂纹断

口源区附近表面与夹具之

间存在碰摩现象。

1.4 成分分析

故障叶片基体能谱分

析结果见表 3，主要合金元

素质量分数符合标准要求。

1.5 金相组织检查

在故障叶片榫头和叶身处取样进行组织检查，组

织形貌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取样均为典型的网篮

组织，符合标准要求。

1.6 硬度检查

对故障叶片基体取

样进行硬度检查，结果见

表 4，符合设计要求。

1.7 有限元分析

故障叶片 A 裂纹断口疲劳起源于叶背侧叶身与

榫头的转接区域表面，源区有加工刀痕，且部分源区

起始于加工刀痕。为明确加工刀痕对疲劳起源的影

响，利用 Abaqus 有限元分析软件对叶片进行应力分

析。叶片模型和预制刀痕叶片模型（建模时预制刀痕

深度为实际测量值 8 um，刀痕深度采用 optacom 轮廓

粗糙度仪进行测量）都在 UG 中建模生成，然后再导

入 Abaqus 有限元分析软件中。叶片有限元模型如图

9（a）所示，采用 C3D10 单元类型进行网格自动划分，

共划分 11295 个单元，45176 个节点。叶片预制刀痕

有限元模型如图 9（b）所示，同样采用 C3D10 单元类

型进行网格自动划分，共划分 23427 个单元，43597

个节点。在有限元分析时，榫头部位边界条件为根部

固支。有限元分析结果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叶身与缘板的转接部位表面没有加工刀痕时，故障叶

片第 1 阶最大振动应力分布在远离 A 裂纹断口疲劳

源区的叶身处，排除了最大振动应力对故障叶片 A

裂纹断口疲劳起源的影响。而在叶身与缘板的转接部

位（A 裂纹断口疲劳源区附近）表面存在加工刀痕时，

叶片第 1 阶最大振动应力分布在加工刀痕处，说明加

工刀痕促进了疲劳裂纹的过早萌生。

2 分析与讨论

由断口分析结果可知，故障叶片裂纹断口平坦光

滑、可见疲劳弧线和放射棱线，扩展区可见细密的疲劳

条带等特征，表明故障叶片裂纹的性质为高周疲劳[8-10]。

2 条裂纹断口疲劳源区未见明显的冶金缺陷；成分和组

（a）宏观形貌

（b）微观形貌

图 7 夹具与叶片装夹

元素

质量分数

标准

Cr

4.20

3.5～4.5

Al

4.29

4.5～5.5

Ti

34.10

余量

Zr

1.8

1.5～2.5

Mo

3.73

3.5～4.5

Sn

1.90

1.5～2.5

Fe

59.0

≤0.3

表 2 B裂纹断口源区附近表面基体能谱分析结果 wt%

元素

质量分数

标准

Cr

3.69

3.5～4.5

Al

4.83

4.5～5.5

Ti

83.38

余量

Zr

1.76

1.5～2.5

Mo

3.57

3.5～4.5

Sn

2.57

1.5～2.5

Fe

0.2

≤0.3

表 3 故障叶片基体能谱分析结果 wt%

（a）榫头 （b）叶身

图 8 故障叶片组织形貌

位置

基体

设计要求

1

3.1

3.0~3.7

2

3.2

3.0~3.7

3

3.2

3.0~3.7

表 4 故障叶片基体布氏硬度

测量结果 HB/d

（a）无刀痕 （b）有刀痕

图 9 叶片有限元模型

图 6 B裂纹断口源区附近

表面宏、微观形貌

磨损痕迹

裂纹

100 滋m EHT=20.00 kV
WD=7.9 mm

Signal A=SE2
Meg=200X

Date:16 Jul 2017
Time: 14:55:44

叶背侧

夹具

接触位置

20 滋m 20 滋m

预制刀痕放大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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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符合标准要求；硬度符合设计要求。以上结果说明该

故障叶片疲劳裂纹的萌生与材质和冶金缺陷无关。

A 裂纹断口疲劳源区附近表面可见明显的加工

刀痕，且裂纹断口部分源区起始于加工刀痕。有限元

分析结果表明，当叶片疲劳源区附近表面没有加工刀

痕时，叶片第 1 阶最大振动应力部位与疲劳源区位置

不重合；而当叶片疲劳源区附近表面存在加工刀痕

时，叶片第 1 阶最大振动应力分布在加工刀痕处。表

明加工刀痕对疲劳裂纹的萌生起促进作用[11-12]。

从 B 裂纹源区附近表面有较明显的磨损痕迹、

裂纹断口疲劳源区表面和疲劳源区附近表面都含有

大量的铁元素可知，在振动试验过程中，夹具和叶片

榫头的夹持部位发生了相互磨蹭。研究表明[13-15]，钛合

金材料表面耐磨性较差，敏感性极高，钛合金表面发

生磨损会降低其表面完整性，使得抗疲劳性能下降，

对疲劳裂纹的萌生起促进作用。

由图 1（a）可知 A、B 裂纹相交且呈“T”字型，通过

裂纹“T”型法理论（若 1 个零件出现 2 块或者多块碎

片时，拼合后形成“T”字型，通常情况下，横贯裂纹为

主裂纹）[16]可以判断，A 裂纹的萌生早于 B 裂纹。再者

通过对图 2（a）观察可知，A 裂纹断口被 B 裂纹分为

左右 2 个区域，将 2 个区域断口拼合后形成完整的疲

劳弧线，进一步证明 A 裂纹的萌生先于 B 裂纹，A 裂

纹疲劳扩展充分后，B 裂纹才扩展到与 A 裂纹的交汇

点，并继续沿榫头厚度方向扩展，不再沿叶片高度方

向继续扩展。

综上所述，故障叶片 A 裂纹的萌生早于 B 裂纹。

故障叶片 A 疲劳裂纹的萌生与叶片表面的加工刀痕

有关，而 B 疲劳裂纹的萌生与夹具和榫头夹持段的

磨损有关。

3 结论

（1）某型风扇转子叶片 2 条裂纹的性质均为高周

疲劳，均呈多源线性特征；

（2）故障叶片 A 裂纹的萌生早于 B 裂纹；

（3）故障叶片表面的加工刀痕对 A 裂纹的萌生

起促进作用，B 裂纹的萌生与夹具和榫头夹持段的磨

损有关；

（4）2 条裂纹的过早萌生与材质和冶金缺陷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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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转子发动机进气量难以直接测量的问题，基于某型转子发动机进气系统特点分析，考虑高空气流特性对进气量的

影响，建立了转子发动机进气系统均值模型，通过 Matlab/Simulink 仿真软件仿真得到不同海拔高度下的进气量脉谱图。仿真结果

与试验数据对比分析表明：发动机进气流量及进气管压强的仿真结果与试验数据基本吻合；在节气门开度较大时，节气门开度的变

化对进气流量的影响逐渐减弱；所建转子发动机进气模型精度高，可用于转子发动机进气量的仿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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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Rotary Engine Intake System Based on
High Airflow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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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the intake airflow of rotary engine was difficult to be measured directly袁a mean value model of
the rotary engine intak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tor engine intake system and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airflow on the intake airflow. The pulse patterns of intake airflow at different altitude were obtained
by Matlab/Simulink simulation software.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betwee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show that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intake airflow and pressure of the engine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When the throttle
opening is large袁 the effect of throttle opening on intake airflow gradually weakens. The model has high accuracy and can be used to
simulate the intake airflow of rotary engine.

Key words: high airflow characteristics曰rotary engine曰intake system曰mean value model曰intake airflow

第 45 卷 第 1 期

2019 年 2 月

Vol. 45 No. 1

Feb. 2019

0 引言

转子发动机又称旋转活塞式发动机，具有结构简

单、质量轻、振动小及高速性能好等很多传统往复式

活塞发动机无法比拟的优点[1-3]，常被用作军用小型电

子对抗无人机的动力装置。目前，国内军用转子发动

机仍均采用化油器式燃油系统，由于化油器机构均为

机械结构，形成的混合气难以满足发动机各种工况下

的空燃比要求，且化油器式发动机的充量系数受温度

和高度的影响大，高空飞行时发动机处于富油工作状

态，给飞行安全带来很大威胁[4]。因此，为了彻底解决

无人机高原飞行的问题，必须采用先进的电控燃油喷

射技术[5]。电控燃油喷射技术的关键是确定科学合理的

燃油喷射策略[6-7]，根据空燃比控制的要求，决定喷油量

的主要因素是进气系统的进气量。由于军用转子发动

机结构紧凑，难以安装体积较大的空气流量传感器，为

缩短研制周期，建立发动机模型特别是建立进气系统

模型是研究电控燃油喷射技术的 1 个重要手段。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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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对往复式活塞发动机模型的研究比较多，Hen-

dricks E 等[8-9]提出了准静态模型和容积法结合的发动

机平均值模型；Abu-Nada E 等[10]考虑了温度相关比热

的影响，建立了火花塞点火发动机的热力学模型；

Shamekhi A M 等[11]利用神经网络对发动机平均值模型

进行了改进，建立了更高精度的发动机控制模型；陈林

林等[12]考虑了扫气过程中的短路损失，建立了更准确的

二冲程发动机模型；吴锋等[13]通过试验研究对所建模型

仿真精度进行了量化分析，而对转子发动机相关模型

的研究还很少。

本文在某型转子发动机进气系统特点分析的基础

上，基于平均值建模方法并考虑高空气流特性对进气

量的影响建立了转子发动机进气系统模型，最后与试

验数据进行对比分析，验证了该模型准确且有效。

1 转子发动机进气系统特点

三角转子在缸体型面中的运动是由固定在三角转

子上的内齿轮绕偏心固定在中心轴的外齿轮作行星运

动而实现的。其内齿齿圈和相位外齿的齿数比为 3∶

2，转子与偏心轴之间的转速比被限定为 1∶3，即转子

体自转 1 周，偏心轴旋转 3 周，转子体每个边转动 1

次，其侧边与缸体内腔型面构成的工作腔要经历 1 个

完整的工作循环。转子发动机进气系统的结构如图 1

所示。图中：m觶 air 为节气门处空气流量，g/s；m觶 cyl 为进气口

空气流量，g/s；Pman 和 Pamb 分别为进气管内压强和大气

压强，kPa；Tman 和 Tamb 分别为进气管内温度和大气温

度，K，可假设二者相等；Vman 为进气管容积，cm3。

转子发动机进气口的开启和关闭由进气口位置和

转子相位共同控制，在 1 次作功过程中，进气冲程相位

为 270毅，进气时间长，充气效率高，可以为发动机提供

充足的进气空气质量。往复式活塞发动机与转子发动

机的进气系统主要区别见表1。

2 进气系统均值模型的建立及仿真

均值模型是由 Hendricks 等提出，忽略了发动机 1

个工作循环内不同偏心轴相位角时各工作腔的差异，

对各工作腔的工作状态差异进行平均处理，可用于分

析发动机整机进气系统的动态特性。而且均值模型控

制参数少，运算量低，整体精度较高，足够进行发动机

非线性控制和工况预测。

2.1 进气流量模型的建立

在转子发动机工作时，外界的空气流经节气门进

入进气管与燃油混合，混合气通过进气口传输到发动

机工作腔，压缩后经火花塞点燃，最后膨胀作功输出。

将节气门至进气口之间的进气管容积看成控制

体，进气管内的空气近似看作理想气体，根据理想气体

的状态方程 PV=mRT可得进气管内压强方程

P觶man= RTman

Vman
m觶 man+

RT觶man
Vman

mman （1）

式中：m觶 man 为进气管内空气流量；R 为理想气体常数，

J/（kg·K）。

对进气管内空气流量应用质量守恒定律可得

m觶 man=m觶 air-m觶 cyl （2）

由于进气管内温度变化很小，且进气管内压强随

时间的变化量远大于进气管温度随时间的变化量，所

以T觶man 近似为 0。则式（1）可以简化为

P觶man= RTman

Vman
（m觶 air-m觶 cyl） （3）

根据空气流动特性，发动机在节气门处的空气流

量m觶 air 与节气门开度 琢 和进气管内压强 Pman 等参数呈

函数关系，m觶 air 表示为

m觶 air=A t1
Pamb

Tamb姨 茁1（琢）茁2（Pr）+A t2 （4）

项目 往复式活塞发动机 转子发动机

进气冲程对应曲

轴转角 /（°）
180 270

进气次数

偏心轴旋转 2 周，2

冲程进气 2 次，4 冲

程进气 1 次

偏心轴旋转 3 周，进

气 3 次

进、排气口位置 进、排气口异侧 进、排气口同侧

充气连续性 不连续 连续

表 1 往复式活塞发动机与转子发动机的进气系统区别

图 1 转子发动机进气系统结构

m觶 air，Pamb，Tamb
m觶 cyl，Pamb，Tamb，Vman

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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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琢 为节气门开度，（毅）；A t1 和 A t2 分别为转子发动

机进气系统特性常数，可由台架试验标定；茁1（琢）为节

气门开度影响因子；茁2（Pt）为进气管压强和大气压力的

函数，分别为

茁1（琢）=1-1.4073cos 琢+0.4087cos2 琢 （5）

茁2（Pt）=
1

0.7404
Pr

0.4404
-Pr

2.3143姨 ，Pr≥0.4125

1， Pr<0.4125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6）

式中：Pr=Pman /Pamb，为节气门前后的压强比。

转子发动机特有的进气结构使进气系统中的气体

流动比较通畅，进气过程稳定，进气管中气流压强波动

较小，所以进气口的空气流量可由“速度 - 密度法”公

式得到，进气口的空气流量m觶 cyl 的动态方程为

m觶 cyl=
n
60

V d准c

RTman
Pman （7）

式中：n为转速，r/min；V d 为三角转子发动机排量，cm3；

准c为发动机充气效率，一般认为 准c可用进气管压强 Pman

和 n来表示，为简化建模过程，准c 采用如下经验公式[14]

准c=0.7+1.2×10-5n-1×10-9n2+1×10-3Pman （8）

2.2 高空气流特性对进气量的影响

随着无人机飞行高度的增加，空气的流动特性发

生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动机的进气量。在节气

门某一开度下，设标准状态下的节气门处空气流量为

G0，在温度 TH /K、大气压强 PH/kPa 状态下的节气门处

空气流量为 GH，则二者流量之比为

GH

G0
= 籽H·QH

籽0·Q0
（9）

式中：籽0 和 籽H 分别为标准状态和任意高度下的空气密

度；Q0 和 QH 分别为标准状态和任意高度下的空气体

积流量。

其中，Q=C·A·v （10）

式中：C 为节气门处流量系数；A 为节气门流通截面

积；v 为节气门处的空气流速。

空气流经节气门的原

理如图 2 所示。

设 a、b 处的空气密度

相同，则根据伯努利定理有

v= 2
籽（Pa-Pb）姨 （11）

式中：Pa 和 Pb 分别为 a、b 处的压力。

由式（9）~（11）可得

GH

G0
=
籽H·C·A 2

籽H
（Pa-Pb）姨

籽H·C·A 2
籽0
（Pa-Pb）姨 = 籽H

籽0姨 （12）

由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PM=籽RT（M为摩尔质量）化

简式（12）可得

GH

G0
= PH

P0姨 · T0

TH姨 （13）

式中：PH 和 TH 分别为海拔高度 H 的大气压强和温度；

P0 和 T0 分别为标准状态下的大气压强和温度。

根据气体动力学可以得到，当海拔高度小于 11

km时，环境大气温度、压强与海拔高度的关系为

PH

P0
=（1- H

44330
）5.2588 （14）

TH=T0-
6.5伊H1000 （15）

由式（13）~（15）可得在某一节气门开度下，节气门

处空气流量随海拔高度增加的变化曲线，如图 3 所示。

从图中可见，节气门处空气流量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

逐渐减小。在发动机 琢=50毅、n=5000 r/min 时，仿真得到

发动机的进气量随海拔高度变化的曲线，如图 4 所示。

从图中可见，该工况点进气量在海平面时约为 100

mg，在海拔 6 km 时减小到约 50 mg，可知发动机的进

气量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而减小。

综上建立转子发动机进气系统均值模型，利用

Matlab/Simulink 仿真软件中的基本模块对模型进行

仿真实现，经过封装处理后得到模型总体结构，如图

5 所示。

图 2 空气流经节气门原理

图 3 节气门处进气流量随

海拔高度增加的变化曲线

图 4 进气量随海拔高度增

加的变化曲线

图 5 进气系统模型 Simulink 模型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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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海拔高度的进气量脉谱

通过设置模型中环境大气压强和温度，模拟发动

机在不同海拔高度的工作状态，从而仿真得到发动机

在不同海拔高度的进气量脉谱。3 个典型海拔高度的

进气量脉谱如图6~8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同一节气门

开度和转速时，转子发动机的进气量随着海拔高度的

增加而减小，因此随着无人机飞行高度的增加，为了使

发动机维持良好的动力输

出，防止出现富油情况，需

要通过加大节气门开度或

者进气增压等手段增大进

气量，使进气量与喷油量

保持在合理当量比。

3 模型验证及误差分析

选用某型无人机用

转子发动机作为建模原

型机，模型中涉及到的转

子发动机相关参数与原

型机保持一致。发动机相

关参数见表 2。

3.1 模型的验证

在转子发动机台架试验过程中，先将发动机稳定

运行在某一工况点，然后通过进气管压强传感器测得

进气管压强，通过加装在节气门前的热膜式空气流量

计测得稳态空气流量，考虑到发动机稳定运行时进气

管充排气效应较小，认为其值近似等于发动机的进气

流量。

通过所建模型仿真得到转子发动机不同工况下的

进气流量以及进气管压强，将仿真结果与试验数据进

行对比分析，根据对比结果验证转子发动机进气系统

动态模型的准确性。

节气门开度固定为 50毅，在转速变化范围为

2000~7000 r/min 时，进气流量及进气管压强仿真结果

与试验数据的对比如图 9 所示。

节气门开度变化范围为 20毅~90毅，转速固定为

5000 r/min 时，进气流量及进气管压强仿真结果与试

验数据的对比如图10 所示。

从图 9、10 中可见，发动机进气流量及进气管压强

的仿真结果与试验数据基本吻合。经过计算得出，进气

流量的相对误差一般在 6%以内，进气管内压强的相对

误差一般在 6%以内。由此可见，所建模型整体精度较

高，可用于进气量的计算。

从图 10 中可见，节气门开度较大时，节气门开度

的变化对进气流量的影响逐渐减弱，主要原因是节气

门在小开度范围内对气体流动的抑制效果相对显著，

而随着节气门开度的增大，节气门前后压力差变小，进

气管内压强趋于稳定，所以进气流量也趋于稳定。

3.2 误差分析

从仿真结果与试验数据的对比分析中可以得出，

所建模型的仿真结果与试验数据之间误差较小，整体

精度高，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可用于进气量计算。分析

该模型存在误差的主要原因有以下方面：

（1）模型没有考虑充排气效应，转子发动机在偏心

轴旋转 360毅期间，有 90毅相位处于充排气重叠期，此时

会有一小部分已燃废气进入工作腔，导致实际的进气

管压强比仿真值大。

（2）模型假设在整个进气过程中，进气管内温度恒

定，且等于环境温度，实际上二者并不相等，而进气管

温度也会发生变化，可以考虑换热因素，建立 2 种状态

进气模型[15]。

图6 海拔0 km的进气量脉谱

图7 海拔3 km的进气量脉谱 图8 海拔5 km的进气量脉谱

参数

排量 /cm3

压缩比

类型

喷油方式

冷却方式

数值

208

9.5

单转子

进气管喷射

风冷

表 2 试验发动机相关参数

（a）进气流量 （b）进气管压强

图 9 节气门开度为 50毅时试验数据与仿真结果对比

（a）进气流量 （b）进气管压强

图 10 转速为 5000 r/min 时试验数据与仿真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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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型中的充气效率采用的是经验公式，与原型

机的实际充气效率有所差别，可以通过相关台架试验

对原型机的充气效率进行标定，以提高模型精度。

4 结束语

进气量是决定发动机喷油量的重要因素，本文结

合某型转子发动机的进气系统特点，考虑高空气流特

性对进气系统模型气量的影响建立了转子发动机进气

系统模型。该模型仿真精度较高，仿真得到的不同海拔

高度下的进气量脉谱图可为转子发动机高空喷油策略

研究提供计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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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究不同等离子体激励布局对串列叶栅角区流动分离抑制的效果，采用数值仿真方法，在流动分离前施加激励，对

不同布局激励前后流场的流场结构和总压损失沿流向分布进行对比，分析了等离子体激励布局对串列叶栅角区流动分离的影响，

以及激励对串列叶栅气流掺混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来流马赫数为 0.5、攻角为 4毅时，ACU2 布局激励对流动分离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总压损失系数减小 10.74%；ACU2-ACU5 组合激励对抑制后排叶片的角区分离有较好效果，总压损失系数降低 25.09%。

关键词：等离子体流动控制；组合激励；串列叶栅；流动分离；数值模拟；总压损失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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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Plasma Excitation on the Effect of Tandem Cascade Flow Separation
Suppression

CHEN Jing-bo1袁DING Jun-liang2袁ZHANG Hai-deng2袁 GUO Ji-lian3

渊1. No. 1 Middle School of Lanxi City, Zhejiang Province, Lanxi Zhejiang 321100, China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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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plasma excitation layouts on the suppression of flow separation in the tandem cascade angular region
was investigat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The excitation was brought to bear before flow separation. The structure of flow fiel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otal pressure loss along the direction of flow before and after different excitation layouts were compared. The effect of
plasma excitation on flow separation in the tandem cascade angle region and the effect of excitation on tandem cascade flow mixing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inlet Mach number is 0.5 and the attack angle is 4毅袁the ACU2 layout excitation has a better effect
on the flow separation袁and the total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 is reduced by 10.74%. The combined excitation of ACU2-ACU5 has a better
effect on restraining the angle region separation of the rear row blade袁and the coefficient of total pressure loss is reduced by 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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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串列叶栅能有效抑制和推迟过早的流动分离，大

幅度减弱气流堵塞，进而提高级负荷，扩大喘振裕度，

增大压比。目前等离子体气动激励多用于单列叶栅，但

单列叶栅在气流转折角大的情况下易造成流动分离，

因此一般将串列叶栅安装为末级静子。研究表明，当 2

股掺混气流速度差较大时，掺混造成的损失会增加，导

致叶栅总损失增加。通过油流图谱分析得出在较大攻

角下，前排叶片的尾迹会与其相邻叶片的马蹄涡压力

面分支交汇对后排叶片流场结构产生影响[1]。串列叶栅

在压气机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导致其狭缝掺混后气流使

角区分离加重。为了使串列叶栅更好地适应高马赫数

来流的复杂流场，在串列叶栅上施加等离子体气动激

励，以抑制其流动分离。相比不断调整前后排叶片的相

对周向位置，这种方式的适用范围相对广泛，赵斌等[2]

就对高负荷串列叶栅前后排相对位置进行研究，获得

最佳几何相对位置，提高气动性能。

等离子体流动控制是 1 种新的主动控制方式。研

究者对介质阻挡放电（DBD）等离子体气动激励机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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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更多的是“动量加速效应”和“温升及热冲击效

应”。“动量加速效应”的作用方式主要是在短时间内加

大电场强度，引发电子雪崩，离子在电场中加速撞击中

性气体，增加激励区附近的低能流体的能量与动量，诱

导气流加速，从而实现控制的目的。等离子体流动控制

装置结构简单，响应及时迅速，功率消耗少，在发动机

扩稳增效，抑制角区流动分离等方面有着较好的应用

前景[3-6]。Arvind S[7]研究了激励边界层的宏观速度效应；

Saddoughi S 等[8]对跨声速轴流压气机进行流动控制，分

析施加等离子体激励前后压气机性能的改变，发现激

励后压气机的扩稳裕度提高 4%，且非定常等离子体激

励的流动控制效果优于定常激励的；空军工程大学等

离子重点实验室对等离子体流动控制的研究较为系统

深入；吴云等[9-12]对介质阻挡放电，等离子体激励抑制

翼型失速分离，等离子体气动激励抑制流动分离与控

制附面层等方面进行试验；李应红院士[13-15]对高负荷叶

栅的分离拓扑结构及其等离子体流动控制在其上的应

用研究，从机理上分析了激励布局对流动控制的影响。

本文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等离子体气动激

励对抑制高速来流的串列叶栅流动分离的影响，对串

列叶栅施加不同布局的等离子体激励，通过极限流线

观察流场结构细节的变化，通过总压损失云图分析其

对气动性能的影响，给出总压损失系数的变化，并与基

准流场进行对比，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效果。

1 研究对象与数值方法

本文针对典型的亚声速串列叶栅进行仿真，该叶

栅的几何参数见表 1。计算域为单通道模型，采用分块

网格法对整个计算域进行网格划分，单通道主叶片通

道为 O4H 型网格，叶片表面为蝶形贴体网格，进出口

部分均为 H 型网格。通过对网格的无依赖性验证，总

计算网格为 2919400。为了获得叶顶区域的精细流场

特性，对转子叶顶间隙区域的网格进行局部加密。固壁

面的最小网格尺度为 1×10-6 以确保近壁面处的

y+<1。其计算网格如图 1 所示。

DBD 等离子体激励装

置唯象学模型如图 2 所示。

该模型采用 Shyy 提出的唯

象学模型[16]，给定等离子体

作用区域，在三角形 AOB
内，电场线沿线性分布。

根据理论分析和试验观测，O 点的电场力 Feo 最

大，AB 边缘的电场力最小，电场力的方向平行于 AB
并指向斜下方，Feo 的表达式为

Feo =籽eeEo f1驻t （1）

式中：籽e=1011/cm3，在三角形 AOB 内假设为常数；e 为

元电荷；Eo 为 O 点电场强度，Eo=Uo /d，Uo 为电极间施

加的最大电压，在此选取 Uo=180 kV，d=0.25 mm，为 2

个电极的距离；f1=6 kHz，为电源的频率；驻t=67 滋s，为

射频电源 1 个激励周期内等离子体的作用时间。

AOB内电场力 Fe（x，y）的表达式为

Fe（x, y）= Fe =Feo-k1x-k2y （2）

根据电场力在 A 点与 B 点的边界条件可知：

k1=Feo/b，k2=Feo/a，文中假设 AB 边缘的电场力大小可忽

略不计。根据电场线性分布可知

Fex=
Fe（x,y）k2

k1

2
+k2

2姨
Fey=

Fe（x,y）k1

k1

2
+k2

2姨 （3）

式中：Fex 为 x方向的电场力；Fey 为 y方向的电场力。

串列叶栅的总压损失系数定义为

棕=（p1
*-p2

*）/（p1
*-p1） （4）

总压损失系数沿栅距方向的平均值

棕= 蘩棕dt蘩dt （5）

式中：p1、p1
* 为叶栅进口的静压、总压；p2、p2

* 为叶栅出

口的静压、总压；t为栅距。

此模型利用 ANSYS CFX 求解器进行分析计算，

使用多块网格分区技术结合 Shear Stress Transport 湍

流模型求解Navier-Stokes 方程。边界条件设置为进口

表 1 串列叶栅叶型几何参数

参数 前排 后排 串列整体（基准状态）

进口几何角 /（°） 56.12 51.37 56.12

出口几何角 /（°） 43.40 9.76 9.76

安装角 /（°） 45.32 23.46 26.21

稠度 1.2019 1.1774 2.3550

图 1 串列叶栅计算网格

（a）2-D view （b）3-D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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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叶片表面及下端壁极限流线

（f）ACU5

ACU5 Vin

（g）ACU2- ACU5

ACU2-ACU5 Vin

（a）baseline

Baseline Vin

（b）ACU1

ACU1 Vin

（c）ACU2

ACU2 Vin

（d）ACU3

ACU3 Vin

（e）ACU4

ACU4 Vin

给定总压与总温，出口给定反压，叶片与端壁设为无滑

移壁面。

激励器布置如图 3 所示。其中 ACU1 垂直于叶片

表面，产生的壁面射流平行于叶片表面，ACU2 与

ACU3 沿着 y轴方向，产生的壁面射流沿着 x轴方向。

ACU4、ACU5 布局在吸力

面上，垂直于端壁，产生的

壁面射流与叶片表面成一

定角度射入主流。

2 串列叶栅流场特性

在 Ma＝0.5、来流攻角为 4毅条件下基准流场的极

限流线如图 4 所示，基准流场周向截面损失沿流向

的分布及其不同叶高的总压损失系数如图 5、6 所

示。

原基准流场中各截面

处左侧为吸力面，右侧为

压力面，从图 4 中可见，前

排叶片在 45%弦长处出现

流动分离，并延伸至 20%叶高处，从前排叶片流出的

气流经过间隙后在后排叶片形成新的附面层，马蹄涡

吸力面分支在 45%弦长处形成后排叶片分离点，端

壁横向二次流动卷起不稳定的壁面展向涡在吸力面

明显形成尾缘再附线。在叶根上方产生分离泡与集中

脱落涡导致部分回流。前排叶片主流区流体与狭缝气

流掺混后撞击后排叶片吸力面下游。前排叶片尾缘与

后排叶片形成狭缝，在狭缝中气流与主流掺混使得损

失增加，因此图 5 中前排叶片吸力面尾缘全叶高损失

增加。狭缝形成的掺混流对后排叶片的吸力面与其相

邻叶片的压力面造成影响，产生流动分离。低能流体

在掺混区聚集，导致逆压梯度下的流动分离。从后排

叶片 30%与 60%弦长截面的损失云图中看出在狭缝

处掺混后导致后排相邻叶片压力面损失范围扩大，但

其损失最大值减小。从图 6 中可见在叶根角区处总压

损失系数明显增大。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3.1 等离子激励布局对流场结构的影响

叶片表面及下端壁极限流线如图 7 所示。ACU1

布局如图 7（b）所示。从图中可见，带电粒子在空间电

场作用下沿电场线方向运动，激励器附近气体定向移

动，因此端壁激励产生的射流使气体加速，削弱进口

主流在端壁与叶片形成的附面层的阻滞作用，对前排

叶片角区初始分离点起到

抑制作用，经过前后排叶

片的狭缝后，狭缝带来掺

混与二次流的形成。此激

励布局对后排叶片的流动

分离抑制效果十分微弱。

ACU2 布局如图 7（c）所示。从图中可见，由于产

生的射流朝 x 轴方向，因此该布局方式中产生的端壁

射流对前排叶片有很好的抑制效果，前排叶片的流动

分离点后移，前排叶片的吸力面前缘角涡分支也被抑

制。ACU2 布局方式对端壁处的流动分离也有一定的

抑制作用。

ACU3 布局如图 7（d）所示。从图中可见，与基准

流场的端壁流线对比，横向二次流被微弱抑制，端壁

处的分离点被推迟，其特别之处在于 ACU3 是在后排

图 3 激励器布置位置

图 5 损失沿流向分布 图 6 不同叶高处总压损失系数

图 4 基准流场极限流线

Baseline Vin

Baseline Baseline0.5

0.4

0.3

0.2

0.1

总压损失系数
0.70.60.50.40.3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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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seline

Baseline

（b）ACU1

ACU1

（c）ACU2

ACU2

（d）ACU3

ACU3

（e）ACU4

ACU4

（f）ACU5

ACU5

图 8 损失沿流向分布

（g）ACU2- ACU5

ACU2-ACU5

叶片进行激励产生射流，将能量与动量传递给掺混区

聚集的低能流体，端壁附面层的横向移动使得后排叶

片吸力面掺混区附近低能流体聚集，低能流体被卷入

掺混流中，端壁明显的横向二次流与部分狭缝气流相

撞，而在端壁处激励使得端壁掺混区发展形成的壁面

展向涡在吸力面形成的再附线特别明显。分析结果表

明，端壁激励器布局中在前排叶片激励 ACU2 布局下

激励有着相对好的效果。

ACU4 布局如图 7（e）所示。该布局是在前排叶片

吸力面流动分离前加等离子激励。前排叶片 S2 流面气

体的动量部分增加，导致主流与狭缝气流速度差增

大，后排叶片横向二次流更加明显，角区分离也加

重。后排叶栅通道端壁边界层与狭缝后的掺混区内

气体流速很低，而其横向压力梯度几乎与主流一致，

因周向速度产生的离心力不能使压力梯度得到平

衡，迫使气流从压力面流向吸力面，造成携带低能流

体的横向二次流撞击后排叶片角区，壁面附面层与

吸力面附面层相互阻滞，又因受角涡的影响，分离线

在后排叶片尾缘有所抬升。

ACU5 布局如图 7（f）所示。该布局是在后排叶片

分离前加等离子体激励。从图中可见后排叶片的分离

线被压低。激励向低能流体传递动量与能量，掺混流

托举形成的集中脱落涡被抑制，因此由逆压梯度所形

成的尾流反向回流减弱。在激励的影响下，在掺混区

端壁处低能流体横向二次流形成的端壁展向涡使掺

混区的端壁流线发生改变。

ACU2-ACU5 组合激励如图 7（g）所示。与基准流

场对比可见，前排叶片流动分离被明显抑制，后排叶

片远离端壁区域的分离也被抑制，在 ACU2 的激励

下，角区低能流体堆积减少，使得后排叶栅通道内的

横向二次流被向后推移。狭缝气流与主流发生掺混，

在 ACU5 作用下，由于射流作用在叶片表面，增加叶

片表面流体动量与能量，激励区附近气流得以加速，

后排叶片的集中脱落涡被向下压低，吸力面尾缘上部

再附线被完全抑制，原 45%叶高处的吸力面倒流区

完全消失，吸力面分离线被大大压低，流场结构得到

改善，但对于端壁影响不大。组合激励中加装沿 y 轴

方向的激励产生的射流使近端壁流体加速，从而使前

排叶片吸力面处分离被较好抑制。后排叶片流动分离

被抑制在 45%叶高处，与单独在吸力面激励相比，组

合激励的方式对抑制后排叶片吸力面流动分离的效

果较好，可提高气流抵抗逆压梯度的能力。

3.2 等离子激励布局对气动性能的影响

串列叶栅不同端壁激励布局的轴向损失沿流向

的分布如图 8 所示。其中 SS 为吸力面，PS 为压力面。

角区分离是位于末级静子的串列叶栅损失的主要原

因，前后排叶片狭缝造成的掺混也对总压损失造成一

定影响。在前排叶片布置 ACU1、ACU2 激励后（如图

8（b）、（c）所示），前排叶片吸力面损失区最大值普遍

减小，在前排叶片激励产生射流诱导激励区部分气流

加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主流与狭缝气流流速差增

大，并导致后排叶片吸力面损失区范围依然较大，观

察后排叶片 30%与 60%弦长截面的损失云图发现，

后排相邻叶片压力面损失范围沿叶高有所扩大，狭缝

处损失最高值有所增大，此激励方式对前排叶片的气

动性能有一定改善作用，对后排叶片的气动性能改善

作用不理想。由于前排叶

片的激励射流在一定程

度上控制尾迹损失，因此

后排叶片吸力面靠近端

壁处高损失区影响范围

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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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CU3 激励布局中，射流诱导部分狭缝气流加

速，使得主流与其速度差减小，因此后排叶片吸力面

近端壁处的损失范围有效减小。但又受其激励方向的

影响，狭缝气流的方向向相邻后排叶片压力面上游产

生偏移。之后在下游横向冲击后排叶片吸力面，狭缝

处与后排叶片 30%弦长截面的损失云图如图 8（d）所

示，从图中可见，此变化造成后排叶片压力面近端壁

处核心区损失范围有所扩大。而此激励方式对狭缝掺

混区与前排叶片吸力面近端壁处造成扰动，使其流场

结构发生变化，导致这 2 个区域的损失范围与损失最

大值相应增大。原基准流场掺混区存在着低能流体的

聚集，当低能流体聚集效应变得明显时，由内摩擦力

造成的损失就越大；当低能流体聚集量增大时，狭缝

气流与主流掺混效应也相应明显，此激励布局改善了

掺混区的低能流体聚集效应，减小了后排叶片端壁下

游的损失。

从图 8（e）中可见，ACU4 布局前排叶片吸力面

激励后，射流将角涡影响范围扩大，由于角涡中掺杂

部分低能流体，因此前排叶片近掺混区处的损失沿

端壁的范围扩大。但此激励布局对掺混后流场的变

化不大。

从图 8（f）中可见，ACU5 布局中后排叶片吸力面

损失范围显著缩小，诱导射流加速吸力面处及部分狭

缝气流，后排叶栅通道内横向二次流变得明显，狭缝

射流与其在狭缝处附近交汇，使得后排叶片 60%弦

长附近端壁损失增加。

从图 8（g）中可见，在组合激励情况下，前排叶片

产生的射流加速端壁附近流体，使狭缝处端壁的损失

降低，前排叶片吸力面靠近端壁附近的核心损失区范

围缩小，但是整体的损失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后排

叶片端壁高损失区的损失影响范围被有效缩小。由于

组合激励对狭缝气流与主流同时作用抑制掺混区端

壁低能流体的聚集，从而使后排相邻叶片压力面损失

降低。后排叶片全叶高损失显著降低，是因为组合激

励中 ACU5 激励布局作用在叶片吸力面的射流抑制

角区流动分离，从而降低损失。

不同激励条件下不同叶高总压损失系数的变化如

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20%叶高处总压损失系数有

明显的减小，且在 ACU2 情况下，20%叶高处下方有较

好的流场改善过程。根据数值模拟得出基准流场截面、

ACU1、ACU2、ACU3 条件下总压损失系数分别为

0.1072、0.0997、0.0968、0.0995， 由 此得 出 在 ACU1、

ACU2、ACU3 条件下，总压损失系数分别减小 7.52%、

10.74%、7.74%。对比图 9

（a）、（b）可知，ACU2 对减小

总压损失系数的作用优于

ACU1 和 ACU3，且在这 3

种情况下，端壁处激励对总

压损失的减小都有不同程

度的改善，效率提高。

从图 9（c）中可见，ACU5 的后排叶片 20%叶高附

近总压损失大大降低。ACU4 对前排叶片吸力面的总

压损失降低起到一定作用。对比 ACU4 和 ACU5 的总

压损失系数曲线可见，二者在减小吸力面总压损失

系数上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且效率基本相当。

ACU2-ACU5 整体效果与 ACU4 和 ACU5 相差无几，

但在近端壁处损失系数有 1 个减小的过程。根据仿

真结果可知，在 ACU4、ACU5、ACU2-ACU5 条件下总

压损失系数分别为 0.0921、0.0895、0.0857，分别减小

16.40%、19.78%、25.09%。由此可知，组合激励的布局对

总压损失系数减小有特别明显的作用。

4 结论

本文对串列叶栅在不同位置施加等离子体激励的

流场结构及气动性能进行了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在来流速度较高的情况下，等离子体气动激励

对流动控制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应相应地增强激励

提供的能量。提供能量较大的等离子体激励对来流速

度较高的串列叶栅的流场结构也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2）在端壁与吸力面施加等离子体激励产生的动

量加速效应与温升热冲击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

掺混区低能流体的聚集，从而抑制流动分离。

（3）与在单排叶片上施加等离子激励不同，在串列

（b）ACU2、ACU3 激励 （c）ACU4、ACU5 和

ACU2-ACU5 激励

图 9 在不同激励条件下不同叶高总压损失系数

（a）ACU1、ACU2

激励

总压损失系数 总压损失系数

总压损失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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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栅上施加激励需要考虑主流与狭缝气流的速度差。

（4）采用组合激励时，ACU2-ACU5 布局使前后排

叶片的核心损失区损失最大值降低，影响范围减小，端

壁的流动分离也得到有效控制。

（5）采用对串列叶栅施加等离子体激励的主动控

制方式来减少损失的关键在于减小主流与狭缝气流的

速度差和抑制横向二次流动，因此在后续试验中应考

虑在后排叶片流动分离前施加等离子体激励，使主流

与狭缝气流的速度差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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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复合材料宽弦风扇叶片，以铺层结构设计信息为基准建立了 1 种有限元建模方法，对某型复合材料风扇叶片模型

进行了固有频率与模态振型的数值仿真计算，并采用激光测振仪对该风扇叶片的固有频率进行了试验测量。将试验测量与数值仿

真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前 3 阶固有频率的误差在 5%以内，第 4 阶固有频率的误差为 6.6%。结果表明：该有限元建模方法建立的复合

材料风扇叶片模型与实际叶片较吻合，基本满足工程分析要求，可以为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优化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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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method was established for composite wide-chord fan blades based on the layer structure design
informa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natural frequency and vibration mode of a composite fan blade model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the fan blade was measured by laser vibration measuring instrument.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 result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sed. The error of the first three natural frequencies was less than 5%袁and the error of the fourth
natural frequency was 6.6%.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osite fan blade model established by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method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actual blade袁which basically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engineering analysis and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composite fan bl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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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航空工业的不断发展，对航空发动机推重比

和燃油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涵道比随之不断提高，

风扇叶片的尺寸也越来越大，复合材料宽弦风扇叶片

以其独有的质量轻、强度高等特点成为风扇叶片的主

要发展方向[1-5]。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可设计性强，叶

片内部预浸料不同的铺层顺序、铺放角度等都会对叶

片的强度造成很大影响，选取合适的铺层方案成为设

计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关键[6-7]。对于复合材料风扇叶

片而言，铺层方案有多种可能性，仅铺放角度理论上

就有无限种可能，即便将其简化为 0毅、±45毅、90毅 4 个

方向，对于 1 个 400 层的叶片也有 4400 种选择。由于

受成本和时间的限制，不可能对其一一进行试验测

试，只能通过数值仿真的方法优化设计。复合材料风

扇叶片一般由数百层碳纤维预浸料层叠固化制成，且

预浸料属于正交各向异性材料，具有方向性，因此其

有限元建模过程较为复杂。

目前，国内外对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有限元分析

进行了很多研究。Coroneos 等[8]以某钛合金风扇叶片

模型为基准，设计了 1 种复合材料风扇叶片，建立壳

单元模型后对叶片进行分析计算与优化设计，结果表

明，优化设计后的复合材料叶片与钛合金叶片相比，

质量减轻了 72%，最大应力与应变在允许范围内，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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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叶片设计的其他要求；Siddens 等[9]忽略风扇叶片

的分层失效机理，以壳单元为基础建立复合材料风扇

叶片的模型，提出了 1 种鸟撞分析的数值计算方法；

胡殿印等[10]建立了 1 种复合材料空心风扇叶片的结

构设计方法，并根据数值仿真的计算结果对叶片完成

了优化设计。但 Coroneos 和 Siddens 仅建立了壳单元

模型，忽略了复合材料结构中非常重要的层间失效；

胡殿印建立的模型仅包含 20 层复合材料结构，对大

风扇叶片不具有适用性。

本文针对某复合材料宽弦风扇叶片，以叶片的铺

层信息为依据，提出了 1 种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有限

元建模分析方法，对该叶片建立有限元模型进行模态

仿真分析，并与试验测量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1 复合材料叶片建模流程

1.1 风扇叶片模型

本文研究的复合材料宽弦风扇叶片的 3 维模型

如图 1（a）所示，为本课题组自行设计，该叶片叶高约

0.72 m，最大弦长约 0.33 m，采用直榫头设计，风扇直

径约 1.8 m，与 LEAP-X 发动机风扇叶片相近。对该

叶片进行铺层设计后加工制造，实体复合材料叶片如

图 1（b）所示，质量约 4.25 kg，由 400 多层碳纤维预浸

料层叠铺放后，经热压罐抽真空加热加压制成。所采

用碳纤维预浸料为东丽 T700 级碳纤维丝束与中温环

氧树脂制成的单向带，其单层固化厚度为 0.125 mm。

1.2 铺层信息

对复合材料风扇叶片进行数值仿真首先要建立

准确的有限元模型，由于复合材料叶片内部结构复

杂，其有限元模型的建立也较为复杂。复合材料叶片

由很多层尺寸、方向各不相同的预浸料按照设计的排

列顺序铺放层叠而成，每个单层预浸料在沿纤维方向

和垂直纤维方向的力学性能又有很大差异，有限元模

型要与实际叶片力学特性相符，就需要在叶片的有限

元建模过程中将所有铺层的各种信息输入。

本文使用复合材料设计软件 Fibersim，参考相应

的铺层设计准则[6，11-14]完成对风扇叶片的铺层设计，各

铺层尺寸差异较大，吸力面侧铺层的高度排列顺序如

图 2 所示，压力面侧对称铺放。Fibersim 中包含了建

模需要的所有铺层信息，包括铺层的排列顺序、铺贴

方向及位置尺寸等，通过 HDF5 文件可以将所有铺层

信息输出。

1.3 有限元建模流程

基于本文叶片所采用

的铺层设计方法，编制了

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有限

元建模流程，如图 3 所示。

该流程主要基于 2 个软件

平台：

（1）Fibersim：在 Fiber-

sim 中完成风扇叶片的铺

层设计，并将所有铺层信

息提取至 HDF5 文件中；

（2）ANSYS（workbench）：通过试验或计算确定铺

层预浸料的材料参数，输入复合材料分析前处理模块

ACP（Pre）中，导入风扇叶片铺贴面，对其进行网格划

分；将包含所有铺层信息的 HDF5 文件导入后，铺层

信息映射到对应的铺贴面网格上，生成风扇叶片的壳

单元模型；基于壳单元网格中包含的铺层信息，沿壳

单元法向拉伸得到风扇叶片的实体单元模型，完成复

合材料风扇叶片的有限元建模。

2 复合材料叶片有限元模型

2.1 材料参数

东丽 T700 级碳纤维与中温环氧树脂的材料参数

（a）叶片 3 维模型 （b）实体复合材料叶片

图 1 复合材料风扇叶片

图 2 吸力面侧铺层高度排列顺序

图 3 复合材料风扇叶片
有限元建模流程

叶片铺层设计

铺层信息

HDF5 文件

Fibersim

导入

预浸料材料参数

铺贴面网格模型

ACP（Pre）

映射

法向拉伸

实体单元模型

壳单元模型

完成

ANSYS
（workb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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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

测量得到叶片的密度为 1.537 g/cm3，根据碳纤维

和树脂的密度计算出叶片中碳纤维的体积分数为

56.1%，树脂的体积分数为 43.9%。

对于复合材料单向带，可以看作横向各向同性材

料（垂直于纤维方向），仅需要 5 个独立的弹性系数，

计算公式为[15]

E1=Ef1V f+EmVm （1）

E2=
Ef2Em

EmV f+Ef2Vm
（2）

G12=
G f12Gm

GmV f+G f12Vm
（3）

v12=v f12V f+vmVm （4）

v23=
Ef2Vmvm+EmV fv f23
EmV f+Ef2Vm

（5）

式中：E 为弹性模量；G 为剪切模量；V 为体积分数；v
为泊松比；下角标 f 表示碳纤维，m 表示树脂，1、2、3

分别表示单向复合材料的纵向（沿纤维方向）和 2 个

横向（垂直于纤维方向）。

G23 可以根据 E2 和 V 23 计算得到

G23=
E2

2（1+v23）
（6）

将碳纤维丝束简化

为沿所有方向各向同性

材料，据式（1）～（6）计

算得到单向复合材料的

各弹性系数见表 2。

2.2 有限元网格模型

对于复合材料风扇

叶片，其内部结构较一

般金属叶片复杂很多，由许多层尺寸、方向各不相同

的复合材料预浸料铺叠而成，建模过程需要将每个铺

层的信息导入模型中。

本文风扇叶片在复合材料设计软件 Fibersim 中

进行铺层设计，可以直接从 Fibersim 中输出包含所有

铺层信息的 HDF5 文件。在 ANSYS（workbench）的复

合材料分析前处理模块 ACP（Pre）中输入表 2 中单向

复合材料的弹性系数，导

入风扇叶片的铺贴面并对

其网格划分，将包含所有

铺层信息的 HDF5 文件导

入投影到对应网格上，得

到风扇叶片的壳单元模

型，如图 4 所示。网格尺度

取 8～10 mm，共 2052 个

面网格。经网格无关性验

证，该网格精度满足本研

究中叶片各阶固有频率、

模态的计算要求。

壳单元网格沿各单元的法向拉伸得到风扇叶片

的实体单元模型，如图 5 所示。沿厚度方向共 62 层实

体单元，每层实体单元约 8 层复合材料预浸料，共

80294 个实体单元，81465 个节点，单元类型为 8 节点

的 6 面体单元（solid185）。其中，丢层处（树脂囊）单元

的材料为树脂，退化为 6 节点棱柱体单元，赋予其表

1 中树脂的材料参数。检查实体单元模型，质量为

4.245 kg，与实际叶片的 4.25 kg 基本一致，各方向尺

寸相符，模型中各铺层的顺序、大小、方向等与设计值

相同，如图 5 中叶片表面某一单元铺层图，铺层角度

依次为 0毅、-45毅、0毅、45毅，与设计值一致。

对一般复合材料薄板而言，采用壳单元进行有

限元分析可以降低计算量，提高计算效率，与实体

单元计算结果的相对误差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复

合材料风扇叶片，相对厚度已超出薄板的范畴，厚

度变化和弯扭特性的影响也不能忽略，壳单元模型

的计算结果误差较大，采用实体单元模型才能更准

确地计算各铺层的层间应力分布情况，对何时发生

分层失效做出判断。

参数

密度 /（g/cm3）

拉伸模量 /GPa

泊松比

碳纤维

1.8

230

0.3

树脂

1.2

3.78

0.35

表 1 东丽 T700 级碳纤维与中温环氧树脂的材料参数

参数

E1/GPa

E2=E3 /GPa

G12=G13/GPa

G23 /GPa

淄12=淄13

淄23

数值

130.4

8.41

3.12

3.11

0.322

0.35

表 2 单向复合材料的

弹性系数

图 4 风扇叶片壳单元模型

Thickness/mm
59.5

53.389

47.278

41.167

35.056

28.944

22.833

16.722

10.611

4.500

图 5 风扇叶片实体单元模型

层数

铺层角度

0

-45

45

0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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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边界条件

为便于试验对比，对榫头固支状态条件下复合材

料风扇叶片的模态分析未考虑由叶片高速旋转离心

力产生的预应力。

3 模态分析与试验验证

3.1 模态分析

采用试验测量固有频率与数值仿真结果对比分

析的方法对该有限元模型的准确性进行验证。对风扇

叶片有限元模型的榫头处加载固支约束后，进行模态

分析，计算得到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前 4 阶固有频率

与模态振型，如图 6 所示。

3.2 试验验证

本文采用德国 Polytech 公司的 PDV-100 型激光

多普勒测振仪测量风扇叶片的固有频率，将叶片与叶

盘的连接简化为叶片与

地面台架静态夹紧的形

式。采用力锤敲击法激

振，敲击后测量测点的振

幅值，对测量结果做 FFT

变换，得到其频域响应幅

值，如图 7 所示。

风扇叶片的前 4 阶固有频率与数值仿真结果的

对比见表 3。其中，相对误差 =（计算值 - 试验值）/ 试

验值。

从表中可见，叶片前 3 阶固有频率的试验值与计

算值的相对误差在 5%以内，第 4 阶固有频率的相对

误差也仅有 6.6%，表明本文建立的有限元模型与实

际叶片较符合，本文提出的针对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

有限元建模方法可以基本满足仿真计算的要求，对后

续的优化设计有重要参考意义。

4 结论

针对复合材料风扇叶片，以其铺层设计为依据，

基于 Fibersim 与 ANSYS（workbench）软件平台，建立

了 1 种有限元建模方法。采用该方法完成了某型复合

材料宽弦风扇叶片的有限元建模，检查其质量、尺寸

及实体单元中的铺层信息，与实际叶片相符。

对该叶片进行模态仿真，与试验测量结果的对比

分析显示，风扇叶片前 3 阶固有频率的误差在 5%以

内，第 4 阶的误差也仅为 6.6%，证明采用该有限元建

模方法建立的模型符合实际叶片的力学性能，满足后

续的计算要求，可以对各单层预浸料的应力应变情况

进行分析，对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铺层结构进行优化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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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涡轮冲压组合循环（TBCC）高超声速推进系统的推力间隙问题，通过在风扇前嵌入预冷器冷却进口空气的方法

扩展涡轮基的工作上边界，采用变几何方案提高冲压发动机在低马赫数下的推力。建立了双模态 TBCC 稳态性能模型，计算对比了

不同构型 TBCC 的推力性能，选定了涡轮 - 冲压模式转换区间，计算了转换过程的推力变化、燃油和液氮的消耗量。结果表明：采用

预冷、变几何方案能填补不预冷、定几何方案的推力间隙，在模态转换过程所消耗的液氮占飞行器总质量的 0.6%。

关键词：双模态涡轮冲压组合循环；推力间隙；预冷；变几何；模态转换；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1.007

Overall Performance Analysis and Modal Conversion Simulation of Hypersonic Parallel TBCC
SONG Zi-hang袁TANG Hai-long袁CHEN Min

渊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Beihang University袁Beijing 100191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rust clearance of TBCC hypersonic propulsion system袁the upper working boundary of

turbine engine was extended by inserting the of pre-cooler for cooling inlet air in front of the fan. The thrust of scramjet at low Mach number
was improved by using variable geometry scheme. The steady-state performance model of dual-mode TBCC was established. The thrust
performance of TBCC with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was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Turbo- scramjet mode conversion zone was selected. The
change of thrust袁the consumption of fuel and liquid nitrogen were calc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rust clearance of uncooled and
fixed geometry scheme can be filled by using pre-cooling and variable geometry scheme. The liquid nitrogen consumed accounts for 0.6% of
the total mass of the aircraft during the modal conversion process.

Key words: dual-mode TBCC曰thrust clearance曰pre-cooling曰variable geometry曰modal conversion曰aeroengine

0 引言

涡轮冲压组合循环 （Turbine Based Combined

Cycle，TBCC）发动机是实现高超声速飞行的极有发展

前途的动力方案。国外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开始了

TBCC 技术的探索[1]。一直到现在，各国对 TBCC 的研

究热情依旧很高，并且随着高速涡轮基技术和超燃冲

压发动机技术的发展，TBCC 正在往更高更快的方向

发展。双模态超燃冲压发动机兼具亚燃冲压发动机和

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特点，理论上能够很好地与低速系

统衔接并达到很高的速度。实现双模态冲压发动机有

2 种思路[2-5]：第 1 种是将超燃冲压发动机工作马赫数

下延，优点是采用定几何构型，缺点是在低马赫数下

容易发生堵塞，性能不足；第 2 种是将亚燃冲压发动

机工作范围上延，在低速时为亚燃冲压发动机构型，

在高速时通过变几何调节改成超燃冲压发动机无几

何喉道的构型，其优点是工作范围广，缺点是变几何

机构提高了结构复杂性，增加了发动机质量。文献[6]

提出定几何双模态冲压发动机的集总参数建模方法，

克服了传统的微分形式存在奇异的缺点[7-9]。但是由于

采用定几何构型，在低马赫数工况下受燃烧室面积的

限制无法输入足够燃油。且燃油的雾化和掺混模型使

用液气耦合算法，依赖参数多，当采用燃油垂直喷射

时，方法失效。文献[10]使用的燃烧模型来源于超声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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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BCC变几何可调机构

调节方式

转动

转动

跟随 BC 作动，保持等直

转动

伸缩

调节机构

AB，BC

DE

CDF

FG

GH

功能

调节进气道波系和喉道面积

涡轮流道开关

几何协调

改变燃烧室形状

几何协调

燃烧试验经验公式，依赖参数少，适合性能研究阶段。

为了提高涡轮发动机的高马赫数推力，预冷技术应运

而生。当飞行马赫数很高时，进口总温很高，发动机各

部件偏离正常工作点，效率大大降低；采取预冷冷却

进口空气，进口总温降低，换算转速提高，密度增大，

进口流量增加，推力增大。而且冷却后各部件工作温

度降低，缓解了热防护问题，改善了工作环境，延长了

寿命，拓展了高马赫数的飞行范围。日本的 ATREX

发动机和英国的 SABRE 发动机均使用换热器冷却进

口空气的方法提高了发动机性能[11]。文献[12]提出了

换热器 - 发动机一体化建模方法。

本文基于采用预冷的高速涡轮技术和变几何双

模态超燃冲压技术从总体性能角度对高空高速

TBCC 展开研究。

1 TBCC 稳态性能模型构建

1.1 构型

采用内并联 TBCC 构型的一体化进气道和尾喷

管如图 1 所示。涡轮基为在风扇前嵌入开式管翅式预

冷器的混排加力涡扇，可以进行常规模式（不安装预

冷器）、安装但不开启模式和安装并开启模式的性能

计算。冲压采用 2 元矩形进气道 - 隔离段 - 等直燃

烧室 - 扩张燃烧室 - 几何协调段 - 单边膨胀尾喷管

构型，当采用变几何构型时，除了作为飞行器机体的

进气道第 1 块楔板和尾喷管上壁板不可调，其他部件

均可调，可调部件调节方式和功能见表 1。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使用预冷和变几何构型来填

补 TBCC 推力间隙，使涡轮和冲压拥有可共同工作的

区间。一体化进排气问题通常使用 CFD 和试验的方

法来分析，1 维分析工具往往难以准确计算一体化进

气道和尾喷管在模态转换时的性能，因此本文做简化

处理，分别考虑涡轮基和冲压的进气道和尾喷管。

本文采用部件级建模方法建立涡轮非线性性能

模型，采用牛顿拉尔逊法求解平衡方程。

1.2 典型工作点和推力需求

本文使用文献[7]的 Ma4 一级 TBCC 典型工作点

作为 Ma7 一级 TBCC 的低速区工作点，Ma7 对应的飞

行高度采用 Hyper-X 第 2 次飞行试验数据[13]，中间的

工作点采用线性插值，计算推力需求采取以下假设：

（1）采用文献[14]乘波体型高超声速飞行器的升

阻系数特性作为飞行器升阻特性；

（2）在 Ma＝4 和 Ma＝7 时保持等速平飞；

（3）起飞燃油占飞机总质量的 50%，Ma＝4 时燃

油消耗为 25%，Ma＝7 时达到半油状态；

（4）飞行器采用 2 台发动机。

飞机受力平衡方程为

G=L+Fsin 琢
Fcos 琢 =D
L=0.5籽V 2SCl
D=0.5籽V 2SCd
Cl,Cd=f(琢)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1）

式中：G 为飞行器重力；L 为升力；D 为阻力；F为发动

机推力；S 为升力面面积；Cl 为升力系数；Cd 为阻力系

数；琢 为飞行攻角。

首先假定飞行器在

Ma＝4 时的飞行攻角，算

出飞行器质量和升力面面

积，带入到飞行器在 Ma＝
7 时的受力平衡方程，得到

Ma=7 的飞行攻角和推力

与 Ma=4 的攻角的对应关

系，如图 2 所示。

在飞行攻角较大时，升阻特性好，对发动机的推

力要求不大，但给进气道的设计带来困难，因此本文

取较小的飞行攻角，对应的推力需求为局部最大点。

取 Ma=4 的飞行攻角为 5毅，对应的 Ma=7 时的攻角约

为 8毅，推力需求为 35.90

kN，升力面积为 101 m2，

飞 机 起 飞 总 质 量 为

24635 kg。Ma=7 一级典

型工作点和推力需求如

图 3 所示。

图 1 内并联 TBCC结构

A
B

C D

E

F G
H J

图 2 Ma=7 的需求推力与

Ma=4 攻角的对应关系

38

36

34

32

30

28

302520151050
Ma=4 飞行攻角 /（毅）

图 3 Ma=7 一级典型工作点

和推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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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双模态超燃冲压 1维性能模型

采用集总参数法建立双模态超燃冲压发动机 1

维性能计算模型，燃烧模态划分为纯超燃模态、分离

超燃模态、跨 / 亚燃模态和最大供油模态。其中最大

供油模态为亚燃模态的特殊模态，如果供油量超出最

大供油模态供油量，燃烧室产生的反压将超出隔离段

的调节能力，造成燃烧室堵塞。

进气道采用 2 元矩形超声速进气道，波系由 3 道

外压斜激波和 1 道内压斜激波组成，设计进口 Ma=7，
设计出口 Ma=3，等激波强度设计。

隔离段为矩形等直构型，在纯超燃模态气流不分

离，不存在激波链，做普通等直管处理，在其他模态会

存在不同强度的激波链，强度由出口静压 P3 决定，P3

越大，斜激波的强度越大。

燃烧室采用分段燃烧方式，在等直段和扩张段的

入口分别供油，燃烧室被分为若干小计算段，步长为

0.0005，每段都符合如下方程

流量连续方程

籽iV iA i=籽eV eA e+驻W （2）

动量定理方程

WeVe+PeA e=WiV i+PiA i+驻Ip+驻F （3）

能量守恒方程

We(He+Ve
2/2)=Wi(Hi+V i

2/2)+驻H （4）

燃油的雾化掺混和燃烧模型[9]为

浊M(x)= 1-e
-Ax
Lm

1-e-A （5）

式（5）为掺混效率经验公式。燃油当量比如果小

于等于 1，表示的是燃油的掺混效率；如果大于 1，则

表示空气的掺混效率。式中的 A 为系数，其变化范围

为 1~5；Lm 为掺混距离

Lm艿0.179bCme1.72渍，渍≤1 （6）

Lm艿3.333bCme-1.204渍，渍>1 （7）

式中：b 为燃烧室喉道面积；Cm 为掺混常数，变化范围

为 25~60。

根据式（5）可知，当 x 达到掺混距离时，掺混效率

达到 1，燃烧室的长度由掺混距离决定。燃烧效率定

义为在轴向位置 x 处已经燃烧的燃油流量占初始燃

油流量的比值

浊B=1-e
-Bx
Lm （8）

式中：B 为常数。

燃烧效率比掺混效率增长得慢，当掺混效率达到

1 时，燃烧效率总是小于 1。

燃烧模态由发动机几何、飞行条件和燃烧室供油

规律决定，需要和隔离段联合求解，通过迭代隔离段

出口压力 P3 得到满足收敛判据的真实 P3，计算流程

如图 4 所示。P3 的最小值为隔离段进口静压，最大值

为经过 1 道正激波的静压，由于残差变化具有单调

性，采用二分搜索法便能快速找到满足收敛条件的

P3。尾喷管采用适用于高超声速飞行器的单边膨胀尾

喷管，使用 1 维羽流算法[5]建模，考虑摩擦的影响。

2 冲压模态设计点计算

影响冲压发动机设计点性能的设计参数有：进气

道出口马赫数、燃油当量比、供油比例、扩张燃烧室进

出口面积比、尾喷管扩张角，文献[7]对进气道出口马

赫数和燃油当量比对性能

的影响做了分析，得出了

选择方法。由于燃烧室的

扩张程度直接影响燃烧

模态，也对后面的变几何

方案有影响，因此研究燃

烧室扩张程度对设计点

性能的影响，设计点参数

见表 2。

图 4 集总参数法计算流程

开始

按纯超燃模态计算

否

是

满足分离判据？

猜隔离段
出口静压 P3

猜隔离段
出口静压

按分离
超燃计算 按跨燃亚燃计算

满足分离超
燃收敛条件

满足跨燃亚
燃收敛条件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核心流面积≤
几何面积

结束

表 2 设计点输入参数

参数

Ma

H/m
进气道出口马赫数

等直段与扩张段供油比例

燃油当量比

设计流量 /（kg/s）

尾喷管扩张角 /（毅）

数值

7

30480

3

1/10

1

80

15

35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5 卷

燃烧室进出口面积比对单位推力和耗油率的影响如

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扩张程度的减小，单位推

力先增大后减小，但是都

处于纯超燃模态，没有分

离。当扩张程度太小，燃

烧室静压升超出临界值

时产生分离，分离区马赫

数较低，瑞利损失较小，

燃烧模态转变为分离超

燃模态，单位推力有所增

大。而对于燃油当量比规

律则恰好相反，可见在本

文参数环境下最优燃烧室

进出口面积比可选为 0.3。

在确定进出口面积比

之后，改变流量，使推力满

足设计点的推力需求，最

终设计点性能参数见表 3。

3 不预冷和定几何 TBCC性能计算

不采用预冷和变几何的常规 TBCC 构型，其典型

工作点性能按图 3 计算，涡轮基控制加力燃烧室油气

比和高压转速，冲压控制燃烧室油气比处于最大供油

模态。推力随 Ma的变化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涡

轮基和冲压的大部分工作

点都无法满足推力需求，

由于受部件特性的限制，

涡轮基的最大工作马赫数

仅为 2.6。冲压推力随着

Ma 的降低逐渐减小，当

Ma<3.75 时，冲压模态的推

力小于 0，涡轮和冲压没有

可共同工作的区域，产生了

“推力间隙”问题。

冲压模态在低马赫

数性能下降的 2 大主要

原因是定几何燃烧室在

低马赫数容热能力不足

和进气道在低马赫数时

流量系数小，如图 7 所

示。对于 Ma>5 时的工况，

定几何燃烧室能实现的燃油当量比为 1；对于 Ma<5
时的工况，最大供油模态出现，所能加入的燃油迅速

减少。设计进口Ma＝7的进气道随着飞行Ma的减小，

其流量系数迅速降低，导致进入发动机的空气流量减

少，推力减小，且溢流增大，溢流阻力增大。因此，为了

解决推力间隙问题，必须采取措施扩大涡轮基工作范

围，并提高冲压在低马赫数时工作能力。

4 预冷器建模、优化设计及使用效果

涡轮基模型为部件级非线性性能模型，在风扇前

嵌入以液氮为中间介质的环形管翅式换热器，液氮与

进口空气进行换热，使得进口空气总温降低，从而风

扇换算流量增大，发动机推力增大，预冷后的氮气经

拉伐尔喷管排出产生推力。换热器的嵌入带来了总压

损失。液氮换热器的设计点选在最大推力缺口点，即

Ma=2.25、H=15000 m，采用效率 - 传热单元数法。

换热器几何设计参数包括换热管内径 di、换热管

外径 do、非流体流动方向 1 周的管排数 n1、流体流动

方向的管排数 n2、流体流动方向的管间距 s2 和翅片

数 n3。不同的几何构型和预冷温度组合均能使发动机

推力满足需求，但消耗的液氮不同，优化预冷器几何

构型可以使液氮消耗最小。为了简化计算，固定 di、
do、s2、n3，因 n1、n2 均为整数，通过遍历便能得到液氮

消耗最小时所对应的几何。得到液氮消耗最小时对应

的 n1=90、n2=30。

预冷器设计好后，计算发动机在各工作点的使用

情况。在 Ma＝0~2.6 时涡轮基推力增量和液氮消耗量

随 Ma 的变化关系如图 8

所示。对于 Ma<2.25 的工

况，达到推力需求的液氮

流量均小于换热器设计点

流量，说明预冷器在非设

计点性能良好；但对于

Ma＝2.6 的工况，达到推

力需求的液氮代价太大。

对于 Ma>2.6 的工况，必须开启预冷才能使发动

机正常工作，且在每个工作点存在最小预冷温差，在

飞行高度相同的条件下，Ma=2.7、2.8、2.9 时的推力和

耗油率随预冷温差的变化如图 9、10 所示。图中每条

线对应的第 1 个点为最小预冷温差。从图中可见，预

冷可以扩大涡轮基的工作马赫数范围。在相同马赫数

图 6 涡轮基和冲压推力随

Ma变化关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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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5
4
3
2
1
0

-1
-2

涡轮推力
冲压推力
推力需求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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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冲压模态最大燃油当量比

和进气道流量系数随Ma的
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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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设计点性能参数

参数

流量 /（kg/s）

推力 /kN

单位推力 /（N·s/kg）

比冲 /s

耗油率 /（kg/（N·h））

燃烧室出口静温 /K

数值

72

36.27

513

774

0.474

2295

图 5 燃烧室扩张程度对

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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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油率

0.54

0.52

0.50

0.48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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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燃烧室进出口面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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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涡轮基推力和考虑了液氮的耗油率基本随预冷温

差呈线性增大。随着Ma的增大，使得发动机稳定工作

的最小预冷温差逐渐增大，扩大飞行范围的代价变大。

5 冲压模态非设计点推力优化

采取2种措施提高冲压模态在低马赫数时的性能。

（1）变几何进气道改善溢流

设计进口 Ma=7 的 2 元矩形进气道在低马赫数

时，激波无法打到唇口，造成溢流增大。变几何方案为

第 2、3 块楔板角度可调，使得在一定进气条件下流

量系数最大。定几何方案和变几何方案在 Ma=4 时

性能的差别如图 11 所

示。从图中可见，变几何

进气道在流量系数和溢

流阻力上有很大优势，进

气道起动裕度和总压恢

复系数的降低相比于流

量系数和溢流阻力上的

优势在可接受范围内。

（2）变几何燃烧室增大燃油加入量

燃烧室调节方式为：等直段燃烧室与隔离段形成

一体，跟随进气道第 3 块楔板运动，并保持等直；扩张

燃烧室扩张角可调，由于变几何燃烧室无法与定几何

的尾喷管上表面（通常为飞行器机体）相连，燃烧室与

喷管之间必须有可伸缩的几何协调段，伸缩可采用滑

动连接的方式实现。

对于低马赫数工况，如 Ma＝4，在定几何条件下

最大燃油当量比仅为 0.38，通过改变燃烧室扩张角，

可使最大燃油当量比达到 1。Ma＝4 时，燃油当量比

达到 1 的流道几何与设计点流道的对比如图 12 所

示。燃烧室扩张角与相应的最大供油模态燃油当量比

的关系如图 13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燃烧室扩张角

的增大，能加入的燃油越多，增长速度也越快。最大供

油模态的推力和比冲随扩张角的变化关系如图 14 所

示。从图中可见，随着扩张角的增大，推力基本呈线性

增大，而比冲逐渐减小，说明增大推力的成本随着燃

油当量比的增大而逐渐增加，这是因为随着加入热量

越多，燃烧室总压损失越大，经济性变差。

由此可见，变几何方案能够使燃烧室在低马赫

数工况下的燃油当量比达到 1，但由于燃油当量比不

能超过 1，其提升性能的空间并不是无限的。在本文

的推力需求背景下，Ma=4 时可通过变几何达到需求

推力，但是对于 Ma=2.96 的工况，由于受到捕获面积

的约束，无法捕获足够的流量，达不到需求推力，因此

需要迭代设计点计算，增大发动机尺寸，而在设计点，

由于推力大于需求推力，需采用一定的节流措施。最

终在 Ma＝7、4、2.96 时达到推力需求的使用参数和性

能参数见表 4。

6 模态转换仿真

前文通过预冷扩大了涡轮基工作范围，通过变几

图 9 涡轮基总推力随预冷

温差的变化关系

图 10 涡轮基总耗油率随预冷

温差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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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Ma=4时最大供油模态

燃油当量比随燃烧室扩张角

的变化关系

图14 Ma=4时最大供油模态

推力和比冲随燃烧室扩张角

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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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Ma＝7、4、2.96 的主要使用参数和性能参数

4.00

25000

0.410

47.21

47.18

1258

0.012

5

7.00

30480

0.745

35.93

35.90

740

0

4

参数

Ma

H/m

燃油当量比

推力 /kN

需求推力 /kN

比冲 /s

溢流阻力系数

燃烧室扩张角 /（毅）

2.96

19000

1.000

59.30

59.24

521

0.015

13

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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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增大了冲压低马赫数推力，使进行 TBCC 模态转换

准稳态模拟具备了条件，转换区间 Ma＝2.60~2.96、

H=17000~19000 m，按马赫数将模态转换过程离散成

4 个阶段，推力需求插值得出，转换期间组合推力要

满足推力需求。转换过程为涡扇逐渐减小加力供油到

不开加力，再逐渐通过降低高压转速来减小流量降低

推力，最后完全关闭。冲压从 Ma＝2.6 时起动，在每个

阶段调节几何和供油以弥补推力，并使耗油率最低。

在模态转换期间预冷温度控制在使涡扇模态能稳定

工作的程度，不额外增加液氮提高涡轮基在模态转换

中的推力比例，因为要达到相同的推力，液氮使用越

多，发动机的总比冲越小。

在模态转换过程中的推力分配随马赫数的变化

关系如图 15 所示，燃油流量和液氮流量的变化如图

16 所示。从图中可见，冲压发动机推力逐渐增大，涡

扇发动机推力逐渐减小，随着马赫数的提高，所消耗

的液氮流量逐渐增大，在 Ma＝2.9 时达到峰值，之后

下降对应涡轮基从慢车到关闭的过程。

为了评价模态转换过程的经济性，计算转换过程

所消耗的燃油量和液氮量。按照文献[15]提出的计算

加速爬升的方法计算每个阶段的爬升时间，得到模态

转换过程中的燃油和液氮的消耗情况。

Vy
*=[ FA-D

mg ]V （9）

式中：FA 为发动机提供的推力；D 为飞机阻力；m 为发

动机质量，假设刚开始模态转换的飞机质量为起飞总

质量的 90%；V 为飞机的飞行速度；Vy
* 是未修正的

爬升速度；由于本文是加速爬升过程，需要进行修正，

修正系数为

x= 1

1+ 驻(V 2/2)
g·驻H

（10）

修正后爬升速度为 Vy=Vy
*·x。得到总爬升时间为

17.6 s，消耗燃油 290.1 kg，消耗液氮 155.7 kg，液氮消

耗占起飞总质量的 0.6%，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7 结论

（1）本文建立了 Ma=7 一级内并联 TBCC 稳态性

能模型，可计算 TBCC 从起飞到 Ma=7 的推力和比冲

性能。

（2）计算证明了由常规涡扇发动机和定几何双模

态超燃发动机组成的 TBCC 推力间隙的存在，相应地

采用换热器冷却进口空气的方法提高涡轮基稳定工

作的马赫数，通过变几何方案提高冲压模态在低马赫

数的推力，使涡轮基和冲压拥有共同工作区间，填补

了推力间隙。

（3）在本文的参数环境下，模态转换过程消耗的

液氮总量小于燃油的，占飞机总质量的 0.6%，在不考

虑预冷器给飞机带来额外质量的情况下，认为使用预

冷实现模态转换的代价可接受。

参考文献：

[1] Berrier B L，Carter M B，Allan B G. High Reynolds number in-

vestigation of a flush-mounted，s-duct inlet with large amounts of

boundary layer ingestion [R]. NASA-TP-2005-213766.

[2] 唐鑫，严聪. 双模态超燃冲压发动机研究概述 [J]. 飞航导弹，2012

（3）：86-92.

TANG Xin，YAN Cong. Research summary of the dual-mode scramjet

[J]. Winged Missiles Journal，2012（3）：86-92.（in Chinese）

[3] Bouchez M，Levine V. French-Russian cooperation on dual-mode ram-

jet：significant step passed for technology and combustion processes

mastering [J]. 12th AIAA International Space Planes and Hypersonic

Systems and Technologies，2003：7004.

[4] Bouchez M，Avrashkov V，Davidenko D，et al. French-Russian partner-

ship on hypersonic wide-range ramjets[R]. AIAA 96-4554.

[5] 李建平，宋文艳，柏韧恒，等. 变几何超燃冲压发动机优化设计研究

[J].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12，34（1）：50-54.

LI Jianping，SONG Wenyan，BO Renheng，et al. Optimization design of

geometry variable scramjet [J]. World Sci-Tech R & D，2012，34（1）：

50-54.（in Chinese）

[6] 黄兴.超燃冲压发动机特性计算与一体化设计技术研究[D].西安：西

北工业大学，2014.

HUANG Xing. The characteristic simulation of scramjet and the inte-

gration design research [D].Xi’an：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

sity，2014.（in Chinese）

[7] 姜军，初敏，徐旭.双模态超燃燃烧室性能准一维计算方法[J].推进技

术，2013，34（6）：802-808.

JIANG Jun，CHU Min，XU Xu. A quasi-one-dimensional method for

prediction of dual mode scramjet combustor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图 15 推力分配随Ma的
变化关系

图 16 总燃油流量和液氮

流量随Ma变化关系

70

60

50

40

30

20

10

0

3.02.92.82.72.6
Ma

需求推力
涡扇推力
液氮推力
冲压推力

12

10

8

6

4

2

0

2.6 2.7 2.8 2.9 3.0
Ma

总燃油流量
液氮流量

38



宋自航等：高超声速并联 TBCC 总体性能分析与模态转换仿真第 1 期

Propulsion Technology，2013，34（6）：802-808.（in Chinese）

[8] 李大鹏. 煤油双模态冲压发动机燃烧室工作过程研究 [D]. 长沙：国

防科学技术大学，2006.

LI Dapeng. Research on working process of combustor of kerosene du-

al-mode scramjet [D]. Changsha：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

nology，2016.（in Chinese）

[9] BILLIG. Research on supersonic combustion [J]. Journal of Propulsion

and Power，1993，9（4）：499-514.

[10] Markell K C. Exergy methods for the generic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hypersonic vehicle concepts [D]. Blacksburg Virginia：Virginia

Tech，2005.

[11] 汪元，王振国. 空气预冷发动机及微小通道流动传热研究综述[J].

宇航学报，2016，37（1）：11-20.

WANG Yuan，WANG Zhenguo. Review on precooled combined cycle

engine and mini and micro channel flow heat transfer [J]. Journal of

Astronautics，2016，37（1）：11-20.（in Chinese）

[12] 吴狄.高速涡轮加速器初步性能方案分析[D].北京：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2017.

WU Di. Analysis of performance of hypersonic pre-cooling turbine

engine[D]. Beijing：Beihang University，2017.（in Chinese）

[13] Voland R T，Huebner L D，McClinton C R. X-43A hypersonic vehicl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J]. Acta Astronautica，2006，59（1-5）：

181-191.

[14] 李新国，方群. 有翼导弹飞行动力学[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

社，2005：87-91.

LI Xinguo，FANG Qun. Flight dynamics of winged missiles [M]. Xi’

an：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Press，2005：87-91. （in

Chinese）

[15] 陈光.飞机 - 发动机性能匹配与优化[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出版社，1990：29-32.

CHEN Guang. Performance matching and optimization of aircraft and

engines [M]. Beijing：Beihang University Press，1990:29-32.（in Chi-

nese）

（编辑：刘 静）

39



考虑径向掺混的轴流压气机通流彻体力

模型计算及验证

蔡北京，胡 骏，郭 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收稿日期：2018-03-06
作者简介：蔡北京（1995），男，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叶轮机气体动力学；E-mail：1144290273@qq.com。

引用格式：

摘要：为研究考虑径向掺混对通流计算结果的影响，在通流彻体力模型中引入径向掺混项，并以某型低速轴流压气机为算例

开展了有无径向掺混对通流计算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落后角和损失系数相同时，径向掺混模型的加入使叶排出口气流参

数沿径向的分布更加均匀；模型对于压气机后面级端壁区流动参数展向分布的预估更加准确。通过与该台压气机试验测量数据的

对比，验证了本模型的可靠性。

关键词：低速轴流压气机；彻体力；径向掺混；气流参数；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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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Axial Flow Compressor Through-flow Body Force Model
Considering Radial Mixing
CAI Bei-jing袁HU Jun袁GUO 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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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radial mixing on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rough-flow袁the radial mixing term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through-flow force model. Taking a low speed axial compressor as an example袁the effect of radial mixing and no radial mixing on
the through-flow calculation result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adial mixing model can make the distribution of air flow
parameters of blade rows outlet along the radial direction more uniform when the deviation angle and loss coefficient are the same. The
model is more accurate for predicting the spreading direction distribution of flow parameters in the end wall of the stage in the compressor.
The reliability of the model is verified by comparing the measured data with that of the compr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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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Smith 等[1]在 GE 公司 12 级轴流

压气机试验研究中发现，在某些级之后出现了重复级

流动现象，具体表现为上级静子叶排出口的气流角和

轴向速度等流动参数经过重复级之后沿径向的分布趋

势基本保持一致；McKenzie、Cumpsty 及 Howard 等[2-6]

先后在其他型号压气机中也观察到这种重复级流动

现象；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重复级流动现象是由压

气机径向掺混引起的[7-10]。但对径向掺混机理的认识

存在不同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不同的径向掺混

模型，如 Adkins-Smith[7]和 Gallimore -Cumpsty [8-9] 模

型。Adkins 和 Smith 提出径向二次流带来的对流影响

是引起轴流压气机中径向掺混的主要原因；Gallimore

和 Cumpsty 则在 2 台 4 级压气机上进行试验，利用示

踪气体技术验证了在多级压气机后面几级出现径向

掺混过程的主要机理是随机湍流扩散过程。这 2 类模

型关于径向掺混机理的认识不同，但都成功预测了径

向掺混带来的影响。相比 Gallimore-Cumpsty 模型，

Adkins - Smith 模型包含更多的经验参数，在实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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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应用中受限更大。

本文基于 Gallimore- Cumpsty 模型的指导思想，

利用通流彻体力模型[11]，在守恒形式的 Euler 方程组

中添加黏性应力项及热传导项，以某 4 级低速压气机

为研究对象，分析径向掺混模型对通流彻体力模型计

算结果的影响，并基于试验测量结果，对模型展开了

验证。

1 计算方法

1.1 控制方程

采用柱坐标系下稳态、轴对称、带源项的准 3 维

欧拉方程求解子午面流场。考虑通道主流区气体沿展

向的掺混，根据 Gallimore 等[9]提出的掺混模型的基本

思想，在方程中加入湍流黏性应力及湍流热传导项。

将叶片力模化为控制方程中的源项，叶型厚度对叶片

区域内部流动的影响通过叶型堵塞系数 b 描述。控制

方程最终形式为

坠bU
坠t + 坠b(E-Ev)

坠z + 1
r

坠rb(G-Gv)
坠r =bS+Sb+bSF （1）

其中

U=

籽
籽u
籽v
籽w
籽e

杉

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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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籽u
籽u2+p
籽vu
籽wu
u(籽e+p)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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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w2+p
w(籽e+p)

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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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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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

0
子zz
子z兹
子zr
子zzu+子z兹v+子zrw-qz

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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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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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

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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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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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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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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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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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zz=(滋t+滋l) 2 坠u坠z - 2
3

·v軆蓸 蔀，子兹兹=(滋t+滋l) 2wr - 2
3

·v軆蓸 蔀，
子rr=(滋t+滋l) 2 坠w坠r - 2

3
·v軆蓸 蔀，子z兹=子兹z=(滋t+滋l) 坠v坠z ，

子zr=子rz=(滋t+滋l)
坠w坠z + 坠u坠r蓸 蔀，子r兹=子兹r=(滋t+滋l)

坠v坠r + v
r蓸 蔀，

qz=-(k t+k l) 坠T坠z ，qr=-(k t+k l)
坠rT
r坠r - Tr蓸 蔀，k t= cp 滋t

Prt
，

k t= cp 滋t
Prt

，p=籽RT，e= p
籽(r-1) +

1
2

(v2+w2+u2)

式中：u、v 和 w 为速度v軆在轴向 z、周向 兹 和径向 r 的
速度分量；e 为总能量；E 和 G 为无黏通量；Ev 和 Gv

为黏性通量；滋 为黏性系数；k 为热传导系数；籽 为密

度；T 为静温；子 为湍流黏性应力；p 为压力；q 为热流

密度； ·v軆为速度散度；cp 为比热容；Pr 为普朗特数；

棕 为压气机转速；F为彻体力源项；b=N (兹p-兹s)/2仔，为

叶型堵塞系数，其中 N 为叶片数目，兹p 和 兹s 分别为相

邻叶型压力面和吸力面的周向位置；Sb 决定于叶型堵

塞系数沿周向和径向的分布规律，在无叶区堵塞系数

b=1，Sb 和 SF 均为 0。

本文关于彻体力的计算是基于 Marble[12]的思想，

将彻体力分解为垂直于相对速度 W 的非耗散力 渍 以

及平行于相对速度 W 的耗散力 f。耗散力的大小通过

热力学定律由叶片区域当地熵增沿子午面流线梯度

确定，非耗散力的周向分量则由轴对称、稳态周向动

量方程确定，随后依据力与速度的相关关系，确定 3

个方向的力。由于源项的引入，导致式（1）不封闭，需

输入叶排损失系数棕軍及落后角 啄 ，并结合当地瞬时流

动参数进行求解。通流设计中主要通过进口马赫数和

攻角来关联棕軍和 啄，具体关联方法见文献[8]。

1.2 径向掺混模型

本文基于 Gallimore-Cumpsty 模型的指导思想，

在守恒形式的 Euler 方程的基础上添加黏性应力项

及热传导项。在该模型中，在计算黏性应力及热传导

项时保留了分子黏性应力及分子热运动引起的热传

导，同时保留了径向速度梯度值，使其适用于更一般

的情况。类比分子黏性系数 滋l 引入湍流黏性系数 滋t，
其确定方法沿用 Gallimore- Cumpsty 模型中的计算

方法，近似认为掺混系数处处相等，即指定 滋t /籽vzL 为

常数，L 为压气机的特征长度，该准则的量级一般在

0.005 以内。热传导系数 kl 及 kt 分别通过指定层流普

朗特数 Prl 和湍流普朗特数求得：k l= cp滋l
Prl

，kt=
cp 滋t
Prt

，

一般取值为 Prl=0.72，Prt =0.9。
文献[13]中关于黏性流体能量方程的描述，式（2）

为叶型堵塞系数为 1 时考虑径向掺混之后黏性流体

的总能量方程。右边分别为彻体力作功、热传导和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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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总压 （c）轴向速度

图 3 不同掺混系数下，长直管道进出口气流参数变化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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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进口温度沿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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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滋t/籽vzL=2×10-3 时管道内不同轴向位置处气流参数

的径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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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输运项。黏性输运项的存在表明即使没有彻体力做

功项和热传导项，黏性流体微团的总焓沿迹线也是变

化的，黏性应力能够在相邻迹线间输运能量，但不改

变能量的总和，只改变能量在空间中的分布。

籽u
坠 h+ u2+v2+w2

2蓸 蔀
坠z +籽w

坠r h+ u2+v2+w2

2蓸 蔀
r坠r =

（2）

2 计算结果及分析

为考核有无径向掺混对通流计算结果的影响及

径向掺混模型的准确性。本文通过以下 2 个算例来展

开研究：

（1）以无叶长直管道为算例，在彻体力源项为 0

的情况下，单独考核湍流黏性扩散对无叶区内流动参

数沿展向分布的具体影响；

（2）以某 4 级低速轴流压气机为算例，分析有无

径向掺混项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利用 4 级压气机试验

测量结果，开展本模型的验证工作，考核本模型的可

靠度和精确性。

2.1 无叶直管道算例

为更直观展示出湍流黏性扩散对流动参数沿展向

分布变化的影响，本模型以长直管道为计算对象（如图

1 所示，L=12d），有叶区的叶型堵塞系数 b=1，叶片彻体

力源项 F=0。进口给定沿管道高度呈抛物线形式变化

的总温和总压沿径向均匀分布，轴向进气，出口背压给

定80 kPa。进口总温沿管道高度的变化如图 2 所示。通

过调节不同的湍流黏性系数 滋t，考察气流参数在管道

中沿展向分布的变化。分

别考核了有掺混和无掺

混的区别，即 滋t/籽vzL=0，
2×10-3 的 2 种情况。

在不同掺混系数下，长直管道进出口截面上总

温、总压、子午速度等气流参数沿展向分布的变化对比

如图 3 所示。当掺混系数值为 0 时，即不考虑径向掺

混，管道出口气流参数的分布与进口气流参数的分布

保持一致。当掺混系数值给定为 2×10-3 时，即考虑径

向掺混的影响，管道出口气流参数的径向分布与不考

虑径向掺混相比，沿叶高的分布更加均匀。此外，在有

掺混的作用下，管道进出口总温均值保持一致，只是沿

叶高分布发生了变化，表明在湍流黏性应力作用下，沿

叶高不同迹线间发生了能量的输运，但总能量不变。

在掺混系数 滋t/籽vzL=2×
10-3 时，管道内气流参数

的径向分布在不同轴向

位置上的变化如图 4 所

示。0.4L 和 0.7L 分别表

示该轴向截面到管道进

口距离为 0.4 倍和 0.7 倍

管道长度，即图 1 中的

section1 和 section2 截

图 1 无叶长直管道

inlet section1 outletsection2

d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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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掺混系数下 4级压气机总体特性计算结果

总压比

1.068

1.068

1.068

流量 /kg·s-1

15.629

15.655

15.660

掺混系数

滋t/籽vzL=0
滋t/籽vzL=2×10-3

滋t/籽vzL=5×10-3

等熵效率

0.8864

0.8854

0.8839

面。在管道不同位置处，径向掺混的效果不同，越靠近

管道下游，气流参数沿展向的分布越均匀，径向掺混

的作用越明显。

2.2 4 级低速压气机算例

以某 4 级低速轴流压气机为算例，考核径向掺混

模型对通流彻体力模型计算结果的影响。该 4 级压气

机是为了模拟某高压压气机而设计的 4 级重复级低

速压气机，该 4 级压气机的试验台如图 5 所示。采用

等内外径设计，设计转速为 900 r/min，导向器叶片数

为 60，转子叶片数为 64，静子叶片数为 84，设计流量

系数为 0.47，设计总压比为 1.065，对该压气机进行了

详细的级间流场测量以及

设计转速下总体特性测

量，试验测量的简要介绍

方法参见文献[14]。

针对该压气机建立

的计算模型的子午流面

网格如图 6 所示。为单独

考核径向掺混模型对计

算结果的影响，控制各叶排的落后角及损失系数保

持不变，即各叶排落后角参考试验测量值，损失系数

参考文献[9]的方法，沿径向分布上采用简单的抛物线

形式分布给定，如图 7 所示。

通过给定不同湍流黏性系数 滋t，研究分析气流参

数在叶片通道中的变化。在 滋t/籽vzL=0，2×10-3 及 5×

10-3，进口总压为 1.0267×105 Pa，总温为 287.65 K，出口

轮毂处背压为 1.072×105 Pa 工况下，对 4 级压机总

体特性影响的计算结果见表 1。

从表中可见，不同掺混系数对压气机总压比影响

较小，等熵效率随着掺混系数的增大略微降低，主要

是因为在无黏欧拉方程中引入掺混项，考虑了黏性

力所做的变形功，把流体运动的机械能不可逆地转

换为热能而消耗，体现了黏性力将机械能耗散为热

能这一不可逆的作用。

有无径向掺混以及径向掺混系数对叶排出口流

动参数沿叶高的分布有显著影响。在不同掺混系数

下，第 1、3 级压气机出口以及压气机管道出口静温、

总压以及周向速度等气流参数沿叶高分布规律的差

异如图 8~10 所示。从图中可见，总体趋势上与不考

虑径向掺混相比，湍流掺混项的加入使气流参数沿

叶高的分布更加趋于平坦，且这种趋势随着掺混系

数的增大更加明显。此外，后面级出口的气流参数在

不同的掺混系数下沿叶高的分布差异明显高于前面

级出口的气流参数分布。壁面处速度梯度较大，黏性

力的输运效果更加明显，所以与主流区相比，有无掺

混计算对端壁区气流参数的径向分布影响更为显

著。同时，与其他流动参数比较，径向掺混对静温及

总温沿叶高分布的影响程度要高一些，主要是由于

总温表征气流的总能量，考虑径向掺混引入黏性项，

黏性应力能够在相邻迹线间输运能量，改变能量的

空间分布，使不同叶高的气流沿径向发生能量迁移，

即如果不考虑径向掺混的影响，无法预估出能量沿

径向的迁移。所得结论与文献[9]中的结果一致，说明给

定相同的落后角以及损失系数，采用不考虑黏性影响

的通流彻体力模型计算的气流参数沿径向分布结果与

实际气流参数的径向分布存在差异，在通流计算中需

图 6 4级压气机子午流面计算网格

（a）落后角 （b）损失系数

图 7 4级压气机落后角及损失系数给定值

（a）静温差 （b）总压比 （c）周向速度

图8 第1级压气机出口静温差、总压比以及绝对周向速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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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4级压气机试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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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周向速度 （b）总压比 （c）轴向速度

图 13 有无径向掺混计算出的设计点气流参数沿叶高的分布

与试验结果的对比

要考虑径向掺混的作用。

2.3 模型验证

湍流掺混系数 滋t/籽vzL=2×10-3，进口给定总压

1.0267×105 Pa，总温 283.65 K，轴向进气，通过给定

出口轮毂处背压调节流量。稳定边界的判定方法采用

Koch 最大静压升系数法进行压气机稳定边界的判

定[15]，根据压气机失稳有效静压升系数(Ch)stall 和有效

静压升系数 (Ch)ef 确定压气

机的稳定边界，在不同转速

下，模型中有无径向掺混计

算的对应小流量工况下压

气机各级相对有效静压升

系数的分布如图11 所示。第

4 级压气机的相对有效静压

升系数接近于 1，判定此工

况为压气机稳定边界点。

在不同转速下，模型中考虑径向掺混效应和不考

虑径向掺混效应所计算获得的压气机总体特性以及

试验结果的对比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见，模型计算

出的总体特性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设计点总压比误

差为 0.1%，效率误差为 2.25%，均在工程误差允许范

围之内。由于湍流黏性应力只改变能量在空间中的分

布，不改变能量的总和，所以在图 12 中是否考虑掺混

效应计算出的特性线差别很小，有无径向掺混对压气

机总体特性的计算结果影响很小。此外本文还对比了

模型中是否考虑径向掺混所计算出的压气机设计点

第 3 级静子叶排出口气流参数沿展向的分布与试验

测量结果的差异，如图 13 所示。模型中有无径向掺混

计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端壁区流场参数的展向分布

上，端壁区流动梯度大，黏性输运效果明显。与不考虑

径向掺混相比，模型中考虑径向掺混所计算出的流场

参数更接近试验结果，说明通流彻体力模型引入径向

掺混之后可以更准确地预估出流动参数的径向分布。

通过与试验数据的对比，验证了引入径向掺混的通流

彻体力模型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与适用性。

3 结论

（1）有无径向掺混对压气机总体特性的计算结果

影响不大，径向掺混模型考虑了湍流黏性造成的损失，

计算出的效率比不考虑掺混的略低。考虑径向掺混计

算出的叶排出口气流参数分布比不考虑掺混的更加趋

于平坦，且随着掺混系数的增大趋势愈加明显。

（2）黏性力的输运作用使得相邻流体间发生能量

和动量的交换，端壁区流动梯度大，掺混效果明显，在

通流计算中考虑径向掺混的影响，可较好预估出压气

机后面级端壁区流场。

（a）总压比特性 （b）效率特性

图 12 4级压气机总体特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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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压气机管道出口静温差、总压比及总温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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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第 3级压气机出口静温差、总压比以及绝对周向速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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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对某 4 级低速压气机不同转速下总体特

性以及设计点叶排出口流动参数径向分布的计算结

果与试验数据的对比，验证了本模型在低速压气机上

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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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快速准确地进行产品故障定位，应用 AMESim 仿真分析方法进行燃油调节器排故。通过 AMESim 对燃油调节器进行

液压系统建模仿真，根据产品及零组件的生产、装配、调整中的实测参数对模型进行优化和调试，使之具备真实反映产品工作状态

的能力。结果表明：在对产品排故时，通过更改模型参数、模拟故障模式、对比故障现象来进行故障定位，可排除大部分疑似的故障

原因，大幅度减少试验串装验证的工作量，节省大量人力物力，缩短排故时间。

关键词：燃油调节器；AMESim 仿真分析；排故；燃油控制系统；液压系统；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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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MESim Simulation Analysis Method in Fuel Regulator Troubleshooting
CHEN Xin-zhong袁XIA Zong-ji袁WANG Ling-jun

渊AECC Beijing Hangke Engine Contorl Syste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袁Ltd.袁Beijing 102200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locate fault quickly and accurately袁AMESim simulation analysis method was applied to troubleshoot fuel

regulator.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hydraulic system were carried out for fuel regulator by AMESim. The model was optimized and
debugged based on measured parameters in the processes of production袁assembly and adjustment of the products and components. Through
optimization and debugging袁the model had the ability to truly reflect the working state of the produ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ult is
located by changing the model parameters袁simulating the fault mode and comparing the fault phenomena when troubleshooting for products.
Most of the suspected fault causes are eliminated. The workload of test bundling verification is greatly reduced. A lot of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are saved and the time of troubleshooting is short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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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航空工业的迅速发展，自主研

发的军用航空发动机已经开始大量服役于部队。虽然

通过不断的优化和改进，保证了产品故障率较低，但

是基于总数的增加，故障数量呈现增加趋势，现阶段

各研究所、制造厂都在故障归零工作中投入了较大的

精力。传统的故障定位以串装试验验证为基础，虽然

能保证故障定位的准确性，但对所有疑似故障原因均

开展试验串装验证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工作周期较

长，不能及时进行故障定位，特别是在故障定位方向

不明朗时，不严谨的排故操作可能导致故障现象消

失，造成归零工作难以完成。

AMESim 平台自 1995 年问世以来，在多个工程

领域取得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 2005 年以后，随着计

算机辅助设计的迅速发展和计算机硬件的技术提升，

AMESim 仿真分析方法在汽车、船舶、航空航天等行

业的应用更加广泛，依靠其强大的数据库和仿真结果

较高的置信度，非常适合机械液压和控制系统的建模

仿真分析，可以作为目前比较先进的航空发动机燃油

控制系统仿真分析工具[1-3]。

本文以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的液压执行机构（燃

油调节器）的排故工作为例，介绍了 AMESim 液压系

统仿真分析方法在故障定位中的应用。从功能组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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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立各独立单元仿真模型，基于 AMESim 的仿真分

析结果，对故障树中大部分的疑似故障原因进行分析

排除，为后续的试验验证指明方向。

1 燃油调节器液压系统仿真模型的建立

根据燃油调节器原理，在 AMESim 仿真软件中搭

建燃油调节器液压系统仿真模型（以下简称模型）[4-9]，

如图 1 所示。

该模型中包含燃油调节器的所有功能模块：低压

腔、齿轮泵、安全活门、定压活门、计量活门、压差活

门、增压活门、闭锁活门、出口等值喷嘴、燃油电液伺

服阀、停车电磁阀、油针位移传感器、闭环控制器、连

接油路。

模型中有 3 个输入信号：齿轮泵转速、停车信号、

油针位置给定信号，通过控制输入信号使模型模拟燃

油调节器的各种工作状态[10-13]。

2 模型调试与优化

2.1 设定参数

模型中设定燃油、各活门液压元件的参数时，严

格按照产品及零组件在加工、装配、调整时的实际值

输入。此外，仿真分析中用到的各种参数的取值要确

保与产品工程设计中的取值一致，例如本文中模型

的油液密度为 0.78 kg/L，计量窗口的流量系数 u 取

0.72[14-15]。

2.2 模型验证

2.2.1 输入信号描述

为检验模型能否准确模拟产品的工作状态，通过

给定输入信号对比输出值来验证，输入信号为：

（1）齿轮泵转速：6460 r/min；

（2）油针位置给定信号：第 1 阶段打开 2.6 mm 持

续 3 s，第 2 阶段打开 8.65 mm 持续 3 s，第 3 阶段最

大流量位置持续 4 s；

（3）停车信号：第 9 s 时发出停车信号。

2.2.2 计量活门阀芯位移

燃油调节器油针位置反馈信号符合输入的给定

值，如图 2 所示。模型的油针位置闭环控制功能有效，

控制精度符合要求，证明闭环控制器、计量活门、伺服

阀的模型合格。

2.2.3 燃油调节器计量前后压差

燃油调节器压差活门的作用是保证计量窗口前

后的燃油压力差值为 0.3 MPa 左右，本研究中差值

为（0.3±0.02）MPa（如图 3 所示），证明压差活门模

型合格。

按照上述方法依次验证了模型的增压活门性能、

定压活门性能、流量特性、停车功能等产品验收要求

的性能指标，仿真结果与试验数据一致。认为该模型

可以准确模拟燃油调节器的各工作状态，从而可以在

排故工作中通过仿真分析的方法判断某个底层故障

模式是否是故障原因。

图 1 燃油调节器液压系统仿真模型

DINGYAhuomen JILIANGhuomen

YACHAhuomen

ZENGYAhuomenCHILUNbeng

TINGCHEdiancifa
BISUOhuomen

CHUKOU

图 2 计量活门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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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压差活门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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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最大流量异常问题”排故中的应用

3.1 故障现象描述

在产品的质量一致性试验中，出现了燃油调节

器最大流量异常问题，故障现象为实测最大流量为

457 L/h，小于（480±5）L/h 的要求值，实测压差性能

标定点差值为 341 L/h，小于（365±5）L/h 的要求值，

其他性能均符合要求。

3.2 验收方法介绍

调整转速 n=（6460±10）r/min，控制油针开度为

A 时，记录流量 Q1；控制油针开度为 B 时，记录流量

Q2，则 Q2-Q1=（365±5）L/h。

调整转速 n=（6460±10）r/min，控制油针至最大

开度，最大流量 Qmax=（480±5）L/h。

3.3 液压系统仿真分析

3.3.1 故障树分析

对“最大流量异常问题”进行故障树分析，得到造

成该故障现象的底层故障模式：

（1）X1：油针位移传感器反馈信号偏大，导致计

量窗口的实际开度比控制目标值小；

（2）X2：燃油计量窗口到出口等值喷嘴之间的

燃油管路中出现密封结构失效，导致精确计量的计后

燃油向低压腔泄漏；

（3）X3：压差活门弹簧异常衰减，导致计量窗口

前后的燃油压力差减小。

针对故障模式 X1，对油针位移传感器进行电气

性能检测，检测结果完全符合其性能指标要求，排除

了故障模式 X1 导致“最大流量异常问题”的可能性。

针对故障模式 X2、X3，在不对产品进行分解检

查的前提下，仅通过故障现象和性能测试数据，无法

完成故障定位，需要采用液压系统仿真分析的方法进

行故障模拟，从而为后续的排故工作明确方向。

3.3.2 仿真分析

AMESim 液压系统仿真分析方法用于故障定位

的思路是：通过改变模型参数来模拟故障模式，然后

将“故障模型”的输出结果与产品的故障现象进行比

较，从而确定该故障模式是否是故障原因。X2、X3 的

仿真分析过程如下。

（1）故障模式 X2 仿真分析

燃油管路密封结构失效，导致计后燃油向低压腔

泄漏的故障模式，可以通过给模型设置“间隙”的方法

进行模拟，运用 AMESim 批处理数据的能力，将“阀门

间隙”由 0mm 开始逐渐增大，始终无法找到 1 个特定

的“阀门间隙”值能够使模型的输出值接近故障现象。

（2）故障模式 X3 仿真分析

压差活门弹簧异常衰减的故障模式，可以通过设

定弹簧弹性系数和安装预压力的方法进行模拟，弹簧

衰减前后模型参数对比如图 4 所示。利用 AMESim 批

处理数据的功能，将弹簧弹性系数由 9.58 N/mm 开

始，每降低 0.01 N/mm 进行 1 次计算，直至仿真结果

接近故障现象时，弹簧弹性系数已降至 8.94 N/mm，

对应的安装预压力也由 81.5 N 降至 70.5 N。

将 k=8.94 N/mm、F=70.5 N 代入模型中进行分析

计算，并与初始状态的模型 k=9.58 N/mm、F=81.5 N

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2 个模型在相同的输入条件下

得到的 Q1、Q2、Qmax 如图 5～8 所示。

仿真结果汇总见表 1。改变弹簧参数后，燃油调节

器压差性能标定点差值减小到 342.8 L/h，最大流量衰

减到 450.5 L/h，与故障现象“实测压差性能标定点差值

341 L/h，最大流量 457 L/h”基本相符，可以判断该故障

现象较大概率是由压差活门弹簧异常衰减导致的。

图 4 弹簧衰减前后模型参数对比

图 5 正常状态下压差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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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正常状态下最大流量仿真结果

图 7 弹簧衰减后压差仿真结果

图 8 弹簧衰减后最大流量仿真结果

3.4 仿真结果验证

以仿真分析的结论为依据，有针对性地进行排

故，分解检查压差活门，对压差活门弹簧进行复测，弹

簧自由长度为 25.89 mm，略小于图纸规定的（26.5±

0.5）mm，高度 18 mm 下复测弹力为 70.5 N，远小于图

纸要求的（81.4±4）N，与仿真分析判断的故障模式

一致。

为确保故障定位的准确性，用压差活门弹簧合格

件替换弹力衰减件进行串装试验验证，试验结果为

Q2-Q1=365 L/h，最大流量 Qmax=479 L/h，符合产品性能

验收要求，故障现象消除，可以证明最大流量异常问

题的原因是压差活门弹簧异常衰减，与仿真分析的结

论一致。

4 结束语

AMESim 液压系统仿真分析方法在燃油调节类

产品的排故工作中有很强的实用性，通过模拟故障模

式，对比故障现象，可以排除大部分疑似的故障原因，

大幅度缩小需要进行验证试验的故障范围，为迅速、

准确地完成故障定位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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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飞机设计阶段对航空发动机性能仿真简便、快速和有效的要求，在基于定部件效率的航空发动机性能仿真方法基

础上，对航空发动机部件进行通用性建模，并采用面向对象技术构建通用航空发动机性能仿真系统。采用定部件效率模型对航空发

动机性能进行仿真，降低了航空发动机性能仿真过程的专业性要求；同时，采用面向对象技术建立通用的航空发动机性能仿真系

统，提高了仿真代码的重用性及仿真系统的适用性。利用该仿真系统建立双转子混排涡扇发动机和自由涡轮式单转子涡轮螺旋桨

发动机仿真对象模型，并对某型双转子混排涡扇发动机稳态特性进行仿真，验证了仿真系统的有效性。

关键词：性能仿真；定部件效率；面向对象；飞机设计；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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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reoengine General Performance Simulation System
Based on Fixed Component Efficiency

SHI Yong-yun1袁 ZHONG Yi-cheng1袁 GONG Bo2袁 LI Li3

渊1.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袁 Nanjing 210016袁
China曰2. AVIC Chengdu Aircraft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袁Chengdu 610041袁China曰 3. The Limeted Company of Nanjing Puguo

Technology袁Nanjing 210016袁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imple袁fast and effective requirements of aeroengine performance simulation in aircraft design stage袁the
general model of aeroengine components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performance simulation method based on fixed component
efficiency. The general aeroengine performance simulation system was constructed by using object-oriented technology. The performance of
aeroengine was simulated by the fixed component efficiency model袁which reduced the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 of the aeroengine
performance simulation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袁the general aeroengine performance simulation system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object-
oriented technology袁which improved the reusability of simulation code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simulation system. By using the simulation
system袁the simulation object models of the two-spool mixed flow turbofan engine and the free turbine one-spool turboprop engine were
established袁and the steady state characteristics of a two-spool turbofan engine were simul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imulation system
was verified.

Key words: performance simulation曰fixed component efficiency曰object-oriented曰aircraft design曰aeroengine

0 引言

在飞机研制总体方案论证过程中，飞机设计部门

通常需要借助飞机的升阻特性和发动机的高度 - 速

度特性，分析飞行任务剖面的飞机性能，在设计过程

中通常需要反复迭代修改飞机和发动机方案，直到满

足技战术要求[1]。在这一过程中，飞机设计师需要尽可

能得到准确的发动机性能数据以用于飞机性能分析

及发动机选择。由于飞机和发动机尚处于设计阶段，

还没有这些数据，需要借助发动机性能仿真程序。

目前，国外已经开发出一些相对成熟的航空发动

机性能仿真软件，如 GSP、GasTurb 等[2-5]；国内高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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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机构也尝试采用面向对象技术进行航空发

动机性能仿真软件的开发[5-11]。然而，这些仿真程序开

发采用的均是基于部件特性数据或通用部件特性缩

放的计算方法，计算过程需要输入发动机部件（如压

气机、涡轮等）特性数据，仿真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依

赖所采用的部件特性[12]以及缩放点的选择。因此，上

述方法需要仿真人员具有较深的专业知识和较丰富

的仿真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使用范围。

飞机设计单位在飞发总体性能匹配过程中广泛

采用 Jack D. Mattingly[13]提出的定部件效率理论进行

发动机性能仿真。Mattingly 建模方法最大的不足是：

针对不同类型的发动机需要对每个部件设计算法，并

需对该发动机推导专用迭代计算流程，通用性较差，

建模效率低、过程繁琐。

本文根据工程实际需求，在 Mattingly 理论基础

上，以提高部件模型通用性为目标重新设计了部件计

算方法和整机计算流程。利用该仿真方法建立了双转

子混排涡扇和自由涡轮式单转子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稳态仿真模型，并对某双转子混排涡扇发动机稳态性

能进行仿真。

1 通用仿真总体框架设计

面向对象的方法是将现实世界的事物抽象成对

象，并将事物的关系抽象成类和继承。通过该方法，可

以很好地对复杂系统进行分析、设计和编程。同时，该

方法将对象作为程序的组成部分，将方法和数据进行

封装，可以提高软件的重用性、灵活性和扩展性。

对航空发动机性能仿真系统按照功能进行分类、

抽象和归纳，可以将整个系统划分为不同的相互联系

的类。在部件基类、工具类和求解器类等基类的基础

上，扩展出其他不同的子类。整个仿真系统总体框架

下各类关系如图 1 所示。

（1）ZBranch 类（部件进 / 出口面类）。该类包含

ZFace 类指针类型的定义，分别作为部件的进 / 出口

面。该类是发动机部件类的基类，从物理意义上解释

为：每个发动机部件类似为 1 个控制体，无论内部的

能量交换以什么方式进行，必然要通过进 / 出口面与

外界进行能量和质量交换。其中，ZFace 类封装了进 /

出口面几何参数和气流热力参数，如总 / 静温、总 / 静

压、流量、速度、密度、面积和油气比等，还封装了根据

气动函数计算气流参数的方法。

（2）ZComponent 类（部件基类）。通过该类可以派

生出转子类 ZRotor、非转子类 ZnonRotor。由转子类

ZRotor 派生出具体发动机部件，如压气机、涡轮等；由

非转子类 ZnonRotor 派生出管道类 ZDuct、混合器类

ZMixer 和燃烧室类 Zcombustor。在此基础上，派生出

具体部件，如进气道、燃烧室、喷管等。

（3）ZTools 类（工具类）。包括空气、燃气热力学参

数计算类和常用计算函数类。其中 ZFair 类为气体变

比热参数计算函数类，可根据气体温度、油气比等参

数计算气体比热比、声速、气体常数、焓值、相对压力

和熵函数等。

2 通用部件设计及功能实现

2.1 通用部件设计

Jack D. Mattingly 提出的航空发动机定部件效率

性能仿真模型，其设计点性能计算基于气动热力学原

理建立发动机各部件性能计算模型，沿流路依次计算

部件性能即可得到发动机各截面气流参数和总体性

能。非设计点性能计算时保持压气机和涡轮效率值与

设计点时的相同，即旋转部件效率随转速、流量等参

数保持不变。同时，燃烧室燃烧效率、总压恢复系数和

排气系统总压恢复系数不变，进气道总压恢复系数随

Ma变化而变化。部件效率的选取可参照当前工程上

该部件所能达到的水平。根据以上假设，进一步根据

发动机共同工作条件和控制规律建立性能计算模型，

计算得到发动机非设计点性能参数。

对采用部件特性数据的航空发动机性能仿真，在

其非设计点性能计算时，压气机和涡轮性能参数的计

图 1 通用仿真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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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涡轮特性迭代计算过程

仔tH

子tH

误差 Tt4.5error=|Tt4.5new-Tt4.5|

算方法通常为：将部件转速、辅助线参数等作为迭代

变量，从特性图上插值得到压比、流量等参数，进一步

计算出压气机或涡轮功，根据发动机共同工作条件建

立的方程，对这些参数进行迭代平衡计算，直到收敛。

但是，对于固定部件效率仿真，则无法通过特性图确

定转速、流量、压比的关系。因此，压气机和涡轮性能

参数计算方法需要重新设计。

无论有无部件特性数据，发动机部件工作所遵循

的热力学原理是相同的。下面针对涡轮和压气机推导

其非设计点性能通用性计算方法。

（1）涡轮非设计点性

能通用性计算方法。

以带冷却的高压涡轮

为例，对其进行非设计点

性能计算，高压涡轮剖面

结构如图 2 所示。

根据高压涡轮进口截面 4 和出口截面 4.5 流量

平衡，可得

m觶 4'

m觶 4.5'

= Pt4.5/Pt4

Tt4.5/Tt4姨
A 4.5'

A 4'
= MFP（Ma4'，Tt4，f）
MFP（Ma4.5'，Tt4.5，f4.5）

（1）

MFP=m觶 A Tt姨 /Pt （2）

式中：m觶 4'、m觶 4.5' 为涡轮进、出口流量；Ma4'、Ma4.5' 为涡轮

进、出口 Ma；Tt4、Tt4.5 为涡轮进、出口总温；Pt4、Pt4.5 为涡

轮进、出口压力；f、f4.5 为涡轮进、出口油气比；A 4'、A 4.5'

为涡轮进、出口堵塞截面积；MFP 为质量流量函数，该

参数值是气流 Ma、总温和油气比的函数。

根据涡轮压比 仔tH 的定义，式（1）进一步可表示为

仔tH

Tt45/Tt4姨 =m觶 4.5'

m觶 4'

A 4'

A 4.5'

MFP（Ma4'，Tt4，f）
MFP（Ma4.5'，Tt4.5，f4.5）

（3）

根据式（3），在已知涡轮进口参数（m觶 4'、Ma4'、Tt4、f、
A 4'）、涡轮效率和冷气流量的情况下，可得到出口流量

m觶 4.5' 和出口油气比 f4.5，其中 Ma4.5' 为迭代参数或等于

临界值 1；在此基础上，假设 1 个涡轮出口温度 Tt4.5，

即可计算出 1 个涡轮压比。进一步，根据涡轮压比和

气动热力模型，可得

追4.4i-追4.1=1g 仔tH （4）

式中：追 为熵函数，可根据气体变比热工具计算得到。

根据涡轮效率定义，涡轮焓比为

子tH=1-浊tH（1-子tHi） （5）

式中：浊tH 为涡轮效率。

根据焓比的定义进一

步计算出涡轮出口气流焓

值，根据变比热工具得到

新的涡轮出口温度值 Tt4.5。

根据上面的计算过

程，对涡轮出口温度 Tt4.5

进行迭代计算，收敛之后

即可得到其工作状态。迭

代计算过程如图 3 所示。

截面 4 到 4.1 与截面 4.4

到 4.5 为模化的冷气掺混

器，可根据能量平衡进行

计算。

（2）压气机非设计点性能通用性计算方法。

以高压压气机为例，对其进行非设计点计算。

高压涡轮的工作状态确定之后，高压轴功率平衡

方程

m觶 4.1（ht4.1-ht4.4）浊mH=m觶 C（ht3-ht2.5）+PTOH （6）

式中：浊mH 为高压涡轮轴机械传递效率；m觶 C 为高压压

气机进口空气流量；PTOH 为高压涡轮轴提取功率。

根据高压压气机进口气流参数和式（6）可确定其

出口气流焓值，进而，根据式（4）、（5）确定压气机压比

等参数，从而确定压气机工作状态。

2.2 功能实现

2.2.1 部件间参数传递

发动机由不同的部件组成，需通过部件之间相互

联系才能组成 1 个完整的流路，这就涉及到部件之间

的数据传递。根据上 1 节软件框架可知，每个部件均

继承 ZBranch 类，该类包含进、出口截面类 ZFace 的

指针对象。因此，2 个部件之间的通信变得很简单，只

需定义 ZFace 类的指针对象，将该指针分别设置到需

要联接的 2 个部件进、出口 ZFace 对象指针，每个部

件计算完成后，通过出口

设置函数，将其性能参数设

置到中间面，即可传递到下

一部件进口，从而实现数据

的传递，如图 4 所示。

2.2.2 性能计算方案

根据 Jack D. Mattingly 中提出的采用部件性能简

单模型计算发动机非设计点性能的方法可知，其实质

是根据发动机部件共同工作条件，如流量、功率和压

图 2 高压涡轮剖面结构

图 4 部件间数据传递

Tt4.5error>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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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 f、琢'、Ma6、Ma8、m觶 0 初值

琢'error=|琢'new-琢'|

琢'error=0.001

M6error>0.0001

m觶 0new，m觶 0error=|m觶 0new-m觶 0|

m觶 0error>0.001 m觶 0=m觶 0new

图 6 混排涡扇发动机非设计点计算流程

力等的平衡关系，进一步对发动机性能进行分析，确

定其性能因变量。通过这些共同工作条件建立起与性

能因变量相联系的独立方程式，迭代求解出这些性能

因变量，进而确定发动机性能。

根据发动机部件共同工作条件建立的性能因变

量关系式进行发动机性能计算时，需要确定迭代参数

及迭代求解顺序。二者的选择通常需要根据经验，选

择的参数及迭代参数要尽量保证迭代快速收敛。一般

情况下，选择的迭代参数在非设计点工况下变化量要

尽可能小，易于迭代收敛。非设计点性能迭代计算的

一般流程如图 5 所示，针对不同类型的发动机计算流

程需要进一步确定。

从图中可见，涡轮和压气机部件的匹配工作遵守

流量、功率、总压的平衡，但未保证转速相等。实际上，

从基于部件特性的航空发动机性能仿真的部件匹配

计算过程中[14-15]可以发现：遵循压气机和涡轮转速这

个约束条件的主要用途是提供压气机和涡轮效率的

精确值[13]，转速只是 1 个中间值。因此，缺少物理转速

这一约束并不影响计算结果。

3 不同类型发动机的仿真

3.1 双转子混排涡扇发动机

根据仿真系统中建立的通用部件计算模块，可以

快速搭建不同类型发动机仿真系统。双转子混排涡扇

发动机非设计点计算流程如图 6 所示。

从图中可见，混排涡扇发动机非设计点性能计算

选取的迭代参数为内外涵混合器涵道比 琢'、内涵出口

马赫数 Ma6 和发动机进口空气流量m觶 0。由于内外涵

混合器涵道比是内外涵气动热力参数匹配的调节参

数，因此，迭代计算时将其作为内层迭代的参数，当其

迭代收敛后再进行内涵出口马赫数的迭代，最后再进

行总参数空气流量的迭代计算。

3.2 自由涡轮式单转子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根据仿真系统所建立的通用部件，设计自由涡轮

式单转子涡轮螺旋桨发动机非设计点性能计算流程，

如图 7 所示。

从图中可见，自由涡轮式单转子涡桨发动机非设

计点性能计算选取的迭代参数为喷管出口马赫数和

空气流量。在动力涡轮性能计算时，选择涡轮进口和

尾喷管出口作为计算截面，根据第 2.2 节高压涡轮流

量平衡计算方法进行动力涡轮计算，这时需要进行尾

喷管出口截面气流马赫数的迭代计算。一般情况下，自

由涡轮后的总压比较低，尾喷管的出口静压总是等于

外界大气压，尾喷管出口马赫数变化范围相对较小。

4 算例分析

根据上述仿真系统流程建立双转子混排涡扇发

m觶 0new，m觶 0error=|m觶 0new-m觶 0|

m觶 0error m觶 0=m觶 0new

图 5 非设计点性能计算一般流程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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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高度 /km

马赫数

空气流量 /（kg/s）

涵道比

内涵道排气马赫数

进气道总压恢复系数

燃烧室总压恢复系数

内外涵混合器总压恢复系数

喷管总压恢复系数

燃烧效率

燃烧室出口温度 / K

数值

0.0

0.0

100.0

0.324

0.4

0.96

0.97

0.97

0.97

0.99

1570.0

参数

燃料热值 /（kJ/kg）

风扇 / 低压压气机压比

高压压气机压比

风扇 / 低压压气机效率

高压压气机效率

低压涡轮效率

高压涡轮效率

低压涡轮冷却引气比例

高压涡轮冷却引气比例

提取功率 / kW

高 / 低压轴传动效率

数值

42798.4

3.71

7.0

0.85

0.87

0.90

0.88

0.045

0.055

305.0

0.995

表 1 发动机设计点主要参数值

（a）推力 / 耗油率 （b）单位推力 / 空气流量

图 8 1 km性能曲线

（a）推力 / 耗油率 （b）单位推力 / 空气流量

图 9 5 km性能曲线

（a）推力 / 耗油率 （b）单位推力 / 空气流量

图 10 10 km性能曲线

动机性能仿真程序，并对其进行稳态设计点和非设计

点性能计算。热力过程采用变比热计算方法，并考虑

进排气压力损失、飞机引气和涡轮冷却的因素。喷管

为收敛 - 扩张类型，在非设计点计算时，喷管出口面

积和喉道面积比设置为设计点气流完全膨胀状态时

对应的面积比。

某型小涵道比混排涡扇发动机不同高度下推力

和耗油率随马赫数的变化曲线（即发动机的速度特

性）如图 8（a）、图 9（a）和图 10（a）所示；对应的单位推

力和发动机进口空气流量曲线如图 8（b）、图 9（b）和

图 10（b）所示。发动机设计点主要参数值见表 1。

从推力曲线中可见，随着飞行马赫数的增大，推

力先减小后增大。刚开始时，马赫数增大，推力减小，

是因为单位推力随马赫数的减小起主导作用；随着马

赫数继续增大，空气流量的增大起主导作用，推力开

始增大。单位推力和空气流量变化可以从图 8（b）、图

9（b）和图 10（b）中得以证明。

5 结束语

采用面向对象的编程技术，开发了 1 种基于定部

件效率的通用航空发动机性能仿真系统。该系统不需

要部件特性数据的支持，简化了部件特性数据的获取

问题；对部件性能计算模型进行了通用化设计，建立

了通用部件计算方法，通过类似搭积木的方式，快速

建立不同类型的发动机性能仿真程序，提高了建模仿

真的效率。

建立的通用仿真系统对飞机研制总体方案论证

阶段的动力选型和发动机方案设计阶段性能仿真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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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考察并联式涡轮基组合循环发动机在模态转换点进气道开启比例对冲压燃烧室点火性能的影响，设计管式蒸发式

二元稳定器，测取模态转换点不同速度系数（进气道开启比例）时点火边界和稳定燃烧边界，并试验研究了安装相同类型稳定器的

全环冲压燃烧室点火特性，通过计算稳定器稳定性系数和最小点火能量，分析冲压燃烧室在低压、低温、高速条件下的点火性能。研

究结果表明：在模态转换点冲压燃烧室进气道开启比例对蒸发式稳定器点火性能影响较大，但选择合适的进气道开启比例蒸发式

稳定器可以组织燃烧，冲压燃烧室在模态转换点可以成功起动。燃烧室内气流速度的增加导致稳定性系数减小和最小点火能量增

加，使稳定器组织燃烧变得困难。

关键词：涡轮基组合循环；冲压燃烧室；点火特性；试验；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1.011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Igni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BCC Ramjet Combustor
XIE Liang袁WANG Dong-ming袁ZHANG Bao-hua袁JIANG Lian-you袁Zhang Zhe-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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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nlet opening ratio at modal transition point on the ramjet combustor ignition
performance of a parallel TBCC engine袁a tubular evaporative binary stabilizer was designed. The ignition boundary and stable combustion
boundary with different velocity coefficients 渊inlet opening ratio冤 were measured at modal transition point. The igni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
full ring ramjet combustor with the same type of stabilizer were studied experimentally. By calculating the stability coefficient and minimum
ignition energy of stabilizer袁the ignition performance of ramjet combustor at low pressure袁low temperature and high speed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atio of inlet opening of ramjet combustor at modal transition point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ignition performance of
evaporative stabilizer袁but the suitable inlet opening ratio evaporative stabilizer can be used to organize combustion. The ramjet combustor
can start successfully at the modal transition point. The increase of airflow velocity in the combustor leads to the decrease of stability
coefficient and the increase of minimum ignition energy袁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 stabilizer to organize combustion.

Key words: TBCC曰ramjet combustor曰ignition characteristics曰experiment曰aeroengine

0 引言

涡轮基组合循环（TBCC）发动机作为 1 种新型喷

气式发动机，其飞行范围比传统涡轮发动机更宽、比

冲压火箭发动机更大，可以使用常规碳氢燃料，具有

较好的经济性，满足空天一体化飞行的发展趋势[1-3]。

该类型发动机一般分为串联和并联 2 种结构形式。在

并联式 TBCC 发动机中，冲压燃烧室如何在 TBCC 发

动机各工作模态下高效组织燃烧是其研究的关键技

术之一[4-7]。由于涡轮、冲压 2 种模态转换过程无法在

瞬间完成，同时为避免发动机推力在转换中剧烈波

动，发动机 2 种模态之间的转换采用逐渐过渡的方式

（模态转换）。当冲压发动机在高空工作时，环境压力

的降低导致燃烧室内空气密度急剧减小。同时冲压发

动机燃烧室入口气流速度很高，达到上百米每秒。在

如此低的空气密度及如此高的气流速度下，燃烧室内

的点火条件极为恶劣，其中的燃料喷注特性、质量热

量交换特性及火焰结构都将发生很大变化。如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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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宽范围来流条件下都具有可靠的点火性能，是亚燃

冲压发动机工作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均针对

基于亚燃冲压发动机技术的 TBCC 发动机开展了相

应的研究计划，在美国开展的 Beta Ⅱ2 级入轨飞行

器方案设计中，所采用的低速推进系统即为并联式

TBCC 发动机[8-9]。Ballal 和 Lefebvre[10]对发动机点火性

能影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的基础研究，给出点火性能

影响因素与最小点火能量的函数关系；Read 等[11]对低

温、低压下航空发动机燃烧室中受湍流作用影响的点

火过程及流场结构进行了分析；Cote[12]和 Ballal[13]等也

对低压条件下点火问题进行了研究；Aggarwal [14-15]对

液雾点火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地回顾；Mastorakos [16]对

湍流非预混气流中的点火问题进行了总结。近年来，

国内开展了并联式 TBCC 发动机的方案研究[17]和性

能模拟研究[18]；文献[19-23]对不同类型发动机的点火

性能进行了研究，认为影响发动机点火延迟时间的因

素很多，包括点火器类型、空间布局和工作参数等；邢

菲[24]等对航空发动机驻涡燃烧室内掺混气温度对点

火性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罗文雷[24]对亚燃冲压发动

机燃烧室结构设计方法进行了研究，并进行了试验验

证；王靛[25]、俞刚等[26]针对碳氢燃料超燃发动机中来流

静温变化对点火性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程晓军[27]等

对蒸发稳定器在燃烧室内贫油点熄火特性进行了研

究。但在国内外公开文献中鲜见关于并联式 TBCC 发

动机在模态转换点冲压燃烧室点火特性试验研究的

报道。

本文基于高速飞行器对并联式 TBCC 发动机的

需求，开展了二元及全环冲压燃烧室点火特性试验研

究，测取并分析了模态转换点不同进气道开启比例冲

压燃烧室点火特性。

1 研究对象及试验台

1.1 研究对象

为配合涡轮基组合循环发动机亚燃冲压燃烧室

的设计工作，掌握冲压燃烧室低温、低压、高速条件下

点火及起动技术，组织燃烧技术，利用二元稳定器和

全环试验件，对低温、低压、高速条件下稳定器的点火

边界和稳定燃烧边界进行摸底试验。

空天用冲压燃烧室需要在尽可能低的空域、尽可

能小的飞行马赫数下点火，以实现模态转换。综合冲

压燃烧室启动和组织燃烧性能，采用管式蒸发二元稳

定器作为研究对象。蒸发式火焰稳定器具有燃烧效率

高、贫油熄火范围宽、点火性能好等优点，在工作状态

多变的加力燃烧室和亚燃冲压燃烧室中得到普遍应

用。该二元稳定器试验件堵塞比为 0.3，供油管为直射

喷嘴，分为Ⅰ区（点火油路）、Ⅱ区，Ⅰ区喷油杆逆喷出

的燃油直接喷射撞击到挡板上，这种溅板式喷射的液

滴平均粒径小，形成的油膜薄，横向展宽，因此蒸发容

易，雾化质量好，油雾场分布范围宽，可以实现可靠点

火。二元稳定器试验件如图 1 所示。点火方式采用高

能点火电嘴。

全环试验件采用环形和径向组合的管式蒸发稳

定器，采用高能点火电嘴电火花直接点火，将管式蒸

发稳定器内油气混合气点燃，稳定器系统总堵塞比为

0.379，全环试验件如图 2 所示。

1.2 试验台

二元稳定器试验在矩形试验台上进行，其重要部

分采用高温合金，能够满足试验高温工况的使用要

求，采用高压引射方案模拟高空低压环境。该试验台

试验段横截面为 180 mm×150 mm 的二元矩形，可以

模拟高空冲压燃烧室进气状态。矩形试验台试验段如

图 3 所示。

全环试验在全尺寸加力燃烧室试验器上进行，试

验台试验段如图 4 所示。该试验台通过 1 个直径为

4.6 m 的试验舱、高压引射器和进气加温装置，可模拟

涡扇发动机全飞行包线、全状态加力燃烧室的试验能

力，也可满足 TBCC 发动机冲压燃烧室在模态转换点

的试验需求。

图 1 管式蒸发二元稳定器

试验件
图 2 全环试验件

图 3 矩形试验台试验段
图4 全尺寸加力燃烧室试验台

试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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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工况及测试方案

2.1 试验工况

二元稳定器试验选择高空状态 （H=19 km，

Ma=2.3），为模态转换点冲压燃烧室进口状态，每种状

态通过改变进口气流速度系数模拟进气道开启比例

B，试验状态参数见表1。根据二元稳定器试验结果，全

环冲压燃烧室模态转换点仍选择高空状态（H=19 km，

Ma=2.3），通过改变气流速度系数模拟进气道开启比

例 B，试验状态参数见表 2。

2.2 测试方案

试验件进口气流压力参数采用压力扫描阀测量，

精度为±0.2%；试验件进口气流温度参数采用多点

热电偶测量，精度为±1%，试验件供油流量采用涡轮

流量计测量，精度为 1 级；空气流量采用流量孔板测

量，精度为±1%。试验件进口压力 Pt、温度 Tt、速度系

数 姿 调整精度分别为±5%、±20 ℃、±0.01。试验用

空气由空压机产生，温度为 293～453 K 可调。

上述测量数据均通过相应的传感器线路与计算

机采集、处理系统相连。为保证试验数据的可靠性，每

组试验重复 2 次。

二元稳定器试验段测点布置如图 5 所示。在前测

量段 A-A 截面布置 1 支 5 点总压受感部、2 点混合

壁面静压受感部；在 B-B 截面布置 1 支 5 点总温热

电偶，测点等距分布。对于全环试验，其进口测量在进

口测试转接段。冲压燃烧室全环试验段测点布置如图

6 所示。在前测量段 A-A 截面布置外圈 4 支 5 点总

静压混合受感部和 4 支 5 点总温热电偶，在 B-B 截

面保护之内圈 4 支 7 点总静压受感部和 4 支 7 点总

温热电偶，测点等环面分布，16 支受感部错位布置，

防止对气流参数有影响。

试验测得的数据采用格拉布斯判据剔除粗大误

差。速度系数 姿 为

q（姿）= k+1
2蓸 蔀 1

k-1

姿 1- k-1
k+1 姿2蓸 蔀 1

k-1

（1）

式中：k 为空气绝热系数；q（姿）为流量函数

q（姿）= Q Tt姨
APt

k
Rg

2
k+1蓸 蔀 k+1

k-1姨 （2）

式中：Q 为冲压燃烧室进口空气流量，kg/s；Tt 为冲压

燃烧室进口总温，K；A 为冲压燃烧室进口面积，m2；Pt

为冲压燃烧室进口总温，kPa；Rg 为气体常数，J/（kg·K）。

冲压燃烧室油气当量比椎为

椎=f/fs （3）

式中：f 为实际油气比；fs 为化学恰当油气比。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3.1 二元稳定器点火特性试验

在测取富油点火边界时，发现在状态点供油点火

成功，进口压力 Pt 会瞬间窜升很高，最高窜升 40 kPa，

这与文献[25]的试验结果一致，其主要原因是：（1）来流

温度低，试验件点火后即使温度升高不多，但相对温

升比例高，会造成压力波动较大；（2）二元试验段矩形

面积比较小，燃气膨胀不充分，压力窜升过高；（3）出口

截面积由人为控制，不能快速匹配进口压力，导致压

力窜升。试验中该二元试验的富油点火在低于标准压

力状态下进行，试验件点着火状态为试验要求状态。

二元试验贫富油点火边界和稳定燃烧边界冲压

燃烧室油气比见表 3。边界随速度系数变化如图 7 所

示。从图中可见，当进口总温 Tt 与进口总压 Pt 恒定

时，随着进口速度系数 姿 的增大，该稳定器的贫富油

点火边界和稳定燃烧边界均呈减小趋势；在同一状态

下，降低 Pt，冲压燃烧室 姿 同时增大，致使试验件点火

No.

1

2

3

4

（H /kmMa）

（19 2.3）

（19 2.3）

（19 2.3）

（19 2.3）

姿

0.10

0.15

0.20

0.25

Q/（kg/s）

0.62

0.92

1.24

1.52

Pt/kPa

68.7

68.7

68.7

68.7

表 1 二元稳定器试验状态参数

Tt/K

446

446

446

446

No.

6

7

8

9

（H /km Ma）

（19 2.3）

（19 2.3）

（19 2.3）

（19 2.3）

姿

0.102

0.170

0.206

0.242

Q/（kg/s）

19.2

32.0

38.4

44.7

Pt/kPa

68.7

68.7

68.7

68.7

表 2 全环试验状态参数

Tt/K

446

446

446

446

B/%

30

50

60

70

图 5 二元试验段测点布置 图 6 全环试验段测点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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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更加苛刻，故富油点火边界比降压的富油点火边

界宽；对于各状态均有规律：椎fx（富熄）>椎fd（富点，降

压）>椎pd（贫点）>椎px（贫熄）

3.2 全环试验件点火特性试验

全环试验件Ⅰ区点火边界和稳定燃烧边界试验

结果见表 4，边界随速度系数变化规律如图 8 所示。

从图中可见：（1）所有状态均有点火边界和稳定燃烧

边界；（2）随着进气道开启比例的增大，对应的点火边

界呈减小趋势；（3）各状态下的稳定燃烧边界均很宽。

通过对比可知，二元稳定器边界油气比大于全换

试验件的，这是由于二元稳定器试验件只有 1 区供

油，而全环试验件共有 4 区供油，全环试验件的空气

更多。对于点火特性，由于来流温度低，燃油以油膜和

油珠 2 种状态存在，随着 姿 的增大，混气停留时间在

点火中占据主导地位，点火边界当量比 椎 随 姿 的增

大而变窄。文献[27]中的试验结果见表 5。对比表 4、5

中的数据可见，在贫点熄的特性上 2 次试验结果规律

相似。

3.3 点火特性理论计算

斯贝发动机引入稳定性系数概念，来表征燃烧室

稳定器在不同来流条件下的稳定边界。其稳定性系数

K 定义为

K= P·Tt·W
v （4）

式中：P 为稳定器尾缘静压，kPa；W 为稳定器槽宽，

m；v 为稳定器边缘速度，m/s。

将试验测得的数据带入式（4）中得到二元稳定器

及全环试验件在高空状态的稳定性系数，见表 6。从

表中可见，随着进气道开启比例的增大，冲压燃烧室

稳定器的稳定性系数减小很快，造成点火边界变窄。

Lefebvre [10] 提出了基于特征时间的总体点火模

型，用来计算燃料液雾的猝熄距离 dq 和最小点火能

量 Emin。在该模型中，特征时间主要分为猝熄时间 tq、
蒸发时间 te 及化学反应时间 tc。猝熄时间 tq 是指电火

花形成直径为猝熄距离大小的核心火团所需的时间，

可以表示为核心火团的热容与核心火团分子扩散和

湍流扩散导致的热损失之比

tq= dq
2

8（a+0.08v忆dq）
（5）

式中：dq 为猝熄距离；v忆为湍流脉动速度；a为热扩散率

a=ka/（籽a·cpa） （6）

式中：ka 为导热系数；籽a 为气体密度，kg/m3；cpa 为气体

定压比热。

No.

1

2

3

4

椎px

0.0397

0.0323

0.0353

椎pd

0.1058

0.0500

0.0441

未点燃

表 3 二元试验件点火边界、稳定燃烧边界油气比试验结果

椎fd

>0.3469

0.1955

0.1117

未点燃

椎fx

>0.3572

0.2323

0.0985

No.

5

6

7

8

椎px

0.0015

0.0074

0.0093

0.0112

椎pd

0.0122

0.0123

0.0129

0.0184

表 4 全环试验件点火边界和稳定燃烧边界油气比试验结果

椎fd

0.0997

0.0929

0.0575

0.0335

椎fx

>0.0997

>0.1011

>0.1080

>0.1019

No.

1

2

3

4

Tt/K

450

450

450

450

姿

0.11

0.17

0.23

0.27

表 5 文献[27]中蒸发稳定器贫点熄试验结果

椎px

0.027

0.036

0.035

0.033

椎pd

0.0430

0.0495

0.0590

0.0610

No.

1

2

3

4

5

6

7

8

P/kPa

67.9

66.9

65.5

63.7

67.7

65.8

64.2

62.5

Tt/K

446

446

446

446

446

446

446

446

表 6 二元稳定器及全环试验件稳定性系数计算结果

W /m

0.045

0.045

0.045

0.045

0.050

0.050

0.050

0.050

v/（m/s）

54.1

81.2

112.1

131.4

61.8

104.3

131.4

154.6

K

25.2

16.5

11.7

9.7

24.4

14.1

10.9

9.0

图 7 二元试验件点火边

界、稳定燃烧边界油气比

随 姿变化

图 8 全环试验件点火边

界、稳定燃烧边界油气比

随 姿的变化

0.4

0.3

0.2

0.1

0
0.250.200.150.10

姿

椎pd

椎fd

椎px

椎fx

椎pd

椎fd

椎px

椎fx

0.12

0.10

0.08

0.06

0.04

0.02

0
0.250.200.150.10

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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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时间 te 则是指核心火团内燃料蒸发的平均

时间，即

te= 籽f cpaSMD2

8ka 渍log（1+Bst）（1+0.25ReD
0.5
）

（7）

式中：籽f 为燃料密度，kg/m3；SMD 为液雾的索太尔平

均直径，取值为 50μm；渍 为燃料当量比，取值为 1；Bst

为传递数，对于航空煤油取值为 1.5。

对于湍流模型，化学反应时间 tc 为

tc= 1.56a
v忆（ST -0.63v忆） （8）

式中：ST 为湍流火焰传播速度。

对于两相流的点火过程，可以认为着火的临界情

况为猝熄时间 tq 等于蒸发时间 te 与化学反应时间 tc
之和，即

tq=te+tc （9）

由式（5）～（9）可计算出猝熄距离 dq，则最小点火能量

Emin 为

Emin=cpa 籽aTst
仔
6
dq

3
（10）

式中：cpa 为气流的定压比热，kJ/（kg·K）；Tst 为当量火

焰温度，K。

计算最小点火能量等性能参数，通过比较不同来

流参数下性能参数的变化来分析来流参数对点火性

能的影响方式，这种方法称为最小点火能量分析方

法。不同状态最小点火能量计算结果见表 7。

从表 6、7 中可见，随着进气道开启比例的增大

（进口速度系数 λ 增大）稳定性系数变小，最小点火

能量变大，这与试验结果相符，即冲压燃烧室的点火

边界和稳定燃烧边界油气比随进气道开启的比例增

大而减小。故在模态转换点选择合适的进气道开启比

例对冲压燃烧室点火成功影响很大。

4 结论

（1）在模态转换点，随着冲压燃烧室进口速度系

数的增大，蒸发式稳定器贫富油点火边界和稳定燃烧

边界明显变窄。即在低压、低温、高速时点火和稳定燃

烧比较困难，但选择合适的进气道开启比例，蒸发式

稳定器可以组织燃烧，冲压燃烧室在模态转换点起动

成功。

（2）燃烧室内气流速度的增大导致稳定性系数减

小和最小点火能量增加。稳定性系数减小说明稳定燃

烧变得苛刻，而来流速度增大导致湍流脉动速度增

大，从而导致核心火团热量散失增加，是导致最小点

火能量增加的最主要因素。

（3）二元试验与全环试验的结果有一定的差别，

但二者的规律相同，二元试验结果对全环试验有很大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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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某型涡扇发动机控制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出 1 种分布式架构下的容错控制方案。基于模块级硬件冗余

的思想，设计了包含 7 个智能节点的基于 TTP/C（时间触发协议）总线的发动机分布式容错控制系统，可以实现核心控制节点的硬件

备份。基于控制律重构的方法，采用模型参考变结构控制算法设计了容错控制器，可以根据系统故障情况将控制结构切换至无故障

的控制回路中。搭建了涡扇发动机分布式容错控制系统硬件在环仿真试验环境，开展了容错控制系统的试验验证。结果表明：在核

心控制节点故障时，容错控制系统可以在 120 ms 内快速启用热备份节点代替故障节点；在非核心控制节点故障时，容错控制系统

可以在 100 ms 内完成控制回路的切换，并保证发动机各状态量不产生明显波动。

关键词：分布式控制系统；容错控制；控制律重构；硬件在环仿真；涡扇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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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Test Verification of Distributed Fault-Tolerant Control System for a Turbofan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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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a turbofan engine control system袁a fault-tolerant control scheme based on
distributed architecture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idea of module level hardware redundancy袁an engine distributed fault-tolerant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TTP/C (time trigger Protocol) bus was designed袁which included seven intelligent nodes. The hardware backup of the core
control node can be realized. A fault-tolerant controller was designed by using model reference variable structure control algorithm based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ntrol law. The control structure could be switched to a fault-free control loop according to the fault situation of the
system. The hardware-in-loop simulation test environment of distributed fault-tolerant control system of turbofan engine was built袁and the
test verification of fault-tolerant control system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core control node fails袁the fault-tolerant
control system can quickly startover hot backup nodes to replace the fault nodes in 120 ms曰In case of failure of non - core control node袁the
fault - tolerant control system can complete the switching of the control loop within 100ms袁and ensure that each state quantity of the engine
does not generate obvious fluctuation.

Key words: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曰fault -tolerant control曰control law reconfiguration曰hardware -in -loop simulation曰turbofan
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任何部件的故障或失效

都可能对发动机的安全造成危害，影响其安全可靠运

行。因此，必须要提高控制系统的可靠性，降低控制系

统部件故障或失效对发动机的危害。提高发动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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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某型涡扇发动机分布式容错控制系统架构

系统可靠性的 1 个重要途径就是采取容错控制技术。

容错控制技术通过余度和重构等方法，可以容忍单个

部件或组合的故障或失效，维持发动机的有效运行，

避免对发动机安全产生危害性后果[1]。因此，为了提高

发动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必要对发动机控制系统

进行容错设计。

目前国内外发动机全权 限数字电子 控制

（FADEC）系统广泛采用基于硬件余度的容错控制思

想，应用双通道冗余架构使控制系统能容忍单个通道

的硬件故障[2]，但一般只能实现热备份和整体切换的

重构方法，余度配置的灵活性不足。近年来，国内学者

针对智能容错技术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包括神经网络

理论、模糊理论和自适应理论等智能容错方法[3-5]，基

于机载实时模型以及平衡流形的故障信号重构技术

也取得了初步成果[6-7]，但考虑到航空发动机的工作特

性与算法的适应性等问题，这些方法大多停留于理论

研究层面，距离工程应用还存在一些差距。

本文提出 1 种分布式架构下结合硬件冗余和控

制律重构的容错控制方案。针对某型双轴混排式涡扇

发动机，基于 TTP/C 总线设计包含 7 个智能节点的分

布式容错控制系统，采用模型参考变结构控制算法设

计了容错控制器。搭建硬件在环仿真试验环境，通过

智能节点故障的容错控制试验，对本文设计的分布式

容错控制系统进行试验验证。

1 分布式容错控制系统总体方案

分布式控制系统在灵活性、可靠性和维护性等方

面远优于传统的集中式控制系统，是航空发动机控制

系统的重要发展方向[8]。在分布式控制系统中，数据采

集程序和执行机构控制程序分散在各智能传感器节

点和智能执行机构节点中，控制、容错和健康管理等

程序集中在中央控制器节点上，每个节点都含有独立

的处理器，通过数据总线相互连接以交换数据信息[9]。

分布式架构下各智能节点的数据通过总线全局共享，

且都可以进行模块化的冗余设计，适合容错技术的实

现。本文在分布式架构下基于 TTP/C 总线设计了容错

控制系统。

1.1 TTP/C 总线

TTP/C 总线是 1 种基于时间触发协议（Timer

Trigger Protocol，TTP）的数据总线，具有严格时间确定

性、安全关键性和完全分布式的特点[10-11]，比 TTCAN

和 Flex Ray 总线具有更完备的容错机制，比 AR-

INC659 总线具有体积小、可用性高和价格低的优势。

在 TTP/C 总线协议下，分布式集群根据成员协议

（GMP）在 1 个任务周期内快速实现故障节点的检测

和隔离[12]。瞬时故障的节点在下几个任务周期内再整

合进入集群，若连续 4 个任务周期不能通过再整合进

入集群，该节点进入故障模式将被集群冻结。若故障

节点存在备份节点，则快速启用备份节点代替原故障

节点。TTP/C 总线的这种总线容错机制为本文的分布

式容错控制系统奠定了基础。

1.2 容错控制系统硬件架构

参考工程中的双转子涡扇发动机的控制方法，将

高压转速 nH、低压转速 nL 和涡轮落压比 仔t 作为可供

选择的被控变量，主燃油量 wfb 和尾喷管喉道截面面

积 A 8 作为可供选择的控制变量。根据发动机被控变

量和控制变量的选择，本文设计的某型涡扇发动机分

布式容错控制系统的架构如图 1 所示。包含 7 个智能

节点，节点 1 为低压转速节点，负责采集低压轴转子

转速；节点 2 为高压转速节点，负责采集高压轴转子

转速；节点 3 为压力采集节点，负责采集高压涡轮进

口总压和低压涡轮出口总压，从而计算出涡轮落压

比；节点 4 为核心控制节点，负责发动机控制任务和

容错策略的执行；节点 5 为油针位置控制节点，负责

主燃油量的小闭环控制；节点 6 为尾喷管面积控制节

点，负责尾喷管喉道截面面积的小闭环控制；节点 7

为节点 4 的备份节点，在节点 4 故障时启用备份节点

7，保证系统的正常工作。TTP/C 总线采用双通道冗余

总线结构，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在分布式架构下，可以

灵活地增加硬件备份节点的数量，进一步提高系统可

靠性。

分布式容错控制系统中智能节点按照时间轴（如

图 2 所示）发送控制数据和自身的成员关系列表，控

制系统的控制步长为 20 ms。其中，控制节点 4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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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容错控制系统结构

图 4 模型参考变结构控制系统结构

故障节点

1

2

3

4

5

6

故障信号

nL

nH

仔t

控制节点

wfb

A 8

被控量

nH，仔t

nL，仔t

nH

启用备份节点

nL

nH

控制量

wfb，A 8

wfb，A 8

wfb

启用备份节点

A 8

wfb

表 1 智能节点故障容错控制策略

图 2 TTP/C 总线任务调度时间轴

进行控制律计算和容错策略执行，因此预留了较长的

时间片；备份节点 7 采用热备份方式，在集群中正常

接收数据和处理数据，但未分配时间片不能发送数

据，当控制节点 4 发生故障时，直接占据节点 4 的时

间片，快速替换故障节点。由于本文节点数目较少，因

此未对时间轴进行严格划分，若节点数目增加，可以

适当缩小各节点的时间片。

1.3 容错控制方案

在上节分布式容错控制系统硬件架构的基础上，

提出 1 种结合控制律重构和硬件冗余的容错控制方

案。当传感器或执行机构节点故障时，控制器根据节

点故障情况，利用控制律重构在线改变控制结构，切

换至无故障节点的控制回路中；当核心控制节点故障

时，无法采用控制律重构进行容错控制，此时利用硬

件冗余快速启用备份节点代替故障节点。

智能节点故障的容错控制策略见表 1。在分布式

容错控制系统正常运行时，采用 wfb 和 A 8 控制 nH 和

仔t 的多变量控制方案。当 1 号低压转速节点发生故

障时，nL 的数据不再更新，但不影响发动机的正常控

制；当 2 号高压转速节点发生故障时，nH 的数据不再

更新，控制律切换为 wfb 和 A 8 控制 nL 和 仔t 的多变量

控制律；当 3 号压力信号节点和 6 号尾喷管控制节点

发生故障时，控制系统切换为 wfb 控制 nH 的单变量控

制；当 4 号核心控制节点发生故障时，利用容错控制

系统的硬件冗余，启用备份节点代替故障节点；当 5

号油针控制节点发生故障时，wfb 的数据不再更新，由

于 A 8 对 nL 的影响比较明显，理论上可以采用 A 8 控

制 nL 的单变量控制律，但在实际工程中，A 8 对发动机

状态的调节范围较窄，故针对 5 号节点故障采用硬件

冗余设置备份节点，可以达到更好的容错效果。

容错控制系统结构如图 3 所示。该结构包括传感

器信号采集节点、执行机构控制节点、核心控制节点

和备份节点。TTP/C 总线控制器在每个智能节点中实

时运行，用于判断当前集群的工作状态。控制律切换

单元与 4 个变结构控制器组成了容错控制器，4 个变

结构控制器根据容错控制策略设计，对应不同故障情

况下的控制回路；控制律切换单元根据总线控制器输

出的成员关系列表进行逻辑判断，从而选择相应的变

结构控制器。当控制系统中传感器信号采集节点或执

行机构控制节点故障时，该故障节点在 20 ms 的任务

周期内被集群快速诊断并隔离，若在规定时间 80 ms

内无法再整合进入集群，核心控制节点的控制律切换

单元根据 TTP/C 总线控制器输出的各节点工作状态

选择相应的变结构控制器，实现容错控制；若核心控

制节点故障，则在无法再整合后立即启用其备份节点。

2 模型参考变结构控制器设计

模型参考变结构控制算法具有结构简单、物理实

现方便、对摄动和外部干扰不敏感等优点，还可以借助

参考模型设计性能指标，实现多变量控制回路的解耦，

适用于容错控制器设计[13]。其系统结构如图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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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涡扇发动机在稳态工作点处的线性化模

型为

xp=Axp+Bup

yp=Cxp+Dup
嗓 （1）

式中：xp、yp、up 分别为状态、输出及输入矢量，其数值

为稳态工作点相应变量的相对增量；A、B、C、D 为适

维矩阵。

为了满足变结构控制的设计要求，将线性模型的

输入量增广到状态量中，得到设计对象模型

xa=A axa+Baua

ya=Caxa
嗓 （2）

其中：A a=
A B
0 0蓘 蓡；Ba=

0

I蓘 蓡；Ca=[C D]；xa=
xp

up
蓘 蓡；ua=up。

参考模型为系统（2）的同阶系统

xm=Amxm+Bmr
ym=Cmxm
嗓 （3）

式中：xm 为参考模型的状态变量；r 为参考模型的外

部输入量。

采用状态反馈解耦法设计参考模型[14]，利用极点

配置得到参考模型动态系数矩阵

Am=A a+BaK1；Bm=BaK2；Cm=C （4）

式中：K1 和 K2 为参考模型需配置的矩阵。

被控对象与参考模型之间的误差系统模型为

e=Ame+[Am-A a]xa+Bmr-Baua （5）

式中：e=xm-xa，为误差系统的状态变量。

针对误差系统设计变结构控制的切换函数为

s=Ge （6）

式中：G=[K I]，为滑动模态矩阵；K 通过极点配置

求解。

取 s=0，根据式（5）和（6）可得

GAme+G（Am-A a）xa+GBmr-GBaua=0 （7）

若矩阵 GB 非奇异，可以得到滑动模态的等效控制

ueq=鬃1xa+鬃2e+鬃3r （8）

其 中 ：鬃1= （GBa）-1G （Am-A a）；鬃2=（GBa）-1GAm；鬃3=

（GBa）-1GBm。

为了保证变结构控制到达条件成立，采用等速趋

近律设计切换控制律

usw=着sgns （9）

式中：着 为对角正定矩阵，其对角元素为 着i，调节 着i 可

以调节趋近速度。

针对线性模型设计的控制器在远离线性化点处

控制效果不佳，被控对象会与参考模型之间存在静

差，因此在控制器中增加了带积分分离的积分补偿项

uc=
k 乙 eydt ey≤0.1

0 ey>0.1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10）

式中：ey=ym-ya；k 为积分常数。

最终得到增广后的系统控制量 ua=ueq+usw+uc，对

ua 积分得到实际系统控制量 up。

对于某型涡扇发动机，以 wfb 和 A 8 控制 nH 和 仔t

的多变量方案为例，状态量 xp=[nL nH]T，控制量 up=

[wfb A 8]T，被控量 yp=[nH 仔t]T。通过最小二乘法拟合

得到其线性系统模型为

A=
-4.0786 3.1360

-0.2343 -2.7703
蓘 蓡，B= 0.4647 1.2341

0.4572 0.1004
蓘 蓡，

C=
0 1

0.2997 0.2182
蓘 蓡，D= 0 0

0.0621 0.2740
蓘 蓡

解得控制器参数

K1=
-0.7736 0.1030 -2.7895 0.9429

1.5417 -3.6364 -0.9201 -4.6435
蓘 蓡，

K2=
23.0179 -2.5303

-5.2168 11.5224
蓘 蓡，K= -0.5434 2.3238

0.1409 1.6661
蓘 蓡

取 着=diag[0.2 0.1]，k=10，得到该多变量控制方

案下的变结构控制器。

根据控制律重构方案改变控制量 up 和被控制量

yp 中的参数，通过最小二乘拟合得到对应的线性化模

型，按照上述控制器的设计方法求解得到另外 3 个变

结构控制器，求解过程不再赘述。

由于最终控制量 up 通过积分得到，离散化后积

分量通过累加得到，所以变结构控制器实际是 1 种增

量式控制器。为了保证控制器切换过程中发动机的平

稳过渡，控制器切换后的输出量保持为前一时刻输出

量，然后再进行积分累加。

3 硬件在环仿真试验

与数字仿真试验相比，硬件在环仿真试验使用了

真实的控制器硬件，尽可能逼真地模拟传感器与执行

机构信号，因此更接近实际系统[15]。为验证上述容错

控制系统的有效性，本文建立了分布式容错控制系统

硬件在环仿真试验环境，并开展仿真试验验证。

3.1 硬件在环仿真平台构建

硬件在环仿真试验平台总体方案如图 5 所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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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硬件在环仿真平台总体结构

图 7 压力采集节点故障容错试验响应曲线

图 8 尾喷管控制节点故障容错试验响应曲线

括分布式控制系统和接口模拟系统 2 部分。接口模拟

系统由接口模拟电路和 NI 公司的 myRIO 嵌入式开

发平台 2 部分组成。接口模拟电路模拟真实的传感器

和执行机构，接收分布式控制系统输出的电流控制信

号并调理为电压信号传送给 myRIO，同时在 myRIO

控制下输出相应的传感器模拟信号，包括转速信号、

压力信号和线性可变差动变压器（LVDT）信号；

myRIO 作为接口模拟系统的核心，实时运行涡扇发动

机部件级模型，采集经过接口模拟电路调理后的主燃

油量和尾喷管喉道面积模拟电压信号输入给发动机

模型，经过模型计算输出对应发动机高低压转速和相

应截面出口压力的控制信号，并控制接口模拟电路输

出相应的传感器模拟信号。分布式容错控制系统负责

信号的采集与容错控制，将计算出来的控制量以驱动

电流的形式传输给接口模

拟系统，同时利用上位机

监控软件显示当前发动机

的运行状态并发送控制指

令。硬件在环仿真试验平

台实物如图 6 所示。

3.2 容错控制试验

3.2.1 传感器信号采集节点故障容错试验

传感器信号采集节点包括节点 1、2、3，现以 3 号

压力采集节点故障为例进行说明。节点 3 在发动机稳

态控制过程中出现故障的仿真试验结果如图 7 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第 2.4 s 时节点 3 发生故障且无法再

整合进入集群，此后涡轮落压比的数据不再更新保持

不变。容错控制系统将控制方案从 wfb 和 A 8 控制 nH

和 仔t 的多变量方案切换为 wfb 控制 nH 的单变量控制

方案，在整个过程中发动机状态量和输出量几乎不

变。在第 9 s 时将发动机高压转速调节到 95%，重构

后的系统在 3 s 内完成状态调节，此时 不再调节。由

于发动机处于稳态，因此当节点 3 发生故障时，发动

机控制量的增量为 0，各状态量无波动。发生故障后，

容错控制系统仍能使发动机有效、稳定地控制，也验

证了模型参考变结构控制器的控制效果。

3.2.2 执行机构控制节点故障容错试验

执行机构控制节点包括节点 5、6，现以 6 号尾喷

管控制节点故障为例进行说明。节点 6 在发动机动态

控制过程中发生故障的仿真试验结果如图 8 所示。从

图中可见，在第 31 s 左右调节发动机状态，期望在保

持落压比不变的情况下，将高压转速调节至 95%。在

第 32.5 s 左右节点 6 发生故障且无法再整合进入集

群，此后 A 8 数据不再更新，并保持不变，容错控制系

统将控制方案从 wfb 和 A 8 控制 nH 和 仔t 的多变量方案

切换为 wfb 控制 nH 的单变量控制方案。在第 35 s 左

右发动机完成状态调节，但由于发生故障后为单变量

控制，涡轮落压比略微减小。在整个动态过程中未出

现发动机状态量的较大波动，仅高压转速的上升趋势

发生了变化，容错控制效果较好。从局部放大图中可

见，发生故障后 A 8 不再调节，在原控制律作用下，供

油量的变化趋势增大，在第 32.6 s 时完成切换，此时

由于单变量控制律的增益矩阵选取较大，供油量的上

升趋势进一步变大，影响高压转速上升趋势变化，整

个重构过程大约耗时 80 ms 左右，80 ms 主要用于等

待故障节点再整合进入

集群，避免瞬时故障引起

误操作。由于总线控制器

能够在 20 ms 内检测和隔

离故障节点，整个容错过

程在 100 ms 以内。

图 6 硬件在环仿真

平台实物

（b）控制量响应曲线（a）状态量响应曲线

（a）状态量响应曲线

（b）控制量响应曲线 （c）b 图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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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控制节点故障容错试验响应曲线

3.2.3 控制节点故障容错试验

4 号控制节点在发动机动态控制过程中出现故

障的仿真试验结果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第

16 s 调节发动机状态，期望在保持落压比不变的情况

下，将高压转速调节至 93%。在第 17 s 时节点 4 发生

故障，容错控制系统在确认节点 4 无法再整合进入集

群后，立即启用备份节点 7，状态量和控制量仅在故

障发生时有微小波动，备份节点可以成功控制发动机

到达目标状态，体现了硬件冗余的优越性。从局部放

大图中可见，节点 4 发生故障后目标油针位置和目标

A 8 作动筒位置保持不变，执行机构节点控制实际油

针位置和实际 A 8 作动筒位置也保持不变，但备份节

点仍在实时计算这 2 个目标量，因此备份节点替换完

成后目标值发生小幅跳变。从故障发生到备份节点正

常工作约耗时 100 ms，除

了等待故障节点再整合耗

时 80 ms 外，切换至热备

份节点需要 1 个控制周期

20 ms，整个容错过程在

120 ms 以内。

4 结论

本文提出 1 种结合控制律重构和硬件冗余的容

错控制方案，设计了分布式架构下的容错控制系统，

并针对智能节点故障问题进行容错控制系统的硬件

在环仿真试验。

（1）在传感器或执行机构节点故障时，容错控制

系统可以快速切换控制回路进行容错控制，保证发动

机的平稳过渡和可靠运行。

（2）在核心控制节点故障时，容错控制系统可以

快速启用热备份节点代替故障节点。

（3）若在工程应用中根据实际需求对硬件冗余进

行灵活配置并增加智能节点的数量，可以进一步提高

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4）若将控制律切换的参考依据以发动机推力代

替发动机的状态量，还将进一步提高该容错控制系统

的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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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验证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控制器的全状态控制、故障识别与处置功能，提出了 1 种基于 cRIO 快速原型控制器的硬件

在环仿真方案。该系统包括 1 套模块化设计的快速原型控制器、高精度的接口模拟器、基于 Simulink 设计的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数

学模型和控制系统监控软件。硬件在环试验表明：快速原型控制器具备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的全状态控制功能；针对注入的 7 种典型

故障，快速原型控制器能快速识别和合理处置。通过硬件在环试验验证的快速原型控制器可用于对真实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的控制。

关键词：快速原型控制器；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全状态控制；故障处置；硬件在环试验；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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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Hardware-in-Loop of Rapid Prototyping Controller for Micro Gas Turbine
Generator Set

YU Yue, ZHANG Tian-hong, SHENG Han-lin, XIE Qi, LIN Zhi-xiang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verify the function of the full states control袁fault identification and disposal of the gas turbine generator set
controller袁a hardware-in-loop simulation scheme based on cRIO rapid prototyping controller was proposed. The system was made up of a
set of modular rapid prototyping controller袁a high precision interface simulator袁a mathematical model of gas turbine generator set designed
by Simulink袁and a monitoring software for control system. The hardware-in-loop test shows that the rapid prototyping controller has the full
state control function of the gas turbine generator set袁and for the seven typical faults injected袁the rapid prototyping controller can quickly
identify and dispose reasonably. The rapid prototyping controller verified by the hardware-in-loop test can be used to control the real gas
turbine generator set.

Key words: rapid prototyping controller; micro gas turbine generator set; full states control; fault disposal; hardware-in-loop test;
aeroengine

0 引言

可靠、廉价、环保的动力源是当今科技发展的主

流[1-2]。电能是 1 种清洁可靠的重要资源，直接影响到

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速度[3]。微型燃气轮机发

电机组作为 1 种小型化的高效发电系统，将成为新

型分布式发电（Distributed Generation, DG）技术的主

流[4]。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是无电网电能供应地区的主

要电能供应来源，广泛用于舰艇用电、移动电站、海外

孤岛、野外工业作业等，其优点包括：供电灵活，经济

性好；发电品质较好，电压和频率变化较小；体积小、

质量轻、便于安装[5]。

为了减少或避免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控制器

故障和加快控制器开发进度，其控制器开发必须经过

4 个阶段，即纯数字仿真、硬件在环试验仿真、实物在

回路试验仿真和台架试验[6]，硬件在环试验是验证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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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快速原型控制器的硬件结构

制器的控制逻辑和控制算法的重要一步[7]。

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的控制模式主要分为无差控

制、有差控制和功率控制，其中功率控制又分为功率

反馈无差法、功率反馈有差法、定燃气发生器转速法

和定燃料阀开度法[8]。目前国内外主要采取的控制方

法是经典 PID（Proportion Integral and Differential）控

制和分段 PID 控制[5-9]。对于孤网发电的燃气轮机发

电机组，发电功率变化频繁、变化幅度较大，因此，本

研究采用前馈 PID 控制方法，发电机功率为前馈值。

微型燃气轮机的物理故障包括侵蚀、腐蚀、堵塞、内部

污垢、密封磨损、叶片烧毁、喷嘴堵塞等，这些物理故

障会导致燃气轮机的性能退化，甚至引发燃气轮机安

全事故[10]。

本文针对某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设计了 1 套

基于 cRIO（CompactRIO）的快速原型控制器（Rapid

Control Prototype, RCP）。为了验证快速原型控制器的

全状态控制功能和故障识别与处置功能，搭建了硬件

在环试验平台。

1 快速原型控制器设计

1.1 快速原型控制器概述

快速原型控制器也叫快速控制原型，是 1 种具有

硬件快速定制、软件代码快速开发或自动生成的控制

器。可用于代替目标（产品）控制器实现各项控制功

能，开展硬件在回路（Hardware-the-Loop, HIL）仿真、

半物理仿真试验，以验证快速原型控制器接口、控制

逻辑和算法的有效性[11-12]。快速原型控制器设计需要

选择合理的开发平台，要求硬件配置方便、性能好、

可靠性高，以及软件设计效率高且所生成的代码可

靠性强。

某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的快速原型控制器基

于 cRIO 设计，如图 1 所示，是该发电机组的“大脑”，

其主要功能包括：（1）实现某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从起动、点火、加速直至额定状态以及停车的全过程

控制；（2）保证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安全可靠运行，在发

生超转、震动过大、熄火、燃油压力故障、滑油压力故

障、滑油温度故障、轴承超温故障的情况下，能准确识

别故障类型并处置故障。

1.2 快速原型控制器硬件设计

快速原型控制器包括 cRIO 单元和信号调理驱

动单元，如图 2 所示。其中 cRIO 单元是快速原型控

制器的控制核心。

cRIO 的内核为 ZYQN，包括实时控制器 RT（Real

Time）、可重配置的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及模块化 I/O。实时控制器

采用 667MHz 双核 ARM Cortex A9，与 FPGA 之间采

用 AXI 总线实现快速通信。cRIO 的快速 IO（FPGA）

核心内置数据传输机制，负责把数据传到嵌入式处理

器以进行实时分析、数据处理、数据记录或与联网主

机通信。

信号调理驱动单元的开发采取模块化结构的设

计思想，相对于整体式大电路板的结构形式，模块化

结构更加灵活，便于配置和装配，符合快速原型的设

计思想。信号调理驱动单元包括频率量输入信号调理

模块、热电偶信号调理模块、模拟量输入信号调理模

块、模拟量输出信号驱动模块、开关量输入信号调理

模块、开关量输出驱动模块。

1.3 快速原型控制器算法设计

cRIO 硬件架构包括 RT 模块、FPGA 模块和模

块化 I/O，其中 FPGA 模块和 RT 模块采用 LabVIEW

开发[14]。

FPGA 模块的时钟频率为 40 MHz，直接访问 I/O

接口[11]，其主要功能是开关量、模拟量、热电偶量、转

速采集和开关量、模拟量指令输出，其中重点处理了图 1 快速原型控制器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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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信号。

单纯的测周法或测频法测转速，存在不可避免的

策略误差[15]，本文基于 FPGA 提出了 1 种测周与测频

的高精度转速测量法。转速信号是接口模拟器根据

10 齿音轮产生的 PWM 波，通过 cRIO 的 NI 9401 接

口卡采集之后成为 0/5V 的 TTL 信号，定义 10 维数

组，首先用测周法获得当前 TTL 信号的周期，将 TTL

信号的当前周期作为第 0 个数值，上一周期值作为第

1 个数值，依次保存前 9 个周期值，然后求 10 个数值

之和，即为燃气轮机转速的周期值，如图3 所示。

RT（Real-Time）模块程序是快速原型控制器程序

的核心，主要分为 3 部分：（1）与 RT 程序相互通信，

时钟周期为 1 ms；（2）与控制系统监控软件建立实时

通信，控制系统监控软件实时显示燃气轮机状态并给

定起动、停车等指令，时钟周期为 20 ms；（3）实现某

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全状态控制功能和故障保护

功能，时钟周期为 20 ms。

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的全状态控制包括：起动

控制、恒转速控制、温度控制、加速控制和停车控制。

起动控制主要指某微型燃气轮机的起动控制，指某微

型燃气轮机的转速从 0~95%额定转速的控制，主要

分为 2 个阶段：起动机带动燃气轮机起动至点火转

速；开始点火并供油加速燃气轮机至 95%额定转。起

动过程供油规律分 3 个阶段：（1）当微型燃气轮机的

转速为额定转速的 20%～51.4%时，按照转速插值供

油；（2）当微型燃气轮机的转速为额定转速的 51.4%

～80%时，通过 PI 控制以角加速度为 350 r/min/s 供

油；（3）当微型燃气轮机的转速为额定转速的 80%～

95%时，通过 PI 控制以角加速度为 216 r/min/s 供油。

某微型燃气轮机发电系统的恒转速控制是当燃气轮

机转速达到额定转速时，采用前馈 PID 控制律对燃气

轮机进行恒转速控制，其中前馈量为用户终端对发电

机组的发电功率，如图 4 所示。

针对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在实际过程中发生

的上述物理故障，本研究中快速原型控制器设计了 7

种典型故障识别与处置功能，分别是：超转故障、振动

故障、熄火故障、燃油压力故障、滑油压力故障、滑油

温度故障、轴承温度故障，如图 5 所示。

2 硬件在环试验系统的构建

2.1 试验系统组成和原理

硬件在环试验平台由 4 部分组成，即控制器实

物、模型、接口系统和实时监控软件[16]，如图 6 所示。

控制器实物是某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的快速原型

控制器，包括 cRIO 单元和信号调理驱动单元；模型

是指采用 LabVIEW 开发的模型上位机，通过 NI

VeriStand 调用模型的动态链接库；接口系统是基于

ARM 设计的接口模拟器，通过 TCP/IP 与模型上位机

建立实时通信；实时监控软件是基于 LabVIEW 设计

的控制系统监控软件，通过 TCP/IP 与快速原型控制

器的 cRIO 单元建立连接。

2.2 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模型的建立

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是 1 种强非线性机械系

统，采用 MATLAB/Simulink 建立其全状态模型，包括

某微型燃气轮机模型和发电机组模型，额定状态的参

数见表 1。

图 6 硬件在环系统组成

图 3 FPGA模块中转速计算

图 5 快速原型控制器故障处置功能

图 4 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恒转速控制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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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数值

额定发电功率 /kW 1500

燃气轮机转速 /（r/min） 27245

排气温度 /K 898

进口空气流量 /（kg/s） 7.39

压气机压比 9.2

燃烧室出口温度 /K 1342

燃油流量 /（kg/h） 640

表 1 某微型燃气轮机发电

机组额定参数

微型燃气轮机主要部

件包括压气机、燃烧室、涡

轮等，其全状态模型包括慢

车以上模型、起动模型和停

车模型，其中慢车以上模型

采用部件级模型，如图 7 所

示，起动模型和停车模型采

用拟合模型。部件级模型采

用 NASA 开 发 的 MAT-

LAB/Simulink/TMATS 工具

箱，该工具箱包括环境、压气机、燃烧室、涡轮、喷管、

功率发生装置、转轴等部件，每个部件包括燃气轮机

的热力学、气体动力学计算，其中压气机和涡轮部件

特性曲线来自 Gasturb。

通过 MATLAB/Simulink/TMATS 工具箱建立的燃

气轮机部件级模型稳定工作时，应满足流量连续的

共同工作方程，采用牛顿拉普森方程求解。

（W g2xcor-W g2cor）/W g2xcor=着1 （1）

（W g4xcor-W g4cor）/W g4xcor=着2 （2）

发电机组是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的核心部件之一，

集旋转与静止、电磁变化与机械运动于一体，将机械

能转化为电能。对发电机组的数学模型做以下必要的

假设：（1）电机的转子在结构上完全对称；（2）3 个定

子绕组在空间上互差 120°，其结构完全相同；（3）忽

略电机磁铁部分的磁滞、磁饱和、涡流等影响；（4）电

机内部表面光滑，其沟槽不影响定子和转子绕组的电

感。发电机组模型是根据发电机的电压方程、磁链方

程、转矩方程和运动方程，再经过坐标系 d-q 变换建

立的[17]。

电压方程的 abc 3 相坐标下的矩阵方程为

ua

ub

uc

uf

uD

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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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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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a
-rb

-rc
rf
rD

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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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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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
ib
ic
if
iD
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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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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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鬃a

P鬃b

P鬃c

P鬃f

P鬃D

P鬃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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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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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式中：u、i、r、鬃 分别为各相绕组电压、电流、电阻和

磁链。

磁链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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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系数矩阵中的对角元为各绕组的自感系数；非

对角元为绕组间的互感系数，互感系数是可逆的，即

Mii=Mii（i,j=a,b,c,f,D,Q）。
转矩方程为

1
Pp

J d棕dt =Tm-Te （5）

d兹dt =棕 （6）

式中：Pp 为极对数；兹 为转子旋转的角度；棕 为转速的

角速度；Tm 为原动机作用在轴上的力矩；Te 为发电机

的电磁力矩。

电机转子绕组的运动方程为

TJ d棕dt =Tm-Te

d啄dt =棕-1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

（7）

式中：TJ 为发电机惯性时间常数；啄 为发电机功角；棕
为发电机转子的点角速度。

将某微型燃气轮机的起动模型、停车模型与部

件级模型相结合，构成该燃气轮机的全状态模型；

发电机组模型与微型燃气轮机模型连接在一起，形

成某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的数学模型。燃气轮机

发电机组模型采用 Simulink 开发，通过 NI VeriStand

创建模型的输入输出接口，编译成动态链接库文件

（model.dll），在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模型上位机中直

接调用。

图 7 基于 T-MATS 的燃气轮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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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模型上位机的故障

注入窗口

图 8 接口模拟器布局

2.3 接口模拟器

硬件在环试验中的接口模拟器的作用是模拟燃气

轮机发电机组的传感器信号输出给快速原型控制器，

同时模拟执行机构信号传递给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模型

上位机，主要的传感器信号包括温度、压力、转速、位置

等信号，主要的执行结构是燃油泵、电磁阀等。

接口模拟器主要由主控芯片、外围电路、外接端口

等组成。主控芯片为 TM4C129NCPDF，其主频为 120

MHz，其外围电路资源如下：4 路 PWM 信号发生器、16

路热电偶信号发生器、16 路电流信号发生器、16 路开

关量信号发生器、16 路开关量输入信号、8 路模拟量输

入信号。接口模拟器与模型上位机之间通过TCP/IP连

接，与控制器之间通过导线连接，如图 8 所示。

为了提高接口模拟器的稳定性，其软件设计采用

2 套时序。当与模型上位机之间的 TCP/IP 未连接时，

接口模拟器的 10 ms 定时器用于高速采集和输出，20

ms 定时器用于低速采集和输出，500 ms 定时器用于

系统自检；当 TCP/IP 连接时，系统自身时序丢弃不

用，采用中断模式，时序由上位机提供，确保采集与输

出的实时性。

测试表明，接口模拟器的精度完全能够满足硬件

在环试验。16 路热电偶输出信号的最大误差为

0.29%，16 路电流量输出信号的最大误差为 0.10%，

16 路电流量输入信号的最大误差为 0.37%，4 路

PWM 信号的最大误差为 0.10%，开关量输入信号和

开关量输出信号的误差为 0。

3 硬件在环试验

3.1 全状态控制试验

某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的硬件在环试验设备

由模型上位机、接口模拟器、快速原型控制器、控制系

统监控软件组成。硬件在环系统在自动控制下，在监

控软件上给定起动指令，该系统就可以按照起动控制

正常起动。

通过试验表明：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从 0 时刻

开始起动，经过 12.4 s 其转速达到 550 r/min，开始供油

并点火，点火后依次经过转速插值供油、加速度 PI 控

制供油，其中加速度控制阶段的控制率均采用KP1=0.

0005、KI1=0.02。在第 39.2 s 时，转速达到 29500 r/min，

开始进入恒转速控制，PID 的控制参数为 KP2=0.04、

KI2=0.1、KD2=0.2。燃气轮机转速达到额定转速之后，第

51.9 s 时开始功率加载，发电功率逐步从 0 变化到

1500 kW，耗时 11.7 s。在第 70.5 s时，开始降低发电机

功率，从1500 kW降到 0。在第 87.7 s时，该系统开始手

动停车，停止供油，燃气轮机缓慢停下。微型燃气轮机

发电系统全状态控制中主要参数变化如图 9 所示。

3.2 故障处置能力试验

在硬件在环试验中，模型上位机界面中设置了故

障注入窗口（如图 10 所示），快速原型控制器会自动处

置，发出警告信号或停车指令。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模型

上位机中设置了 7 种典型

的故障注入，分别是超转故

障、熄火故障、振动故障、燃

料压力故障、滑油压力故

障、滑油温度故障和轴承温

度故障，其中超转故障和熄

火故障采用一键注入形式，

其余 5 类故障采用滚动条

调节相关参数数值。

通过硬件在环试验，快速原型控制器能够快速准

确识别不同种类的故障，同时也能快速处置故障。在

模型上位机注入的非严重故障时，控制系统监控软件

会发出相应故障的警告提示；在模型上位机中注入致

命性故障时，快速原型控制器立刻发出紧急停车指

图 9 全状态硬件在环仿真转速与燃油量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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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停止供油。

4 结束语

本文针对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提出了 1 种基

于 cRIO 的硬件在环仿真方案，该试验平台包括快速

原型控制器、模型上位机、接口模拟器和控制系统监

控软件。

（1）实现了某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从起动、点

火、恒转速控制以及停车的全状态控制，快速原型控

制器具备全状态控制功能；

（2）针对注入的 7 种典型故障，快速原型控制器

能快速识别与合理处置，快速原型控制器具备故障识

别与故障处置功能；

（3）通过硬件在环试验的快速原型控制器可以对

实际的微型燃气轮机发电机组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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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保障飞行安全，航空发动机机匣需具有足够的抗冲击能力以包容高速旋转状态下丢失的叶片。针对某型涡扇发动机

对开式风扇机匣包容性评估需求，提出了 1 种结合真实机匣打靶试验和有限元分析评估机匣包容能力的方法。通过使用真实机匣

和真实叶片进行打靶试验获得风扇机匣的冲击损伤情况，并基于 ANSYS/LS-DYNA 进行了瞬态动力学有限元分析。结果表明：采用

Johnson-Cook 模型预测的机匣伤形状、尺寸以及叶片残余速度均与试验结果接近，验证了数值分析方法的准确性。采用验证过的

数值分析方法开展旋转状态下机匣的包容性评估，发现由于撞击姿态差异和失效模式转变，风扇机匣可以包容以 100%工作转速飞

出的叶片，但机匣出现长裂纹，接近临界包容状态。所提出的方法可以在不具备部件包容试验条件的情况下，以较方便的形式对机

匣包容能力可靠评估。

关键词：风扇机匣；包容能力；打靶试验；数值仿真；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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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ment Capability Evaluation Method of Fan Casing Based on Ballistic Impact Test
LIU Lu-lu袁LUO Gang袁CHEN Wei袁ZHAO Zhen-hua

渊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袁Nanjing 210016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flight safety袁the aeroengine casing must have sufficient impact resistance to contain the loss of blades at

high speed rota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an split fan casing containment evaluation of a engine袁 a new method was proposed to
evaluate the casing containment capability in combination with real casing ballistic impact test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he impact
damage of fan casing was obtained by using real casing and real ballistic impact test袁and the transient dynamic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based on ANSYS/LS-DYNA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sing damage shape袁size and blade residual velocity predicted by
Johnson-Cook model are close to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袁and the accuracy of the numerical analysis method is verified. The validated
numerical analysis method is adopted to launch the casing containment evaluation in rotating state.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impact attitude
and the change of failure mode袁the fan casing can contain the blade flying out at 100% working speed袁but the casing appears long cracks袁
which are close to the critical containment state.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containment capability of the casing in a
more convenient form without the test conditions of component containment.

Key words: fan casing曰containment capability曰ballistic impact test曰numerical simulation曰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转子在外物撞击、高周疲劳、过热或

材料缺陷等作用下可能失效与被破坏[1]，如果机匣不

能包容高速飞出的叶片碎片，则会造成机舱失压、油

箱泄漏起火与飞机操纵失灵等二次损伤，严重危及飞

行安全[2-3]。在民用和军用航空发动机规范中都有专门

的条文对机匣包容性做出严格规定[4-6]。

航空发动机机匣包容过程是非常复杂的瞬态动

力学问题，涉及结构的大变形、材料的黏塑性变形、失

效以及复杂的接触等问题。在旋转试验台上进行的部

件包容试验与真实发动机上撞击姿态较为接近，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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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受试验设备与试验成本的限制，相关的试验数据较

为缺乏，通常结合有限元方法进行分析。Xuan[7]、He

等[8-9]结合试验与有限元法研究了叶片撞击机匣的过

程，发现叶片撞击机匣产生 2 个撞击点，其中第 2 撞

击点较为危险；多叶片效应可以增加飞断叶片的穿透

能力，间接削弱机匣的包容能力。由于数值仿真方法

的分析精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学者们开展了仿真

主要影响因素的研究，探讨了有限元程序类型、网格

密度、摩擦系数、接触刚度罚因子，以及失效模型、准

则与应变率效应的影响[10-12]。基于上述显式有限元分

析方法，Sarkar 等[13]分析了不同厚度机匣受到断裂的

转子叶片撞击响应；Hermosilla 等[14]研究了不同类型

机匣对单个叶片的包容性；于亚彬和陈伟[15]、于连超

等[16]分析了不同厚度的单层机匣与不同层数或不同

间隙的多层机匣的包容能力。随着计算机仿真方法的

成熟，基于瞬态有限元软件的数值分析方法目前已经

成为包容能力评估的重要手段，但其结果的准确性尚

需试验验证。

与在旋转试验台上开展部件包容性试验相比，打

靶试验费用低、周期短，可以初步评估材料、结构的抗

冲击性能。Ambur 等[17-18]结合试验和仿真方法获得了

钛、铝合金在不同的偏航角和偏斜角组合时的弹道极

限；Pereira 等[19]对 Inconel 718 合金开展的打靶试验表

明，在 150~300 m/s 的弹体速度范围内退火材料吸收

的能量比时效材料的高 25%；Carney 等[20]发现具有弯

曲表面的模型机匣能够承受更高的撞击能量；陈光涛

等[21]发现加筋板相对均质板能够使靶板的临界击穿

速度提高 17%；Zhang 等[22-23]分析了平板和弯曲的模

拟机匣的冲击机理和失效特征。在以上打靶试验研究

中，通常使用矩形叶片弹体模拟叶片碎片，以平靶板

或曲靶板代替发动机的机匣，由于对发动机机匣与叶

片形状的过度简化，导致打靶试验结果与真实发动机

的包容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本文为了研究某型涡扇发动机对开式风扇机匣

的包容性，提出 1 种结合真实机匣打靶试验与有限元

分析方法评估机匣包容能力的方法。其中打靶试验采

用真实叶片与真实机匣，以反映发动机机匣与叶片结

构特征的影响，数值分析方法经打靶试验结果验证校

准后用于评估旋转状态下风扇机匣的包容能力。所提

出的方法可以在不具备部件包容试验条件的情况下，

以较方便的形式对机匣包容能力进行可靠评估。

1 真实机匣打靶试验

1.1 试验设备

对开式风扇机匣打靶试验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的 NH180 型空气炮系统上进行，系统由空气炮、控制

计算机、激光测速仪、高速摄影仪、照明灯、防护靶室、

机匣固支系统等组成，如图 1 所示。可发射质量为

100~500 g 的弹体，发射速度可达 100~350 m/s，发射

速度精度偏差在 5%以内。高速摄影仪型号 Motion

STUDIO IDT，拍摄速度为 5000~30000 帧 /s。

1.2 试验方法

所评估的某型发动机风扇机匣结构如图 2 所示。

其中第 1 级风扇机匣对应第 2 级风扇叶片（蓝色），第

2、3 级风扇机匣对应第 4 级风扇叶片（棕色）。机匣均

为对开式结构。

试验时取对开式风扇机匣半环，设计夹具实现安

装边固支，固定在空气炮口的前方，撞击位置调整在

半环机匣内壁，如图 3（a）所示。真实机匣工作时处于

近似空心悬臂圆筒结构，为模拟真实工况的机匣结构

受断叶冲击的状态，半环机匣利用安装边垂直安装在

2 个具有一定刚性的垂直薄壁圆筒中间。为模拟机匣

受冲击的周向应力状态，使用螺栓将连接钢板与半环

机匣的纵向安装边处连接，钢板另一端使用螺栓紧固

在工作平台上。整套试验装置呈悬臂式安装，如图 3

（b）所示。叶片采用轻质聚乙烯泡沫材料固定在弹托

图 1 打靶试验系统

（a）正 3 轴测图 （b）前视

图 2 某型发动机风扇部件结构

充气瓶 空气瓶 叶片

测速仪 试验件 高速摄影仪
高速采集卡和 PC

超动态应变仪

防护靶室

固支半环机匣
可周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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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如图 3（c）所示。发射时弹托在炮口被分离器分

离，轻质泡沫材料被气动分离，叶片依惯性飞向机匣

目标撞击位置。试验以工作叶片质心处的线速度作为

冲击速度。撞击中心的高度通过调整夹具高度和水平

位置保证，如图 3（d）所示。

1.3 试验结果

对开式风扇机匣的打靶试验分 3 种工况进行，冲

击速度分别对应 50%、68%和 105%工作转速下的叶

片质心速度。打靶试验结果见表 1。其中 A 组试验为

第 2 级风扇叶片冲击第 1 级风扇机匣，B 组试验为第

4 级风扇叶片冲击第 2、3 级风扇机匣。嵌入试验时的

速度可以作为弹道极限速度，此时吸收的能量为机匣

的极限吸收能量 EA

EA=
1
2
mbV s

2 （1）

式中：mb 为弹体质量；V s 为入射速度。

从表 1 中可见，第 1 级风扇机匣的弹道极限速度

为 53.9%工作转速，极限能量吸收为 1647.1 J，第 2、3

级风扇机匣的弹道极限速度对应 65.4%工作转速，极

限能量吸收为 1333.8 J。

在典型嵌入试验（A1 和 B2 工况）中叶片与机匣

的损伤如图 4 所示。在 A1 工况下风扇机匣被叶片击

破但未完全穿出，叶片卡在机匣中，叶片前后缘发生

磨损与卷曲变形。机匣破口与叶片截面基本一致。在

B2 工况下，冲击后机匣被叶片轻微击穿，叶片前段被

分切割为 3 段，中段卡在机匣中，其余部分发生较大

卷曲变形。

在典型击穿试验（A3 和 B3 工况）中叶片与机匣

的损伤如图 5 所示。在 A3 工况下风扇机匣被叶片完

全击穿；机匣破坏表现为花瓣形失效模式，并且裂纹

扩展方向受到加强筋的影响，易于沿着加强筋的方向

扩展。在 B3 工况下冲击后机匣被叶片完全击穿，呈

现近三角形缺口损伤，表现为典型的剪切冲塞失效模

式。同样的，缺口的上下边界均以加强筋为边缘。

（a）叶片与撞击 （b）叶片安装方式

（c）机匣 （d）机匣夹持方式

图 3 打靶试验中风扇叶片、机匣安装方式
（a）A1 工况

（b）B2 工况

图 4 典型嵌入型打靶试验结果

（机匣内侧（左）；机匣外侧（右））

（a）花瓣形失效（A3 工况）

撞击区域半环机匣

断叶

空气炮

拉紧支架

圆环固支底座

表 1 风扇机匣打靶试验结果

撞击

结果

嵌入

击穿

击穿

嵌入

嵌入

击穿

实际对

应转速 /

%

53.9

64.7

112.5

54.5

65.4

98.8

预定对

应转速 /

%

50

68

105

50

68

105

工况

A1

A2

A3

B1

B2

B3

能量

吸收 /J

1647.1

927.7

1333.8

实际撞

击速度

165

198

344

170

204

308

叶片

质量 /

g

121

121.1

122.9

64.2

64.1

64.4

预设撞

击速度

152.9

208.0

321.1

155.9

212.0

327.4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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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机匣与叶片材料参数

CP

611

611

C

0.0402

0.0182

D4

0.014

0.014

E/GPa

113

112.8

n

0.3536

0.341

D3

0.48

0.48

滋

0.30

0.33

B/MPa

826

1080

D2

0.27

0.27

籽/（kg/m3）

4500

4420

A /MPa

923

1036

D1

-0.09

-0.09

材料

TC6

TA7

材料

TC6

TA7

材料

TC6

TA7

TM/K

1910

1910

m

0.767

0.767

D5

3.87

3.87

2 数值分析方法验证

2.1 有限元模型

采用 8 节点六面体单元进行有限元网格划分。第

1 级风扇机匣划分为 368268 个单元，475292 个节点，

第 2 级风扇叶片划分为 7776 个单元，12025 个节点，

如图 6（a）所示；第 2、3 级风扇机匣划分为 379318 个

单元，490358 个节点，第 4 级风扇叶片划分为 8880

个单元，12300 个节点，如图 6（b）所示。在网格划分过

程中，着重考虑机匣和叶片厚度方向的网格。在冲击

区域机匣厚度方向包含 4 层网格，叶片厚度方向包含

3 层网格。考虑到撞击过程中叶尖的大变形，对叶尖

部分进行局部加密，叶身部分网格尺寸约 2.0 mm，叶

尖部分网格尺寸约 1.0 mm。机匣撞击区域面内网格

尺寸约 2.0 mm，为保证网格质量，机匣上几何尺寸较

小的位置网格尺寸相应较小，最小单元边长 0.4 mm。

叶片和机匣模型根据试验过程中姿态和位置进行调

整。叶片撞击速度依据试验实际冲击速度。试验中用

于与机匣相连的夹具设计

刚度较大，因此在仿真中

机匣模型在周向安装边与

纵向安装边处固支约束。

设定叶片对机匣的接触方

式为面面侵蚀接触。

2.2 材料模型

Johnson-Cook 本构模型是 1 种经验型的本构模

型，考虑了应变、应变率以及温度对材料动态力学性

能的影响，以乘积的形式描述了应力与各影响因素之

间的关系，表达式右边各项分别描述材料的加工硬化

效应、应变率效应和温度软化效应

滓e=[A+B着e
n][1+C ln 着·e

*][1-(T*)m] （2）

式中：A、B、n、C、m 为材料参数；滓e 为 Von Mises 流动

应力；着觶 e 为等效塑性应变率；着·e
*=着觶 p着觶 0

，为无量纲应变

率，其中，着觶 p 为等效塑性应变率，着· 0 为参考应变率，通

常取为 1/s；T*=（T-Tf）/（Tm-Tf），为无量纲温度，其中，Tf
为参考温度，Tm 为材料熔点温度。

Johnson-Cook 失效模型综合考虑应力 3 轴度、应

变率和温度对材料失效的影响

着f=[D1+D2exp（D3滓*）]（1+D4 ln 着觶 e
*

）（1+D5T*） （3）

式中：D1~D5 为材料参数；滓*= P
滓 = 滓m

滓eq
=-浊，浊 为应力 3

轴度，P为静水压力，滓 为等效应力。

该失效模型应用损伤累计准则来考虑材料的失

效过程，单元的累积损伤参量为

D=
着e

0乙 d着e
着f（滓*，着觶 e，T）

（4）

式中：D 值在 0～1 之间变化，初始时 D=0，材料失效

时 D=1；驻着f 为 1 个时间步内的塑性应变增量；着f 为在

该时刻应力 3 轴度、应变率和温度状态下的失效应

变，可以通过式（3）确定。

风扇叶片材料为 TC6，风扇机匣材料为 TA7。材

料参数见表 2。由于缺乏相关的动态试验数据，因此

表 2 中所用材料参数是在 TC4 合金的 J-C 模型参数[8]

的基础上，由航空材料手册数据拟合修改得到。其中

J-C 失效模型参数与 TC4 合金保持一致。

（b）冲塞型缺口（B3 工况）

图 5 典型击穿型打靶试验结果

（机匣内侧（左）；机匣外侧（右））

（a）第 2 级风扇叶片撞击第 1

级风扇机匣（A 组）

（b）第 4 级风扇叶片撞击第

2、3 级风扇机匣（B 组）

（c）局部网格划分

图 6 打靶试验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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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值分析方法验证

数值仿真方法的精度受到诸如摩擦系数、接触刚

度罚因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校准所采用的数值

分析方法的精度，以试验结果为嵌入的 B1 组试验为

基准，开展控制参数的影响研究，确定了所采用的摩

擦系数取 0.15，接触刚度罚因子为 2.0，所得结果与试

验结果吻合性较好。使用校准后的数值仿真方法对其

他组试验进行分析，仿真预测结果与试验结果的对比

见表 3。从表中可见，仿真预测结果与试验结果基本

一致，其中 B1、B2 工况均为嵌入，其余击穿。其中 A1

工况仿真中穿透的结果虽然与试验中叶片嵌入机匣

结果有不一致之处，但叶片的残余速度非常小，接近

0。从极限能量吸收上与试验结果对比误差为 1%，因

此认为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在残余速度与极限能量

吸收上误差很小。

在各工况下机匣受叶片冲击后损伤形貌及尺寸

的试验与仿真结果对比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各工况条件下仿真预测的缺口形状与尺寸均与试验

结果接近。从 A 系列的仿真结果来看，随着冲击速度

增大，叶片剩余速度也增大；但是对于 B 系列，该结

论并不明显，因为叶片冲击第 2、3 级机匣时，B2 和

B3 试验撞击在机匣安装边上，使得叶片被割裂，降低

了其穿透能力。

3 风扇机匣包容能力评估

如上所述，在各工况条件下数值仿真预测的残余

速度、缺口形状与尺寸均与试验结果相比误差较小，

因此以第 2 级风扇叶片和第 1 级风扇机匣为例，使用

验证的数值仿真方法分析在工作转速旋转条件下机

匣的包容性。

3.1 机匣包容有限元模型

机匣包容性分析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8 所示。蓝色

的为机匣，红色为飞断叶片，绿色为追随叶片。机匣在

前后安装边均采用固支处理。有限元网格划分、材料

模型及参数、摩擦系数、接触发刚度因子等参数设置

均保持与第 2 章的一致。飞断叶片赋予初始角速度

（100%工作转速），其余叶

片以匀角速度转动。考虑

到纵向安装边对机匣包容

能力有增强作用，叶片撞

击在安装边位置可能带来

的如螺栓连接失效等问题

非常复杂，需要独立研究，

图 7 机匣损伤对比（试验（左）与仿真（右））

A1

A2

A3

（a）A 组

B1

B2

B3

（b）B 组

图 8 风扇机匣包容性评估

有限元模型

Z
XY

表 3 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

仿真剩

余速度

16.47

43.72

280.63

0

0

120.07

试验剩

余速度

0

0

0

入射

速度 /

（m/s）

165

198

344

170

204

308

试验件

A1

A2

A3

B1

B2

B3

仿真能

量吸收

1630.7

2258.1

2432.4

927.7

1333.8

2590.4

试验能

量吸收

1647.1

927.7

1333.8

能量吸

收误差 /

%

1.0

0

0

J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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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考虑飞断叶片撞击在非螺栓安装边处的情况。

设定飞断叶片与机匣之间、飞断叶片与追随叶片之间

的碰撞接触模式为单面侵蚀接触。

3.2 机匣包容分析结果

在包容过程中叶片与机匣的相互作用如图 9 所

示。从图中可见，在 0.144 ms 时，飞断叶片与第 1 级

风扇机匣开始接触，机匣与叶片均发生变形。随着叶

片持续撞击，叶片逐渐卷曲变形，与机匣接触面积增

大，接触区域机匣逐渐发生鼓凸变形，且变形逐渐增

大。飞断叶片前缘贴着机匣继续运动；在第 0.360 ms

时，尚未与右侧追随叶片接触；在第 0.540 ms 时，飞

断叶片与机匣撞击，速度降低，叶片根部开始与追随

叶片接触并发生撞击，飞断叶片在追随叶片驱动下贴

着机匣沿叶片旋转方向运动；在第 0.792 ms 时，在飞

断叶片撞击作用下，机匣上产生裂纹，随后裂纹沿着

叶片旋转方向扩展，在此过程中，随着与机匣的碰擦，

飞断叶片也存在被撕裂现象；随着包容过程的持续，

在第 0.984、1.248 和 1.476 ms 时，飞断叶片分别与

右侧第 3、4、5 个追随叶片接触，并被其切割；随后在

第 4、5 个追随叶片的切割下，在第 1.584 ms 后飞断

叶片断裂成 2 个，机匣上被飞断叶片撕裂出 1 条长裂

纹；在第 4.176 ms 时，飞断叶片叶根部分已被追随叶

片从下安装边甩出机匣，飞断叶片叶尖部分则被追随

叶片向前安装边甩去。

数值仿真结果预估的叶片与机匣损伤如图 10 所

示。从图中可见，机匣被撞击区域形成鼓胀变形，并被

飞断叶片撕裂出裂口，飞断叶片也被撕扯成几部分，

最终被追随叶片从机匣后安装边扫出机匣。由于飞断

叶片未从机匣撕裂口飞出，可认为真实机匣在工作转

速下处于临界包容状态。与打靶试验中机匣仅能承受

53.9%工作转速对应速度下的叶片冲击相比，在旋转

状态下真实机匣可以包容以 100%工作转速飞出的

真实叶片，这主要是由于飞断叶片撞击姿态的区别导

致。此外，对机匣包容性分析过程中发现，在旋转状态

下机匣的失效模式以撕

裂为主，与打靶试验中

的剪切失效有明显区

别，侧面说明尽管失效

模式有所不同，本文所

采用的数值分析方法具

备描述不同失效模式的

能力。

4 结论

本文针对某型发动机对开式风扇机匣包容能力

评估，提出 1 种使用真实叶片和真实机匣开展打靶试

验的数值仿真分析的方法，经试验验证的数值仿真方

法被用于评估在旋转状态下风扇机匣的包容能力。主

要结论如下：

（1）基于使用真实叶片和真实机匣的打靶试验，

获得机匣在叶片冲击下的损伤形貌与能量吸收特征，

在击穿状态下风扇机匣的破坏表现为花瓣形失效或

冲塞型缺口失效。

（2）采用 Johnson-Cook 模型开展的瞬态动力学

有限元分析预测的真实机匣损伤形状与尺寸、叶片残

余速度与机匣能量吸收均与试验结果误差较小，验证

（a）t=0.144 ms （b）t=0.360 ms

（c）t=0.540 ms （d）t=0.792 ms

（e）t=0.984 ms （f）t=1.248 ms

（g）t=1.476 ms （h）t=4.176 ms

图 9 在包容过程中叶片与机匣的相互作用

图 10 风扇机匣与叶片损伤
仿真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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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采用的数值分析方法的准确性。

（3）采用验证的数值仿真方法对真实机匣的包容

性评估的结果可知，机匣可以包容以 100%工作转速

飞出的叶片，机匣失效模式以鼓胀变形和撕裂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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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管流场 V3V 试验示踪粒子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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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采用体 3 维测试系统（V3V）试验研究了拉伐尔喷管出口的速度场。为了选择适合 V3V 试验测量气流流场的示踪粒子，对 3

种不同物理属性的固体微粒进行测试分析，结果表明：二氧化钛粒径为 5～10 滋m，对于激光散射性太差，粒子亮度较弱，在 V3V 处

理软件识别时粒子匹配不成功；滑石粉和聚苯乙烯的粒径分别为 20～25 滋m 和 30～35 滋m，在 V3V 软件处理 4 副图片时的粒子匹

配率分别为 30%和 40%，试验得到的速度场与理论计算值误差分别约为 2%和 5%。

关键词：体 3 维测试系统；示踪粒子；跟随性；速度场；喷管；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1.7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1.015

Study on Tracer Particle Characteristics of Nozzle Flow Field V3V Test
SHENG Chao袁YE Xi-hui袁YU Zhong-qiang袁TENG Zhuang袁BAI Chun-yu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The velocity field of Laval nozzle outlet was studied by Volumetric PIV Measurement System 渊V3V冤 test. In order to select

tracer particles suitable for V3V test to measure airflow field袁three kinds of solid particles with different physical properties were test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rticle size of titanium dioxide is 5 滋m袁which is too poor for laser scattering袁and the brightness of the
particle is weak. Particle matching is unsuccessful in V3V processing software recognition. The particle sizes of talc powder and polystyrene
are 20耀25 滋m and 30耀35 滋m袁respectively. The particle matching rates are 30% and 40% respectively when processing four pictures with
V3V software. The error between the velocity field and the theoretical calculated value is about 2% and 5%袁respectively.

Key words: V3V曰tracer particles曰following performance曰velocity field曰nozzle曰aeroengine

0 引言

PIV[1-4]是 1 种瞬态流动速度场测量技术，在风流非

接触测试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 PIV 技术发展

的最新产品为体 3 维流场测试仪系统 [5-6]（简称V3V），

可以实现对 140 mm×140 mm×100 mm 流体 3 维速

度的测量，捕捉到流场的 3 维结构，采用 4 台 CCD 探

头从不同角度记录被照明体区域，使用双腔脉冲激光

器各发射 1 束激光，CCD 探头瞬间采集 8 张图片，8

张粒子图象分别来自 A 帧（时间 =t）和 B 帧（时间 =D
△t+t），使用三角抖索技术定位粒子 3D 空间位置，通

过 A 帧和 B 帧配比得到粒子的空间速度。在国外，

Troolim 等[7-10]将 V3V 试验方法首先运用于涡轮桨搅

拌槽内流场研究，取得了 3 维流场结果；在国内，鲍苏

洋等采用 V3V 测试技术研究了桨叶附近湍流流场，

并与 2D-PIV 测试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综上，在国

内外 V3V 测试技术在水流测量研究方面成功应用，

技术准确性十分可靠。该技术在测量气体流场方面尚

未开展相关研究。2D-PIV 选择高品质示踪粒子有丰

富成功的经验[11-15]，而 V3V 使用的是体光源，通常使

用较大的示踪粒子增加散射光强度，然而较大粒径的

示踪粒子在气体中的流动跟随性较差，测量误差较

大，气体流场 V3V 测试成功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示

踪粒子作为跟随粒子。

本文为了选取适合气体流场测试的示踪粒子，搭

建了喷管试验台，选取了 3 种不同粒径的示踪粒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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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试验研究，最终得到了适合 V3V 测试气体流场

的示踪粒子。

1 气体流场 V3V测试

1.1 V3V 系统

试验采用 TSI 公司生产的 V3V 系统，主要由成

像系统、分析显示系统和同步控制系统组成。采用

Nd：YAG（Neodymium-doped Yttrium Aluminium Gar-

net）激光器，波长为 532 nm，单脉冲最大能量 500

mJ，最大工作频率 15 Hz；V3V 探头配备 4 个 400 万

像素（2048×2048）的 CCD 相机；同步器负责给相机

和激光器发出同步信号，协调二者同步工作；图像的

显示、采集及后处理均由系统自带的 Insight V3V 4G

软件完成。

1.2 试验粒子

试验粒子应满足示踪粒子的基本要求，即无毒、

无腐蚀、稳定、无化学反应，以确保试验人员和试验设

备不受损害。为了保证测量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示踪粒子还需满足流动的跟随性及散光性要求。粒子

跟随流体的动力学特性可用经典 BBO 方程描述

仔
6
dp

3 籽p
dUp

dt =-3仔滋dpV+仔
6
df

3 籽f
dUf

dt
-

1
2

仔
6

dp

3 籽p
dV
dt

- 3
2

dp

2 仔滋籽f姨
t

0
乙 dV

d孜
d孜
t-孜姨 （1）

V=V p-V f （2）

式中：dp为粒子直径；籽p为粒子密度；Up 为粒子速度；df

为流体元直径；籽f为流体密度；Uf 为流体元速度；滋 为

流体黏性系数；V p 为示踪粒子速度；V f 为流体速度。

由 BBO 方程分析发现，影响粒子跟随性参数主

要分为 3 种：（1）粒子密度；（2）有关流体的性质（黏性

系数、密度等）；（3）粒子的直径。试验使用的是压缩空

气，流体的性质是确定的。粒子密度 籽p和直径 dp越

小，流动跟随性越好，而根据米氏散射理论，粒径过小

会降低粒子散射光强导致采集图像中的粒子无法识

别。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次试验选择 3 种具有代表

性的粒子作为试验粒子，其物理属性见表 1。

1.3 试验布撒系统

试验使用的粒子发生器如图 1 所示。该粒子发生

器可以连续添加多种干燥的粉末作为示踪粒子，粒子

发生器容器内部设计最大工作压力为 1.6 MPa，出口

设计最大工作压力为 0.8 MPa，试验使用氩气吹粉，

以避免潮湿的空气污染粒

子。在试验过程中监测粒

子发生器进、出口压力，分

别 为 1.0 ～1.5、0.6 ～0.9

MPa。

1.4 试验方案

在航空涡喷、涡扇发动机上，尾喷管主要作用是使

燃气发生器排出的燃气继

续膨胀，提高燃气喷出速

度，使发动机产生反作用

力。因此，研究喷管出口速

度场具有实用意义。本试

验采用收敛 - 扩张喷管，

主要由亚声速收敛段、喉

部和超声速扩张段组成，

具体结构如图 2 所示。

收敛段的内壁面采用维辛托斯基曲线，以保证过

渡的连续性。具体参数见表 2。

1.5 试验状态

选取 2 种试验状态，见表 3。理论计算出口速度

分别为 V e1=270 m/s、V e1=336 m/s。

2 试验结果与讨论

2.1 示踪粒子图像

V3V 系统采集的粒子图像如图 3 所示（激光强

度最大、CCD 光圈最小）。从粒子成像的清晰度和曝

光效果可见，不同粒子的散光性具有明显差别：粒径

粒子

二氧化钛

滑石粉

聚苯乙烯

粒径 /滋m

5～10

20～25

30～35

密度 /（g/cm3）

0.78

2.70

1.04

表 1 试验粒子物理属性

图 1 粒子发生器

图 2 喷管几何尺寸

进口直径

30

喉部直径

30

出口直径

36.4

收敛段长度

30

扩张段长度

36.5

表 2 试验喷管几何尺寸 mm

状态

1

2

进口总压 /

kPa

153.5

195.0

进口总温 /

℃

60

62

环境压力 /

kPa

102.5

102.5

理论速度 /

（m/s）

270

336

表 3 试验状态

扩张段收敛段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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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聚苯乙烯和滑石粉曝光效果很好，图中清晰可

辨别出单个粒子；粒径较小的二氧化钛成云状，肉眼

无法识别，在后续的试验中不再采用二氧化钛作为示

踪粒子进行试验研究；初步表明粒子的散光性与粒径

大小正相关，这与米氏散射理论相符。粒径较小的二

氧化钛和滑石粉跟随喷管边缘的低速气流向外部扩

散，而粒径较大的聚苯乙

烯只跟随高速气流运动，

向四周扩散较慢。对比滑

石粉与聚苯乙烯粒子图发

现，相对于密度，粒径对粒

子跟随性影响更强。

2.2 图像粒子匹配

V3V 软件处理分为 4 步：粒子识别，粒子匹配，

速度处理，速度插值。其中第 1、3、4 步和常规 PIV 处

理方法一样，第 2 步粒子匹配是 V3V 特有的，也是测

试成功的关键。根据之前的标定结果，匹配 4 个相机

中粒子的 3D 空间位置。

V3V 软件处理匹配结果：二氧化钛作为示踪粒

子，识别的粒子有 5 万多个，匹配率为 0，未得到速度

场；滑石粉识别粒子有 1.5 万个，V3V 软件处理 4 副

图片中粒子匹配率为 32.2%；聚苯乙烯识别粒子有

1.5 万个，V3V 软件处理 4 副图片中粒子匹配率为

60%。

粒径最大的聚苯乙烯匹配最好，表明粒径是影响

V3V 软件处理成功与否的关键。

2.3 流场结果

3 维速度矢量流线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聚

苯乙烯匹配的粒子数较多，所以速度矢量多，流线密

集。聚苯乙烯作为示踪粒子测得的流场流线相对紊

乱，原因是聚苯乙烯粒径较大无法很好跟随流体运

动，反映流程结构失真。滑石粉作为示踪粒子测得的

流场流线相对光滑，与喷管出口自由射流流场相符。

剖面速度轮廓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滑石粉

作为示踪粒子的速度轮廓图显示速度从上游到下游

呈递减趋势，这是由于射流与周围介质的动量、能量

和质量的交换，射流将动能传递给周围介质，使周围

介质速度增大，主流速度逐渐减小；聚苯乙烯作为示

踪粒子的速度轮廓图前半部分速度无减小趋势。

在状态 1 下的沿流向速度剖面如图 6 所示。从图

中可见，滑石粉和聚苯乙烯作为示踪粒子测得喷管出

口主流速度 V e1-1=265 m/s、V e1-2=257 m/s，与理论计算

的速度偏差分别为 2%和 4.8%。

在状态 2 下沿流向速度剖面如图 7 所示。从图中

可见，滑石粉和聚苯乙烯作为示踪粒子测得喷管出口

主流速度 V e2-1=328 m/s、V e2-2=320 m/s，与理论计算的

速度偏差分别为 2.4%和 4.78%。

（a）二氧化钛

（b）滑石粉 （c）聚苯乙烯

图 3 示踪粒子图像

（a）滑石粉 （b）聚苯乙烯

图 4 3维矢量流线

（a）滑石粉 （b）聚苯乙烯

图 5 剖面速度场

（a）滑石粉 （b）聚苯乙烯

图 6 状态 1出口截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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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粒径是 V3V 测试用的示踪粒子特性最重要

的影响因素，示踪粒子的散射性、信噪比、跟随性等均

受其影响，一般粒径越小粒子跟随性越好，而散射强

度、信噪比越差。

（2）粒径最小的二氧化钛（5～10 滋m），对于激光

散射性太差，粒子亮度较弱，在 V3V 处理软件识别时

粒子匹配不成功；粒径适中（20～25 滋m）的滑石粉，

在 V3V 软件处理 4 副图片中粒子匹配率为 30%，试

验得到的速度场与理论计算值偏差约为 2%；粒径最

大（30～35 滋m）的聚苯乙烯，在 V3V 软件处理 4 副图

片中粒子匹配率为 40%，试验得到的速度场与理论

计算值偏差约为 5%。由此可见滑石粉更适合作为测

量喷管出口气动流场的示踪粒子。

（3）试验测得喷管出口主流速度与理论计算值相

比较小，部分原因是示踪粒子密度比流体密度大，粒

子速度小于流体元速度，即因粒子跟随性欠佳造成

的，在粒子散射性满足 V3V 拍摄的前提下，还需通过

试验摸索跟随性更好的示踪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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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滑石粉 （b）聚苯乙烯

图 7 状态 2出口截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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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满足某型核心机高温测量需求，基于多种耐高温材料研制了 1 种无冷却高温热电偶。在国内首次将承力壳体和滞

止室采用一体化设计，完成高温热电偶的结构强度计算。通过对热电偶速度、辐射和导热误差分析，使热电偶测量精度满足设计要

求。将无冷却高温热电偶应用于某型核心机试验中，结果表明：该热电偶在高温燃气中结构可靠，测量数据能够真实反映高温燃气

温度的变化规律。

关键词：高温测量；无冷却高温热电偶；强度计算；误差分析；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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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Thermocouple without Cooling
ZHANG Xiao-dong袁 LIU Zhong-kui袁 XU Xiu-sheng袁 WANG Xiao-lia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measuring the high temperature of a core engine袁a kind of thermocouple without

cooling was developed based on a variety of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t materials. Load bearing shell and stagnant chamber was integrative
design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the structural strength calcula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thermocouple was complet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velocity袁radiation and heat conduction error of thermocouple袁the measuring accuracy of thermocouple could meet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The high temperature thermocouple without cooling was applied to the core engine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ucture of
the thermocouple is reliable in high temperature gas袁and the measured data can truly reflect the variation rule of temperature of high
temperature gas.

Key words: high temperature measurement曰high temperature thermocouple without cooling曰strength calculation曰error analysis曰
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的研制离不开地面试验。

在发动机试验中，往往要求测量主燃烧室出口、加力

燃烧室等高温测试截面的燃气温度。高温部件准确可

靠的测量数据是进行发动机部件设计、改进和选材的

重要依据。因此，为保证发动机高温部件温度测量的

精度，高温热电偶的研制和测试精度控制一直是发

动机高温燃气测试技术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1-3]。目

前，国内外对发动机高温燃气流的测量主要采用接

触式测量法[4-5]，即测点直接置于高温燃气气流中，将

感受到的温度以电压或能量信号传输到数据采集系

统的输入端，该方法简单、可靠、受环境影响较小、精

度较高。

常规高温热电偶需要通过气冷或水冷的方式对

测试受感部壳体进行冷却，才能保证热电偶的正常工

作。但是在发动机试验中冷却介质的流量无法精确控

制，致使热电偶壳体冷却效果不佳，热电偶使用寿命

十分有限。高温冷却式热电偶由于壳体冷却介质直接

冷却导致燃气温度与热电偶壳体之间存在明显的温

度差，给热电偶测量结果带来较大的传热误差[6-8]。另

外，由于热电偶结构较复杂，要冷却其承力壳体对试

验台架冷却设备要求较高。文献[9-10]基于陶瓷承力

设计了 1 种用于校准的无冷却单点高温热电偶，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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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构仅限用于试验室校准使用，无法真正用于航

空发动机工程试验。

某型核心机加温加压试验喷管进口燃气温度高

达 1400 ℃左右，针对该型发动机试验测试需求，本

文采用高强度和耐高温的承力材料研制了 1 种无冷

却高温热电偶，消除常规冷却式热电偶中冷却介质对

温度测量结果的影响，并将其成功应用于发动机台架

试验，获得了良好的工程使用效果。

1 无冷却高温热电偶方案设计

1.1 无冷却高温热电偶技术方案

钽钨合金是目前惟一能够在 1400 ℃以上具有

较高强度的功能性材料，但其在高温环境下极易氧

化，为保证其高温力学性能，在零件表面涂覆抗氧化

涂层[11-14]。本文设计热电偶主承力件壳体采用钽钨合

金，偶丝为 S 型，经过标定满足 I 级精度。壳体内部支

撑采用自行研制的高温氧化铝增韧陶瓷。无冷却热电

偶整体技术方案如图 1 所示。

1.2 承力壳体结构设计及试验

由于高温热电偶承力壳体采用的钽钨合金受高

温极易氧化，零件在机械加工完成后在所有表面涂覆

抗氧化涂层，因此壳体表面无法焊接，高温热电偶所

必需的测点滞止室与承力壳体采用一体化加工成型，

滞止室在壳体上沿发动机径向布置，相互独立，高温

热电偶承力壳体结构如图 2 所示。为了防止热冲击导

致壳体表面的抗氧化涂层开裂，消除零件尖边应力，

在结构转接处均进行倒圆处理。

由于钽钨合金首次应用于航空发动机高温燃气

测试，为保证热电偶承力壳体以及抗氧化涂层高温热

力学性能满足热电偶设计要求，对壳体材料进行以下

性能试验。

（1）基体材料高温强度试验。为验证钽钨合金的

耐高温能力，并获取在高温条件下的力学性能参数，

选用 2 个 椎28 mm×110 mm 的棒材为试验件，在抽

真空、充氩气保护环境下，将试验件充电加热至 1400

℃，完成力学性能试验。试验结果见表 1。

（2）抗氧化涂层耐高温试验。为验证抗钽钨合金

表面抗氧化涂层的高温耐受能力，选用板材试验件，

将其表面涂覆抗氧化涂层后，加热至 1400 ℃，并持

续保温 30 h，试验后检查，试验件表面涂层未见明显

损坏。

（3）抗氧化涂层热冲击试验。为验证抗氧化涂层高

温热冲击耐受能力，选用 70 mm×10 mm×1 mm 规格

的板材为试验件，将其表面涂覆抗氧化涂层后，进行室

温至 1400 ℃循环加热，循环周期 74 s，循环次数 1500

次，试验后检查，试验件表面涂层未见明显损坏。

1.3 内支撑结构设计及试验

热电偶偶丝在壳体内部的定位和固定主要靠内

支撑件实现。针对其实现的功能，对热电偶的内支撑

材料强度要求不高，但其必须有足够的绝缘性和耐高

温性能。本文设计的无冷却高温热电偶内支撑材料选

用自行研制的高温氧化铝增韧陶瓷，基于整个热电偶

的装配可行性对壳体内支撑进行分体结构设计，具体

结构如图 3 所示。

内支撑组件由 3 个高温陶瓷件组成，为更好保护

壳体表面抗氧化涂层，内支撑与壳体配合间隙较大，

所有表面均作打磨抛光处理，装配时所有配合间隙均

用高温胶填充。

温度 /℃

1400

1400

延伸强度

Rp0.2 / MPa

305

286

抗拉强度

Rm /MPa

319

305

断后延伸率

A /%

26.0

26.5

断面收缩率

Z/%

83

82

弹性模量

E/GPa

126

119

表 1 性能试验结果

图1 无冷却高温热电偶结构

偶丝 内支撑 壳体 安装座 热电偶尾部

图 2 壳体结构

A-A A

A

图 3 内支撑结构

内衬 1

内衬 2

内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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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冷却高温热电偶强度计算

2.1 静强度计算

根据高温热电偶在发动机上的实际安装条件，将

其等效为 1 个悬臂梁结构，沿发动机径向承受一定的

均布气动载荷，热电偶承力壳体上最大径应力为

滓max=
Mw

W （1）

式中：Mw 为热电偶承力壳体所受的弯矩；W 为抗弯截

面模量。

根据文献[7]所述，测试受感部在发动机流道内受

到的气动载荷 P为

P=CxF 剀
剀+1 P *姿2着（姿） （2）

式中：Cx 为裕度系数，取为 1.3；F为支杆迎风面积；剀
为绝热指数，取为 1.33；P * 为来流总压；着（姿）为燃气

密度函数

着（姿）= 1- 资-1
资+1 姿2蓸 蔀 1

资-1

（3）

姿 为气流速度系数

姿= V
琢cr

= V
2资
资+1 RT *姨 （4）

式中：V 为气流速度；R 为气体常数，取为 287.4 J/

（kg·K）。

抗弯截面模量 W 可根据受感部承力壳体的横截

面几何形状和尺寸计算得出，即

W= I
ymax

（5）

式中：I 为惯性矩；ymax 为中性轴至最远点距离。

根据某核心喷管进口最大气流工况，按照式（2）

～（4）得出高温热电偶迎风面所受的气动载荷和壳体

弯矩，根据热电偶壳体的具体几何尺寸得到壳体的抗

弯截面模量。带入式（1）得出高温热电偶应力最大点

处于迎风面壳体根部，最大应力值 滓max=17.1 MPa。根

据表 1 可知，高温热电偶壳体具有足够的静强度裕

度，满足受感部设计要求。

2.2 动强度计算

根据高温热电偶在发动机上的具体安装条件，采

用 workbench 软件对高温热电偶进行固有频率计算，

前 4 阶固有频率计算结果见表 2。

由文献[7]可知，发动机稳态测试受感部的动强度

校核应以固有频率（3 阶内）与激振频率差值是否大

于 25％作为主要判据，即

|驻f/f|×100%≥25%

式中：f 为发动机转子转速对应频率；Δf 为发动机转

子转速对应频率与受感部自振频率之差。

结合某核心机高、低压转子主要工况的工作转速

范围，高温热电偶前 3 阶固有频率的裕度均大于

25％，满足受感部设计要求。

3 误差分析

在发动机稳态参数测量中，高温热电偶的测量

误差主要由速度误差、辐射误差和导热误差 3 部分

组成。

3.1 速度误差

高温燃气的速度误差为

滓v=（1-r）
资-1
2

Ma

2

1+ 资-1
2

Ma

2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6）

式中：资=1.33；由于高温热电偶带有滞止室，根据经验

取热电偶偶丝热结点复温系数 r=0.95；Ma 为状态工

况下高温燃气马赫数。将各值带入式（6）得速度误差

滓v=0.15%。

3.2 辐射误差

高温燃气温度测量的辐射误差估算为

滓r=
313.16Kr

T MaP姨
Tj

100蓸 蔀 -0.18 Tj

100蓸 蔀 4 - Tw

100蓸 蔀 4蓘 蓡（7）

式中：Kr 为辐射修正系数，对于滞止式热电偶，可取

为（28.6±3.2）×10-4；Tj 为测量端温度，可近似为燃

气流总温 T *；Ps 为高温燃气流静压，根据燃气流速度

和总压可得

Ps=
P *

1+
（资-1）Ma2

2
蓸 蔀 资

资-1
（8）

将滞止室看作热电偶温度测量端，则根据复温系

数的定义，滞止室内壁温度 Tw 可近似为

Tw=T *-（1-r）
资-1
2

Ma2

1+ 资-1
2

Ma2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T * （9）

这里将滞止室看作裸漏测量端，总温恢复系数

r=0.86。将高温燃气流最大工况条件代入式（7）得辐

阶数

频率 /Hz

1

1683.6

2

2171.9

3

8408.5

4

8765.3

表 2 高温热电偶固有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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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T7-1 热电偶测试数据

图 6 T7-2 热电偶测试数据

射误差 滓r=0.014%。

3.3 导热误差

根据枢轴的导热原理，在气流稳定状态忽略高温

辐射换热，热电偶的导热误差与测量端长径比有关。

考虑偶丝沿轴线方向的传热，热端为偶丝热结点位

置，冷端为偶丝进入壳体部分，偶丝外面穿套有直径

为 1 mm 的绝缘套管，整个测量组件长径比约为 50，

一般情况下当偶丝长径比超过 20~50，即认为导热误

差可以忽略不计[15]。

4 无冷却高温热电偶工程应用

在某核心机加温加压试验喷管进口布置 2 支无

冷却高温热电偶，探针编号 T7-1 和 T7-2，每支探针

沿发动机径向布置 3 个测点，分别标记为 1、2、3，累

计试验时间 3.5 h。试验后无冷却高温热电偶如图 4

所示。对 2 支热电偶测点

通断性和绝缘性进行检查

未发现异常，热电偶壳体

未出现明显损坏，在滞止

室尖边处抗氧化涂层轻微

脱落，对壳体性能无影响。

2 支高温热电偶在核心机加温加压试验性能录

取试车的测试结果如图 5、6 所示。从图中可见，热电

偶各测点温度测试结果与同截面的机载热电偶 T7-D

测试结果几乎吻合，与发动机试验状态变化一致性较

好，能够真实地反映发动机喷管进口测试截面高温燃

气温度变化。由于本文所设计热电偶热结点直接与燃

气接触，与机载热电偶结构形式相比，时间常数较小，

因此对温度变化响应较快。考虑到测试截面沿发动机

径向存在一定的温度梯度以及热电偶 3 个测点自身

测量误差，同一支热电偶上 3 个测点温度在发动机试

验中存在一定的差异。

5 结论

通过本次某核心机喷管进口高温无冷却热电偶

设计、试验验证及工程应用，可得出以下结论：

（1）本文设计的热电偶承力壳体在 1400 ℃高温

环境下具有足够的强度和抗热冲击能力，满足高温无

冷却热电偶的设计需求；

（2）热电壳体强度计算表明，本文设计的高温无

冷却热电偶静强度和动强度安全系数较高，满足发动

机受感部设计要求；

（3）由于受当前条件所限，未对热电偶进行高温

标定，按照经验公式对高温热电偶测量误差进行综合

评估，满足发动机试验需求；

（4）发动机试验结果显示，热电偶测试结果与机

载热电偶测试结果基本吻合，与发动机试验状态变化

一致性较好，能够真实地反映发动机喷管进口测试截

面高温燃气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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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针对传动系统故障频发的研制现状，提出基于传动系统的技术分解结构（TBS），制定各项技术的成熟度评价专用细则，

并根据专用细则制定全面开展评价工作的流程和方法。专用评价细则的建立是传动系统技术成熟度评价工作的核心，实现了对发

动机通用细则的解读，且通过对细则满足情况的判定，明确了该项技术的成熟度提升方向。应用实例表明：该项工作对控制传动系

统研制过程中的技术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承研单位制定技术能力提升计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传动系统；技术成熟度；技术分解结构；评价细则；技术风险；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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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Evaluation Method for Aeroengine Transmission System
LIU Qing-dong袁SHI Yan-yan袁CUI Yang袁LIU Xiao-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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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nsmission system fault frequently袁 the Technology Breakdown Structure
渊TBS冤 based on transmission system was proposed. Specific rules for readiness level evaluation of various technologies were formulated and
the processes and methods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were formulated based on special rules.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 evaluation
rules was the core of the 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evaluation of transmission system. Special evaluation rules realiz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eneral rules of the aeroengine袁and it clarified the direction of promoting the 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by judging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rules. The application examples show that this work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trol the technology risk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mission system袁and it also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capability promotion plan in the research units.

Key words: transmission system曰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曰TBS曰evaluation rules曰technology risk曰aeroengine

0 引言

传动系统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子系统，其主要

功能是带动发动机附件及飞机附件工作，一旦失效

将对整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造成重要影响，甚至可

能导致战斗机的动力丧失[1]。然而，受到长期测绘仿

制工作模式的影响，承研单位对传动系统研制的相

关技术研究不足，发动机研制及列装后仍不断发生

传动系统故障[2-5]，成为型号研制“拖、降、涨”的重要

因素之一。

在技术成熟度评价中，通常先根据重要性和新颖

性识别关键技术元素，再针对关键技术元素按成熟度

评价细则 TRL1～9 开展评价工作[6]。然而，航空发动

机的传动系统结构形式单一，往往由于新颖性不足而

未被型号列为关键技术元素，为后续故障的发生埋下

了隐患。

本文提出基于传动系统的技术分解结构 TBS，制

定各项技术的 TRL1～9 专用评价细则，并根据专用

细则全面开展技术成熟度评价工作的流程和方法。该

项工作对控制传动系统研制过程中的技术风险具有

重要意义，也为承研单位制定技术能力提升计划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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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生命周期的技术成熟度等级要求

1.1 技术成熟度的等级定义

技术成熟度等级 TRL，是指从掌握技术原理到技

术在工程上成功应用的过程中，对技术满足项目预期

目标的度量，可以量化描述传动系统的技术状态和技

术风险，从而对研制项目的科学管理和决策起到重要

的参考作用[7-11]。

参照美国国防采办局关于技术成熟度的分级，并

结合中国武器装备研制特点与实际，航空发动机的技

术成熟度标准定义为 9 级[12]，每级都建立了相应的评

价细则。

1.2 研制阶段对技术成熟度的等级要求

航空发动机全生命周期内研制阶段划分为论证、

方案、工程研制、设计定型、生产定型、批量生产、使用

保障 7 个阶段。在发动机研制过程中，主要包含 A、B、

C 3 个主要里程碑（即型号立项评审、方案评审、设计

定型评审）以及 3 个主要决策点（即装备研制决策、原

型机研制决策、大批量生产决策）。各里程碑、决策点

评审点对技术成熟度等级要求如图 1 所示。

主要要求包括：

（1）在立项评审前，要求全部技术的成熟度等级

至少达到 3 级，才可转入方案阶段；

（2）在方案评审前，要求全部技术的成熟度等级

至少达到 5 级，才可转入工程研制阶段；

（3）在工程验证机向原型机转段前，要求全部技术

的成熟度等级至少达到 6 级，才可转入工程研制阶段；

（4）在设计定型评审前，要求全部技术的成熟度

等级至少达到 8 级，才可转入生产定型阶段。

2 传动系统的技术成熟度评估流程

基于航空发动机技术成熟度评估的通用流程，简

化关键技术元素识别等步骤，建立全面评估传动系统

技术成熟度的流程，如图 2 所示。主要步骤包括：

（1）基于该型号传动系统的产品分解结构（Prod-

uct Breakdown Structure,PBS)，建立传动系统的技术载

体架构；

（2）基于技术载体架构，全面梳理出每个 PBS 单

元承载的技术，建立传动系统技术分解结构 TBS；

（3）对于 TBS 中的 n 个技术单元，根据航空发动

机技术成熟度评价 TRL1～9 通用细则，建立该项技

术的 TRL1～9 技术成熟度评价专用细则；

（4）根据该型号所处的研制阶段及其技术成熟度

等级要求 N（如图 1 所示），确定首轮评价采用第 N
等级的评价细则；

（5）按第 N 等级细则要求，开展该项技术的首轮

技术成熟度评价，一旦满足则初步判定该技术单元的

成熟度等级为 N；否则，将按下一级细则要求，重新进

行技术成熟度评价，直至评价结果满足细则要求，最

终确定该项技术的成熟度等级；

（6）对于 TBS 中的 n 个技术单元，按照（5）逐一

判定其技术成熟度等级，并针对不满足研制阶段技术

成熟度等级要求的技术单元，分别建立该技术单元的

技术成熟度提升计划；

（7）综合考虑 TBS 中 n 个技术单元的评估结果，

及各技术单元之间的相互影响，编制《传动系统技术

成熟度评价报告》，对技术风险进行系统分析，并制定

传动系统的技术成熟度提升计划。

传动系统技术成熟度评价的核心，是确定不满足

该研制阶段技术成熟度等级要求的技术，从而采取针

对性措施提高其成熟度、降低故障发生的概率。因此，

对于满足第 N 等级细则要求的技术，暂不开展第

图 2 传动系统技术成熟度评估流程

建立传动系统技术载体架构

建立传动系统的技术分解结构 TBS

建立全部 n 个技术单元的 1~9 级专用评价细则

确定型号所处的研制阶段及其
技术成熟度等级要求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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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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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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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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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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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发动机研制阶段对技术成熟度的等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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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 等级的技术成熟度评价，其评价工作随下一阶段

研制工作开展。

3 传动系统的技术成熟度评估方法

3.1 技术载体架构的建立

传动系统典型结构如

图 3 所示。

典型传动系统的技术

载体架构如图 4 所示。与

传动系统的 PBS 层级结构

一致，共分为 3 级：

（1）0 级，为传动系统级；

（2）1 级，为传动部件级，主要包括中央传动、发

附机匣、飞附机匣 3 个部件，此外增设“传动系统总

体”，用于承载 3 个部件之间的匹配技术；

（3）2 级，为零组件级，其中的每个 PBS 单元由

共同实现某一功能的实体结构组合而成，此外，每个

部件增设 1 个“总体”单元，用于承载该部件内部各

PBS 单元之间的匹配技术。

3.2 技术分解结构 TBS的建立

基于该型号传动系统的技术载体架构，全面梳理

出每个 PBS 单元承载的技术，建立传动系统技术分

解结构 TBS。梳理中应考

虑该技术的验证载体，并

将该技术与其验证载体相

关联，如“齿轮传动链布局

设计技术”只有在发附机

匣整体状态下才能得到验

证，因此将其挂在“发附机

匣总体”单元之下，如图 5

所示。

3.3 专用评价细则的制定

传动系统技术成熟度评价专用细则，是针对具

体技术对发动机通用细则的解读，其制定原则主要

有 2 项：

（1）应保持专用细则与发动机通用细则的内涵

一致，且专用细则的内容包含但不限于通用细则的

内容[13]；

（2）某一等级的专用细则，应充分考虑该研制

阶段的工作任务和考核内容，保证该技术单元能够

得到相应等级的充分考核。

3.4 细则满足情况的判定

对于某项技术单元，各级专用细则编制完成后，

逐条对应其内容，对细则满足情况进行判定，并将细

则条目全部满足的最高 1 级作为该项技术单元的成

熟度等级[14-15]。

传动系统的全部技术单元，都完成成熟度等级评

价后，应编制《传动系统技术成熟度评估报告》。分析各

项技术单元的成熟度等级，及其与该研制阶段的成熟

度等级要求之间的差距，并制定相应的技术成熟度提

升计划，降低由技术成熟度低而导致的技术风险。

4 应用实例

以处于设计定型阶段的某型号传动系统为例，选

取中央传动锥齿轮为技术载体，建立“中央传动锥齿

轮设计技术”的专用评价细则（TRL1～9）。

在判定过程中，首先按该研制阶段的 TRL7 专用

细则（见表 1）进行满足情况的判定，结果有 2 项细则

未满足（见表 2），表明该项技术尚未达到 TRL7；因此，

再次选用 TRL6 专用细则（见表 3）进行判定，结果全部

细则均满足（见表 4），因此判定该项技术的成熟度为

TRL6。限于篇幅，表 1~4 中仅示出部分细则。

对比表 3、5 中的专用细则“满足情况分析”可见，

“中央传动锥齿轮设计技术”若要达到 TRL7，应通过

相应的设计技术改进，确保其满足共振状态下的动应

力测试、最低滑油清洁度下的磨损试验 2 项细则要求

（见表 3）。此外，也表明“中央传动锥齿轮设计技术”对

正常使用环境有全面的考虑，但是对于使用中的超常

和异常条件考虑不足，还需要开展相关的鲁棒性设计。

图 3 典型传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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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发附机匣总体的 T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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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专用细则

使用建模仿真手段
模拟高压转子超转对
中央传动锥齿轮的影
响。

使用建模仿真手段
模拟发动机 / 飞机附件
功率提取异常对中央
传动锥齿轮的影响。

使用建模仿真手段
模拟滑油供油温度超
限对中央传动锥齿轮
的影响。

在可能存在的行波
共振条件下，进行中央
传动锥齿轮的动应力
测试。

在可能存在的滑油
污染条件下，进行中央
传动锥齿轮的磨损试
验。

跟随其他型号发动
机进行试验验证，该型
号与本型号发动机的
中央传动锥齿轮在工
作转速、传递功率、工
作环境等方面具有一
致性。

......

满足情况分析

在与高压转子转速相关
的计算分析（即齿轮疲劳
强度校核、工作应力计算、
转速共振特性分析）中，以
安全裕度的形式，考虑了
高压转子超转的情况。

在与发动机 / 飞机附件
功率提取相关的计算分析
（即齿轮疲劳强度校核、工
作应力计算、工作温度计
算、啮合区计算）中，以安
全裕度的形式，考虑了发
动机 / 飞机附件功率提取
异常的情况。

在与滑油供油温度相关
的计算分析（即齿轮疲劳
强度校核、工作应力计算、
工作温度计算、啮合区计
算）中，以安全裕度的形
式，考虑了滑油供油温度
超限的情况。

转速共振特性分析结果
表明，该中央传动锥齿轮
可能存在 3 节径后行波共
振，但尚未开展共振状态
下的动应力测试。

按照该其他型号的滑油
清洁度最低等级要求未进
行中央传动锥齿轮的磨损
试验。

该型号已经完成科研试
飞和地面考核性试车，中
央传动锥齿轮跟随型号完
成了相关验证。

......

表 2 TRL7细则满足情况判定

是否满足
该项细则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

通用细则

使用建模仿真手段模拟一
些难以获得的系统性能，尽
管这些情况是较少发生的
（如果有）。

在超常和异常条件下对发
动机的每个接口进行单独的
试验 / 测试（如吞鸟、吞水等
特种试验）。

在替代平台使用环境下进
行试验验证，但还不是最终
的工作平台，如：飞行台试
验、他机试飞。

......

专用细则
使用建模仿真手段模拟高压

转子超转对中央传动锥齿轮的
影响。

使用建模仿真手段模拟发动
机 / 飞机附件功率提取异常对中
央传动锥齿轮的影响。

使用建模仿真手段模拟滑油
供油温度超限对中央传动锥齿
轮的影响。

在可能存在的行波共振条件
下，进行中央传动锥齿轮的动应
力测试。

在可能存在的滑油污染条件
下，进行中央传动锥齿轮的磨损
试验。

跟随其他型号发动机进行使
用环境下的试验验证，该型号与
本型号发动机的中央传动锥齿
轮在工作转速、传递功率、工作
环境等方面具有一致性。

......

序号

1

2

3

表 1 中央传动锥齿轮设计技术的评价细则（TRL7）

通用细则
了解发动机

最 终 使 用 环
境，如飞行包
线 （运 行 工
况）、载荷、环
境要求、发动
机轮廓尺寸、
质量、安装形
式、功率提取、
引气要求等。

完成工程验
证机设计，设
计计算分析达
到了设计技术
要求。

......

专用细则
在全包线工作范围内，了解中央传动锥齿轮

的工作载荷谱、工作转速、转向。
在地面起动、空中起动状态下，了解中央传动

锥齿轮的起动扭矩 - 速度特性、起动转向。
了解中央传动锥齿轮的质量限制要求。
了解中央传动锥齿轮与中央传动其他部分之

间的接口限制要求。
了解中央传动锥齿轮材料的极限胶合温度。
了解中央传动锥齿轮的滑油供油温度、供油

量范围。
通过齿轮疲劳强度计算，证明中央传动锥齿

轮的工作寿命、翻修期满足设计技术要求。
通过动力学特性分析，证明中央传动锥齿轮

的工作频率、工作应力满足设计技术要求。
通过齿轮稳态、瞬态热分析，证明中央传动锥齿

轮的本体温度及齿面闪温满足设计技术要求。
通过 UG 模型质量计算，证明中央传动锥齿轮

的质量满足设计技术要求。
通过中央传动 UG 虚拟装配，证明中央传动锥

齿轮的接口满足设计技术要求。
......

序号

1

2

表 3 中央传动锥齿轮设计技术的评价细则（TRL6）

表 4 TRL6细则满足情况判定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专用细则

在全包线工作范围
内，了解中央传动锥齿
轮的工作载荷谱、工作
转速、转向。

在地面起动、空中起
动状态下，了解中央传
动锥齿轮的起动扭矩 -
速度特性、起动转向。

了解中央传动锥齿
轮的质量限制要求。

了解中央传动锥齿轮
与中央传动其他部分之
间的接口限制要求。

了解中央传动锥齿
轮材料的极限胶合温
度。

了解中央传动锥齿
轮的滑油供油温度、供
油量范围。

通过齿轮疲劳强度
计算，证明中央传动锥
齿轮的工作寿命、翻修
期满足设计技术要求。

通过动力学特性分
析，证明中央传动锥齿
轮的工作频率、工作应
力满足设计技术要求。

通过齿轮稳态、瞬态
热分析，证明中央传动
锥齿轮的本体温度及
齿面闪温满足设计技
术要求。

通过 UG 模型重量
计算，证明中央传动锥
齿轮的质量满足设计
技术要求。

通过中央传动 UG
虚拟装配，证明中央传
动锥齿轮的接口满足
设计技术要求。

......

满足情况分析

发动机总体设计部门以设
计要求的形式，明确中央传
动锥齿轮的工作载荷谱、工
作转速、转向。

发动机总体设计部门以设
计要求的形式，明确中央传
动锥齿轮的起动扭矩 - 速度
特性、起动转向。

在中央传动设计中，明确
中央传动锥齿轮的质量限制
要求。

在中央传动设计中，明确
中央传动锥齿轮与中央传动
其他部分之间的接口限制要
求。

在相关型号标准中，明确
中央传动锥齿轮材料的极限
胶合温度。

在润滑系统设计中，明确
中央传动锥齿轮的滑油供油
温度、供油量范围。

已完成齿轮疲劳强度计
算，证明中央传动锥齿轮的
工作寿命、翻修期满足设计
技术要求。

已完成动力学特性分析，
证明中央传动锥齿轮的工作
频率、工作应力满足设计技
术要求。

已完成齿轮稳态、瞬态热
分析，证明中央传动锥齿轮
的本体温度及齿面闪温满足
设计技术要求。

已完成 UG 模型质量计算，
证明中央传动锥齿轮的质量
满足设计技术要求。

已完成中央传动UG 虚拟
装配，证明中央传动锥齿轮
的接口满足设计技术要求。

......

是否满
足该项
细则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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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将纳入“中央传动锥齿轮设计技术”的

成熟度提升计划之中。

5 结束语

（1）针对传动系统故障频发的研制现状，提出了

基于传动系统的技术分解结构 TBS，制定各项技术的

TRL1～9 专用评价细则，并根据专用评价细则制定全

面开展技术成熟度评价工作的流程和方法。

（2）技术成熟度评价细则的建立是传动系统技术

成熟度评价工作的核心，实现了对发动机通用细则的

解读，且通过对细则满足情况的判定，明确了该项技

术的成熟度提升方向。

（3）通过分析航空发动机全生命周期内各里程碑、

决策点的技术成熟度等级要求，持续开展传动系统技

术成熟度评价工作，并根据评价结果制定相应的成熟

度提升计划，可实现对传动系统研制技术风险的有效

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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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航空发动机工作时吸入沙粒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针对军标中未规定吞砂试验用砂粒的形貌特征问题，提出砂粒形貌

特征的统计表述方法———数字图像获取、砂粒圆度（砂粒图片实际面积与其外接圆面积之比）分析、标尺对比与观察统计、振动转换

与跟踪、统计指标比较，选取中国南海（海南）、东海（厦门）、腾格里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典型地区的沙粒与美国标准砂的形貌

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试验表明：利用标准砂进行航空发动机吞砂试验时发动机的损伤最严重，即按照军标要求采用标准砂进行吞

砂试验能够保证发动机具有足够的安全裕度。

关键词：吞砂试验；标准砂；典型沙粒；形貌特征；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1.018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Morphology of Standard Sand and Typical Sand Particle
in Aeroengine Sand Swallowing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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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halation of sand particles during the work of an aeroengine will cause damage to the engin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morphology of sand used in sand swallowing test袁which was no provision in the military standard袁a statistical expression
method of sand morphology was put forward.The statistical expression method included digital image acquisition袁sand roundness 渊the ratio
of the actual area of sand image to its circumcircle area冤analysis袁scale comparison and observation statistics袁vibration conversion and
tracking袁statistical index comparison.The morphologies of sand grained in typical areas such as South China Sea 渊Hainan冤袁East China Sea
渊Xiamen冤袁Tengger Desert and Taklimakan Desert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American standard sand.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damage of aeroengine is the most serious when the standard sand is used in the sand swallowing test.Sand swallowing test with standard
sand in accordance with military standard requirements can ensure that the engine has sufficient safety mar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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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强风将地面上的土壤颗粒卷入空中造成的视程

障碍现象，包括沙尘暴、扬沙和浮尘[1]。飞机在起降过

程中，发动机往往会吸入由风或飞机旋翼、尾迹扬起

的浮尘或沙粒（沙粒适用于自然层面，砂粒适用于工

程、矿物或制造层面，因此下文中与标准砂相关时使

用砂粒，与其它自然沙相关时均使用沙粒），吸入沙粒

会对发动机造成很大伤害，大的沙粒可能导致压气机

叶片磨蚀，效率下降，而小的沙粒可能导致涡轮冷却

空气孔堵塞并引起涡轮叶片烧蚀[2，3]，并可能进入轴承

腔，污染滑油，磨蚀轴承[4-7]。为了测试发动机吞砂后的

工作能力，世界几大航空强国均将新型发动机的吞砂

试验作为设计定型的必要测试项目。早在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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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美国 GE 公司就根据《发动机叶片材料耐砂

蚀（颗粒侵蚀）性测试规范》（MIL-STD-3033），对

TF34 和 CF-6 发动机进行吞砂试验；英国罗罗公司根

据 NATO 标准完成了奥林巴斯 593 发动机吞砂试验；

俄罗斯也根据 GOST 相应标准完成了 TB2-117 发动

机吞砂试验，很好地检测了航空发动机抗沙尘的能

力，并以此为根据指导航空发动机的设计与制造，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8]。国内科研和工业部门敏锐地发现

了这个趋势，及时制定了相应标准，因此中国军标《航

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机通用规范》（GJB

241A）和《航空涡轮螺桨和涡轮轴发动机通用规范》

（GJB 242）也把新型发动机吞砂试验规定为发动机设

计定型的关键试验项目之一[9]，吞砂试验采用标准砂，

由 于 北 约 NATO 吞 砂 试 验 标 准 与 美 军 标

MIL-STD-3033 制定方式类似，相似度较高，中国吞

砂试验军标参考俄罗斯 GOST 吞砂试验标准和美军

标 MIL-STD-3033 设置，而且美国的吞砂试验标准砂

应用最广泛，因此将美国航空发动机吞砂试验标准砂

与中国典型沙粒进行形貌对比分析对吞砂试验标准

砂的应用合理性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与验证意义。美

国军标 MIL-STD-3033 规定试验用标准砂为经破碎

的石英石形成的合成矿物石英砂，要求砂粒均匀分

布，并能通过直径为 240～550 滋m 的筛孔[10]；中国军

标 GJB 1171-91 规定试验用标准砂为含 SiO2 成分

90%以上的碎石英粉末，按粒子尺寸分布分为试验粗

砂尘和试验细砂尘[11]。然而，上述标准中对标准砂的

形貌特征要求都不明确，因此在航空学界对吞砂试验

标准砂的形貌是否对航空发动机伤害最大一直存在

疑虑。

为此，本文提出了沙粒形貌特征的新统计表述方

法———数字图像获取、沙粒圆度（沙粒图片实际面积

与其外接圆面积之比）分析、标尺对比与观察统计、振

动转换与跟踪、统计指标比较，并且对采购自美国的

航空发动机吞砂试验用标准砂与中国海南、福建厦

门、腾格里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典型地区沙粒的

形貌特征（形状、大小、圆度、颜色）[12]进行了对比分

析，为航空发动机吞砂试验的科学性与客观性提供了

重要支撑。

1 吞砂试验及标准砂

1.1 吞砂试验

航空发动机吞砂试验，是指在地面条件下，航空

发动机工作在规定状态，持续、均匀地吞入砂尘的试

验[6]。应满足军标确定的砂尘粒度百分比、质量和发动

机工作状态、工作时间等参数。依据吞砂试验的结果，

结合军标规定判断新发动机是否合格。发动机包括所

有附件在内，应能在整个工作范围内、最高 5 级砂尘

环境（砂尘质量分数为 0.053 g/m3）下正常工作；应能

在最大连续功率状态、规定的砂尘环境下总工作持续

时间达 10 h 以上，其功率损失不大于 5%．耗油率增

加不大于 5%，且不影响功率变换能力[13]。

1.2 中国标准砂与美国标准砂[10-11，13-14]

GJB 2026-1994 规定吞砂试验使用包括 90%尖

角结构石英砂，砂尘应做净化处理，不含碳化物和有

机物，保持砂尘干燥，必要时进行烘干处理。各颗粒大

小比例见表 1。

试验用砂按照规范使用石英砂，用筛网分出粒度

为 900、600、400、200、125、75 滋m 的砂尘，按标准百

分比配制成试验砂尘。试验用砂配比见表 2。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时发动机进口砂尘质量分数

应为 0.053 g/m3。

美国军标 MIL-STD-3033 规定：侵蚀物是经断裂

石英石形成的合成矿物石英砂，可将石英石粉碎或压

制获得，切勿用水冲洗。使用大型工业筛网（依照

ASTM E11）筛分，砂粒应该穿过直径为 240～550 滋m

的筛孔。

2 沙粒形貌特征提取方法与特征指标

2.1 沙粒形貌特征提取方法

以美国标准砂为例说明。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由于受技术限制，传统

筛分、目视、网格化测量等方法是研究分析沙粒的常

用方法，误差较大，统计也不够全面；其后，随着计算

机技术与数字处理技术的发展，数字照相与数字图像

处理的方法运用到沙粒形态分析中，现代已经采用 3

尺寸 /滋m

小于该尺寸的砂尘质量百分比 /%

1000

100

900

98~99

600

93~97

400

82~86

200

46~50

125

18~22

75

3~7

表 1 GJB 2026 规定试验用砂尘粒度分配比例

尺寸 /滋m

质量百分比 /%

< 1000

≥900

2

<900

≥600

4

<600

≥400

13

<400

≥200

50

<200

≥125

18

<125

≥75

7

75 以下

6

表 2 试验用砂尘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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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方法和化学分析方法对沙粒进行研究，由于本文只

需要比较几种沙粒形貌对航空发动机的破坏能力大

小，数字照相与数字图像处理对此类问题具有简便快

捷、分析准确、统计全面等优点[15-17]，因此本文采用该

方法对沙粒的形貌特征进行统计分析。

（1）数字图像获取。在

1 袋砂粒中随机取出一小

部分，将其置于黑底的光

学显微镜载物台上，随后

移动镜头，对有代表性区

域的砂粒拍照，得到大量

黑底砂粒数字图片，如图

1 所示。

（2）砂粒圆度分析。用圆度计算程序对所有照片

进行处理，利用分布率表格方法统计出不同圆度区间

的砂粒数目与比例（结果见表 3），从而对砂粒的外形

特点有直观地认识。

（3）标尺对比与观察

统计。观察大量数字照片，

并且与照片中的标尺照片

进行比对，通过伯努利实

验方法得出砂粒的形状、

大小、颜色[12]的参数与特

点，如图 2 所示。

（4）振动转换与跟踪。随机选取少量砂粒，不断对

载物台施加人为振动，分别拍下每颗砂粒处于不同方

位的黑底投影照片，对这些照片进行圆度处理，计算

每颗砂粒不同位置圆度值的标准差，把 5 颗砂粒振动

转换与跟踪所得圆度值的 5 个标准差值再次求标准

差（结果见表 4），得到该砂粒的均匀度，表示砂粒形

状的一致性（如果均匀度比较大，那么砂粒的形状类

型就比较多）。

标准砂圆度主要集中于 0.4～0.9，大量砂粒图

片与图中标尺对比可得标准砂粒径集中于 0.30～

0.60 mm。

经观察大量照片发现标准砂主要呈白色，形状复

杂，多为不太规则的三角形、四边形以及椭圆形，边缘

转角较尖锐。从表 4 中可见，每次振动转换与跟踪的

标准差均很小，并且有些砂粒的多次振动转换与跟踪

所得的圆度值较低，可以得出标准砂比较尖锐，棱角

分明，且尖角分布较均匀。

2.2 标准砂的形貌特征指标

为了更加详细地描述沙粒形态，定义以下指标：

（1）均匀度：把 5 颗沙粒 4 次敲击跟踪所得圆度

值的标准差再次求标准差，从而得到该沙粒的均匀

度，表示沙粒形状的一致性。

（2）圆度分布：由于沙粒的圆度分布基本服从正

态分布，故把 1 种沙粒的主要圆度分布区间在均值为

0.65、标准差为 1 的正态分布中所占的概率定义为圆

度分布，从而表示圆度分布的范围大小。

（3）粒径分布：由于沙粒的粒径分布基本服从正

态分布，故把 1 种沙粒的主要粒径分布区间在均值为

0.45、标准差为 1 的正态分布中所占的概率定义为粒

径分布，从而表示粒径分布的范围大小。

经过计算得到：美国标准砂的均匀度为 0.01894，

圆度分布为 0.1974，粒径分布为 0.1192。

3 中国典型地区沙粒形貌特征指标分析

3.1 典型地区沙粒形貌特征

典型地区的沙粒形貌特征利用上述相同的方法

得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厦门、海南和腾格里沙漠沙粒

照片如图 3~6 所示，沙粒圆度见表 5~8，沙粒振动转

换与跟踪圆度统计结果见表 9~11（塔克拉玛干沙漠

沙粒过于细小，平均粒径比其它沙粒小 1 个数量级及

图 1 美国标准砂照片

（放大 30 倍）

图 2 标尺图片（放大 30 倍，

2 条粗线间距 1 mm）

砂粒编号

1

2

3

4

5

0.8425

0.6357

0.6178

0.7626

0.7352

0.8224

0.6584

0.7523

0.8215

0.7565

0.8402

0.6666

0.7543

0.8045

0.7574

0.8258

0.6713

0.7626

0.7978

0.7312

标准差

0.00875

0.01368

0.06014

0.02145

0.01196

不同位置时的圆度值

表 4 标准砂振动转换与跟踪圆度统计

图 3 塔克拉玛干沙漠沙粒

照片

图 4 厦门沙粒照片

圆度区间

区间砂粒数

比例 /%

0~0.1

0

0

0.1~0.2

1

0.117

0.2~0.3

0

0

0.3~0.4

11

1.28

0.4~0.5

30

3.50

0.5~0.6

75

8.75

0.6~0.7

198

23.1

0.7~0.8

327

38.2

0.8~0.9

196

22.9

0.9~1.0

19

2.22

表 3 标准砂圆度统计

注：其中砂粒总数为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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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其外形对吞砂试验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而且

对其进行振动转换与跟踪圆度统计较困难，因此对该

种沙粒仅进行圆度统计）。

3.2 典型地区沙粒形貌特征指标

利用上述方法计算分析得到典型地区沙粒的圆

度、粒径、形貌特征指标参数与形貌分析如下：

（1）塔克拉玛干沙漠沙粒的圆度分布为 0.1568，

粒径分布为 0.05829。沙粒圆度主要集中于 0.6～1.0，

对大量沙粒图片与标尺图片对比可知粒径集中于

0.15～0.30 mm。

观察大量照片发现塔克拉玛干沙漠沙粒主要呈

黄色，形状比较单一，多为椭球形，成因推测是沙漠刮

风的打磨作用。因沙粒过于细小，故无法进行敲击跟

踪，只对圆度进行统计。

（2）厦门沙粒的均匀度为 0.02169，圆度分布为

0.07878，粒径分布为 0.1964。沙粒圆度主要集中于

0.7～0.9，对大量沙粒图片与标尺图片对比可知粒径

集中于 0.30～0.80 mm。

观察大量照片发现厦门沙粒主要呈白色或透明

色，形状复杂，主要是复杂多边形，边角尖锐，并且薄

片状沙粒多，底面平整度不高。

（3）海南沙粒的均匀度为 0.01112，圆度分布为

0.07877 ，粒径分布为 0.2723。沙粒圆度主要集中于

0.7～0.9，对大量沙粒图片与标尺图片对比可知粒径

集中于 0.20～0.90 mm，还存在少数粒径为 1.5～1.8

mm 的大颗粒。

观察大量照片发现海南沙粒主要呈白色或土黄

色，形状复杂，主要有边角尖锐的多边形和浑圆的圆

饼状，并且薄片状砂粒多，底面平整度高。

（4）腾格里沙漠沙粒的均匀度为 0.008320，圆度

分布为 0.1186，粒径分布为 0.1186。沙粒圆度主要集

中于0.6～0.9，对大量砂粒图片与标尺图片对比可知

粒径集中于 0.20～0.50 mm。

观察大量照片发现腾格里沙漠沙粒形状比较单

一，多为不规则的三角形与四边形，边角尖锐，薄片状

沙粒多，底面不平整。

为了直观表示各种沙粒的形貌特征，各种沙粒的圆

度粒径汇总见表12，形貌特征指标参数汇总见表13。

图 5 海南沙粒照片 图 6 腾格里沙漠沙粒照片

圆度区间

区间沙粒数

比例 /%

0~0.1

0

0

0.1~0.2

0

0

0.2~0.3

0

0

0.3~0.4

0

0

0.4~0.5

0

0

0.5~0.6

2

1.09

0.6~0.7

29

15.80

0.7~0.8

63

34.20

0.8~0.9

64

34.80

0.9~1.0

16

8.70

表 5 塔克拉玛干沙漠沙粒圆度统计

注：沙粒总数为 184。

圆度区间

区间沙粒数

比例 /%

0~0.1

0

0

0.1~0.2

0

0

0.2~0.3

0

0

0.3~0.4

0

0

0.4~0.5

0

0

0.5~0.6

3

2.38

0.6~0.7

14

11.1

0.7~0.8

56

44.40

0.8~0.9

53

42.10

0.9~1.0

3

2.38

表 6 厦门沙粒圆度统计

注：沙粒总数为 126。

圆度区间

区间沙粒数

比例 /%

0~0.1

0

0

0.1~0.2

0

0

0.2~0.3

0

0

0.3~0.4

0

0

0.4~0.5

0

0

0.5~0.6

4

3.03

0.6~0.7

19

14.40

0.7~0.8

67

50.80

0.8~0.9

39

29.50

0.9~1.0

3

2.27

表 7 海南沙粒圆度统计

注：沙粒总数为 132。

圆度区间

区间沙粒数

比例 /%

0~0.1

0

0

0.1~0.2

0

0

0.2~0.3

0

0

0.3~0.4

0

0

0.4~0.5

0

0

0.5~0.6

4

3.25

0.6~0.7

18

14.60

0.7~0.8

42

34.10

0.8~0.9

55

44.70

0.9~1.0

3

2.44

表 8 腾格里沙漠沙粒圆度统计

注：沙粒总数为 123。

沙粒编号

a

b

c

d

e

0.8765

0.8613

0.7599

0.8235

0.9078

0.9018

0.6895

0.7702

0.7938

0.8629

0.8736

0.8534

0.8218

0.7922

0.8809

0.9000

0.8311

0.8152

0.8060

0.8799

标准差

0.01298

0.06978

0.02707

0.01253

0.01607

不同位置时的圆度值

表 9 厦门沙粒振动转换与跟踪圆度统计

沙粒编号

a

b

c

d

e

0.8190

0.8371

0.7018

0.5530

0.7714

0.8572

0.8586

0.6579

0.5541

0.6694

0.8658

0.8289

0.7010

0.5535

0.7251

0.8427

0.8728

0.6822

0.5641

0.7568

标准差

0.01773

0.01735

0.01788

0.00459

0.03914

不同位置时的圆度值

表 10 海南沙粒振动转换与跟踪圆度统计

沙粒编号

a

b

c

d

e

0.7618

0.7909

0.8712

0.7721

0.7680

0.7728

0.7548

0.8622

0.7534

0.8243

0.7617

0.7253

0.8385

0.6937

0.7714

0.7541

0.7413

0.8484

0.7527

0.7760

标准差

0.00667

0.02421

0.01255

0.02949

0.02291

不同位置时的圆度值

表 11 腾格里沙漠沙粒振动转换与跟踪圆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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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对比分析

为了便于各种沙粒间的对比分析，定义圆度分布

比和粒径分布比 2 个参数。

（1）圆度分布比。将 1 种沙粒与标准砂的圆度分

布的比值定义为该沙粒的圆度分布比，用来表示该沙

粒圆度分布与标准砂的接近程度，越接近于 1 说明该

沙粒圆度分布与标准砂的越接近。

（2）粒径分布比。将 1 种沙粒与标准砂的粒径分

布的比值定义为该沙粒的粒径分布比，用来表示该沙

粒粒径分布与标准砂的接近程度，越接近于 1 说明该

沙粒粒径分布与标准砂的越接近。

各种沙粒的圆度分布比和粒径分布比见表 14。

基于表 14 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分析结论：

标准砂的圆度值分布比其它典型地区的沙粒都

低，几种典型地区的沙粒圆度分布比都较小，因此标

准砂外形最尖锐，破坏性最大。一部分沙粒的粒径分

布比大于 1，一部分小于 1，因此标准砂粒径分布适

中，能够同时模拟多种砂粒环境，适合进行吞砂试验。

4 结束语

GJB2026-1994《航空涡喷涡扇发动机吞砂试验

要求》和 GJB242-1987《航空涡轮螺桨和涡轮轴发动

机通用规范》等军标在保证实际试验效果的情况下有

时会简化对砂粒的各种要求，或者存在一定的不足，

本文利用拍沙粒照片进行圆度处理和数理统计的方

法对试验标准砂及典型地区沙粒（南海（海南）、东海

（厦门）、腾格里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粒和标准

砂）的形貌特征（形状、大小、圆度、颜色）进行了分析，

并利用均匀度、圆度分布比、粒径分布比等参数比较

了其形态特点，得出以下结论：标准砂外形最尖锐，不

同粒径的砂尘均按要求严格配比，与军标规定的材质

要求结合起来基本能模拟自然环境下航空发动机遭

受的所有严重吞砂损伤情况，试验表明利用标准砂进

行航空发动机吞砂试验时对发动机的损伤最严重，因

此可以一次性检验航空发动机吞砂能力，排除试验情

况纷繁的干扰，同时也提高了发动机的安全工作裕

度，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发动机的安全使用。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完善了军标中相关内容，

为航空发动机吞砂试验用砂的合理性提供了有力的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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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标准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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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沙粒圆度粒径汇总

沙粒种类

美国标准砂

塔克拉玛干沙漠沙粒

厦门沙粒

海南沙粒

腾格里沙漠沙粒

均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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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沙粒形貌特征指标参数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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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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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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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粒种类

塔克拉玛干沙漠沙粒

厦门沙粒

海南沙粒

腾格里沙漠沙粒

圆度分布比

0.7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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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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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径分布比

0.4889

1.6480

2.2840

0.9950

表 14 中国典型沙粒圆度及粒径分布比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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