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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究局部掠结构对涡轮气动性能的影响，本文以某超 / 跨声涡轮平面叶栅为案例，对整体掠型和端区尾缘掠的效果

与机理进行数值研究。研究表明：涡轮中掠影响与风扇 / 压气机中的类似，主要通过改变展向各基元工况或负荷影响整体性能；合

适的端区尾缘掠型在保证工况或负荷基本一致的情况下能够削弱端区 3 维激波强度，为超 / 跨声涡轮弱化激波带来新思路。

关键词：超 / 跨声涡轮；掠型；尾缘掠；展向负荷匹配；3 维激波；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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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Research on the Tailing-edge Sweep of Super/Transonic Turbine
SONG Hong-chao1袁LI Xin2袁PIAO Long-xian3袁XUE Wei-peng4袁JI Lu-cheng2

渊1. Aero Engine Academy of China袁Beijing 101304袁China曰2.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袁Beijing 100081袁 China曰3.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曰4.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Research Establishment袁Chengdu 610000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local sweep structure on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turbine袁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integral sweep type and end-region trailing-edge sweep were studied by taking a plane cascade of super/transonic turbine as
an exampl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sweep in the turbine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fan/ compressor袁which mainly affects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by changing the spanwise working condition or the load of each unit. The appropriate end-region tailing-edge sweep
can weaken the 3D shock wave strength of the end-region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working condition or the load is basically the same袁
so as to provide a new way for the super/ transonic turbine to weaken the shock wave.

Key words: super/transonic turbine曰sweep曰tailing-edge sweep曰spanwise-loading matching曰3D shock wave曰aeroengine

0 引言

掠技术作为提升风扇 / 压气机效率、扩展其稳定

裕度的重要措施备受关注。自 20 世纪 50～70 年代间

Beatty、Smith&Yeh 等[1-2]将掠概念引入到风扇 / 压气机

后，掠技术发展大致经历 4 个阶段[3]：掠概念初步探

索、后掠技术深入研究、跨声压气机前掠技术研究和

亚声压气机掠叶片深入研究阶段。时至今日，风扇 /

压气机中掠技术已基本成熟，成为 3 维叶片设计中的

关键技术。

对于掠对风扇 / 压气机气动性能影响及机理已

形成丰富认识。1986 年美国空军基地转子试验第 1

次显示后掠的效率收益[4-5]，推动 3 维激波模型[6]充分

发展；1997 年 Wadia[7]通过系列转子设计与试验证实，

对于尖部起决定作用的跨声风扇，尖部负荷系数较

大、叶表附面层向尖部堆积导致激波 / 附面层干扰损

失增加，前掠能够改善这些影响使风扇 / 压气机具有

更高效率和裕度；Denton 与 Xu[8]将掠弯对失速边界影

响的原因归结为尖区内由于激波垂直于机匣而有固

定不动的趋势，前掠增加激波与前缘间距，因而扩稳；

文献[9]就后掠转子、前掠转子和轴向超声激波转子的

设计过程发表见解：如果将失速裕度大、小的结论分

别赋予前、后掠叶片，那么前缘形状并不单独决定叶

片掠型归属，喉道空间位置更为关键。国内关于掠叶

片研究源于 90 年代末[10]，周盛、陈懋章、桂幸民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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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格结构

批学者对气动掠型进行了深入研究；季路成经过相关

研究后认为，掠作为叶片设计的 1 个自由度，通过叶

片基元负荷全工况范围内的展向匹配影响轴流压气

机失速裕度，在折衷过程中通过激波、附面层、泄漏

流、二次流等因素对性能产生影响[3，11-13]。

在风扇 / 压气机领域掠技术蓬勃发展的背景下，

涡轮领域相关研究逐步开展，Lewis R I[14-15]，Pullan G[16]

等以试验和数值结合方式探究了掠对涡轮气动性能

影响。尽管涡轮中掠研究相较于风扇 / 压气机的较

少，但其对涡轮影响正逐步受到关注。

尤其近几十年来，在蒸汽轮机领域，随着航空发

动机推重比要求的提高，航空发动机涡轮领域也正逐

步向超 / 跨声高负荷方向发展，随之产生的复杂 3 维

激波成为涡轮内越发受到关注的重要流动结构。其产

生的损失及下游干扰问题可能严重影响超 / 跨声涡

轮气动性能，并对冷却特性产生影响。鉴于风扇 / 压

气机中通常使用掠型削弱激波强度、降低激波 / 附面

层干扰损失，以及涡轮中掠叶片技术尚未明晰的局

面，本文以超 / 跨声涡轮为应用对象，采用数值方法

研究掠叶片应用于涡轮的效果和影响机理，探讨涡轮

中应用掠叶片技术的可行性。

1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拟探究掠对超 / 跨声涡轮流动，尤其是激波

现象的影响，为此，选取主要研究对象为具备典型强

激波结构的“1+1/2”对转涡轮[12-13]高压转叶，研究过程

如下：构造涡轮平面叶栅整体掠型，探讨掠对超 / 跨

声涡轮内部流动的基本影响及影响机理；构造若干

局部掠型方案———尾缘掠，研究尾缘掠效果及机

理；改善直接尾缘掠的流动恶化问题，提升尾缘掠

应用能力。

上述环节主要掠方案包括探究掠型一般性影响

的整体掠及本文主要研究对象尾缘掠。前者构造方式

为调节平面叶栅积叠线，依线性关系对各基元截面进

行轴向与周向平移处理，且为保证掠变换前后二面角

变化最小，最终选用沿弦向的基元截面变换关系；尾

缘掠，指仅在叶片局部展高内尾缘区域添加、保持喉

道前区域完全不变的掠型。为有效和稳定实现尾缘掠

变换，本文开发 1 套以喉道后弦向拉伸为主、配合旋转

变换的尾缘掠构造方法，保证喉道前叶片几何形状完

全不变的同时，对后部区域拉伸及旋转，实现具有些许

弯的掠造型，尾缘掠构造过程基元截面如图 1 所示。

尾缘掠构造具体过程如下：

（1）基于基元截面展向相对位置，依据贝塞尔曲线

关系计算此截面掠变换的拉伸比例与旋转角度参数；

（2）根据截面旋转角度控制参数，以前缘为旋转

中心进行旋转变换；

（3）设定吸力面和压力面变换起始位置，依据贝

塞尔曲线关系确定旋转后叶型每一位置与原型对应

点间的变换比例，并依据此比例完成最终旋转变换；

（4）根据截面拉伸比例控制参数，分配从前缘至

尾缘 0-1 的相对拉伸比例进行拉伸变换；

（5）以吸力面和压力面变换起始位置为起点，以

类似（3）过程完成最终拉伸变换。

以高压转叶中展截面为基元构造平面叶栅，研究

过程中几何模型包括 1 组展向较高的用于探究整体

掠型效果的平面叶栅，与 1 组一般展高的用于探究尾

缘掠效果的平面叶栅，前者展高较高的目的主要为增

加激波损失在整体损失中所占比例。依据对转涡轮中

叶栅相对位置对流动工况进行等效简化，确定涡轮流

动条件，进口边界条件：总温为 480 K，总压为 250

kPa，进口气流角（较于轴向）为 -32毅；出口边界条件：

叶栅出口平均静压为 70 kPa。

网格用 AutoGrid5 生

成 ， 最 小 近 壁 间 距 为

0.005 mm，单排网格量为

90～100 万，如图 2 所示。

数值仿真选用 Numeca 商

业软件。

基于上述研究对象支撑及研究思路指导，针对超

/ 跨声涡轮开展掠流动的影响及机理分析和 3 维激波

弱化的应用研究。

2 整体掠对超 /跨声涡轮影响

为探究掠对超 / 跨声涡轮内部流动影响机制，并

尽量减少涡轮 3 维结构与展向气动特性对掠的附加

图 1 尾缘掠构造过程基元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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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型

（b）20° （c）30°

图 6 展向流线结构

影响，借鉴压气机掠的应用方式，首先对涡轮平面叶

栅构造整体掠，包含 10毅～45毅共 5 个掠角方案。

基于第 1 章平面叶栅模型构建整体掠，0毅与 30毅
掠型方案叶片与流道结构如图 3 所示，Numeca 数值

仿真获得的整体性能评估见表 1。

从表中可见，仅从总压恢复系数角度分析，随掠

角增大，涡轮平面叶栅整体性能有明显提升，45毅方案

总压恢复系数增幅甚至达 2.27%；然而，掠角增大使

平面叶栅流量大幅增加，45毅方案的流量变化率高达

51.3%，工况严重偏移，从而使总压恢复系数增大带

来性能提升的可信度大幅降低。

为深入分析整体掠流动影响机制，以原型、20毅和
30毅掠型方案为例，探究整

体掠引发的流动变化。

首先确认平面叶栅主

要流动结构。原型、20毅和
30毅方案中展截面马赫数

如图 4 所示。

从图中可见，掠变换后中展截面内流动结构未发生本

质变化，但随掠角增大，波前马赫数明显降低，中展截

面激波强度大幅减小。

与压气机类似，超 / 跨声涡轮可视为无限多个基

元流管（无限小展高的小涡轮）流动的展向匹配。经过

整体掠变换后，平面叶栅展向结构不再对称，势必产

生展向方向流动，20毅方案子午流面如图 5（a）所示。

分别提取 1 和 2 位置处 S3 截面静压云图可以发现，

位置 1 处主要受驻点效应影响，驻点处流速低，压强

相对较高，使得通道相对高压区集中在叶片下方区域

与压力面附近区域；位置 2 处则受顺压流动影响，静

压分布关系与位置 1 处的相

反，机匣附近为低压区。此种

形式静压展向分布势必造成

叶片力展向分力，在位置 1 处

从机匣指向轮毂，而在位置 2

处则由轮毂指向机匣。

受叶片力影响，掠叶片展向流管发生倾斜。原型、

20毅和 30毅掠方案展向流线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

涡轮叶片后掠后，叶片前流线自叶尖向叶根方向偏

转，愈靠近机匣偏转愈严

重；经过一定距离后，偏转

方向改变，愈靠近轮毂偏

转愈剧烈；且由于图 5 中

位置 2 处展向压差更大、

流体速度更高，流线向机

（a）0° （b）30°

图 3 0毅与 30毅掠型方案叶片与流道结构

（a）原型

（b）20° （c）30°

图 4 原型、20毅和 30毅方案中展截面马赫数

（a）静压云图的提取位置

（b）1 位置静压 （c）2 位置静压

图 5 子午面内 2轴向位置 S3截面静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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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整体掠方案性能评估

流量 /（kg/s）

1.240

1.275

1.375

方案

原型

10°

20°

总压恢复

系数 /%

90.36

90.46

90.58

流量 /（kg/s）

1.448

1.538

1.876

方案

25°

30°

45°

总压恢复

系数 /%

90.91

91.34

92.63

3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5 卷

（b）20° （c）30°
图 10 截面马赫数及 3维激波结构

匣的偏转程度比向轮毂（叶片前区域）得更大。

剧烈流线偏转预示的展向流管扭转决定了平面

叶栅展向流通能力分配，继而引发展向各基元截面的

流动工况变化。表征展向流通能力分配的展向密流曲

线如图 7（a）所示，反映工况变化的展向马赫数与无

量纲总压（相较于进口总压）分布曲线分别如图 7

（b）、（c）所示，其纵轴均为展向相对高度。由于叶片前

流线下偏，进口位置机匣处流通能力降低而轮毂处流

通能力小幅提高；与之相反，在出口位置机匣处流通

能力大幅提高而在轮毂处流通能力大幅降低。展向流

管流通能力大幅改变，引发流管工况剧烈变化。在轮

毂处叶片下游由于流线上抬致使附面层变厚，减小叶

根区域流管相对出口面积，

降低超声流动出口马赫数，

保持出口静压不变条件下

总压降低；在机匣处由于流

线上抬，马赫数与总压变化

关系与轮毂处的相反。

结合上述分析，掠对超 / 跨声涡轮气动影响可视

为展向匹配改变引发的负荷与工况变化。参考压气机

中掠型对流动效率的影响机制[3，11]，从附面层及激波

的角度展示展向负荷匹配变化下涡轮总压恢复系数

变化的流动解释。

截取原型、20毅和 30毅方案出口截面轮毂与机匣处

3 个不同周向位置的速度型分布，如图 8 所示。从图

中可见，原型（0毅方案掠型）由于对称关系不存在展向

流动，轮毂与机匣处速度型基本一致；随掠角增大，轮

毂处附面层逐渐加厚，近壁面速度减小，而机匣处附

面层变薄，近壁面速度略有增大。经过整体掠变换，轮

毂处附面层损失加剧而机匣处附面层损失削弱，且整

体而言，附面层损失受轮毂区域影响更大。

超 / 跨声涡轮激波损失是除附面层损失的另一

主要损失源，其损失大小主要受波前法向马赫数影

响。提取各展向截面波前绝对马赫数展向分布，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虽然叶根区域压力面波前绝对

马赫数略有升高，但整体而言，吸力面与压力面 2 道

斜激波马赫数均明显降低；同时，根据如图 10 所示的

激波面分布，3 维激波倾角 茁（定义为 3 维激波面与径

向方向夹角）逐渐加大，致使波前法向马赫数更低，激

波损失进一步减小；受流线偏斜影响，叶尖区原激波

结构受到下方低马赫数流体冲击，激波结构受到破

坏，流动马赫数降低，甚至完全消除激波现象。

综上，超 / 跨声涡轮平面叶栅经过整体掠变换

后，流线上抬、展向负荷重新分配，流管工况剧烈改

变，并通过附面层、激波等流动现象，共同提升超 / 跨

声涡轮直立叶栅性能。然而，工况改变如此之重情况

下的性能提升并不具备实际应用价值，真实优化设计

过程中往往需要保持工况的一致性。为将掠技术可控

地应用于超 / 跨声涡轮，

同时出于倾斜 3 维激波以

弱化激波强度角度考虑，

沿用本章研究思路，后续

进行超 / 跨声涡轮尾缘掠

研究。

3 尾缘掠影响

基于第1 章尾缘掠造型方法，首先通过调整旋转

图 8 出口固壁处速度型 图9 波前绝对马赫数展向分布

（a）原型

（a）密流展向分布

（b）马赫数展向分布 （c）总压展向分布

图 7 密流、马赫数与总压展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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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整体尾缘掠性能评估

流量 /（kg/s）

0.5983

0.5983

0.5983

0.5983

0.5982

0.5983

0.5983

0.5983

0.5982

0.5983

0.5983

0.5983

0.5982

无掠原型 / 倍叶长

无掠原型

1.05

1.10

1.15

1.20

1.05

1.10

1.15

1.20

1.05

1.10

1.15

1.20

展高

25%

35%

50%

总压恢复系数 /%

90.83

90.75

90.59

90.42

90.24

90.77

90.67

90.55

90.40

90.76

90.69

90.61

90.48

角度，构造了若干保持 S1 截面出口面积不变的尾缘

掠方案，其控制参数与气动性能评估见表 2，35%展

高部分尾缘掠叶片结构如图 11 所示。为便于与后续

其他尾缘掠方案区分，特称保持出口面积不变的尾缘

掠为“直接”尾缘掠。

根据表 2 可判断，尾缘掠未造成流量变化，维持

涡轮叶栅工况相对稳定，展示了控制喉道前叶型形状

的巨大优势；然而，构造尾缘掠后，总压恢复系数在一

定程度上反而相较于原型有所减小，且在同一高度下

掠型长度愈长总压恢复系数愈小，同一掠型长度下高

度愈高总压恢复系数愈小。为探究尾缘掠对流动的影

响及性能恶化的气动机理，仿照整体掠研究思路，从

展向匹配与附面层和激波角度进行若干分析。

不同尾缘掠拉伸比例 35%展高尾缘掠方案的局

部流线如图 12 所示。据此判断，类似于整体掠型，尾

缘掠亦将超 / 跨声涡轮叶根区域流线向叶尖方向挤

压；随掠角增大，流线上抬程度加大。换言之，即使涡

轮叶栅喉道前叶型没有任何变化，展向流管形状、展

向负荷亦发生一定程度变化。在 35%展高下 4 组不

同尾缘掠方案的密流展向分配如图 13 所示。其中，由

于叶栅前流线未偏转，进口截面展向流通能力未发生

变化；随掠角增大，叶根流线上抬加剧，出口截面近轮

毂区流通能力降低；为维持整体流量稳定，叶中部分

展向截面摊分叶根处减小的流量，流通能力获得一定

程度增加，保证叶尖区域流通能力基本不变。总体而

言，尾缘掠致使叶根处流线挤压上抬，密流曲线在合

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发生“挤压”上抬形式的变形。

35%展高方案下出口

马赫数、无量纲总压的展

向分布曲线如图 14 所示。

据此可判断，添加尾缘掠

后，叶根区域马赫数与总

压展向分布曲线同样受到

尾缘掠的“挤压”而向右上

方挪动；近轮毂区流线上

抬，流动速度和总压比均

减小；与之紧密毗邻的区域内变化情况恰与之相反，

流动速度和总压比均增大；其它区域内涡轮工况性能

均与原型的保持一致。

直接尾缘掠方案中掠角愈大（同构造高度下拉伸

（a）拉伸比例 1.05 （b）拉伸比例 1.15

图 11 35%展高部分尾缘掠叶片结构

（a）1.05 倍弦长 （b）1.10 倍弦长

（c）1.15 倍弦长 （d）1.20 倍弦长

图 12 35%展高尾缘掠方案的局部流线

图 13 35%展高不同尾缘掠

型方案密流展向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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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35%展高下马赫数与无量纲总压展向分布曲线
（a）马赫数展向分布 （b）总压展向分布

1.0

0.8

0.6

0.4

0.2

0

Ma
1.51.20.90.60.30

1.0

0.8

0.6

0.4

0.2

0

总压/Pa
1.00.90.80.70.60.50.40.30.2

original
case1
case2
case3
case4

original
case1
case2
case3
case4

5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5 卷

弦长越大，或同拉伸弦长下高度越小），流线上抬情况

越严重，涡轮总压恢复系数愈小。根据流线及密流与

总压展向分布曲线可以判断，相较于无掠叶栅，尾缘

掠新增损失主要集中在近轮毂区域，而此区域内不可

忽视的重要损失来源———附面层损失，受流线上抬影

响而增大，或是导致整体性能恶化的原因，同时毗邻

区域内总压性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提升或可解释为尾

缘掠对削弱 3 维激波强度的贡献。换言之，为探求尾

缘掠通过 3 维激波倾斜而具有的激波弱化能力，需排

除附面层变厚因素对总体性能影响。结合研究思路与

应用实际，基于直接尾缘掠方法，开展了增大尾缘掠出

口面积的尝试。

考虑叶栅各展向截面流道出口面积在直接尾缘

掠方案中均相等，增加叶根处叶栅截面出口面积可使

流动产生展向向下的分量，从而达到平衡流线的目

的。为此，基于表 2 中 25%和 50%展高方案2 的直接尾

缘掠，构造 4 套截面出口面积分布方案，如图 15 所示，

获得总体性能评估见表 4。

从图中可见，各改进方案均通过调整尾缘掠造型

的旋转角度参数实现。从表中可见，基于小流量变化

下，涡轮叶栅整体性能可随叶根截面出口面积的增加

而提升，总压恢复系数甚至可超过无掠直立叶栅的，

显示了此种尾缘掠的优势，虽然提升较小，但由于平

面叶栅结构简单与设计方案粗糙等因素，此处仅做定

性分析。

不同展高的方案 4 流线结构如图 16 所示。从图

中可见，出口面积调整可有效下压直接尾缘掠引发的

流线上抬，甚至完全改变流线偏转方向，进而减少轮

毂附面层损失；虽然图 16 中流线已经下压，但可以判

断，出口面积增加过程中必然存在 1 个面积分布使得

流线完全平直。此时，在 25%展高改进方案出口密流

分布曲线中近轮毂区流通能力增强，而叶中区域原本

增加的流通能力被降低，如图 17（a）所示；印证在总

压展向曲线上，近轮毂损耗区的总压恢复系数逐步增

大，并逐步与无掠原型重合，而在毗邻轮毂的增益区

内，增大的总压系数仍未减小，符合并实现了直接尾

缘掠的改进初衷。

然而，增加出口面积后，存在流线下偏使得附面

层损失少于无掠原型叶栅的可能，虽然此时性能得到

提升，但并非尾缘掠的有效增益。为排除此种情况，

在 25%和 50%展高的各组设计方案出口轮毂速度型

曲线如图 18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出口面积增加，尾

缘掠模型的速度型曲线逐渐向无掠叶栅靠拢，附面层

高度逐渐降低，对于 50%展高，某面积方案速度型甚

至可以与原型的基本重合，有效印证了增加出口面积

减少附面层损失的有效性；同时，减少后的附面层损

失尚未低于原型叶栅的，印证了总压恢复系数比无掠

表 4 变出口面积尾缘掠性能评估

流量 /（kg/s）

0.5982

0.5982

0.5982

0.5982

0.5981

0.5982

0.5982

0.5982

0.5982

0.5981

直接尾缘掠方案

1

2

3

4

直接尾缘掠方案

1

2

3

4

展高

25%

50%

总压恢复系数 /%

90.59

90.73

90.78

90.79

90.77

90.69

90.86

90.95

90.99

90.93

（a）25%展高 （b）50%展高

图 15 2种展高不同方案掠型喉道后流通面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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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种高度尾缘掠 S2 截面展向流线结构

（a）密流展向分布 （b）总压展向分布

图 17 出口密流、马赫数及无量纲总压展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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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5%展高 （b）50%展高

图 18 2种展高不同方案轮毂速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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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2种高度不同方案波前绝对马赫数展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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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栅大的原因并非主要来自于附面层损失的减少，而

应来自于涡轮平面叶栅的另一主要损失源———激波。

为印证激波强度变化关系，给出了各方案波前马

赫数分布，如图 19 所示。从图中可见，恰当调整面积的

尾缘掠造型，其吸力面与压力面的波前绝对马赫数均

比原型无掠叶栅的低；同时考虑类似于图 10 的 3 维激

波倾斜进一步减小激波强度，使激波损失显著减少。

然而，考虑尾缘掠构型中叶片截面内喉道前几何

形状完全不变，喉道后方的拉伸和旋转操作均会导致

尾缘变形，从而影响出口气流角分布，改变设计阶段

结果。为评定此风险，给出了出口气流角展向分布曲

线，如图 20 所示。从图中可见，直接尾缘掠与修改面

积尾缘掠均会导致出口气流角出现偏差，直接尾缘掠

的偏差较大，最大为 2毅；随出口面积增加，此误差先

减小，继而再次增大；恰当的尾缘掠方案可保证出口

气流角与原型的基本一致，见 2 个算例中方案 1，且

保证性能获得提升。可以判断，一方面，尾缘掠造型易

引发出口气流角变化，影响设计方案；另一方面，可以

找到若干尾缘掠造型，在保证出口气流角分布基本不

变的前提下获得性能提升。

综上所述，尾缘掠能够在保证流量基本不变的前

提下，迫使超 / 跨声涡轮 3 维激波发生倾斜的同时降

低波前马赫数，减少激波损失，与因流线上抬、浸润面

积增加带来的附面层损失效应结合，体现整体损失情

况；适当调节出口面积的尾缘掠可有效减小附面层损

失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尾缘掠对出口气流角影

响，是弱化 3 维激波的有效尾缘掠应用方式。

4 结论

本文以掠在超 / 跨声涡轮中应用为研究思路，基

于平面直立叶栅模型构造整体掠与尾缘掠，从展向负

荷分配的角度分析了掠对超 / 跨声涡轮流动的影响

机理，并以避免流动工况改变为技术要求，通过抬升

轮毂以及适量增加近轮毂区通道出口面积的方法改

进直接尾缘掠应用，提升超 / 跨声涡轮性能。获得了

如下结论：

（1）涡轮掠可通过改变展向叶片力分布，重新组

织展向流管形状，影响展向负荷与流管工况匹配，继

而通过附面层、激波等流动现象影响涡轮工作性能；

（2）直接尾缘掠不改变喉道前叶片结构，维持涡

轮工况相对稳定，适宜对既定设计方案的优化改进；

但鉴于叶根处流线上抬以及叶片浸润面积增加，轮毂

附面层增厚，减少的激波损失无法弥补增加的附面层

损失时，工作性能恶化；

（3）由于喉道后叶片截面的拉伸与旋转操作，尾

缘掠造型易引发尾缘局部变形，进而改变出口气流

角，是尾缘掠所引发的风险，但可通过适当调节参数

降低该风险；

（4）无论整体掠或尾缘掠，经过掠设计，2 道尾

缘 3 维激波倾角加大，同时大部分展向截面内波前马

赫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确保激波强度削弱；减小附

面层损失变化影响的尾缘掠造型技术为超 / 跨声涡

轮激波弱化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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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某型航空活塞发动机在运行中多次出现的空中气门卡阻故障，结合该型发动机的结构设计和实际运行环境，对故

障发动机气门导套内沉积物的成分进行分析，并基于 EGView 软件对故障案例的 FDR 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温度剧变导致气门

- 导套间有效配合间隙减小是导致空中气门卡阻的根本原因；在飞行中，在 30%功率附近燃油流量偏小是导致温度剧变的主要原

因。据此提出了增加发动机 30%功率附近燃油流量的解决方案，给出了推荐的下限阈值为 17.0 L/h，经实践验证该排故方案有效。

关键词：气门卡阻；温度剧变；EGView 软件；燃油流量；航空活塞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4.002

Mechanism of Exhaut Valve Sticking of a Certain Aero Piston Engine
LONG Xiao-hui1袁MENG Xian-zhao2

渊1. Aircraft Repair & Overhaul Plant袁Civil Aviation Flight University of China袁Guanghan Sichuan 618307袁China曰
2. Luoyang Branch袁Civil Aviation Flight University of China袁Luoyang Henan 471000袁China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air valve sticking faults that occured many times in the operation of a certain type of aero piston engine袁the
component of the sediment in the valve guide sleeve of the faulty engine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the engine and the
actual operating environment. The FDR data of the fault case was analyzed based on the EGView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duction of effective fit clearance between valve and guide sleeve due to the temperature upheaval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air valve
sticking. In flight袁the small fuel flow near 30% power is the main cause of temperature upheaval. A solution to increase the fuel flow near
30% power of the engine is proposed袁and the recommended threshold is 17.0 L / h. It is proved by practice that the proposed scheme is
effective.

Key words: valve sticking曰temperature upheaval曰EGView software曰fuel flow曰aero piston engine

0 引言

某型初级教练机配装 Continental 航空活塞式发

动机，在空中运行中多次发生发动机排气门卡阻故

障。故障多发生在巡航或下降阶段改变油门位置的瞬

间，典型故障现象是发动机抖动并伴随某缸排气温度

不显示（该机型上排气温度最低显示值为 260 ℃）和

气缸头温度持续降低。此故障现象在空中持续一段时

间后，发动机参数一般能够自行恢复正常，落地后对

发动机气缸进行内部检查可发现，在故障气缸的活塞

上留有气门与活塞撞击后形成的月牙形凹坑。

航空活塞发动机的气门卡阻多发生在排气门上，

进气门出现卡阻的案例在航空活塞发动机运行中极

为罕见，在相关文献中未见报道。统计显示，本文所研

究机型在某飞行学院 6 年来的运行实践中所报告的

52 起气门卡阻故障也均为排气门卡阻。

目前航空活塞发动机的排气门结构形式存在有

以 Lycoming 为代表的中空钠冷气门和以 Continental

为代表的实心气门 2 种，这 2 种气门在散热特性和散

热能力上差异较大。钠冷气门的主要散热渠道是利用

金属钠的相变过程将大量热量从气门头导向气门杆，

然后经气门导套传向气缸头；而实心气门则有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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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量需要从气门头经气门座传向气缸头。因此运行

中钠冷气门的气门杆温度明显高于实心气门的，在钠

冷气门发动机上气门卡阻故障发生率也远高于实心

气门发动机的[1]。

然而在同场运行的多机型机队中，采用 Lycoming

钠冷气门和采用 Continental 实心气门发动机的机型

均有较多飞行训练时长，在相同的燃油、滑油、场温、

场压及飞行操作人员和机务维修人员的条件下，规律

却发生反转。研究文献[1]所指出的更容易出现气门卡

阻的 Lycoming 钠冷气门发动机多年来没有发生气门

卡阻故障，而不易出现气门卡阻的 Continental 实心气

门发动机却每年均有 10 多起气门卡阻案例。

在所指型号飞机上的飞行数据记录系统能够将

飞行中的相关参数实时记录在 FDR （Flight Data

Recorder）数据文件中[2-3]，后期进行故障分析时可通

过专用的 EGView 软件将相关飞行数据以曲线形式

呈现[4]，展示出发动机相关参数的连续变化过程。本文

基于 EGview 软件对该机型上典型的气门卡阻故障案

例数据进行归纳分析，讨论该型发动机空中气门卡阻

故障的诱因并为最终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提供理论

支撑。

1 分析和检测方法

气门卡阻的根源是气门与气门导套之间的间隙

变小，致使气门移动的摩擦阻力大于气门弹簧的恢复

力，使气门卡阻在气门导套内无法在设定的时机移动

到规定的位置[5]，从而出现位置关系紊乱而导致气门

与活塞之间发生刚性撞击。在卡阻气门的导套内壁均

能发现不同程度的沉积物，这些沉积物的存在减小了

气门杆和气门导套之间的有效配合间隙，想要正确分

析该型发动机排气门的卡阻行为，需先弄清排气门导

套内壁沉积物的物质种类并分析其来源。

针对该机型大量的气门卡阻故障案例，基于

EGView 软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故障案例对其

FDR 数据进行图示化趋势分析，查找故障航段中发

动机关键参数的变化趋势；根据 FDR 数据分析所提

供的方向指引找到发生气门卡阻故障的气缸，用

Olympus IV8000-2 型内窥镜辅助检查故障气缸气门

导套内壁形貌，对气门导套内壁沉积物取样并使用

EDAX 能谱分析仪分析其主要元素成分，判断其来源

并评估其对气门卡阻的影响。

2 分析、检测过程及结果

2.1 典型故障 FDR数据分析

用 EGView 软件对该机型 1 起典型空中气门卡

阻故障案例的 FDR 数据进行图示化呈现，如图 1 所

示。该型飞机采用 Continental 实心气门 6 缸航空活塞

发动机。图中：TEG 为排气温度；TCH 为气缸头温度；HP.ALT

为气压高度；RPWR 为百分比功率；NRPM 为发动机转速；

PMA 为进气压力；GFF 为发动机燃油流量。

从图中可见，TEG 和 TCH 分别由 6 条曲线组成，分

别代表第 1～6 号气缸的排气温度和气缸头温度的变

化趋势。在特征点 A 1 位置各参数稳定，为巡航中油门

保持状态，之后收油门改下降，在收油门后有略向前

推油门的操作动作，TEG2 偏离其余各缸 TEG 趋势而出

现明显突降，之后 TCH2 也开始偏离并逐渐走低，此为

典型的气门卡阻特征，表明 2 号缸在特征点 B1 附近

出现气门卡阻；略推油门后至特征点 C1 位置短暂停

留后收油门，各缸 TEG 终止快速上升并略下降并保

持；再次小幅推油门至特征点 D1 时，功率状态基本与

C1 位置持平，可看到各缸 TEG 明显同步上升，且上升

幅度超过 C1 位置，表明 C1 位置 TEG 上升趋势并未得

到充分发挥；到特征点 E1 时，再次推油门至与特征点

A 1 基本持平的功率状态，可看到各缸 TEG 明显同步下

降，表明 C1/D1 位置功率状态时 TEG 处于阶段极大值

位置，在此基础上功率再增大或减小均会使 TEG 降

低；到特征点 F1 时，功率状态不变但 TEG2 和 TCH2 自行

改变持续下降趋势并出现拐点开始逐渐与其他各缸

趋向一致，表明在特征点 E1 时，2 号气缸的气门卡阻

状态自行解除，2 号气缸参数开始恢复正常。

在 EGView 软件中截取图 2 各特征点位置的百

分比功率 RPWR 和 TEG 均值等数据，见表 1。

表中数据表明，该发动机在 D1 位置的 29%功率

图 1 典型空中气门卡阻故障 1的 FDR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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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排气门导套内壁沉积物组成成分

Pb K

29.79

3.53

23.79

2.35

Cl K

0

0

0.06

0.04

Si K

0.19

0.16

0

0

Al K

6.46

5.88

6.91

5.25

O K

2.14

3.29

1.45

1.86

C K

39.31

80.35

50.41

86.04

含量

W t

A t

W t

A t

位置

靠近排

气通道

靠近摇

臂位置

Br K

22.10

6.79

17.37

4.46

表 1 图 1中各特征点数据

RPWR/%

58.5

30.4

30.5

29.1

40.3

58.3

时间 /h:min:s

00：48：30

00：48：37

00：48：48

00：51：36

00：52：53

00：53：42

特征点

A 1

B1

C1

D1

E1

F1

TEG 均值 /℃

613

612

648

673

671

617

附近 TEG 处于相对高点，与前述过程分析一致，预示

着在该功率附近对排气门的加热作用较强。

2.2 气门导套内壁形貌及沉积物成分分析

用 Olympus IV8000-2 型内窥镜对 2 号气缸进行

内部检查可以看到活塞上留下的的撞击凹坑，如图 2

所示。表明 2 号气缸发生气门与活塞之间的位置干

涉，确认了气门卡阻故障的存在。对该气缸排气门进

行运动灵活性检查发现，气门杆在气门导套中运动阻

力较大，表明在气门杆与气门导套之间配合间隙中有

异物存在。

将排气门从气门导套内取出，用 Olympus

IV8000-2 型内窥镜观察导套内壁形貌，如图 3 所示。

内窥镜光学探头分别从气门导套摇臂端和排气通道

端开口进入导套内部拍摄导套内壁形貌（A、B），并拍

摄气门导套排气通道端开口处整体形貌和内壁局部

形貌（C、D）。

从图中可见，导套内壁沉积物层主要集中在导套

中段，在靠近摇臂端的气门导套内壁光亮的金属表面

上没有沉积物存在过的迹象；而在靠近排气通道一侧

的导套端部位置，内壁沉积物已存在明显的剥离脱落

现象，D 图更显示出了气门导套靠近排气通道端开口

处内壁沉积物已经局部完全脱落干净后的壁面形貌。

为判断气门导套内壁沉积物的来源，用 EDAX 能谱

分析仪分析这些沉积物的主要元素构成（W t 和 A t 分

别表示质量分数和原子分数），结果见表 2。

从表中数据可见，气门导套内壁沉积物的主要构

成元素是 C、Pb 和 Br，且在靠近排气通道一侧 Pb 和

Br 的含量有所增加、C 含量则略有减少；次要构成元

素 Al 在导套两端含量基本一致，O 含量在靠近排气

通道一侧增加明显；微量构成元素 Si 出现在靠近排

气通道一侧，Cl 元素则相反。

3 讨论

3.1 气门导套内沉积物的来源

为保证气门杆在气门导套中运动灵活，在气门杆

与气门导套之间的配合间隙中需要有一定量的滑

油[6-8]。航空活塞发动机在工作中通过专设的油路机构

将润滑油从气门导套的摇臂端开口注入气门 - 导套

之间的配合间隙中，润滑油在一定的油压和气门轴向

往复运动的带动下流向排气通道端。在工作中，气门

导套两端温差明显，温度梯度较大，排气通道端的高

温足以引起滑油碳化[7-8]；在较高温度下润滑油发生完

全裂解形成与原有物种有很大差异的富碳物质 [9]，所

以沉积物中的主要构成元素 C 应来源于气门 - 导套

间润滑油在高温下的碳化。

同时，该型航空活塞发动机采用航空汽油作为燃

料，为满足高压缩比航空活塞发动机对燃油的抗爆性

要求，航空汽油中含有一定量的抗爆添加剂[10-12]。案例

图 2 活塞上的气门撞击凹坑

图 3 气门导套内壁形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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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航空汽油中的抗爆添加剂为（CH3CH2）4Pb（四

乙基铅），抗爆机理为（CH3CH2）4Pb 燃烧后会生成烟

雾状的 PbO 和 Pb 颗粒参与焰前反应，降低过氧化物

浓度，延长着火诱导期[12]，反应式为

(CH3CH2)4Pb + 13O2 → 8CO2 + 10H2O + Pb
2Pb +O2 → 2PbO嗓 （1）

同时，在燃油中又加入排铅剂 C2H5Br（溴乙烷）与

铅反应生成熔点和沸点很低的 PbBr2（溴化铅）随废气

排出，反应式为

2C2H5Br 480-525℃ 2C2H4 + 2HBr
PbO + HBr 寅 PbBr2 + H2O
Pb + HBr 寅 PbBr2 +H2

扇

墒

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

（2）

由于气门导套的排气通道端开口暴露在高温废

气中，废气中的 Pb 和 Br 化合物粒子将随高速排气侵

入气门 - 导套间隙，再加上气门杆在气门导套中轴向

往复运动起到“搅拌”作用，结合导套内沉积物中 Pb

和 Br 元素在导套排气通道端分布更多可知：这 2 种

元素应来源于航空汽油中的抗爆剂四乙基铅和排铅

剂溴乙烷。

次要构成元素中的 Al 在导套两端分布基本一

致，表明 Al 元素应来自于导套内滑油，是发动机工作

过程中正常磨损粒子随滑油流动的结果；元素 O 在

导套排气通道端分布更多与高温下更多物质被氧化

有关。

由此可见，气门 - 导套间沉积物形成的主要因素

是气门 - 导套间的润滑油在高温下碳化，否则从导套

的排气通道端开口随排气侵入的含有 Pb、Br 元素的

化合物粒子在逆向流过的滑油冲刷下难以固化沉积。

实践证据显示，绝大多数发动机在整个 TBO（翻修周

期）期间不会发生气门卡阻，表明发动机在正常工作

状况下气门 - 导套间沉积物并不会无限制沉积，而是

逐步达到一个稳态值，不至于独立引起气门卡阻。所

以气门卡阻故障的发生应该存在气门 - 导套间沉积

物以外的独立诱因。

3.2 气门卡阻过程分析

气门在气门导套中是否能够灵活运动取决于气

门 - 导套间的配合状态。当气门 - 导套间为间隙配

合时，气门能够运动灵活；如果气门 - 导套间配合间

隙减小，当配合状态由间隙配合转向过渡配合时，气

门就处于卡滞的边缘；如果气门杆 -导套间配合间隙

进一步减小，配合形式由过渡配合转向过盈配合时，

气门卡阻开始出现。导致气门杆 - 导套间配合间隙减

小的状态包括 3 种：导套收缩时气门杆膨胀、导套膨

胀量小于气门杆膨胀量和导套收缩量大于气门杆收

缩量。由于气门导套镶嵌在气缸头上[6]，其热惯性远大

于气门杆的，所以除非是发动机在工作中遇到急速骤

冷，比如突然坠入冰冷的水中，否则导套收缩量大于

气门杆收缩量的情况不会出现，本文不予讨论。

3.2.1 导套收缩时气门杆膨胀

导套收缩表明发动机 TCH 处于降低趋势中。图 1

所示故障即属于这种情况，收油门减小发动机百分比

功率，发动机各气缸发热量减小，但由于惯性飞机空

速不会随收油门而出现瞬间突降，所以在暂态分析中

可认为发动机散热状况没有改变，则可知收油门必然

打破发动机原有的热平衡状态而使 TCH 降低。

为便于进行趋势分析和进一步分析该故障气门

卡阻的暂态过程，将图 1 中特征点 B1-C1 附近的 FDR

曲线局部放大，并隐去在卡阻暂态过程中基本没有发

生变化的 HPALT 曲线，得暂态过程如图 4 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特征点 A 4 位置开始收油门，在

A 4～D4 期间随持续收油门 RPWR 持续减小，各缸 TEG 在

C4 位置出现阶段极大值，之后 TEG2 开始偏离其余各缸

TEG 出现降低趋势，且在 D4 位置推油门后 TEG2 没有随

其余各缸 TEG 同步回升而是继续快速降低，表明 2 号

气缸已经出现气门卡阻，气门卡阻初始点就在特征点

C4 位置。

在 EGView 软件中截取图 4 中 A 4～E4 各特征点

位置的 RPWR 和 TEG 均值数据，见表 3。

从图中可见，特征点 E4 位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油门保持，RPWR、NRPM、PMA、GFF 等参数均保持稳定，但各

缸 TEG（除 TEG2 外）持续升高，表明 E4 位置功率状态下

对应的稳态 TEG 大于 E4 位置截取的 636 ℃，显示出

图 4 典型故障 1的空中气门卡阻暂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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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图 6中各特征点数据

RPWR/%

30.5

22.0

15.1

19.7

时间 /h:min:s

02：52：50

02：53：00

02：53：26

02：53：28

特征点

A 6

B6

C6

D6

TEG 均值 /℃

647

629

367

393

图 6 典型故障 2的空中气门卡阻暂态过程

图 7 冷发起动中的气门卡阻迹象

表 3 图 4中各特征点数据

RPWR/%

57.7

33.44

30.19

20.28

29.95

时间 /h:min:s

00：48：34

00：48：36

00：48：38

00：48：39

00：48：44

特征点

A 4

B4

C4

D4

E4

TEG 均值 /℃

613

608

613

609

636

该功率状态下 TEG 居于阶段高点。而表 3 中数据显示

E4 位置 RPWR 数值与初始出现气门卡阻的 C4 位置的

接近，表明气门卡阻与 C4 位置功率状态下排气门受

热膨胀趋势明显有关。

可见，收油门 TCH 降低使导套处于收缩趋势中，再

加上 RPWR=30%左右时 TEG 出现阶段性高点造成气门杆

膨胀量较大是该起气门卡阻故障发生的根本原因。

3.2.2 气门杆膨胀量大于导套膨胀量

在推油门过程中随 RPWR 增大 TCH 升高，气门导套

处于膨胀趋势中，但如果在此过程中排气门杆的膨胀

量大于气门导套膨胀量，则仍然可能使气门杆 - 导套

间配合间隙过量减小而发生气门卡阻。符合该种情况

的另一起空中气门卡阻故障如图 5 所示。

从图中可见，飞机在爬升后收油门改平飞，TCH 开

始进入持续降低趋势；短暂平飞后继续收油门改为下

降，各缸 TEG 升高（特征点 A 5），显示对气门的加热作

用增强；在 B5 位置进一步收油门，各缸 TEG 快速降低，

对气门的加热作用减弱，并因 TCH 的持续降低，气门

杆与气门导套均收缩；至 C5 位置推油门增加 RPWR，各

缸 TEG 快速回升，表明对气门的加热作用瞬间增强，

气门开始处于快速膨胀状态，此后 TEG2 在小幅回升后

快速降低，表明 2 号缸发生气门卡阻。该故障在推油

门增大 RPWR 过程中出现，表明气门杆膨胀量大于导

套的膨胀量。

将图 5 中 A 5～C5 附近曲线放大，如图 6 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 C6 位置推油门增加 RPWR，在 TEG

回升中 TEG2 较其余各缸 TEG 回升速率偏小，表明该起

气门卡阻故障的起始点应该在 C6 位置。

在 EGView 软件中截取各特征点 A 6～D6 的特征数据，见

表 4。

表中数据显示 C6 位置的 RPWR=15.1%，为何会在

这样较小的功率状态下发生卡阻，需要进一步讨论。

在 EGView 软件中持续向前查找该航段数据曲

线，发现该航段冷发起动时出现 TEG2 偏离主流 TEG 在

低位持续 2 min 才恢复的现象，这是起动中 2 号缸发

生疑似气门卡阻的证据，如图 7 所示。

将图 7 中时间轴 00：02：00～00：04：00 期间的

FDR 数据曲线局部放大，详细查找 2 缸发生气门卡

阻的起始点，如图 8 所示。

从图中可见，该航段冷发起动中 2 缸气门卡阻应

发生在 A 8 位置。气门卡阻后炽热的气门杆使气门 -

导套配合间隙中的滑油加速碳化，减小了气门 - 导套

图 5 典型气门卡阻故障 2的 FDR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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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典型气门卡阻故障中特征参数对比

TEG 均值 /℃

686

681

684

688

GFF/（L/h）

15.1

64.7

16.3

65

RPWR/%

29.9

93.9

32.0

93.7

转速 /（r/min）

1698

2664

1698

2684

时间 /h:min:s

00：12：48

00：21：21

00：18：13

00：27：08

数据来源

图 1 文件

图 5 文件

间的有效配合间隙，增大了气门在导套中的运动阻

力，解释了该航段后面在较小的 RPWR 下发生空中气

门卡阻的原因。

在 EGView 软件中截取 A 8 位置的 RPWR=29.3%，

与图 4 故障中气门卡阻的起始点基本一致。

3.2.3 气门卡阻多发于 RPWR=30%附近的原因

无论是导套收缩时气门杆膨胀，还是导套膨胀量

小于气门杆膨胀量所导致的的气门卡阻，共同的特征

是气门杆处于膨胀趋势中，这种情况仅出现在对气门

具有较强加热作用的 TEG 快速升高阶段，而卡阻故障

发生时机均指向 RPWR=30%附近，表明在该功率值附

近 TEG 升高率过大。

用 EGView 软件再次打开图 1 和图 5 对应的数

据文件，统计其地面试车转速（1700 r/min）和全油门

起飞状态的 RPWR、GFF、TEG 均值等参数对比见表 5。

从表中可见，在 2 起空中气门卡阻故障中，

RPWR=30%附近的 TEG 均值接近甚至超过全油门起飞

状态的 TEG 均值水平，表明在这些飞机上 RPWR=30%附

近气门受到的加热作用较严重。

3.3 缓解气门卡阻趋势的方法

为改善 RPWR=30%附近气门的受热状况，需降低

此功率状态时的 TEG。根据航空活塞发动机原理[6]，在

运行环节改变 TEG 的方法是改变气缸内混合气的贫富

油程度，但首先需要确定调整前的贫富油基础状态。

统计显示，在该机型上 RPWR=30%对应的地面发

动机转速约为 1700 r/min，该参数也是该机型维修手

册中规定的发动机地面试车特定转速[2]。大量的发动

机地面试车数据表明，在 1700 r/min 时气缸内混合气

仍处于 TEG 峰值的偏富油一侧，故欲降低 TEG 需增加

供油量将气缸内混合气向富油方向调整[13]。

对该机型大量空中卡阻故障案例 FDR 数据的针

对性统计结果显示：在 1700 r/min 时发动机燃油流量

多在 15.1 L/h 左右或以下。经实际测试，控制 1700

r/min 时发动机燃油流量大于 17.0 L/h，能够有效保证

PWR=30%附近的 TEG 均值低于全油门状态的 TEG 均

值。由于在该机型的飞机及发动机手册中均未对

1700 r/min 时发动机的燃油流量做出规定[2，14-15]，故暂

定 1700 r/min 时发动机燃油流量不低于 17.0 L/h，并

在运行实践中跟踪测试。

其后 4 年的运行实践表明空中气门卡阻故障得

到有效解决，充分证明改善 RPWR=30%附近气门的受

热状况对预防空中气门卡阻是有效的。

4 结论

通过对所指机型空中气门卡阻典型故障案例的

探讨，结论与建议如下：

（1）30%百分比功率附近燃油流量偏低造成气

门在该功率范围内受热较严重，是该机型空中气门卡

阻故障多发的主要原因；

（2）增加 1700 r/min 时的燃油流量和改善 30%百

分比功率附近气门的受热状况是预防空中气门卡阻

的正确方向；

（3）在工程实践中应严格控制该型发动机在

1700 r/min 时的燃油流量不低于 17.0 L/h；

（4）气门 - 气门导套间配合间隙中的沉积物是滑

油在高温下碳化的结果，在发动机正常工作中这些沉

积物不足以独立引起气门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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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部分元器件或系统的可靠性评估和可靠性试验设计问题，推导了寿命服从指数分布时基于任意第 k 次

序统计量的试验寿命可靠性评估理论公式，并给出了置信度为 90%、95%时基于第 k 次序统计量的可靠寿命试验设计系数表。结果

表明：采用该方法可确定给定可靠度、设计寿命、破坏数及子样数时的最短试验时间，或者给定设计寿命、可靠度、置信度、子样数及

试验时间时最大允许故障数。综合考虑试验件数量及试验时间，可对寿命可靠性试验进行成本优化设计。

关键词：指数分布；试验寿命；可靠性评估；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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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bility Assessment Method of Test Life Based on Kth Order Statistics of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MU Yuan-wei1袁LU Shan2

渊1. Aero Engine Academy of China袁Beijing 101304袁China曰
2.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袁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袁Xi'an 710072袁China冤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formula of reliability assessment of test life based on arbitrary kth order statistics was derived when the life
obeyed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for the reliability assessment and reliability test design of some components or systems of aeroengine. The
design coefficient table of reliability life test based on kth order statistics was given when the confidence level was 90% and 95%.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hortest test time for given reliability袁design life袁failure number and subsample number袁or the maximum allowable
fault number for given design life袁reliability袁confidence袁subsample number and test time can be determined by using this method.
Considering the number of test pieces and test time synthetically袁the cost optimization design of life reliability test can be carried out.

Key words: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曰test life曰reliability assessment曰aeroengine

0 引言

建立合理和良好的定寿方法以确定发动机零部

件或系统寿命，是航空发动机研制的迫切需要。以涡

轮盘为例，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逐渐发展验证了由

全尺寸盘试验给出带可靠度的预定安全寿命定寿方

法[1-4]。不同的零部件或系统由于使用要求和故障模式

的差异，其安全寿命定寿方法也有所不同[5-10]。寿命英

国国防标准 DEFSTAN 00-971[11]在假设寿命服从对

数正态分布的前提下，采用散度因子法处理试验寿

命，给出了轮盘基于最差试件寿命、最好试件寿命和

中位寿命的安全寿命，但仅限于寿命散度等于 6，即

对数寿命方差 滓= 0.13 的特殊情形；文献[12]给出了

寿命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基于 n 个子样中任意第 k 次

序统计量的试验寿命分散系数计算公式；对于寿命分

布服从威布尔分布的零件，美国空军《航空涡喷涡扇

涡轴涡桨发动机通用规范》[13]中给出了零件可靠寿命

零故障试验设计示例，其中用到置信度为 90%时的 2

个寿命试验设计系数表。但相关文献均未给出试验设

计方法的理论公式及相应系数表构造方法。对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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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零故障（k=1）可靠寿命试验所需样本数

10

4

4

3

8

8

姿t1
文献[6]

本文

30

3

3

表 1 零故障（k=1）可靠寿命试验设计用系数

10

0.230

0.230

3

0.767

0.768

n

文献[6]

本文

30

0.077

0.077

献[14]解析该试验设计方法的理论公式和系数表构造

方法，并给出置信度 95%时的 2 个寿命试验设计系

数表。对于发动机系统或其电子器件，寿命近似服从

指数分布，但还没有文献给出该类试验设计方法。

本文拟解析该试验设计方法的理论公式和系数

表构造方法，给出置信度为 90%、95%时的 2 个寿命

试验设计系数表，并给出采用该方法进行寿命可靠性

试验设计算例。

1 基于指数分布第 k次序统计量的寿命可靠

性评估

假设寿命分布服从指数分布，试验寿命 t 的第 k
次序统计量 T（k）的分布函数[15]为

FT(k))=P{t(k)≤t}=P{
n

i=k
移{Vn(t)=i}}=

n!
(k-1)!(n-k)!

F(t)

0乙 Xk-1(1-x)n-kdx （1）

式中：Vn（t）为总体 T 作 n 次重复独立观测事件{T臆t}
出现的次数。

次序统计量的密度函数等于其分布函数的 1 阶

导数

fT(k)(t)=F'T(k)(t)=
n!

(k-1)!(n-k)! [F(t)]
k-1(1-F(t)n-kf(t) （2）

在 k=1 和 k=n 时，分别是最小次序统计量 T（1）

和最大次序统计量 T（n）。
某器件母体的故障时间分布服从指数分布

F(t)=1-exp(-姿t) （3）

式中：姿 为失效率。

设（T1，T2，…Tn）为取自母体的随机样本，n 为子

样数。将母体故障时间分布函数与 k=1 代入式（2）并

积分得

FT1
(t)=1-exp(1-姿nt) （4）

将母体故障时间分布函数与 k=2 代入式（2）并积

分得

FT(2)
(t)=1-nexp(-(n-1)姿t)+(n-1)exp(-n姿t) （5）

采用数学归纳法导出第 k 次序统计量的分布函数

FT(k)
(t)=1- n!

(k-1)!(n-k)! { 1
n-k+1 [1-F(t)]n-k+1-

Ck-2
k-1

n-k+2 [1-F(t)]n-k+2+ Ck-3
k-1

n-k+3 [1-F(t)]n-k+3 （6）

…+（-1）k+1 1
n [1-F(t)]n，k=1,2,3,…

令 t酌 为置信度 1-酌 时的单侧置信限，可建立如

下概率条件

P{t(k)>t酌}=1-FT(k)
(t酌)=酌 （7）

由式（6）、（7）可得到基于第 k 故障试验寿命的可

靠性评估通用公式。

当 k=1 时

exp（-姿nt酌）=酌 （8）

在已知置信度 1-酌、样本数 n 和失效率 姿 条件

下，可得出第 1 个失效试件的失效时间下限

t1=-In酌/姿n （9）

在 t1 时刻，n 个样本零故障；反之，已知试验时

间、置信度和失效率也可求出所需试验样本数

n=-In酌/姿t1 （10）

当 k=2 时

1-n exp[-(n-1)姿t)+(n-1)exp(-n姿t) =酌 （11）

令 y=exp（-姿t），将 y 带入式（11）得

(n-1)yn-ny(n-1)+酌=0 （12）

在已知置信度 1-酌、样本数 n 条件下，求得方程

大于 0 小于 1 的根 y2，可得出第 2 个失效器件故障时

间下限

t2=- 1
姿 lny2 （13）

在 t2 时刻，n 个样本只发生1 次故障。

2 可靠寿命试验设计用系数表

根据式（9）、（10）计算得出零故障试验方案中置

信度为 90%时 姿t1 及样本数 n 的系数，见表 1、2。从

表中可见，本文结果与文献[14]中给出的相应数据几

乎一致，说明本文所推导公式正确，可利用其编程计

算零故障或小子样故障可靠寿命试验设计用系数。基

于第 k 类故障的可靠寿命试验设计用系数见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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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于第 k故障的可靠寿命试验设计用系数 姿tk（置信度为 95%）

10

0.300

0.501

0.707

0.933

1.192

1.503

1.897

2.439

3.303

5.275

9

0.333

0.561

0.798

1.064

1.381

1.779

2.325

3.194

5.170

8

0.374

0.636

0.916

1.240

1.646

2.197

3.071

5.053

7

0.428

0.735

1.075

1.490

2.050

2.930

4.920

6

0.499

0.872

1.304

1.876

2.767

4.766

5

0.599

1.071

1.665

2.571

4.585

4

0.749

1.392

2.327

4.363

3

0.999

2.000

4.077

2

1.498

3.676

1

2.9961

2

3

4

5

6

7

8

9

10

20

0.150

0.243

0.332

0.421

0.513

0.608

0.709

0.817

0.932

1.059

30

0.100

0.161

0.217

0.273

0.328

0.384

0.442

0.501

0.562

0.626

k

表 3 基于第 k故障的可靠寿命试验设计用系数 姿tk（置信度为 90%）

10

0.230

0.411

0.597

0.802

1.038

1.319

1.674

2.156

2.909

4.558

9

0.256

0.459

0.674

0.915

1.201

1.559

2.044

2.801

4.453

8

0.288

0.521

0.773

1.065

1.429

1.918

2.679

4.336

7

0.329

0.603

0.907

1.278

1.774

2.541

4.204

6

0.384

0.714

1.099

1.605

2.380

4.051

5

0.461

0.877

1.400

2.187

3.870

4

0.576

1.138

1.948

3.650

3

0.768

1.631

3.366

2

1.151

2.970

1

2.3031

2

3

4

5

6

7

8

9

10

20

0.115

0.200

0.281

0.363

0.447

0.536

0.630

0.730

0.838

0.955

30

0.077

0.132

0.184

0.235

0.286

0.339

0.393

0.448

0.506

0.565

k

3 可靠寿命试验设计算例

算例 1：已知某系统寿命分布服从指数分布，选

定子样数 n=4，置信度 1-酌= 95%，系统在 t= 50 h 时，

可靠度 R=99.9%，要求确定最短零故障试验时间。

寿命指数分布可靠度为

R=exp(-姿t) （14）

该系统寿命在 50 h 时，可靠度目标是 99.9%，即

R （50）=99.9%。由式（14）解出对应的失效率为

2.001×10-5。由表 4 查得子样数为 4 时，姿t1=0.749，
t1=37431.3，第 1 个失效系统的失效时间下限为

37431.3。因此，为了满足 50 h 时可靠度 R=99.9%，必

须将 4 套系统试验到 37431.3 h，而没有 1 套系统发

生故障，则试验通过。

算例 2：已知某器件寿命分布为指数分布，子样

数为 20，置信度为 90%，失效数为 5，试验时间为

1000 h，求可靠度为 99%时的器件寿命。

已知第 6 个失效器件的失效时间下限为 1000 h，

则 t6=1000，由表 3 查得子样数为 20 时，姿t6=0.536，
姿=0.536×10-3，由式（14）得出可靠度为 99%时的器件

寿命为 18.8 h。

算例 3：已知某批器件寿命分布服从指数分布，

子样数为 10，试验时间为 10000 h，要求可靠度为

99%，置信度为 0.95 的寿命为 100 h，估计可以接受

此批器件的故障数最大值。

已知 R（100）=99%，由式（14）得出失效率为

1.005×10-4，tk=10000，姿tk=1.005。由表 4 查得子样数

为 10 时，姿t4=0.933，姿t5=1.192，4<k<5，因此，可以接受

此批器件的故障数最大值为 4。

4 结论

（1）推导了寿命服从指数分布时，基于第 k 次序

统计量的试验寿命可靠性理论计算公式。 通过在给

定参数下计算所得的结果与文献[14]中的相应值进行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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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验证了计算公式的正确性，并通过算例说明了

该公式在可靠寿命试验设计中的应用。

（2）给出了置信度为 90%、95%时基于第 k 次序

统计量的可靠寿命试验设计评估表。在给定置信度、

破坏数、可靠度、试验截止时间、样本数的情况下，根

据该评估表可确定试验对象的可靠寿命，也可以给定

可靠寿命反推试验截止时间或者其故障数。综合考虑

试验件数量及试验时间，可对寿命可靠性试验进行成

本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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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 XTE76 变循环发动机的控制结构问题，研究了 2 分块之间进行解耦的控制方法。基于内模原理，设计状态反馈控制

器结构，以无超调快速跟踪和耦合抑制为目标，提出了改进的非支配序自组织迁移（NS-SOMA）多目标优化算法，在每代中按照与领

导者的欧式距离均匀选择粒子进行迁移，提高了算法的收敛速度和精度，以此优化控制器参数，有效抑制了分块之间的耦合。同时

研究了变循环发动机不分块的 3 变量控制方法，直接通过多目标优化抑制回路之间的耦合效应。在某型变循环发动机部件级模型

上进行仿真验证，结果表明：不分块结构优于其他 2 种结构，相比分块控制结构，引起的最大耦合降低了 30%，说明多变量综合控制

更能充分利用现代控制理论解决回路之间的耦合问题。

关键词：变循环发动机；多目标优化；ALQR 控制器；分块解耦；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4.004

Variable Cycle Engine Decoupling Control Method Based on Improved NS-SOMA
HE Feng-lin袁LI Qiu-hong袁CHEN Sh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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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Aiming at the control structure problem of XTE76 variable cycle engine袁the decoupling control method between two blocks
was studied. The structure of state feedback controller was designed based on the internal model principle. Aiming at non-overshoot fast
tracking and coupling suppression袁an improved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of Non-dominant Sorting Self-organizing Migration
Algorithm (NS-SOMA) was proposed. The convergence speed and precision of the algorithm were improved by selecting migration particles
evenly according to the Euclidean distance from the leader in each generation. In this way袁the parameters of the controller were optimized袁
and the coupling between the blocks was effectively suppressed. Meanwhile袁the three variable control method without blocking of variable
cycle engine was studied袁and the coupling between loops was suppressed directly by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The simulation verification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component level model of a certain variable cycle engi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ucture without blocking is
superior to the other two structures. Compared with the blocking control structure袁the maximum coupling is reduced by 30% 袁which
indicates that multivariable integrated control can make full use of the modern control theory to solve the coupling problem between loops.

Key words: variable cycle engine曰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曰ALQR controller曰blocking decoupling曰aeroengine

0 引言

几何可调的变循环发动机（VCE）能够在超声速状

态下提供足够的单位推力，在亚声速状态下降低耗油

率，是应用于第4 代多用途战斗机的理想动力装置[1-2]。

国外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展了变循环多变量控

制技术研究[3-4]。Shutler[5]研究了变循环发动机的控制

结构设计方法，通过灵敏度分析，以燃油流量、喷口面

积控制风扇转速和外涵出口马赫数；Frederick[6]则基

于鲁棒多变量控制方法对 H∞ 技术进行改进；文献[7]

研究了 3 输入 3 输出 2 个分块的 XTE76 变循环发动

机控制结构，其中双变量分块以燃油流量和尾喷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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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发动机结构

积控制风扇换算转速和发动机压比，单变量分块以外

涵出口面积控制外涵出口和内涵出口的总压比，2 个

分块的控制器相互独立。在国内，李嘉[8]针对飞行包

线内外部扰动引起的多变量鲁棒自适应控制器设计

问题提出了基于射影算子的自适应律设计方法，同时

针对建模不确定性提出基于 LQR 基准控制器的增广

模型参考自适应跟踪补偿方法[9]；王元[10]利用不同的优

化算法对 VCE 的控制规律进行优化设计；聂友伟[11]

针对变循环性能寻优控制提出了序列二次约束二次

规划（SQCQP）算法，其控制模块输入输出与王元的控

制系统设计相同，但观察其仿真可以看出控制效果不

佳，上升时间较长并且有超调。

变循环发动机具有更多的可调几何机构，应采取

3 变量的闭环控制结构。由于多变量控制系统控制器

参数较多，设计过程中可以调整参数使得控制系统获

得满意的性能，而群智能算法由于其全局搜索能力，

在控制器参数优化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2-13]。其

中自组织迁移算法具有需要设置的参数少、收敛速度

快的特点，为此本文提出了 1 种改进非支配序自组织

迁 移 算 法 （Non-dominated Sorting Self-organizing

Migration Algorithm，NS-SOMA），实现对控制器参数

的多目标优化。本文针对文献[7] XTE76 变循环发动

机的分块控制结构开展研究，鉴于其 2 个单独分块之

间的耦合，提出了分块之间的解耦控制方法，同时研

究了 3 输入 3 输出不分块的控制器设计方法，提出了

基于改进 NS-SOMA 进行多目标优化的解耦控制方

法，并在变循环发动机部件级模型[2]上验证 3 种控制

结构的仿真效果。

1 2 分块独立控制结构

以某型带核心机驱动风扇级（CDFS）的双涵道变

循环航空发动机作为研究对象，其结构如图 1 所示。

从图中可见，相较于普通航空发动机，变循环发

动机增加了模式选择活门、核心级风扇（CDFS）、前可

调面积涵道引射器（FVABI）以及后可调面积涵道引

射器（RVABI）。

文献[7]中的 XTE76 发动机的主控制系统结构如

图 2 所示（总体控制结构见文献[7]）。为了简化控制器

设计，整个控制系统采用双变量分块和单变量分块的

二一分块控制方式，控制器之间相互独立。

双变量分块控制输入为燃油量 W fb 和尾喷管面

积 A 8，被控制输出为低压转子转速 nf 和发动机压比

仔epr；单变量分块控制输入为后可调涵道引射器面积

A rvabi，输出为外涵出口与内涵出口总压之比 仔lepr。
由于 2 个分块之间相互独立，可以按照传统的双

变量控制方法和单变量控制方法分别设计控制器，对

发动机进行控制。然而由于变循环发动机是 1 个复杂

的被控对象，变量之间存在着不可忽略的耦合，2 个

分块之间必然相互影响，为此本文开展 2 个分块之间

解耦的控制方法研究。

2 分块之间解耦的控制方法
实际发动机在工作时，W fb 和 A 8 的变化会引起

仔lepr 的变化，同样 A rvabi 的变化也会引起 nf 和 仔epr 的变

化。在设计点采用小扰动法进行输出对输入变化的

灵敏度分析，对各输入分别施加 1%的小阶跃，记录

输出相对输入的变化量，得到 仔lepr
W fb

= -0.21，仔lepr
A 8

=

0.0643， nf

A rvabi
= -0.49，仔epr

A rvabi
= -0.28。可见虽然喷口

变化引起 仔lepr 的变化较小，但其他变量引起另外分块

输出均在 20%以上，为此需要对分块控制器进行解

耦研究。

首先进行双变量分块的控制器设计，将 A rvabi 视

为干扰量，抑制其对 nf 和 仔epr 的影响。考虑各执行机

构动态，得到按输出分块之后的被控对象模型

x觶 1 = A 1x1 + B11u1r+ B12u2r
y1 = C1x1 + D11u1r+ D12u2r （1）

y2 = C2x1 + D21u1r+ D22u2r

模式选择活门 CDFS 双外涵模式

FVABI RVABI 单外涵模式

图 2 XTE76 发动机的主控制器结构

nf,r

仔epr,r

仔lepr,r

W fb,r

A 8,r

A rvabi,r

双变量分块
控制器

单变量分块
控制器

W fb

A 8

A rvabi

燃油执行机构

喷口执行机构

RVABI 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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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1=[W fb A 8 A rvabi nf nc]T，为双变量分块的状

态变量；x觶 1 为状态变量的 1 阶导数；u1r=[W fbr A 8r]T，为
燃油量和尾喷口面积指令；u2r=A rvabi，r 为 RVABI 指令；

y1=[nf 仔epr]T，为双变量分块的输出；y2=仔lepr，为单变量

分块的输出。

应用现代控制理论，采用状态反馈控制方法，并

考虑鲁棒跟踪性能和干扰抑制能力，在控制系统的前

向通路中引入输入信号的内模。由于输入信号在稳态

的值恒定，因此可以将其理想化为阶跃信号，则其内

模表现为串联在前向通路中的 1 个积分环节，得到闭

环系统控制结构如图 3 所示[12]。

从图中可见，状态反馈控制率为

u1r = [K1 Ka1]
x1

xa1蓘 蓡=K1x1 + Ka1xa1 （2）

式中：K1 为 x1 的状态反馈矩阵；Ka1 为 xa1 的状态反馈

矩阵；xa1 为误差的积分。

则其状态反馈控制律的设计模型为

x軃1 = A軍1x軃1 + B軍11u1r+ B軍12u2r

y1 = C軍1x軃1 + D11u1r+ D12u2r （3）

将式（2）带入式（3）得到闭环系统模型为

x軃1 = A 1cx軃1 + B11cr1+ B軍12u2r

y1 = C1cx軃1 + D12u2r （4）

y2 = C2cx軃1 + D22u2r

式中：A 1c =
A 1 + B11K1 B11Ka1

-C1 - D11K1 - D11Ka1
蓘 蓡 ；B11c =

0

I蓘 蓡 ；C1c =

[C1 + D11K1 D11Ka1]；C2c = [C2 + D21K1 D21Ka1]，A 1c,B11c,
C1c,C2c 为闭环系统模型的系数矩阵。

常用的状态反馈控制方法包括极点配置方法和

线性二次型调节器（LQR）方法[14]，对于多变量系统，

给定 1 组期望的闭环极点，其状态反馈控制器不惟

一，且零点对系统性能也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为此本

文以 LQR 控制方法求解状态反馈控制器，控制目标

为输出 y1 能够快速输入信号 r1 的变化，并且超调量

小，同时能够有效抑制 u2r 对 y1 的影响，因此定义控

制系统的性能指标为

minJ1 =
t

0乙 ||r1(t) - y1(t)||2dt + 籽1滓1

minJ2 = ||Ty1u2r(s)||∞ （5）

式中：籽1 为超调惩罚系数；滓1 为超调量；Ty1u2r(s)为从 u2r

到 y1 的闭环传递函数。

性能指标 J1 反映了对输出跟踪和无超调的性能

要求，性能指标 J2 通过无穷范数反映了对干扰抑制

的性能要求。能够快速响应的系统通常带宽较大，对

干扰抑制不利，因此 J1 和 J2 为 1 对互相矛盾的性能，

在控制器设计过程中，需要均衡考虑二者对系统性能

的影响，适合采用多目标优化方法对问题进行求解。

由于本文采用 LQR 方法计算状态反馈控制器参数，

为此待优化参数为 LQR 控制器的加权矩阵 Q、R，其
为状态量和控制量的加权，对于本文所研究的系统，

所形成的二次型指标为

J= 1
2

t

0乙 x軃1
T(t)Qx軃1(t) + u1r

T(t)Ru1r(t)dt （6）

则 Q∈R7×7，R∈R2×2。

将 Q、R 矩阵视为对角阵，则共有 9 个待优化参

数，采用改进的 NS-SOMA 多目标优化算法对参数进

行优化。区别于单目标优化算法，多目标优化算法在

选择算子之前根据个体之间的支配与非支配关系进

行排序，其非支配解集形成 Pareto 前沿面。在 Pareto

前沿面上的解均具有较好的性能，而本节主要针对分

块解耦研究，所以选择 Pareto 前沿面上干扰抑制能力

最优的个体形成 Q、R 矩阵，进行控制器设计，得到如

式（2）所示的状态反馈控制律，进而形成如式（4）所示

的闭环控制系统。

在完成双变量分块设计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单

变量分块控制器设计，其基于内模原理的控制系统结

构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此时的单变量分块为以

u2r 为输入、y2 为输出、r1 为干扰的被控对象，与式（4）

的相同。

状态反馈控制率为

u2r = [K2 Ka2]
x軃1

xa2蓘 蓡= K2x軃1 + Ka2xa2 （7）

图 3 双变量分块控制器结构

r1
-

I
s

xa1 Ka1

+

u2r

u1r

K1
x1

A 1 B11 B12

C1 D11 D12
蓸 蔀 y1

·

·

图 4 单变量分块控制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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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

xa2
K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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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采用与双变量分块相同的控制方法进行控制

器参数的优化设计。采用解耦方法之后的控制系统结

构如图 5 所示。

3 3 变量不分块控制方法

分块解耦控制是将 2 个分块之间的耦合关系作

为外部干扰处理，而文献[7]中的设计方法没有考虑 2

个分块之间的耦合，在耦合较小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这

种控制结构；若耦合较大，采用不分块的综合设计更

易获得良好的性能。为此本文还研究了 3 输入、3 输

出的综合控制方式，即将式（1）中的输入输出合并考

虑，由于变循环发动机控制过程中通常保持 仔lepr 为常

数[6-7]，为此在 3 变量综合控制中，优化的目标为

minJ1 =
t

0乙 ||r1(t) - y1(t)||2dt + 籽1滓1

minJ2 =
t

0乙 ||0 - y2(t)||2dt + 籽2滓2 （8）

式中：滓2 为最大耦合响应幅值；籽2 为惩罚系数。

若想使 y1 能够快速无超调跟踪 r1，势必会引起 y2

较大的耦合响应，为此二者同样为 1 对矛盾的指标，

同样适合采用多目标优化的方法进行控制器设计。本

文采用与双变量分块相同的设计方法进行控制器设

计，只是将评价指标改成了式 （8），以改进的

NS-SOMA 进行控制器参数优化，实现基于多目标优

化的控制回路之间的解耦。

4 基于 NS-SOMA的控制器参数优化

自组织迁移算法是 1999 年提出的 1 种模拟社会

环境下群体自组织行为的新型群体智能算法[15]，具有

需要设置的参数少、收敛速度快的特点。由于多变量

控制器对应矩阵元素较多且元素取值差异较大，

NSGAⅡ优化时速度较慢，影响了收敛的速度和精度，

为此本文采用自组织迁移算法代替传统的遗传算法。

SOMA 通过改变粒子的位置实现对最优解的逼近。种

群中的最优个体称之为种群领导者[16]。在每次迭代过

程中，除了领导者以外的所有个体均向领导者的方向

迁移，每次迭代之后更新种群领导者。SOMA 算法的

变异与其他进化算法不同，通过参数 PRT 获得摄动。

这个参数的意义跟遗传算法中的变异一样。

SOMA 算法以种群领导者为方向，对其他个体进

行迁移，迁移过程如下：

（1）根据个体维数，随机生成介于 0～1 之间的

值，若该数值小于参数 PPRT，摄动向量 Pv 对应元素为

1，否则为零。

（2）生成迁移后的个体

xtemp = xi + Sstep·(xleader - xi)·Pv
（3）贪婪选择。计算适应度值 f(xtemp)；若 f(xtemp)<

f(xi)，则将 xtemp 赋予 xi。
（4）增加迁移步长 Sstep=Sstep+Sstep，若 Sstep>Pp，则当前

粒子迁移结束，否则转（1）。

由此可见，基本 SOMA 算法解决的是单目标优

化问题，因此具有领导者，也就是全局最优粒子，而对

于多目标优化来说，没有最优个体，为此需要对其进

行改进。本文对每个即将迁移的粒子进行非支配排

序，从支配序为 1 的个体中随机选择 1 个个体为领导

者，则不同的粒子具有更大的机会向不同领导者迁

移，可以确保种群的多样性，同时确保领导者本身的

优越性。为了提高算法的收敛速度，记支配序为 1 的

个体形成前沿面中间位置的个体为 x1,mid，以个体与其

的欧氏距离为评价标准 dist = || xi - x1,mid ||2，从中均匀

选出部分粒子进行迁移，避免了迁移所有粒子影响收

敛速度，同时可以设置较大的初始种群规模，以获得

解的多样性。

为验证改进后的 NS-SOMA 的有效性，采用 3 个

典型多目标优化算法对函数 ZDT1、ZDT2、ZDT3 进行

测试[17]，设定初始种群数为 100，根据距离，每隔 10 个

粒子选择 1 个进行迁移，则每代有 10 个粒子参加迁

移，迁移步长 Sstep=0.11，最大迁移路径 Pp=3，摄动参数

PPRT=0.9。当允许适应度函数调用次数为 10 万次时，3

个测试函数获得的 Pareto 前沿均收敛于已知 Pareto

最优解 P* 上，ZDT3 的对比如图 6 所示。以 GD 指标

评价其收敛精度 （GD 指标为 Pareto 解集与已知

Pareto 最优解的距离），允许的适应度函数调用次数

分别设为 10 万次、3 万次和 1 万次，每种情况运行 10

次优化程序计算平均 GD 指标，其结果与文献[18]中

的结果（支配的自组织迁移算法（EMSOMA）及经典

图 5 分块解耦控制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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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NS-SOMA的 GD指标对比

评价

次数 /

万次

10

10

10

3

1

算法

NSGAII

EMSOMA

NS-SOMA

ZDT1

2.47×10-2

2.42×10-4

1.58×10-4

2.02×10-4

2.10×10-4

ZDT2

1.00×10-3

2.27×10-4

9.13×10-5

9.35×10-5

1.26×10-4

ZDT3

1.97×10-2

4.70×10-6

6.15×10-4

6.26×10-4

5.321×10-4

测试函数

图 6 ZDT3的 Pareto 前沿效果

NSGAII 算法结果的对比见表 1。

从表中可见，所提出的改进 NS-SOMA 算法在测

试函数 ZDT1 和 ZDT2 上获得的 GD 值更小，解集更

接近 Pareto 最优解。在 ZDT3 上的 GD 值大于采用

EMSOMA 算法得到的，但也远小于采用 NSGAII 算法

得到的，同时发现在 ZDT3 上，调用评价函数 1 万次

的 GD 值反而小于 3 万次和 10 万次的，进一步研究

发现，此时解比较密集，其拥挤度指标比较差。改进的

NS-SOMA 算法仅需要较少的评价函数调用次数就能

取得优秀的解，验证了其在收敛精度和速度上的优越

性。实际上，SOMA 算法与同样通过改变粒子位置来

实现进化的粒子群算法相比，其在多目标优化上的效

果也具有明显优势[19]，但其获得的关注度远低于粒子

群算法。

以此多目标优化算法优化分块解耦控制器参数

和不分块的综合控制器参数，优化流程如图 7 所示。

参数设置与测试时相同，以其干扰抑制效果最佳的

Q、R 值设计状态反馈控制器。

5 仿真对比验证

首先基于控制器设计所用的状态变量模型对解

耦控制器与不分块综合控制器的动态跟踪性能和解

耦性能进行对比验证。状态变量模型采用经典的拟合

法建立 [20]，具有较高的精度。在模型中，nf、仔epr 阶跃

1%，仔lepr 不阶跃，线性模型输出响应曲线如图 8 所示。

从图中可见，不分块系统获得了更快的响应速度，其

上升时间和调节时间明显小于分块解耦控制系统的，

其 仔lepr 耦合最大幅值虽然大于分块解耦控制系统的，

但其波动幅度却明显小于分块解耦控制系统的。

为了进一步对比控制器效果，将通过优化获得的

分块解耦控制器、不分块综合控制器与文献[7]中分块

控制器（分块控制器仅以最优跟踪进行单目标优化）

进行控制效果对比，在变循环发动机部件级数学模

型[2]上开展仿真验证，该模型能够完整模拟变循环发

动机模式切换过程，并且

在飞行包线内、不同工作

模式下的性能符合变循环

发动机基本性能规律。在

高 度 H=0 km、 马 赫 数

Ma=0、nf=100%的状态下，

t=2 s 时，保持 仔lepr 不变，

0.5

0

-0.5

NS-SOMA

P*

J1
0.80.60.40.20

图 8 线性模型输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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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改进 NS-SOMA算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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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仔epr 同时阶跃 1%，各输

出响应如图 9 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 3 种

控制结构下，nf、仔epr 均实

现了对阶跃 1%目标的快

速跟踪，不分块控制系统

在综合响应速度上占优

势。观测 2 个变量阶跃引

起的 仔lepr 耦合，可见分块

系统的耦合最大幅值约

为 0.25%，分块解耦之后

耦合降低到 0.2%，不分块

解 耦 之 后 耦 合 降 低 到

0.175%，与分块控制系统

相 比 ， 最 大 耦 合 降 低

30%，且随着最大耦合幅

值的减小，耦合的作用时

间也减短，从而说明采用

多变量综合控制的方式能

够有效抑制回路之间的耦合，同时也说明本文所提出

的多目标优化解耦控制方法的有效性。

6 结束语

本文针对变循环发动机的多变量控制结构，在国

外采取的 3 变量 2 个分块控制的基础上，研究了 2 个

分块之间的解耦控制方法和 3 变量综合控制的解耦

方法，提出了基于改进 NS-SOMA 的多目标优化解耦

控制方法，根据欧式距离选择迁移粒子，提高了算法

的收敛速度和寻优精度。针对 3 种控制结构在变循环

发动机上开展了仿真验证，结果表明分块解耦控制方

法能够降低回路之间的耦合，不分块综合解耦控制方

法更能够发挥多变量控制系统的性能效益，取得了更

好的解耦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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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旋转爆轰燃烧室几何结构对旋转爆轰波的影响规律，针对旋转爆轰燃烧室高度对爆轰流场结构和爆轰波传播

特性问题，采用 2 维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了爆轰波在 4 种高度的燃烧室内的参数变化和波系特征。结果表明：在 4 种高度的燃烧室内

爆轰波均能自持传播，且爆轰流场结构相似；当燃烧室高度为 4 mm 时，爆轰波后的反射激波压力较高；在一定范围内，爆轰波传播

速度随燃烧室高度的增加而增大，在爆轰波高度为 10、16 和 20 mm 时，爆轰波波锋面的压力分别为 3.93、4.61、4.69 MPa。

关键词：旋转爆轰；燃烧室；几何尺寸；流场；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4.005

Influence of Rotating Detonation Combusion Chamber Height on Flow Field
ZHAO Xiong-fei1袁GUO Hong-bo2袁YANG Jia-long2袁XIA Jun-hong3

渊1. The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袁The Naval Armaments Department in Shenyang Area袁Shenyang 110031袁China曰2. College of Power
and Energy Engineering袁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袁Harbin 150001袁China曰3. CSIC No. 703 Research Institute袁Harbin 150001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he geometric structure of the rotating detonation combustion chamber on the rotating
detonation wave袁the parameter variation and wav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tonation wave in the combustion chamber at four kinds of
heights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two-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for the structure and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etonation
wave in the rotating detonation combustion chamb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tonation wave can propagate by itself and the structure of
detonation flow field is similar. When the combustor height is 4 mm袁the reflected shock wave pressure after detonation wave is higher. Within
a certain range袁the detonation wave propagation velocity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combustion chamber height. When the detonation
wave height are 10 mm袁16 mm and 20 mm袁the detonation wave front pressure are 3.93 MPa袁4.61 MPa and 4.69 MPa袁respectively.

Key words: rotating detonation曰combustion chamber曰geometric dimension曰flow field曰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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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燃气轮机技术研究代表着学术理论与工程应用

的综合水平，是 21 世纪热门的先进技术，其原理是以

等压模式来对燃烧流程进行组织，经过多年的研究发

展，学者们发现如果继续采用此种燃烧方式，燃气轮

机的工作效率将不会有新的突破。发展高增压比、低

排放和高效率的燃烧室是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旋转爆轰燃烧室性能优异，中国对其研究时间很

短，其中环形爆轰燃烧室厚度等对爆轰波在其中的传

播规律影响尚不清晰，爆轰燃烧这种剧烈燃烧方式不

易控制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爆轰技术的进一

步发展。爆轰燃烧可以近似看作等体积燃烧，如何在燃

烧室内对爆轰燃烧进行一定控制使其能稳定传播，是

目前研究热点。爆轰燃烧室主要存在 3 种形式[1]：脉冲

爆轰燃烧室[2]、驻定爆轰燃烧室[3]和旋转爆轰燃烧室[4]。

其中旋转爆轰燃烧室是新兴技术，对其试验和数值研

究多集中于起爆、流场等方面，环形爆轰燃烧室厚度

对爆轰性能影响需再探索。

20 世纪 50 年代，前苏联 Voitsckhovskii 等[5]以乙

炔为燃料进行旋转爆轰圆盘形试验，得到爆轰波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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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60 年代，密西根大学[6]进行了旋转爆轰试验验

证；70 年代起，前苏联流体力学研究所、Bykovskii 等[7]

以乙炔、氢气、汽油等为燃料，进行在氧气中燃烧的旋

转爆轰试验；MBDA 公司等[8-11]对气态氢气燃烧的旋

转爆轰燃烧室进行了研究；波兰的 Piotr 等[12-13]对旋转

爆轰贫燃燃烧进行了研究；美国空军研究试验室[14-17]

于 21 世纪初，进行了氢气 / 空气预混气旋转爆轰试

验，通过压力损失方程和质量流量方程对燃烧室内流

场进行分析。

除了试验研究，美国 Yi 等[18]进行了氢气 / 空气

多步化学反应爆轰燃烧数值模拟；Sergio 等[19]分析了

化学机理对其的影响；姜孝海等[20]模拟了旋转爆轰

燃烧室流场，得到其自持特性和相应工程理论；张

旭东等[21-22]。模拟了简化燃烧室爆轰波结构和传播过

程，并进行了试验验证。近年来，潘振华[23]、归明月[24]等

通过 9 组分 48 步的化学反应机理模型，研究其 3 维

流场结构及波传播特性；Sergio 等[25]模拟了多维旋转

爆轰燃烧室流场结构。

本文对旋转爆轰燃烧室环面厚度与爆轰波传播

的关系进行研究。

1 数学模型与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离散控制方程对燃烧室计算模型进行

旋转爆轰模拟。

爆轰燃烧以超声速形式传播，湍流过程对模拟的

影响较小，在本文计算中，不考虑扩散过程、黏性与传

热现象。求解 2 维欧拉方程，并选取合适计算网格尺

寸和时间补偿，对计算方法进行验证。建立笛卡尔坐

标系下流动方程，速度 =（u,v）。
连续方程

坠籽坠t +塄·（籽 ）=Sm （1）

式中：Sm 为源项。

动量方程

坠（籽 ）坠t +塄·（籽 ）=-塄p+籽g+F （2）

式中：p 为流场静压；g为引力参数；F为外部作用的

体积力。

能量方程

坠（籽E）坠t +塄·（V軍（籽E+p））=-塄（
Ns

i=1
移hiJi）+Sh （3）

式中：Sh 为能量方程源项。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p=
Ns

i=1
移 籽i

Mi
RT （4）

组分方程

坠（籽mi）坠t +塄·（籽V軍mi）=-塄·Ji+Ri+Si （5）

一般情况下，Arrhenius 公式可以较好地模拟相

对缓慢的化学反应以及在较小的湍流震荡燃烧。

Arrhenius 化学反应速率源项

Ri=Mw,j

Ns

i=1
移R赞 i,r （6）

式中：Mw,j 为 i 的摩尔质量；R赞 i,r 为 i 在基元反应 r 中的

生成或者其消耗速率。

第 r 个化学反应可表述为
N

i=1
移v'i,rMi

k f,r

kb,r

N

i=1
移v"i,rMi （7）

式中：N 为系统中化学物质总数；v'i,r 为反应物 i 的化

学计量数；v"i,r 为生成物 i 的化学计量数；Mi为第 i 种
物质摩尔质量；k f,r 为基元反应 r 正反应速率常数；k b,r

为基元反应 r 逆反应速率常数。

在基元反应 r 中，物质 i 的生成、消耗速度可以

表示为

R赞 i,r=祝（n"i,r-n'i,r）k f,r

Nr

j=1
仪[Cj,r]

浊j,r

'

-kb,r

Nr

j=1
仪[Cj,r]

浊j,r

"蓸 蔀（8）

式中：Nr 为基元反应 r 中化学物质数；Cj,r 为基元反应

r 中物质 j 的摩尔浓度；浊'j,r 为基元反应 r 中物质 j 正
反应速度指数；浊"j,r 为基元反应 r 中物质 j 逆反应速

度指数；祝 为第 3 体对反应中速率的影响，表示为

祝=
Ns

j
移酌j,rCj （9）

2 环形燃烧室厚度对爆轰流场影响

旋转爆轰发动机这种新型动力形式吸引了很多

研究学者，爆轰的自持特性是研究的关键。本文计算

域为 2 维燃烧室圆环切面。

2.1 模型与计算方法

旋转爆轰燃烧室流场结构如图 1 所示。经喷射孔

燃料注入燃烧室，高能点火产生爆轰波绕壁面连续传

播，其速度方向与入射方向夹角近似为 90毅。波后产

物之间相互作用界面形成斜激波，由于膨胀作用，波

圻 圻

圻 圻

圻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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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压力低于喷射压力，预

混气再度充入燃烧室，燃

烧室中不断有新鲜燃气

注入，爆轰波自持。取轴

向燃烧室任意截面，计算

域近似成 2 维圆环。为清

晰分析燃烧室内激波在

流场中的作用，采用半充

满填充方式模拟，如图 2 所示。

计算域为 0.06 m 的燃烧室内径、环形厚度取

0.01 m，环形中截面如图 2 中虚线所示。与内壁面组

成环形区域充入可燃预混气，与外壁面组成环形区域

充入空气，压力为 0.4 MPa，温度为 300 K。H2/Air 可

燃气爆轰燃烧诱导距离约 0.25 mm。本文采用结构化

网格，选取 0.1、0.2、0.5 mm，3 种网格尺寸对流场中某

监测点进行监测，如图 3 所示。网格尺度为 0.1 和

0.2 mm 时，监测点处压力峰值相近，网格尺度为 0.5

mm 时，监测点处压力峰值偏差较大。在保证计算精

度和计算速度前提下，本文选取网格尺寸为 0.2 mm

进行计算。假设环形燃烧室中存在壁面 Wall3 约束爆

轰波传播统一方向，点火点位于该壁面上方。实现起

爆后爆轰波又回到点火位置进行下一周期循环。其中

点火压力为 2 MPa，温度为 3000 K。本文主要研究环

形燃烧室厚度与爆轰波形成与自持的关系。

2.2 环形流场受燃烧室宽度的影响

设燃烧室内径为 0.06 m，环形燃烧室厚度分别为

4、10、16 和 20 mm，预混气温度为 300 K，压力为 0.4

MPa，点火温度为 3000 K、压力为 2 MPa。自持爆轰波

流场的压力如图 4 所示。

从图中可见，不同厚度的环形燃烧室内，爆轰波

都能自持传播，且流场结构相似。在环形燃烧室厚度

d=4 mm 时，爆轰波能自持传播，由于燃烧室周向空间

窄，波行程短，波后斜激波与固壁发生反射形成反射

激波 1，压力较高，膨胀波与泰勒稀疏波结构相同，但

复杂无状；在 d=10 mm 时，环形流场内有 4 个反射激

波，其压力逐渐减弱，衰减程度越来越大，不能再与燃

烧室内壁碰撞。图中 a和 b 为激波与外壁面碰撞点，

由于反射激波轻度的衰减，a点处压力高于 b 点；在

d=16 mm 时，环形流场中形成反射激波数最多，其他

性质与上述相同；在 d=20 mm 时，反射激波数与

d=10 mm 时的相同，是因为环形厚度大，激波传播路

程大，反射激波向后扩散区域也变大，所以波后流场

中形成了激波反射复杂结构。

环形燃烧室厚度由 4 mm 变到 10 mm，爆轰波传

播的路程明显增大，当 10 mm 变到 20 mm 时，其传播

路程缓慢增大。说明厚度在一定区域内变化时，厚度

增大爆轰波传播速度增大。爆轰波自持后，波阵面压

图 1 爆轰波传播

图 3 3种网格尺度下监测点处压力随时间变化曲线

（a）4 mm （b）10 mm

（c）16 mm （d）20 mm

图 4 自持爆轰波压力

图 2 计算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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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峰值分别为 3.93、4.61、4.69 和 4.43 MPa。环形燃烧

室厚度小于 10 mm 时，爆轰波强度大幅度提高，宽度

再增大，其强度反而减弱。

在不同燃烧室厚度情况下，自持爆轰波流场温度

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爆轰燃烧后产物受较大的

膨胀作用向外扩散至初始时空气所在区域。在 d=4
mm 时，环形流场中充满爆轰燃烧产物，随着宽度增

大，高温使产物膨胀向外扩张，相比于 d=4 mm 时，流

场中有空气存在，爆轰波和反射激波处温度最高。

分析得知，随着环形燃烧室厚度的增加，爆轰波

传播速度增大，强度先增大后减小，反射激波数也先

增多后减少。

在 d=10 mm 时，不同时刻燃烧室外壁面监测点

a、b 处压力和温度曲线分别如图 6、7 所示。其中压力

和温度峰值位置对应着图 3（c）的 a和 b 处。由于环

形流场中激波在固壁发生反射出现衰减造成了图中

b 点处压力和温度值明显低于 a点处值。

为更清晰地分析环形流场变化，监测点处密度和

速度与时间关系曲线分别如图 8、9 所示。从图中可

见，压力、温度峰值出现在激波与内固壁面反射处，且

爆轰波传播到同一位置，环形燃烧室厚度 d=4mm 所

需要的传播时间较其他情况长，速度最小，且宽度为

4 mm 时，其密度和速度峰值也最小，这时因为燃烧室

内爆轰波强度相对其他情况弱。内固壁面监测点处出

现多个速度峰值，而密度变化并不显著，主要因为燃

烧室内壁面处会再次受到反射激波的影响，但产物受

膨胀作用密度很低，提高幅度不明显。

对图 2 中 5 个截面处爆轰燃烧后的平均压力进

行分析，结果见表 1。从表中可见，环形爆轰燃烧室厚

度大于 16 mm，反射激波传播路程较大，向后扩散的

范围较大，其中大范围平均压力高，阻碍了新鲜燃气

注入，影响了爆轰波传播。

3 结论

采用一步简化反应机理，忽略计算过程中控制方

程的黏性项与传热项以及扩散项，对氢空气爆轰流场

进行 2 维数值模拟，分析环形爆轰燃烧室厚度与流场

结构关系。结果表明，本文研究情况下，在燃烧室内径

取 0.06 m，燃烧室内外壁面宽度不大于 0.01 m 时，爆

轰波传播过后其平均压力相对较低，新鲜预混气可进

入燃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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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轻质异形冠结构设计问题，提出了基于结构强度和振动分析的锯齿叶冠轮廓切除原则，采用拓扑优化确定了锯齿

叶冠 2 维切除线，通过有限元计算得出叶冠优化后对叶盘结构典型部位应力水平、振动特性的影响。静强度计算结果表明：叶冠优

化后在叶身与上、下缘板连接处 Von-Mises 应力分别降低 16.1%、5.6%，在叶冠“Z”形凹口处 Von-Mises 应力降低 24.5%，去除的叶冠

质量占叶片质量的 2.4%；模态分析和谐响应分析结果表明：叶冠优化后对叶盘结构振动特性不产生负面影响，保证了叶冠的阻尼减

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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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Design of Curved Profile Zigzag Shroud Based on Topology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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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Beihang University袁Beijing 100191袁China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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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structural design problem of the light-weight special-shaped shroud袁the contour cutting principle of the
zigzag shroud was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strength and the vibration analysis. The two-dimension resecting line of the zigzag
shroud was determined by the topology optimization. Through the finite element calculation袁the influence of the optimized shroud on the
stress level and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ypical parts of the blade disk structure was obtained. The results of static strength
calculation show that the Von-Mises stress decreases by 16.1% and 5.6% respectively at the junction between the blade and the upper and
lower listrium afte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hroud. The Von-Mises stress decreases by 24.5% at the "Z" notch of the shroud袁and the weight
of the removed shroud accounts for 2.4% of the blade mass. The results of modal analysis and harmonic response analysis show that there is
no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lade disk structure afte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hroud袁and the damping effect
of the shroud is guaranteed.

Key words: zigzag shroud曰topology optimization曰stress level曰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曰aeroengine

0 引言

现代航空航天用燃气涡轮发动机的涡轮转子叶

片常采用锯齿形阻尼叶冠[1-2]。相邻叶片的叶冠抵紧后

可以减小叶片的扭曲变形和弯曲变形，增强叶片的刚

性[3]。但是叶冠的使用也带来一些问题：叶冠位于涡轮

转子半径最大处，在高转速下，对叶根和轮盘产生较

大的离心载荷[4]；叶冠本身也会发生故障[5-7]；PSM 公

司 R.Seleski 等[8]研究了一系列叶冠掉角故障后，提出

在叶冠结构形式设计中可以考虑将尖角部分切除，且

为了平衡重心和考虑到各个尖角掉块的可能，对叶冠

的 4 个角均进行切除。

为了减小叶冠对叶根和轮盘产生的负荷，减少叶

冠掉角故障发生的几率，通过切除部分叶冠的方法减

轻叶冠的质量是 1 种可行方案[9]。白忠恺等[10]对锯齿

冠进行简单切除，计算表明可以有效降低叶冠局部的

最大应力；Nirmalan 等[11]对气冷叶片叶冠处的换热进

行试验研究，发现叶冠的边角部位主要靠中心部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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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后再以导热的方式对其冷却，若能去除这些边角部

位，叶冠的冷却效率将得到提高。虽然采用这种结构

的叶冠可以带来应力、冷却等方面的优势，但是这种

结构的叶冠会对涡轮级的气动效率产生影响[12]。Pfau

等[13]研究这种曲边轮廓的锯齿冠提出，通过合理设计

可以保证涡轮转子的气动效率；贾惟等[14]的研究表

明，叶片排上、下游压比和径向间隙才是影响叶冠泄

漏流动的主要因素。

国内外对锯齿冠的轮廓设计均开展了一些研究：

国内的锯齿冠修形设计通常是对出现故障的叶冠进

行局部修改，设计后叶冠合理性通常通过试车进行考

核[7]；国外主要研究切除部分结构的叶冠对换热效率

和气动性能的影响[15]，对于改善叶盘结构的应力水平

和锯齿冠形状改变后对减振特性的影响少有涉及。随

着航空航天燃气涡轮发动机转速的不断提高，叶盘结

构承受的离心载荷不断增大，合理设计叶冠形状从而

改善叶盘结构应力水平，分析各种锯齿冠的改进改型

设计，在原有锯齿冠上如何切除合适的部分，曲边轮

廓的锯齿冠对叶冠减振特性影响的研究亟待开展。

本文对典型涡轮叶片的叶冠进行拓扑优化，采用

有限元计算评估优化后的叶冠对叶盘结构静载荷下

应力水平以及对减振特性的影响。

1 锯齿冠拓扑优化

1.1 叶冠轮廓优化方法

通过切除部分叶冠的方式来达到减重以及改善

叶盘结构应力水平的目的，切除的方式是通过拓扑优

化的方法在叶冠上表面确定合适的切除线，然后将 2

维的切除线拉伸为柱体对叶冠进行切除得到曲边轮

廓的锯齿冠。根据实际锯齿冠的设计情况，给出切除

原则如下：

（1）保留接触部分。接触部分是叶冠发挥阻尼作

用的关键部位，相邻的叶冠之间相互接触而互相抵

紧，从而改善叶盘结构的振动特性；

（2）保留篦齿部分。篦齿可减少漏气，提高涡轮的

效率；

（3）切除线尽量避免曲率大的线条。研究发现，若

叶冠轮廓线局部曲率过大，在这些部位会出现应力集

中，从而导致掉块现象，不利于叶冠可靠工作和保持

寿命[16]；

（4）切除后叶冠需包裹叶尖型面及其与叶冠的倒

圆。虽然文献[8]中也出现了带翻边叶冠结构的叶片，

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种结构不影响气动效率的

前提下，暂不考虑；

（5）尽量保持叶冠重心位置不变。这样可以尽可

能减小由于叶冠结构调整对叶身造成的附加扭矩及

弯矩。

1.2 叶冠轮廓拓扑优化

叶冠的 3 维结构（带部分叶身）如图 1 所示，相邻

叶冠的接触面如图 2 所示（图中黑色部分）。根据上述

切除原则，基于 ANSYS Work-bench 的拓扑优化，锯

齿冠拓扑优化区域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黑色部

分为锯齿冠轴向 2 个端面拓扑优化区域，得到优化后

（静强度计算时给出具体

载荷和约束）的叶冠如图 4

所示。拓扑优化得到的叶

冠边界是 3 维的复杂曲

线，考虑到叶冠实际制造

与加工情况，这里采用 2

维切除线切除，边界经修

复与光顺处理前后的模型

如图5 所示。

图 1 叶冠的 3维结构

（带部分叶身）

（a）接触面 （b）被接触面

图 2 相邻叶片的接触面

图 3 锯齿冠拓扑优化区域 图 4 锯齿冠拓扑优化结果

（a）优化前 （b）优化后

图 5 锯齿冠拓扑优化前、后对比

33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5 卷

叶冠拓扑优化的数学模型为[17]

Find: e={e1,e2,…,en}T

Min: P= ln（SE）d,i·V d,i
ln(SE)d,0·V d,0

s.t.:（滓max）r≤
（滓*）r

sr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1）

式中：ei 为设计变量，表征结构中的单元，取值为 0 或

1，取值为 0 时代表删除单元，取值为 1 时代表保留单

元，最终得到的 e 表征当前结构较原结构删除 / 保留

单元的情况；P为无量纲目标函数，优化目标为使结

构质量最轻、刚度最大；V d 为结构体积，V d,i 和 V d,0 分
别为当前和初始结构总体积；1/ln（SE）d 为结构刚度，

结构刚度越大，在受力时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越强，

在激振力作用下的振幅越小，其中（SE）d,i 和(SE)d,0 分
别为当前和初始结构总应变能；（滓max）r 为第 r 个应力

约束所表示的最大值；（滓*）r 为第 r 个应力约束所表

示的许用值；sr 为相应应力下的安全系数。

从图 5 中可见，优化后的锯齿冠相对于原叶冠多

了许多折转的区域，少了一些尖角区，叶冠侧边的平

直轮廓变成了曲边轮廓；可以从叶冠的轮廓看出叶尖

叶形；封严篦齿以内的叶冠部分保持原有的形式。

典型锯齿冠拓扑优化后，经修复的最终模型去除

了优化区域 60.6%的体积，整圈叶冠质量降低了 31

g，去除部分的质量占叶片质量的 2.4%。优化后的叶

冠质心偏移 0.3 mm，其中，周向向叶背方向偏移 0.17

mm，轴向向前缘方向偏移 0.26 mm，径向向中心方向

偏移 0.01 mm。

2 锯齿冠优化前后静强度对比

2.1 边界条件设置及网格无关性验证

对叶冠优化前后的叶盘结构采用有限元计算进

行强度分析：原始模型由叶片、轮盘、挡片组成。挡片

与叶片、轮盘之间均有接

触，主要作用是限制位移，

将以相应的位移约束代替

挡片结构。将整圈叶盘模

型按照叶片数 m 进行分

割，取 1/m 进行计算分析。

叶盘结构的计算模型如图

6 所示。

叶片材料为某铸造高温合金，轮盘材料为某锻造

高温合金，计算中所涉及的叶片和轮盘材料参数分别

见表 1、2。

设置约束和载荷：设置轮盘前安装边轴向位移为

0；设置榫槽与榫头轴向相对位移为 0 代替挡片的约

束；榫槽与榫头之间的接触模式设置为 bonded；设置

转速 20000 r/min 代替离心载荷；考虑到叶冠工作面

的挤压应力和预扭应力的影响，叶冠边界条件采用叶

冠法向位移协调并施加装配预紧力[18]，叶冠装配预紧

压力为 40.3 MPa，施加在叶冠接触面上。

网格无关性验证分析见表 3。从表中可见，采用

10 节点的四面体单元，考核点为静载荷下叶盘结构

最大 Von-Mises 应力。经计算，不同网格尺寸下叶盘

结构应力分布相同，最大 Von-Mises 应力位置均位于

盘心处，且最大网格尺寸计算结果相较于最小网格尺

寸的相对误差小于 1%，故可使用表中 coarse 网格尺

寸进行有限元计算，但进行拓扑优化时，由于需要得

到精确轮廓，故需选择细密的网格。

网格尺寸

coarse

medium

fine

叶片体网格

0.63

0.50

0.40

尺寸 /mm

轮盘体网格

1.00

0.76

0.60

叶片网格

118237

228852

445922

轮盘网格

63265

143232

289608

单元数

总单元数

181502

372084

735530

最大 Von-Mises 应力 /MPa

574.87

582.07

579.30

相对误差 /%

-0.8

-0.5

0

表 3 网格无关性验证

图 6 计算模型（经变形处

理、榫接作遮挡处理）

辐射位置

盘心位置

温度 /℃

20

200

500

600

杨氏模量 /

GPa

199

190

179

175

泊松比

0.3

0.3

0.3

0.3

温度 /℃

700

800

900

杨氏模量 /

GPa

169

162

155

泊松比

0.3

0.3

0.3

表 1 叶片材料参数

注：材料密度为 8160 kg/m3。

温度 /℃

20

300

400

杨氏模量 /

GPa

225

203

201

泊松比

0.345

0.355

0.360

温度 /℃

500

600

杨氏模量 /

GPa

196

190

泊松比

0.365

0.370

表 2 轮盘材料参数

注：材料密度为 8140 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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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叶冠优化前、后关键部位应力对比

叶冠优化前、后关键部位应力对比结果见表 4。

表中 滓web 为辐板处最大径向应力；滓de 为盘心处最大

周向应力；辐板和盘心位置如图 6 所示；滓bs、滓bt 分别

为叶身与上、下缘板连接处最大 Von-Mises 应力，其

位置分别如图 7 中 A 点、图 8 中 B 点所示；滓z 为叶冠

“Z”形凹口处最大 Von-Mises 应力，其位置如图 9 中

C 点所示。

叶冠优化后，辐板处

最大径向应力 滓web 降低

0.4％，盘心处最大周向应

力 滓de 降低 0.7％，由于切

除的质量有限，优化后的

叶冠对于降低轮盘应力水

平有一定好处，但是效果不明显。

在带冠叶片结构中，叶身与上、下缘板的连接处

容易产生应力集中，有时会导致叶片断裂[19]。叶身与

上、下缘板连接处结构分别如图 7、8 所示。从图中可

见，叶身与上、下缘板连接处的厚度变化较大，且曲面

形式较为复杂，易产生应力集中。

进行静载荷下应力计算，提取叶身与上、下缘板

连接处的最大 Von-Mises 应力。从图 7、8 中可见，叶

冠经优化后叶身与上缘板连接处的最大 Von-Mises

应力 滓bs 降低 16.1％，且最大 Von-Mises 应力位置由

叶背转至叶盆；叶身与下缘板连接处的最大

Von-Mises 应力 滓bt 降低 5.6％，相比于叶身与下缘板

连接处，叶身与上缘板连接处的最大 Von-Mises 应力

降低更多，这是因为叶身与下缘板连接处过渡更平缓

且距离叶冠较远，故叶冠质量变化对该处应力的影响

较小。

叶冠工作在高温高转速的恶劣环境中，即使应力

小于屈服应力，也有可能发生蠕变，导致“Z”形凹口处

裂纹的产生（如图 9 所示），使叶冠失效[20]，故分析研

究锯齿冠轮廓优化前、后叶冠“Z”形凹口处应力十分

重要。

叶冠优化前其 Von-Mises 应力在叶盆方向“Z”形

凹口处（图 9 中 C 点）达到最大值 506.76 MPa，优化

后该处最大 Von-Mises 应力为 382.40 MPa，降低

24.5％。优化前、后叶冠部分 Von-Mises 应力对比如

图 10 所示。

优化后的叶冠对于辐板和盘心处的应力影响较

小，对于降低叶身与上、下缘板连接处 Von-Mises 应

力水平收益较大。由于与叶冠距离等原因，叶冠质量

的减小对于降低叶身与叶冠连接处 Von-Mises 应力

的大小影响更显著。优化后的叶冠对于降低“Z”形凹

口处 Von-Mises 应力有一定好处，降低的幅度较大，

该处应力的降低减小了因蠕变而出现裂纹的可能性，

提高了叶冠的寿命，保证了发动机工作的安全性。

3 锯齿冠优化前、后减振特性对比

锯齿冠经优化后，不仅应力水平发生改变，而且

由于叶冠本身的形状发生变化，叶盘结构的振动特性

也将发生变化。通过模态分析和谐响应分析对锯齿冠

优化前、后的减振特性进行对比。

3.1 锯齿冠优化前、后模态分析对比

以单自由度系统有阻尼固有频率计算公式[21]为例

棕d=棕n 1-孜2姨 （2）

项目

滓web

滓de

滓z

滓bs

滓bt

优化前

560.40

583.12

506.76

368.62

428.16

优化后

558.06

578.91

382.40

309.26

404.39

下降率 /%

0.4

0.7

24.5

16.1

5.6

应力 /MPa

表 4 叶盘结构关键部位应力对比

图 7 叶身与叶冠转接处 图 8 叶身与缘板转接处

（a）优化前 （b）优化后

图 10 优化前、后叶冠部分 Von-Mises 应力对比

A

B

图 9 锯齿冠“Z”形凹口处

C

应力 /MPa 应力 /MPa

579.3 Max
515.02
450.74
386.46
322.17
257.89
193.61
129.33
65.046
0.76403 Min

575.45 Max
511.57
447.7
383.82
319.94
256.06
192.18
128.3
64.426
0.54718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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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棕d、棕n 分别为考虑和不考虑干摩擦阻尼时的固有

频率；孜为缘板阻尼器的阻尼比，一般为 0.01～0.1[22]。则

棕d 与 棕n 的关系为

棕d=（0.995~0.99995）棕n （3）

由此分析可知，叶冠提供的阻尼对叶盘结构固有

频率的影响很小，故设置叶盘结构的约束、接触类型

与静载荷计算时相同，施加离心载荷，进行有预应力

的模态分析，计算得到叶冠优化前、后第 1、2 阶动频

与倍转速线的关系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第 1 阶

动频与 3 倍转速线较为接近，优化前、后变化较小；第

2 阶动频与 5 倍转速线较为接近，叶冠优化后，叶盘

结构的第 2 阶动频较原结构远离了 5 倍转速线，较原

结构升高 3.7%。

计算不同转速下叶盘结构的动频，得到叶冠优化

前（实线）、后（虚线）的坎贝尔图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

可见，由于上游静子叶片数为 55 片，转子每转 1 周受

到 55 次尾迹气流激振力，所以激励线的谐波数

k=55，其斜率为 55/60。在坎贝尔图中激励线与各阶

动频交点为潜在的共振频率点，叶冠优化后叶盘结构

的坎贝尔图整体上移，叶冠优化前、后激励线与第 5

阶动频交点对应的转速与慢车状态下转速裕度较小，

优化前、后分别为 6.7%、4.8%。

3.2 锯齿冠优化前、后谐响应分析对比

根据模态分析结果利用模态叠加法对叶盘结构

进行谐响应分析，在叶尖前缘一点施加幅值为 10000

N 的正弦周期性气流激振力。王春健等[23]在进行涡轮

叶片谐响应分析时实测系统阻尼比为 0.077，由于阻

尼比与系统固有频率成反比[21]，本文叶盘结构固有频

率较文献[23]中的大，故阻尼比应小于文献[23]中的

值，取为 0.05，求解不同激振频率下系统的振动响应，

从而获得系统的幅频响应曲线如图 13 所示。

从图中可见，叶冠优化后系统的幅频特性曲线较

优化前“滞后”，第 1 阶固

有频率附近振动响应最

大，叶冠优化后振动响应

有所减小，但不明显；第

1、2 阶固有频率之间存在

振动响应峰值，叶冠优化

后振动响应同样有所减

小；激励频率大于 2 kHz 之后，优化前、后系统的幅频

特性曲线基本重合。

4 结论

（1）针对典型锯齿形叶冠，提出了切除部分叶冠

结构的轮廓优化方法和优化原则，且优化原则对一般

锯齿冠普遍适用。

（2）切除叶冠的叶型对降低叶身与叶冠、叶身与

下缘板以及“Z”形凹口连接处的应力效果明显，典型

叶片在这 3 个部位的 Von-Mises 应力分别降低

16.1%、5.6%、24.5%。

（3）典型锯齿冠优化后对轮盘辐板应力影响较小，

在辐板处最大径向应力降低 0.4%，在盘心处最大周

向应力降低 0.7%。

（4）叶冠优化后叶盘结构各阶动频较原结构的有

所增大，叶盘结构第 1 阶动频优化前、后变化较小，第

2 阶动频优化后较优化前远离了 5 倍转速线。叶冠优

化前、后激励线与第 5 阶动频交点对应的转速与慢车

状态下转速裕度均较小，分别为 6.7%、4.8%，优化前、

后均不应在此转速下长时间停留。

（5）叶冠优化后系统的幅频特性曲线较优化前“滞

后”；第 1 阶固有频率附近振动响应最大，叶冠优化后

振动响应有所减小，但不明显；激励频率大于 2 kHz

之后，优化前后系统的幅频特性曲线基本重合，即叶

冠优化后不影响减振作用。

优化后的锯齿冠对涡轮转子气动性能和冷却效

率的影响本文没有涉及，需进一步计算与验证。

参考文献：

[1] 刘庆瑔. 某型发动机第 1 级涡轮叶片延伸段断裂原因分析[J]. 航空

发动机，2007（S1）：31-34.

LIU Qingquan. Fracture analysis of first stage turbine blade extension

of a certain type of engine [J]. Aeroengine，2007（S1）：31-34.

[2] 黄庆南，申秀丽，田静. 涡轮动叶锯齿冠的预扭设计[J]. 航空发动

机，1999（4）：1-3.

图 11 锯齿冠优化前、后动频

与倍转速线关系

图12 锯齿冠优化前、后叶盘

结构坎贝尔图

图 13 锯齿冠优化前、后系统

幅频特性

36



苑 旺等：基于拓扑优化的曲边轮廓锯齿叶冠结构设计第 4 期

HUANG Qingnan，SHEN Xiuli，TIAN Jing. Pre twist design of a zigzag

shroud of a turbine blade [J]. Aeroengine，1999（4）：1-3.

[3] 陈光，洪杰，马艳红. 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结构[M]. 北京：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出版社，2010：124-125.

CHEN Guang，HONG Jie，MA Yanhong. Aero turbine engine structure

[M].Beijing：Beihang University Press，2010：124-125.

[4] Palmer T R，Tan C S，Montgomery M，et al. Requirements and limita-

tions of controlling turbine tip shroud cavity flow mixing with blade lets

on rotating shroud[R]. ASME 2015-GT-43732.

[5] 孙红梅，陈飞，王晓娟，等. 航空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片叶冠焊后裂纹

分析及控制[J]. 失效分析与预防，2014，9（3）：162-166.

SUN Hongmei，CHEN Fei，WANG Xiaojuan，et al. Analysis and control

of cracks in shroud of aeroengine high pressure turbine blade after

welding [J]. Failure Analysis and Prevention，2014，9（3）：162-166.

[6] 栗尼娜. 基于结构强度评估的某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典型失效模

式分析[C]//2015 年第二届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论文集.北京：中

国航空学会，2015：309-314.

LI Nina. Typical failure mode analysis of an aeroengine turbine blade

based on structure strength evaluation[C]// China Conference on Aero-

naut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CSAA，2015：309-314.

[7] 孟憬非，黄庆南，赵光电，等. 某型发动机新件涡轮叶片叶冠掉块故

障分析[J]. 航空发动机，2006，32（2）：17-22.

MENG Jingfei，HUANG Qingnan，ZHAO Guangdian，et al. Failure

analysis of turbine blade shroud loss for an aeroengine [J]. Aeroengine，

2006，32（2）：17-22.

[8] Seleski R. Gas turbine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through shroud modifi-

cations［EB/OL］．[2019-02-28].http：//www.powermfg.com/images/gas-

turbine-efficiencyshroud-modifications.pdf.

[9] Feldman G M，Strasser W S，Wilkins F C，et al. Transonic passage tur-

bine blade tip clearance with scalloped shroud：part I — aerodynamic

losses in a dual-passage cascade[R].ASME 2004-IMECE-59115.

[10] 白忠恺，付晟，叶炜. 叶冠造型优化设计分析研究[J]. 现代机械，

2017（5）：20-23.

BAI Zhongkai，FU Sheng，YE Wei. Research on optimal desig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blade shroud [J].Modern Machinery，2017（5）：20-23.

[11] Nirmalan N V，Bailey J C，Braaten M E. Experimental and computa-

tional investigation of heat transfer effectiveness and pressure distri-

bution of a shrouded blade tip section[R].ASME 2004-GT-53279，

[12] Palmer T R，Tan C S，Zuniga H，et al. Quantifying loss mechanisms in

turbine tip shroud cavity flows[R].ASME 2014-GT-25783.

[13] Pfau A，Kalfas A I，Abhari R S. Making use of labyrinth interaction

flow [J].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07，129（1）：164-174.

[14] 贾惟，刘火星. 涡轮叶栅叶冠泄漏流动数值研究 [J]. 推进技术，

2013，34（3）：316-325.

JIA Wei，LIU Huoxing.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n shroud leakage

flow in turbine cascade [J].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13，34

（3）：316-325.

[15] Bunker R S. A review of turbine blade tip heat transfer [J].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2001，934（1）：64-79.

[16] 李桂英，闻雪友，李东明，等. 燃气轮机带冠涡轮动叶故障分析及

改进[J]. 热能动力工程，2008，23（1）：28-31.

LI Guiying，WEN Xueyou，LI Dongming，et al. Failure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of turbine rotor blade with gas turbine [J].Journal of En-

gineering for Thermal Energy and Power，2008，23（1）：28-31.

[17] 宋健，温卫东，崔海涛，等. 航空发动机多辐板风扇盘拓扑优化与

形状优化设计技术[J]. 推进技术，2013，34（9）：1188-1196.

SONG Jian，WEN Weidong，CUI Haitao，et al. Topology and shape

optimization method for multi-web fan disk in aero-engine [J]. Jour-

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13，34（9）：1188-1196.

[18] 上官荣海，郝艳华，黄致建. 涡轮叶片异型冠结构优化设计[J]. 航

空动力学报，2018，33（2）：313-319.

SHANGGUAN Ronghai，HAO Yanhua，HUANG Zhijian.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design of turbine blade with special-shroud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2018，33（2）：313-319.

[19] 伊浩. 新型开式砂带磨削技术及其在航发叶片加工中的应用[D].

重庆：重庆大学，2016.

YI Hao. New type of open belt grinding technology and the applica-

tion in aero-engine blade machining [D]. Chongqing：Chongqing Uni-

versity，2016.

[20] 郭刚. MS6001B 型燃气轮机透平第二级动叶检查方案探讨 [J]. 燃

气轮机技术，1999，12（2）：43-45.

GUO Gang. Discussion on inspection plan for second stage blade of

MS6001B gas turbine [J]. Gas Turbine Technology，1999，12（2）：

43-45.

[21] 倪振华. 振动力学[M].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61-65.

NI Zhenhua. Vibration mechanics [M]. Xi'an ：Xi'an Jiaotong Univer-

sity Press，1989：61-65.

[22] 陈香，朱靖，李光辉，等. 涡轮带冠叶片干摩擦阻尼减振试验[J]. 航

空动力学报，2012，27（4）：817-823.

CHEN Xiang，ZHU Jing，LI Guanghui，et al. Experiment on dry fric-

tion damping of shroud turbine blades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

er，2012，27（4）：817-823.

[23] 王春健，陈官峰，卿华. 涡轮叶片模态实测阻尼比的有限元应用[J].

航空动力学报，2012，27（2）：260-264.

WANG Chunjian，CHEN Guanfeng，QING Hua. Application of damp-

ing ratio for turbine blades by modal testing on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2012，27（2）：260-264.

（编辑：刘 静）

37



减涡管出口角度对去旋系统特性影响数值模拟

郝媛慧，王锁芳，夏子龙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发动机热环境与热结构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16）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收稿日期：2018-08-14
作者简介：郝媛慧（1994），女，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航空发动机空气系统；E-mail：1538377784@qq.com。

引用格式：

摘要：针对带管式减涡器的径向内流共转盘腔结构，为了研究导流管出口角度对盘腔内流场结构、压力损失的影响规律，数值

模拟了不同转速和出口角度下的盘腔内部流场，获得了不同工况下的总压损失分布柱状图。结果表明：在相同转速下，直管式与

60毅弯管式减涡器降低压力损失的效果相近，90毅弯管式降低压力损失的效果最好，30毅弯管式降低压力损失的效果最差；在所有转

速下，压力损失随出口角度的变化分布存在 1 个最高点；增加转速，压力损失总体减小。

关键词：减涡管；出口角度；去旋系统；数值模拟；压力损失；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4.007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the Influence of Tubed Vortex Reducer Outlet Angl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Swirl System

HAO Yuan-hui袁WANG Suo-fang袁XIA Zi-long
渊Aero-engine Thermal Environment and Structure Key Laboratory of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袁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 Nanjing 210016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he outlet angle of the honeycomb duct on the disc cavities flow field structure and

pressure loss in the co-rotating disc cavities for the radial inflow with tubed vortex reducer袁the flow field in the disc cavities under different
rotational speed and outlet angle was simulated numerical袁and the histogram of the total pressure loss distribution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was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reducing pressure loss between straight pipe and 60 毅curved tube is similar袁90 毅
bend pipe is the best袁and 30 毅bend pipe is the worst at the same speed. At all speeds袁there is a highest point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ressure
loss with the outlet angle. With the increase of speed袁the overall pressure loss is reduced.

Key words: tubed vortex reducer曰outlet angel曰de-swirl system曰numerical simulation曰pressure loss曰aeroengine

0 引言

现代航空发动机需要非常高的循环温度来提高

运行效率，因此高压和低压涡轮主流通道的气体温度

是相当高的，需要二次空气系统提供高压气流对盘腔

和机匣进行冷却、封严。为降低气流在压气机盘径向

内流动造成的压力损失，常采用减涡器结构。目前其

形式多为管式、去旋喷嘴式和导流板式。其中管式减

涡器流动特性简单，易于设计，但在高转速下存在振

动、破裂的风险。Peitsch 等[1]对管式减涡器的研究模

型基于 2 种减涡管安装方式，并与 1 维计算做对比，

得到较好的一致性。Negulescu 等[2]对去旋喷嘴式减涡

器和管式减涡器旋转腔的压力损失特性展开了试验

和数值研究，结果表明管式减涡器流动特性简单，易

于设计，但易振动；无管式减涡器机械上优于管式，但

其流动呈非单调特性，存在瞬态迟滞响应行为。

Pfitzner 等[3]试验分析了应用于 BR700 系列发动机上

的管式、无管式减涡器设计参数对流动特性的影响。

Hide 等[4]对旋转腔内源汇流场进行等温分析，提出流

动由 4 个区域组成，并指出流动主要由切向速度做主

导。Wormley[5]在狭窄的腔体实验中观察到类似的流体

状态。Du 等[6]对导流板式减涡器进行数值模拟，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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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导流板与径向的夹角及导流板曲率变化对质

量流量与压力损失的影响。吴丽军等[7]研究了管长、鼓

筒孔形状及不同进口速度对管式减涡器流动损失的

影响。廖乃冰等[8]数值模拟了有无导流盘引气的盘腔

内部流场，分析了二者的速度场、压力场。呼艳丽等[9]

利用试验方法测出带去旋喷嘴的盘腔流动阻力，并对

共转盘内的流场分布进行了数值研究，发现共转盘内

的压力损失受去旋效应和旋转效应共同影响。王远东

等[10]通过试验研究了不同工况、参数等对带导流板的

旋转盘腔内部流场的影响。武亚勇[11]通过试验和数值

模拟研究对比了去旋进气的大尺寸共转盘内部流场。

陈阳春[12]同样对带去旋的转动盘腔流动换热进行了

数值模拟，发现相同条件下对转盘换热效果比转 - 静

盘好。张光宇等[13]对共转盘腔径向内流进行了数值模

拟，并分析了不同转速下喷嘴结构变化对盘腔流场结

构的影响。单文娟[14]对比了直管式与弯管式减涡器的

流场特性，分析了 90毅弯管及与转轴成一定角度时对

压力损失的影响。而弯管出口法线与径向之间的夹角

变化对压力损失的影响未见文献报道。

本文基于文献[14]提出的导流管减涡器对减涡管

出口选取 4 种角度变化，针对共转盘腔径向流动展开

数值模拟，获得不同出口角度对盘腔内流场结构和减

涡器去旋减阻性能的影响规律。

1 物理模型和计算方法

1.1 几何模型和网格划分

选取鼓筒孔入口、旋转盘腔、导流管、主流道的腔

体空间为研究区域。计算域几何模型如图 1 所示。减

涡器有 15 根减涡管，在轴向对称分布，则在周向取

24毅扇形区域（即计算模型中含有 1 个减涡管对应 4 个

进口）建模。为研究减涡管出口角度 琢对计算结果的影

响，琢分别取 30毅尧60毅尧90毅。无量纲参数见表 1。所有计

算模型为非结构化网格，通过改变第 1 层边界层网格

尺寸以保证壁面 Y-Plus

位于 30～300 之间。

在转速为 9380 r/min

下进行网格独立性验证，

如图 2 所示，确定网格总

数为 150 万左右。

1.2 数值方法及验证

采 用 Fluent 商 用 软

件，基于压力稳态求解器，

计算域均为旋转域，采用

标 准 壁 面 函 数 ， 选 取

Realizable 资-着 模型，该模

型与 资-着 模型相比采用了

新的湍流黏度公式，着 方程

是从涡量扰动量均方根的

精确输运方程推导出来的，在雷诺应力上保持与真实

湍流一致，在旋转流计算中得到的结果更符合真实情

况 [15]。文献 [1] 的计算模型与本文类似，得出的

Realizable 资-着 紊流模型更适合求解此类流动，且本

文出发点并非是选取、分析湍流模型。

1.3 边界条件

进口采用流量边界条件，流量设置为 1.248 kg/s，

总温为 620 K，出口采用压力边界条件，静压设置为

810.6 kPa，计算工况转速为 7380、9380、11380 r/min。

1.4 参数定义

旋流比

Sr=V兹/棕r （1）

式中：V兹 为周向速度；棕 为旋转角速度；r 为当地半

径。

旋转雷诺数

Re渍=籽棕R2
1 /滋 （2）

式中：籽 为空气密度；滋 为气体动力黏度。

总压损失系数

Cp=
2(P*

m-p*
out)

籽棕2R1
2 （3）

式中：P*
in、P*

out 分别为进、出口相对总压。

2 计算结果及分析

2.1 流场分析

在转速为 9380 r/min 时、x=0 截面的盘腔流线如

图 3 所示。图中均为垂直纸面向外旋转。从图中可见，
图 1 管式减涡器主要

几何尺寸

R1

S1 d1

S2

S3

R5

a
d3

S4

d2

l

d3

R4

R2
R3

弯管式减
涡器局部

Axis of rotation

图 2 网格独立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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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无量纲参数

参数

S1/R1

S2/R1

S3/R1

S4/R1

h/R1

R5/R1

数值

0.437

0.518

0.594

0.025

0.061

0.066

参数

R2/R1

R3/R1

R4/R1

d1/R1

d2/R1

d3/R1

数值

0.056

0.274

1.015

0.137

0.025

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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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转速下，所有导流管进口处流线类似，流场大

致相同，这是由于导流管出口角度变化导致下游流场

结构发生的变化对上游进口流场结构所产生的影响

较小。进入导流管的气流流体基本为径向流动，未进

入导流管的气流在导流管两侧呈不同流动状态，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导流

管左侧由于进气孔的原因

气流径向速度较大，受到

切向哥式力作用，射流切

向速度增加，对盘腔内流

体造成扰动，产生 1 对方

向相反的涡；导流管右侧气流径向速度较小，以切向

速度为主，并向低半径方向发展。从图 3（a）中可见，

射流直接冲击轴，在滞止区的高压推动作用下形成壁

面流动，并在两侧出现大小相近的漩涡，此外在哥式

力和离心力的作用下，使得径向流动进一步受阻，从

而流动方向发生显著改变；从图 3（b）中可见，气流受

导流管约束，其流向发生偏折，仍然存在冲击射流效

应，在出口流向偏折处产生较大漩涡，而在另一侧漩

涡较小，大漩涡气流很难突破，受到挤压，增加了压力

损失；从图 3（c）中可见，气流偏折角增大，与图 3（b）

的类似，在出口流向偏折处两侧分别产生一大一小 2

个漩涡，且 2 个漩涡尺寸差异加大，大漩涡随着流向

发展；从图 3（d）中可见，出口气流接近轴向，出口处

漩涡消失，但气流仍然有径向分速度，在远离弯管出

口处会对轴有一定冲击，并产生 1 个小回流。

4 种结构的旋流比 Sr 在导流管及导流管进口的

分布是一致的，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当气流进入

盘腔后，由于需要克服沿径向向外的离心力和哥式力

作功要大于转盘对其的作功，总压不断减小，从进气
孔出口到导流管入口，Sr 略大于 1，表示该半径处气
流的切向速度大于转盘的切向速度，气流对转盘作
功，在导流管中心 Sr 接近于 1，而在壁面处由于摩擦
力的作用，Sr 略小于 1，表现为转盘对气流作功，使气
体总压增大。在导流管出口，图 5（a）、（b）、（c）的情况
类似，Sr 大于 1，并且沿着轴向先增加后减小，并维持
在 1.2～1.3 范围内，最后在出口附近减小至 0，这一
过程中总压也在降低。图 5（d）所不同的是气流在导
流管出口后 Sr 仍然维持在 1 左右，只有局部增大，最
后同样在出口附近减小至 0，利于气流向下游流动，
而总压损失也比前 3 种的小。

2.2 流动损失分析

从进口到出口的总压损失系数 Cp 用于衡量安装
该导流管的共转盘腔的总的压力损失。导流管出口角
度分别为 0毅尧30毅尧60毅和 90毅的计算模型在旋转雷诺数
为 2.13×106、2.71×106 和 3.28×106 下的盘腔压力损
失分布如图 6 所示。在 3 种雷诺数下，随着导流管出
口角度变化，总压损失系数 Cp 所呈现的变化趋势是
一致的，直管式与 60毅弯管式的压力损失非常接近，
30毅弯管式的压力损失最大，而 90毅弯管式的压力损失
最小。这是因为 30毅弯管式导流管出口处有较大漩
涡，气流难以突破，冲击射流损失仍然较大，再加上在
出口弯管处产生的局部损失，二者之和比起直管对轴
的冲击射流所产生的压力损失还要大，因此图中 30毅
弯管式比直管式的总压损失系数高。增大出口角度，
虽然出口处仍有漩涡，但由于气流偏折角的增大，气

流流通顺畅，冲击射流损失减小，因此 60毅弯管式总
压损失系数减小，当出口角度为 90毅时，气流接近轴
向，出口处的漩涡基本消失，此处的冲击射流损失很

（a）琢=0毅 （b）琢=30毅

（c）琢=60毅 （d）琢=90毅
图 3 x=0 截面盘腔内流线

图 4 进气孔出口流线

（a）琢=0毅 （b）琢=30毅

（c）琢=60毅 （d）琢=90毅
图 5 x=0 截面旋流比

Velocity/（m/s）
328.322

246.241

164.161

82.080

0

Sr

0 0.166 0.498 0.830 1.161 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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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因此总压损失系数进
一步减小。

由此可见，导流管出
口角度在 60毅耀 90毅之间
对于降低压力损失是有
优势的。

在所有转速下，压力

损失随出口角度的变化分
布均存在 1 个最高点，此
处压力损失最大，因为该
模 型 出 口 弯 曲 度 仅 为
30毅，气流偏折方向不大，
但由于出口弯度使得气流
流出时不能均匀分向两
侧，在主流方向一侧和反
方向一侧分别产生一大一
小 2 个漩涡，气流受到的扰动大，流动不均匀，因而在
降低对轴的射流冲击损失上影响较小，再加上弯管处
的局部损失，总的压力损失较大，从而表现出该模型的
压力损失最大。表示的是出口弯管的局部损失与冲击
射流损失之和由大到小逐渐减小至小于直管射流冲击
损失的过程。

3 结论

本文通过对不同出口角度下的管式减涡器开展
数值模拟研究，得出各模型压力损失随转速的变化规
律，得到如下结论：

（1）在相同转速下，直管式与 60毅弯管式减涡器
降低压力损失的效果相近，90毅弯管式降低压力损失
的效果最好，30毅弯管式降低压力损失的效果最差。

（2）在所有转速下，压力损失随出口角度的变化
分布存在 1 个最高点，此处压力损失最大。

（3）在所选工况下，增加转速，总压损失系数总体
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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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盘腔和导流管的总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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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气冷叶片表面对流换热系数对气冷叶片设计至关重要。为了研究气冷叶片表面对流换热特性，设计了典型气膜冷却叶

片，采用试验与数值计算相结合的方法对气冷涡轮叶片表面流动换热特性进行了对比研究，获得了叶片表面温度场及叶栅通道内

部流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叶片表面的换热受叶栅流道结构的影响较大。在叶片前缘滞止点以及主流加速剧烈的位置换热较强，

加入气膜孔可以局部增强叶片表面的对流换热，但却没有改变叶片全表面换热的变化趋势。

关键词：涡轮叶片；气膜冷却；对流换热；数值模拟; 叶栅通道;气膜孔；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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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ull Surface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Test of Turbine Blade
WANG Rui 1,2袁WANG Lu 1,2袁YANG Wei-hua2

渊1.AECC Huna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袁Zhuzhou Hunan 412002袁China曰
2.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袁China冤

Abstract: The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on the surface of air-cooled blade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design of air-cooled
blade援In order to study the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n the surface of film cooling blade袁a typical film cooling blade was
designed援The flow and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n the surface of air-cooled turbine blade were compared and studied by means of test
and numerical calculation援The temperature field on the blade surface an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w field were obtained in
the cascade channel援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eat transfer of the blade surface is affected by the structure of the cascade channel援The heat
transfer is stronger at the stagnation point of the front edge of the blade and at the position where the mainstream acceleration is intense援The
convective heat transfer on the blade surface can be locally enhanced by adding the film hole袁but it does not change the changing trend of
the full surface heat transfer of the blade.

Key words: turbine blade曰film cooling曰convective heat transfer曰numerical simulation曰cascade channel曰film hole曰aeroengine

0 引言

随着航空发动机性能的不断提高，涡轮前燃气温

度愈来愈高，能否对涡轮叶片进行有效冷却已成为制

约涡轮叶片寿命及稳定工作的关键。20 世纪 70 年

代，研究人员开始对涡轮叶片的气膜冷却特性进行研

究[1-3]，重点研究了吹风比、密度比、曲率等对气膜冷却

效率的影响。Nealy 等[4]研究了 2 种静叶在改变马赫

数、雷诺数、湍流强度等参数下全表面的温度分布；

Zhang 等[5]采用压敏涂层（Pressure Senstive Paint,PSP）

测量技术，获得了带有气膜孔的涡轮叶片压力面的冷

却效率分布云图；Drost 等[6]采用瞬态液晶测量技术，

获得了带有气膜孔的叶片表面的换热系数和冷却效

率 2 维分布云图；孙兆文等[7]通过热电偶测量技术对

全气膜覆盖的涡轮叶片表面进行了传热试验研究；朱

彦伟等[8]采用 5 种湍流模型及 2 种壁面函数，计算了

NASA-MarkⅡ导向叶片全表面换热并与试验数据进

行了对比。上述研究表明某些湍流模型的计算值只是

在某个区域较为理想，还不能找到在整个叶片表面计

算结果与试验数据较为接近的湍流模型。白江涛等[9]

采用瞬态液晶技术测量了涡轮导叶片全表面的换热

系数和冷却效率，发现气膜孔下游的换热系数和冷却

效率都较高，受叶栅通道涡的影响，吸力面气膜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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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收缩，压力面覆盖区域扩张，吸力面换热系数分

布受气流分离和通道涡的影响。

以某型涡轮叶片为模型，采用试验方法分别对该

型叶片有、无气膜孔结构时的流场与温度场进行测量，

分析了流动与换热特性。研究结果对深入认识涡轮叶

片气膜冷却结构的流动与换热特性具有一定意义，对

涡轮叶片气膜冷却结构的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试验件及试验段

离子图像测速技术（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 PIV）

流场测量系统以及传热试验系统已在文献[9-10]有详细

说明，本文不再赘述。

1.1 试验件

试验件分为有气膜孔和无气膜孔 2 种类型，均采

用有机玻璃加工，如图 1 所示。有气膜孔的叶片试验

件，其气膜孔位于叶片的前缘及中弦位置，前缘气膜

孔直径为 1.5 mm，孔间距为 6 mm，开孔角度为 49毅；
压力面中弦气膜孔直径为 1.8 mm，孔间距为 6 mm，

开孔角度为 23毅。在叶片表面粘贴有厚度为 0.01 mm

鏮的 铜膜，通电后在叶片表面获得均匀热流。为了使

叶片表面发射率尽量接近于 1，在叶片加热膜表面喷

涂 1 层黑色油漆。叶片几何参数见表 1。

1.2 试验段

试验段包括传热特

性试验段和 PIV 流场测

量试验段，2 种试验段的

几何尺寸和几何结构完

全相同，均包括 2 个完整

的叶栅通道和 1 个叶片。

如图 2 所示。试验段主流入口截面长 180 mm，宽

67.5 mm。为了便于 PIV 流场测量，试验段的外壳均采

用透明有机玻璃。在传热试验段通道侧壁上设置装有

2 块红外玻璃的测量窗口，用于采用红外热像仪直接

读取叶片吸力面和压力面的温度。

由于影响红外热像仪测量精度的因素较多[11]，为

了保证测量精度，在试验开始前需对红外热像仪的测

量结果进行标定。具体方法为：

（1）在加热膜中心线沿主流方向每隔 5 mm 布置

1 个 T 型热电偶，共布置 4 个；（2）将主流温度由常温

逐渐加热到 70 ℃，每升温 5 ℃，待稳定后分别用热

电偶和红外热像仪读取热电偶相应位置的温度；（3）

将热电偶和红外热像仪的测量数据进行对比，采用最

小二乘法拟合，得到红外热像仪测量数据的校正值。

在红外热像仪标定过程中，由于红外热像仪对压

力面和吸力面的拍摄角度和距离有差异，所以需分别

对压力面和吸力面的红外测量温度进行标定。结果分

别为

吸力面 t=1.05t0+2.75
压力面 t=1.36t0-5.8

式中：t0 和 t 分别为红外热像仪校正前、后的温度，℃。

2 参数定义

（1）吹风比

M=（籽2u2）/（籽∞u∞） （1）

式中：籽2、u2 分别为次流的密度和速度；籽∞、u∞ 分别为

主流的密度和速度。

（2）叶片表面绝热冷却效率

浊=（T∞-Taw）/（T∞-T2） （2）

式中：T∞ 和 T2 分别为主、次流温度；Taw 为绝热壁温。

（3）无气膜冷却叶片表面对流换热系数

hnf=（q-q r-qc）/（Tw-T∞） （3）

（4）有气膜冷却叶片表面对流换热系数

hwf=（q-q r-qc）/（Tw-T∞） （4）

式中：q=（UI）/A 为电加热热流密度，其中 U 为加热膜

两端电压，I 为加热膜电流强度，A 为加热膜面积；qr

为热辐射损失；qc 为通过叶片导热损失；Tw 为无气膜

（a）有气膜孔叶片 （b）无气膜孔叶片

图 1 试验件 2种类型

参数

叶高 h/mm

弦长 C/mm

入射角 /（毅）
出流角 /（毅）

数值

67

110

90

15

表 1 叶片几何参数

（a）传热特性试验段 （b）PIV 流场测量试验段

图 2 试验段

Infrared Camera

Measurement Window

Infrared Camera
Vane

Equivalent
diameterStatic Pressure and

Total Pressure Probes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Hole

Wind Tunnel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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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叶片表面温度。

（5）主流雷诺数 Re
Re=u·d/自 （5）

式中：d 为叶栅通道出口当量直径；u、自分别为叶栅通

道出口处主流速度和运动黏度。

3 试验过程

本文利用 PIV 方法测量叶栅内部流场特征，采用

红外热像技术测量叶片表面温度分布特征。文献[9]详

细介绍了 PIV 技术测量叶栅通道中流场的方法，文献

[11-15]亦详细介绍了红外热像技术测量叶片表面绝热

冷却效率和对流换热系数的方法，对此本文不再赘述。

4 结果分析

4.1 流场与温度场分析

有、无冷却气流时涡轮叶片沿流向中间截面的流

场分布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有冷却气膜时的叶

片外部流场与无气膜时的流场结构有一定的差异。具

体表现在：无冷却气膜时时，在叶片压力面中弦附近

贴近壁面处形成速度梯度变化很大的边界层，愈靠近

叶片中弦壁面，流动速度愈小，在壁面处流动速度为

零。而有气膜冷却时，由于在叶片中弦开有 1 排气膜

孔，冷却气流经由气膜孔流出后破坏了壁面附近的边

界层，从而在壁面形成流速较大的气膜层；在吸力面

前缘附近，由于主流扰流叶片位于吸力面前缘，使

得流体在此区域呈现与壁面分离的趋势，而当吸力

面前缘有气膜冷却时，由气膜孔流出的流体在主流

的压迫作用下使吸力面前缘壁面形成稳定且流速

较大的气膜层，降低了流体在吸力面前缘附近分离

的趋势。

无气膜冷却时通道涡沿叶栅的演变如图 4 所示。

从图中可见，通道涡沿流向经历了 1 个从无到有，从

弱到强的演变过程。在叶

栅的入口位置（截面 1），

整个叶栅通道中没有通道

涡的形成，随后沿流向在

靠近叶片端部出现通道

涡，且沿着流动方向一方

面通道涡的强度和尺度逐

渐增大，另一方面通道涡

也不断向流动内部移动。

无气膜冷却时叶片表面温度分布如图 5 所示。从

图中所见，由于主流在叶片驻点位置处边界层厚度最

薄，主流与叶片驻点位置对流换热系数最大，使得叶

片前缘驻点位置温度最低，随后，沿叶片压力面和吸

力面流动方向，气流在叶

片表面边界层逐渐增厚，

对流换热系数逐渐降低，

使得叶片表面温度逐渐升

高，这种趋势不随着叶栅

主流 Re 的变化而变化。

有气膜冷却时，不同吹风比对应的叶片表面温度

如图 6 所示。从图中所见，在叶片的前缘区域，由于冷

却气膜的存在使得此处的温度较低。对于吸力面，叶

片表面温度沿叶片流向逐渐升高；对于压力面，叶片

前缘在中弦气膜孔区域，

叶片表面温度先逐渐升

高，随后又逐渐降低，在气

膜孔附近区域最低，在气

膜孔下游区域，叶片表面

温度逐渐升高。

4.2 气膜冷却效率

叶栅 Re 对叶片表面绝热冷却效率的影响如图 7

所示。从图中所见，不同吹风比时，叶栅 Re 的变化对

吸力面冷却效率的影响较小，这主要是因为在叶片的

（a）无气膜流场分布 （b）有气膜流场分布

图 3 涡轮叶片中心截面流场分布

图 4 无气膜冷却时叶栅

通道涡分布

图 5 无气膜冷却叶片表面
温度分布

（a）M=0.8

（b）M=1.3 （c）M=1.8

图 6 有气膜冷却时不同吹风比的叶片表面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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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力面，由前缘气膜孔喷出的冷却气膜层在前缘区域

就已经被主流卷吸而与主流完全掺混，对吸力面没有

形成气膜冷却效果，因此主流 Re 对冷却效率影响不

大。对压力面而言，主流 Re 对冷却效率有一定的影

响，即在叶片压力面中弦附近区域，冷却效率随着 Re
的增大而降低，但在压力面前缘及尾缘区域，Re 对冷

却效率基本没有影响。同时明显可见，冷却效率沿叶

片表面变化很大。由于在叶片吸力面前缘有 1 排气膜

孔，使得冷却效率沿吸力面呈逐渐降低的趋势。在叶

片的压力面，由于气膜孔

位于中弦区域，因此在压

力面前缘区域冷却效率急

剧降低，在接近中弦处气

膜孔区域时，冷却效率又

逐渐升高，在叶片出口区

域最大，随后沿压力面又

逐渐降低。

不同 Re 下，吹风比

对绝热冷却效率的影响如

图 8 所示。从图中所见，对

于叶片吸力面，在其前缘

附近，由于随着吹风比的

增大，冷却气流随气膜孔

的射流速度逐渐增大，过

大的射流速度使冷却气流直接进入到高温主流中，并

与之掺混，使吸力面前缘附近不能形成稳定的气膜

层，从而使冷却效率随吹风比的增加而降低，在吸力

面前缘以外的区域，吹风比对冷却效率基本没有影

响。在叶片的压力面，由于其前缘附近没有气膜孔，使

得此区域贴近叶片壁面的气流温度较高。随着吹风比

的增大，吸力面前缘气膜孔射出的冷却气流与主流掺

混愈加剧烈，流经压力面前缘附近的贴近壁面的主流

温度随吹风比的增大而愈来愈低，压力面前缘区域冷

却效率随吹风比的增大而提高。在压力面中弦区域，

由于此处的气膜孔与主流成一定的倾斜角度，由此气

膜孔射出的冷却气流更易在壁面形成贴壁气膜层，且

随着吹风比的增加，气膜层愈加均匀，使得气膜冷却

效率随吹风比的增加而升高。

4.3 对流换热系数

不同吹风比下主流 Re 对叶片表面对流换热系

数的影响如图 9 所示。从图中所见，在吸力面和压力

面，Re 对叶片表面对流换热系数的影响不同，主要表

现在：在吸力面，对流换热系数随 Re 的减小而增大，

当 Re=331126 时，其对流换热系数高于其他 2 种主

流 Re 下的对流换热系数，当 Re=295648 和 236518

时，对流换热系数相差不大；在压力面，对流换热系数

随 Re 的增加而增大，特别是在压力面前半部，Re 的

增加强化了主流与边界层的掺混，打乱了压力面边界

层，使得压力面前半部表面对流换热系数随 Re 的增

大而显著升高，而在压力面

尾缘区域，由于边界层在压

力面后半部已经趋于稳定，

主流 Re 的进一步增加对

边界层的破坏作用减弱，使

得叶片压力面尾缘区域对

流换热系数随 Re 的增加

而略显增大。

不同 Re 下吹风比对气膜冷却对流换热系数的

影响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所见，在叶片前缘区域，随

（a）M=0.8

（b）M=1.3 （c）M=1.8

图 7 叶栅不同吹风比时 Re对冷却效率的影响

（a）Re=236518

（b）Re=295648 （c）Re=331126

图 8 不同 Re时吹风比对叶片表面冷却效率的影响

（a）M=0.8

（b）M=1.3 （c）M=1.8

图 9 不同吹风比时主流 Re对叶片对流换热系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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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吹风比的增大，气膜出流在壁面形成的气膜层与壁

面间的扰动也逐渐增强，使得气膜层与叶片壁面间的

对流换热增强，对流换热系数在叶片前缘区域随着吹

风比的增加而增大。当 Re 较小时（Re=236518），叶片

吸力面对流换热系数呈现随吹风比的增大而增大的趋

势。在压力面前缘至中弦气膜孔区域，吹风比对对流换

热系数影响不大，但在中弦气膜孔下游区域，对流换热

系数则随吹风比的增加而增大。当 Re 较大时

（Re=295648、331126）， 在

吸力面吹风比对对流换热

系数的影响不大；但在压力

面，其前缘与中弦气膜孔

间，吹风比对对流换热系数

影响不大，但在气膜孔下游

区域，对流换热系数随吹风

比的增加而增大。

5 结论

（1）在无气膜的叶片表面，叶片前缘滞止点和前

缘靠近吸力面的位置是叶片表面换热较强的 2 个位

置。换热系数整体变化规律在吸力面是由大变小，在

压力面则是先减小后增大。

（2）在有气膜的叶片表面，气膜增加了叶片表面

流体的扰动，所以气膜存在的地方换热均增强。但是

没有影响到叶片表面整体的变化趋势。

（3）在不同吹风比下，吸力面的换热没有明显变

化，而在压力面则随着吹风比的增大换热也相应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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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 Re吹风比对对流换热系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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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转子试验系统电机经常发生的绕组过热烧毁故障，设计了 1 套航空发动机转子试验系统及其电机，建

立了基于热网络法的电机温升模型，分别对超转、破裂和低循环疲劳试验进行电机温升分析。结果表明：对于超转、破裂试验，不同

的加载时间对电机温升无明显影响，而试验负载转动惯量的增大会使电机温升线性增大；对于低循环疲劳试验，加载时间的延长可

使电机温升减小，试验负载转动惯量的增大会使电机温升指数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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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otor Temperature Rise of Aeroengine Rotor Test System
WU Ying-ga袁 CHEN Guo-dong袁 WANG Yan-ju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overheating and burning failure of the motor in the aeroengine rotor test system袁a set of aeroengine rotor test

system and its motor were designed. The temperature rise model of motor based on thermal network method was established袁and the motor
temperature rise was analyzed by the test of over speed袁 burst speed and low cycle fatigue袁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over speed
test and burst speed test袁different loading time has no obvious effect on the motor temperature rise袁but the increase of the test load moment
of inertia will make the motor temperature rise increase linearly. For low cycle fatigue test袁the extension of loading time can reduce the
motor temperature rise袁and the increase of the test load moment of inertia will make the motor temperature rise increase exponentially.

Key words: rotor test system曰motor曰temperature rise曰over speed test曰burst speed test曰low cycle fatigue test曰aeroengine

第 45 卷 第 4 期

2019 年 8 月

Vol. 45 No. 4

Aug. 2019

0 引言

目前，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发飞速发展，一系列新

型航空发动机项目进入关键攻关阶段[1-4]。转子作为航

空发动机的重要部件，工作在高温、高压和高转速的

环境中，并且受到反复的疲劳载荷冲击，一旦失效，会

发生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5-7]。航空发动机转子强度试

验可以有效考核转子结构完整性，通过低循环疲劳试

验可以获得转子的安全寿命[8-12]。因此，航空发动机转

子试验在航空发动机研制生命周期过程中尤为重要，

在美国及欧洲适航标准中均有相关要求[13-14]。根据中

国军用标准，在发动机初始飞行前，高压涡轮、高压压

气机、风扇等一系列转子均要完成超转和破裂试验，

在发动机型号设计定型阶段转子需要完成低循环疲

劳试验[15]。航空发动机转子试验均在地面转子试验系

统中进行，航空发动机转子种类繁多，因此转子试验

数量大、周期长，导致转子试验系统电机经常发生绕

组过热烧毁故障，难以保证科研生产进度。

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关于转子试验系统电机温升

的相关研究报道。本文设计了 1 套航空发动机转子试

验系统及其电机，建立了试验系统电机温升模型，并

针对超转、破裂和低循环疲劳试验，分别分析了试验

系统电机温升情况。

1 航空发动机转子试验系统及其电机设计

航空发动机转子试验系统驱动装置通过机械连

接带动被试转子组件来完成试验，试验系统主要包括

试验转子组件、主轴系统、驱动装置、齿轮箱、真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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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舱、润滑系统、测试系统

等，如图 1 所示。

试验转子组件以垂直

吊装的形式安装于主轴系

统。驱动装置包括电机和

其变频器。电机通过齿轮

箱带动试验转子旋转；变

频器对电机进行调速，实现试验转子在 0~25000

r/min 范围内无极调速。润滑系统对齿轮箱和主轴系

统供油，并对其进行润滑和冷却。测试系统实现转速、

振动、温度等的测量。采用 1/REV 磁性传感器测量转

子转速，由非接触式振动位移传感器测量转子的振动

位移信号，由热电偶测量齿轮箱和主轴系统中轴承部

位的温度。所有传感器信号均通过采集卡传输到状态

监控系统中，由计算机显示并记录。

驱动装置是整套试验系统的核心部件，所以电机

设计是整套试验系统的关键。航空发动机转子试验系

统主要完成强度试验和低循环疲劳试验。强度试验包

括超转和破裂试验，要求试验系统电机能进行大转矩

的带载；低循环疲劳试验要求试验系统电机在上、下

限转速之间反复

升速和降速。由于

感应电机具有可

靠性高、控制灵活

等特点，航空发动

机转子试验系统

中采用了感应电

机。根据航空发动

机试验的具体要

求，本系统电机需

求参数见表 1。

感应电机的

定子铁芯内径 Di1 和长度 Lef 是电机的主要参数，其基

本关系式为[16]

Di1
2 lef= 6.1

琢'

FKNmKdp1

1
AB啄

P '
n =CA

P '
n （1）

式中：琢'

F 为计算极弧系数；KNm 为气隙磁场的波形系

数，当气隙磁场为正弦分布时等于 1.11；Kdp1 为绕组

的基波系数；A 为线负荷，即沿电枢圆周单位长度上

的安培导体数；B啄 为气隙磁通密度的最大值；CA 为电

机常数；P ' 为计算功率；n 为转速。

根据式（1）可知，在一定电磁负荷和一定转速情

况下，电机的功率输出能力和电机的 Di1
2 lef 成正比，Di1

2 lef
近似的表示转子有效部分的体积，定子有效部分的体

积也与其密切相关。电机常数 CA 大体反映了产生单

位计算转矩所耗用的硅钢片和铜的体积，并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结构材料的耗用量。

本文根据实际的尺寸空间，设计了 1 台定子铁芯

内径为 240 mm，长度为 825 mm 的感应电机，为 1 台

3 相 4 极感应电机，其定子槽数为 36，转子槽数为

44，其电机冲片如图 2 所示。电机性能设计满足设计

指标要求，电机外形如图 3 所示。

2 航空发动机转子试验系统电机温升模型
在电机使用中，通常关注电机的性能参数，即电

机转矩和功率，而对于电机温升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特别是在航空发动机转子试验系统的使用过程中，电

机经常发生绕组过热故障，表现为电机报警、停机甚

至烧毁。因此，针对航空发动机转子试验特点，进行温

升分析尤为重要。

为了提高电机的材料利用率，其设计通常采用较

高的电磁负荷，加之转子试验系统电机长时间工作，

散热条件差，使得其温升问题比较突出。航空发动机

转子试验通常是驱动电机带动转子在一定的转速范

围区间工作，所以其热分析问题为瞬态温升计算。

热网络法是根据傅里叶热传导定律所描述的热

流、温升及热阻之间关系，计算电机各部分的平均温

升。根据传热学和电路理论来形成等效热路，热路中

的热源为电机的损耗，损耗热量通过相应的热阻由热

源向冷却介质传递，形成 1 个复杂的热网路。热网络

法能达到一定的计算精度并且能实现变载荷加载。本

文试验系统电机温升计算通过基于热网络法的

Motor-CAD 软件进行，电机剖面和热网络模型分别如

图 1 试验系统结构

电机参数

额定功率 /kW

功率因数

额定转速 /（r/min）

最高转速 /（r/min）

额定转矩 /N·m

额定电压 /V

额定电流 /A

电机外径 /mm

电机长度 /mm

数值

262.3

0.896

2000

3600

1262

400

446

375

1250

表 1 航空发动机转子试验系统电机

需求参数

图 2 电机冲片 图 3 电机外形

驱动装置

齿轮箱

主轴系统

真空防爆舱试验转
子组件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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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超转试验电机温升计

算结果（加载 10 s）

图 5 电机热网络

图 6 超转试验运行程序 图 7 超转试验电机温升计算

结果（加载 20 s）

图 4、5 所示。

针对航空发动机转子

试验特点，分别在超转、破

裂、低循环疲劳试验状态

下，对转子试验系统电机

进行详细的温升分析。

3 航空发动机转子试验电机温升分析
3.1 超转试验电机温升分析

超转试验要求试验系统将试验转子加载到发动

机最大稳态转速的 1.15 倍，并恒定转速 5 min，其运

行程序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加载过程中，需要

试验系统电机施加启动转矩将试验转子带到一定转

速，进入保载时间，此时电机需要施加保载转矩，保载

5 min 后，施加卸载转矩，即可实现卸载并完成试验。

试验系统电机在超转试验状态下的温升计算结

果如图 7 所示。通过计算分析可知，在超转试验时，在

20 s 加载时间内，电机温升急剧增大，进入保载时间，

随着电机转矩的下降，电机温升增加变缓，进入卸载

时间后，电机温升随之减小。

图 4 电机剖面

为了进一步研究超转试验中加载时间对电机温

升的影响，对于同一航空发动机转子，当超转试验加

载时间缩短一半时，驱动电机的启动转矩增大为原来

的 2 倍，电机的铜耗也相应增加为原来的 2 倍，加载

时间为 10 s 时，超转试验的电机温升计算结果如图 8

所示。

通过对比超转试验状态下不同加载时间的计算

结果可知，虽然加载时间

缩短一半，启动转矩增大

为原来的 2 倍，其单位时

间内的损耗（即热量）基本

不变。所以其电机定子铜

的最高温升几乎没有变

化。同理，如果加载时间延

长，启动转矩也相应减小，此时对电机的温升也几乎

没有影响。由此得出结论，单纯改变超转试验的加载

时间对于电机温升的考核情况近似一致。

由于转子试验系统需要对多种航空发动机转子

进行试验，因此研究不同试验负载对电机的温升影响

十分必要。由于航空发动机转子不同，其转动惯量不

同，所需求的启动转矩和保载转矩也不同。为此，增加

试验负载的转动惯量为上述试验的 1.5 倍来考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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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破裂试验运行程序 图 12 破裂试验电机温升

计算结果

转速 破裂转速

加载时间 30 s 卸载时间 时间

图 14 低循环疲劳试验

运行程序

图 15 低循环疲劳试验电机

温升计算结果（20 s 加载）

图 9 超转试验电机温升计

算结果（1.5 倍转动惯量）

图 10 超转试验电机温升计

算结果（不同转动惯量）

机运行情况，具体分析结果如图 9 所示。由于试验负

载转动惯量的增大，在加载时间和保载时间内的损耗

均增加至上述试验的 1.5 倍，在保载 5 min 后，其电机

定子铜的最高温度达到 201 ℃，很容易发生绕组烧

毁事故。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针对不同的航空发动机转子

进行超转试验，电机的温升结果也不同。电机的过载

倍数为额定转矩的 3 倍，不同转动惯量下试验系统电

机的温升情况如图 10 所示。对于超转试验，试验系统

电机的温升考核点的温度随着试验负载转动惯量的

增大线性升高。因此，为完成大转动惯量负载的超转

试验，需在试验前进行电机温升计算与分析，从而保

证转子试验安全可靠运行。

3.2 破裂试验电机温升分析

破裂试验要求试验系统将试验转子加载到发动

机最大稳态转速的 1.22 倍，并恒定转速 30 s，其运行

程序如图 11 所示。在加载过程中，需要电机施加启动

转矩将试验转子带到一定转速，从而进入保载时间，

此时电机需要施加保载转矩，保载 30 s 后，施加卸载

转矩，实现卸载并完成试验。试验系统电机在破裂试

验状态下的温升计算结果如图 12 所示。通过计算分

析可知，在破裂试验中，在 20 s 加载时间内，电机温

升急剧增大，进入保载时间，随着电机转矩的减小，电

机温升变缓，但仍保持持续增大，进入卸载时间后，电

机温升随之减小。

通过对超转试验的分析可知，单纯改变加载时

间，对于电机的温升几乎没有影响，破裂试验和超转

试验类似。不同负载下的

破裂试验温升计算结果表

明，对于不同的航空发动

机转子，其转动惯量不同，

电机温升随试验负载转动

惯量的增大而增大，计算

结果如图 13 所示。

对比破裂试验和超转试验的结果可见，虽然破裂

转速高于超转转速，但是其保载时间 30 s 远远小于

超转试验的保载时间 5 min，所以如果电机的温升可

以满足超转试验的要求，基本可以断定其也能满足破

裂试验的要求。

3.3 低循环疲劳试验电机温升分析

低循环疲劳试验要求试验系统将试验转子加载

到上限转速，保载 3 s 再卸载到下限转速，再加载到

上限转速，如此循环若干次，其运行程序如图 14 所

示。为研究低循环疲劳试验中加载时间对电机温升的

影响，本文计算了加载时间、卸载时间均为 20 s 的低

循环疲劳试验 1000 次循环，截取前 60 次循环的电机

温升计算结果如图 15 所示。

从图 15 中可见，低循环疲劳试验是个反复加载、

卸载的迭代过程，可以等效成 1 个稳定温升周期等功

率加载的情况，所以其温升曲线一直呈上升状态。在

迭代 60 个周期后，电机温升变化不明显，基本可以认

定电机温升进入平衡状态。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

1000 s 后，电机转子铜的温升高于电机定子铜的温

升。但是转子采用铜条结构，没有绝缘系统，所以电机

的温升限制仍按照电机定子铜的最高温升进行考核。

为研究不同的加载时间对低循环疲劳试验的影

响，计算了加载时间为 30 s、卸载时间为 20 s 的低循

环疲劳试验 1000 次循环，截取前 60 次循环的计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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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破裂试验电机温升

计算结果（不同转动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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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低循环疲劳试验电机
温升计算结果（30 s 加载）

图 17 低循环疲劳试验电机
温升计算结果（不同加载时间）

图 18 低循环疲劳试验电机
温升（不同转动惯量）

果如图 16 所示，从图中可见，低循环疲劳试验中加载

时间为 30 s 时，电机温升明显小于加载时间为 20 s

时的。

基于上面的分析可知，对于同一发动机转子的低

循环疲劳试验，不同的加载时间对于电机温升的结果

也不同，本文针对同一发动机转子，分析了不同加载

时间对电机温升考核点温升的影响，如图 17 所示。随

着加载时间的增加，以及加载转矩的减小，电机的温

升基本上随之线性减小。

为研究不同试验负载

对试验系统电机温升的影

响，计算了不同转动惯量

下完成低循环疲劳试验时

电机温度考核点的温升，

如图 18 所示。

对于低循环疲劳试

验，电机的温升随试验负载转动惯量的增大呈指数增

大，加大了电机运行中温升的风险。从图 15 中可见，

虽然在卸载时间内温度均有降低趋势，但是总体温升

仍显示持续增大趋势，而低循环疲劳试验通常进行成

千上万循环，这样电机难免会发生绕组过热问题。由

此，需要增加电机的卸载时间，以保证电机的温升在

可控制范围内。为此，在电机 20 s 卸载时间后，增加

20 s 的电机冷却时间，以

保证电机有足够的冷却。

对 20 s 卸载时间＋20 s 冷

却时间的低循环疲劳试

验进行电机温升计算，其

结果如图 19 所示。与图

15 对比可见，电机定子铜

的温升从 115.3 ℃减小

到 74.6℃，电机的温升情

况得到明显改善。

4 结论

通过对超转、破裂和低循环疲劳试验进行电机温

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对于超转、破裂试验，不同的加载时间对电机

温升无明显影响，而试验负载转动惯量的增大会使电

机温升线性增大。因此，为完成大转动惯量负载的超

转和破裂试验，提出需在试验前进行电机温升计算与

分析，从而保证试验安全可靠运行。

（2）对于低循环疲劳试验，延长加载时间使电机

温升减小，试验负载转动惯量的增大导致电机温升指

数增大。为降低低循环疲劳试验电机温升过大的风

险，提出应在每个循环末尾增加冷却时间，从而有效

减小电机温升，提高试验的安全性及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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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寻鸟撞瞬间航空发动机推力、垂向载荷的时域波形、频率的变化规律，采用时域波形分析和冲击响应谱分析方法

对某发动机整机鸟撞试验过程中推力销瞬态推力和垂向载荷进行分析。通过对比分析推力与冲击力发现，鸟撞瞬间推力显著变化

的主要原因是叶片攻角和流场特性的突变，并非冲击力。该规律性结论可为外物撞击发动机风扇叶片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鸟撞试验；外物损伤；推力销载荷；冲击响应谱；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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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ent Regular Study on Thrust Pin in Bird Impact Test of Aeroengine
LIU Tao袁 LEI Xiao-bo袁 XUE Wen-peng

渊Chinese Flight Test Establishment袁Xi'an 710089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variation rule of time-domain waveform and frequency of the aeroengine thrust and vertical load at

the moment of bird impact袁transient thrust and vertical load of thrust pin were analyzed by the methods of time-domain waveform analysis
and impact response spectrum analysis during bird impact test of an engine. By comparing thrust and impact force袁it was found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significant change of thrust at the moment of bird impact was the sudden change of blade angle of attack and 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袁but not the impact force. This result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foreign object damage 渊FOD冤on the fan
blade of the engine.

Key words: bird impact test曰foreign object damage曰thrust pin load曰impact response spectrum曰aeroengine

0 引言

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鸟撞事件呈增加的趋势，

由于发动机风扇叶片处在最前端，属较易受鸟撞击的

部位，因此开展发动机鸟撞试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2]。

基于外物撞击对发动机造成的潜在危害和对发动机

维修造成的极大不便，英国 QinetiQ 于 2008 年在

RB168-101 发动机上进行了大量的撞击试验，以验证

自主开发的外物损伤（FOD）监视报警系统的可靠性[3]。

国内关于发动机鸟撞方面的研究主要停留在鸟撞有

限元仿真与实验室模拟试验[4-9]，在试验研究方面，开

展了鸟撞击平板模拟试验，由于真实发动机处在高速

旋转状态，利用平板模拟叶片无法考虑到飞鸟与转子

之间的相互作用，很难科学地得出鸟撞击风扇叶片的

瞬间载荷特性。而外物撞击发动机整机的试验研究则

在公开文献中未见报道。在某发动机整机吞鸟试验

中，根据现场的监控参数，未发现喘振、参数超限、熄

火及停车等现象，可见利用常用的发动机参数并不能

很好地反映出外物撞击事件的发生，但分析发动机推

力销应变时域波形时可明显地观察到鸟撞造成的冲

击波，推力销应变参数能够很好地反映鸟撞过程。

本文通过分析推力销应变数据来讨论发动机遭

遇 FOD 撞击前后、撞击瞬间的变化规律、撞击机理等

问题。

1 吞鸟瞬间推力测量与分析方法

1.1 推力销推力测量方法

推力直接测量技术的原理是将航空发动机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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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销进行应变计改装，通过应变输出来获得发动机推

力实时值[10]。根据文献[11]，采用在推力销上布置可靠

性高的剪力全桥应变，通过地面标定试验获得推力销

应变 - 推力之间的载荷方程，从而根据应变获得发动

机实时推力值[12-14]。垂向载荷测量方法与推力测量方

法相类似。

根据有限元仿真计算选取合适的贴片位置[15]，按

照安装节应变计改装流程对左右推力销进行纵向、法

向 2 个方向的应变计贴片改装，改装后的推力销如图

1 所示。获取安装节推力的前提是建立推力销应变与

推力之间的校线关系，为

此在推力销载荷标定专用

平台上对推力销进行多次

载荷加载，并利用最小二

乘法对载荷应变数据进行

处理，从而获得应变 - 推

力标定方程以及应变 - 垂

向载荷标定方程。

左侧推力销推力 T与应变 着x 之间的校线关系

T=0.0008着x+0.0001 （1）

左侧推力销推力 V 与应变 着y 之间的校线关系

V=0.0085着y-0.0001 （2）

1.2 吞鸟瞬间推力冲击谱分析方法

由于鸟撞属于瞬态冲击过程，除了进行冲击时域

分析，本文利用冲击谱对

鸟撞前、鸟撞瞬间和鸟撞

后推力进行分析，研究鸟

撞过程对发动机推力或载

荷的动态影响。单自由度

振动冲击系统的模型如图

2 所示，在工程中绝大多数

输入的冲击以加速度的形

式测量。

当基座受到外界激励时，质量块 m 的动力学运

动方程为

my咬+c（y觶-x觶）+k（y-x）=0 （3）

式中：m 为质量块的质量；c 为系统阻尼；k 为刚度系

数；x 为基座的位移；y 为质量块的绝对位移。

当输出量为质量块的绝对加速度时，则有

y咬+2孜棕ny觶+棕n
2 y=2孜棕nx觶+棕n

2 x （4）

式中：孜= c
2 mk姨 ，为系统的阻尼比；棕n= k/m姨 ，为系

统的固有频率。

利用拉普拉斯变换，考虑到工程上冲击初始条件

为零，得到绝对加速度模型的传递函数为

G（s）= Y（s）
X（s）=

2孜棕ns+棕n
2

s2+2孜棕ns+棕n
2 （5）

式中：Y（s）为 y 的拉普拉斯变换；X（s）为 x 的拉普拉

斯变换；s 为复参数。

式（5）是 1 个数学模型，并不具有特定的力学物

理意义，Y（s）输出的是与 X（s）对应的加速度信号。利

用斜波响应不变法求解出数字滤波器系数，求解过程

见文献[8]。

2 鸟撞瞬间推力销推力和垂向载荷时域波形

分析

发动机分别处于着陆状态和起飞状态时，将 1 只

280 g 的飞鸟利用气炮射向发动机流道，分析研究鸟

撞瞬间右侧推力销推力和垂向载荷的变化规律。为了

便于研究，测量的推力采用推力相对值（推力相对值

= 实际推力 / 某状态台架推力×100%），测量的垂向

载荷也采用载荷相对值（载荷相对值 = 实际载荷 / 某

载荷值×100%）。

2.1 发动机着陆状态鸟撞瞬间推力时域分析

发动机着陆状态鸟撞瞬间推力时域波形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推力在撞击的瞬间发生剧烈的波

动，鸟撞击发动机叶片的过程大约持续 0.1 s。撞击

前，推力相对值为 18.1%；撞击瞬间，推力相对值首先

增大到 21.75%，随后在 0.01 s 后急剧减小到 7.9%；

相对于撞击前，推力相对值减小幅度达到 10.2%。发

动机着陆状态鸟撞瞬间垂向载荷时域波形如图 4 所

示。从图中可见，撞击瞬间推力销垂向载荷发生剧烈

波动，垂向载荷相对值首先急剧减小到 -46%，剧烈

波动后又增大到 41%，载荷相对值波动范围达到了

87%。可见，鸟撞冲击作用不但对推力产生较大影响，

而且对发动机垂向载荷也产生较大影响。

图 1 推力销应变改装

图 2 单自由度系统

动力学模型

图 3 发动机着陆状态鸟撞

瞬间推力时域波形

图 4 发动机着陆状态鸟撞

瞬间垂向载荷时域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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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动机起飞状态鸟撞瞬间推力时域分析

发动机起飞状态飞鸟质量、飞鸟速度几乎与着陆

状态时的相同，唯独是发动机状态不同。发动机起飞

状态鸟撞瞬间推力时域波形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

见，撞击前，推力相对值为 91.2%；撞击开始时，推力

相对值首先是增大到 99.55%，增幅约 8.35%，接着急

剧减小到 66.8%，撞击瞬间推力相对值波动范围达到

了 32.75%。与着陆状态相比，起飞状态遭遇鸟撞后发

动机推力相对值没有恢复到原来水平，并且推力已不

稳定，处在明显波动中。

起飞状态鸟撞瞬间垂向载荷时域波形如图 6 所

示。从图中可见，垂向载荷在撞击瞬间相对值波动达

到了 175%，撞击后载荷波动很明显，且载荷平均值

偏离了原来的载荷值。试验后检查发现风扇叶片已出

现严重的变形和卷曲，叶片损伤导致叶片上的质量分

布发生改变，从而导致低压转子动平衡严重恶化，发

动机整体振动变大，反映在推力销上是撞击后垂向载

荷波形很大。

2.3 鸟撞瞬间推力波动的原因分析

对比图 3 和图 5 可见，虽然撞击力的方向与推力

方向相反，但遭受鸟撞瞬间发动机推力反而呈先增大

后减小的趋势。由此可知，鸟撞击叶片造成的推力波

动并不是撞击冲击力直接导致的，而是撞击冲击力引

起叶片的攻角和叶型速度三角形发生变化，从而影响

压气机的增压比和流场变化。由于叶片攻角不断变

化，从而使发动机推力不断波动。后续可通过对进气

流场变化进行仿真分析来研究推力的变化。

3 鸟撞过程发动机推力和垂向载荷冲击谱

分析

利用冲击谱对鸟撞前、鸟撞瞬间和鸟撞后的推力

和垂向载荷时域波形进行计算，得到了相应的冲击谱

图。发动机着陆、起飞状态时鸟撞过程推力和垂向载

荷冲击谱图分别如图 7～10 所示。

发动机着陆状态时低、高压转子基频分别为 82、

198 Hz。从图 7 中可见，推力方向低压转子基频放大

系数小，高压转子基频放大系数大，吞鸟前放大系数

较大的频率为 134.5 Hz，对应放大系数为 5.77，而鸟

撞瞬间冲击谱曲线中频段中 201.6 Hz 的放大倍数增

大到 5.73。从图 8 中可见，垂向载荷低压基频放大系

数较清晰地显示出来，低压转子的转频存在，但在撞

击的整个过程中冲击谱曲线没有明显变化，说明着陆

过程的鸟撞主要影响推力应变，对发动机垂向或周向

载荷影响较小。

起飞状态发动机低、高压转速分别为 140.5、238

Hz。从图 9、10 中可见，撞击瞬间和撞击后在 142.5 Hz

出现放大系数突增的现象。从图 9 中可见，相比鸟撞

前的冲击谱，鸟撞瞬间冲击曲线整体上增大，其中在

30 Hz 时的放大系数由 2.5 增大到 6.07；在 142.5 Hz

时的放大系数则由 2.1 突增到 8.3，由于鸟撞瞬间致

使叶片卷曲掉块，在鸟撞后冲击谱曲线中低压转频的

放大系数很大，达到 10.54，转子已严重不平衡。从图

10 中可见，垂向载荷的冲击谱曲线对比可更清晰地

反映这一点，相比小状态，在发动机大状态下低压转

子的转频在谱图中更明显，鸟撞瞬间在 142.5 Hz 时

垂向载荷放大系数从鸟撞前的 4.71 增大到 8.37，而

鸟撞结束后则已经达到了 12.63，与推力变化的结果

图 5 起飞状态吞鸟瞬间

推力时域波形

图 6 起飞状态吞鸟瞬间

垂向载荷时域波形

图 7 发动机着陆状态鸟撞

过程推力冲击谱对比

图 8 发动机着陆状态鸟撞

过程垂向载荷冲击谱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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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发动机起飞状态鸟撞

过程垂向载荷冲击谱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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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说明转子的不平衡已经很严重。

4 结论

通过对推力销鸟撞试验应变数据进行时域分析

和冲击谱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推力销推力和垂向载荷能够灵敏地反映出发

动机发生鸟撞的过程，为监测识别鸟撞击发动机事件

提供了新的途径。

（2）发动机遭遇鸟撞的瞬间，推力并不是首先减

小，而是有可能首先增大；发动机瞬态推力发生变化

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由冲击力造成的，而是由于冲击力

诱使叶片攻角、流场特性发生突变而导致的。

（3）从冲击响应谱来分析，鸟撞瞬间会激起某些

频率的较大变化，低压转频的变化与否与发动机的状

态有关，如果鸟撞致使叶片损伤，将会导致转子发生

严重的不平衡。

（4）如果鸟撞未造成叶片损伤，那么推力及结构

载荷将会很快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如果造成了叶片损

伤，那么鸟撞后推力及载荷将偏离原来的数值，且发

动机将处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

（5）本文得出的规律性结论可为外物撞击发动机

风扇叶片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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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某发动机反推力装置整机试验过程中，1 处作动筒安装座发生断裂。为确定故障原因，对断裂安装座进行宏观检查、断

口分析、材质分析及有限元分析等。结果表明：安装座前侧安装边棱边与座身转接处首先发生高周疲劳断裂，该处断裂后造成构件

结构失稳，在试验载荷的进一步作用下导致另外 2 个安装边发生瞬时断裂；疲劳源区存在的缩孔缺陷导致该处产生应力集中，对安

装座过早疲劳开裂有促进作用；合金成分中 Cu 元素含量超标导致组织中析出大量 兹 脆性相，从而降低了合金强度，这也是安装座

过早疲劳开裂的原因。对铸造工艺和无损检测工序提出了改进建议以避免此类故障再次发生。

关键词：反推力装置；ZL205A；有限元分析；缩孔缺陷；疲劳断裂；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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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ure Analysis of Mounting Seat of an Aeroengine Reverse Thrust Device
QIU Feng袁LI Yang袁TONG Wen-wei袁HAN Zhen-yu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During the overall test of a reverse thrust device of an engine袁a fracture occurred in the mounting seat of the actuating

cylinder.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cause of the fracture袁macro-inspection袁fracture analysis袁material analysis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fracture mounting sea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cycle fatigue fracture occurs first at the interface of the front
side and the dado of the mounting seat袁and the structural instability of the member is caused by the fracture. The further action of the test
load resulted in the instantaneous fracture of the other two mounting edges. The shrinkage porosity defects in the fatigue source region lead
to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袁which can promote the premature fatigue cracking of the mounting seat. The excessive content of Cu in the alloy
composition leads to the precipit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兹 brittle phases袁thus reducing the strength of the alloy袁which is also the reason
for the premature fatigue cracking of the mounting seat.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of casting process and non-destructive testing process
are put forward to avoid the recurrence of such failure.

Key words: reverse thrust device曰ZL205A曰finite element analysis曰shrinkage porosity defect曰fatigue fracture曰aeroengine

0 引言

反推力装置是大型运输机的机载设备，与进气道

和风扇整流罩共同组成动力装置短舱，构成发动机核

心舱，向飞机提供预冷气，向发动机提供间隙控制所

需冷气。在正向推力状态下，作为发动机排气系统的

外涵装置，确保外涵的气动性能满足发动机总体要

求；在反向推力状态下，在正常着陆、中断起飞和应

急着陆过程中，将发动机外涵排气气流反向，获得

反向减速推力，有效缩短飞机地面滑跑制动距离，

降低跑道潮湿、结冰或覆雪等环境因素对制动的不

利影响[1-3]。

作动筒安装座是反推装置中的重要连接件，该部

件由高纯高强度铝合金 ZL205A 铸造成型，ZL205A

在 T6 热处理状态下强韧性匹配得最好，不但伸长率

可达 13％，且抗拉强度达到 510 MPa，是世界上目前

抗拉强度最高的铝合金之一，在航空航天领域有着广

泛应用[4]。但该合金具有宽结晶温度范围，主要以糊状

方式凝固，不易实现顺序凝固，壁厚敏感性较大，在结

晶时易产生缩孔、气孔、热裂、偏析和氧化夹渣等铸造

缺陷，其中缩孔和气孔是 ZL205A 合金铸件最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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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安装座装配

缺陷[5-7]。

在某发动机反推力装置整机试验过程中，1 处用

ZL205A 合金铸造的作动筒安装座发生断裂。本文针

对该断裂故障，开展了外观检查、断口分析、金相检查

和材质成分分析，确定了安装座的断裂性质及原因；

对安装座采用有限元分析了缩孔缺陷对该构件过早

断裂的影响，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了改进建议。

1 失效分析与结果

1.1 宏观检查

安装座装配情况如图 1 所示。安装座底座安装在

外涵外壁上，上侧连接孔与作动筒连接并受到其施加

的作用力。断裂安装座宏观图像如图 2 所示。安装座

上用于与外涵外壁连接的安装边均发生断裂。为便于

说明，将 3 处断口分别定义为 A、B、C 断口，其中 C 断

口断裂的安装边发生了 2 次断裂，只送检一部分。

1.2 A 断口分析

A 断口宏观图像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断口

较为平坦，表面呈银灰

色，可见疲劳弧线及放射

棱线特征，根据放射棱线

汇聚方向判断，疲劳起源

于前侧安装边棱边与座身

转接处，位置如图 1 和图

3 中箭头所示，呈多源起

始特征。

A 断口疲劳源区低倍

形貌如图 4 所示。根据该

区域的放射棱线汇聚方向判断疲劳起源于前侧安装

边棱边与座身转接处，呈多源起始特征，并且在图 4

（b）中圆圈所示位置存在缩孔缺陷，缺陷宏观位置如

图 1 和图 3 中粗大箭头位置所示。利用当量直径法对

该形状不规则缺陷的大小进行表征[8]

de=4 A p姨 仔 （1）

式中：de 为当量直径；A p 为缺陷的投影面积，可通过

扫描电镜直接测量获得。

由式（1）可知，源区

缩孔缺陷的大小为 de≈

0.8 mm。A 断口的疲劳扩

展区可见大量清晰和细

密的疲劳条带如图 5 所

示，进一步表明该断口为

疲劳断口。

1.3 B、C断口分析

B、C 断口宏观图像如图 6、7 所示。2 个断口均起

伏较大，表面呈银灰色，局部存在磨损痕迹。

进一步放大观察，B、C 2 个断口各区域均为韧窝

形貌，局部存在缩松缺陷，如图 8、9 所示，表明 B、C

断口断裂性质为瞬时断裂。

图 2 断裂安装座（俯视）

图 3 A断口宏观图像

（a）图 3 中左侧源区

（b）图 3 中左侧源区（放大） （c）图 3 中右侧源区
图 4 A断口源区形貌

图 5 A断口扩展区疲劳

条带形貌

（a）韧窝形貌 （b）缩松形貌

图 8 B断口微观形貌

（a）韧窝形貌 （b）缩松形貌

图 9 C断口放大形貌

5 mm

200 滋m

200 滋m 200 滋m

2 滋m

图 7 C断口宏观图像

图 6 B断口宏观图像

10 mm

10 mm

20 滋m 20 滋m

100 滋m 100 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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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安装座基体能谱分析各元素质量分数 w/%
V

0.36

0.42

0.25

0.05～

0.30

Ti

0.24

0.14

0.22

0.15～

0.35

Mn

0.33

0.71

0.34

0.30～

0.50

Cu

6.52

6.52

6.66

4.60～

5.30

Elements

Result 1

Result 2

Result 3

HB 962-

2001

Al

92.54

92.22

92.53

余量

表 2 安装座硬度测量结果（HBS）

135 133 133Test result

HB 962-2001 HBS≥120

由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判断，安装座 A 断口呈疲

劳断裂特征，B、C 断口呈瞬时断裂特征，故 A 断口应

为首断部位，A 断口部位断裂后造成构件结构失稳，

导致 B、C 2 个安装边发生瞬断。

1.4 成分分析

对安装座基体进行能谱分析，结果见表 1。其中

Cu 元素含量偏高，其余合金元素基本符合标准 HB

962-2001 的要求。

1.5 组织检查

对安装座基体取样进

行组织检查，结果如图 10

所示。组织形貌为在白色

的 琢-Al 固溶体基体上分

布 着 黑 色 的 共 晶 体 兹
（Al2Cu）相[9]，局部存在缩

松 / 缩孔缺陷。

1.6 硬度测试

对安装座基体取样进行硬度测试，结果见表 2。

符合标准 HB 962-2001 的要求。

1.7 有限元分析

对断裂安装座进行有限元分析，确定源区应力水

平，并构建源区存在缩孔缺陷的模型进行计算，评估

缩孔缺陷对疲劳过早萌生的贡献。

使用 Abaqus 软件对安装座建模进行有限元分

析，采用线弹性有限元方法进行模拟。材料参数选取

弹性模量 G＝68 GPa，泊松比 滋＝0.33，采用 10 个节

点 C3D10 单元划分网格，共划分 183908 个节点，

120020 个单元，并对源区位置网格进行细化处理[10]。

安装座主应力分布如图 11 所示。最大主应力为 235

MPa，位置与安装座疲劳起源部位相对应。以上计算

结果表明：疲劳起始于最大主应力部位，在安装座工

作过程中，该部位受到交变载荷的作用会产生应力集

中，在较大应力集中的作用下，A 断口首先呈线源起

始，并在试验振动载荷的作用下扩展。

为评估缩孔缺陷对疲劳过早萌生的贡献，构建带

缺陷安装座模型并对其进行计算。通过扫描电镜分析

对断口源区观察结果可知，源区缩孔缺陷当量直径约

0.8 mm，距上表面和侧表面约 0.2 mm，缩孔缺陷部位

主应力分布如图 12 所示。缩孔缺陷部位最大主应力

为 362 MPa，是无缺陷状态下最大主应力的 1.5 倍，

同时缩孔缺陷位于安装座最大主应力区域，对安装座

过早疲劳开裂起着进一步的促进作用。

有研究表明，缩孔缺陷在疲劳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也与其自身分布特性有很大关系，这些特性包括孔洞

尺寸、分布位置和体积分数等[11-13]。为判断缩孔缺陷尺

寸和分布位置对安装座最大主应力部位的影响，为后

续改进提出可行建议，分别构建缩孔缺陷边缘距上表

面和侧表面 0.2 mm、缩孔缺陷直径不同的模型和缩

孔缺陷距侧表面 0.2 mm、缩孔缺陷直径 0.8 mm，但缩

孔模型球心距上表面距离不同的模型进行计算。

不同缩孔直径与缩孔部位最大主应力关系计算结

果如图13 所示。从图中可见，当缩孔直径小于0.1 mm

时，其最大主应力值与无缺陷状态下的基本相当，说

明当缩孔边缘距离源区 0.2 mm 内，存在直径小于

图 10 安装座基体组织形貌

图 11 安装座主应力分布

S,Max.Principal
（Avg:75%）

+2.349e+02
+1.908e+02
+1.466e+02
+1.025e+02
+5.833e+01
+1.417e+01
-2.998e+01
-7.414e+01
-1.183e+02
-1.624e+02
-2.066e+02
-2.508e+02
-2.949e+02

Max:+2.349e+02
Elem:Z11-1.60796
Node:164084

200 滋m

图 12 安装座源区缺陷主应力分布

S,Max.Principal
（Avg:75%）

+3.617e+02
+3.174e+02
+2.731e+02
+2.288e+02
+1.845e+01
+1.402e+01
+9.593e+01
+5.164e+01
+7.348e+02
-3.694e+02
-8.123e+02
-1.255e+02
-1.698e+02

Max:+3.617e+02
Elem:D=08 A=02-1.3352
Node:39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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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mm 的缩孔缺陷时，不会对安装座的疲劳性能造

成显著影响；当缩孔直径大于 0.4 mm 后，随着直径的

增大，该部位的主应力与缩孔直径大小呈线性关系。

缩孔球心距上表面不同距离与缩孔部位最大主应力

关系计算结果如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见，缩孔缺陷位

于表面和近表面时，该部位应力水平较高，其中缩孔

体积 3/4 进入基体时主应力最大，这是因为缩孔与基

体相交的边缘形成尖锐的过度造成了进一步的应力

集中，使该处应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当缩孔球心距上

表面大于 2.6 mm 时，其最大主应力值与无缺陷状态

下的基本相当，说明当缩孔直径为 0.8 mm，球心距上

表面大于 2.6 mm 时，不会对安装座的疲劳性能造成

显著影响。

2 分析与讨论

由失效分析结果可知，安装座 A 断口首先发生

疲劳断裂，造成构件结构失稳，随后 B、C 2 个安装边

发生瞬断。另外 A 断口疲劳起源部位存在缩孔缺陷，

通过有限元分析可知，缩孔缺陷对安装座的疲劳起始

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一般认为，铸件所承受的主要

应力多存在于表面或近表面处，因此表面或近表面的

缺陷对铸件失效的作用更加直接[9]，这是因为在延性

固体中，疲劳裂纹萌生的前提是材料在反复循环应变

下，不同的滑移面上产生不同的净滑移量，使表面变

得粗糙，产生驻留滑移带和基体发生侵入挤出，而驻

留滑移带和基体之间的界面由于两侧的位错密度和

分布有突变，从而产生空隙，使之成为疲劳裂纹萌生

的有力地点[14]。而安装座源区近表面处存在的铸造缩

孔极大地缩短了这一过程，可以直接充当疲劳裂纹萌

生的缺口，会在周围引起应力集中[15]。应力集中引起

局部塑性变形所需的力远小于屈服应力，使材料在较

小应力加载条件下发生裂纹萌生并扩展，导致构件过

早发生疲劳失效[16]。

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在安装座材质成分中 Cu 元

素含量偏高，在铝－铜系合金中，Cu 含量对合金的铸

造性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ZL205A 合金的结晶温度

区间较宽，约 90 ℃，合理提高 Cu 元素含量可以减小

合金的结晶温度区间，提高流动性，降低铸造缺陷产

生的几率[17-18]。但是当 Cu 元素含量大于 5.65％时，兹
脆性相及不溶杂质相持续析出，从图 10 中可见，在晶

界及晶粒内部分布着大量的 兹 脆性相，兹 脆性相会使

合金的强度降低[19]。因此 Cu 元素含量超出标准要求

是构件内存在较多的缩松 / 缩孔缺陷和析出大量 兹
脆性相的直接原因，进一步说明该构件的铸造工艺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

3 建议

（1）合理控制合金的元素成分。降低合金中 Cu

元素含量，从而减少组织中 兹 脆性相的含量，提高合

金的强度。

（2）改善铸造工艺，必要时可在安装座最大应力

分布区域加装冒口，使该部位产生的缩孔转移到冒口

中，消除该部位的缩孔缺陷。

（3）完善加工后的探伤工作流程，对安装座应力

分布最大区域采取 X 光等方法进行无损检测，标准

可参考带孔洞的安装座有限元分析模型计算结果，在

距上表面 0.2 mm 内允许存在当量直径小于 0.1 mm

的缩孔缺陷，在距上表面 2.6 mm 内不允许出现当量

直径大于 0.8 mm 的缩孔缺陷。

4 结论

（1）作动筒安装座 A 断口为起源于前侧安装边棱

边与座身转接处的疲劳断口，A 断口发生疲劳断裂后

图 13 不同缩孔直径与最大主应力关系

图 14 缩孔球心距上表面不同距离与最大主应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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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构件结构失稳，导致 B、C 2 个安装边发生瞬断；

（2）源区存在的缩孔缺陷对安装座过早疲劳开裂

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3）合金成分中 Cu 元素含量超标导致组织中析

出大量 兹 脆性相，降低了合金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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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针对航空涡轴发动机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空中停车故障，通过对损伤件及其断口进行宏观和微观检查、金相组织观察、

化学成分分析，以及损伤件的温度分析和磨痕对比，确定了首断件。结合发动机参数分析和质量复查，查明故障原因为发动机返厂

检修重新装配时，前篦齿封严环与导流盘在规定的压紧螺母拧紧力矩下轴向压缩量偏小，在高转速状态出现轴向间隙，前篦齿封严

环松动；前篦齿封严环与静子封严环径向间隙不均匀，切向摩擦力增大造成前篦齿封严环与导流盘相对转动而剧烈摩擦，局部温度

升高，导流盘破裂，导致发动机空中停车。通过计算和螺母拧紧力矩试验进一步研究了故障机理，并针对故障机理开展部件和整机

模拟试验，复现了故障现象。

关键词：空中停车；导流盘；前篦齿封严环；故障分析；涡轴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4.012

Analysis and Verification of Turboshaft Engine Air Parking Fault
ZHANG Zai-de

渊AECC Huna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袁Hunan Zhuzhou 412002袁Chine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air parking failure of aero-turboshaft engine in service袁the first fracture was determined by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examination袁metallographic observation袁 chemical composition analysis袁temperature analysis and wear marks comparison of
the damaged par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ngine parameters and quality review袁it was found that the failure reason was that when the
engine was repaired and reassembled袁the axial compression of the front labyrinth sealing ring and guide plate was small under the
tightening torque of the prescribed tightening nut袁the axial clearance occured at high speed袁the front labyrinth sealing ring was loosened.
The radial clearance between the front grate sealing ring and the static sealing ring was uneven袁and the increase of tangential friction
caused the relative rotation of the front labyrinth sealing ring and the guide plate袁resulting in severe friction between the front labyrinth
sealing ring and the guide plate袁the increase of local temperature and the rupture of the guide plate袁which leads to the engine air parking.
The fault mechanism was further studied by calculation and nut tightening torque test. The simulation test of components and the whole
machine wa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fault mechanism袁and the fault phenomenon was repeated.

Key words: air parking曰guide plate曰front labyrinth sealing ring曰fault analysis曰turboshaft engine

第 45 卷 第 4 期

2019 年 8 月

Vol. 45 No. 4

Aug. 2019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1-2]，是飞机的动力之

源。发动机空中停车意味着飞机失去动力[3]，是航空安

全事故征候之一[4]。及时发现缺陷，消除影响飞机安全

隐患尤为重要[5-7]。某配装双发的直升机在工作时其中

1 台发动机发生空中停车故障，将发动机分解检查后

发现导流盘破裂。国内对发动机盘类件的破裂早已开

展了研究。聂卫健[8]从试验用专用工装设计方面开展

涡桨发动机高压涡轮盘破裂试验故障分析；秦仕勇[9]、

郭峰[10]等从加工工艺方面开展轮盘破裂分析研究；王

浩然[11]、蔡全卓[12]从材料强度方面开展了某航空发动

机轮盘破裂分析。

本文对该发动机空中停车故障进行调查分析，确

定首断件，对故障机理进行分析和验证，并从装配工

艺方面制定了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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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燃气涡轮转子

1 问题定位

1.1 结构介绍

该发动机是单转子燃气发生器、双级动力涡轮、

功率前输出的涡轴发动机。燃气发生器转子由燃气涡

轮转子组件和压气机转子组成；燃气涡轮转子组件由

限流环、锁片、压紧螺母、前篦齿封严环、导流盘、燃气

涡轮工作叶片、燃气涡轮盘等零件组成，如图 1 所示。

1.2 分解检查

燃烧室机匣中心（约11点钟位置）有 1 个约 Φ6

mm 的击穿孔；3 条穿透性裂纹，分别长约 10、20、50

mm。排气框架的正上方铭牌左侧铆钉脱落缺失；内、

外表面均有不同程度鼓包、凹坑现象。在 3 点钟位置

有 1 处“L”形击穿，长约 15 mm；在 4 点钟位置内部支

板沿外缘上表面根部有另 1 处击穿，长约 13 mm。从

排气框架后部观察，第 2 级工作叶片断裂损伤一部分

从根部断裂，另一部分带有参差不齐的叶身；动力涡

轮第 2 级导向器叶片进、排气边均有击伤缺口，最大

处面积约 15 mm×8 mm；动力涡轮第 2 级外环蜂窝

严重刮摩，材料缺失，但蜂窝外环未见松动、脱落。

涡轮机匣和内机匣各有 1 处被击穿，呈向外扩散

状；与火焰筒相配处的内机匣鸟嘴严重弯曲变形；火

焰筒双重环变形严重。3 片严重击伤的燃气涡轮导向

叶片卡在导叶内支撑环与涡轮机匣之间，其余燃气涡

轮导向叶片均已脱出；导叶内支撑环损伤严重且于 3

点钟位置断裂。

41 片燃气涡轮工作叶片均被严重击伤，叶尖整体

减短约 1/3，如图 2 所示；24 片叶片后移，最大后移量

约 2.5 mm。导流盘和前篦

齿封严环均脱落，压紧螺

母和止动锁片完好、未松

动，燃气涡轮盘前幅板严

重刮摩且明显变色。导流

盘破裂，属于非包容的[13]，

如图 3 所示。前篦齿封严

环断裂成条状，如图 4 所示。

1.3 冶金分析

1.3.1 断口分析

“断口”分析在断裂失效分析中十分重要[14]。对前

篦齿封严环、导流盘、静子封严环、压紧螺母、燃气涡

轮转子等 5 种零（部）件进行外观照相与检查、解剖、

金相检查和断口分析。

前篦齿封严环材料缺失严重，残骸为不规则弯

曲长条状，呈蓝黑色，可见严重的磨损变形；残骸前

端局部未见可见断口形貌，断口为过载断裂；磨损

部位 啄 相存在完全及部分回熔。分析认为失效性质

为磨损失效。

导流盘破裂为 4 块，4 处断口均起始于磨损台阶

处，断口粗糙，微观为韧窝特征，为过载断裂；在磨损

台阶处有目视可见裂纹、晶粒长大、晶内 酌忆相部分回

熔，温度超过 1000 ℃，硬度分布也显示磨损部位均

超温。分析认为失效性质为磨损导致的过载断裂。

静子封严环的前端无涂层形貌，局部基体磨损变

形，宽约 3.8 mm；静子封严环的后端存在涂层形貌，

长约 17.7 mm，涂层表面黏附约 1.28 mm×6.8 mm 的

GH4169 合金。

燃气涡轮盘轴颈、压紧螺母可见不同程度的磨

损，均为磨损失效。

1.3.2 首断件判定

针对可能的首断件，对断裂故障原因进行分析，

结合磨痕和温度分布，确定首断件[15]。

（1）前篦齿封严环的篦齿部位磨损程度最严重，已

缺失，部分材料黏接在静子封严环上。燃气涡轮盘轴颈

与前篦齿封严环配合部位

表面存在明显磨损。

（2）前篦齿封严环与

导流盘在配合面上近外圆

处出现均匀的磨损台阶，

且台阶磨痕相互吻合（如

图 5 所示），前篦齿封严环

图 1 燃气涡轮转子组件

图 3 导流盘 图 4 前篦齿封严环

图 5 磨损的前篦齿封严环

与导流盘

限流环

锁片

压紧螺母 前篦齿封严环

导流盘

燃气涡轮工作叶片

燃气涡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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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紧与螺母在配合面上近外圆处也出现均匀的磨损台

阶，表明前篦齿封严环与导流盘和压紧螺母均存在相

对运动，且前篦齿封严环已胀大。

（3）从温度场分布来看，前篦齿封严环温度最高，

整体超温，最高温度超过 1020 ℃。

（4）导流盘过载断裂起始于磨损台阶处，并非正

常最大应力位置，说明导流盘的断裂是由磨损引起

的，排除导流盘为首断件。

综上所述，分析认为首断件为前篦齿封严环。

1.3.3 冶金分析结论

（1）前篦齿封严环、导流盘、静子封严环、压紧螺

母等零件材质及冶金质量正常；

（2）故障首断件为前篦齿封严环；

（3）前篦齿封严环失效性质为磨损失效；

（4）导流盘为过载断裂；

（5）故障件同批次前篦齿封严环、导流盘、静子封

严环材质及冶金质量符合相关技术条件要求；

（6）对碎屑状残骸进行能谱分析，未发现发动机

之外的材料。

1.4 发参数据分析

对故障发动机发参数据进行分析，结论如下：

（1）发动机在不同日期试车时的停车自转时间满

足要求，未见异常。

（2）发动机在不同大气温度下起动时，发动机点

火转速及点火时间、Ng 转速从 0 至 38%的时间及 Np

至 75%的时间基本一致，未见异常。

（3）与配装同一飞机的发动机相比，故障机在不

同时间开车，在空中慢车状态运转时的参数变化趋势

相同，未见异常。

1.5 质量复查

按照质量程序要求进行设计复查和实物质量复

查，未发现异常。

1.6 问题定位

组织召开部级发动机空中停车故障分析会，对问

题进行定位：

（1）发动机空中停车的原因：导流盘破裂，引起发

动机后部一系列零件二次损伤。

（2）导流盘破裂的原因：前篦齿封严环与导流盘

之间发生异常剧烈磨损，使导流盘前端面出现裂纹，

在高速旋转下因强度不足而导致。

（3）前篦齿封严环与导流盘之间出现异常剧烈磨

损的原因：前篦齿封严环和静子封严环组件发生异常

摩擦，前篦齿封严环和导流盘出现相对转动。

2 机理分析

2.1 螺母拧紧力矩试验及影响

进行压紧螺母拧紧力矩异常试验验证。燃气涡轮

转子组件压紧螺母施加 400～450 N·m 后，对返厂的

6 台发动机和在厂的 3 台发动机的前篦齿封严环和

导流盘的轴向压缩量进行测算。检查 9 台发动机在 3

个状态下的压缩量，结果表明：

（1）9 台发动机燃气涡轮转子组件压紧螺母的拧

紧力矩均满足设计要求。

（2）燃气涡轮转子组件重新装配时，压缩量有变

小的趋势。

（3）燃气涡轮转子组件更换压紧螺母新件后，压

缩量明显增大。其中 1 台发动机重新装配时，压缩量

由 0.18～0.20 mm 变为 0.05～0.10 mm；更换新螺母

后，压缩量变为 0.12～0.14 mm。

2.2 前篦齿封严环和导流盘接触力及间隙计算分析

对燃气涡轮转子组件前篦齿封严环（见表 1）、导

流盘、涡轮盘和压紧螺母组件接触力及间隙进行有限

元计算：在 92%转速（故障时刻转速）时前篦齿封严

环径向出现 0.05～0.07 mm 的间隙；在装配轴向压缩

量小于 0.07 mm、92%转速时出现轴向间隙，轴向预

紧力消失。

2.3 故障机理

根据前篦齿封严环断裂部件和疲劳试验，部件和

整机模拟试验，以及螺母拧紧力矩试验和计算分析，

认为发动机机故障机理为：

在发动机返厂检修时，燃气涡轮转子组件分解并

重新装配组件上的压紧螺母、前篦齿封严环和导流盘

等零件后，前篦齿封严环与导流盘在规定的压紧螺母

拧紧力矩下轴向压缩量偏小，在高转速状态下出现轴

螺母压紧后零件

轴向压缩量 /mm

0.06

0.07

0.10

0.17

0.32

前篦齿封严环与燃气

涡轮盘的径向间隙 / mm

0

0

0

0

0

前篦齿封严环与

导流盘轴向力 /N

0

115.7

2824.4

9151.8

22804.0

表 1 前篦齿封严环接触力或间隙计算

64



张再德等：涡轴发动机空中停车故障分析与验证第 4 期

向间隙，前篦齿封严环松动；同时，前篦齿封严环与静

子封严环径向间隙不均匀，切向摩擦力增大，造成前

篦齿封严环和导流盘相对转动，剧烈摩擦，局部温度

升高，导致导流盘破裂。故障具有早期特征。

3 问题复现

3.1 部件模拟试验

为验证故障机理，查找故障原因，验证故障模式，

开展小拧紧力矩转子旋转、前篦齿封严环碰摩、前篦

齿封严环断裂模式模拟、带预制缺口的前篦齿封严环

裂纹扩展和带预制划痕的前篦齿封严环低循环等 5

种部件试验。试验结论如下：

（1）前篦齿封严环断裂后，前篦齿封严环相配的

对象件静子封严环出现了喇叭口形状，与故障发动机

分解时静子封严环损伤件出现的喇叭口形状类似；

（2）前篦齿封严环断裂后形成条状物与发动机故

障后前篦齿封严环形貌类似；

（3）前篦齿封严环断裂后，在前篦齿封严环与导

流盘黏合面，以及静子封严环涂层均存在磨损现象。

3.2 整机模拟试验

为验证前篦齿封严环与导流盘在规定的压紧螺

母拧紧力矩下轴向压缩量偏小、前篦齿封严环与静子

封严环径向间隙不均匀对故障的影响，进行了 4 次整

机模拟试验。其中，在第 2 次整机试验中，换装跳动

0.5 的静子封严环，进一步调整压紧螺母拧紧力矩为

160 N·m，前篦齿封严环和导流盘的压缩量为 0.03～

0.04 mm，并在压紧螺母、前篦齿封严环、导流盘上标

记周向位置。发动机按上述试车谱累计试车 5 h 12

min，试车后分解，用塞尺检查压紧螺母与前篦齿封严

环间出现 0.04 mm 的间隙，前篦齿封严环与导流盘的

压缩量变为 0.08～0.10 mm，静子封严环表面发生严

重偏摩。

整机试验验证了前篦齿封严环与导流盘压缩量

偏小时松动的情况，与理论计算结果相符。

3.3 试验结论

通过部件模拟试验，复现了前篦齿封严环断裂后

各零件的磨损、变形情况；通过整机模拟试验复现了

在规定的压紧螺母拧紧力矩下轴向压缩量偏小，在高

转速状态下出现轴向间隙，前篦齿封严环松动。部件

和整机模拟试验验证了故障机理。

4 纠正措施

针对返厂检修发动机存在的质量隐患，增加检查

要求，制定主要纠正措施如下：

（1）压紧螺母的拧紧力矩维持为 400～450 N·m，

增加前篦齿封严环和导流盘轴向压缩量控制要求：返

厂检修发动机为 0.17～0.28 mm，新机为 0.20～0.28

mm。

（2）对燃气涡轮工作叶片、双篦齿封严环、篦齿封

严环、导流盘、轴承螺母、压紧螺母、涡轮盘、前篦齿封

严环增加荧光检查要求。

（3）针对返厂检修发动机，增加静子封严环组件

2 层涂层和 5 道篦齿的直径和跳动，以及燃气涡轮转

子叶尖尺寸的测量要求。

（4）分解前用标记笔对前篦齿封严环、导流盘、涡

轮盘做标记，检查通气槽是否对正。

针对前篦齿封严环在制造过程中存在的质量隐

患，制定纠正措施如下：

（1）完善前篦齿封严环超声检查要求。

（2）完善前篦齿封严环倒圆倒角加工检查要求：

制作标准样件，细化、优化工艺方法。

5 结论

针对发动机空中停车故障，通过分解检查、冶金

分析、质量复查、发参数据分析、试验验证等排故工

作，得到以下结论：

（1）发动机空中停车的原因是导流盘破裂引起发

动机后部一系列零件二次损伤所致。

（2）故障的原因是：返厂检修重新装配时，前篦齿

封严环与导流盘在规定的压紧螺母拧紧力矩下轴向

压缩量偏小，在高转速状态出现轴向间隙，前篦齿封

严环松动；前篦齿封严环与静子封严环径向间隙不均

匀，切向摩擦力增大，造成前篦齿封严环与导流盘相

对转动而剧烈摩擦，局部温度升高，导致导流盘破裂。

故障具有早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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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规范使用航空发动机燃烧试验测试系统和试验数据计算方法，提出了 1 种新的测试系统结构。该系统统一了试验

数据输出格式，方便了试验数据入库管理，降低了软件使用维护成本并提高试验质量和效率。建立了基于组态王 OPC(用于过程控制

OLE）的通用燃烧室试验测试系统，其中的采集与试验系统分别采用 VC 和 VB 语言开发。本系统已成功应用于不同燃烧室试验器测

试系统的搭建并完成多项试验任务，缩短了测试系统的开发周期，降低了测试系统的维护成本，提高了燃烧室试验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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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Aeroengine Combustion Chamber Test General Measurement System
ZHANG Hao袁 SUN Yong-fei袁 XIONG Jin-xi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g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andardly use the aeroengine combustion chamber test system and the test data calculation method袁a new

measurement system structure was proposed. The system unified the output format of the test data袁facilitated the storage and management of
the test data袁reduced the cost of using and maintaining the software袁and improved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test. The general
combustion chamber test measure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kingview OPC渊used for the process control OLE冤) was established袁in which the
acquisition and test system were developed by VC and VB language袁respectively. The system has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combustion chamber test measurement systems and completed many test tasks袁which improved the development
cycle of the measurement system袁the maintenance cost of the measurement system袁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combustion chamber test.

Key words: combustion chamber test曰OPC曰general measurement system曰aeroengine

0 引言

燃烧室是航空发动机 3 大核心部件之一，其性能

将直接影响发动机性能。先进航空发动机燃烧室技术

研发离不开燃烧室试验[1-2]，而且某项技术措施是否正

确，必须由燃烧室试验来鉴定。现有的燃烧试验软件

一般根据不同的试验器独立开发，使用的编程语言和

运行环境不统一，并且设计思路往往只满足当前任

务，给试验软件后续的使用、维护和升级带来很大困

难[3-6]。随着新型燃烧试验任务需求的不断变化，原有

试验软件很难满足，只能重新编制；后续试验任务数

量的不断累积，对应的试验软件数量也不断增加；编

制人员不同，对试验数据的计算处理方法和存储格式

也不相同，试验结果不易追溯和试验数据很难统一入

库，使试验数据不能充分被挖掘利用，也为保存这些

软件和数据增加了管理成本。针对以上问题，对新燃

烧试验软件提出了总体需求：燃烧试验软件通用化；

计算链使用标准化；数据格式统一化；试验配置信息

管理动态化；显示控制界面个性化。

目前国外提出了对同一产品从研发设计、试制、

生产到使用的全寿命过程中，采用同一标准的测试设

备和测试软件，进行“综合测试”的新概念。并取得一

定的成果，例如美国阿诺德工程发展中心（AEDC）经

过 5 年的努力，研制出了综合信息系统。相比而言国

内测试系统缺少标准和规范化，通用性低。

本文提出并开发了 1 种通用的燃烧室试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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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且在实际试验过程中得到应用。

1 燃烧室试验通用测试系统总体设计

燃烧试验测试系统主要功能包括数据采集、处

理、存储、显示、试验配置和试验控制。分析总体需求

和软件主要功能发现，如果单一软件集成所有功能会

使软件过于庞大和复杂，且很难满足需求，比如实现

软件的通用化就很难满足数据采集、显示和控制界面

的个性化[7-9]。所以采用分解软件功能，开发多个单一

功能完善、通用性强的独立软件，通过 OPC(用于过程

控制 OLE,英文全称：OLE for process control)服务器建

立燃烧试验软件平台工作模式，即多个独立软件协同

工作，每个软件功能完善和通用，数据传输保存格式

统一标准。燃烧试验软件平台设计了 4 个独立软件，

主要工作流程如下：（1）通用采集软件，与采集仪器通

讯获取原始数据，并将数据写入 OPC 服务器供其他

软件读取；（2）燃烧试验通用软件，从 OPC 服务器读

取采集的原始数据，通过数据处理得到有效试验数

据，进行显示、发送和保存，并有试验配置管理功能；

（3）显示控制软件，通过 OPC 服务器读取和显示处理

后的试验数据，同时与被控设备进行通讯，接收并显

示设备反馈数据和发送指令来调节被控设备，软件平

台中可以有多个显示控制软件，也是软件平台中不通

用的独立软件；（4）OPC 服务器软件，通过标准协议

和规范，为其他软件提供数据传输交换通道。燃烧试

验软件平台组成如图 1 所示。

2 燃烧试验通用软件设计

燃烧试验通用软件采用 Visual Basic 6.0 编写，主

要功能将从 OPC 服务器读取由通用采集软件采集的

试验现场原始数据，进行工程转换并将转换后的数据

写回 OPC 服务器中相应位置的变量中[10-11]。

为实现燃烧试验通用软件的通用化、标准化、统

一化和动态化需求，该程序应具有以下功能：

（1）用户管理功能：实现对不同访问用户的权限

管理。

（2）试验项目管理、通道管理、参数设置：实现试

验项目及通道参数的动态配置，以满足不同试验器和

不同试验的配置需求。

（3）数据读取、处理、存储、导出、回放和传感器在

线检测等功能：实现通用化、标准化、统一化和动态化

需求。

分析功能需求可将试验软件使用状态分为 2 种

情况：（1）静态使用，主要指用户管理、项目管理、公式

管理和日志管理等，针对配置文件进行操作；（2）动态

使用，指配置读取和数据管理等，对试验数据流进行

操作。程序结构如图 2 所示。

燃烧试验通用软件的主要功能是通过 OPC 通讯

协议读取通用采集软件写入 OPC 服务器的原始数

据，进行工程转换，得到试验数据中的实际工程数据，

再将工程转换后的数据写入 OPC 服务器供显示控制

软件直接引用。

为实现该程序的通用性，该程序应具备实际通道

配置和计算通道配置等功能。各试验器根据其特定需

求编写相关试验参数的计算公式，由于有些试验参数

的计算公式参考不同的规范或资料，导致其缺乏统一

性和规范性，造成试验结果不易追溯，使试验数据不

能被充分挖掘利用。同时，试验软件在使用过程中，由

于计算公式的某些常量或变量需要根据不同试验经

常修改，新的试验任务或新的试验方法可能引入新的

计算公式，导致试验软件更改频繁，增加修改错误风

险和软件版本管理困难。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在燃烧

试验通用软件设计中采用动态链接库（DLL）技术，将

标准规范的计算公式封装，再通过完善公式配置对计

算公式进行有效管理和使用。实现软件在对常量和变

量修改或计算公式更新时保持软件主体程序不变，只

图 1 燃烧试验软件平台组成

图 2 程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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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通用采集软件配置界面

图 3 通用试验软件通道配置界面

需更新动态链接库和相关配置即可，不但保证了计算

公式的惟一性和安全性，也使燃烧试验通用软件兼顾

稳定性和易更新性。定义燃烧试验计算公式的所有参

数分为变量和常量，变量需引用自试验通道，常量需

根据应用环境进行调整，同时满足单一、多个和不固

定变量与常量的公式统一管理。通过计算公式管理功

能，实现计算公式的变量和常量的有效管理，弥补长

期以来试验软件的不足，通道配置界面如图 3 所示。

3 通用采集软件设计

通用采集软件使用 Visual C++ 6.0 编写并支持

多种测试仪器的数据采集，动态管理测试仪器配置，

具有数据经滤波功能等，满足通用化、动态化和数据

采集需求[12-13]。主要完成测试现场 EX10xx 系列设备、

DSA 数字压力扫描阀和 NI9411 模块等设备的数据

采集，并将采集到的原始数据写入 OPC 服务器固定

位置以供通用试验软件读取并计算转化为相应工程

单位数值。为实现这些功能本采集软件主要完成试验

器管理和仪器配置、通道管理和通讯配置、原始数据

存储等功能。

该程序主要包含设置向导、配置界面和主显示界

面。设置向导界面提供现有试验器配置库管理以及新

试验器配置库的创建。配

置界面提供采集仪器通道

名称及类型的设置并存入

相应配置库。主界面提供

各种操作的菜单、工具栏

以及采集参数的显示。

软件功能如图4所示。

（1）试验器配置模块：新建试验器配置库或获取

现有配置库名称。

（2）通道配置模块：设置通道类型并存入配置库。

（3）数据显示模块：显示现场实时数据。

（4）数据传输模块：将现场数据写入 OPC 服务器

相应位置。

（5）数据采集模块：采集试验现场数据参数。

（6）数据存储模块：将实时数据存入数据库。

通用采集软件主要用于配置测试仪器相关参数，

显示试验原始数据，并将原始数据写入 OPC 服务器

相应位置，该软件可以配置仪器数量和通道属性参

数，只采集并记录仪器的原始数据，不计算处理，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程序运行效率。最终该程序将采集到

的原始数据写入 OPC 服务器供通用试验软件读取并

计算处理。

由于各种类型的试验器实际测试通道数量差异

较大，为提高本程序的适用性，本程序最大可满足对

10 块 EX10xx 系列设备、30 块 DSA 数字压力扫描阀

以及 3 块 NI9411 模块进行数据采集。用户可根据各

试验器采集仪器具体类型和数量进行勾选配置，配置

界面如图 5 所示。

4 OPC服务器软件设计

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是以 Microsoft 公

司的 OLE /COM 技术为基础，采用客户 / 服务器模型

制定的 1 种工业控制领域的开放式标准，在工业控制

设备与应用软件之间建立了统一的软件接口标准。使

工业控制过程中的数据交换更具高效性、可靠性、开

放性和可互操作性。

作为对象链接和嵌入技术，OPC 在过程控制方面

有极大优势。其采用客户 / 服务器模式为工业自动化

软件面向对象的开发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定义了在基

于 PC 客户机之间交换自动化实时数据的方法。采用

该标准硬件开发商简化了软件开发商为自己硬件产

品开发统一的 OPC 接口程序，而软件开发商同样可

以免除开发驱动程序的工作，充分发挥特长，节省研

图 4 通用采集软件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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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OPC 服务器数据结构

发时间，将更多的经历投入到其核心产品的开发上。

为实现通用采集软件与燃烧试验通用软件之间

的数据交换，本文设计了基于 OPC 数据存取规范

的数据采集服务器是 1 个实时数据访问系统， 也是

过程控制系统与系统应用程序之间的桥梁，为实现测

试系统的通用化，将 OPC 服务器中变量分为原始数

据和计算后数据 2 部分，并开发显示界面方便用户随

时查看原始数据和计算后数据[14-15]。通用采集软件将

采集到的原始数据写入 OPC 服务器中；采用燃烧室

通用试验软件读取原始数据后将计算结果回写到

OPC 服务器以供其他显示控制界面引用，具体结构

如图 6 所示。OPC 服务器程用于显示通用采集软件

写入的原始数据和通用试验软件写入的经工程转换

后的数据。

5 结束语

本文建立了航空发动机燃烧室试验通用测试系

统；建立了组态王 OPC 服务器，并开发了通用数据采

集软件与燃烧室通用试验软件，解决了不同试验器间

测试软件不通用、数据存储格式不统一的问题；在多

个燃烧室试验器平台上的应用，缩短了测试系统开发

周期，降低了测试系统维护成本，提高了燃烧室试验

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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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某发动机外部部分弯曲管路的振动测试工作，提出了 1 种基于激光多普勒连续扫描的高效测试方法。将线段的坐

标变换引入激光连续扫描，发展了 1 种适合弯曲管路的激光连续扫描路径算法，使连续扫描激光振动测试应用于曲线结构，并进

行了试验验证。结果表明：对某发动机外部管路中的弯管进行了曲线激光连续扫描测试，获取了 1000 Hz 内的 2 阶模态，与商用激

光离散点扫描测试模态振型的相关性在 0.9 以上，验证了曲线连续扫描激光多普勒振动测试的可行性和准确性。连续扫描激光测

试的效率高、测点密集，对进一步工程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弯曲管路；激光多普勒；工作变形；连续扫描；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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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Method for Operational Deflection Shape of Curved Pipeline Based on Laser Continuous Scanning
ZHANG Gong 1袁 ZANG Chao-ping 1袁 ZHANG Rang-wei2袁 LI Fan1袁 WANG Xiao-wei1

渊1.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袁 China曰
2.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g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An efficient testing method based on laser Doppler continuous scanning was proposed for the vibration test work of an
external part of the curved pipeline of an engine.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of line segment was introduced laser continuous scanning. A
laser continuous scanning path algorithm was developed for curved pipeline. The continuous scanning laser vibration test was applied to the
curve structure袁and the test verification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ve laser continuous scanning test has been carried out
on the pipeline in the external part of the engine袁and the second order modes in 1000 Hz has been obtain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ode shape and the commercial laser discrete point scanning mode shape is above 0.9. The feasibility and accuracy of the vibration test of
the curve continuous scanning laser Doppler are verified. Continuous scanning laser test has high efficiency and dense test points袁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Key words: curved pipeline曰laser Doppler曰operational deflection shape曰continuous scanning曰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管路一般用于输送燃油、滑油和空气

等介质，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零件。长期以来，由于受

到转子不平衡力和风扇气动激励等外界激励，发动机

管路系统一直存在振动故障问题[1]。振动因素是发动

机导管及导管支架断裂的主要原因，因此，了解发动

机管路的动力学特性，对管路的结构优化设计和防止

管路故障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管路的动力学特性测

试通常采用传统的接触式加速度传感器或应变片进

行。加速度传感器的附加质量会影响测试结果的精

度，同时还存在传感器布置测点的数目有限、测点空

间的分辨率低和测试信息不完备等缺陷；而应变片粘

贴工艺复杂，并且难以测试管路振型，多用来分析管

路振动频率。近年来，扫描激光多普勒振动测试技术

（Scanning Laser Doppler Vibrometry，SLDV）凭借非接

触测试和测试便捷等优点得到发展并被广泛使用。

SLDV 测试是 1 种成熟的离散点扫描激光测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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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归一化坐标下标定点和

扫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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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效地测试结构频响函数，准确获取结构固有频

率、阻尼比及模态振型[2-5]。

虽然 SLDV 测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测点的密

集程度，但并未从本质上解决测点分辨率低的问题[6]，

且测试时间较长。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提出了连续扫

描激光多普勒振动测试技术 （Continuous Scanning

Laser Doppler Vibrometry，CSLDV）。CSLDV 测试通过

控制激光点在试验件表面以连续运动的方式采集振

动信号，通过相应的数据处理方法得到试验件测点密

集的工作变形（Operational Deflection Shape，ODS）。

CSLDV 测试在国外起步早，发展较为成熟，已实现了

梁[7]、板、圆盘[8]、叶片[9]和圆筒结构[10-11]的连续扫描测

试。国内陈强、宋安平等[12-13]实现了板梁结构的试验测

试；覃斌、李晖等[14-15]实现了圆筒结构的激光连续扫描

振动测试。但是在工程应用中，实际结构较为复杂，大

多不是简单的板梁结构，例如航空发动机外部管路具

有复杂的弯曲结构，使得激光连续扫描测振技术实用

性不强。

本文针对弯曲管路结构，根据曲线激光连续扫描

原理，进行了 ODS 测量和分析，并进行了方法验证。

1 曲线激光连续扫描工作变形测试方法

扫描式激光测振仪在激光前端配有 1 套轴线正

交的扫描镜片，分别由 2 个电极驱动，作为激光扫描

位置的执行机构，如图 1 所示。镜片的扫描角度由电

极的输入电压控制，并且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

琢x=SVx，琢y=SVy （1）

式中：琢x 和 琢y 为 X 和 Y 方向镜片的偏转角度；Vx 和

Vy 为 X 和 Y 方向电机的输入电压；S 为比例系数。

本 文 使 用 的 扫 描 式 激 光 测 振 仪 型 号 为

Polytec-PSV-400-3D，其比例系数 S=4毅/V。扫描镜片

偏转角度决定了激光扫描点的位置，并且一一对应。

曲线扫描路径计算的基础是线段的坐标转换。已

知水平线段两端坐标分别为 A（x1,0）和 B（x2,0），转换

后的端点坐标分别为 A '（x'1,y'1）和 B'（x'2,y'2），2 个线段

上的点一一对应，点集为映射关系。

转换后的坐标与转换前坐标可表示为线性变换

x'=a1+a2x，y'=b1+b2x （2）

式中：a1、a2、b1 和 b2 为转换系数。

将转换前后线段端点坐标带入式（2），得到

x'1=a1+a2x1

x'2=a1+a2x2
嗓 （3）

y'1=b1+b2x1

y'2=b1+b2x2
嗓 （4）

表示成矩阵形式为

x'1
x'2蓘 蓡= 1 x1

1 x2
蓘 蓡 a1

a2
蓘 蓡 （5）

y'1
y'2蓘 蓡= 1 x1

1 x2
蓘 蓡 b1

b2
蓘 蓡 （6）

可求得转换系数为

a1

a2
蓘 蓡= 1 x1

1 x2
蓘 蓡 -1 x'1

x'2蓘 蓡 （7）

b1

b2
蓘 蓡= 1 x1

1 x2
蓘 蓡 -1 y'1

y'2蓘 蓡 （8）

求得转换系数，即建立了 2 个点集之间的映射关

系。如发动机外部管路中弯管有 3 段直线和 2 段弯曲

部分，直线部分可在直线两端标记标定点，弯曲部分

则需要选择更多的标记点，用多段线段逼近曲线。在

曲线扫描中标定点就是进

行坐标变换线段的端点，2

个标定点之间的区域就是

进行坐标变换的线段。弯

管 UG 模型及其选择的标

定点如图 2 所示。

在激光线扫描测试中，路径被定义在归一化坐标

中，即 x缀[-1,1]，实际扫描区域为曲线，总的扫描长度

为各段扫描线段的总和，记为 l，根据每段扫描线段的

长度和总长度 l，将标定

点转换到归一化坐标中。

在归一化坐标中，标定点

和激光扫描点如图 3 所

示。激光为正弦速度扫

图 2 弯管 UG模型及

其标定点

图 1 激光扫描系统

Y 轴方向电机 X 轴方向电机

聚焦透镜

可移动透镜

激光束

扫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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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时间 /s

测点分辨率

CSLDV

2

0.0114

SLDV

182.4

0.03

表 1 CSLDV与 SLDV测

试时间及测点分辨率对比

图 11 弯管第 1、2阶归一化

工作变形

第 1 阶

第 2 阶

图 9 弯管连续扫描测试

第 1阶边带谱

图 10 弯管连续扫描测试

第 2阶边带谱

描，因此激光点之间的距离呈正弦规律变化。

10 个标定点将弯管分为 9 个区间，通过坐标变

换前后端点标定点的坐标，分别将 9 个区间内的归一

化坐标激光扫描点变换到实际坐标，得到沿管路的曲

线扫描线，如图 4 所示。后

期数据处理所得到的管路

工作变形也是在归一化坐

标下，同样依此法将归一

化工作变形转换为实际坐

标工作变形。

2 曲线管路测试试验验证

2.1 SLDV测试

为了验证曲线激光连续扫描测试方法的准确性，

选择 1 个方向进行激光 SLDV 和 CSLDV 测试，并将

SLDV 测试振型作为评价 CSLDV 测试的基准。

以某发动机外部部分弯曲管路作为研究对象，弯

管在模态测试中测点布置如图 5 所示。

测试采用力锤激励，使用橡皮绳悬挂弯管，弯管

总长为 0.57 m，模拟自由边界条件，共设置 19 个测

点，每个测点测试 3 次并取平均值，分析频率为 2000

Hz，测试时间为 182.4 s，测得第 1、2 阶固有频率分别

为 234.4、660.5 Hz。相应的模态振型如图 6 所示。图

中黑线为初始模型，蓝线为模态振型。

2.2 CSLDV 测试

设置激光曲线激光连续扫描测试距离为 1879.3

mm，测试时间为 2 s，采样率为 8192 Hz，通过测试软

件在实际管路相应位置上选取 10 个标定点，根据坐

标变换算法计算镜片扫描电压，使激光点以正弦速度

在结构表面做往返运动，同时，采集扫描路径上的振

动信息。采用力锤激励方法对弯曲管路实施激励，此

时激光连续扫描采集的弯曲管路振动速度信号是扫

描路径上的工作变形和扫描频率调制的振动响应信

号，如图 7 所示，对其时域信号进行解调得到的频谱

如图 8 所示。

弯曲连续扫描测试的频谱特征是以每阶固有频

率为中心、扫描频率为谱线之间的间隔形成的一系列

边带谱组成，固有频率即为中心谱线处的频率。将图

8 测试得到的弯管前 2 阶振动频率及其对应的边带

谱进一步分别用如图 9、10 所示。

使用文献[13]中提出的方法对边带谱进行解调获

取多项式系数并拟合成对应的归一化坐标下的振型，

最后经坐标变换就可获取实际坐标下结构的振型。

2.3 结果对比

弯管连续扫描工作变形分析是在归一化坐标内

进行的，参考图 4 的归一化坐标，设置[-1，1]内均匀

分布 50 个测点进行解调分析。弯管的第 1、2 阶模态

在归一化坐标的工作变形如图 11 所示。

CSLDV 与 SLDV 弯曲管路测试时间及测点分辨

率对比见表 1。从表中可见，与 SLDV 测试相比，

CSLDV 测试时间短、效率高，且测点分辨率高，可通

过增加信号解调时设置的测点提高测点分辨率。

从图 4 可见，通过坐标变换将归一化工作变形转

换到实际坐标下，并与 SLDV 测试振型的对比如图

图 5 弯管测点布置

第 1 阶

第 2 阶

图 6 弯管前 2阶模态振型

图 7 弯管连续扫描测试

时域信号

图 8 弯管连续扫描

测试频谱

图 4 实际坐标下标定点

和扫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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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所示。图中黑线为初始

模型，蓝线为 SLDV 测得

振型，红线为 CSLDV 测得

振型。

CSLDV 测试与 SLDC

测试相关分析见表 2。从

表中可见，2 种测试方法测试频率一致，振型相关性

较高，验证了曲线连续扫描测试方法的有效性。

3 结束语

本文研究了弯曲管路工作变形激光连续扫描测

试方法，用多线段逼近曲线，研究了曲线连续扫描路

径的坐标转换方法，并将冲击激励应用于弯管的曲线

连续扫描测试，有效获得了弯管的前 2 阶工作变形，

与 SLDV 测试振型具有很高的一致性，验证了激光曲

线连续扫描测试方法的有效性。本方法具有测点密

集、精度高、测试效率高的特点，是激光连续扫描测试

工程应用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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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阶

第 2 阶

图 12 CSLDV 和 SLDV

测试振型对比

阶次

1

2

CSLDV

234.2

660.6

SLDV

234.4

660.5

频差 /%

-0.07

0.01

MAC

0.97

0.91

频率 /Hz

表 2 弯管 CSLDV测试与 SLDV测试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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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某型航空发动机在高原地区起动成功率偏低的问题，基于发动机起动工作原理，分析了起动失速、转速悬挂、排气

温度超温等失败现象，得出失败是由剩余功率减小所致，制定了通过优化调整供油钉使发动机达到最佳油气比的调整方案，并采取

增大涡轮起动机输出功率、卸载液压、优化调整供油量等 3 项措施。同时进行外场试车验证，判读飞参，对比采取措施前、后的起动

数据。结果表明：采用调整方案后使发动机高原起动成功率提升 30%，保证了发动机的工作性能，满足了用户的使用要求。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高原起动；涡轮起动机功率；液压卸载；供油量调整

中图分类号：V23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4.015

Improvement Measures of Success Starting Rate of Aeroengine at Plateau area
LI Xiao-biao袁MA Zheng袁QIU Xu-mao袁GU Xue-hua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ow starting success rate of an aeroengine at plateau area袁the failure phenomena such as

starting stall袁rotating speed suspension and exhaust over temperature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engine starting.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failure was caused by the reduction of residual power. The adjustment scheme was worked out by optimizing the fuel
supply nail to achieve the best oil / gas ratio of the engine袁and three measures were taken to increase the output power of the turbo starter袁
unload the hydraulic pressure and optimize the fuel supply. At the same time袁the field test verification was carried out袁the flight parameters
were read袁and the starting data with and without the measures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ccess rate of engine plateau
starting is increased by 30% after the adjustment scheme is adopted袁which ensures the working performance of the engine and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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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高原起动试验是检验发动机性能、考

核发动机工作指标、验证发动机使用范围的重要手段。

国军标《航空燃气涡轮动力装置飞行试验要求》和《航

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机通用规范》等标准对航

空发动机高原起动试验的考核提出了具体要求[1-3]。然

而，随着高原地区海拔高度增加，空气密度和压力减

小，使得起动时进入发动机的空气质量流量减少，余

气系数减小，造成涡轮起动机功率、输出功率明显衰

减，使发动机起动困难，经常出现起动失速、转速悬

挂、超温等现象，或者起动时间偏长，严重影响日常训

练和任务的完成。

郭昕等[4]根据 GJB241 对航空发动机高、低温起

动及高原起动试验的要求，分析了高、低温及高原环

境条件对航空发动机起动性能的影响机理；李文峰等[5]

分析了高原起动存在的主要技术问题，介绍了小型可

移动式地面试车台试验设备，讨论了高原起动的试验

方法，研究了起动机和发动机的参数调整规律以及解

决发动机高原起动的途径；吴利荣等[6]针对某型发动

机高原起动过程中具有危险性大及变化规律复杂的

特点，提出了一种变记忆长度的小波变换多分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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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国外在航空发动机高原起动方面对我国进行严

格的技术封锁。

为了使航空发动机在高原地区能安全可靠地起

动，进行了某型航空发动机高原起动技术理论分析和

试验验证。

1 发动机起动原理

发动机地面起动是指在起动系统控制下，起动

机、涡轮按时序输出功率，克服消耗功率，使转子由静

止状态逐步达到慢车状态的过程。

发动机的地面起动通

常可分为 3 个阶段，如图 1

所示[7-8]。在开始的第 1 阶

段，起动机输出功率 NQ，克

服压气机消耗功率，带动

高压转子旋转，到达某一

转速或起动到某一时间

段，发动机燃烧室开始喷

油、点火。在该阶段，完全

靠涡轮起动机将高压转子带动到点火转速 ndh。第 2

阶段是起动机和涡轮共同输出功率（NQ＋NW）完成

的。起动机输出的功率逐渐减小，发动机转速由 ndh 上

升至 ntk，此时起动机脱开不再输出功率。在该阶段的

后半程涡轮输出功率已大于压气机消耗所需功率，但

为了保证起动的可靠性及缩短起动时间，起动机将继

续工作，与涡轮共同将转子转速提升至 ntk。第 3 阶段

是涡轮单独带转到慢车状态的阶段。从起动机脱开到

转子加速到慢车状态，完全靠涡轮输出功率 Nw 将转

子加速到慢车域[9-10]。

由发动机起动原理可知，起动过程的影响因素实

质上就是剩余功率提取（图 1 黑实线之间部分）的影

响因素。在高原起动时，大气密度和压力均减小，发动

机进口流量明显减少，造成涡轮、起动机输出功率衰

减，导致剩余功率减小，转子的加速度减小，起动时间

延长，起动温度升高[11-13]。

2 发动机起动性能表征量

发动机的起动性能主要用起动时间 tqd（从按下起

动按钮到高压转子转速达到规定转速所经历的时间）

来表征，在规定范围内 tqd 越短，起动性能越好。

结合发动机的数学模型，起动时间[14-15]为

tqd= 30仔
n2*

0乙 J驻p n2dn2 （1）

式中：J为高压转子转动惯量；Δp 为高压转子剩余功

率。

由式（1）可知，增大输出功率、减小提取功率，即

增大高压转子剩余功率 Δp，从而缩短起动时间，有

效改善起动性能。

3 发动机高原起动性能调整技术

综上所述，通过增大输出功率、减小提取功率即

增大起动有效功率有助于发动机起动。且由于高原空

气密度小，温差变化大，发动机空气流量比平原地区

显著减少，需要通过优化调整供油钉使发动机达到最

佳油气比。为此提出 3 项措施：增大涡轮起动机输出

功率、卸载液压、优化调整供油量。

3.1 增大涡轮起动机输出功率

高原空气压力低、密度小，导致燃气涡轮起动机

功率减小，带转发动机的能力降低。本次采用高原试

验所使用的起动机出厂功率均处于技术要求范围的

下限，在此状态下进行高原起动，导致发动机起动时

间延长，超温风险加大。

通过起动机调整钉 A 可以调整起动机最大供油

量，从而增大起动机功率。通过起动机调整钉 B 可以

调整起动机最大限制转速，当 A 钉不起作用时，可调

整B钉来增大起动机功率。试验表明：通过提高起动机

最大供油量和最高转速，可保证发动机正常起动。起动

机功率调整前、后发动机起动曲线如图2 所示。图中曲

线仅表示各参数的变化趋势，具体数值需结合飞参判

读，发动机在相对时间 7 时脱开（图 3～9 与此相同）。

从图 2 中可见，起动机功率调整前，发动机脱开

转速较低，相对起动时间为 11；起动机功率调整后，

图 1 发动机起动过程原理

图 2 起动机功率调整前、后发动机起动曲线

（a）起动机功率调整前 （a）起动机功率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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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脱开转速有所提高，相对起动时间为 8。结合

飞参具体数据，与调整前相比，脱开转速提高 20％左

右，起动时间缩短 27％左右。

3.2 卸载液压

在发动机起动时，通过接通液压泵上的卸压电磁

阀门使其供油压力降低，从而减轻起动过程液压负载

的作用。待发动机起动成功后断开液压泵上卸压电磁

阀门的电源，恢复液压泵供油压力，保证飞机液压控制

系统正常使用。采用该方案，可以在不影响液压系统正

常工作的前提下减小起动过程中的提取功率，从而增

大剩余功率。液压卸载前、后起动曲线如图 3 所示。

从图 3 中可见，在发动机起动试验时，液压卸载

前，发动机高压转子脱开后，上升缓慢，在起动后段处

转速悬挂不上升，起动失败；液压卸载后，高压转子转

速按规定持续升高，起动成功。

3.3 优化调整供油量

高原气压低、空气稀薄，从油气比合适的角度考

虑，应适当减少起动供油。发动机使用的燃气涡轮型

起动机在高原条件下会有一定的功率减小，带动发动

机加速能力减弱，使点火转速降低，为此，应减少起动

前段油量，避免前段富油，导致温度升高过快。同时，

由于高原气流量小，起动机脱开后，如果起动供油量

调整不合适，将严重影响燃烧室混合气的余气系数和

起动时涡轮前燃气温度，导致起动时间偏长甚至悬

挂。供油量调整钉 a 主要影响起动前段供油，往外拧

可减小供油量；调整钉 b、c 优化起动后段供油，可按

起动机脱开时刻至慢车时间判断，如该段时间较长，

调整钉应适当往里拧；反之则适当往外拧，避免起动

后段失速。调整钉 a 调整前、后起动曲线如图 4 所示；

调整钉 b、c 调整前、后起动曲线如图 5 所示。

从图 4 中可见，调整钉 a 调整前，起动前段富油，

在发动机起动前段时，发动机排气温度已达到极限

值，超温使起动失败；将调整钉 a 往外拧减油后，起动

成功。

从图 5 中可见，在发动机起动试验时，调整钉 b、

c 调整前，发动机高压转子脱开后，转速升高缓慢，在

起动后段处转速悬挂不升高，起动失败；调整钉 b、c

调整后，增加了后段供油量，高压转子转速按规定持

续升高，起动成功。

4 结束语

航空发动机高原起动成功率是检验发动机性能

的重要指标，对于保障用户日常训练和任务完成具有

重要意义。为保证发动机在高原地区的起动成功，拓

宽发动机的使用环境，本文分析了发动机起动过程的

各个阶段，剖析出剩余功率减小是高原起动失败的主

要原因，提出了提高涡轮起动机输出功率、液压卸载、

优化调整供油量等 3 项调整措施。经外场起动试验验

证，发动机起动成功率提升 30%，提升了发动机的使

用疆域。文中论述的改善发动机高原地面起动性能的

方法，对于确保发动机在高海拔地区的正常使用具有

重要意义。

图 3 液压卸载前、后发动机起动曲线

图4 调整钉a调整前、后发动机起动曲线

图5 调整钉b、c调整前、后发动机起动曲线

（a）液压卸载前 （b）液压卸载后

（a）调整钉 a 调整前 （b）调整钉 a 调整后

（a）调整钉 b、c 调整前 （b）调整钉 b、c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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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是当前民用航空运输市场的准入条件，也是适航法规规定的强制要求。为构建中国民用

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通过剖析中国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和对国际主流标杆企业的案例，

采用系统工程和流程建模的方法进行中国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总体架构设计。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包括流程架

构、标准架构、信息化架构、技术研究架构等核心要素；其核心业务由客户支援、工程技术、技术出版物、航材支援、培训与大修 /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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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世界上的民用发动机主制造商往往无法从

发动机销售中获利，其主要盈利来自发动机服务过程

（如发动机备件销售和发动机大修服务）。据统计，GE

公司发动机利润的 60%以上来源于其售后服务。

2017 年，全球航空发动机维修业务市值已达 300 亿

美元，预计未来 10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4.9%，是增长

最快的业务单元[1-3]。然而，民用航空发动机系统高度

复杂，对安全性、可靠性、经济性、维修性有着极高的

要求，其核心技术属于发动机主制造商核心商业机

密，所以航空公司须依赖发动机主制造商向其提供及

精准的服务保障，以维持其机队的安全稳定运行。目

前，包括 GE、RR、PW 公司在内的发动机制造商均建

立了完备的运行支持体系，为航空公司提供涵盖产品

全生命周期的各项客户服务，实时响应发动机运行过

程中产生的各项需求[4-5]。此外，为进一步提高飞机产

品的市场竞争性，飞机主制造商也对发动机等主要系

统供应商提出建立完备的运行支持体系的要求，并列

入其重点考核标准。因此，建立完备的发动机运行支

持体系已成为目前民用航空发动机市场的基本准入

条件。

另外，适航法规不仅对航空器产品的设计、制造

等提出要求，对产品的持续安全运行和维修也提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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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要求，MD-FS-AEG006《航空器制造厂家运行支持

体系建设规范》中规定：建立运行支持体系是航空器

制造厂家的基本责任[6]。民用航空发动机是航空器上

极其重要的系统，并且因其高度复杂性与较高的技术

门槛，在投入使用后的运行支持服务都是由发动机制

造厂商独立提供给航空公司的，因此发动机制造厂商

同样需构建完善的运行支持体系以持续保障发动机

投入使用后的运行安全。此外，其它与发动机运行支

持 相 关 法 规 包 括 CCAR33 部 33.4、33.5 条 款 ，

CCAR121 部、145 部、147 部等。安全稳定的运行是航

空公司首要关注的事项，由于发动机故障造成的飞机

延误或停场甚至事故将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发动机主

制造商必须尽早建立相应的运行支持体系以确保发动

机产品符合TC 取证和后续持续安全运行的要求。

1 问题与挑战

中国民用航空发动机的自主研发起步较晚，缺乏

从全寿命周期的视角对产品进行全盘考虑、系统设计

的经验，存在“重科研生产，轻运行使用”的问题，尤其

在产品投入使用后的技术支持、运行监控、航材保障、

维修大修、技术出版物、培训等领域，技术基础更显薄

弱，相关的业务流程、标准规范、技术储备几乎空白。

缺乏完备有效的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已成

为制约国产民用航空器发展的瓶颈问题。

而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运行支持体系的建立不是独

立的，其与产品设计保证体系、制造保证体系紧密相

关。比如，发动机运行支持保障过程中所需提供的航

线检查、在翼维护、运行监控与故障诊断等服务保障

内容，均需在产品研发的早期设计阶段考虑，需通过

设计保证体系予以落实。而目前中国民用航空发动机

设计和制造保证体系的建设刚刚起步，缺乏前续型号

的经验积淀，同样处于边摸索边建设的境况。这为运

行支持体系的建设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其次，国内

与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架构设计与建设相

关的研究几乎空白，也没有可以借鉴的成功产品型号

经验。运行支持体系的总体架构、包含的业务内容、业

务组合以及开展各类业务的方式均需要逐一研究明

确；再次，目前缺乏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建

设和未来运转所需的相关行业标准与规范，而这无疑

将影响到体系运转的一致性、规范性，为发动机持续

适航带来诸多挑战；此外，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

体系的建立涉及到诸多核心服务产品开发，如发动机

高附加值部件的修理工艺、运行监控与视情维修等，

这些服务产品的开发需要有完备的发动机运行支持

基础技术支撑，而目前尚未有清晰的发动机服务产品

技术路线图；最后，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的

建立离不开相应的资源保障，如运行支持体系所需的

信息化 IT 架构、基础设施、设备工具、人力资源与组

织架构等均需要研究和明确。以上问题与挑战，对于

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国内类似参考的新兴企业来说无

疑是非常困难的。

2 标杆企业分析

目前，全球大型航空发动机市场主要由 GE、RR、

PW 公司以及它们的合资企业垄断。因此，研究这些

企业的运行支持体系将有助于国产民用航空发动机

运行体系的顶层架构设计。国际主流发动机制造商的

运行体系虽各有特点，但通过数十年客户服务经验的

累积和相互竞争，已经基本划定了国际民用航空发动

机主流服务产品和业务内容，同时又根据各自的特点

和能力特长发展出了部分有特色的特殊服务项目。其

中，主流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发动机运行

支持工作的核心是围绕发动机维护、维修与航材保障

等开展的各种售后服务，因此国外主流发动机厂商也

习惯称之为“售后服务”或“维修服务”体系）所包含的

的业务内容与业务组合主要为 6 个方向：客户支援、

工程技术、技术出版物、航材支援、培训和大修 / 维

修，具体内容如下[4-5]：

（1）客户支援。

拥有遍布全球的客户支援网络，包括 7×24 h 客

户服务中心、客户服务经理和现场代表；通过客户服

务网站提供各种在线服务；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发动机

租赁服务等。

（2）工程技术。

通过先进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系统提供发动机监

控、故障诊断和机队管理服务；提供在翼维修支援，包

括飞机停场（Aircraft On the Ground，AOG）支援；开发

并提供维护维修工具。

（3）技术出版物。

提供各种格式的技术出版物以及相关技术资料

和数据，并定期维护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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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航材支援。

提供新件、旧件、产品升级套装，以及航材租赁、

回购等服务。

（5）培训。

建立广泛的客户培训网络，针对客户需求提供多

层级、多种培训项目选择。

（6）大修 / 维修。

建立并管理维护、修理和大修 (Maintenance，

Repair&Overhaul，MRO)网络，提供发动机大修、零部

件修理和附件维修服务。

此外，按飞行小时收费的定制化的综合性服务包

已经成为上述 4 大国际主流发动机制造商的共同选

择，如 GE 公司的 OnPoint 和 TrueChoice，RR 公司的

TotalCare（如图 1 所示），Snecama 公司的 CFM Service

等。特色服务项目包括：GE 公司的质量技术检查，RR

公司品种丰富的金融服务，PW 公司的燃油消耗优化

解决方案（EcoFlightTM），Snecma 公司的发动机报废处

理服务等。

3 运行体系架构设计方法

3.1 以系统工程方法构建运行支持体系

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的构建需与产品

的设计研发与生产制造过程紧密结合，且要按系统工

程的思路从产品研制初期就介入，并贯穿整个产品研

制过程。按照系统工程方法构建的典型民用航空发动

机产品的设计研发 V 模型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

按照系统工程方法[7]进行产品研发时，在研发的最开

始（V 模型的最左端，即建立需求架构的阶段）就需同

步将服务产品的开发需求（绿实线部分）与实物系统

开发需求一同定义，而后随着产品功能架构的分解将

需求分配给各子专业予以落实并进行相应的产品开

发与生产制造；而在 V 模型的右端，服务产品与实物

产品需同步验证与确认；在产品交付后（V 模型最右

端），产品的服务提供与生产提供也需结合在一起进

行，并将发动机服役过程中的问题及时反馈给研发端

进行优化与改进。

按照系统工程思路进行服务产品开发及与之相

匹配的运行支持体系构建有 2 点好处：（1）可以确保

在产品设计上充分考虑运行的需求，包括符合运行规

章要求、适合预期的使用环境、能有效控制使用和维

修成本等；（2）可以确保在产品全寿命周期内将运行

支持体系与设计、制造体系紧密结合，同步开展实物

产品与服务产品的需求定义、开发迭代与持续改进，

使运行支持体系可与设计、制造体系一同随着产品的

研发过程成熟完善，部分解决因设计、制造体系不成

熟给运行支持体系建设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

3.2 以业务流程为核心构建运行支持体系

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包含业务流程、标

准规范、基础技术、信息化 IT 架构、基础设施、设备工

具、人力资源与组织架构等多维度的诸多要素，这些

要素之间又存在关联关系，本文以发动机运行支持业

务流程为核心，应用 IDEFO 流程建模框图工具，将这

些要素进行逻辑关联和架构重构。以业务流程为核心

的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构建如图 3 所示。

图 3 以流程为核心的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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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支持体系的核心是支撑其开展各项业务工

作的流程，通过梳理业务流程活动、使能项、控制项以

及输入输出接口关系，就可以系统地将相关标准、需

要攻克的技术难点以及流程实施所需的软硬件资源

条件梳理清楚并进行关联。比如，在某一级流程的建

设中，为使流程能够按照统一的要求规范地执行并达

到预期目标，就需有流程执行操作的标准、控制标准

以及测量标准；为建立流程执行中所需的方法或技术

方案，就需要进行技术风险评估并开展技术攻关；为

保障流程能够高效执行，就需要梳理该流程执行中所

需的基础设施、信息化工具、设备工具；而流程是由人

来执行和完成的，这就需要梳理流程执行所需的人力

资源以及相应的技能水平，当需要大量多个专业、不

同层级的专业人员时，就需要考虑相应的组织架构设

计。这仅仅是从“微观”视角针对某一级单一流程的梳

理，当所有这些要素按照各自属性、业务架构进行归

集整合时，就形成了保证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

系稳定高效运转所需的流程架构、标准架构、技术研

究架构、信息化 IT 架构、资源保障体系、人力及组织

架构等，从而形成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的整

体蓝图。

4 运行支持体系架构设计

4.1 总体业务架构

基于上文所述的运行支持体系构建思路，通过对

国际标杆企业的分析研究，初步构建民用航空发动机

运行支持体系总体业务架构，如图 4 所示。

运行支持体系包括 6 个业务板块，分别是：客户

支援、工程技术、技术出版物、航材支援、培训、大修 /

维修，各板块的主要业务内容如下：

（1）客户支援：建立并维护良好的客户关系，根据

客户不同需求，开发一站式服务计划，向客户提供各

种优质的服务或服务组合包，以及超越客户预期的定

制化、一体化解决方案；调配整合企业内外各类资源，

构建发动机运行支持网络，形成全球化的客户服务能

力；设定服务产品商务模式，核算各项服务产品成本与

定价，树立具有企业特色的发动机客户服务产品品牌。

工程技术：在产品研发过程中，负责构建发动机

产品维修工程分析体系，制定产品维修计划和维修方

案，梳理维修资源需求，提供故障解决方案，开发维修

工具与地面支援（Ground Support Equipment，GSE）设

备，进行维修方案验证；在产品服役过程中，为客户提

供发动机运行支持所需的工程技术支援，包括维修技

术指导、7×24 h 快速响应、AOG 支援、发动机运行监

控、热点问题报告、机队可靠性监控等，并向发动机研

发方提供产品改进设计建议、维修成本分析结果等。

技术出版物：负责产品技术出版物的开发与维

护，为客户提供满足适航要求和发动机运行使用要求

的技术出版物，主要内容包括技术出版物的编制、验

证、交付、维护与构型管理等。

航材支援：负责发动机航材支援服务产品设计与

开发，及时向客户提供运行所必需的航材，构建航材

支援服务网络，不断优化航材支援商务模式。

培训：负责发动机培训类服务产品设计开发，为

客户提供高质量、客户化的各类发动机培训，使客户

可以按照技术出版物进行产品的日常使用和维护。

大修 / 维修：是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的核心业务

点之一，负责为客户提供大修维修服务，并根据客户

需要构建 MRO 网络。

4.2 流程架构

根据上述运行支持体系总体业务架构，构建民用

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流程架构，如图 5 所示。流

图 4 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总体业务架构

·客户关系管理
·客户服务经理
·客户服务协议履约管理
·担保索赔管理
·EIS 计划与实施
·备发支援
·服务网络规划与建设
·新服务和服务包开发
·……

·维修工程分析
·7×24 快速响应
·现场代表
·AOG 支援
·发动机状态监控
·发动机健康管理
·机队管理
·工程数据管理
·……

·技术出版物编写与验证
·技术出版物发布与交付
·技术出版物客户化
·技术出版物培训与咨询
·全寿命周期技术出版物
修订与更新
·……

·备件支援
·GSE 和工具支援
·航材包服务
·二手件服务
·航材仓储与物流
·航材租赁

·理论培训
·操作培训
·在线培训
·培训机构管理
·……

·发动机大修
·零部件深度维修
·成附件修理
·GSE 和工具开发
·先进维修工艺开发
·维修机构管理
·……

培训

大修
维修

航材
支援

技术
出版物

工程技
术服务

客户
支援

图 5 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流程架构

1.客户支援

客户管理
客户支持
市场和销售支援
增值服务

工程数据管理
工程数据分析
技术支持
维修技术需求分析

原数据分析
技术出版物编制与发布
技术出版物交付
技术出版物体系建设

2.工程技术

3.技术出版物

4.航材支援

备件服务
采购与供应商管理
物流与仓储管理
旧件翻新

5.培训

培训网络建设
培训教学管理
培训服务支持
教学支持管理

6.大修维修

发动机大修维修
MRO 网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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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架构分为 3 个层级，第 1 层级为业务级，包含客户

支援、工程技术等所有 6 个业务板块；第 2 层级为业

务组，由每个业务板块根据业务类别进一步细分而

成，整个运行支持体系共有 22 个业务组；第 3 层级为

流程级，为各业务组所包含的各项业务，再细分为若

干可执行流程。

其中客户支援业务板块包括客户管理、客户支

持、市场和销售支援、增值服务 4 个业务组；工程技术

业务板块包括工程数据管理、维修工程分析、技术支

持、维修技术需求分析 4 个业务组；技术出版物业务

板块包括源数据分析、技术出版物编写与发布、技术

出版物交付、技术出版物体系建设 4 个业务组；航材

支援业务板块包括航材服务管理、采购与供应商管

理、物流与仓储管理、旧件翻新管理 4 个业务组；培训

业务板块包括培训网络建设、培训教学管理、培训服

务支持、教学支持管理 4 个业务组；大修维修业务板

块包括大修维修业务、大修维修服务供应网络管理 2

个业务组。

4.3 标准架构

根据业务板块和流程架构，并参考欧洲航空航天

设 备 制 造 商 协 会 （Association Europeene des

Constructerurs de Materriel Aerospatial , AECMA）的 S

系列标准（如图 6 所示）以及美国航空运输协会（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ATA）相关标准，设计民用航空

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标准架构，如图 7 所示。共计包

含客户支援、工程技术、技术出版物、航材支援、培训

以及大修 / 维修 6 类标准子体系。

其中与工程技术和大修 / 维修紧密相关的维修

工程分析类标准，主要参考 S3000L[8]、S4000P[9]制定；

技术出版物标准主要参考 S1000D [10] 与 ATA2200[11]、

ATA2300[12]制定；航材支援主要参考 S2000M[13]制定；

使用数据和维护数据反馈主要参考 S5000F[14]；培训主

要参考 S6000T（待发正式发布）；运行支持领域的术

语规范参考 SX001G[15]。

4.4 信息化架构

根据业务与流程架构，以高效服务客户、高效协

同供应商、高效管理业务为目标，构建运行支持体系

信息化顶层架构，如图 8 所示。共分技术架构、数据架

构与应用架构 3 个层级。其中技术架构层主要为支撑

各类信息化平台运行的信息技术，主要包括大数据处

理与存储、互联网 + 技术、虚拟现实增强等；数据架构

层主要是运行支持体系运转所需的各种类别数据的

管理，如工程研发数据、发动机运行数据等；应用架构

层主要是支撑各主要业务模块和业务流程运行的信

息化平台与工具，如维修工程分析平台、技术出版物

编制平台、培训平台等，以及与客户交互的门户系统，

与飞机制造商、供应商、适航机构沟通的协同平台等。

图 8 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信息化架构

图 6 S系列标准体系架构

使用和维护数据反馈

系
统
和
保
障
设
备
设
计

使用数据

设计数据

设计数据

设计数据

保障性
分析

LSA 数据

任务数据

S3000L

S4000P

SX001G

预防性
维修分析

供应

初始供应数据子集

提供数据

S2000M

S1000D

S5000F

订购管理

IETM（交互式电子技
术手册）其他媒体

技术
出版物

服
役
期
使
用

后勤物资
和数据

图 7 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标准体系架构

SA 客户资源标准

SAA 服务实施标准

SAB 客户服务供应商管理标准

SAC 服务协议管理标准

SAD 服务开发标准

SAE 客户资源通用标准

SC 技术出版物标准

SCA 技术出版物编制标准

SCB 技术出版物通用管理标准

SCC 技术出版物质量管理和验证标准

SCD 技术出版物构型管理标准

SCE 技术出版物交付标准

SCF 技术出版物数据管理标准

SE 培训标准

SEA 培训通用标准

SEB 培训教材标准

SEC 教员标准

SED 培训实施标准

SB 客服工程技术标准

SBA 客服工程数据管理和构型管理标准

SBB 维修工程分析标准

SBC 客服工程技术支援标准

SBD 机队管理标准

SD 航材支援标准

SDA 航材资料与技术文件标准

SDB 航材资源实施标准

SDC 航材仓储与物流管理标准

SDD 航材供应和供应商管理标准

SF 大修维修标准

SFA 维修文件管理标准

SFB 维修通用管理标准

SFC 维修人员管理标准

SFD 维修施工标准

出版物服务、监控服务、订单服务、支援服务、技术响应服务、
SB/SL 服务、培训服务、大修服务、机队数据服务、账单服务、索赔服务。

租赁公司 航空公司

外部门户系统（客户服务门户网站） 客户服务协同平台

飞机制造商 供应商 适航机构

OA 系统、PDM 系统、项目管理系统、试验管理系统、风
险管理系统、档案系统、产品研发平台、产品提供平台等

供应商管理平台、维修资源管理平
台、适航管理平台、飞发协调平台

对内 - 管理平台对外 - 服务平台

技术出版物 航材支援服务
誗技术出版物编制软件誗SB/SL 编写软件

誗航材管理平台

客户支援服务

誗维修实施运营管理平台
誗维修资源计划管理平台
誗工程文件管理平台
誗内部培训和人员技术档案管理平台

誗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誗发动机维修成本测算软件
誗发动机定价管理软件

誗综合后勤保障分析工具
誗快速响应管理平台
誗发动机状态监控平台
誗虚拟维修仿真软件

誗培训教材编制软件
誗培训管理平台

工程技术服务

培训服务

MRO

应用
架构

数据
架构

技术
架构

企业服务总线

管理数据 工程数据 运行数据 知识库
人力数据、财务数据、资产数据、
项目管理数据、质量管理数据、
供应商管理数据、……

需求数据、设计数据、
制造数据、试验据、服
务数据、……

监控数据、机队可靠性数
据、客户机队运营数据、故
障数据、使用数据……

材料、设计与工艺资源、四
性与适航、专利、科技文
献、情报资料……

服务器 存储 大数据处理 虚拟化桌面 商密网 互联网 金航网 卫星 /通讯基站 灾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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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技术研究架构

上文所述的业务流程、维修方案、技术标准、信息

化平台等业务架构的构建均需相应的技术储备支撑。

根据运行支持体系建设和服务产品开发的需求将这

些技术研究进行整体安排与系统筹划，形成民用航空

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的技术研究架构（即技术攻关路

线图），如图 9 所示。在架构设计中，首先按照系统工

程方法将需求逐级向下分解，然后根据各层级需求梳

理出需攻关的关键技术，而后根据各关键技术与服务

产品研发、业务模块建设的支撑关系进行分类，再根

据关键技术互相之间的内在支撑关系将各关键技术

进行逻辑关联，最终形成较为完整的技术研究架构。

以上运行支持体系所包含的的各类业务架构内

容，需要大量的研制保障条件和服务工程人员，并辅

以相应的组织保障，而这些需要根据发动机主制造商

的企业架构与业务模式进行设计，限于篇幅，本文不

再详述。

图 9 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技术研究架构

5 总结

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是市场选择与适

航安全要求的必然结果，“适航决定准入，市场决定生

死”。本文通过剖析中国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

系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对国际主流标杆企业开展研

究，并参考相关国际规范，初步构建中国民用航空发

动机运行支持体系总体架构，总结如下：

（1）采用系统工程方法进行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

支持体系设计，可以有效地将运行支持体系与设计、

制造保证体系结合，并减少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不确定

因素；

（2）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需包括总体业

务架构、流程架构、标准架构、信息化架构、技术研究

架构以及保障其建设的研制保障条件、人力资源与组

织架构等核心要素，采用流程建模方法进行体系设

计，可以有效地将各要素逻辑关联与整合重构；

（3）民用航空发动机运行支持体系总体业务包括

客户支援、工程技术、技术出版物、航材支援、培训与

大修 / 维修 6 个主要业务模块，可涵盖目前国际主流

发动机客户服务业务的全部内容；

（4）运行支持体系的流程架构分为 3 级，包含服

务产品开发与运行支持相关的 6 个业务板块、22 个

流程组以及若干可执行流程，而相应的标准体系架

构、流程信息化架构、技术研究架构均根据业务板块

和流程框架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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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型号装备研制中所提出的寿命指标含义不清晰的问题，基于 GJB 451 和 GJB 451A，梳理分析了与寿命

相关的参数，进一步明确了各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寿命与故障关系等。分类分析了个体寿命和总体寿命，明确型号装备寿命指

标对应的是装备总体寿命指标。对于型号装备耐久寿命的验证，介绍了 2 种耐久寿命验证试验类型，明确耐久性试验利用极小样本

个体寿命鉴定总体寿命的关键在于合理选择经验系数。针对型号装备长期寿命指标缺少有效验证手段的问题，提出了加速寿命试

验和加速耐久性试验 2 种加速验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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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the meaning of lifetime index was not clear in the development of aeroengine model equipment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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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分析（Reliability Centered

Maintenance,RCM）理论认为，定时翻修对提高复杂装

备的可靠性几乎不起作用，但是对于以耗损型故障模

式为支配地位的装备可显著提高其可靠性。因此，目

前在型号装备研制中，仍会规定翻修期、使用寿命等

相关寿命指标。装备在整个研制过程中，需考虑寿命

指标的实现与验证。装备设计寿命能否满足研制要

求，不仅影响装备的经济性，也显著影响其可靠性和

安全性。

目前装备寿命相关参数较多，文献[1-2]研究涉

及了航天器在轨寿命指标；文献[3]描述了寿命、使用

寿命、设计寿命、维护寿命、经济寿命、替代寿命和市

场寿命等寿命相关术语概念；文献[4]从不同分类角度

介绍了工作寿命和存储寿命、有轨道寿命和有效工作

寿命、平均寿命和可靠寿命、设计寿命、评估寿命和实

际寿命等寿命概念。不同的研究者对相同寿命参数的

定义存在不一致之处，典型的如前苏联军标 13377 将

存储寿命定义为“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存储及运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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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时间，在此期间内及存储后的规定参数值，应

保持在规定的范围内变化”；GJB 451A 则将存储寿命

定义为“产品在规定的存储条件下能够满足规定要求

的存储期限”。

在设计、分析和验证环节，存在诸多寿命参数及

对其概念理解不清的问题，将严重影响装备寿命设计

与验证。为了理清不同寿命概念内涵，本文从相关国

军标出发，对标准中规定的寿命相关参数进行对比分

析，明确其概念内涵。梳理 2 类加速寿命验证方法，分

析其应用特点，为耐久寿命指标的验证提供支持。

1 寿命参数定义及其分析

1.1 寿命参数定义

装备寿命指标属于可靠性指标范畴，GJB 451 [6]对

寿命相关参数进行了定义，GJB 451A 对其定义进行了

更新，并增加了4 个寿命相关参数，具体内容见表 1。

由于寿命参数较多，大量的寿命参数基于国军标

中所列的参数衍生而来，且具有专用性。为了简化研

究，统一认知，本文主要对国军标中相关寿命参数进

行分析，以便依据国军标开展产品寿命设计、分析和

验证时，能够有着统一的理解，便于不同产品层次协

调工作。

1.2 寿命参数相关性分析

根据表 1 中耐久性定义，总寿命、使用寿命、储存

寿命、首次翻修期和大修间隔期都是耐久性相关寿

命。可靠寿命与耐久性无必然的相关性，但可综合表

征寿命和可靠性的关系。

使用寿命可作为确定产品首次翻修期和大修间

隔期的基值。总寿命为首次翻修期加上多次翻修间隔

期以及最后一次翻修到报废的时间。总寿命从产品启

用时计时，所以不包括储存寿命。储存寿命、总寿命、

首次翻修期和大修间隔期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装备在使用条件下可发生决定产品寿命终结的

失效，在非工作条件下也可以发生决定产品寿命终结

的失效，2 种条件下装备失效的机理不同且相互之间

无显著相关性，因而总寿命、首次翻修期和大修间隔

期除了用工作时间度量外，也经常同时以日历时间度

量，二者以先达者确定产品到寿。

2 装备故障与寿命

寿命与故障是对立统一的，没有故障也就没有寿

命，因此有必要对故障进行分类分析，以便明确寿命

与故障的关系。

2.1 故障统计规律

大多数简单产品的故障率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2

所示，俗称浴盆曲线。浴盆曲线描绘了产品故障率随

时间变化的 3 个阶段：早期故障阶段、偶然故障阶段

和耗损故障阶段。

2.2 故障与耐久寿命

偶然故障阶段是产品的主要工作阶段，决定其使

图 1 储存寿命、总寿命、首翻期和翻修间隔期关系

表 1 GJB451 和 GJB451A 中相关寿命参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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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寿命长短。进入耗损故障阶段，预示着产品即将到

寿。若装备故障主要由其组成产品的耗损故障支配，

则可通过对该产品的定时维修、更换等预防性维修措

施，延长装备的总寿命。除了支配性耗损故障外，装备

也可能存在其他次要耗损故障，若定期维修仅更换支

配故障耗损装备，则意味着每次维修后，失效率较前

稳定期的有所提高，直至失效率达到装备报废阈值，

装备到寿，如图 3 所示。

若装备具有多种耗损故障，且没有支配性耗损故

障，每个耗损故障对应的寿命有一定的差距，如图 4

所示。以存在 3 类耗损故障为例，最短寿命故障首次

在 t11 时刻发生，修复后第 2 次在 t12 时刻发生，再次修

复后在 t13 次发生，第 2 短寿命故障模式和第 3 短寿

命故障模式分别于 t21 时刻和 t31 时刻首次发生，修复

后分别于 t22 时刻和 t32 时刻再次发生，从图 4 中可明

显看出很难制定翻修间隔期。

将图 4 在时间尺度上放大，3 类故障多次交替发

生，一段时间后，装备单位时间内发生的故障次数近

似恒定不变，如图 5 所示。实际上对于复杂装备，无论

其组成部件故障是否属于耗损故障，当出现故障即更

新部件时，一段时间稳定后，装备故障时间都接近于

指数分布，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将这种情况称为

“复杂产品无耗损区”[7]。如果稳定期该失效率满足可

靠性要求，则只要不出现致命故障，则装备无耐久寿

命约束。

2.3 故障与可靠寿命

可靠寿命与耐久性无绝对相关性，只要存在失效

的可能，即使不存在耗损故障区，装备也存在与可靠

度相关的可靠寿命。存在耗损故障区的装备可靠寿命

曲线，在可靠度由 1 开始降低时，对应的可靠寿命迅

速增加，在可靠度降低至某一区域时（耗损故障区），

对应的可靠寿命基本保持不变。从这一特点可见，当

装备存在耗损区时，其可靠寿命与耐久寿命基本一

致，可以利用可靠寿命度量耐久寿命。装备进入耗损

故障区时，即开展预防性维修可以牺牲装备较低的剩

余价值（耐久寿命）获得较高的装备可靠性。不存在耗

损故障区的装备可靠性曲线则不存在此特征，如图 6

所示。

可靠寿命与故障类型无关，因此在验证可靠寿命

时，需明确装备是否存在耗损故障区，以避免利用偶

然阶段故障率评估具有耗损故障区的装备可靠寿命，

造成对耐久寿命的误解。利用处于浴盆曲线偶然故障

阶段的产品失效率，计算装备可靠寿命，可能得出远

大于装备的耐久寿命。例如电子装备储存偶然故障阶

段，其失效率可达到负七次方量级，可靠度为 0.9 对

应的可靠寿命为 120 a，而实际上元器件的存储寿命

可能仅 15～20 a[8]。当装备存储时间超出了元器件存

储寿命期时，耗损故障占装备故障主要部分，电子装

备整机失效率远大于偶然故障阶段失效率，其批量装

备可靠度为 0.9 时，对应的总的存储时间应远小于

图 3 预防性维修条件下装备的失效率与时间关系

图 4 多种耗损故障共存的故障分布

图 5 复杂产品故障分布

图 6 存在耗损故障区和不存在耗损故障区的可靠寿命

与可靠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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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a。

3 个体寿命与总体寿命

无论是使用寿命还是储存寿命，国军标中给出的

定义主要针对装备个体，属于装备个体寿命。决定装

备个体寿命有 2 种情况，一种是出现从技术上还是经

济上都不宜修复的故障，即 GJB 451 中提及的不可修

故障；另一种是随着装备的翻修，装备故障率越来越

高，翻修产生的效益已不抵不过维修、使用产生的成

本，即经济上不宜再修复。无论是何种情况，由于个体

组成材料、制造工艺、所处环境、使用条件等的差异

性，导致每个个体寿命都是不一样的。

对于不可修产品而言，不同个体寿命概率分布构

成总体寿命分布。对于可修产品来说，由于每个个体

寿命是不同的，首次翻修期或翻修间隔期也是不同

的。但是对于批产产品而言，为了便于统一维修，批产

产品规定的首翻期或翻修间隔期都是唯一的。总体寿

命分布不再由个体寿命构成，而是由整个使用阶段的

翻修间隔期加上最后一次翻修后个体剩余寿命概率

分布构成，如图 7 所示。

图 7 选用产品寿命具有集中分布的特点，其总体

寿命分布内任何时刻都可能发生产品故障，根据 GJB

451 中定义，可事先确定判定到寿的失效率阈值，即

人为选择某一时刻，作为装备总体寿命。

对于不具有集中分布的装备寿命，不宜开展定期

维修策略的，也就不宜选定某一时刻作为装备总体寿

命。典型的如寿命服从指数分布的装备，定期翻修不

仅不会提高装备可靠性，浪费翻修件剩余的使用价

值，而且可能引入早期故障，降低装备的可靠性。

个体寿命是随机的，总体寿命是确定的。对于型

号装备来说，在设计阶段，需要 1 个明确的寿命指标，

以指导其开展设计。因而型号装备的寿命指标应是总

体寿命指标。总体寿命由个体寿命决定，但不能随意

选用某个体寿命度量总体寿命。

4 寿命验证

4.1 寿命验证概述

对于有翻修期、使用寿命和存储寿命等耐久寿命

指标要求的装备，在定型前需要验证其寿命是否满足

规定的要求。GJB 451A 中定义了 2 类寿命相关试验：

寿命试验和耐久性试验，均可用于验证装备耐久寿命

是否满足要求。其中，寿命试验是为了测定装备在规

定条件下的寿命所进行的试验；耐久性试验是指在规

定使用和维修条件下，为评估和验证装备是否达到规

定的耐久性要求所进行的试验；从定义上看，寿命试验

属于寿命测定试验，耐久性试验属于寿命考核试验。

相对于寿命测定试验，耐久性试验具有试验时长

短，试验样本量少（一般 2 个）等特点，因而在工程应

用中，耐久性试验常用于对型号装备耐久寿命的考核。

通过对文献[9]所提出的工程经验法中的无故障寿

命估计公式进行变形处理，可确定耐久性试验时长

T=T0·K （1）

式中：T 为每台试验件试验时间；T0 为耐久性指标要

求；K 为经验系数，具体数值由承制方和使用方协商

确定。

耐久性试验能够利用极小样本个体寿命估计总

体寿命的关键在于合理选择经验系数。顾名思义，经

验系数的取值主要凭借经验，主观性强，据此开展的

鉴定试验可信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针对该问题，

文献[10]基于威布尔分布对寿命评估公式中的经验系

数进行了理论分析，将经验系数与试验样本数、威布

尔分布的形状参数，规定的可靠度以及置信度联系起

来。由于威布尔分布描述型号装备耗损失效分布具有

广泛的适用性，因而该文献中所提出的方法同样具有

广泛的适用性。利用文献中所提出的方法，计算经验

系数的理论值，可提高利用极小样本个体寿命鉴定型

号装备总体寿命（可靠寿命）是否满足研制要求的可

信性。

对于耐久性寿命要求不高的型号装备，寿命试验

和耐久性试验均可用于验证耐久性寿命指标。但是对

于具有长期耐久寿命要求的型号装备，传统的寿命验

证方法需要耗费大量的试验时间，在定型前基本无条

件开展此类验证试验。

对 2 类试验采用加速的方式开展，可大大缩减试

验时间，使得定型前长期耐久性寿命验证称为可能。

采用加速的方式开展的寿命试验称之为加速寿命试

图 7 批产产品翻修期与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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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采用加速的方式开展的耐久性试验可称之为加速

耐久性试验。目前，利用加速寿命试验或加速耐久性试

验验证型号装备长期耐久寿命的技术尚不成熟，下文

仅对 2 类方法进行简单介绍，为工程应用提供参考。

4.2 加速寿命试验

按照应力施加方式的不同，可将加速寿命试验分

为恒定应力加速寿命试验、步进 / 步退应力加速寿命

试验、序进应力加速寿命试验等。其中恒定应力加速

寿命试验和步进应力加速寿命试验技术最为成熟，已

在国军标中推荐使用[11]。

基于恒定应力加速寿命试验和步进 / 步退应力

加速寿命试验评估装备寿

命的简要流程如图 8 所

示。为保证评估的准确性，

应力水平至少设计有 3 级

应力，且每个应力水平上，

均要求有一定量的试样样

本，以便能够利用样本个

体寿命准确估计总体寿

命，试验样本量要求较高。

加速模型是连接应力和总体寿命特征参数的纽

带，基于该模型，可利用加速应力条件下的装备总体

特征寿命外推自然使用 / 贮存条件下装备的总体特

征寿命。常用的加速模型有阿伦尼斯模型、艾琳模型、

逆幂律模型和 Coffin-Manson 等模型。此外，也可以借

助灰色模型[13]、神经网络模型[14]等预测算法，直接利用

试验数据，挖掘寿命特征量与应力的关系，无需事先

确定适用的参数模型。

4.3 加速耐久性试验

加速耐久性试验具有耐久性试验的所有优点，且

通过加大试验应力，可显著缩短耐久性试验时长，能

够在定型前鉴定具有长寿命指标要求的型号装备。实

施加速耐久性试验，需要事先确定加速载荷谱及其加

速因子，以确定等效耐久性试验所施加的加速载荷和

试验时长，其基本工作流程如图 9 所示。

通过收集、实测和仿真任务载荷等方法，获得实

际任务载荷数据，并对其进行处理，编制 1 个周期的

实际任务载荷谱。基于任务载荷谱，确定目标应力下

的加速因子，可编制等效 1 个周期实际任务载荷谱的

当量加速载荷谱，以实施加速耐久性试验。

加速因子的准确性，直接决定了加速耐久性试验

的有效性。如条件许可，应开展摸底寿命试验，确定不

同应力条件下装备的特征寿命，进而确定装备加速因

子。如未积累同类装备加速因子，也无条件开展寿命

摸底试验，则可通过分析计算确定装备加速因子。

对简单产品，分析计算加速因子开展的研究较

多，对于复杂装备则少有研究。有 1 种理论认为，装备

寿命取决于其组成寿命最短的部件，即寿命薄弱环

节，只要保证该部件寿命满足要求，则装备寿命即可

满足要求，该方法称为薄弱环节法。按该方法，可将计

算复杂装备加速因子转化为计算简单产品加速因子。

通过分析计算装备加速因子，需要借用经验数据

确定模型参数[15]，通过分析确定阿伦尼斯模型为适用

模型，借用经验激活能，计算半导体元件的加速因子；

若事先已知装备寿命分布，也可以基于加速因子对应

的寿命特征量关系，通过预计不同应力条件下装备的

寿命特征量，计算装备加速因子[16]。

通过分析计算，确定装备加速因子，其准确性难

以保证，在后续装备使用过程中，应通过正常使用 /

储存数据，对加速因子进行修正，积累适用的加速模

型和加速因子，为后续装备寿命验证提供基础。

5 总结

对 GJB 451 和 GJB 451A 中规定的寿命相关参

数进行了梳理分析。对标准中的耐久寿命、可靠寿命

和故障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明确耐久寿命指标仅适用

于具有支配型耗损故障的装备。可靠寿命与故障类型

无关，在验证可靠寿命时，需明确装备是否存在耗损

故障区，以避免利用偶然阶段故障率评估具有耗损故

障区的装备可靠寿命，造成对耐久寿命的误解。对个

图 8 基于加速寿命试验评

估产品寿命的简要流程

图 9 加速耐久性试验验证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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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寿命与总体寿命进行了分类分析，明确型号装备寿

命指标为总体寿命指标，在耐久寿命验证时，应考虑

到个体寿命的随机性。对于耐久寿命的验证，分析了

寿命验证 2 种试验类型，强调了耐久性试验的优点并

指明利用极小样本个体寿命估计总体寿命的关键在

于合理选择经验系数，同时给出了经验系数理论分析

的参考依据。对于具有长期寿命指标的型号装备寿

命，建议并简单介绍了加速寿命试验和加速耐久性试

验两种加速验证方式。通过以上分析，为统一型号装

备设计人员对寿命指标的理解提供参考，为开展型号

装备长期耐久性寿命的验证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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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某型航空发动机低压涡轮转子初始不平衡量超限问题，根据机件形位误差与不平衡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计算分

析，得出当支承锥盘与盘片组件间形位误差和低压涡轮盘片组件定位基准误差处于极限值且为不利组合时，引起的转子不平衡量

值远大于或接近 7500 g·mm 限制值。根据计算结果，并按照效率最高原则及科研装配经验，制定了排除低压涡轮初始不平衡量超

限流程，实践检验方法有效。研究结果表明：控制转子定位基准误差，减小组合件装配形位误差，根据转子不平衡量数值调整机件间

安装相位，是降低和优化转子初始不平衡量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初始不平衡量；形位误差；装配；低压涡轮；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19.04.018

Calculation Analysis and Elimination of the Initial Unbalance Overrun of Low Pressure Turbine
SUN Gui-qing袁SUN Hui-jie袁ZHAO Zhe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overrun problem of initial unbalance of an aeroengine low pressure turbine rotor袁the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influ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metric error and unbalance of aircraft parts. It was concluded that
when the geometric error between the supporting cone and the disc assembly and the positioning datum error of the low pressure turbine
disc assembly were at the limit value with unfavorable combination袁the caused rotor unbalance amount was much larger than or close to the
limit value of 7500 g窑mm.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ion results袁the maximum efficiency principle and the experien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ssembly袁the flow path of eliminating the initial unbalance of low pressure turbine was constituted袁and the practical test method was
effectiv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improving the datum error of the rotor positioning袁the geometric error of the assembly parts and the
installation phase among the components based on rotor unbalance value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reduce and optimize the rotor initial
un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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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转子不平衡是航空发动机的主要激振源，直接影

响发动机可靠性及其部件使用寿命，在发动机装配中

需要设计严格的装配、平衡工艺来控制转子初始不平

衡量和剩余不平衡量[1-5]。其中，初始不平衡量是转子

装配后、平衡前转子存在的不平衡，其量值过大会使

最终平衡好的转子内部仍存在不平衡力或不平衡力

矩[6-7]，在转子高速运转过程中形成较大的转子内部应

力，进而破坏转子本身的平衡状态，引起整机振动过

大等故障。针对初始不平衡量控制，文献[8-9]基于各

单件不平衡量提出了优化各级盘角向装配位置方法；

文献[10-12]基于转子部件跳动测量，利用转子不同

心度和不平衡量双目标优化原则，得到更优化的初始

不平衡量。但在工程实践中，受各单件及组合装配的

不平衡量、不同心度测量完整性、准确性限制，部分转

子仍然会出现初始不平衡量超限问题。

某型航空发动机低压涡轮转子出现初始不平衡

量超限问题，由于缺少有效方法，在排除过程中往往

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不仅延误装配周期，而且反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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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端面跳动倾斜引起的

偶不平衡影响

图 2 端面跳动倾斜引起的

静不平衡影响

拆会增加机件损伤风险。本文通过计算和分析机件形

位误差对不平衡量的影响，形成了相应的超限处理流

程，为快速排除及在装配中抑制转子初始不平衡量超

限提供了具体指导。

1 问题描述

某型航空发动机低压涡轮转子平衡组件主要由低

压涡轮轴组件、低压涡轮转子组件、低压涡轮静子组件

组成，前 2 者构成低压涡轮转子平衡组件的主要部分，

如图1 所示。平衡组件采用盘鼓式结构，低压涡轮轴组

件通过转子支承锥盘与低压涡轮转子组件连接在一

起，转子支承锥盘的上部

连接在第 3、4 级盘的伸臂

之间，下部固定在低压涡

轮轴的转接盘上，转子各

级涡轮盘采用精密螺栓在

盘的伸臂处连接和定心。

低压涡轮转子平衡要求如下：首先对低压涡轮各

级盘片组件进行静平衡，在各级盘片平衡至残余不平

衡量不大于 400 g·mm 后，进行低压涡轮转子平衡组

件组装，以图 1 中的基准 A、B 为支点，在卧式平衡机

上进行低压涡轮动平衡。要求在 C、D 2 处（安装螺栓

处）初始不平衡量都小于 7500 g·mm，否则，需要将低

压涡轮分解到零件状态，重新进行装配和动平衡，直

至初始不平衡量达到要求为止。

在实际中，低压涡轮转子时常出现初始不平衡量

超限的情况（见表 1），已成为制约科研生产的关键环

节，亟待分析解决。

2 技术分析

为减小平衡机、平衡工装、叶片活动量等因素造

成的测量不稳定性，在平衡工艺及生产操作中测量结

果均要求使用 4 次测量的矢量平均法，通过多台份低

压涡轮转子平衡试验分析，不平衡量随机误差均在

215 g·mm 以内。同时，在低压涡轮转子组件前、后修

正面分别加蜡检查测量的准确性，试验结果也在要求

范围内。因此，装配工艺方法应是影响初始不平衡量

超差的主要因素。

影响初始不平衡量的因素主要包括单件残余不

平衡量、单件定位基准、机件间装配相位角度、连接螺

栓拧紧顺序、拧紧力矩大小等[13]，对于单件残余不平

衡量合格，固化连接螺栓拧紧顺序、拧紧力矩数值等

工艺规范情况下，单件定位基准、机件间装配相位是

影响转子初始不平衡量的主要装配参数。从低压涡轮

转子平衡组件结构来看，当盘与轴间、支承锥盘与盘

片组件之间、盘与盘之间定位基准误差较大且装配相

位角度不利时，就会使得平衡组件惯性轴与旋转轴间

偏差超出合理范围，造成转子初始不平衡量超差。

3 初始不平衡量影响计算

3.1 定位基准对初始不平衡量影响公式

在一般情况下，转子不平衡由 2 类基本不平衡混

合而成，即：静不平衡与偶不平衡。静不平衡是中心主

惯性轴仅平行偏离于（转子）轴线的不平衡状态；偶不

平衡是中心主惯性轴与（转子）轴线在质心相交的不

平衡状态[14]。

按照“Balancing Ma-

chines：Tooling Design Cri-

teria”（SAE ARP4163）标准
[15]，定位接口对转子不平衡

量的影响分为：（1）定位接

口柱面跳动引起的静不平

衡；（2）定位接口端面跳动

引起的静不平衡（如图 2 所

示）；（3）定位接口端面跳动

引起的偶不平衡（如图 3 所

示）。计算公式分别为：

定位接口柱面跳动引

起的转子组件静不平衡量

URS=M× aR
2

（1）

式中：M 为转子组件质量；aR 为定位接口柱面跳动引

起的转子组件静不平衡量。

定位接口端面跳动引起的转子组件静不平衡量

UAS=M× aA
2

× L
RD蓸 蔀 （2）

表 1 初始不平衡量超差台份示例

后修正面

7200 g·mm<126°

2109 g·mm<140°

8204 g·mm<118°

前修正面

8280 g·mm<87°

8417 g·mm<357°

10023 g·mm<234°

台份

1

2

3

平衡结果

前修正面超限

前修正面超限

前、后修正面超限

图 1 低压涡轮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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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低压涡轮结构参数

参数

盘片转子组件质量（包含支承锥盘）M1 /kg

5 级盘片组件质量（不包含支承锥盘）M2 /kg

低压涡轮轴定位接口柱面跳动 aR /mm

低压涡轮轴定位接口端面跳动 aA /mm

5 级盘片组件相对支承锥盘柱面跳动 aPR /mm

5 级盘片组件相对支承锥盘端面跳动 aPA /mm

盘轴定位接口定位半径 RSD /mm

支承锥盘定位螺栓所在分布圆半径 RZ /mm

盘片转子组件修正面修正块平均分布半径 RAV /mm

盘轴定位接口端面至盘片转子组件重心的轴向距离 LS /mm

支承锥盘定位接口端面至盘片转子组件（不包含支承锥盘）

重心的轴向距离 LG /mm

2 修正面间距离 LK /mm

修正面 1 距离重心位置 LK1 /mm

修正面 2 距离重心位置 LK2 /mm

数值

172

138

≤0.02

≤0.02

≤0.10

≤0.10

138

276

264

64

28

222

107

115

式中：aA 为定位接口端面跳动；L 为定位接口端面至

转子组件重心的轴向距离；RD 为定位接口定位半径。

定位接口端面跳动引起的转子组件偶不平衡量

UAC=M×RC× aA
2

× RC
RD蓸 蔀 （3）

式中：RC 为转子组件修正面修正块分布半径。

3.2 转子组件初始不平衡量影响计算

低压涡轮结构参数见表 2。分别对盘与轴间、支

承锥盘与盘片组件间、盘片组件间装配相位角度最不

利影响进行分析计算。

3.2.1 盘与轴间影响计算

根据式（1），代入数据计算可得盘轴定位接口柱

面跳动引起的盘片转子组件静不平衡量最大值 USRS=
M1×aR/2=1720 g·mm。

根据式（2），盘轴定位接口端面跳动引起的盘片

转子组件静不平衡量最大值 USCS = M1×aA/2×（LS /
RSD）=798 g·mm。

又根据式（3），盘轴定位接口端面跳动引起的盘

片转子组件偶不平衡量最大值 UCSAC=M1×RAV×aA/2×
（RAV /RSD）=868675 g·mm2，偶不平衡 UC 的计算式为

UC=ULK （4）

式中：U 为 2 个平面上的相对不平衡量大小；LK 为 2

个平面间的距离。

按照式（4）可得单面不平衡量 USAC=3913 g·mm。

不平衡量在校正平面内侧（质心不对称的内质心

转子，如图 4 所示）的校正方法为

UperA=(Uper伊LB)/L
UperB=(Uper伊LA)/L （5）

式中：UperA、UperB 分别为 A、
B 校正平面上的许用剩余

不平衡量；Uper 为（总）许用

剩余不平衡量（在质心平

面）；LA、LB 分别为从质心

平面到 A、B 校正平面的距

离；L 为支承跨距。

根据式（5），单个修正面最大静不平衡量 UperCS=
（USRS+USCS）×LK2/LK=1304 g·mm。

当定位基准引起的盘片转子组件最大静不平衡

UperCS 和最大偶不平衡 USAC 处于最不利组合时，最大

值为 UperCS+USAC=5217 g·mm。

3.2.2 支承锥盘与盘片组件间影响计算

在最不利情况下，支承锥盘柱面跳动引起的 5 级

盘片组件（不包含支承锥盘）静不平衡量最大值为

UPRS=M2×aPR/2=6900 g·mm。

支承锥盘端面跳动引起的 5 级盘片组件（不包含

支承锥盘）静不平衡量最大值为 UPAS=M2×aPA/2×（LG /
RZ）=700 g·mm。

支承锥盘端面跳动引起的 5 级盘片组件（不包含

支承锥盘）偶不平衡量最大值为 UCPAC=M2×RAV×aPA /
2×（RAV /RZ）=1742400 g·mm2，根据式（4），单面不平

衡量为 UPAC=7849 g·mm。

根据不平衡量在校正平面内侧的校正方法（式

（5）），单个修正面最大静不平衡量 UperCS=（UPRS+UPAS）
×LK2/LK=3937 g·mm。

当支承锥盘与盘片组件之间形位误差引起的盘

片转子组件静不平衡 UperCS 和偶不平衡 UPAC 处于最不

利 组 合 时 ， 单 个 修 正 面 不 平 衡 量 最 大 值

UperCS+UPAC=11786 g·mm。

3.2.3 盘片组件间影响计算

为了减小装配后的残余不平衡力和力矩，第 1～

5 级盘片组件优化组合装配要求如下：根据已标记好

的第 1、2、3 级盘片的剩余不平衡量，将剩余不平衡量

相对小的 2 级盘的重点位置放在同一角度，剩余不平

衡量最大的 1 级盘的重点位置放置在相对 180毅方
向；第 4 级盘片剩余不平衡量重点位置与第 1、2、3 级

图4 质心不对称的内质心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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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低压涡轮平衡超差

处理流程

盘片中剩余不平衡量最大

的 1 级盘重点位置相同；

第 5 级盘片剩余不平衡量

重点位置与第 4 级盘重点

位置相对 180毅，具有 3 种

低压涡轮盘片组件组合可

能，如图 5 所示。因此，在

最不利情况下，盘片组件

剩余静不平衡量最大值

UPSS=800 g·mm，根据式

（5），单个修正面最大不

平衡量为 UperCS=UPSS×LK2 / LK=414 g·mm。

如果按上述工艺方法装配后，跳动值不符合要

求，则按照满足跳动值相位安装，若跳动值合格但盘

片组件剩余不平衡量相位处于最不利组合时，盘片组

件剩余静不平衡量最大值为 2000 g·mm，单个修正面

不平衡量最大为 1035 g·mm。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可知，转子支撑锥盘与盘片组

件间、低压涡轮盘轴间装配结果对初始不平衡量影响

较大，主要原因为：（1）低压涡轮轴定位基准由于半径

较小，盘片转子组件修正半径相对较大，使得盘片转子

组件不平衡量对盘轴间装配相位角度特别敏感；（2）转

子支撑锥盘与盘片组件间形位误差要求相对较大。

因此，预先控制转子初始不平衡量以防止超差的

主要方法包括：

（1）严格控制低压涡轮 5 级盘片转子组件相对转

子支承锥盘的柱面跳动、端面跳动等装配精度，应尽

可能小（根据以往实践经验不应超过 0.05 mm），在装

配相位角度上，端面跳动优先于柱面跳动；

（2）应用装配优化技术对低压涡轮轴、转子支承

锥盘、各级盘的几何要素进行准确测量后，利用组合

优化算法保证装配后组件端面跳动和柱面跳动最优，

转子初始不平衡量尽可能小。

4 初始不平衡量超限排除流程

应用装配优化技术是控制转子组件初始不平衡

量的根本方法，相应地需要研发工艺装备和软件算法

进行试验验证，相对而言周期较长，成本较高。当低压

涡轮转子平衡组件初始不平衡量超限时，按照机件装

配先后顺序及分解检查工作量最小原则制定流程，可

快速排除初始不平衡量超差问题。低压涡轮平衡超差

处理流程如图 6 所示。

为检查盘片组件间

及盘轴间装配到位情况，

可以在平衡机上检查第 1

级盘前和第 5 级盘后端

面跳动，如果跳动值超过

0.15 mm，则说明存在装

配不到位情况，需要分解

检查。

前、后修正面不平衡

量相位小于 90毅时，判定

静不平衡为主模式，反

之，判定偶不平衡为主模

式。

根据研究制定的低

压涡轮转子初始不平衡

量超差排除流程，应用 6

台次发动机进行平衡验

证，不平衡量超差均全部得以排除（见表 3）。

5 结论

本文针对某型发动机低压涡轮转子初始不平衡

量超限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制定了排除流程，经过

实践检验有效。得到了如下结论：

（1）转子机件定位基准是影响初始不平衡量的重

要因素，在生产实际中，可通过优化转子组件的装配

相位，减小定位基准误差带来的不平衡量影响。

图 5 低压涡轮盘片组件

组合形式

表 3 平衡结果对比

排除后

4200 g·mm<359°

4440 g·mm<296°

4280 g·mm<256°

6080 g·mm<88°

7303 g·mm<95°

3201 g·mm<243°

4973 g·mm<277°

1754 g·mm<133°

6973 g·mm<189°

2217 g·mm<339°

4120 g·mm<75°

5910 g·mm<270°

排除前

8280 g·mm<87°

7200 g·mm<126°

8417 g·mm<357°

2109 g·mm<140°

10023 g·mm<234°

8204 g·mm<118°

3715 g·mm<5°

7982 g·mm<292°

9813 g·mm<261°

4116 g·mm<203°

9731 g·mm<216°

3578 g·mm<87°

台份

1

2

3

4

5

6

排除措施

转子支撑锥盘调转

180°（静不平衡）

低压涡轮轴调转

180°

转子支撑锥盘调转

180°（偶不平衡）

低压涡轮轴调转

180°

低压涡轮轴调转

180°

低压涡轮轴调转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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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用转子定位基准误差影响不平衡的计算公

式，可对转子各定位基准影响进行计算，识别出重要

部位并排序，制定出针对性的工艺控制措施。

（3）在工艺设计阶段，应做好转子初始不平衡量

超差排除预案，对于提高现场生产快速反应能力、识

别及控制质量风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装配优化技术是未来航空发动机精益化、智能化装配

的必由之路，可延伸至零部件生产、故检检测等上游

工序，按照优化需求提供精确完整的技术数据，为装

配优化实施提供充分的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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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持续适航维修是保证民用航空发动机安全运行的重要环节。为了给评估维修品质提供参考依据，应用因素分析法，基于

卡方检验方法和广义 Logistic 模型，提出了 1 种民用航空发动机持续适航维修特性评估方法。选取具有研究意义的国内主要航空

公司近 20 年来民用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硬物冲击损伤持续适航维修记录数据，参考发动机维修手册中硬物冲击损伤的分类与维

修方法对风扇叶片硬物冲击损伤持续适航维修特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维修特性涵盖的发动机类型、损伤类型与损伤处理方式等

关键因素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特定的损伤类型更倾向于采用确定的损伤处理方式以满足持续适航要求。研究结果与航空

公司持续适航维修方案一致，该评估方法能够为民用航空发动机持续适航维修方案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工程技术参考。

关键词：持续适航；民用航空发动机；维修特性；因素分析法；广义 Logistic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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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tinued airworthiness maintenance is an important link to ensure the safe operation of civil aviation engine.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valuating maintenance quality袁an evaluation method for continued airworthiness maintenance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
aviation engine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factor analysis method袁chi-square test method and generalized Logistic model. The record data
of the continued airworthiness maintenance of civil aviation engine fan blade hard objects impact damage was selected which had the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 in the major domestic airlines in the past 20 years.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maintenance method of hard
object impact damage in engine maintenance manual袁the continued airworthiness maintenance characteristics of hard object impact damage
of fan blade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n obvious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ngine type袁damage type and damage
treatment mode covered by maintenance characteristics. Specific damage types are more likely to adopt definite damage treatmen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ontinued airworthiness.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inued airworthiness maintenance scheme of
airlines. This evaluation method can provide a certain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continued airworthiness
maintenance scheme of civil aviation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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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民用航空发动机在全寿命周期内，必须满足适航

要求。适航分为初始适航和持续适航[1]。在国际民航组

织《适航手册》（Airworthiness Manual DOC9760）中给

出了持续适航的详细解释：持续适航涵盖了为保证航

空器在全寿命期间的任何时候遵守现行有效的适航

要求、并处于安全运行状态的所有工作过程。其中，维

护和维修是保证持续适航的重要手段之一[2]。

美国和欧洲具备成熟的民用航空器制造能力，基

于积累的大量数据，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持续适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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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相关学者围绕适航体系的符合性验证和适航条例

的执行细节开展了一些工作[3-5]。中国适航体系研究集

中在初始适航理论构建与适航符合性验证等，在民机

材料结构设计、机载设备、使用环境等的符合性验证

方面得到了一些研究成果[6-8]。但是，中国持续适航领域

研究进展缓慢，主要集中在持续适航文件制定[9]、条款

验证[10]等方面，以及基于数据的持续适航性能研究[11]。

民用航空发动机维修是为保证发动机及部件在

设计可靠性和安全水平上持续执行预定功能而进行

的工作[12]。维修特性指用于描述维修工作的核心内容

与关键指标，可以根据适航阶段分为初始适航与持续

适航。维修特性包括但不限于维修可靠性数据、维修

间隔、维修方式、故障类型、排故措施等。中国民用航

空发动机的维护维修严格执行 OEM 提出的要求，在

持续适航维修工程领域尚未形成技术体系。持续适航

维护维修关键技术依赖于发动机运行过程中形成的

大量数据，航空公司虽然拥有大量数据，但很少对其

挖掘分析，另外，单一航空公司难以形成具有研究价

值的样本量规模，而不同航空公司之间数据共享受到

各种限制。因此，收集中国民航发动机维护维修数据，

开展对持续适航维修特性评估方法研究，具有一定的

工程应用价值。

本文应用因素分析法，基于卡方检验和广义

Logistic 模型等，构建了 1 种持续适航维修特性的评

估方法，并对国内民用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维修记录

数据进行筛选和分析评估。

1 持续适航维修特性评估方法

民用航空发动机持续适航维修过程贯彻以可靠

性为中心（Reliability Centered Maintenance，RCM）的

维修理论[12]，即 RCM 原理。RCM 原理强调预防性维

修的理念，希望能够从大量维护维修数据中找到维修

特性的某种规律，进而指导持续适航过程中的预防性

维修工作。

持续适航维修特性影响因素大致分为 2 类：设计

阶段决定的设计因素和使用过程外界环境造成的使

用因素。本文中维修特性的评估也将围绕上述 2 类影

响因素展开，具体包括 3 个步骤：

（1）对某关键指标的持续适航维护维修记录数据

进行预处理，包括：对数据缺失值进行筛选，将数据种

类标准化，确定指标特征，对大量数据中值得关注的

数据采用聚类方法进行处理等。在对数据预处理之

后，采用因素分析法建立对影响持续适航维修特性各

因素的评估方法。

聚类方法考虑持续适航维修数据中具有较为明

显量化特征的数据，采用 k 均值原型聚类的算法，假

设聚类结构能通过 1 组原型刻画，利用目标使平方误

差最小化，即有[13]

min
C

K

k=1
移

x軆i缀Ck

移||x軃i-滋軈k||2
2

（1）

式中：x軃i 为给定的样本集；Ck 为假设的聚类的簇划分；

滋軈k=
1
|Ck| x軆i缀Ck

移x軃i，为簇 Ck 的均值向量。

（2）构建持续适航维修中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相

关程度分析模型。主要通过实际调研和分析，确定相

关因素的类型，从收集的维修记录中筛选此类因素，

建立相关程度分析的数学模型，得到不同参数的相关

程度系数，进而判断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

在数学模型的选择方面，根据具体数据在数理统

计分析特性中的样本容量与理论频数，分别采用皮尔

逊卡方检验、连续性校正的卡方检验和 FISHER 确切

概率法。具体如下：当样本容量 n>40，且理论频数

T>5 时，用皮尔逊卡方检验；当 n>40，但 1<T<5 时，用

连续校正的卡方检验；当 n<40 或 T<1 时，用 FISHER

确切概率法。通过特定的检验方法，得到代表相关程

度的参数值，进而判断不同参数的相关程度。

（3）构建持续适航维修中不同因素之间的差异化

程度分析模型。在已经确定的影响持续适航维修不同

因素的基础上，基于广义 Logistic 模型，假设某类样本

量最大的数据具有更为可信的分布规律，将其它类型

的影响因素与其进行广义 Logistic 模型的预测分析，

研究不同影响因素的差异化程度，挖掘影响因素之间

的深层数据关系。

广义 Logistic 模型可用于 2 总体的判别分析，对

总体分布的条件限制较弱，适用于多类型的数据。其

标准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14]如下

g（x）= 琢姿e-姿x

（1+e-姿x）琢+1 （2）

式中：自变量 -∞<x<∞，琢>0，为增长速度因子；姿 为

形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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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用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硬物冲击损伤

民用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外

来物的冲击损伤现象（Foreign Object Damage，FOD），

外来物冲击损伤根据损伤源可分为软体冲击损伤和

硬物冲击损伤。其中，硬物冲击损伤表现为常见的缺

口、凹坑、刻痕等局部的机械损伤。

统计整理了近 20 年来航线和大修厂工作过程中

保留的共计 1765 例 FOD 数据，涵盖的发动机类型有

CF34、CFM56-3、CFM56-5、CFM56-7、TRENT700 和

V2500 等 16 类发动机。有效数据应包含较为完整的

能够描述维修特性的可量化的信息，并能够形成一定

的样本量规模。

从中选取样本量最大的 6 类发动机的数据，包括

的 发 动 机 类 型 有 CF34、CFM56-3、CFM56-5、

CFM56-7、TRENT700 和 V2500，最终样本量确定为

355 例[15]。

风扇叶片硬物冲击损伤根据损伤后的表现形式，

参考发动机维修手册的定义，可分为凹坑（dent）、撕

裂（tear）、缺口（notch）、刻痕（nick）、弯曲变形（bent）5

种类型。另外，在航空公司维修数据中，有些数据未能

明确说明损伤类型，此类数据定义为“不能确定

（unknow）”，最终，风扇叶片损伤类型分为 6 种[16]。

不同损伤类型采用的损伤处理方式也不同，针对

硬物冲击损伤，航空公司持续适航维护维修过程中常

见的处理方式包括未超标放行、打磨维修、更换叶片

3 类。3 类损伤处理方式如下：

（1）未超标放行：损伤类型与损伤尺寸在发动机

维修手册的允许范围内，一般采用直接放行，保留一

定的飞行循环观察。如果遇到材料缺失会登记材料缺

失清单，作为定检或返厂修理时的参考依据。

（2）打磨维修：超过放行标准，但又在手册维修范

围标准内的损伤，一般采用打磨的维修方式，打磨后

的损伤尺寸满足修理手册标准要求即可放行。

（3）更换叶片：对于超出手册规定的损伤类型，或

超出维修范围标准的损伤，采取直接更换叶片的维修

方法。更换叶片要考虑配平要求，一般采用成对更换、

顺序调整或装配配重螺钉等方法。

将确定的 355 例样本量数据按照发动机类型、损

伤类型、损伤处理方式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布结果

如图 1 所示。

3 持续适航维修特性评估

风扇叶片硬物冲击损伤持续适航维修特性评估

主要考虑的设计因素和使用因素有发动机类型、损伤

类型和损伤处理方式。

3.1 损伤类型与损伤处理方式

3.1.1 相关程度评估分析

355 例样本量按照损伤类型与损伤处理方式统

计数据见表 1。

采用连续性校正的卡方检验计算相关程度，卡方

值 字2=81.95，显著性 p<0.001，达到显著，说明发动机

损伤类型与损伤处理方

式之间存在相关性，关

联 度 系 数 Cramer'sV=
0.387，为中等程度关联。

每类发动机损伤类

型中损伤处理方式百分

比分布如图 2 所示。

从图中可见，不同

损伤类型的损伤处理方

图 1 发动机类型、损伤类型、损伤处理方式统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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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发动机损伤类型与损伤处理方式统计

未超标放行 更换叶片 打磨维修

1.0

0.8

0.6

0.4

0.2

0

CFM56-5 CFM56-7 TRENT700 V2500CFM56-3CF34

不
能
确
定

凹
坑

刻
痕

撕
裂

弯
曲
变
形

缺
口

不
能
确
定

凹
坑

刻
痕

撕
裂

弯
曲
变
形

缺
口

不
能
确
定

凹
坑

刻
痕

撕
裂

弯
曲
变
形

缺
口

不
能
确
定

凹
坑

刻
痕

撕
裂

弯
曲
变
形

缺
口

不
能
确
定

凹
坑

刻
痕

撕
裂

弯
曲
变
形

缺
口

不
能
确
定

凹
坑

刻
痕

撕
裂

弯
曲
变
形

缺
口

损伤类型

图 2 发动机损伤类型中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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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出现了明显的区分度：

（1）缺口损伤的维修方式更倾向于打磨维修，而

未超标放行与更换叶片 2 种维修方式的百分比大致

相当。相比缺口损伤，凹坑与刻痕 2 种损伤类型采用

未超标放行的情况更多。说明在 3 种损伤中，缺口损

伤容易使风扇叶片超出维修标准，在实际维护维修中

更值得注意。

（2）撕裂损伤的表现形式决定了其无法采用打磨

维修的维修方式，而只能直接更换叶片。

（3）弯曲变形相对于其它损伤类型而言未超标放

行的比例最高，这是由于硬物冲击损伤造成的风扇叶

片弯曲变形量往往较小，一般符合未超标放行的要求。

3.1.2 差异化程度评估分析

对损伤类型与损伤处理方式的差异分析采用广

义 Logistic 模型的回归分析方法，将样本量最大的缺

口损伤且采用打磨修理损伤处理方式的样本量作为

对照组的基准样本量。通过将其它损伤类型和损伤处

理方式与其对比分析，找出之间的差异性。

广义 Logistic 模型回归分析方法首先进行估计参

数的判断，若只有常数项的无效模型与最终模型的拟

合标准值存在显著变异，且显著性明显，则模型具有

拟合意义。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结果见表 2。

从表中可见，最终模型与只含有常数项的无效模

型相比，变异由 118.226 下降到 38.2，似然比卡方检

验显著性 p<0.001，说明至少有 1 个自变量的系数不

为 0，模型有意义。

损伤类型与损伤处理方式差异分析参数估计结

果见表 3。

从表中可见，弯曲变形损伤比缺口损伤更高概率

采用未超标放行的处理方式，存在差异量（B=2.278，
字2=4.798，p<0.05），其中回归系数 B=2.278 表示弯曲

变形损伤采用未超标放行处理方式的概率是缺口损

伤类型的 2.278 倍。

另外，撕裂损伤相比缺口损伤更倾向于采用更换

叶片的处理方式，撕裂损伤采用更换叶片处理方式的

概率是缺口损伤类型的 5.579 倍。

3.2 发动机类型与损伤处理方式

风扇叶片的设计与制造工艺会存在较大差异，以

至于对风扇叶片的损伤容限也有很大不同。因此，统

计分析发动机类型与损伤处理方式之间的关系，能够

对发动机预防性维修工作提供有效的技术参考。

3.2.1 相关程度评估分析

将 355 例样本量按照发动机类型与损伤处理方

式统计，数据分布见表 4。

采用连续性校正的卡方检验计算相关程度，卡方

值 字2= 34.556， 显 著 性

p<0.001，达到显著，说明

发动机类型与损伤处理

方式之间存在相关性。

关联度系数 Cramer'sV=
0.231，为中等程度关联。

每个发动机类型中

损伤处理方式所占百分

比分布如图 3 所示。

3.2.2 差异化程度评估分析

发动机类型与损伤处理方式的差异化程度评估

分析选择统计样本量最多的 CFM56-7 系列发动机且

采用打磨修理损伤处理方式的样本作为对照组的基

准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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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拟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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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卡方值

80.026

自由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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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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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总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结果

发动机型号

CF34

CFM56-3

CFM56-5

CFM56-7

TRENT700

V2500

合计

未超标放行

5

4

46

33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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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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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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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发动机类型与损伤处理方式统计

未超标放行

更换叶片

Intercept

弯曲变形

缺口

Intercept

撕裂

缺口

损伤处理方式 a 回归系数

-1.297

2.278

0b

-1.890

5.579

0b

标准误差

0.183

0.385

0.234

2.276

Wald 卡方值

50.191

35.032

65.165

6.009

自由度

1

1

0

1

1

0

显著性

0

0

0

0.014

表 3 发动机损伤类型与损伤处理方式差异分析结果

注：a.参照分类，缺口损伤且采用打磨修理；b.参照对象，由于本身

为参照对象，所以其参数设定为 0，无法估计。

图 3 发动机类型中损伤处理

方式百分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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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型号

CF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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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0

5

21

打磨维修

17

3

31

67

13

8

139

合计

22

6

50

90

16

14

198

表 7 缺口损伤中发动机类型与损伤处理方式统计

未超标放行

更换叶片

Intercept

CFM56-5

CFM56-7

Intercept

CF34

CFM56-3

V2500

CFM56-7

损伤处理方式 a 回归系数

-1.157

1.035

0b

-2.457

1.358

1.540

2.051

0b

标准误差

0.200

0.284

0.347

0.536

0.686

0.631

Wald 卡方值

33.638

13.254

50.032

6.420

5.042

10.561

自由度

1

1

0

1

1

1

1

0

显著性

0

0

0

0.011

0.025

0.001

表 6 发动机类型与损伤处理方式差异分析结果

发动机型号

图 4 缺口损伤中发动机类型

损伤处理方式百分比分布

0.8

0.6

0.4

0.2

0 CFM56-5 CFM56-7 TRENT700 V2500CFM56-3CF34

未超标放行 更换叶片 打磨维修

发动机类型

模型

只有常数项

最终模型

模型拟合标准

变异

77.719

43.163

卡方值

34.556

自由度

10

显著性

似然比检验

表 5 总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结果

首先进行估计参数的判断，结果见表 5。

从表中可见，最终模型与只含有常数项的无效模

型相比，变异从 77.719 下降到 43.163，似然比卡方检

验显著性 p<0.001，说明至少有 1 个自变量系数不为

0，模型是有意义的。

发动机类型与损伤处理方式差异分析参数估计

结果见表 6。

从表中可见，CF34、CFM56-3、V2500 系列发动机

比 CFM56-7 系列发动机更倾向于采用更换叶片的方

式，之间存在某种差异，回归系数 B=1.358，B=1.540，
B=2.051），表示 CF34、CFM56-3、V2500 系列发动机

采用更换叶片处理方式的概率分别是 CFM56-7 系列

发动机的 1.358、1.540 和 2.051 倍。

如果从制造工艺方面分析，CFM56-7 发动机采

用宽弦风扇叶片，相比于 CFM56-3 发动机的窄弦风

扇叶片，风扇叶片的损伤容限得到明显改善。另外，与

V2500 发动机相比，由于不同的风扇叶片设计与制造

技术，CFM56-7 发动机风扇叶片具有更好的维修性

与适应性。

3.2.3 缺口损伤中发动机类型与损伤处理方式相关

程度评估分析

针对样本量最大的缺口损伤类型，分析该损伤类

型下发动机类型与损伤处理方式之间的相关性，如果

二者存在相关性，可以推断如果一旦发生缺口损伤，

某类型发动机有着更大的可能性需要采用对应的损

伤处理方式，有利于发动机预防性维修工作的开展。

在缺口损伤类型中，不同类型发动机的损伤处理

方式数据统计分布见表 7。

采用连续性校正的卡方检验计算相关程度，卡方

值 字2=29.482，显著性 p=0.001，达到显著，说明缺口损

伤类型下，发动机类型与损伤处理方式之间存在相关

性。关联度系数 Cramer'sV=0.289，为中等程度关联。

在缺口损伤类型中

不同类型发动机的损伤

处理方式所占百分比的

分布如图 4 所示。

通过上述相关程度

评估分析，得到以下结

论：

（1）缺口的损伤处理

方式呈现多样化分布，从

发动机风扇叶片相关的维修手册中能够得以体现，对

于不同尺寸的缺口，手册中会提供不同的处理方式。

（2）CFM 系列发动机出现硬物冲击损伤之后，采

用打磨修理的概率要大于更换叶片的，而 V2500 系

列发动机的打磨修理与更换叶片概率较为接近，说明

了 CFM 系列发动机在维修性和适用性方面有一定优

势。而在航空公司实际调研过程中，机务人员普遍反

映 V2500 发动机损伤容限较小，相比 CFM 系列发动

机，其维修性与适应性偏差，因此，分析结果与实际调

研结果吻合较好。

4 结论

本文采用因素分析法建立了民用航空发动机持

续适航维修特性的评估方法，利用发动机风扇叶片硬

物冲击损伤持续适航维修数据对方法进行了验证，得

到以下结论：

（1）通过对风扇叶片硬物冲击损伤类型与损伤处

理方式相关程度与差异程度分析，表明不同损伤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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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确定的损伤处理方式，其中撕裂损

伤几乎全部采用更换叶片的处理方式，这与该损伤的

表现形式以及其对风扇叶片的力学性能危害存在密

切联系。

（2）通过对发动机类型与损伤处理方式之间的相

关程度与差异程度分析，表明不同类型发动机风扇叶

片对相同损伤存在不同的损伤容限。由于发动机风扇

叶片不同的设计与制造技术，不同发动机厂家的风扇

叶片对相同损伤有着不同的损伤处理方式需求。此

外，同样的发动机厂商在风扇叶片制造技术提高之

后，也相应地提高了风扇叶片的损伤容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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