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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涡扇发动机喷口控制系统数控改造方案设计
于华锋 1，郭迎清 1，郭佳伟 1，
王文山 2，袁 杰 2
（1.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
西安 710129；2.航空工业庆安集团有限公司，西安 710077）

摘要：某型涡扇发动机采用的机械液压控制系统的喷口控制系统质量大、结构复杂、控制性能有限，在加力时产生一系列故障
问题。在对原机械液压式喷口控制系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对应的数控改造方案，
建立仿真模型，
并对此喷口数字电子控制系
统进行仿真测试。结果表明：
数控系统在发动机加力比变动的情况下，
可以实现对喷口面积的有效控制，
比原机械液压系统具有更
好的控制品质，且对于不同的飞行条件也具有一定的适应性。
关键词：喷口控制系统；
数字电子控制；建模仿真；
涡扇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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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Digital Control Transformation Scheme for Nozzle Control System of a Turbofan Engine
YU Hua-feng1袁GUO Ying-qing1袁GUO Jia-wei1袁WANG Wen-shan2袁YUAN Jie2
渊1.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袁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袁Xi'an 710129袁China曰
2. AVIC Qing'an Group Co.袁 Ltd.袁Xi'an 710077袁China冤
Abstract: The mechanical hydraulic control system was used in a turbofan engine. The nozzle control system was not only large in

mass袁complicated in structure袁limited in control performance袁but also with a series of fault problems during after burning process.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original mechanical hydraulic nozzle control system袁the corresponding digital control modification scheme was
put forward袁the simul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袁and the digital electronic control system of the nozzle was simulated and tes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control system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nozzle area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ngine afterburning ratio change袁
which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original mechanical hydraulic system袁and has certain adaptability to different flight conditions.
Key words: nozzle control system曰digital electronic control曰modeling and simulation曰turbofan engine

0 引言

的数控改造，以规避机械液压系统的固有问题，并在

某型发动机采用机械液压式加力控制系统，其中

控制性能上实现一定的提升。

的喷口控制系统不仅质量大、结构复杂、控制性能有

在喷口数控改造方面，王兢 [5]提出了改造所需要

限，而且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其关键计算部件——
—

保留和增添的元件以及传感器的安装方式；李杰等[6]

压比调节器会发生空气活塞漏气、型针积碳和连杆变

建立了基于控制元件数学模型的双闭环喷口面积控

形等问题，造成性能退化，导致发动机发生加力爆燃

制回路，
并进行了仿真计算；李军伟[7]提出了基于涡轮

和低压转差漂移等故障[1-3]。多年以来，
发动机喷口控

落压比的喷口面积闭环控制回路，并引入油门杆角度

制系统正朝着数字电子化、
小型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

作为前馈量，
来提升系统的快速性。以上研究对喷口数

展，有效减轻了质量并改善了喷口控制效果，大大提

控改造方案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但并未在明确的控

[4]

高了军用航空发动机的性能 。因此有必要在分析机
械液压式喷口控制系统的基础上，对原系统进行一定

制规律下，
针对具体对象设计完整的喷口数控系统。
本文首先对原机械液压式喷口控制系统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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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并采用拟合法建立发动机分段线性化模型。在此

控制，根据 nH 在 2 个固定值之间切换，由 1 套独立的

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
提出喷口数字电子控制方案，

机械液压控制系统，即喷口收放活门来实现。

[8]

利用 AMESim 和 Matlab 软件 ，搭建了控制系统的联

在进行数控改造时，可参照原有机械系统的控制

合仿真模型。

架构，并将加力与非加力状态下的控制系统合并，设

1 机械液压喷口控制系统分析

计统一的喷口面积数字电子控制系统，
实现相应的控
制计划，
达到较好的控制效果。

某型发动机加力控制规律为[9]

2 喷口数控系统设计

W f→nH=const

扇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墒设

W f，af=f（PLA,P3/P2）→T7，af

（1）

A 8→仔T=f（P3/P2）

2.1 执行机构仿真模型建立
为减小数控改造难度，在设计数控系统时保留了

式中：W f 为主燃油流量；nH 为高压转子转速；W f，af 为

原有机械液压系统中的执行机构，即喷口滑油泵和作

加力燃油流量；PLA 为加力比指令；
P3/P2 为高压压气机

动筒等部件。同时在执行机构与数字控制器之间添加

压比；T7，af 为加力燃烧室温度；
A 8 为尾喷管喉部面积；

1 套电液伺服系统，来实现信号的转换。在 AMESim

仔T 为涡轮落压比。

中建立的执行机构与电液伺服系统的仿真模型 [10]

在加力状态下，通过调节主燃油流量 W f 控制高

如图 2 所示。

压转子转速 nH 不变，使核心机维持在最大状态；根据
加力比指令调节加力燃油流量 W f，af 控制加力燃烧室

喷口
面积换算
单向活门

温度 T7，af，达到调节推力的目的；通过调节尾喷口面

安全活门
喷口作动筒

积 A 8 控制涡轮落压比 仔T，使其按高压压气机压比
P3/P2 的函数关系变化。

单向活门 安全活门

发动机机械液压式加力喷口面积控制系统结构

喷口滑油泵

如图 1 所示。

喷口负载力

P3/P2 测量
X2
P3/P6 给定

X6

仔T.E
控制量给定
-

喷口滑油泵

电液伺服系统

A8

Q，P
喷口作动筒

发动机

仔T '

P2
P3
P6

P3/P6 测量
压比调节器

图 1 加力喷口机械液压控制系统结构

图 2 执行机构与电液伺服系统 AMESim 仿真模型

该控制系统包含压比调节器、
喷口滑油泵和喷口

电液伺服系统由 1 个电液伺服阀和 1 个作动筒

作动筒 3 部分。其中压比调节器起到控制器和传感器

组成，负责将数字控制器的 X 6 电信号转换为实际的

的作用，感受发动机高压压气机压比 P3/P2，计算得出

X 6 物理位移信号，并进行功率放大，用于调节滑油泵

期望的涡轮落压比，并与实际测量值比较形成偏差，

斜盘角度[11]。同时进行位置反馈，采用 PID 控制器，保

基于该偏差给出控制指令 X 6；滑油泵和作动筒起到

证 X 6 的准确性。

执行机构的作用，根据 X 6 改变喷口滑油柱塞泵的斜

喷口滑油泵系统主要由低压齿轮泵、单向活门、

盘角度，从而改变与之相连的喷口作动筒 2 个腔压

安全活门和高压柱塞泵等部件组成。低压齿轮泵在柱

力，使活塞杆产生位移、
带动喷口作动环、最终改变喷

塞泵之前先行增压，防止柱塞泵进口压力过低；单向

口面积，调节涡轮后反压，达到稳定涡轮落压比的目

活门限制滑油流向，防止倒流；安全活门在油压过高

的。核心控制律即高压压气机压比与期望的涡轮落压

时进行泄压。高压柱塞泵的斜盘与电液伺服系统的作

比的对应关系，也称作加力工作线。

动筒相连，由作动筒活塞杆位移量 X 6 调节。

在非加力状态下，发动机的尾喷口面积采取开环

作动筒采用 AMESim 模型，并考虑活塞杆冷却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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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以及喷口负载力的反作用。每台发动机装有 6 个喷

控制回路为内层、中间层和外层的 3 层闭环结
构。内层、中间层分别为电液伺服系统的 X 6 位置和

口作动筒，沿发动机圆周均匀分布。
在实际改造中还需添加相应的传感器部件，进行

A 8 面积反馈环，确保 X 6 位移和喷口面积调节的准确

信号采集。包括电液伺服系统作动筒的 X 6 位移传感

性与快速性；外环为 仔T 闭环，确保实际涡轮落压比跟

器、喷口作动筒的 A 8 位移传感器、高压压气机进口 P2

随期望值变化，维持核心机正常运转，确保风扇不喘

压力传感器、高压压气机出口 P3 压力传感器以及涡

振。控制计划即为加力工作线，
由发动机高压压气机

轮出口 P6 压力传感器。所得信号经过调理电路后进

增压比信号查表得出期望的涡轮落压比，加力工作线

入数字电子控制器。

数据由原始的发动机模型计算得出。

2.2 发动机模型建立

将数字控制器、执行机构 AMESim 模型以及发动

为了实现完整的喷口数控系统闭环仿真，还需要

机模型相连，建立喷口面积数控系统加力状态下的联

建立被控对象即发动机的仿真模型。此发动机模型是

合仿真模型[15]，
如图 5 所示。并在发动机模型上外接 1

在已有的某型发动机非线性稳态模型的基础上，采用

个喘振裕度计算模块，
用来监控喘振裕度的变化情况。

拟合法建立的分段线性化模型

仔T 控制器和 A 8 控制器结构如图 6 所示。

。并根据模型数据

[12-14]

在 Matlab/Simulink 环境下搭建对应的仿真模型，如图
3 所示。
仔T 控制器

A 8 控制器

系统
矩阵
及稳
态点
数据

按加力比调度
PCABSET

嘴振裕度计算模块
电液转换装置及执行机构

发动机模型

模型输出
1
XNL
2
XBH
3
P2PR
4
P3PR
5
P5PR
6
WTP
7
PR
8
ETA
9
P8

1
PCAB

Bu

2
AB

x

x

模型输入

Cx

Ax

状态空间模型

图 5 喷口数控系统加力状态控制联合仿真模型
1-DT（u）
1

÷

P2

×

+

Divide

Subtract

1-DT（u）

÷

（a）仔T 控制器

PCAB 和尾喷口面积 A 8，状态量为高低压转子转速，输

比 PCAB 为调度量，分段调度状态空间模型的系统矩阵
以及相应的稳态点数据。
所设计的加力状态喷口面积数字电子控制系统

（加力工作线）

仔T

t

控制器

A 8.E

A8

A8

t

控制器

X 6.E
-

2

A8

-+

Scope2

1
0.1s+1
Transfer Fcn

PID Controller

PID（s）

Scope6
++

1
X6

X6C
From

Scope5

（b）A 8 控制器

2 个控制器均采用 PID 控制算法[16]。其中在 仔T 控
的期望值在加力比产生变化时快速调整，加快了 A 8

P3/P2
仔T

1

Scope1

制器中，通过加力比引入 A 8 面积的基准值，使得 A 8

的控制回路如图 4 所示[7]。
仔T.E

A8can

图 6 数字电子控制器

2.3 数控系统联合仿真模型搭建

控制计划

AB 基准值

From

Divide1

模型整体为 1 个状态空间模型。输入量为加力比

压、低压涡轮出口总压、尾喷管出口总压。模型以加力

A8can

PCAB

×

图 3 发动机 Simulink 仿真模型

扇流量、压气机进口总压、风扇效率、压气机出口总

1

+

加力工作线

2
P3

3
P6

出量为低压转子转速，
风扇增压比、高压转子转速、风

+

PID（s）
YABI P1D1

X6

t

X6
控制器

电液转换 X 6
装置

执行机构

X 6 反馈
X 8 反馈
仔T 反馈

图 4 喷口数控系统加力状态控制回路

A8

发动机

的响应速度，同时作用在此基准值上的压比误差量可
以确保发动机工作在正确的加力工作点上。
在非加力状态下，由于采用开环控制，只需将加
力状态控制回路中的 仔T 回路去除，并采用由高压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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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转速生成的控制计划，即可实现非加力状态喷口面

3.2 多飞行条件加力喷口控制仿真

积控制。结构如图 7 所示。

为了研究此喷口数控系统在飞行包线内的适应
性，另外选取高度为 6.096 km，马赫数为 1.20 和

NH

A 8.E

控制
计划

X 6.E

A8
A8

t

-

控制器

电液转换

X6
控制器

t

X6
执行机构

装置

1.75，以及高度为 12.192 km，马赫数为 1.75 和 2.00

A8
发动机

X6

的 4 个飞行条件。建立相应的发动机模型以及数控
系统联合仿真模型，并在相同的加力比变动情况下进

X 6 反馈

行仿真测试，结果如图 9 所示。

A 8 反馈

图 7 喷口数控系统非加力状态控制回路

8.0
7.5

3 数控系统仿真验证

7.5
7.0

3.1 加力状态喷口控制仿真

7.0

在 0 高度 0 马赫数的飞行条件下，对加力比变动

6.5

的情况进行仿真，检测发动机各参数变化状况，并与

6.0

相同条件下的机械液压系统进行对比。仿真时加力比
信号为 10～10.9 s，由 10%线性变化到 90%。仿真结

6.5
6.096/1.20 实际
6.096/1.20 期望
12.192/2.00 实际
12.192/2.00 期望

果如图 8 所示。

落压比跟随
16

0.52
0.48

8.0
7.9
7.8
7.7
7.5

期望压比

7.4

数控压比

7.3

机械压比

7.2

0.45

0.42

0.42

12
10
6.096/1.20
6.096/1.75
12.192/1.75
12.192/2.00

0.39
0.35

0.35
0.32

机械液压

0.32

数控系统

0.29

0.29
16

14

0.48

0.45

0.39

7.6

12
14
Time/s

（b）6.096/1.75 和 12.192/1.75
18

0.55

10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me/s

落压比跟随

8.1

8

5.5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me/s

（a）6.096/1.2 和 12.192/2.0

1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me/s

（a）落压比跟随

6.096/1.75 实际
6.096/1.75 期望
12.192/1.75 实际
12.192/1.75 期望

6.0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me/s

（c）A 8 变化

（b）A 8 变化

8
6.096/1.20
6.096/1.75
12.192/1.75
12.192/2.00

6
4
2
0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me/s

（d）SM 变化

图 9 多飞行条件加力变动仿真

276
机械液压

269

数控系统

262

从图中可见，在 4 个飞行条件下，当加力比大范

14
12

255

围变动时，实际涡轮落压比均能紧随期望落压比变

10

248
241

8

234

6

228

4

221

化，迅速到达新的加力工作点，相对误差最大不超过
机械液压
数控系统

2

8

10

12

14

16

15

8

10

12

Time/s

（c）P6 变化

14

16

15

Time/s

（d）SM 变化

图 8 加力变动情况仿真验证

4.45%；A 8 的最大超调量小于 7.9%，最大调节时间小
于 2.88 s，符合要求。同时喘振裕度未跨过喘振边界，
且相距较远。可见此喷口数控系统对于不同的飞行条
件也具有一定的适应性。

4 结束语

从图中可见，当加力比大范围变动时，数控系统

本文对某型发动机的喷口面积机械液压控制系

的实际涡轮落压比紧随期望落压比变化，迅速到达新

统进行了分析，
明确了其控制规律及控制系统结构原

的加力工作点，相对误差最大不超过 1.4%。同时与原

理。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一定的数控改造，设计了加

机械液压系统相比，数控系统的 A 8 面积起始调节时

力与非加力状态下的控制回路，
搭建了可实现完整闭

间更早，超调量也较小。使得在加力变动过程中，P6 压

环仿真的包含数字控制器、执行机构以及被控对象的

力波动范围更小，涡轮落压比变化幅度也更小，喘振

喷口面积数字电子控制系统联合仿真模型，并对其进

裕度更加远离喘振边界。整体来看，
此数控系统的控

行仿真验证。结果显示：
此数控系统可以实现对喷口

制效果明显优于原机械液压系统的。

面积的有效控制，相比于原机械液压系统具有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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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能，并且对于不同的飞行条件也有一定的适应
性。本文所述方法具有一定的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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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发动机引气系统部件寿命建模
袁忠大 1，程秀全 1，
张

勇2

（1.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飞机维修工程学院，广州 510403；
2.华南理工大学 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广州 510640）
摘要：针对飞机维修工作中发动机引气系统故障率较高问题，以寿命数据分析为基础，运用威布尔分布模型定量评估航空发
动机部件可靠性，
建立了民用航空发动机引气系统部件可靠性寿命模型。以 V2500 发动机引气系统为例，
收集了该系统的可靠性数
据，分析了部件的非计划拆换情况。在数据计算过程中采用 3 参数威布尔分布模型对引气系统部件的寿命数据进行拟合。假设检验
结果表明，
在对部件进行寿命可靠性分析时，运用威布尔分布建立的数学模型符合客观规律，
且能够取得良好的拟合效果。依据计
算出的部件可靠性特征量对部件的可靠性状况进行定量评估，结果表明：
在评估复杂机械电子系统的可靠性时，威布尔分布模型具
有较大应用价值。
关键词：民用航空发动机；引气系统; 部件寿命；
可靠性模型；
非计划拆换；
维修
中图分类号：V235.1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1.002

Component Life Modeling of Civil Aeroengine Bleed Air System
YUAN Zhong-da1袁CHENG Xiu-quan1袁ZHANG Yong2
渊1. School of Aircraft Maintenance Engineering袁Guangzhou Civil Aviation College袁Guangzhou 510403袁China曰2. Institute of Mechanical
and Automotive Engineering袁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袁Guangzhou 510640袁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high failure rate of the engine bleed air system in the aircraft maintenance work袁based on the life

data analysis袁the reliability of the aeroengine component was quantitatively evaluated by the Weibull distribution model袁and the component
reliability life model of the bleed air system of the civil aeroengine was established. Taking the V2500 engine bleed air system as an

example袁the reliability data of the system was collected袁and the unscheduled replacement of the components was analyzed. In the process of
data calculation袁the component life data of the bleed air system were fitted by using the Weibull distribution model with 3 parameters. The
hypothetical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thematical model established by Weibull distribution accords with the objective law when the life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the components is carried out袁and good fitting effect can be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ed reliability
characteristic quantity of the component袁the reliability status of the component was evaluated quantita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eibull distribution model is of great application value in evaluating the reliability of complex 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 systems.
Key words: civil aeroengine曰bleed air system曰component life曰reliability model曰unplanned replacement曰maintenance

0 引言

方法比较侧 重于故障树 分析 （Fault Tree Analysis，

可靠性概念源于航空领域，1939 年美国航空委

FTA）[5-6]、故障模式和影响分析（Failure Model Effects

员会提出了飞机事故率的概念，这是最早的可靠性指

and Criticality Analysis，
FMECA） 等定性分析方法，主

标[1]。20 世纪 50 年代波音公司制订了较完善的可靠

要是在发动机设计阶段进行固有可靠性的预测，以降

性大纲，规定定量的可靠性要求，进行可靠性分配

低发动机投入使用后的故障率。而 Weibull 模型是定

[2-4]

及预估，开展故障模式及故障树分析，采用余度设计，

量研究航空发动机可靠性的最适合模型之一。标准的

开展可靠性鉴定试验，进行可靠性评审等，大幅度提

3 参数 Weibull 分布模型能拟合各种类型寿命数据，

高了航空安全。目前应用于航空发动机可靠性分析的

当其形状参数分别取特定数值时，接近于指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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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态分布等分布模型。用 Weibull 分布模型可以拟合
各种可靠性数据，计算航空发动机的可靠性指标，为

绘制风扇空气活门控制恒温器非计划拆换率变
化趋势曲线，如图 1 所示。

可靠性设计、预估与分配等工作提供了统计学依据。

0.25

Weibull 分布模型可为航空公司的发动机性能工程师

0.20

月拆换率

0.15

3 个月均值

0.10

警戒线

提供 1 种对民航发动机可靠性进行量化的方法，为拆
换发动机提供理论支持，提高发动机的拆换准确性。

0.05

在此基础上，
国内各大航空公司可对其发动机进行可

0
1

靠性评估，从而更好地制定维修计划以提高经济性和

机机队管理。
本文根据数理统计原理，
应用分布函数的参数估
计和分布假设检验的方法，判别发动机引气系统部件
寿命数据满足 Weibull 分布，从而确定分布模型，并
以此计算其可靠性参数。运用 Weibull 分布建立了航
空发动机引气系统部件寿命模型，并对引气系统部件
的可靠性状况进行了定量评估，最后对该模型在民用

3

4

5

6

7 8
月份

9

10 11 12

图 1 TCT 非计划拆换率变化趋势

安全性，这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发动机拆换，从而降低
维修成本，有利于发动机性能工程师更好地进行发动

2

从图中可见，当年 4 月的连续非计划拆换率超过
了警戒线，且 2、3、
4、6、7 月的单月拆换率也超过了警
戒线。
1.1.2

寿命数据
将收集到的同一机群的风扇空气活门控制恒温

器故障数据进行整理，得到该部件的寿命数据，按照
使用时间从小到大排序见表 2。
h

表 2 TCT 寿命数据

航空维修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展望。
序号

1

2

3

4

5

6

时间

622

1008

1262

1522

1892

2071

1.1 风扇空气活门控制恒温器寿命建模

序号

7

8

9

10

11

12

1.1.1

时间

2236

2549

2740

3063

3453

3856

序号

13

14

15

16

17

18

时间

4085

4675

4924

5462

5794

6075

序号

19

20

21

22

23

24

时间

6479

6715

6899

7286

7421

7778

序号

25

26

27

28

29

30

时间

7856

8221

8665

9788

9996

10266

1 引气系统部件寿命建模
部件非计划拆换分析
筛 选 风 扇 空 气 活 门 控 制 恒 温 器（Temperature
Control Thermostat，
TCT）的非计划拆换数据 [7]，计算风
扇空气活门控制恒温器的非计划拆换率（计算结果见
表 1），
以及非计划拆换率警戒值 UCL=0.185[8]。
表 1 TCT 非计划拆换计算结果
部件总飞

非计划

非计划

3 个月

行时间 /h

拆换次数

拆换率

均值

月份

装机数

1

2

28306

7

0.1237

0.1378

2

2

29253

12

0.2051

0.1687

数绘制威布尔概率图，如

3

2

29540

12

0.2031

0.1773

2

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该

4

30149

8

0.1990

0.2024

5

2

30527

8

0.1310

0.1777

6

2

29504

12

0.2034

0.1778

7

2

34610

12

0.1734

0.1741

8

2

35201

11

0.1562

0.1777

9

2

32418

11

0.1697

0.1665

数据建模[9]。

10

2

34112

6

0.0880

0.1332

1.1.4

11

2

30988

11

0.1775

0.1450

对该部件寿命数据的分布类型作假设 H 0，假设

12

2

31185

7

0.1122

0.1259

该组数据符合 3 参数威布尔分布模型。根据相关系数

1.1.3

威布尔概率图绘制
利用 Matlab 软件中统计工具箱里的 Wblplot 函

部件的寿命数据大体是沿
着 1 条直线分布的，这直
观地说明了可以应用威布
尔分布来对该部件的寿命
寿命分布类型确定

Weibull Probability Plot

0.99
0.96
0.90
0.75
0.50
0.25
0.10
0.05
0.02
0.01
103

Data/h

104

图 2 TCT 寿命数据的
威布尔概率

优化法计算威布尔分布参数的基本原理，运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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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模型的参数。

h

表 6 PRV 寿命数据

Matlab [10-11]软件编写应用程序，求出 3 参数威布尔分
序号

1

2

3

4

5

利用 K-S 检验法求出 3 参数威布尔分布下的统

时间

1569

2028

2516

2808

3195

计量观测值 Dn，给定显著性水平 琢=0.1，查表得到统

序号

6

7

8

9

10

计量的临界值 D30，0.1，若 Dn<D30，0.1，说明在指定的显著

时间

3644

4100

4577

4871

5032

序号

11

12

13

14

15

时间

5324

5726

6529

7483

7887

序号

16

17

18

19

20

时间

8452

8748

9054

9699

10226

序号

21

22

23

24

25

时间

10932

11531

12638

12946

13285

序号

26

27

28

29

30

时间

13671

14872

15236

16519

17106

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设是合适的。计算结果见表 3。
表 3 分布参数估计及 K-S 检验结果分析
Dn

分布类型假设

参数估计值

3 参数

茁=1.33，
浊=7460，
酌=237

D30，0.1

对比

h

0.05900 0.21756 Dn<D30，0.1

注：茁 为形状参数，浊 为尺度参数，酌 为位置参数。

从表中可见，3 参数威布尔分布 K-S 检验的统计
量观测值小于临界值，
因此接受原假设。

表 7 分布参数估计及 K-S 检验结果

1.2 引气压力调节活门恒温控制电磁阀寿命建模
1.2.1

寿命数据
引气压力调节活门恒温控制电磁阀（Temperature

Limitation Thermostat，TLT）的寿命数据见表 4。

Dn

分布类型假设

参数估计值

3 参数

茁=1.39，
浊=9158，酌=947

D30，0.1

对比

0.05700 0.21756 Dn<D30，0.1

1.4 引气监控计算机寿命建模

表 4 TLT 寿命数据

h

1.4.1

寿命数据
引 气 监 控 计 算 机 （Bleed Monitoring Computer，

序号

1

2

3

4

5

6

时间

2183

2426

2809

3481

3904

3986

序号

7

8

9

10

11

12

时间

4083

4370

4385

4576

4672

4914

序号

1

2

3

4

5

6

序号

13

14

15

16

17

18

时间

1271

1676

1827

2009

2217

2220

时间

5274

5813

5864

6019

6460

6729

序号

7

8

9

10

11

12

序号

19

20

21

22

23

24

时间

2449

2553

2617

2775

3219

3448

时间

7159

7752

7951

8128

8446

8786

序号

13

14

15

16

17

18

BMC）的寿命数据见表 8。
表 8 BMC 寿命数据

h

序号

25

26

27

28

29

30

时间

3552

3832

3909

4017

4333

4894

时间

8975

9145

9310

9481

9974

10578

序号

19

20

21

22

23

24

时间

5089

5134

5550

5883

6115

7881

序号

25

26

27

28

29

30

时间

7981

8352

8873

8991

9453

9868

1.2.2

分布参数估计及 K-S 检验
分布参数估计及 K-S 检验结果见表 5。

1.4.2

表 5 分布参数估计及 K-S 检验结果
参数估计值

分布类型假设
3 参数

Dn

D30，0.1

对比

表 9 分布参数估计及 K-S 检验结果
参数估计值

分布类型假设
3 参数

Dn

D30，0.1

茁=1.23，
浊=4910，
酌=1079 0.09900 0.21756

对比
Dn<D30，0.1

寿命数据
引气压力调节活门 （Pressure Regulator Valve，

PRV）的寿命数据见表 6。
1.3.2

分布参数估计及 K-S 检验结果见表 9。

茁=1.67，
浊=6685，
酌=1483 0.06500 0.21756 Dn<D30，0.1

1.3 引气压力调节活门寿命建模
1.3.1

分布参数估计及 K-S 检验

分布参数估计及 K-S 检验
分布参数估计及 K-S 检验结果见表 7。

1.5 高压活门寿命建模
1.5.1

寿命数据

高压活门（High Pressure Valve，
HPV）的寿命数据
见表 10。

表 10

h

HPV 寿命数据

序号

1

2

3

4

5

6

时间

983

1697

2027

2088

2271

2784

序号

7

8

9

10

11

12

时间

3619

3617

3845

3894

4119

4541

序号

13

14

15

16

17

18

时间

5055

5194

5653

5742

6299

6429

序号

19

20

21

22

23

24

时间

6851

7392

7613

7795

8161

8856

序号

25

26

27

28

29

30

时间

9745

9846

10049

10370

10736

11935

1.5.2

表 11 分布参数估计及 K-S 检验结果
分布类型假设

参数估计值

Dn

3 参数

茁=1.72，
浊=7089，酌=215

0.05800

D30，0.1

对比

0.21756 Dn<D30，0.1

根据上述结果，
可建立引气系统部件的可靠性模
型。部件的可靠度函数、故障率函数和故障概率密度
函数见表 12，绘制各函数的曲线。部件的可靠度、故
障率、
故障概率密度函数曲线分别如图 3～5 所示。
表 12 引气系统部件的可靠性模型

1.33

e -{(t-237)/7460]

TLT

e

PRV

e -{(t-947)/9158]

BMC

HPV

1.67
-{(t-1483)/6685]

1.39

1.23

e -{(t-1079)/4910]
e

1.72
-{(t-215)/7089]

t-237 1.33
0.33 -( 7460 )

1.67 (t-1483)0.67
1.67
6685

1.67 ( t-1483 )0.67 e
6685 6685

1.39 (t-947)0.39
1.39
9158

1.39 ( t-947 )0.39 e
9158 9158

1.23 (t-1079)
1.23

1.72 (t-215)0.72
17.2
7089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104
部件运行时间 /h

0

BMC
TCT

PRV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104
部件运行时间 /h

图 3 引气系统部件的

图 4 引气系统部件的

可靠度

故障率

够正常工作的概率为 67%

-4
1.6×10

1.4

BMC

1.2

TCT

将 t=4000 代 入 表 12 计

1.0

算）。图中的曲线具有类似

0.6

PRV

意义。

0.4

TLT

0.2

从图 4 中可见，部件

HPV

0.8

0

TCT
TLT
PRV
BMC
HPV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2.0
×104
部件运行时间 /h

的故障 率 随着时间 的 增

图 5 引气系统部件的故障

加逐渐增加。当 茁≈1 时，

概率密度函数

部件故障率随时间呈上升趋势，
因此维修人员可
根据故障率曲线和部件的可靠度来确定最佳维修间
隔进行预防性维修，防止部件故障的发生。
从图 5 和表 12 中可见，当 茁 趋近于 1 时，曲线变
化平缓；
当 茁>1 时，
随着 茁 的增大，曲线变化较快。
形状参数 茁 即威布尔分布函数曲线的斜率 [12-13]，

故障概率密度函数 f(t)
1.33 ( t-237 ) e
7460 7460

4910

HPV

TLT
HPV

2.2 故障类型识别

1.33 (t-237)
1.33
7460

0.23

TCT

×10-4

当 茁>1 时，随着 茁 的增大，
曲线上升的速度由慢变快。

2.1 引气系统部件可靠性评估

0.33

PRV
BMC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0.5

部件的故障率变化趋势较缓慢，并逐渐趋于固定值；

2 引气系统部件寿命分析

故障率函数 姿(t)

TLT

（由可靠度函数即可得出，

分布参数估计及 K-S 检验结果见表 11。

部件名称 可靠度函数 R(t)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分布参数估计及 K-S 检验

TC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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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483 )
6685

1.67

-( t-947 )
9158

1.39

类型为早期故障，即在使用寿命的初期故障率较高，
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故障率呈降低趋势。为了中止
早期故障的高故障率，在产品投入使用前期，制造商
通常会在交付之前进行产品的接收测试、老化和早期

t-1079
0.23 -( 4910 )

1.23 ( t-1079 ) e
4910 4910
1.72 ( t-215 )0.72 e
7089 7089

当 茁<1 时，意味着故障率随时间的增加而递减，故障

1.23

-( t-215 )
7089

1.72

环境应力筛选[14-16]。对处于早期故障阶段的部件，
预定
维修并不适用，应该采取状态监控或视情维修的方
式 [15]；茁 值越接近 1，则意味着故障率随时间的变化越
平缓。

从图 3 中可见，
部件的可靠度随着时间的增加逐

当 茁=1 时，意味着故障率是恒定的，不随时间的

渐递减。当茁在 1 左右变化时，曲线下降得比较平缓，

变化而变化，故障类型为偶然故障，在此阶段一般的

当 茁>1 时，随着 茁 的增大，
曲线下降的速度由慢变快。

预定维修对提高部件可靠性的作用不大，提高部件可

根据可靠度函数和可靠度曲线可以确定部件在

靠性的惟一方式是对部件进行重新设计。

指定时间内正常工作时的可靠度，例如当风扇空气活

当 1<茁<4 时，意味着故障率随时间的增加而递

门控制恒温器的工作时间不大于 4000 h，该部件能

增，故障类型为早期耗损失效，在此阶段对部件进行

10

航 空 发 动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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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威布尔分布模型为航材储备数量提供重要
参考。

当 茁>4 时，意味着故障率随时间的增加而急剧增

理论上航材储备越多越好，然而飞机及发动机部

加，故障类型为快速耗损，在此阶段可以通过优化预

件价格高昂，航材的大量储备将占用航空公司大量资

定维修的计划提高部件可靠性；针对此类型部件可采

金；如果航材储备过少，就会因缺件而影响维修效率。

[17]

用硬时限 （Hard-Time Limit，HTL）的控制方式，确定

可靠性分析能够为航空公司提供科学的航材储备计

1 个可靠度（由飞机维修部门确定）下的使用时限 tR，

划，在有利于节省航材开支的情况下可防止因缺件而

当使用时间达到 tR 时进行维护或翻修。

影响维修。在工程中可根据部件的失效率函数计算出

因此可以根据计算出来的 茁 值确定部件的故障
类型。然而故障类型的确定并不能完全依赖于形状参
数 茁，应同时考虑部件的实际使用情况。
由计算结果可知部
件的 茁 值均大于 1，部件
的故障率随着时间增长
而增加。部件的故障类型
见表 13。

茁

1 年内的备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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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截面管道旋流进气加热的数值模拟
王

凡，崔 涛

（浙江大学 航空航天学院，杭州 310027）

摘要：为了研究整体强旋流进气对燃烧室状态改变和对应能量转换特性的影响，突出加热对旋转速度和旋转动能变化的作
用，计算了等截面和变截面环形燃烧室中预混旋流甲烷 / 空气在冷态和燃烧态下的流场，并分析了流场旋流特性的变化。结果表
明：提高轴向速度和使用变截面管道结构有助于提高旋流气体的旋转速度，
旋流气体在加热条件下旋转速度会增大。采用变截面管
道旋流进气加热能够较好实现热能向旋转动能的转变，
在燃烧室设计中可以作为能量转换设计的 1 种潜在方法。
关键词：燃烧室；
旋流；
数值模拟；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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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Swirling Flow Inlet Heating of Variable Cross-section Duct
WANG Fan袁CUI Tao
渊School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Zhejiang University袁Hangzhou 310027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he inlet strong swirling flow on the state change of the combustor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rresponding energy conversion袁emphasizing the effect of heating on the change of the rotating speed and the rotating kinetic energy袁the

flow field in the cold and combustion state of the pre-mixed swirling methane/ air in an equal cross-section and variable cross-section

annular combustor was calculated and the change of the swirling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w field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creasing the axial velocity and using the variable cross-section duct structure are helpful to improve the rotating speed of swirling gas袁and

the rotating speed of swirling gas will increase under heating conditio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heat energy to rotating kinetic energy can
be realized by using swirling flow inlet heating in variable cross-section duct袁which can be used as a potential method of energy conversion
design in combustor design.

Key words: combustor曰swirling flow曰numerical simulation曰aeroengine

0 引言

目前关于旋流流动与燃烧的研究有很多，旋流燃

从能量储存与转换的角度出发，研究加热效应对

烧凭借其可以在很小的体积内实现高能量转换并在

旋流气体旋转动能的影响。文献[1-2]提出的“旋转储

很宽的工作范围内提高点火和稳定性能的优点，被广

能”的物理机制为这一思路提供了理论支持。分析指

泛应用于燃气轮机等各类热机。旋流产生高强度湍

出，具有光滑内壁的圆柱燃烧室中的旋转气体，当沿

流，在旋流数超过临界值的情况下，流场中发生涡流

着轴向方向压缩该旋流气体时，气体的旋转速度有所

破碎并且产生中心回流区[3]。回流区将高温燃烧产物

提高。这是因为当气体被轴向压缩时，温度升高，原本

带回到上游，将未燃烧的燃料 / 氧化剂混合物点燃以

被离心力甩向壁面的气体分子向中心轴线移动。由于

实现稳定燃烧。涡流破碎的不稳定性会导致进动涡核

气体分子总的角动量守恒，旋转气体的旋转速度增

的产生[4-10]。进动涡核是具有明显不稳定性的大尺度

大，并且这部分增大的旋转动能来自于气体的内能。

涡旋结构，燃烧场中进动涡核的形状与冷态流场中的

也就是说，能量储存在旋流气体的旋转动能中。

非常相似，但燃烧过程为进动涡核的不稳定性提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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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使得燃烧场出现自激振荡[11]。因此旋流和燃烧的

坐标系，y 轴指向流场下游方向，原点位于燃烧器入

结合会对流场结构稳定性产生复杂影响。另外，旋流

口平面中心。

燃烧可以降低 NOx 等污染物的排放量。贫油预混预

离散求解偏微分方程时，
全局计算域上的离散误

燃烧（Lean Premixed Prevaporized）可以实现低 NOx 排

差 L 1 范数定义为 L（着）=∫ V|x-x0|dV /V ，其中 x 是离散

放，但该装置容易导致燃烧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是

解，x0 是连续方程的精确解[21]。旋流燃烧室的结构化

由燃烧过程驱动的热声振荡引起的[12-14]。分级旋流燃

网格如图 2 所示。

烧可以在减少 NOx 排放量的同时，确保稳定燃烧，在
分级旋流火焰中，流动与火焰、火焰与火焰之间会产
生非常复杂的耦合作用[15-17]。
尽管旋流燃烧被大量研究并且广泛应用于工业
生产，但是关注点集中在局部旋流对燃料 / 氧化剂的
混合性能、燃烧稳定性和污染物排放量等方面。本文
从能量转换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进气条件为旋流条

图 1 变截面燃烧室结构

件下燃烧室流动特性的变化，
同时采用变截面的通道

网格总数达 105 万，

图 2 变截面燃烧室网格
表 1 不同疏密网格的
网格总数

结构，
考察在变截面管道中的旋流进气的加热过程对

在壁面区域局部加密。为

流场结构造成的影响。

了验证网格无关性，共构

网格

网格总数

1 数值方法与数值验证

建 5 种不同密度的网格，

Grid 1

142128

网格总数 N 呈 2 倍关系

Grid 2

268128

Grid 3

514368

Grid 4

1.05e+6

Grid 5

2.12e+6

1.1 数值方法
使用商用 CFD 软件 ANSYS 完成了对旋流预混
甲烷 / 氧气流动与燃烧性能的数值计算。采用有限体
积法完成稳态控制方程的离散，其空间离散格式采用
2 阶迎风格式。求解器选用基于压力的显式求解器，
压力场和速度场的耦合计算采用 SIMPLE 算法。计算
中分别采用标准 k-着 模型

递增。5 种不同疏密网格
的网格总数 N 见表 1。网
格无关性验证的结果如

图 3 所示，横坐标表示网格总数 N，纵坐标为密度 籽
的离散误差 L 1 范数的对数值。由图可知，粗网格的离
散误差明显高于细网格的。对于细网格 Grid 3、4 和

和组分输运模型对旋流

5，随着网格的细化，离散误差的变化不大。因此，
选用

燃烧室内的湍流效应和燃烧效应进行计算。湍流 - 燃

Grid 4（N = 1.05e+6）求解流场。选取流场的密度 籽 作

烧耦合采用有限速率 / 涡耗散模型求解。化学反应速

误差分析，籽 的离散误差 L 1 范数与特征网格尺寸 h

率的计算采用简化的甲烷 / 空气 5 步反应机理 [20]，具

（单位：mm）的关系如图 4 所示（对数坐标）。与 2 阶斜

[18-19]

体为

率的比较表明，
收敛阶数略小于名义收敛速率。因此，

CH4+1.5O2→2H2O，CO+0.5O2→CO2，
CO2→CO+0.5O2，
N2+O2→2NO，
N2+O2→2NO

（1）

1.2 物理模型和计算网格
研究内容基于 Geyko 和 Fisch 提出的“旋转储

数值算法可以准确地模拟旋流，实现全局计算域的 2
阶精度。
8.0

-4.0

6.0

-4.2

能”机制展开，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光滑内壁的柱形燃
烧室中的旋转气体。因此，选用具有光滑内外壁面的
燃烧室来研究旋流气体在冷态和燃烧态下的流动
性能，且燃烧室模型选用变截面锥型和等截面柱形

-4.4

4.0
Grid level 4
2.0

6.0

1.2
1.8
N/×106

图 3 网格无关性验证

2 种构型。变截面燃烧室结构如图 1 所示，旋流气
体从环形入口进入燃烧室内部。变截面燃烧器高度
L=150 mm，入口处内、外径尺寸分别是 10 和 8 mm，
出口处内、外径尺寸分别是 10 和 47.5 mm。采用圆柱

-4.6
2.4

-0.6

slope=2
-0.5

-0.4
log（h）

-0.3

-0.2

图 4 密度 籽 的离散
误差 L 1 范数

1.3 边界条件
计算了 4 种不同工况下旋流气体的流场特征，环
境压力为 101325 Pa。采用速度入口边界条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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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流 的 周 向 速 度 （即 旋 转 速 度） 设 置 为 v t = w0r
（wo=1176.5 rad/s；
v t，max=50 m/s）；设置了 3 种不同大小

速度衰减。因此，通过改变旋流气体的轴向速度来分
析流场结构的优化对旋转速度衰减程度的影响。

的轴向速度 v a=10、25 和 50 m/s；径向速度 v r=0。在气

等截面管道中轴向速度 v a=10、
25 和 50 m/s 情况

流入口，对应 3 种不同大小的入口来流速度，湍流强

下，y=100 mm 处轴向速度的径向分布如图 6 （a）所

度分别设置为 3.6%，3.5%和 3.4%；湍流特征尺度设

示。与入口速度对比可知，轴向速度沿轴向均小幅增

置为 5.25 mm。甲烷气体用 100%的 CH4 进行模拟，气

加，最大轴向速度分别增加至 17 、
32 和 52 m/s。等截

流当量比设置为 0.6。入口气流温度为 650 K。不同工

面管道中轴向速度 v a=10 、
25 和 50 m/s 情况下，
y=100

况下的入口边界条件见表 2。采用压力出口边界条

mm 处旋转速度 v t，norm（无量纲化，v t，norm = v t / v t，max）的径

件。壁面边界条件设置为绝热、无滑移。共计算了 2 种

向分布如图 6（b）所示。旋转速度的衰减随着轴向速

不同结构形状的燃烧室内部的流场分布，分别是等截

度的增加而减小。在 y=100 mm 处 Case 1 的旋转速

面管道（dA =0）和变截面管道（dA <0）。其中，变截面管

度从 1 衰减至 0.64；而 Case 3 则只衰减至 0.9。因

流（算例 4）计算了冷态和燃烧态下的流场结构；算例

此，降低旋流气体的旋流强度是减少气体旋转速度

1～3 只计算了冷态工况下的流场结构。

衰减的有效途径。
1.0

60

表 2 入口边界条件设置
算例

dA

va （
/ m/s）

v t （m/s）
/

Case 1

0

10

w0 r

Case 2

0

25

w0 r

Case 3

0

50

w0 r

Case 4

<0

10

w0 r

case1
case2
case3

40

0.6
0.4

20

0.2
0

0.01

0.02
r/m

0.03

0.04

0

0.01

0.02
r/m

0.03

0.04

（b）旋转速度

（a）轴向速度

图 6 y = 100 mm 处气体冷态工况下轴向速度和旋转速度

1.4 数值验证

的径向分布

为 了 验 证 上 述 湍 流 燃 烧 模 型 的 可 行 性 ，对
Preccinsta 工业燃气轮机模型进行计算，并将数值计
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Meier 等[22-23]通过试验的
手段对 Preccinsta 燃气轮机进行了详细研究。旋流气
体周向速度数值计算值与试验值的径向分布曲线如
图 5 所示 （周向速度计
算值和实验值均除以

case1
case2
case3

0.8

●试验值；
—计算值

1.5

1.5 mm

1.5

5 mm

管道结构是改变流场参数分布的另 1 个影响因
素。因此，同时计算了等截面和变截面管道的流场结
构。等截面和变截面管道分别在冷态和燃烧态工况
下，y=120 mm 处气体旋转速度的径向分布如图 7 所
示。图 7（a）示出了 Case 1 和 Case 4 在冷态工况下旋

1.0

1.0

转速度的径向分布。对比可知，当壁面收缩时，旋流气

0.5

0.5

体的旋转速度大幅提升，最大旋转速度从 0.6 提升至

0

0

1.2，提高了 100%。图 7（b）示出了 Case 1 和 Case 4 在

-0.5

-0.5

燃烧态下旋转速度的径向分布。在燃烧工况下，当壁

模型能够用来准确计算

-1.0

-1.0

面收缩时，气体的旋转速度从 0.7 提升至 1.3。因此，

旋流预混甲烷 / 空气的

-1.5

20 m/s 进行无量纲化）。
从图中可见，仿真结果
与试验结果吻合良好。
因此，本文的湍流燃烧

流动特性。

-1

0

1

-1.5

相比于等截面管道，使用变截面管道结构有助于提高
-1

0

1

图 5 气体周向速度的径向分布

2 结果与分析

1.5

1.5

case1
case4

1.0

1.0

0.5

0.5

case1
case4

受湍流耗散和壁面摩擦的影响，
旋流气体的旋转
速度沿轴向会发生较大衰减。因此，
如何通过流场结
构的优化减少旋转速度的轴向耗散，
是本文的 1 个重

0

0.01

0.02
r/m

0.03

0.04

（a）冷态

0

0.01

0.02
r/m

0.03

（b）燃烧态

要研究内容。旋流强度是影响旋流流场结构的重要因

图 7 等截面和变截面管道在 2 种工况下旋转速度的

素。强旋流下流场会产生较大的回流区，造成较大的

径向分布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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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流气体的旋转速度。这是因为，
在具有收缩壁面的变

大的这部分旋转动能来自于气体的内能；也就是说，

截面管道中，旋流气体的平均旋转半径大幅减小，而

气体的内能可以转换为自身的旋转动能。

旋流气体的总角动量守恒，
因此旋转速度增大。

从图 8（d）中可见，旋转气体的压力分布沿着半

本文分析变截面管道旋流进气在加 热条件下

径方向按照指数规律增加。这一结果与理论结果相

流场特性的变化，并分析所对应的能量转换特性的

符。研究指出，
具有光滑绝热壁面的圆柱燃烧室中的

变化。为了分析旋流气体在加热后流场分布的变

旋转气体 的 压力沿着 径 向 的 分 布 符 合 p（r）=p 0exp

化，变截面管道中旋流气体在冷态和燃烧态下、燃烧

（w2r2/2RT）的规律。这是因为气体分子在旋转的情况

室内轴向位置 y =120 mm 处的温度 T、轴向速度 v a、

下由于受到离心力的作用而靠近燃烧室外壁面分布。

周向速度 v t，norm 和压力 p 等参数的变化如图 8 所示。

气体被加热后，压力沿着径向的分布趋于平缓，在

2500
2000

y=120 mm 处内、外壁面之间的压力差降低。这一变化

80

cold
hot

cold
hot

60

1500

说明，气体在加热后，产生了与离心力相抵触的效应，
相比于冷态气体，被加热气体的气体分子在径向的分

40

1000

0

布更加均匀。这一现象从物理角度解释了旋流气体在

20

500

加热条件下旋转速度增大的原因。在加热条件下气体
0.01

r/m

0.02

0.03

0

0.01

（a）温度
1.5

102.5

cold
hot

102.0

0.5

101.5

0.01

r/m

0.02

（a）周向速度

0.03

（b）轴向速度

1.0

0

r/m

0.02

0.03

101.0

分子向靠近燃烧室中心轴线的方向运动，旋流气体平
均旋转半径变小，而气体分子总的角动量守恒，因此
其旋转速度增大。

cold
hot

3 结束语
通过对旋流预混甲烷 / 空气在冷态和燃烧态下
0

0.01

r/m

0.02

0.03

（b）压力

图 8 算例 4 在冷态和燃烧态下各参数径向分布

的流场特征进行初步分析表明，
在加热条件下旋流气
体的旋转速度可以提高，
且增大的旋转动能来自于旋
流气体的内能。通过降低旋流气体的旋流强度，减小
回流区造成的湍流耗散，
可以降低旋转速度在轴向方

从图 8（a）中可见，旋流预混甲烷 / 空气在发生燃

向的衰减。同时，当旋流气体在具有收缩壁面的变截

烧后温度大幅升高，最高温度由 650 K 升高至 2000

面燃烧室内运动时，可以更大程度地提高气体的旋转

K。其中，燃烧后的温度分布呈现为两头高、中间低，

动能。

这是因燃烧室内燃料未完全燃烧造成的。
从图 8（b）中可见，旋流气体的轴向速度沿轴向
增大，在 y=120 mm 处，最大轴向速度由入口处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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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遗传算法的涡扇发动机稳态调节规律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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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获得最大推力，对典型的混合排气涡扇发动机的调节规律进行分析，得到发动机控制参数的最优匹配，介绍了 1 种
基于排挤机制的小生境遗传算法，
并采用多峰值多变量函数对小生境遗传算法进行测试，
结果表明：
小生境遗传算法能够得到目标
函数的局部最优解和全局最优解。将发动机稳态模型作为目标函数代入小生境遗传算法中，
并制定相应的约束条件和惩罚机制，结
果表明：
采用优化后的调节规律使发动机推力表现更优。
关键词：小生境遗传算法；
调节规律；
优化设计；
推力增大；
涡扇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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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Design of Steady-state Regulation Law of the Turbofan Engine Based on the Genetic
Algorithm
HAN Wen-jun袁TANG Lan袁WANG Chen袁GUO Hai-hong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maximum thrust袁 the regulation law of a typical mixed exhaust turbofan engine was analyzed袁and the

optimal matching of the control parameters of the engine was obtained. A niche genetic algorithm based on crowding mechanism was
introduced袁and the multi-peak multivariable function was used to test the niche genetic algorith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cal optimal
solution and the global optimal solution of the objective function can be obtained by niche genetic algorithm. The steady-state model of the
engine was used as the objective function in the niche genetic algorithm袁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straint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 were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gine thrust performance is better by the optimized regulation law.

Key words: niche genetic algorithm曰regulation law曰optimization design曰thrust augmentation曰turbofan engine

0 引言

不少基于随机搜索的现代优化算法取得了巨大成功。

航空发动机尤其是军用发动机装配飞机后，在飞

这些算法与传统优化方法（如 N-R 算法）相比，在求

机起飞、爬升和水平加速时一般工作在中间状态或最

解一些复杂的多维优化问题时具有一定的优势。如粒

大状态（全加力状态），在此过程中发动机发挥其最大

子群算法和遗传算法是基于随机搜索的优化算法中

推力。为了保证在任何飞行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发

比较成功的 2 种算法[2]。粒子群优化算法是通过模拟鸟

动机潜力[1]，发动机中间或最大状态的调节规律设计

群觅食行为而发展起来的 1 种基于群体协作的随机搜

尤为重要。在该设计过程中应综合考虑发动机的强度

索算法，
搜索速度快、
效率高，但在搜索全局最优解方

负荷、热负荷和工作稳定性，还需考虑飞机进气道的

面还有所欠缺；遗传算法是 1 种借鉴生物界自然选择

流量限制等因素，
该设计过程是 1 个需要人工反复迭

和进化机制发展起来的高度并行、
随机、
自适应搜索算

代的过程，因此研究出合适的优化设计方法提高设计

法，
已成功应用于组合优化、
机器学习、工程优化等诸

效率很有必要。近年来，各种新的优化算法迅速发展，

多领域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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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遗传算法应用于发动机稳态调节规律（或
控制规律）的优化设计问题中，提出了 1 种发动机调
节规律的设计方法，
在考虑多种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得
到最优的发动机调节规律。

2 遗传算法介绍
简单遗传算法的优化机理为：首先随机生成初始
种群，然后按照一定规则选择优良的父代个体，再通
过交叉和变异等操作生成子代。如此反复迭代，种群

1 发动机调节规律

经过不断进化，其平均适应度逐渐提高，最终得到最

以混合排气涡扇发动机调节规律为例，发动机的

大适应度的个体[11]。然而随着简单遗传算法的广泛应

控制参数为主燃油流量 W f 和喷管喉道面积 A 8[8]。发

用出现了局部收敛问题[12]。为了避免种群中个体出现

动机控制系统通过调整 W f 使发动机的低压转子相对

局部收敛，衍生出了小生境遗传算法。

转速 n1、高压转子相对转速 n2 和低压涡轮后总温 T6

在用遗传算法求解多峰值函数的优化问题时，经

（因高压涡轮前总温 T4 测量难以实现）的其中之一达

常只能找到几个最优解，
甚至往往得到的是局部最优

到最大限制值，另外 2 个参数随动，但不高于各自的

解[13]，小生境遗传算法的基本目标就是形成和维持稳

限制值[9]。通过调整 A 8 使发动机的低压涡轮出口总压

定的多样性种群，在搜索空间的不同区域中并行搜

P6 与风扇进口总压 P1 的比值 EPR[10]符合要求的值。

索，最终实现多峰值问题的优化。De Jong[14]在 1975 年

发动机 n1、
n2、
T6 和 EPR 的调节规律分别如图 1、2

提出排挤机制的小生境实

所示。从图 1 中可见，
发动机调节规律根据不同的 T1

现方法。排挤机制的实现

大致可分为 4 个区域。第 1 区域，当 T1 较低时低压转

思想是：在种群中选取 N

子相对换算转速 n1r 达到限制值 n1rmax，发动机进气流

个较优的个体组成排挤成

量接近飞机进气道的最大流量限制值；随着 T1 的升

员，然后依据新产生的成

高，n1rmax 对应的 n1 逐渐升高，最终达到第 2 区域，即

员与排挤成员的相似性来

n1 达到限制值 n1max；随着 T1 进一步升高，为保持

排挤掉一些与排挤成员相

n1=n1max，必须提高涡轮前总温 T4，
T6 随 T4 的升高也逐

类似的个体。其中个体之

渐升高，最终达到第 3 区域，即 T6=T6max；当 T1 升高到

间的相似性可用个体之间

某一温度时，
由于风扇和压气机存在“前重后轻”的现

的距离来度量。随着排挤

象，达到了第 4 区域，即 n2 达到了最大限制值 n2max。

过程的进行，群体中的个

开始
随机生成 M 个个体形成初始种群
根据适应度进行降序排列，
并选取前 N 个作为排挤成员
通过选择运算、交叉运算、变
异运算生成 M 个新个体
将 M 个新个体和 N 各排挤成
员合并，计算每 2 个个体之间
的距离，如果距离小于 L 则对
适应度小的个体处以惩罚

根据适应度对 M+N 个个体进
行降序排列，并选取前 N 个作
为新的排挤成员，前 M 个个体
作为下一代个体

是否达到最大代数

体逐渐被分类，形成各个
T6
n2

体的多样性[14]，
小生境遗传

n1

算法的流程如图 3 所示。
1

2

3

T1/K

4

图 1 发动机转速和排气

是

小的生存环境，并维持群

结束

图 3 小生境遗传算法流程

3 遗传算法测试
图 2 发动机 EPR 调节规律

温度调节规律

在使用小生境遗传算法进行发动机调节规律优
化设计之前，先对该算法进行测试，并将测试结果与

在发动机工作的进气温度范围内，控制器通过调

采用粒子群算法和简单遗传算法的计算结果进行对

节喷管喉道面积来实现要求的 EPR 控制。但是不同的

比。测试用目标函数见式（1），该函数在约束条件内共

EPR 调节规律会影响发动机的 n1、
n2 和 T6，从而影响发

有 16 个局部最优点，其中有 4 个全局最优点。测试函

动机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内的推力表现。如果考虑发

数为

动机加力工作状态，则更为复杂，需要综合考虑加力

y=20+x21+x22-10×(cos (2仔x1)+cos (2仔x2)) （1）

燃油流量 W fa 与 A 8 的匹配，以及余气系数和加力燃

约束条件：xi∈[-2，2]（i=1，2）。

烧室出口温度的限制。因此在 T1 条件一定时，
发动机

惩罚函数：Penalty=0，即如果某个体被惩罚，则其

的控制参数 W f、
W fa、A 8 存在最优组合。

适应度直接设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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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算法运行参数如下：

进化到 50 代左右收敛，采用小生境遗传算法时种群

种群规模：种群规模的给定参考范围为 20～

进化到 30 代左右收敛，并且 30 代以后的平均适应度

100 ，为保持种群多样性将种群规模设为 100；

变化较为平稳。

[13]

进化代数：一般 进化代数 选取 范围为 100 ～
1000 [13]，为减少计算量暂设为 100；

采用小生境遗传算法能够获得优化目标的全局

交叉概率：Pc=0.6；

最优解和局部最优解，但是遗传算法种群规模、变异

变异概率：Pm=0.01。

概率和交叉概率的选取会影响遗传算法的收敛速度，

遗传算法编码和遗传算子如下：

对于优化发动机稳态调节规律这类计算量庞大的问

个体编码：浮点数编码；

题，需要对种群规模、变异概率和交叉概率参数的选

选择算子：比例选择算子；
交叉算子：鉴于编码方式采用的是浮点数编码，
所以交叉采用算术交叉方式，对第 t 代的 1 对个体
P1t、P2t 进行算术交叉 [11]，在[0，
1]区间随机生成 1 个数
r，如果 r≤Pc，则个体 P1t、P2t 按式（2）进行算术交叉，

嗓

4 遗传算法参数选取

p 1t+1=琢p t1+(1-琢)p t2

（2）

p 2t+1=琢p t2+(1-琢)p t1

取进行分析和优化，以提高计算效率。
4.1 种群规模
种群规模表示 1 代中个体的数目，决定了每代优
化的计算次数。一般总群规模选取范围为 20～100。
为了找出计算量最小的种群，选取种群规模分别为
20、30、40、50、……、100 的情况，每个种群规模计算
10 次，10 次计算的进化代数取平均值表示该种群规

式中：琢 为[0，1]区间的数，本文将 琢 设为 0.5；
变异算子：采用均匀变异，假设 1 个个体 X=（x1，
x2），若 x1 满足变异条件，且 x1 ∈[x1min，x1max]，则在[0，
1]
区 间 随 机 生 成 1 个 数 r，
x1 变 异 后 的 新 值 x1’=
x1min+r·(x1max-x1min)。
粒子群算法、简单遗传算法和小生境遗传算法的
测试结果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蓝点的 y 值为个
体的目标函数值，采用粒子群算法和简单遗传算法仅

模下的平均进化代数。每个种群规律条件下的平均进
化代数如图 6 所示。每个种群规模条件下的总计算次
数（总计算次数 = 种群规模×进化代数）如图 7 所示。
从图 6、7 中可见，种群规模为 100 时进化平均代数最
小，为 27 代，但实际计算次数为 2700 次；种群规模为
20 时平均进化代数为 30.5，但实际计算次数仅为
612。因此种群规模为 20 时计算量最小。

得到全局最优解和部分局部最优解。采用小生境遗传
算法能够得到该函数的全局最优解和所有局部最优
解，适用于优化发动机稳态控制规律这类复杂问题。
种群在进化过程中平均适应度随进化代数的变化如
最优解

40
30
20
10
0
2

1

0
-1

-2 -2

-1

0

（a）粒子群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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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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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x1

1

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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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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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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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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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b）简单遗传算法 （c）小生境遗传算法
图 4 测试结果

图 6 不同种群规模对进化

图 7 不同种群规模对计算

代数的影响

次数的影响

4.2 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选取

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

在遗传算法中，交叉概率一般建议取值范围为

着进化代数的增加种群平

0.40～0.99，
变异概率取值范围为 0.001～0.010[13]。为

均适应度逐渐提高，当进

了找出合适的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进行多次评估，结

化到某一阶段时种群平均

果见表 1。从表中可见，交叉概率对进化代数影响不

适应度保持在一定范围内

大，变异概率对进化代数有影响，变异用 0.002 和

波动，表明遗传算法收敛。 图 5 种群进化过程的平均
适应度
采用简单遗传算法时种群

0.004，进化代数少。为了减少计算量，交叉概率设为
0.80，
变异概率设为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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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量，且发动机 EPR 达到了较优的状态，因此该区

表 1 不同交叉概率和变异概率测试结果

优化前后的结果相近。

交叉概率

进化代数

变异概率

进化代数

0.40

28

0.002

28

当 T1 升高到 T6 和 n2 受限制区域时，发动机 n1r

0.60

30

0.004

28

和 EPR 是相互制约的 2 个量，比如提高 n1r 则需要放

0.80

29

0.006

33

1.00

31

0.008

36

大 A 8，这样会使发动机进口空气流量提高，发动机推

5 发动机调节规律的优化设计
将发动机稳态模型带入小生境遗传算法中，将其
看作复杂的目标函数，并以获得最大推力 F 为目标。
该问题的模型为：
目标函数为 max

F=fengin（X），约束条件为：

高压涡轮前温度：T4≤T4max；
风扇裕度：ΔSMf≥ΔSMfmin；
压气机裕度：ΔSMc≥ΔSMcmin；
低压相对转速：
n1≤n1max；
高压相对转速：
n2≤n2max；
喷管喉道面积：
A 8min≤A 8≤A 8max
发动机进口换算流量：
W 1r≤W 1rmax；
惩罚函数：Penalty=0。
在不加力的混合排气涡扇发动机模型中共同工
作方程共有 29 个方程组 [15]，实际变量为 31 个，为了
保证方程组具有惟一解，必须附加 2 个量，这 2 个量
组成的向量便成为遗传算法中的个体。对于发动机实
际的工作情况是通过给定 W f 来调节 n1、
n2 和 T6，通过
给定 A 8 调节 EPR。根据本文采用的发动机模型，其计
算输入为 n2 和 A（n
，即遗传算法中
8
2 可近似表征 W f）
的个体可表达为 X i=|n2，A 8|。
发动机调节规律的优化设计结果如图 8、9 所示，
从图中可见，
发动机调节规律优化前后的主要区别在
于发动机 T6 和 n2 受限制区域，在该区域 n1 优化后低
于优化前的，而 EPR 优化后高于优化前的，对于混合
排气涡扇发动机来说，n1r 决定发动机进口空气流量，
EPR 决定发动机排气速度。当 T1 较低时，
发动机 n1r 或
n1 达到限制值，表明发动机进口空气流量达到最大空

力有增大的趋势；但是因 A 8 增大导致 EPR 降低，影响
了发动机排气速度，发动机推力有减小的趋势。所以
n1r 和 EPR 存在最优的匹配，同时反映出发动机控制参
数 W f 和 A 8 存在最优匹配。因为发动机调节规律在进
行优化设计前未充分考虑 W f 和 A 8 最优匹配的问题，
因此在该区域的调节规律有一定的优化余地。
以 H=11 km 为例，发动机调节规律优化前后的
速度特性对比如图 10 所
示。从图中可见，在 n1r 和
n1 受限制区域，发动机采
用优化前后的调节规律，
推力表现相当；在 T6 和 n2

受限制区域，
采用优化后的 图 10 在 H=11 km 时发动机
调节规律，
发动机推力大。

的推力特性

在最大（全加力）状态下的推力优化更为复杂。发
动机模型中需设定的变量增加（加力燃油流量 W fa 或
加力出口总温 T7），
对于最大状态推力优化问题，个体
表达为：X i=|n2，
A 8，T7|。
目标函数为 max F=fengin（X），约束条件在原基
础上增加：
加力燃烧室出口总温：T7≤T4max；
加力燃烧室出口余气系数：琢≥琢min；
加力状态喷口面积：A 8a≤A 8max。
在最大状态优化过程
中，发动机的 n1、
n2、
T6 调节
规律与中间状态的一致。
最大状态 EPR 调节规
律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
见，优化结果比优化的中

图 11 最大状态 EPR
调节规律

间状态 EPR 调节规律低，与原 EPR 调节规律接近，表明
在发动机加力工作条件下，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推
力，需要将喷口放大，提高进气流量。这样在保证加力

优化前 n1
优化前 n2
优化后 n1

优化后 n2
优化前 T6
优化后 T6

燃烧室余气系数不低于要求值条件下，
加入更多的燃
油。由此可见，
原 EPR 控制规律是为了获得大的加力推

T1 /K

图 8 优化的转速、
温度
调节规律

图 9 优化的 EPR 调节规律

力而设计的。优化的加力供油规律和加力推力比原状
态略高，
如图 12、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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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曹道友. 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应用研究[D]. 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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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加力供油规律

图 13 最大状态推力

in genetic algorithm [J]. IE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Man，and
Cybernetics，1994，24(4)：656-666.

6 结论

[7] 邹朝兰.某型涡扇发动机控制计划研究[C]// 探索 创新 交流——
—第

（1）本文针对混合排气涡扇发动机调节规律进行
了分析，W f 主要用来调节发动机的 n1、n2 和 T6，A 8 用
来调节 EPR，当发动机工作在中间状态时，W f 和 A 8 存
在最优的组合，当发动机工作在加力状态时，W f、W fa
和 A 8 存在最优的组合。根据优化结果发现，
在发动机
中间状态下通过收小喷口能够获得较大的推力，在最
大（或加力）状态下可通过增大喷口同时提高加力供
油的方式获得较大的加力推力；
（2）介绍了 1 种基于排挤机制的小生境遗传算法，
并采用 1 种多峰值 2 变量的函数进行测试，测试结果
表明，
该遗传算法能够得到该测试函数的局部最优解
和全局最优解；
（3）将发动机模型作为目标函数带入小生境遗传
算法中，并给定一定的约束条件和惩罚机制，对遗传
算法参数进行优化，在种群规模为 20、交叉概率为
0.8、变异概率为 0.004 时，能够使进化代数缩减到 30
以内，
减少了优化过程的计算量，
提高了效率；
（4）采用遗传算法进行发动机调节规律的优化设
计，摆脱了传统的人工反复迭代的设计过程，提高了
发动机调节规律的设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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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重力方向影响的低压涡轮叶片
水流量测量数值计算
杨

珂，马世岩，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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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雷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沈阳 110015）

摘要：为分析叶片摆放方向（重力）对某型发动机低压涡轮转子叶片水流量测量的影响，对某低压涡轮转子叶片（2 种内腔冷却
结构）在 4 种不同重力方向作用下的水流量进行数值计算。结果表明：重力方向对水流量测量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针对第 1 种内
腔冷却结构的叶片，
将测量设备进口引流管路加入计算模型，分别计算 4 种不同重力方向作用下的水流量。结果表明：在不同工况
下由该测量设备引流管路导致的水流量测量结果变化很小，
可以忽略不计。将计算结果及实测数据分别与测量标准要求进行对比
分析，
数据拟合度较好。
关键词：低压涡轮叶片；
水流量测量；
重力；
数值计算；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4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1.005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Water Flow Measurement of Low-pressure Turbine Blade 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Gravity
YANG Ke袁MA Shi-yan袁GUO Rui袁WANG Lei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blade placement direction 渊gravity冤on water flow measurement of low-pressure turbine

rotor blade of a certain engine袁the water flow rate of a low-pressure turbine rotor blade 渊two kinds of inner cavity cooling structure冤under

four different gravity directions was calc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of gravity direction on water flow measurement is
negligible. Aiming at the blade of the first kind of inner cavity cooling structure袁the inlet drainage pipelines of the measuring equipment
were added to the calculation model袁and the water flow under the action of four different gravity directions was calculated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ater flow measurement results caused by the drainage pipelines of the measuring equipment have little change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袁which can be ignore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the measured data are compared with the measurement
standard requirements袁respectively袁and the data fitting degree is better.

Key words: low-pressure turbine blade曰water flow measurement曰gravity曰numerical calculation曰aeroengine

0 引言

片检测的重要工序和关键环节，
关系到叶片的冷却性

随着涡轮前温度的不断提高，对航空发动机高温

能是否满足继续装配试车的工艺要求[9]。在叶片出厂

部件必须采用更加有效的冷却方式来降低叶身温度

之前需要对叶片进行水流量测量，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以提高叶片的使用寿命，
从而保证发动机运行安全[1-3]。

将有助于对叶片的冷却能力做出合理评价，在一定程

目前典型的涡轮叶片冷却结构形式包括回转通道、气

度上确保出厂叶片的使用安全。

[4-8]

膜冷却、
扰流肋、扰流柱以及尾缘劈缝等

。叶片内腔

现行涡轮叶片水流量测量标准中对试验介质、试

冷却结构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对叶片铸造的一致

验压力、介质温度、介质过滤精度以及相关测量仪器

性和符合性提出更高要求。叶片水流量检测工序是叶

的精度均提出相应要求，
而对于测量过程中叶片的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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塄= 坠 i+ 坠 j+ 坠 k
坠x
坠y
坠z

放方向并未做出要求。
本文对某型低压涡轮转子叶片 （2 种内腔结构）
同时结合实际情况针对第 1 种内腔冷却结构叶片，将
实际的引流管路加入计算模型，模拟计算 4 种不同重
力方向作用下的水流量。

水流量的基本测量方法即从叶片榫头通入水流，
测量给定压力下单位时间流经叶片内腔的水流体积
或质量[10-13]。目前 2 种常用的水流量检测装置如图 1
所示。图 1（a）水流量测量设备主要包含试验台架、供
水系统、压力调频控制系统、测量系统、叶片夹具及数
据输出终端。测量时使用纯净水，其中杂质粒子直径
不得大于 16 滋m，并将水温控制在 15～35 ℃，水流从

水箱经过滤装置和稳压桶，通过压力及流量测量装置
进入待测叶片。使用调频器实现压力对泵的控制，当
压力满足水流量测量要求并稳定 15 s 后，由测试系
统自动输出压力及流量数据。流量计测量精度不低于
1 级并由电子秤校准；压力表测量精度不低于 1 级，
测量过程中保持压力稳定[14]。
压力表

水面

夹
叶片 具

（2）

式中：z 为流过通道断面上某点相对于参考面的位置
2
高度，即位置水头；p 为压强水头；u 为速度水头；
籽g
2g
'

hw 为损失水头。
本文研究的叶片内腔水流进、出口水流量分别为
n

G in=籽A inuin，G out=移籽A iui。
i=1

根据连续性方程可知
G in=G out

（3）

即叶片内腔进口水流量等于叶片各出口水流量
之和。
式中：籽 为水密度，
kg/m3；u 为水流速度，
m/s；A 为通道
截面积，m2：G 为水的质量流量，kg/s。
要受位置水头、压强水头以及流动损失的影响。本
文重点研究位置水头（重力方向）对水流量测量的

汽缸
溢流窗口

稳
压
桶

方程为

综合式（1）~（3）可知，叶片水流量测量结果主

瞬时
流量计
夹
具

对方程进行积分可得单位质量黏性流体的能量
2
'
z+ p + u +hw =C（常数）
籽g 2g

1 叶片水流量测量设备及方法

泵

（1）

2
2
2
塄2= 坠 2 + 坠 2 + 坠 2
坠x 坠y 坠z

在 4 种不同重力方向作用下的水流量进行数值计算，

通过稳压电
源及调频器
控制

23

珂等：基于重力方向影响的低压涡轮叶片水流量测量数值计算

控制开关

影响。

量
筒
电子数显
5000 g/min

叶身对称中心线
阀门由电脑控制

3 计算模型、
网格及边界条件设定

水箱

（a）叶片倒置

（b）叶片水平放置

图 1 叶片水流量测量装置[14-15]

叶片摆放方向对水流量测量结果的影响可以等
效为数值计算中重力方向对计算结果的影响。本文分
别计算低涡转子叶片（2 种内腔冷却结构）在 4 种典
型重力方向作用下的水流量。并针对第 1 种内腔冷却
结构的叶片，将水流量测量设备进口引流管路加入计
算模型，
分别计算 4 种不同重力方向作用下的水流量。

2 控制方程
本文研究的叶片内腔水流流动为 3 维、定常、不
可压黏性流动，所涉及到的基本物理方程为黏性流体
的运动微分方程

f- 1 ·塄p+v（塄2ux+塄2uy+塄2uz）= du = 鄣u +（u·塄）u
籽
dt 鄣t

3.1 计算模型
2 种冷却结构的低压涡轮叶片模型如图 2 所示。
第 1 种冷却结构叶片内腔

Out1

Out2

Out1

Out2

为 3 腔回转通道加尾缘劈
缝结构，叶尖有 2 个冷气
出口，尾缘有 25 个排气窗

Trailing Edge
Coolant Exhaust
Window（25）

口。第 2 种冷却结构叶片
内腔为 3 腔直通道，叶尖
有 2 个冷气出口。
根据图 1（a）可知，测
量时将叶片水平放置，叶
片榫头部分用专用夹具夹
紧，水流先后流经管路和

In

In

（a）第 1 种冷却 （b）第 2 种冷却
结构叶片

结构叶片

接口部分自榫头流进叶片 图 2 2 种冷却结构的低压
内腔。因此本文仅对叶片
涡轮叶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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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腔流体区域进行计算分析，
对管路和叶片榫头接口

网格数量为 895 万，网格质量在 0.25 以上。

部分进行简化处理。

3.3 边界条件设定

2 种冷却结构的叶片以及第 1 种冷却结构叶片

根据水流量测量标准设定计算边界条件：流体介

加引流管路（管路直径为 25 mm）的计算模型如图 3

质为水，温度为 25 ℃，进

所示。第 1 种叶片内腔冷却结构为 3 腔回转通道加尾

口相对总压为 0.2 MPa，出

缘劈缝结构；
第 2 种叶片内腔冷却结构为 3 腔直通道。

口（叶尖 2 个出口：
Out1 和

Out1

Out2

Out1

Out2

OutEW
（Exhoust Window）

Out2，尾缘出口：
OutEW）背

11 mm 铁管

压为 101325 Pa，重力方向

15 mm 铁管
第一种冷却
结构叶片

分别为 z 向（叶片倒置）、
-z
向（叶片正置）、
x 向（叶片
水平放置尾缘向下） 和 -y

100 mm 橡胶软管

Y

Z
X

Y

进口测压点

X

Y X
Z

（a）第 1 种冷却
结构叶片

（b）第 2 种冷却 （c）第 1 种冷却结构
结构叶片

Y

下），使用 3 维 计 算 软 件

水流方向

Z

Z

向 （叶片水平放置盆侧向

叶片加引流管路

图 3 计算模型

X

ANSYS CFX 14.0 计算，湍 （a）第 1 种冷 （b）第 2 种冷
流 模 型 选 用 SST，y+<2。 却结构叶片 却结构叶片
模型进口延伸 1.5 倍水力

图 5 叶片计算边界

直径。叶片计算边界如图 5 所示。
根据测量标准要求：对于第 1 种冷却结构叶片需
要测量 2 个水流参数 q 1 和 q 2，q 1 为从叶片 2 个叶尖
出口（Out1 和 Out2）以及 25 个排气窗口流出的总的

3.2 计算网格
第 2 种冷却结构叶片的计算网格如图 4 所示。利
用 ICEM CFD 对计算域进行 4 面体非结构化网格划
分，边界层采用 3 棱柱网格。经网格无关解验证后网
格划分结果如下：第 1 种冷却结构低涡叶片计算网格
全局网格尺寸为 0.4 mm，边界层共 7 层，第 1 层高度
为 0.003 mm，网格数量为 1600 万，网格质量在 0.2 以

水流量，q 2 为将 2 个叶尖出口（Out1 和 Out2）堵住，从
25 个排气窗口流出的水流量；对于第 2 种冷却结构
叶片需要测量 3 个水流参数 q 1、
q 2 和 q 3，水流量 q1 为
从叶片 2 个叶尖出口（Out1 和 Out2）流出的总的水流
量，水流量 q 2 为将叶尖出口 Out2 堵住，从叶尖出口
Out1 流出的水流量，q 3 为将叶尖出口 Out1 堵住，从

上；第 2 种冷却结构低涡叶片计算网格全局网格尺寸

叶尖出口 Out2 流出的水流量。

为 0.3 mm，边界层共 7 层，第 1 层高度为 0.003 mm，

4 计算结果分析
4.1 第 1 种冷却结构叶片
综合考虑目前叶片的铸造水平、
加工工艺水平以
及测量设备的精度等多方面因素，在第 1 种冷却结构
叶片的水流量测量标准中给定：水流量 q 1 的测量合
格范围为（0.380±0.038）kg/s，水流量 q 2 的测量合格

（a）叶片网格

（b）排气窗口网格

范围为（0.270±0.027）kg/s。第 1 种冷却结构叶片在
4 种重力方向下水流量 q1 的计算结果见表 1。从表中
可见，计算结果相对于测量标准偏差较小，在可接受
范围内。
从计算结果中可见重力方向对水流量 q1 的计算

（c）叶片叶尖出口网格
图 4 第 2 种冷却结构叶片计算网格

结果影响较小，
可忽略不计。其中叶尖第 1 个出口水流
量占水流量 q 1 的 28%，
叶尖第 2 个出口水流量占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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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q 1 的 19%，
尾缘劈缝水流量占水流量 q 1 的53%。

实测值整体偏小，数据离

表 3 水流量实测数据的

表 1 叶片在 4 种重力方向下水流量 q 1

散程度较好。从实测值的

统计分析参数汇总

重力方向

q 1 （kg/s）
/

与标准值偏差 /%

z向

0.379

-0.3

-z 向

0.379

-0.3

x向

0.379

-0.3

-y 向

0.380

0

第 1 种冷却结构叶片

Out1

0.107
0.107
0.107
0.106

Out2
0.072
0.072
0.072

OutEW

偏差情况、离散程度（样本

0.200

本叶片的水流量 q 2 值实测

0.200

标准差）以及合格率来看样

0.200

情况要优于水流量 q 1 值。

0.200

0.074

表 2 叶片在 4 种重力方向
下水流量 q2

在 4 种重力方向下水流量

4.2 第 2 种冷却结构叶片
第 2 种冷却结构叶片
在 4 种重力方向下水流量
q 1、q 2 和 q 3 的计算结果见

q1

q2

0.380

0.270

0.361

0.265

-5.0

-1.9

样本标准差

0.027

0.016

合格率 /%

83.2

参数
标准值 /
（kg/s）
实测平均值 /
（kg/s）
实测值与标准
值偏差 /%

92.8

q 2 的计算结果见表 2。与

重力

q2 /

与标准值

水流量 q 1 的计算结果相

方向

（kg/s）

偏差 /%

同，重力方向对水流量 q 2

z向

0.269

-0.4

计算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

-z 向

0.269

-0.4

量占水流量 q 1 的 44%，叶尖 2 个出口的水流量互不

x向

0.269

-0.4

影响，可根据实测情况视情考虑在测量标准中去掉对

-y 向

0.269

-0.4

不计。
针对于第 1 种 内腔

表 4。其中，
叶尖第 1 个出

口水流量占水流量 q 1 的 56%，叶尖第 2 个出口水流

水流量 q 3 的测量。

冷却结构叶片，对目前 2766 片样本叶片的水流量实

kg/s

表 4 叶片在 4 种重力方向下水流量 q1、
q2 和 q3

测值进行统计分析，实测数据的频数分布如图 6 所

重力方向

q1

Out1

Out2

q2

q3

示。图中绿色区域为以实测平均值为标准的合格范围

z向

0.513

0.286

0.227

0.286

0.227

（偏差范围为±10%），紫色区域为测量标准中给定的

-z 向

0.513

0.286

0.227

0.286

0.227

测量合格范围，
红色曲线为以实测值的平均值和实测

x向

0.513

0.286

0.227

0.286

0.227

值的标准差为参数绘制的正态分布曲线。

-y 向

0.513

0.286

0.227

0.286

0.227

240

16
频数 14
理论合 12
格范围 10
测量合 8
格范围 6
正态 4
曲线 2
0

200
160
120
80
40
0
水流量 （kg/s）
/

（a）水流量 q 1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频数

25

20
理论合
格范围 15
测量合
格范围 10
正态
5
曲线
0
水流量 （kg/s）
/

（b）水流量 q 2

图 6 实测数据的频数分布

从 2 个合格范围区域的偏差可见，目前水流量 q 1
和 q 2 的实测结果整体偏小，水流量 q 1 的实测结果偏
离理论合格范围更多；从如图 6（a）中可见，以理论合
格范围为基准，直方图分布呈陡壁型，叶片水流量测
量结果集中在合格范围下限；
除部分水流量不合格的
叶片外，以测量合格范围为基准，水流量 q 1 的实测结
果基本呈正态分布，说明虽然水流量的实测值偏小，
但是数据集中度较好。从图 6（b）中可见，相对于水流
量 q 1，
从 2 个合格范围区域的偏差和数据分布的离散
情况来看，
水流量 q 2 的实测结果整体较好。
水流量实测数据的统计分析参数汇总结果见表
3。综合上述分析可知，该低涡叶片的水流量 q 1 和 q 2

4.3 第 1 种冷却结构叶片加引流管路
结合实际情况针对第 1 种冷却结构叶片，将实际
的引流管路加入计算模型，计算得到 4 种重力方向作
用 下 的 引 流 管 路 压 力 损 表 5 叶片在 4 种重力方向
下的总压差
失，见表 5。根据水流量测
量标准规定，水流量测量

重力

过程中测压表波动需控制
在（0.2±0.005）MPa 的范
围内。从计算结果可见，
对
于第 1 种冷却结构叶片，
在 4 种重力方向下，
如图 3

总压差 /

占允许

方向

Pa

压力偏差/%

z向

1247

25

-z 向

1371

x向

1357

-y 向

1063

27
27
21

（c）所示的引流管路导致的总压损失在可接受范围内。
第 1 种冷却结构叶片加引流管路的计算模型在
4 种重力方向作用下的水流量 q 1、q 2 值见表 6。从计算
结果可知，重力方向对水流量计算结果影响较小，可
忽略不计。

5 结论
本文对某型低压涡轮转子叶片 （2 种内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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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叶片在 4 种重力方向下水流量 q1 和 q2

重力方向 q 1（
/ kg/s）

偏差

z向

0.378

-0.5%

-z 向

0.382

0.5%

x向

0.381

0.3%

-y 向

0.379

-0.3%

（1）：
11-14.（in Chinese）

Out1 Out2 OutEW q 2 （kg/s）
/
偏差
0.108 0.071 0.199
0.108 0.074 0.200
0.107 0.074 0.200
0.108 0.075 0.196

0.270
0.269
0.270
0.269

0

-0.4%
0

-0.4%

在 4 种不同重力方向作用下的水流量进行数值计算，
同时结合实际情况针对第 1 种内腔冷却结构叶片，将
实际引流管路加入计算模型，
模拟计算 4 种不同重力
方向下的水流量。通过对计算结果进行分析，得到如
下结论：
（1）叶片摆放方向对该低涡叶片（2 种冷却结构）
的水流量检测结果影响很小，可忽略不计，对于其他
冷却结构的涡轮叶片，
需视具体情况进一步分析；
（2）对于第 1 种冷却结构叶片，由实际引流管路

[7] Qiu L，
Deng H W，Sun J N，
et al. Pressure drop and heat transfer in
rotating smooth square U-duct under high rotation number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013，
66：543-552.
[8] Han J C，Huh M. Recent studies in turbine blade internal cooling [J].
Journal of Heat Transfer Research，2010，
41（8）：
803-828.
[9] 袁红会，姚晓颖，姜雷. 某型机叶片水流量控制系统的开发和应用
[J].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2015（2）：
188-191.
YUAN Honghui，
YAO Xiaoying，
JIANG Lei.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flow rate controlling system of aeroengine blade [J]. Machine
Building & Automation，
2015（2）：
188-191.（in Chinese）
[10] 陈敏. 影响现场流量测量结果的主要原因分析 [J]. 计测技术，
2010，30（S1）：
114-116.
CHEN Min. Analysis of the main reasons affecting the onsite flow
measurement results [J]. Metrology & Measurement Technology，
2010，
30（S1）：
114-116.（in Chinese）
[11] 赵曦，王凤君，彭立斌，
等. 发动机工作叶片流量试验设备设计[J].
品牌与标准化，2010（18）：
41-43.

引起的总压损失较小。在不同重力方向下第 1 种冷却

ZHAO Xi，
WANG Fengjun，PENG Libin，
et al. Design of flow test e-

结构加实际引流管路的水流量计算结果基本相同，由

quipment for turbine blade[J]. Enterprise Standardization，
2010（18）：

重力和总压损失导致的水流量变化可以忽略不计；
（3）对于第 2 种冷却结构叶片从提高水流量检测
效率的角度考虑，建议结合实测情况视情去掉水流量
q 3 的测量。

41-43.（in Chinese）
[12] 蔡文波，李钊.航空发动机高导叶片水流量测试系统改进研究[J].
计测技术，
2015（4）：
50-53.
CAI Wenbo，
LI Zhao. Research on improving testing system for the
water flow of aero-engine high-pressure turbine guide-vanes [J].
Metrology & Measuremen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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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3. （in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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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流泵在主燃油控制系统中的应用及优化设计
丛

炜，丁

燕，廖盛祝，贺炜炜

（中国航发西安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 710077）

摘要：结构简单、可靠性高的射流泵应用于主燃油控制系统中，用以提高齿轮泵入口压力，降低齿轮泵提取功率，从而达到降
低系统燃油温度的目的。基于主燃油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建立了某型主燃油系统 AMESim 仿真模型。通过试验验证与系统仿真结
果的对比，
确认了射流泵的实际温升控制效果及系统仿真模型的置信度，为射流泵的优化提供了指导和设计依据。优化结果表明：
射流泵喷嘴直径是决定射流泵效率及系统控制品质的关键参数；
优化后的射流泵温升控制效果更佳且能保证优良的系统控制品质。
关键词：射流泵；
主燃油控制系统；
仿真；
优化设计；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5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1.006

Application and Optimization Design of Jet Pump in the Main Fuel Control System
CONG Wei袁DING Yan袁LIAO Sheng-zhu袁HE Wei-wei
渊AECC Xi'an Power Controls Technology Co.袁Ltd袁Xi'an 710077袁China冤
Abstract: The jet pump with simple structure and high reliability was used in the main fuel control system袁so that the inlet pressure

of the gear pump was improved袁the extraction power of the gear pump was reduced袁and the purpose of reducing the fuel temperature of the

system was achieved. Based on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main fuel control system袁the AMESim simulation model of the main fuel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est verification and the system simulation results袁the actual temperature rise control
effect of the jet pump and the confidence of the system simulation model were confirmed袁which provided guidance and design basi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jet pump. The optimiz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nozzle diameter of the jet pump is the key parameter to determine the
efficiency of the jet pump and the system control quality. The optimized temperature rise control effect of jet pump is better and the
excellent system control quality can be guaranteed.

Key words: jet pump曰main fuel control system曰simulation曰optimization design 曰aeroengine

0 引言

设计准则。Yamazaki 等[4]进行了射流泵表面粗糙度对

射流泵是 1 种利用工作流体来传递能量和质量

射流泵性能影响的研究，研究表明：喉管入口处的摩

的流体输送机械，其主要由喷嘴、
喉管及扩张管组成。

擦因数对射流效率影响最大。向清江等[5]利用 CFD 模

由于其无运动部件，
且结构简单、
可靠性高等特点，被

型并结合试验研究了液气射流泵内部流场的分布规

广泛应用于农业、化工、
核电、制冷等领域 。

律。FAN 等[6]通过 CFD 2 维模型研究了射流泵性能和

[1]

以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射流泵的性能计算、数值

流场分布，
优化了射流泵结构参数，
提高了射流效率。

仿真及内部流场分析等方面。陆宏圻等 推导了射流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里极少有射流泵应用于航空

泵全特性工况的性能方程，并通过相关试验对该方程

发动机主燃油系统中的应用实例，尤其是将射流泵用

进行了验证。XU 研究了可逆液体换向射流泵在核电

以控制系统燃油温升。目前，
航空发动机主燃油控制

行业的应用，
详细分析了结构参数对射流泵性能及内

系统常采用离心 - 齿轮组合泵进行供油，由于齿轮泵

部流动的影响，并总结归纳了可逆液体换向射流泵的

属于定排量泵，供油量基本与转速成正比，为了满足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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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燃烧室、伺服机构以及相关附件内漏的燃油消

2

v
h= H 2-H S = t2
H 1-H S v
j

耗需求，同时考虑到设计余度，通常齿轮泵的实际供
油量要远大于正常需油量。多余的燃油通过回油活门

q=qS/q 1

回至齿轮泵入口 （离心泵出口），其压力能转换成内

m=

本文主要利用经校验的高置信度的 AMESim 仿
流泵几何参数的优化提供指导和设计依据。

Dt

（7）

2

Dj

浊=q·h

加入射流泵后的主燃油控制系统工作原理如图
1 所示。电子控制器根据发动机调节计划和控制规律
给定电流信号控制燃油电液伺服阀，
燃油电液伺服阀
输出 2 股不同压力的油源控制计量活门移动，实现燃
油计量；齿轮泵提供的多余燃油通过回油活门供往射
流泵入口，同时通过射流泵引射离心泵后低压燃油，
引射后的混合燃油再供往齿轮泵[7-9]。

式中：p 1 为工作流体进口静压；v 1 为工作流体进口流
H 1-H S 为吸入扬程；v t 为混合流体喉管进口流速；p 2 为
混合流体排出口静压；v 2 为混合流体排出流速；H 2-H S
为排出扬程；q 1 为工作流体流量；q S 为被吸流体流量；
h 为扬程比；q 为流量比；m 为面积比；Dt 为喉管直径；
Dj 为喷嘴出口直径；浊 为射流泵效率。
根据式（1）～（8），结

0.7

合 h-q 曲线 （如图 2 所

0.6

m=1.5
m=2

0.5

m=3

示）及（H 2-H S）-q 2 曲 线

0.4

（如图 3 所示），可以初

0.2

步确定 1 组满足设计要
求且效率较高的射流泵

m=4
m=6
m=8
m=12

0.3
0.1
0

1

30 最大流量值
20
15
10
8
7
6
5
4
3
4
0.6 1.0 2

图 1 主燃油控制系统原理

6

8

15

25

35

假设流体为理想流体，工作流体进口到喷嘴出口的伯

（1）

系统 AMESim 模型，如图
4 所示[10-11]。

因 v 1 远小于 v j，设 v 1=0，则
2

（2）

2 试验验证
为了验 证射 流泵对

喉部到排出口处的伯努利方程为

30
20
15
10
8
7
6
5
4
3
18

30 50

80 150

300

600

1000

3

初始设计值
几何参数

几何尺寸

Dj /mm

12

Dt /mm

14

L t /mm

87

L 2 /mm

115

琢2 （毅）
/

5

主燃油系统的实际温升控制效果，对某主燃油系统进

2

（3）

设喉部压力近似等于 p S，并设 v 2=0，则

行试验，
在慢车状态下理论计算与试验结果对比见表
2。从表中可见，理论计算与试验验证结果差异不大，
射流泵的温升控制效果可以满足使用需求。

2

v t p 2-p S
=
=H 2-H S
2g
籽g

5

射流泵几何参数确定 表 1 射流泵主要几何参数 的工作原理，建立主燃油

2

pS + vt = p2 + v2
籽g 2g 籽g 2g

4

（a）排出流量 Q2（m
/ /h）
（b）排出流量 Q2（m
/ /h）
图 3 （H2-HS）-q2 曲线

后，结合主燃油控制系统

努利方程为

v j p 1-p S
=
=H 1-H S
2g
籽g

3
q

3

文献[1]给出了射流泵几何参数的数值计算方法：

p1 + v1 = pS + vj
籽g 2g 籽g 2g

2

m=20

图 2 h-q 曲线

几何参数，具体见表 1。

2

（8）

速；p S 为被吸流体静压；v j 为工作流体喷嘴出口流速；

1 系统仿真模型建立

2

（6）

2

能，造成功率损失，最终导致系统燃油温度升高。
真模型进行系统仿真，通过系统仿真结果对比，为射

（5）

（4）

同时为了验证主燃油系统 AMESim 模型的置信
度，选取特定工况（燃油泵给定 100%转速，计量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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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算器反馈角度 10毅的阶跃增量从关闭到逐渐打

用；而在解算器反馈角度达到 60毅时，射流泵起到节

开）后，对某主燃油系统再次进行试验，仿真模型与在

流降压作用，该现象是符合其工作原理的。由于在计

相同工况下的输出结果对比曲线如图 5 所示。

算器反馈角度达到 60毅时，被吸流体的流量及压力均

主燃油泵

大于工作流体的，工作流体无法在管内形成真空，便

压差活门

无法吸入被吸流体，大量被吸流体主动涌入口径较小

回
油
活
门

的喉管，
造成节流降压。该节流压降现象将对齿轮泵
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如：加剧齿轮泵的汽蚀效应，齿轮

射
流
泵

泵提取功率需增加，增大齿轮泵的负荷等。
计量活门

图 5（d）反映了产品的系统控制品质，可见在解

高
压
关
断
活
门

算器反馈角度低于 20毅时，计量前后压差 驻P 超出压
差设计值上限，在该状态下，工作流体流量 q 1 远大于
图 4 主燃油系统 AMESim 模型

被吸流体流量 q S，射流泵喷嘴流通能力无法满足大量

表 2 燃油温升控制效果 - 计算与试验结果对比

的工作流体的流通，工作流体在喷嘴处形成节流，导

试验结果

0.65

0.60

畅（回油压力过高）时只能通过提高计量压差来减小

16.0

14.6

从变化趋势和数值上分析，图 5（b）、
（c）中试验

（PB3-PB2）/ MPa
驻Ptq / kW

2.78

驻t /℃

2.56

回油流量。
压力及压差值均略小于仿真值，但偏差量较小（约为

4.0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仿真
试验

3.5
3.0
仿真
试验

0

20

40

60
t/s

80

100

120

仿真
试验

0

20

40

60
t/s

80

2.0
1.5
0

100 120

失。上述对比结果表明：仿真曲线与试验曲线基本吻
20

40

60
t/s

80

（c）齿轮泵入口压力与离心泵
出口压力的压差 PB3-PB2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

2%），产生偏差的主要原因为：实际加工零组件流道
的摩擦系数大于仿真值，
从而带来一定的沿程压力损

2.5

100

120

（b）齿轮泵入口压力 PB3

（a）计量燃油流量 q f
16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
-200
-400

致工作流体（回油）压力 p 1 升高，最终，系统在回油不

计算结果

仿真
试验
设计上限
设计下限

20

40

60
t/s

80

信度较高的仿真模型对射流泵开展进一步的优化设
计工作。

3 设计优化
文献[1]指出，射流泵的效率 浊 与流量比 q、面积

100 120

（d）计量前后压差 驻P

比 m、扬程比 h 等参数有关。基于比值 q 已经确定不
变的前提下，尝试改变 AMESim 模型中射流泵相关几
何参数，如：面积比 m、喉管长度 L t、扩散管长度 L 2

图 5 仿真与试验结果对比曲线

在同一转速条件下，燃油泵供油总量 q 2 不变，离
心泵出口（被吸流体）燃油流量 q S 与计量燃油流量 q f
相等，
离心泵出口（被吸流体）压力 PB2 基本维持不变
q 2=q f+q 1=q S+q 1=const

合，验证了仿真模型具有较高的置信度。可利用该置

等，对比各自的仿真结果最终可以确定出射流泵的优
化方案。
3.1 改变 m 值
如式（7）所示，面积比 m 由喉管直径及喷嘴出口

（9）

从图 5（a）、
（b）中可见，随着计量活门开度的增

直径决定，因此可分别尝试改变喉管直径、喷嘴出口

大，计量燃油流量 q f 逐渐增加，回油（工作流体）流量

直径来改变 m 值。

则相应逐渐减少，齿轮泵入口（混合流体）压力 PB3 逐

3.1.1

喉管直径不变，
改变喷嘴出口直径

渐减小。可见对于总流量恒定的射流泵来说，被吸流

在喉管直径不变的前提下，
m 值越大（喷嘴出口直

体流量 q S 分配得越少，混合流体压力越高，射流泵增

径越小），
射流泵增压效果越显著[12]，
即射流泵扬程比越

压效果越显著。图 5（c）反映了射流泵的增压效果，可

大，
效率越高，
如图 6（a）所示；
与此同时随着 m 值的变

见在解算器反馈角度 50毅以下时，射流泵起到增压作

大，计量流量越大，射流泵的节流降压效果越弱化，齿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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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泵的工作环境越佳。m 值越大（喷嘴直径出口越小），

差（系统控制品质）几乎无影响。同时考虑到喉管长度

计量压差偏离设计值的偏差量越大，
且偏差范围越宽，

一般为喉管直径的 5～7 倍[13-14]，可以确保被吸流体与

即产品的系统控制品质越差，
如图 6（b）所示。

工作流体在喉管内充分混合。因此，可以适当减小喉

3000
2000
1000
0
-1000
-2000
-3000
0

1.25
1.36（初始设计值）
1.62
1.96
2.42
10 20 30 40 50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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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60

0

70

1.25
1.36（初始设计值）
1.62
1.96
2.42

1600

800

1200

700

800

600

57
67
77
87（初始设计值）

400
10

20

Rslvr/（毅）

30

40

50

60

70

0
-400
0

Rslvr/（毅）

（b）m值对 驻P 的影响

（a）m值对 PB3-PB2 的影响

管长度至 77 mm。

10 20

30 40 50
Rslvr/（毅）

500
400
60

70

影响

产品系统控制品质优良是射流泵优化设计的前
提，考虑到 100%转速条件下，计量反馈角度大于 30毅
的工作状态包含于发动机的飞行包线，因此需在该工
作范围内保证系统的控制品质。从图 6 中可见，稍增

300
0

10

20

30

40

Rslvr/（毅）

50

60

70

（b）喉管长度对 驻P 的

（a）喉管长度对PB3-PB2 的

图 6 不同 m 值（喉管直径不变）下的系统仿真结果

57
67
77
87（初始设计值）

影响

图 8 不同喉管长度下的系统仿真结果

3.3 改变扩散管长度
减小扩散管长度对射流泵增压效果 （射流效率）

大 m 值至 1.62（即喉管直径保持 14 mm 不变，减小喷

影响极小，如图 9 所示；同样，改变扩散管长度对计量

嘴出口直径至 11 mm） 仍能保证计量反馈角度大于

发，同时考虑到扩散管锥角一般为（5～8）毅（超过 14毅

30毅的工作状态系统控制品质优良，且射流泵的效率
有所提高。而 m 值再增大至 1.96 及 2.42 时，射流泵
的效率虽能有效提高，
但已无法保证相关的系统控制
品质要求。因此，综合上述分析，喷嘴出口直径可略减

后将产生旋涡回流 [15]），可以适当减小扩散管长度至
85 mm，
扩散管锥角相应增加至 8毅。
1600

800

1200

0

在喷嘴出口直径不变的前提下，在小计量燃油
（被吸流体）流量条件下，m 值的变化对射流泵增压效
果影响不大，如图 7（a）所示；随着计量燃油（被吸流

-400
0

10

泵的节流降压效果越来越弱化，齿轮泵的工作环境越

20

30 40 50
Rslvr/（毅）

500
400
60

70

（a）扩散管长度对 PB3-PB2 的
影响

体）流量的逐渐增大，m 值越大（喉管直径越大），射流
泵增压效果越好（效率越高）；
同样，在此条件下，射流

600

60
85
100
115（初始设计值）

400

喷嘴出口直径不变，
改变喉管直径

60
85
100
115（初始设计值）

700

800

小至 11 mm。
3.1.2

压差（系统控制品质）几乎无影响。从产品减质角度出

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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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0

Rslvr/（毅）

50

60

70

（b）扩散管长度对 驻P 的
影响

图 9 不同扩散管长度下的系统仿真结果

3.4 最终优化几何参数
根据上述仿真结果对比，
结合产品控制品质要求

来越好。m 值的变化对计量压差影响甚微，产品的系

及射流泵实际使用要

表 3 射流泵主要几何参数 -

统控制品质基本维持不变。因此，可以稍增大喉管直

求，可以确定出 1 组优

设计优化值

径至 15 mm，
如图 7（b）所示。

化后的射流泵几何参

2000
1500
1000
500
0
-500
-1000
-1500
-2000
0

1.33
1.36（初始设计值）
1.62
1.86
2.12
10 20 30 40 50

60

Rslvr/（毅）

（a）m值对 PB3-PB2 的影响

70

800
750
700
650
600
500
450
400
350
300
0

Dj /mm

11

同时，对优化后的射

15

流泵进行相应计算校

L t /mm

77

L 2 /mm

85

琢2 （毅）
/

8

核，结果见表 4。从表中
10

20

30

40

50

60

70

Rslvr/（毅）

（b）m值对 驻P 的影响

图 7 不同 m 值（喷嘴出口直径不变）下的系统仿真结果

3.2 改变喉管长度
减小喉管长度可以小幅度提升射流泵增压效果
（射流效率），如图 8 所示。喉管长度的变化对计量压

几何尺寸

Dt /mm

数，详见表 3。
1.33
1.36（初始设计值）
1.62
1.86
2.12

几何参数

可见，优化后的射流泵

表 4 射流泵优化前后对比
参数
（PB3-PB2）/ MPa
驻Ptq / kW

驻t /℃

优化前

优化后

0.65

0.8

2.78
16

3.4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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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升控制效果更佳，且系统控制品质优良，可以满足

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
29（3）：231-235．

使用需求。

XIANG Qingjiang，YUAN Shouqi，
HE Peijie，et al. Numerical simula-

4 结论
本文在航空发动机主燃油控制系统中引入射流
泵。建立某型主燃油系统 AMESim 系统仿真模型，并
通过试验验证了理论计算的准确度及仿真模型的置
信度；
分析了射流泵几何参数对射流泵效率及系统控
制品质的影响，
得到如下结论：
（1）在射流泵流量比确定的前提下，喷嘴直径的
大小主要决定射流泵的效率，喷嘴直径越小，射流泵
效率越高，齿轮泵的工作环境越佳，但同时产品控制
品质相对较差，因此喷嘴直径在优化调整时需权衡射
流效率与产品控制品质的匹配性；
（2）在被吸流体流量较大时，增大喉管直径可以
提高射流泵效率，改善齿轮泵的工作环境，同时产品
的控制品质不受影响，可根据产品实际工况需求适当
增大喉管直径；
（3）在确保被吸流体与工作流体在喉管内充分混
合的前提下可适当减小喉管长度以提高射流泵效率；
在保证混合流体在扩散管内不产生漩涡回流的前提
下可适当减小扩散管长度以减轻产品质量；喉管长度
及扩散管长度的适当调整均不会对产品的系统控制
品质带来影响；
（4）按照上述原则优化后的射流泵效率更高，温
升控制效果更佳，且系统控制品质优良，可以满足发
动机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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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孔冲击式帽罩前缘流动换热特性数值分析
侯会文，范顺昌，李

昕，
彭

新

（空军驻沈阳地区军事代表局，
沈阳 110043）

摘要：为了提高航空发动机帽罩冲击防冰结构的设计分析水平，对单孔冲击式帽罩前缘结构的流动换热特性进行数值研究，
分析了不同冲击孔径与不同冲击雷诺数对帽罩前缘速度流场、
换热系数与努塞尔数的分布规律。结果表明：
在冲击雷诺数一定的条
件下，
冲击孔径越大，射流核心速度和前缘壁面附近的气流速度越小，
前缘冲击区形成的涡流团越大，
当孔径 D=6 mm 时，小孔径冲
击下前缘区整体换热效果不如大孔径的，
而在滞止区的换热效果则要优于大孔径的；当 D＞12 mm 时，
孔径大小对壁面换热基本没
有影响；在冲击孔径相同时，增大冲击雷诺数使得冲击射流、前缘壁面附近及侧壁曲面通道内的气流流速增大，冲击区内的涡流团
则逐渐减小；
冲击雷诺数的增大也增强了前缘冲击区的换热特性。
关键词：帽罩；
冲击换热；
数值模拟；
冲击孔径；
冲击雷诺数；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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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Analysis of Flow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Leading Edge of Single-hole Impact Cone
HOU Hui-wen袁FAN Shun-chang袁LI Xin袁PENG Xin
渊Airforce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Shenyang袁Shenyang 110043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esign and analysis level of the impact ice proof structure of the aeroengine cone袁the flow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ading edge structure of the single-hole impact cone were studied by numerical method. The distribution of
velocity flow field袁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and Nussel number at the leading edge of cone was analyzed with different impingement aperture
and different impingement Reynolds numb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 certain impingement Reynolds number袁the

larger the impingement aperture is袁the smaller the core velocity of the jet and the velocity of the airflow near the leading edge wall are袁and
the larger the vortex mass formed in the front edge impact zone. When the aperture D=6 mm袁the overall heat transfer effect at the leading

edge under small impingement aperture is not as good as that in large impingement aperture袁while the heat transfer effect in stagnation

region is better than that in large impingement aperture. When the aperture is larger than 12 mm袁the aperture size has no effect on heat
transfer. When the impingement aperture is the same袁with the increase of impingement Reynolds number袁the airflow velocity near the
leading edge wall and in the curved channel of the side wall increases袁and the vortex mass in the impact area decreases gradually. The
increase of impingement Reynolds number also enhances the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ading edge impact zone.

Key words: cone曰impingement heat transfer曰numerical simulation曰impingement aperture曰impingement Reynolds number曰

aeroengine

0 引言

常严重的危害：导致发动机进口位置堵塞，减少发动

当飞机飞行穿过存在过冷水滴、冰晶及冻雨和降
雪等低温大气云层时，
航空发动机的进口部件如进气

机的进口气流量，甚至导致发动机喘振。因此，航空发
动机进口部件的防冰工作非常重要。

道前缘和进气部件（支撑板、整流罩等）都会由于温度

航空发动机帽罩防冰目前多采用单孔冲击射流

过低产生积冰现象 。当发动机进口端部件实施的防

方式。单孔冲击射流是近年来研究较多的 1 种强化换

除冰措施不足时，就会结冰。结冰对发动机会产生非

热技术，
是在压差作用下将气体或液体通过一定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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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喷口喷射到对流壁面上，流体直接冲击壁面，边界

示的模型为流体计算域，
由于计算域模型中心对称性

层很薄，在冲击区能得到非常理想的换热结果。周丽

的特点，
取 30毅扇形进行计算。

铭等 采用数值模拟研究了不同冲击孔径、冲击距离
[2]

压力出口

恒热流密度

及射流入口雷诺数对冲击表面冷却流动传热特性的

绝热壁面

影响规律；Guo 等 [3]进行圆形射流区冲击平板的瞬态

d
兹

传热试验，
并与相应的数值模拟结果进行对比；
Bu 等[4]
进行射流冲击机翼前缘凹形壁面传热特性的试验研

H

[5]

究；Poitras 等 针对射流冲击在空腔内的凹面，研究了
速度场、凹面压力系数及 Nu 分布等特征；李志等 [6]应
用 3 种不同类型的 RNG k-着 湍流模型对单个冲击孔
冲击进行数值模拟计算；
刘钊等[7]基于 SST 形式的k-棕
湍流模型的数值计算方式对不同孔径下叶片前缘传
热和流场分布进行研究；刘安成等 [8]采用 SST k-棕 湍
流模型计算单孔射 流冲击换热，并与 Goldstein &
Bdhhahani 的试 验结 果 [9] 进 行 比 较；Uddin 等 [10] 采 用
LES 对小冲击距下的流动和换热特征进行数值模拟；
Balabel 和 El-Alkary[11]基于双方程 k-ε 模型、3 阶非
线性 k-着 及 v2-f 模型，研究了冲击流动中自由射流
和冲击射流及壁面射流 3 种形式的湍流流动；
Dutta
等[12]将几种基于雷诺时均 N-S 方程湍流模型的数值模
拟结果与相应的试验结果进行对比；谢浩和张靖周[13]
研究了冲击冷却换热中流动和热交换的特点，数值模
拟基于标准 k-着 湍流模型，分析了冲击孔错序排列
时，冲击 Re、孔间距以及冲击距等参数对靶面换热效
率的影响规律；解建恒和张净玉[14]研究了小尺寸多排
孔的冲击流动及换热分布特点，数值计算基于
Realizable k-着 湍流模型；
韩宇萌等[15]采用数值模拟进
行阵列射流冲击的流动和换热特性的研究，计算基于
SST 湍流模型，研究了不同冲击雷诺数、出流方向及
横流对冲击靶面换热性能变化规律。

质量流量入口
L

（b）前缘单孔冲击换热

（a）简化计算模型

图 1 帽罩前缘单孔冲击换热结构计算模型

进口设置为质量流量入口，射流温度为 315 K，
基于入口质量流量和冲击孔直径的冲击雷诺数在
20000 至 120000 之间变化。出口设置为压力出口，出
口压力为相对静压 0。流体的物性参数取理想气体进
行计算，
在流体域最外层壁面（前缘表面）设置热流密
度为 1000 W/m2，其余的壁面均设置为绝热壁面。最
终计算收敛解的判断标准为相对残差小于 10-5，且监
测前缘表面的温度不再有明显变化。
1.2 数值计算与数值处理方法
数值模拟利用 CFX 求解器求解，对流项采用高
阶精度离散。采用换热系数 h 与努塞 Nu 作为评估换
热强度的指标。其定义分别为
h= q
Tw-Tf

（1）

Nu= hD
姿

（2）

式中：q 为热流密度；
Tw 为壁面温度；
Tf 为定性温度；姿
为空气导热率；
Tf 选取热流气体进口温度。
湍流模型的选取对于冲击流动换热特性的计算
至关重要，湍流模型的选取方法是在相同结构下，将

本文在气热防冰技术的基础上对帽罩前缘曲面

Realizable k-着、SST k-棕 2 种湍流模型的数值计算结

通道内单孔射流冲击的流动及换热特性进行数值模

果与文献[16]和 Baughn 等 [17] 的流动换热特性试验结

拟，研究冲击孔孔径和冲击雷诺数等参数对帽罩曲面

果进行比较得出的。计算模型为流体域，如图 2 所示。

通道内流动和换热的影响，获取的数据可为工程设
计、实际应用改进和理论研究等提供参考。

1 数值方法
1.1 计算模型与边界条件

冲击孔进口雷诺数 Re=23000，冲击孔孔径为 Dj，冲击
距 H/Dj=2，流体域半径 r=6Dj，边界条件与试验相一
致 ， 入 口 射 流 速 度 为 25
Uin

m/s，流体选择不可压缩空
气，温度为 300 K，湍流度

由实际帽罩结构进行简化的前缘单孔冲击计算

为 4.1% ， 出 口 为 压 力 出

模型如图 1（a）所示，
各结构参数如图 1（b）所示。帽罩

口，静压为 0，冲击靶面设

锥角 兹=72毅，前缘内径 d/D=1，冲击距 H/D=2，图中所

置为无滑移壁面，添加了 1

Dj

r

图 2 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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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恒热流密度，计算模型为流体域，网格为非结构网

和 250 万时换热结果几乎相同，因此，在保证较为准

格且在紧贴冲击壁面处进行加密处理，边界层 Y+ 值

确的计算结果的同时减少网格数量的条件下，取 190

在 1 附近。

万为计算使用的网格数量。

不同湍流模型和相应试验结果对比的局部努塞
尔数分布曲线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Realizable
k-着 模型的计算结果与 2 个试验结果均有较大偏差，
而 SST k-棕 模型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准
确模拟出冲击换热 2 个峰值的分布特点，在 0 < r <

2 计算结果与分析
2.1 D=6 mm 时，
Re 对换热效果的影响
在冲击孔孔径 D=6 mm，帽罩锥角 兹=72毅，前缘内
径 d/D=1，冲击距 H/D=2 的情况下，计算得到 3 种冲
击雷诺数 Re=20000、60000 及 120000 下帽罩壁面换

0.5Dj 区 间 ，SST k-棕 模

140

型的计算结果位于 2 个

120

试验结果之间，而当 r >

100

0.5Dj，
SST k-棕 模型的计

80

换热区面积明显变大，且换热系数 h 和努塞尔数 Nu

算结果与 2 个试验结果

60

也明显增大。

几 乎 一 致 。 因 此 ，SST

40

k-棕 模型更适用于本次
研究。

Baughn01
Baughn02
Reallzable k-着
SST k-棕

1

2

3
r/D

4

5

6

热系数 h 分布和努塞尔数 Nu 分布，如图 6、7 所示，
从图中可见，随着冲击雷诺数 Re 的增大，壁面上高

h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图 3 不同湍流模型与试验
结果的局部努塞尔数比较

1.3 网格独立性验证
计算模型为流体域，采用非结构形式进行计算域
模型网格的划分，网格生成方式为 4 面体网格，且为
了能够准确模拟帽罩内通道壁面附近的流动和换热，

（a）Re=0.2×105

面上进行局部加密，以保证网格质量和网格适用性，

（c）Re=1.2×105

图 6 不同雷诺数下帽罩壁面 h 分布（D=6 mm）

在近壁面处添加边界层网格。为了更加准确细致地观
察流场变化比较复杂的近壁面处区域，在前缘冲击靶

（b）Re=0.6×105

Nu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如图 4 所示。

（a）Re=0.2×105

（c）Re=1.2×105

图 7 不同雷诺数下帽罩壁面 Nu 分布（D=6 mm）

（b）边界层网格加密

（a）计算域网格划分

（b）Re=0.6×105

冲击区速度流场分布（如图 8 所示）显示了在相

图 4 模型计算网格

同结构参数下，冲击雷诺数 Re 的增大使得冲击射流

根据模型尺寸和结构分布合理调整网格划分尺

的速度均明显增大，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冲击雷诺

度，通过调整网格全局尺寸和局部加密尺寸来改变整

数 Re 增大使得冲击区内的涡流团逐渐消失，前缘冲

个计算域的总网格数量，

击区壁面附近及侧壁曲面通道内的气流流速也均明

不同网格数量下对应的换
热努塞尔数分布如图 5 所
示。从图中可见，
随着网格
数量的增加，前缘区的换
热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尤

350

30 万
110 万
190 万
250 万

300
250

显增大。

200

换热参数曲线分布（如图 9 所示）更加清晰地显

150

示出，冲击雷诺数的增大使得前缘区壁面的展向平均

100

换热系数 h 和展向平均努塞尔数 Nu 整体上均明显

50
0

5

X/D

10

15

其 在 滞 止 区 差 别 更 为 明 图 5 不同网格数量的换热
显，而网格数量为 190 万
结果对比

增大，在前缘区壁面其平均增幅更是超过了 50%。在
滞止点处，换热不仅随着冲击雷诺数的增大而增强，
且增加的幅度也逐渐增大。

V（
/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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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增大（如图 12 所示），
且可以明显看到，孔径增大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2

2

2

1

1

1

160

180

200

后，冲击区内的涡流团逐渐增大，随着冲击雷诺数增
大，涡流团逐渐减小，但仍未消失，受涡流团的影响，
冲击射流对帽罩前缘壁面滞止区的冲击作用被削弱，
这也解释了图 10 与图 11 中的滞止区出现了 1 块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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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D

0

2

（a）Re=0.2×105

0

1
X/D

0

2

（b）Re=0.6×105

0

1
X/D

换热区的原因。

2

（c）Re=1.2×105

图 8 不同雷诺数下冲击区速度流场分布（D=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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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12 mm 时，
Re 对换热效果的影响
在第 2.1 节的情况下，将冲击孔径改为 12 mm，
换热分布如图 10、11 所示。从图中可见，冲击雷诺数
的变化对换热系数 h 分布和努塞尔数 Nu 分布的影
响与在第 2.1 节的情况基本一致，不同的是，由于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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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0.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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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Re=1.2×105

处，已经能看到其换热效果相比第 2.1 节的明显降
低，这是由于孔径的增大使得射流流速减小，射流核
心靠近前缘倒圆面处射流的湍流度减弱，造成滞止区
处对流换热效果减弱。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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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180

2

示）与第 2.1 节的分布情况基本相一致，但在滞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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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D

展向平均换热系数 h 和努塞尔数 Nu（如图 13 所

径的增大，滞止区出现了 1 小块低换热区。

0

0

图 12 不同雷诺数下冲击区流场分布（D=1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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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雷诺数下帽罩壁面展向换热参数曲线（D=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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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不同雷诺数下帽罩壁面展向换热参数曲线（D=12 mm）
（a）Re=0.2×105

（b）Re=0.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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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雷诺数下帽罩壁面 h 分布（D=1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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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D=20 mm 时，Re 对换热效果的影响
在第 2.1 节的情况下，将冲击孔径改为 20 mm，

200

从换热系数 h（如图 14 所示）和努塞尔数 Nu（如图 15
所示）中可见，雷诺数的增大对换热系数 h 分布和努
h

（a）Re=0.2×105

（b）Re=0.6×105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c）Re=1.2×105

图 11 不同雷诺数下帽罩壁面 Nu 分布（D=12 mm）

在相同结构参数下，增大雷诺数使得冲击射流的
流速、
前缘壁面附近以及侧壁曲面通道内的气流流速

（a）Re=0.2×105

（b）Re=0.6×105

（c）Re=1.2×105

图 14 不同雷诺数下帽罩壁面换热系数 h 分布（D=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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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数 Nu 分布的影响与第 2.2 节时的情况基本一

雷诺数 Re 下不同冲击孔径的换热和流动情况。从图

致，都是增大了高换区热面积和换热效果，滞止区出

中可见，在相同 Re 下，随着冲击孔径的增大，高换热

现的低换热区更加明显。

分布区域逐渐扩大（大换热系数 h、大努塞尔数 Nu 区
域）；在滞止区附近，随着冲击孔径的增大，滞止区的

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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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也在扩大，
而滞止区是 1 个低换热区域，因此，低
换热区的努塞尔数随着孔径的增大而逐渐减小，且低
换热区的覆盖区域也逐渐扩大。
3500

（a）Re=0.2×10

（b）Re=0.6×10

5

（c）Re=1.2×10

5

5

图 15 不同雷诺数下帽罩壁面换热系数 Nu 分布（D=20 mm）

流场分布（如图 16 所示）与第 2.1、2.2 节的情况
基本一致，即在相同结构参数下，由于增大雷诺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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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了冲击射流的流速和前缘壁面附近及侧壁曲面

10 15 20 25 30
X/D

D=6 mm
D=12 mm
D=16 mm

600

35

0

5

（a）h

10 15 20 25 30
X/D

（b）Nu

通道内的气流流速，可以明显看到，冲击区内的涡流

图 18 不同孔径下帽罩壁面展向换热参数分布

团随着 Re 的增大逐渐减小。而由于在大孔径下滞止区

（Re=0.2×105）

涡流团相对较大，
造成了滞止区更加明显的低换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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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所示）与第 2.2 节的分布趋势相同，滞止区内的低
换热情况在此工况下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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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不同孔径下帽罩壁面展向换热参数分布
（Re=0.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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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不同孔径下帽罩壁面展向换热参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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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不同雷诺数下帽罩壁面展向换热参数曲线（D=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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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向平均换热系数 h 和努塞尔数 Nu 分布（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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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不同雷诺数下冲击区速度流场分布（D=20 mm）

500

1500

5

D=6 mm
D=12 mm
D=16 mm

600

2000

0

0

700

D=6 mm
D=12 mm
D=16 mm

3000

35

对比流场分布图可见，在相同 Re 条件下，冲击
孔径越大，射流核心速度和前缘壁面附近的气流速度
越小，在前缘冲击区形成的涡流团越大，涡流团的流

2.4 冲击孔径的影响
不同孔径下展向平均换热系数 h 和努塞尔数 Nu
分布（如图 18～20 所示），可以分别得到在 3 种冲击

速低，并且涡流团的存在削弱了射流与壁面特别是滞
止区的冲击对流换热，
使得前缘冲击区域的换热效果
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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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向换热参数分布图显示，努塞尔数 Nu 从冲击

[4] Bu X，
Peng L，
Lin G，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f jet impingement heat

驻点开始沿径向先升高而后降低，这是由于冲击靶面

transfer on a variable-curvature concave surface in a wing leading edge

的中心是帽罩前缘的凹面，该处为流动死区，因此 Nu
最小，同时图 12 也表明，在前缘驻点处出现低速区，
随着流动向外发展，冲击效应逐渐显著，Nu 逐渐增
大。对比 Nu 曲线可见，在 X/D<1 和 X/D>3.5 2 个区域
中，冲击孔径 D=6 mm 的 Nu 曲线要高于其它冲击孔
径的，而 D=12 和 20 mm 2 个大冲击孔径的 Nu 曲线
则是基本重合；其中在 X/D<1 的滞止区内，小孔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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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风扇 / 增压级试验件结构
设计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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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蒋琇琇，印雪梅，王

华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沈阳 110015）

摘要：某大涵道比风扇 / 增压级试验件为 1 级风扇加 3 级增压级结构，为实现风扇 / 增压级部件特性录取，结构设计在满足气
动设计要求的基础上，
重点考虑了合理性和可靠性问题，采用理论结合工程经验的方法完成了转子支撑、
静子连接和轴承润滑及密
封等难点设计，兼顾大涵道比风扇 / 增压级结构及气动特点，采用宽弦风扇叶片设计、榫头 / 榫槽圆弧榫连及装配式风扇转子流路
板结构。顺利完成试验件研制工作，
经试验验证，
压比、
效率等性能参数达到或超过设计指标。
关键词：涡扇发动机；风扇 / 增压级；
结构设计；
大涵道比；
试验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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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of Fan / Booster Stage Test Pieces for Turbofan Engine with High
Bypass Ratio
ZHANG Yan, JIANG Xiu-xiu, YIN Xue-mei, WANG Hua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冤
Abstract: A high bypass ratio fan / booster stage test article is a stage 1 fan plus a stage 3 booster stage structur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haracteristic acquisition of fan / booster stage components, the rationa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structural design were considered on the

basis of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aerodynamic design. The difficult design of rotor support, stator connection, bearing lubrication and

sealing was completed by combining theory with engineering experience. The wide string fan blade design, tenon / tenon slot arc tenon
connection and assembled fan rotor flow path plate structure were adopted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the structure and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an/ booster stage of the high bypass rati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st article was completed successfully. The
performance parameters such as pressure ratio and efficiency reach or exceed the design index by test verification.
Key words: turbofan engine; fan/booster; structural design; high bypass ratio; test article

0 引言

需求，国外制定了大量的技术发展计划，旨在提高发
动机性能和部件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噪声及成本等，

随着航空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在大涵道比涡扇

包 括 美 国 的 VAATE 计 划 和 UEET 计 划 ， 欧 洲 的

发动机设计制造上的竞争日益激烈，
国外制造公司开

ANTLE 计划和 CLEAN 计划等，这些计划的研究成果

发了系列发动机供飞机选择，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技

已逐步得到应用和推广，
同时也建立起成熟的风扇及

术的发展都有较好的系统性、继承性和连贯性，从而

压气机设计体系，成为各大公司最宝贵的财富，是产

形成了较强竞争力的系列机型，比较著名的有 CFM、

品开发和生产的原动力[1-2]。

PW、
RB211 等，RR 德国公司及俄罗斯等国家也有具

目前，我国无论是在军用运输机还是在民用大飞

有竞争力的机型。为了满足未来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

机的项目中，都在全力推进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研

收稿日期：
2018-08-15
基金项目院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张岩（1988），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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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随着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立

0-1-1 的支撑方案。即前支点滚珠轴承布置在转子盘

项，
“两机”专项被列为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百个重

腔内，后支点滚棒轴承布置在中介机匣内。加大前、后

点发展项目的首位，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研制面临

支点跨距至 260 mm，使前支点尽量靠近风扇轮盘，利

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充分利用已有研制基础，

于风扇叶片叶间间隙保持和满足临界转速设计要求。

转化应用研制成果，
坚持自主创新，掌握知识产权，突

2.3 转子部件设计

破主要关键技术，解决技术落后的被动局面，努力形

2.3.1

风扇转子部件

成军、
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独立而完善的发展体

风扇部件由整流帽

系 。为适应未来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更经济、更清

罩、风扇转子叶片、风扇

洁、更安静的要求，压气机部件需采用新途径和新技

轮盘、风扇转子流路板及

术提高其部件性能，通过开展必要的部件试验进行充

定位零件组成，如图 2 所

分验证，以期具备工程应用条件。

示。在整流帽罩后安装边

[3]

本文介绍了某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风扇 / 增压

设置连接孔，通过螺栓安

图 2 风扇部件结构

级性能试验件设计及试验验证工作，为中国大涵道比

装于定位零件风扇前压环；
风扇转子叶片轴向定位通

发动机研制提供了技术支持。

过在风扇轮盘前、后端面装配定位环实现，在装配过
程中径向定位通过在叶片底部装配风扇垫块实现。

1 设计技术指标

考虑防冰设计要求，避免冰块或异物进入抗外物

某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风扇 / 增压级试验件由 1

损伤能力弱的内涵道，整流帽罩采用前锥后椭整体式

级宽弦、无凸肩的风扇和 3 级增压级组成，是以预先

结构防冰。考虑降低噪声水平需求，对风扇转子叶片

研究大涵道比发动机为需求背景设计，具有超高的涵

采用掠型气动设计；考虑包容叶身和降低叶片应力水

道比和流量，与同类型风扇 / 增压级试验件相比，设

平需求，对风扇转子叶片

计点涵道比约高 1.3 倍，设计点流量约高 1.2 倍。

与风扇轮盘 采用 圆弧榫
连设计（如图 3 所示），榫

2 试验件结构设计

头 / 榫槽均设计成圆弧

2.1 总体结构布局

型，以增大榫头部分接触

风扇 / 增压级试验件

图 3 圆弧形榫头结构

面积。

为轴流式压气机，由风扇

为进一步减小榫头部位的负荷，
减少主流区空气

部件、增压级部件、1、
2支

泄漏量，抑制风扇转子叶片振动，设置新型单元零件

点部件、外涵静子部件和

风扇转子流路板 （如图 4

内、外涵排气系统等组成，
如图 1 所示。

图 1 试验件总体结构

所示），与风扇转子叶片
交替排列，替代传统的风

试验件在试验器上采用悬臂结构安装，即整个试

扇叶片缘板，构成发动机

验件由排气机匣与试验器排气设备连接，前段通过进

流路，在侧面粘贴橡胶胶

气机匣与试验器进气喇叭口连接；试验器动力通过输

条，与风扇转子叶片接触

出轴与试验件传动轴间套齿传递。

减振[8]。

转子总的轴向力由前支点滚珠轴承承受，轴向负
荷通过滚珠轴承、轴承机匣、中介机匣和出口机匣传

2.3.2

减振胶条

风扇转子流路板

风扇转子叶片

图 4 风扇转子流路板装配

增压级转子部件
增压级转子部件由 3 级轮盘和 3 级转子叶片组

递到试验器。

成（如图 5 所示），悬臂安装在风扇轮盘。各级轮盘采

2.2 支撑方案设计

用鼓式结构，通过螺栓装配于传动轴，相比整体的鼓

试验件转子支撑方案根据部件结构形式、压气机
级数和气动流路等设计特征分析其对结构质量、叶尖
间隙、转子动力学特性和安全性的影响

，最终采用

[4-7]

式结构转子，可显著降低盘类件的锻件成本和加工难
度，实现各级转子可拆卸。
在各级轮盘前、后设置封严篦齿，与静子内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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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叶片
锁紧用叶片

标准
叶片

锁块

锁紧用
叶片
锁块

严 [11]，滑油和密封气均由试验器供给，通过外接管路
运输到相应部件，实现相应功能
2.4.3

锁块插入槽

外涵静子部件主要由进气机匣、风扇机匣、外涵

叶片插入槽
平衡配重

锁块插入槽

外涵静子部件

测量机匣、中介机匣、出口机匣和外涵静子叶片等组
成，如图 8 所示。

顶起锁块用的螺钉

各机匣均为整环形结构，通过螺栓连接，在外壁
图 5 增压级转子部件结构

上相应布置测试传感器安装接口，以满足测量要求，
进、出口机匣依据试验器接口尺寸设计；风扇转子叶

合实现级间封严，设置钢丝环槽，与叶片配合实现榫

片对应风扇机匣内壁设置可磨耗涂层，保证转子叶片

头封严；叶片与轮盘采用周向燕尾形榫连结构，锁紧

安全工作；外涵静子叶片采用悬臂固定方式，外缘板

块结构对叶片周向锁紧 ，
节省结构空间，可实现转子

通过螺栓与外涵测量机匣连接，
内缘板与增压级机匣

叶片单独更换

搭接配合。

[9]

2.4 静子部件设计
2.4.1

中介机匣为整体铸造结构（如图 9 所示），是主要

增压级静子部件

的承力部件，内、外涵分别有 12 块支板，其中有 4 块

增压级静子部件由 4 级机匣、4 级静子叶片和 4

厚支板，8 块薄支板。厚支板为轴承的润滑及密封提

级静子内环组成（如图 6 所示），悬臂安装在中介机匣

供油路和气路，
实现试验器油、气资源的传输，同时为

上。各级机匣均为整环型结构，通过螺栓连接，
实现各

测试线的布置提供引出路径；依据空气系统设计实际

级静子可拆卸，满足试验件的测试 / 测量需求；转子

需求，布置相应大小和数量卸荷孔，以降低转子后腔

叶片对应机匣内壁设置可磨耗涂层，
保证转子叶片安

压力实现轴向力的调整。

全工作；静子叶片上、下设置缘板，分别与静子机匣及
静子内环通过螺钉连接；各级静子内环设置可磨耗涂
层，与轮盘篦齿配合实现级间封严[10]。
2.4.2

1、
2 支点部件
1、2 支点部件主要由引气管组合件、滑油管组合

件、喷油嘴组合件、
风扇轴组件、滚珠轴承、滚棒轴承、
轴承机匣、封严环、
封严篦齿等组成，
如图 7 所示。
图 8 外涵静子部件结构

2.4.4

图 9 中介机匣结构

内、外涵排气系统

内、
外涵排气系统主要
由外涵内壁组合件、
内涵外
壁组合件和内涵内壁组合
件等组成，
如图 10 所示。
图 6 增压级静子部件结构

图 7 1、2 支点部件结构

因各组合件均不承受
轴向力，所以均采用薄壁

滚珠轴承和滚棒轴承均装配于风扇轴，轴向通

整环形结构形式；外涵内 图 10 内、外涵排气系统结构

过螺母压紧定位；考虑实际工作环境，采用喷射式供

壁组合件与出口机匣共同构成外涵排气流路，将外涵

油方式，滚珠轴承设置 2 个喷油嘴，滚棒轴承设置 1

气引入试验器的外涵排气蜗壳，
内涵外壁组合件和内

个喷油嘴；考虑封严效果和封严空间的影响，滚珠轴

涵内壁组合件共同构成内涵排气流路，将内涵气引入

承腔采用篦齿封严，滚棒轴承腔采用螺旋加气封封

试验器的内涵排气蜗壳，
实现内、外涵分开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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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零件强度分析

1

2

NODAL SOLUTION
STEP=2
SUP =1
TIME=2
（AVG）
SX
RSYS=6
DMX =6.23
SMN =-1476
SMX =674.208

3.1 临界转速分析
采用结构有限元分析软件 Samcef/Rotor 进行临

NODAL SOLUTION
STEP=2
SUB =1
TIME=2
（AVG）
SX
RSYS=6
DMX =6.23
SMN =-1476
SMX =674.208

界转速计算，
考虑受转子高速旋转引起的陀螺效应的
影响[12-13]，风扇转子叶片及风扇轮盘材料采用 TC4 钛
合金，
增压级转子叶片、增压级轮盘、
风扇轴及传动轴
材料采用 1Cr11Ni2W2MoV 不锈钢， 依据设计经验
选取试验件转子系统柔度，建立试验件支承系统转子
动力学分析模型，如图 11 所示。

-1476

-1237

Z

MX

Y

X

Z

MN

X

-998.472 -520.563
-42.655
435.254
-759.518 -281.609
196.3
674.208

分析结果显示：
第 1 阶临界转速为转子系统前端

-1476

-1237

MX

MN

Y

-998.472 -520.563
-42.655
435.254
-759.518
-281.609 196.3
674.208

图 14 风扇转子叶片径向应力分布

俯仰型，第 2 阶临界转速为转子系统前后俯仰型，应
变能较小，且试验件在工作转速范围内不存在临界转

1

速，各阶临界转速相对工作转速裕度较大，满足设计

1

NODAL SOLUTION
STEP=1
SUB =1
TIME=1 （AVG）
SX
RSYS=0
DMX =.102804
SMN =-107.944
SMX =77.203

NODAL SOLUTION
STEP=1
SUB =1
TIME=1 （AVG）
SX
RSYS=0
DMX =.102804
SMN =-107.944
SMX =77.203

规范要求。前 2 阶振动模态如图 12 所示。
Z
Y X

-107.944
-66.8
-87.372

（a）第 1 阶

1

（b）第 2 阶

-46.228

-25.656

Z
X Y

MN

MX

-5.084

-15.487

36.059

56.631

-107.944
-66.8
-87.372

77.203

1

NODAL SOLUTION
STEP=1
SUB =1
TIME=1 （AVG）
SZ
RSYS=0
DMX =.249497
SMN =-66.362
SMX =91.255

MN

MX

-46.228

-25.656

-5.084

-15.487

36.059

56.631

77.203

NODAL SOLUTION
STEP=1
SUB =1
TIME=1 （AVG）
SZ
RSYS=0
DMX =.249497
SMN =-66.362
SMX =91.255

图 12 前 2 阶振动模态

图 11 转子有限元模型

Z
Y X

3.2 主要零件强度分析

-66.362

取试验件运行最高转速为强度设计转速，考虑离
心力、
气动力及温度载荷的影响，忽略振动因素影响，
分别对风扇 / 增压级转子叶片及轮盘、风扇轴等部件

1

-48.849

MX

-31.336

-13.823

3.69

Z

MN

21.203

X

38.716

56.229

73.742

91.255
1

NODAL SOLUTION
STEP=1
SUB =1
TIME=1 （AVG）
SZ
RSYS=0
DMX =.403419
SMN =-68.46
SMX =112.253

MX

MN

Y

-66.362

-48.849

-31.336

-13.823

3.69

21.203

38.716

56.229

73.742

91.255

NODAL SOLUTION
STEP=1
SUB =1
TIME=1 （AVG）
SZ
RSYS=0
DMX =.403419
SMN =-68.46
SMX =112.253

进行强度分析，
结果分别如图 13～15 所示。
1

ELEMENTS

MX

Z
Y X

U
CP
OMEG

-68.46

PRES-NORM
TEMPERATURES
TMIN=307.151
TMAX=390.239

-48.38

Z
X Y

MN
-28.301

-8.222

11.857

31.936

52.015

72.094

92.174

112.253

-68.46

MX
MN

-48.38

-28.301

-8.222

11.857

31.936

52.015

72.094

92.174

112.253

图 15 增压级转子叶片径向应力分布

布，动频计算时考虑离心负荷及温度对材料性能的影
响，绘制坎贝尔图，
如图 16 所示。从图中可见，不同转
速下各激振频率与自振频率裕度满足规范要求，不会
激起叶片振动。
25.167

25.559

25.95

26.342

26.734

307.151

325.615

344.079

362.543

390.239

图 13 转子盘轴强度计算结果

分析结果显示：风扇 / 增压级转子满足强度设计
要求，零件变形协调，风扇 / 增压级转子叶片满足静

4 试验验证
4.1 安全超转试验
对试验件（如图 17 所示）进行安全超转试验，分

强度储备要求，应力分布均匀。

解后对零件进行无损检测，未发现裂纹等缺陷，试验

3.3 转子叶片振动分析

件在安全超转试验前后尺寸变化量远小于设计要求，

计算叶片各阶振动频率、
振型及相对振动应力分

无有害变形，通过安全超转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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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在第 1、
2 次试验过程中试验件振动
水平相当，试验件前测点水平振动加速度总量小于

0.9
0.8

1.05

1.0

0.7

1.6g，垂直振动加速度总量小于 1.5 g，后测点水平振

f1

动加速度总量小于 1.2g，垂直振动加速度总量小于

6E
5E
4E
3E

1g，试验件整体振动水平较低。

2E
0

转速 （r/min）
/

图 16 某级增压级转子叶片

图 17 试验件实物装配

4.2 性能试验结果

是因为风扇机匣悬臂较长且刚性较差，机匣振动与支
点振动耦合。

试验件共计上台 3 次，累计运行 27 h 35 min，
完成了均匀进气及非均匀进气条件全部转速下的
内、外涵性能参数录取，确定了其稳定工作边界，得
到压比、流量、效率和喘振裕度等试验参数，满足性
能有效性及测试 / 测量完整性要求。性能试验结果
如图 18 所示。
浊

仔

前测点振动水平略高于后测点的，分析认为可能

设计
试验性能
失稳边界

n=1.013
n=1.0
n=0.976
n=0.943
n=0.907
n=0.7

n=0.8

5 结束语
本文阐述了大涵道比风扇 / 增压级试验件技术
特点，分析了试验件各部件结构特征，确立了总体结
构布局、支撑方案和转、静子部件的结构设计需求和
要点，提出了满足结构方案可行性、结构功能可靠性
和结构细节有效性的具体实现方法，解决了宽弦风扇
叶片设计、圆弧榫连设计、轴承润滑及密封设计等多
项技术难点，完成了转子临界转速和主要零件强度及
振动等分析工作，
满足强度规范要求。
试验件顺利通过了安全超转试验，完成了任务书
规定的全部转速下的性能参数录取，过程中试验件运
行平稳，
整体振动水平较低，
未出现异常情况，结构设
计获得成功，性能达到或超过设计指标。

n=0.6
n=0.2n=0.3

n=0.5
n=0.4
地面共同工作线

空中共同工作线
换算流量（k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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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高温空气横向射流条件下直射式喷嘴
燃油轨迹研究
周

毅，何小民，章宇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
南京 210001）

摘要：为了优化冲压发动机燃油系统的设计，对高速高温空气来流横向射流条件下直射式喷嘴燃油轨迹进行试验研究和理论
分析，试验采用 PIV 拍摄油雾场，经过 Matlab 图像处理后获取穿透边界，获得不同空气来流压力 （0.17~0.28 MPa）、来流温度
（400~750 K）、
来流速度（43.641~109.420 m/s）、
喷孔直径（0.77~1.00 mm）、
燃油压力（1.2~2.7 MPa）下燃油轨迹的变化规律。结果
表明：
空气来流参数中的温度、
压力以及喷油参数中的喷孔直径、
燃油压力等对穿透深度均有影响。在试验范围内，
随着空气温度或
压力增加，
燃油穿透深度减小；
随着喷油孔径或喷油压力增加，燃油穿透深度增加。通过对燃油粒子和空气来流动量比关系的分析，
获得用于预测燃油轨迹的无量纲关系式。
关键词：直射式喷嘴；航空煤油；
横向射流；
粒子图像测速；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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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Fuel Trajectory of Direct Jet under High-speed and High-temperature Transverse Jet
ZHOU Yi袁HE Xiao-min袁ZHANG Yu-xuan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01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design of ramjet fuel system袁the fuel trajectory of direct jet under high-speed and high-temperature

transverse jet was studied and analyzed. The oil fog field was photographed by PIV袁and the penetration boundary was obtained after Matlab
image processing. The variation of fuel trajectory was obtained under different air inflow pressure渊0.17耀0.28 MPa冤袁inflow temperature渊400耀

750 K冤袁inflow velocity 渊43.641耀109.420 m/s冤and injection hole diameter 渊0.77耀1.00 mm冤袁fuel pressure 渊1.2耀2.7 MPa冤.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of the air inflow袁the injection aperture and the fuel pressure all have effects on the penetration depth. In

the test range袁the penetration depth of fuel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air temperature or pressure. The fuel penetration depth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njection aperture or injection pressure. The dimensionless relation for predicting the fuel trajectory is obtained by
analyzing the flow ratio of the fuel particles and the air flow.

Key words: direct jet曰kerosene曰transverse jet曰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曰aeroengine

0 引言

迹是描述横向射流的重要参数，
会对下游的燃油分布

航空煤油作为现代战略武器最常用的推进剂，是

产生直接影响，
从而影响整个燃烧室的燃烧性能。在

1 种具有高能量、高密度、高性能的液体燃料。燃料雾

冲压发动机燃烧室、加力燃烧室的设计过程中，要保

化是液体燃料燃烧的重要步骤，雾化质量对燃烧室工

证燃油在喷射过程中避免碰到燃烧室壁面。为此，国

作性能具有重要影响。燃料的横向射流方式已经在加

内外学者对燃油横向射流研究的工况从常温到高温，

力燃烧室、冲压发动机燃烧室、超燃冲压发动机燃烧

从低压到高压，
也拟合了形式不同的穿透深度经验关

室中获得广泛的研究和应用

系式。Wu 等[5]进行了常温、
环境压力为 0.14 MPa 条件

。射流的穿透深度及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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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和酒精在超声速气流中横向射流穿透深度的对
比研究，并总结了经验关系式；吴里银 在 Ma=2.1 的
[6]

超声速来流中常温、低压条件下，分析了总压、速度、

高油压可达 6 MPa，
能够满足试验需求。
燃烧试验件根据试验内容和试验参数设计，结构
能承受的压力为 0.5 MPa。其参数见表 1。

孔径等参数的变化对煤油穿透深度的影响，并拟合了

表 1 试验件尺寸参数

相应的关系式，包括动量比和流向位置，并在后续分

燃烧室进出口面积 /mm2

析中将关系式进一步整合为包括喷嘴流量系数、喷注
压降、
来流总压、流向距离和喷孔直径等参数的函数；
刘静等[7]在总温 610 K 下对超声速射流中水的穿透深
度进行不同测量条件下拟合经验关系式的对比研究，
发 现 使 用 相 位 多 普 勒 粒 子 分 析 仪 （Phase Doppler
Particle Analyzer, PDPA） 测量得到的穿透深度最大；

9000

燃烧室高度 /mm

90

燃烧室宽度 /mm

100

试验段长度 /mm

340

试验件总长 /mm

617

试验件总体结构、剖面及粒子图像测速（Particle

Ragucci 等 在 600 K、环境压力 2 MPa 下，对煤油的

Image Velocimetry, PIV）测量段实物分别如图 3～5 所

穿透深度进行研究，
所研究的变量有动量比、流量、韦

示。在试验中，
在气流出口安装调压阀门以控制来流

伯数以及当地温度动力黏度与常温动力黏度的比值；

压力，根据试验要求更换不同的喷油嘴，
PIV 的激光

Ghenai 对马赫数为 1.5 的超声速横流中液体射流进

从激光入射窗口射入。

[8]

[9]

行了研究，主要关注气液质量比对射流穿透深度和雾
化效果的影响，并根据结果修正了射流边界位置的经

PIV 观测窗

验关系式。现有拟合经验关系式除了动量比和位置参
数

[10-13]

外，还包含韦伯数 、动力黏度
[14]

、雷诺数

[8，
15]

[16-17]

等，对穿透深度的拟合关系式的形式、影响因素和适
用范围均不一致，且针对亚声速、高温和较高压条件
下的穿透深度研究较少。

调压阀门 A

喷油嘴

喷油嘴

激光入射窗

气幕缝

A

PIV 观测窗

图 3 直射式喷嘴试验

图 4 试验装置

装置结构

A-A 剖面

本文通过光学测量手段对来流压力为 0.12~0.27

本试验用喷嘴为直射式雾化喷嘴，液体燃料在压

MPa、温度为 400~750 K、速度为 43.641~109.420 m/s

力作用下直接经过小孔射出，结构较为简单，在加力

条件下航空煤油横向射流进行拍摄，并通过 Matlab

燃烧室和冲压燃烧室中应用广泛。喷嘴实物如图 6 所

软件进行图像处理，
为直射式喷嘴在加力燃烧室和冲

示。根据试验要求，喷口孔径分别为 0.79、
1.00 mm。

压燃烧室中的实际应用提供支撑。

1 试验方案
1.1 试验模型及系统
试验系统原理和实物分别如图 1、2 所示。试验系
统包括供气、
供油、加温和测量等子系统。气源由 2 台
流量为 0.4 kg/s、最高压力为 0.8 MPa 的压气机提供，
气流经稳压罐流入试验管路系统，由燃气加温器对燃
烧室进口气流进行加热，以确保在进行燃烧室试验时
提供不同温度的进口气流。试验中所使用的燃油泵最

试验选用 PIV 技术进行测量。所使用的 PIV 系
统由 La Vision 公司生产，采用的激光器系统由 2 台
Nd：
Yag 激光器及光路调整系统封装成一体。激光器
的工作频率为 15 Hz，每个脉冲能量为 200 mJ，2 个
流动到高速流动测量的需要，典型的脉冲持续期为 8

压气机 2 台

激光器
同步器

图 6 直射式喷嘴

PIV 测量段

激光器脉冲间隔为 0.5～33300 滋s，可以满足从低速

矩形燃烧室 前测量段 废气加温器
排气罐
光臂 PIV 测量段

图 5 直射式喷嘴油雾试验

CCD 相机

ns。电荷耦合器件（Charge Coupled Device, CCD）相机

计算机

图 1 直射式喷嘴油雾

图 2 直射式喷嘴油雾

试验系统

试验系统实物

分辨率为（2048×2048）pix，单帧频率为 7 fps，每 2
帧图像之间的最小时间间隔为 120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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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试验方法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试验利用 PIV 测量直射式雾化喷嘴油雾场，获得
来流温度、来流压力、喷孔直径和燃油喷射压力的变
化对燃烧室内油雾场影响的图片。PIV 系统的激光从
试验段出口窗口垂直射入，
照亮试验段燃油喷射喷口
截面，
用相机通过试验段侧面观测窗记录试验段喷口
截面内油珠图像。
在试验中，稳定压力用气由压气机产生后通过储
气罐提供，再输送到试验管路中，在前测量段的测量
口使用镍铬镍硅热电偶测量空气来流进口温度，使用
压力表测量空气来流进口压力，由气流进口处的加温

试验研究了不同的来流压力、来流温度、油压差、
喷孔直径的条件下燃油轨迹的变化规律。
2.1 不同气体热力学参数下燃油轨迹变化规律
来流压力和来流温度的变化对燃油轨迹的影响
规律分别如图 9、10 所示。从图中可见，
燃油轨迹沿着
流向随着距离的增加缓慢上升。在试验范围内，气流
压力越高，温度越低，穿透深度越大。
P=0.17 MPa, q=242.89
P=0.26 MPa, q=335.29

60
50

60

40

50

燃烧室对来流喷油燃烧，以提高来流温度；采用孔板

30

40

流量计测量试验段进口流量，燃油喷射压力由连接到

20

加压泵上的压力表读出；从试验段出口处射入 PIV 激
光，在试验段侧面放置 CCD 相机，透过 PIV 测量窗口
对试验段内油雾场进行拍摄。拍摄分 2 个区域，在每
个区域进行多次。通过对

30
20

10

10

0

0.17~0.28

分析各因素对燃料穿透

空气温度 /K

400~750

深度的影响。改变来流温

空气速度 （
/ m/s） 43.641~109.420

度、压力、速度和喷孔直

喷嘴直径 /mm

径、油压差，试验工况变

油压 /MPa

0.77，
1.00
1.2，
1.8，
2.7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X/mm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X/mm

图 9 不同来流压力对

图 10 不同来流温度对

穿透深度的影响

穿透深度的影响

表 2 试验工况变化范围

所得图片进行相关处理， 空气压力 /MPa

T=750 K, q=167.41
T=400 K, q=313.4

70

空气来流流量不变而压力升高时，其密度增大，
速度减小，对燃油液滴的横向气动力变小，燃油穿透
2

2

深度将随之增大。根据油气动量比 q=籽f uf /籽a ua 可知，
当空气来流压力升高时，油气动量比变大，因此更大
的动量比对应更大的穿透深度。

化范围见表 2。

同样地，来流流量不变而温度降低时，空气密度

1.3 数据处理方法

增大、速度减小，燃油穿透深度将随之增大。从动量比

试验中所获得的原始图像如图 7 所示。为研究燃

的角度看，来流温度升高时，
油气动量比将变大，因此

油穿透深度，需要通过 Matlab 软件对试验所得图片

更大的动量比同样对应更大的穿透深度。另外，温度

进行处理，并获得穿透深度相关数据。

降低使燃油蒸发减弱，燃油粒径增加，跟随性变差，同

以外边线定义燃油穿透深度与其轨迹。在实际处
理过程中，将 PIV 原始试验图片进行二值化处理后

样导致穿透深度增大。
2.2 不同供油参数下的燃油轨迹变化规律

等比例截取，
图片下边缘与喷口所在平面保持一致，
图

不同油压差和喷孔直径下燃油轨迹的变化规律

中的红点为射流穿透边界的取值点，测量各点高度并

分别如图 11、12 所示。从图中可见，燃油轨迹趋势与

获得其坐标，最后将得到的坐标代入 Matlab中进行穿

前文所述类似，供油油压差越高，喷孔直径越大，燃油

透深度关系式拟合，
确定关系式中的相关参数。在取点

的穿透深度也越大。

过程中，在变化剧烈的上游多取点能够较好地反映其

70

60

变化趋势，在下游变化平缓处则可相应地少取点。穿

60

50

透深度取值方式如图 8 所示。

40

50

40

30
20
10
0

图 7 原始图像

图 8 穿透深度取值方式

驻P=1.2MPa, q=189.17
驻P=1.8MPa, q=335.29
驻P=2.7MPa, q=569.41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X/mm

30
20
10
0

d=0.77mm, q=87.33
d=1mm, q=108.34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X/mm

图 11 不同油压差对

图 12 不同喷孔直径对

穿透深度的影响

穿透深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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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喷孔直径不变而供油油压差升高时，燃油初速
度增大，导致燃油穿透深度增大；在动量比的定义中，
燃油速度 uf 增大时，动量比随之增大，因此更大的动
量比对应更大的穿透深度。

当供油油压不变而喷孔直径增大时，供油流量升
高，燃油初速度增大，动量比随之增大，同样将导致燃
油穿透深度增大。另外，喷孔直径增大使一次雾化性

（a）q=108.34

（b）q=313.40

（c）q=569.41

（d）q=819.34

能减弱，燃油粒径增大，跟随性变差，
同样导致穿透深
度增大。
2.3 横向射流中燃油轨迹分析
结合试验中各变量对燃油轨迹的影响分析，并根
据对燃油轨迹关系式的相关研究[10]可知，动量比是燃
油穿透深度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本研究将所得到的

图 14 拟合曲线和试验值的误差分析

试验数据无量纲化后进行关系式拟合（如图 13 所示）。

3 结论

160

本文采用 PIV 技术对航空煤油横向射流进行试

140

验，得到以下结论：

120

（1）气体热力学参数压力在 0.17~0.28 MPa、温度

100
80

在 400~700 K 的范围内增加使得燃油穿透深度减小；

60

喷孔直径在 0.39~1.00 mm、喷油压力在 1.2~2.7 MPa

40

范围内增加使得穿透深度增大；
（2）横向射流燃油轨迹的变化与动量比有很大关

20
0

0

50

100

150

q=819.3408 试验值
q=569.414 试验值
q=335.2921 试验值
q=313.402 试验值

200

x/d

250

300

350

系式都表明，
穿透深度和动量比存在着正相关的作用。

q=189.174 试验值
q=167.4172 试验值
q=108.342 试验值
q=87.3339 试验值

（3）在试验工况范围内获得无量纲穿透深度与动
量比和无量纲流向距离的关系式。

图 13 穿透深度拟合曲线

y =aq （ x ）
D
D
b

c

系，研究中最大穿透深度约为 75 mm，试验结果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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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燃气轮机燃烧室 NOx 排放估算
赵巧男，王国峰，张皓男，徐有宁
（沈阳工程学院 辽宁省洁净燃烧发电与供热技术重点实验室，沈阳 110136）

摘要：为了解决 NOx 排放预估问题，应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轻型燃气轮机燃烧室 NOx 排放规律。将数值分析结果与文献中经
验公式计算数据进行比较与分析，验证数值方法的准确性；基于进口压力、空气质量流量、主燃区温度 3 个参数拟合 NOx 排放预估
公式。结果表明：
数值模拟得到的 NOx 排放值与文献中经验公式计算出的符合度较高；结合数值计算结果得到的 NOx 排放预估公
式；该公式能有效反映上述 3 个参数对 NOx 排放的影响；采用验证后的高精度数值模拟方法建立的 NOx 预估模型所得结果具有一
定的科学性及可靠性，
并可降低试验成本。
关键词：轻型燃气轮机燃烧室；
NOx 估算；进口压力；
空气质量流量；
主燃区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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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on of NOx Emission From Light Gas Turbine Combustor
ZHAO Qiao-nan袁WANG Guo-feng袁ZHANG Hao-nan袁XU You-ning
渊Key Laboratory of Clean Combustion for Electricity Generation and Heat-supply Technology of Liaoning Province袁Shenyang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袁Shenyang 110136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NOx emission estimation, the NOx emission law of light gas turbine combustor was studi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The numerical analysis result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with the empirical formula calculation data in

the literature袁and the accuracy of the numerical method was verified. The NOx emission estimation formula was fitted based on inlet

pressure袁air mass flow rate and main combustion zone temper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Ox emission values obtain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ose calculated by empirical formulas in the literature. The NOx emission estimation formula is
obtained based on numerical calculation results. The formula can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effect of the above three parameters on NOx

emission. The results of the NOx estimation model established by the verified high precis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are scientific and
reliable袁and the test cost can be reduced.

Key words: light gas turbine combustor曰estimation of NOx曰inlet pressure曰air mass flow rate曰 temperature of main combustion zone曰

aeroengine

符号表
符号

符号含义

0 引言
单位

近年来，国内对燃烧室污染排放标准要求越来越

ma

进入燃烧室的总空气质量流量

kg/s

QNOx

NOx 的排放

g/kg

严格，相关的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善。NOx 排放值作为

Pm

燃烧室进口压力

Pa

q

燃料与空气质量之比

考察燃气轮机燃烧室的重要标准之一，在燃烧室设计

TDZ

主燃区温度

T4

燃烧室出口温度

Vc

燃烧室燃烧区体积

Tst

化学当量比为 1 时的火焰温度

K

阶段需要对其进行充分考虑，发展通用性强的 NOx

K

预估模型是适应中国自主研发燃气轮机燃烧室的重

m3
K

要方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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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通过试验整理得到了许多 NOx 排放

焰筒。针对数值计算主要的分析参数有燃烧室进口压

预估模型。Lefebvre 等 针对液体燃料提出适合 F100、

力、进口流量及主燃区温度。在进行网格划分时，
仅对

F101、
J79-17A、
J79-17C、
TF33、
TF39、
TF41 等 燃 烧 室

结构复杂的头部旋流器采用 4 面体网格，其他部位均

污染物排放预估模型，
利用其模型得到的计算结果与

采用 6 面体网格，保证网格紧密的情况下验证网格无

试验数据较为吻合，已被广泛应用；Rizk 等 [7] 提出针

关性，最终确定网格总数为 510 万，
如图 2 所示。

[4-6]

对重型燃气轮机燃烧室的预估模型，其计算结果与 5

气膜孔

台 1.5～34 MW 燃用天然气的工业燃气轮机的 NOx

二次风流道

排放测量值相差无几，具有良好的准确性及应用性；

旋流器

Lewis 等[8]提出适用于均质燃料燃烧室的预估模型，在
实现燃料分级、负荷调节、稳定燃烧以及对污染物控

二次风掺混孔
燃烧室出口
主燃区

燃烧室入口

制方面均有较好效果；林清华等 [9-10]针对不同稀释剂

图 1 燃烧室物理模型

提出合成气燃烧室的 NOx 排放预估模型，公式计算
结果与试验结果基本无差别。
现有的 NOx 排放预估模型多是通过全温全压燃烧
室试验台试验获得，该试验台的建立对场地选取有严
格要求，
并且试验周期较长，
试验成本十分高昂。近年
燃烧室网格划分

来，随着计算流体力学、计算燃烧学、
传热学的发展以
及计算机计算能力大幅提高，燃烧室数值模拟技术得
到高速发展，
逐渐成为燃烧室性能研究的有力工具，
数
值模拟结果的实用性及科学性也得到广泛认同[11-12]。通
气膜孔和二次掺混孔

过对燃烧室进行 CFD 数值模拟计算，可以实现燃烧室
内流场及温度场分布的细节预测，从而为燃烧室优化
设计提供有效手段。特别是在轻型燃气轮机燃烧室数
值模拟研究中，
国内很多学者取得了较好的科研成果。
金戈等[13]采用 3 种湍流模型利用数值模拟对 QD128 燃
气轮机燃烧室出口温度场品质进行优化，并对改进的
燃烧室进行 CFD 计算，将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对
比，
发现二者符合程度较高；
徐丽等[14]应用 CFD 方法对
QD128 燃气轮机燃烧室性能进行数值分析，将其结果
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
发现二者十分符合。
本文利用数值模拟代替试验对轻型燃气轮机燃

气膜孔和二次掺混孔放大

图 2 燃烧室网格模型

利用 CFD 计算流体力学软件对燃烧室进行 3 维
数值模拟计算分析，得到的燃烧室纵截面总温分布如
图 3 所示。
2.500e+003
2.320e+003
2.140e+003
1.960e+003
1.780e+003
1.600e+003
1.420e+003
1.240e+003
1.060e+003
8.800e+002
7.000e+002

T/K

图 3 燃烧室纵截面总温分布

烧室进行分析，将多参数优化的数值模拟结果与传统

从图中可见，主燃孔射流较深，基本达到火焰筒

的估算模型进行对比，并通过对进口压力、空气质量

高度的 50%，有效切断了头部回流区边界，随着二次

流量、主燃区温度 3 个主要参数与 NOx 排放值变化

气流及掺混气流的增加，燃烧室内温度逐渐降低，出

关系进行研究，
根据数值模拟结果拟合出适用于 3 个

口区域温度基本保持稳

参数的拟合公式。

定。温度模拟结果与金戈、

1 数值分析及结果验证
选取 QD128 燃气轮机燃烧室 15 个喷嘴中的 1

徐丽等针对 QD128 燃气轮
机的研究结果一致。
燃烧室头部横截面的

1.507e+002
1.356e+002
1.206e+002
1.055e+002
9.043e+001
7.536e+001
6.028e+001
4.521e+001
3.014e+001
1.507e+001
0.000e+000

V（m/s）
/

个喷嘴为计算域，建立全尺度周期性数值分析模型，

速度分布如图 4 所示。从

图 4 燃烧室头部横截面

如图 1 所示。该模型包括扩压器、内外二股腔道和火

图中可见，中心区域是旋

速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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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引起的低速区域，紧接着是旋流区，外环是气膜孔

Lefebvre[16]预估公式对进口压力变化较其他参数更为

的引气，最外环则是二次通道。数值结果很好地描述

敏感，在相同压力范围内变化幅度最大。根据 Lewis

了该燃烧室头部的流通状况。

的经验公式计算得到的 NOx 排放值为 0.708～0.917

数值模拟计算结果与金戈、徐丽等的研究结果符

g/kg，变化趋势与上述 2 个模型的相同，但变化趋势

合度较高，可为 NOx 排放预估模型的进一步研究提

较小，对于进口压力的幂次为 0.5，在 3 个公式中，对

供参考。

进口压力参数的敏感程度最低。
通过对比分析数值模拟与经验公式的数据曲线

2 模拟结果分析与公式拟合

变化趋势发现，
运用数值模拟得到的结果与运用经验

2.1 NOx 预估经验 / 半经验公式

公式计算出的结果总体趋势相同，说明运用数值模拟

经过众多学者多年来对燃烧室 NOx 排放经验 /
半经验公式的深入研究，可以对 NOx 排放预估模型
根据不同标准进行具体分类。通过文献采集与数值仿
真计算结果进行比对分析，
发现以下 4 个经验公式对
本文研究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见表 1。
经验公式

Lefebvre[15-17]

9×10-8Pin V Cexp（0.01Tst）
QNOx=
maTpz

Rokke

QNOx=18.1×Pin ma q ×10-6

单位

1.25

Lewis
林清华

1.42

0.3 0.72

2

QNOx=10-12×Pin -3×10-6×Pin +2.5603

R 2=0.9985 （1）

较高，拟合效果较好。式（1）适用于轻型燃气轮机燃烧
室基于进口压力的 NOx 排放预估，拟合前选取的空
气质量流量、主燃区温度均符合设定值，式（1）中进口

压力 /1.01×105 Pa

压力的范围仍需进一步验证。

0.5

QNOx=e

运用数值模拟结果得到初步拟合的公式

压力 /kPa，温度 /K

5
QNOx=3.3192×10-6exp（0.0079775Tpz）Pin ×10-6 压力 /1.01×10 Pa，温度 /K
0.00258T4+0.00747Tpz-（17.31927X H2O +16.95517X N2 +17.69844X CO2）

学性，值得深入研究。

以上 2 次拟合公式的拟合度大于 0.8，拟合优度

表 1 主要研究的经验 / 半经验公式
作者

替代试验其结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具有一定的科

温度 /K

2.3 基于空气质量流量 ma 的 NOx 预估
通过数值模拟研究及经验公式推导，如图 6 所
示，当选取 ma=2.9～3.9 kg/s 时，随着 ma 的增加，数值
模拟 NOx 排放值为 0.67～0.93 g/kg，呈减小趋势。在

本文根据上述 4 个经验公式计算出的 NOx 排放

数值模拟过程中，当 ma 增加，燃料流量不变时，燃空

值，对进口压力、
空气质量流量、主燃区温度 3 个主要

比持续减小，导致燃烧室的主燃区温度降低，NOx 的

参数与预估公式计算排放值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为

生成量减少。数值模拟结果与 Lefebvre 经验公式计算

进一步拟合预估公式提供参考。

出的 NOx 排放值具有相同趋势，当 ma 范围相同时，

2.2 基于进口压力的 NOx 预估

通过 Lefebvre 的经验公式计算得到的 NOx 排放值为

通过数值模拟研究及

0.55～0.73 g/kg，数值结果要略高于计算结果。说明数

经验公式推导，如图 5 所

值模拟结果与通过 Lefebvre 经验公式计算得到的结

示，当选取进口压力 Pin=

果具有相同的计算前提条件，利用数值模拟对轻型燃

1.05～1.63 MPa 时，
数值模

气轮机燃烧室进行估算分析具有可靠的理论依据。而

拟 NOx 排放值为 0.844 ～

Rokke 等的经验公式与所选模型的趋势走向不同，这

1.198 g/kg。在压力较低时，

是由于在利 用该公式进

NOx 排放值变化趋势较为 图 5 进口压力对 NOx 排放
缓慢，变化不大；当压力升
的影响

行估算时，提前固定了 1

高到 1.20 MPa 时，
NOx 排放值变化趋势开始增大；压

在此燃空比下，随着 ma

力升高到 1.40 MPa 之后，
变化率保持不变。在相同进

增加，燃料流量会相应增

口压力下，通过 Lefebvre 预估公式计算得到的 NOx

加，主燃区温度得到相应

排放值为 0.675～1.103 g/kg。该模型涉及到进口压

提高，导致热力型 NOx 排

力、主燃区温度、
火焰温度、空气质量流量及燃烧室燃

放值增加。由于 Rokke 经

图 6 空气质量流量对 NOx

烧区体积等参数，其中进口压力的幂次最大为 1.25，

验公式计算 与利用数值

排放的影响

个最佳燃空比 （1颐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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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的前提条件不符，所以本次研究不考虑该经验公

的具体范围仍需进一步研究。

式的计算结果，主要对 Lefebvre 的经验公式与数值模

2.5 NOx 排放拟合公式

拟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上述得出的拟合公式适用于单一参数变化的

运用数值模拟结果得到初步拟合的公式
2

QNOx=-0.1459伊ma +0.7413伊ma +0.0026

R 2=0.9995 （2）

以上 2 次拟合公式的拟合度大于 0.8，拟合优度
较好，
具有应用价值。式（2）适用于轻型燃气轮机燃烧
室基于空气质量流量的 NOx 排放预估，对于式（2）中
空气质量流量的范围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2.4 基于主燃区温度的 NOx 预估

式为
2

2

2

QNOx=a1Pin +b 1Pin +a2ma +b 2ma +a3Tpz +b 3Tpz +C

（4）

式中：a、b 为系数；C 为常数项。

2

2

QNOx=1.72×10-8Pin -5.16×10-12Pin +2.06×10-2ma -

示，当选取主燃区温度

2

0.11ma -1.37×10-8Tpz +2.12×10-5Tpz +13.36

Tpz=1995 ～2085 K 时 ，数

（5）

拟合公式的应用条件之一为轻型燃烧室，式中 3

值 模 拟 的 NOx 排 放 值 为

个参数的范围仍需验证后加以使用。

0.30～0.66 g/kg，NOx 排放
值与根据估算式计算得到
图 7 主燃区温度对 NOx

林清华等拟合的公式主要

排放的影响

针对合成气燃烧室，该公式与出口温度及稀释剂的百
分比相关，在相同的主燃区温度下，其计算结果为
1.04～2.04 g/kg，
NOx 排放值变化范围较大，
说明该预估
模型对该参数具有一定的敏感度；在相同温度变化范
围内，根据 Lefebvre 等的预估公式计算的 QNOx=1.46～
3.44 g/kg，其 NOx 排放值的变化程度较上述 2 种模型
的更大，可见该公式对于主燃区温度具有较高的敏感
度，随着主燃区温度的升高，NOx 排放的变化趋势也
呈增大趋势。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预估出的 NOx 排
放值比通过经验公式计算的小，其变化趋势与已有模
型的变化趋势一致，即随着主燃区温度的升高，NOx
排放值呈上升趋势。说明数值模拟方法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替代预估公式，计算得到的 NOx 排放值，针对轻
型燃气轮机燃烧室 NOx 排放具有较强的预估作用，
运用数值模拟结果得到初步拟合公式
QNOx=2伊10 伊Tpz -0.0031伊Tpz-0.0519

3 结论
数值仿真试验的研究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强、快速
易得、耗资少等优点，可以弥补试验的不足，具有较高
的应用价值。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具有很高的吻
合度，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及实用性，具有一定的利用
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1）对于轻型燃气轮机燃烧室，随着主燃区温度
及进口压力的升高，NOx 排放量随之增加，其中增加
的主要是热力型 NOx。
（2）随着空气质量流量的增大，燃料燃烧更加充
分，NOx 排放值呈减少趋势。
（3）提出适合于轻型燃气轮机燃烧室 NOx 排放
的快速估算公式，利用该公式对轻型燃气轮机燃烧室
NOx 排放进行计算得到的估算值与根据经验公式得
到的计算值吻合度较高，
但有效性及参数的范围有待
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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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KPCA 和 DBN 的航空发动机排气温度基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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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给航空发动机整体性能的实时监控与健康管理提供技术手段，提出 1 种基于核主成分分析和深度置信网络相结合
的航空发动机排气温度基线模型构建方法。以配装 CFM56-7B 发动机的飞机在运行过程中各系统产生的快速存取数据作为原始的
数据样本，利用核主成分分析进行降维处理，选用高斯函数作为核函数，将降维后的数据作为深度置信网络的输入，建立航空发动
机 EGT 基线模型，通过大量 QAR 数据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正确性。与传统神经网络建模方法相比，所提出的建模方法不但降低了
网络结构的复杂度，
同时也提高了模型的精度。
关键词：健康管理；
排气温度；
核主成分分析；
深度置信网络；
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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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aust Gas Temperature Baseline Model of Aeroengine Based on Kerne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Deep Belief Network
WANG Yi-shou1袁YU Ying-hong1袁QING Xin-lin1袁YIN Kai2袁ZHAO Qi2
渊1.Schoo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袁Xiamen University袁Xiamen Fujian 361000袁China曰
2.AEC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袁LTD袁Shanghai 200241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vide technology means for real -time monitoring and health management of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aeroengine袁a method based on Kerne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渊KPCA冤and Deep Belief Network渊DBN冤was proposed to construct the

baseline model of aeroengine exhaust gas temperature. The Quick Access Recorder 渊QAR冤data generated by the aircraft equipped with
CFM56 -7B engine in the course of operation was taken as the original data sample. The KPCA was used to reduce the dimension袁the

Gaussian function was selected as the kernel function袁and the reduced data was used as the input of the DBN. The EGT baseline model of
aeroengine is established袁and the validity and correctness of the model are verified by a large number of QAR data.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neural network modeling method袁the proposed modeling method not only reduces the complexity of the network structure袁but
also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the model.

Key words: health management曰exhaust gas temperature曰KPCA曰DBN曰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 （Engine Health Moni-toring，EHM）是利用分布在发动机上的传感器所获得的

排气温度（Exhaust Gas Temperature，
EGT）是反映发动
机工作状况的重要气路参数，在发动机起动和飞机起
飞阶段，通过监控该参数值来保护发动机，防止发生

数据，借助各种先进智能算法来监控、预测和管理发

意外事故。如果 EGT 超过规定值，就可能是燃烧室、

动机的健康状态[1]，
以提高飞行安全性和可靠性，缩短

涡轮叶片和尾喷管等发动机部件出现了异常，所以建

发动机停机时间，提高运行效率，并减少发动机维修

立发动机排气温度基线具有重要意义。

费用[2]。气路监控是 EHM 的核心[3]。其中，航空发动机

由于航空发动机工作过程复杂，所处的环境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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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基于回归分析求解具体基线方程的方法无法实时
满足任意 1 组输入和输出的定量描述要求。随着人工
智能的快速发展，神经网络为解决这种不确定输入和
输出描述提供了可能[4]。国内外学者在人工神经网络
基线建模领域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付金华等

[4]

以

CFM56-5B 发动机为例，使用 NeuroSolutions6 软件实
现 RBF 神经网络算法，并建立 EGT、燃油流量（Fuel
Flow，
FF）和高压转子转速（High-Pressure Rotor，N2）
健康基线；彭云飞 [5]采用基于回归分析的方法挖掘出
厂家监控系统内的基线库，并提出基于过程神经网络
（Process Neural Network，PNN） 的发动机气路状态参
数预测方法；王珃 [6] 利用遗传算法优化的反向传播
（Back Propagation，BP）神经网络分别求解 CFM56-7B
发动机的状态参数的基线模型。神经网络已广泛应用
于回归预测领域，但由于神经网络理论上的缺陷，使
得神经网络模型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例如：网
络中心较难确定；网络结构容易受到局部极值的影响
等[7]。为了从理论上克服传统神经网络的缺点，
学者们
提出了许多深度学习的方法，如自编码器
（Auto-Encoder，
AE）[8]、深度 置 信 网 络 （Deep Belief
Network，
DBN）[9]、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CNN）[10]、循环神经网络 （Recurrent Neural

1 基于非线性特征提取的深度置信网络
1.1 核主成分分析
KPCA 法首先通过非线性映射函数 准 （x）：
x→准
（x），R N→Z，将样本数据 x1,x2,…,xn∈R N 映射到高维空
间 Z：准（x）中，
学习算法在转换的高维空间 Z 中进行。
根据核函数技术有
K（xi,xj）=〈准（xi），准（xj）
〉

（1）

式中：K（xi，
yi）为核函数；xi 和 xj∈R 。
N

KPCA 原理如图 1 所
准（xi），准（xj）

示。本文选用高斯核函数
作为 KPCA 的核函数。
1.2 深度置信网络
深度置信网络 DBN
是由若干 层受限玻尔 兹

图 1 KPCA 原理

曼机（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s，
RBM）和 1 层反
向传播网络组成的 1 种深层神经网络。其中，每层
RBM 由 1 个可视层 v 和 1 个隐含层 h 组成，节点间
的连接只存在于层与层之间，a 和 b 分别为可见层和
隐含层神经元的偏置，w 为可见层和隐含层各神经元
之间的权重连接。其结构如图 2 所示。
受限玻尔兹曼机可以看作是 1 个编码和解码的

Net-works，
RNN）[11]等模型。其中深度置信网络是应用
最广的算法之一，近几年，在语音识别 [12-13]、图像处
理 [14]、故障分类[15-16]等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w∈R nh伊nv

在发动机 EGT 基线模型建立过程中，发动机
EGT 值的变化受众多参数影响，各参数与 EGT 的相
图 2 RBM 网络结构

关程度各不相同，并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因此，
在利用深度置信网络建立发动机 EGT 基线模型时需
要预先对非线性高维特征样本数据进行特征提取，来
解决输入数据的维度灾难问题，简化网络结构。数据
降维一般采 取主成 分分 析法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PCA），但 PCA 处理非线性问题的效果并不
理想[17]。因此采取将 PCA 与核方法有机融合形成核
主 成 分 分 析 （Kernel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过程，从可见层到隐藏层是编码，而反过来从隐藏层
到可见层是解码。令 f 和 d 分别代表编码函数与解码
函数。则有
Y =f（X）=sigmoid（W
f
fX+af）

（2）

Z=d（Y）=sigmoid（W
d
dY +b d）

（3）

sigmoid（x）= 1 -x
（1+e ）

（4）

KPCA），不仅可解决非线性特征提取问题，而且能蕴

式中：af 和 b d 分别为编码器和解码器偏置向量；W f 为

含更多的信息。

可见层和隐含层神经元之间的权重连接；wd 为隐含

为解决高维数据非线性特征提取以及数据特征
[18]

层和可见层神经元之间的权重连接。

中隐含信息挖掘的问题 ，本文提出 1 种基于核主成

RBM 的作用是实现数据重构，使输入数据与输

分分析（KPCA）和深度置信网络（DBN）相结合的建模

出数据的误差尽可能达到最小，
RBM 一般采用对数

技术，
构建 CFM56-7B 发动机EGT 基线模型。

损失函数，即期望对下式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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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w,a,b）=-移ln（P（v (i)））
i=1

（5）

式中：P（v ）为可见层第 i 个神经元被激活的概率。
(i)

KPCA 降维后的数据经多层 RBM 实现数据重
构后，还未具备预测

（Quick Access Recorder，
QAR）数据主要包括发动机、

括燃油流量 FF、飞行高度（Altitude，ALT）、大气总温

加回归层，构成深 度

（Total Air Temperature，
TAT）、滑油量 （Oil Quality，

置信网络。其结构如

OILQ）、滑油压力（Oil Pressure，OILP）、滑油温度（Oil

图 3 所示。

Temperature，
OILT）、 高 压 转 速 N2、 低 压 转 速

从图中可见，
DBN

（Low-Pressure Rotor，N1）、 燃 油 计 量 活 门（Fuel

网络结构的参数主要包

Metering Valve，FMV）、高压 压气 机出 口 压 力（High

括 RBM 层数、
输入层节

pressure compressor delivery pressure，P3）、高压压气

点数、隐含层节点数以

机 出 口 温 度 （High pressure compressor delivery

及输出层节点数等。

temperature，
T3）、低压压气机进口温度（Low pressure
图 3 DBN 网络结构

分：
（1） 利用无监督的学习对每层 RBM 进行预训练；
（2） 全网络自上而下的权值微调。在 RBM 的训练过
程中，只能保证本层的特征向量达到最优，无法保证
整个深度置信网络的特征向量达到最优，因此在
DBN 的最后 1 层设置 BP 网络，微调整个 DBN 网络，
使 DBN 克服了 BP 网络因随机初始化权值参数而容
易陷入局部最优的缺点[19]。
1.3

民用飞机在运行过程中各系统产生的快速存取

重要状态参数。除排气温度 EGT 外，QAR 数据还包

个 RBM 的 输 出 处 添

练过程主要分成 2 部

2.1 QAR数据的选取

飞行控制、液压控制以及环境控制等 4 个系统的大量

功能，还需在最后 1

深度置信 网 络 训

2 EGT 基线模型构建

基于 KPCA 非线性特征提取的 DBN 网络建模

流程
基于 KPCA 非线性特征提取的深度置信网络
DBN 如图 4 所示。模型的建立步骤如下：
（1）分析并确定与 EGT 相关的数据作为自变量 X；
（2）对自变量 X 进行数据预处理及标准化处理；
（3）对自变量 X 进行 KPCA 降维，根据累计贡献
率[20]确定主成分个数；
（4）将降维数据输入到深度置信网络模型；
（5）训练模型，直至达到误差要求。

compressor inlet temperature，
T2.5）、低压压气机出口
温 度 （Low pressure compressor delivery temperature，
T2）、马赫数 （Mach，
MA）、可调静子叶片（Variable
Stator Vane，
VSV）等与 EGT 相关的参数。利用与 EGT
相关的重要参数建立 EGT 基线模型，
令
X= [FF,ALT,TAT,OILQ,OILP,OILT,N2,N1,FMV,P3,
T3,T2.5,T2,MA,VSV]
X 经 KPCA 降维后的向量设为 X'，则可得
TEG=f（X'）

（6）

式中：f 为 X' 和 TEG 的非线性函数，用于表征 X' 和 TEG
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2.2 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主要是先对数据进行野点剔除，然后
再进行参数修正。发动机各参数的测量值与发动机进
气道的温度和压力条件密切相关，进气道温度和压力
的变化与气路参数值的变化是互相耦合的，为了能在
不同条件下比较传感器测量值，
首先要对参数值进行
修正。
对于给定的气路参数 k，其等效修正参数表示为
k'。进气道入口条件（如温度 T1 和压力 P1）的变化，会
导致气路下游参数的变化。修正参数 k' 的目的是给
出 1 个不随入口条件变化的固定近似值，也就是说 k'
代表在某个固定入口条件下的值。通常是选择 1 个标
准天气条件（即 T0=288.15 K，P0=101.325 kPa）作为基

图 4 KPCA-DBN 混合模型

准，采用的修正式[21]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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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 =a dT1 +b dP1 + dk'
k
T1
P1
k'

（7）

式中：a 和 b 为相应的系数；T1 为气路入口温度；P1 为
气路入口压力。
若定义 2 个无量纲参数 兹=T1/T0，
啄=P1/P0，则可推
导出 k' 的修正公式[20]
k'= ka b
兹啄

（8）

经过上述修正公式处理，转子转速 N、燃油流量
FF、温度 T 和压力 P 的修正系数和计算公式见表 1。
表 1 发动机参数的修正公式及系数取值
参数

a

b

校正参数

N

0.5

0

N'= N
姨兹

FF

0.5

1

T

1

0

T'= T
兹

P

0

1

P'= P
啄

FF'=

FF
姨兹 啄

图 5 EGT 基线建模流程

3 实例建模及验证
3.1 模型精度评价指标
在模型预测阶段采用平均绝对误差（Mean Absolute Error，MAE）值来表示模型的预测精度
m

2.3 EGT 基线模型构建流程
本文采用基于核主成分分析（KPCA）和深度置信

EMA=

移
j=1

X obs,j-X prs,j
m

（9）

网络（DBN）相结合的建模技术构建航空发动机 EGT

式中：m 为预测数据的样本数；X obs，j 为实际观测数据；

基线模型，主要步骤如下：

X pre，j 为预测输出数据。

（1）选取与 EGT 值相关的 QAR 数据 X，并进行
野点剔除和参数修正，作为输入向量矩阵；

平均绝对误差表示预测值偏离期望值 （真实值）
的平均水平。平均绝对误差值越大，说明该模型的预

（2）将输入向量 X 通过核主成分分析降维，根据

测值偏离期望值越远，模型精度越低。为了能够清晰

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确定降维向量，
将降维后的向量

展示本文所提出的改进 DBN 模型的优势，以 A320

矩阵 X' 作为深度置信网络的输入；

机型的民用飞机产生的 QAR 数据为例，给出了改进

（3）构建深度置信网络的训练样本矩阵和预测样
本矩阵；
（4）构建深度置信网络结构，确定 RBM 层数和层
间节点数；

的 DBN 与传统的 DBN，以及与改进的 BP 神经网络
在预测效果上的对比结果和建模误差趋势。
3.2 DBN 网络参数优化
目前各文献中对 DBN 模型各参数的选择还没有

（5）把训练样本输入到深度置信网络中，先自下

较为明确的定义，因此本文采用试错法确定 DBN 网

向上训练 DBN 中所有的 RBM，得出权值 W 和偏置

络的最佳参数。在 DBN 网络训练过程中，
逐步增加隐

值 b和 c；

藏层数，利用 MAE 值的大小来判断隐藏层节点数对

（6）把训练得出的参数输入到顶层 BP 神经网络
中进行反向优化训练，
得到最终的深度置信网络模型；
（7）输入预测样本矩阵，确定模型精度，检测模型
效果，
如果没有达到误差要求，则返回第（3）步；
（8）得出诊断及预测结果。
具体建模流程如图 5 所示。

预测精度的影响，
从而确定最佳隐藏层数和隐藏层节
点数。具体过程如下：
将 RBM 的层数分别设置为 2、
3
和 4，
隐含层的节点数设置为 10、15、20、25 和 30。在
训练每层 RBM 时的参数设置为：
学习速率设为 0.01，
分组训练设为 20。经过反复训练得到的最佳网络结
构的参数为：DBN 模型的层数为 4，输入层的节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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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第 1 层隐藏层的节点数为 10，第 2 层隐藏层的

吻合，KPCA-DBN 网络的预测相对误差为 0.4349。

节点数为 10，最后 1 层的节点数为 1，RBM 的学习速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出的 KPCA-DBN 模型的优越

率为 0.0001，
迭代次数为 250。

性，将该模型的预测结果与遗传算法优化的 BP 神经

3.3 试验结果及精度分析

网络的预测结果相对比。同样地，以与 EGT 值相关的

3.3.1

QAR 数据 X 作为 GA-BP 神经网络和 DBN 网络的输

KPCA 降维对预测精度的影响分析
输入向量矩阵在 DBN 网络训练前需经 KPCA 降

入向量，分别建立 EGT 基线模型。传统的 GA-BP 网

维以简化网络结构，
提高模型精度。为确定降维后主

络与单一的 DBN 网络模型的预测输出对比以及预测

成分数对预测精度的影响，分别将降维后的 1、2、
3、4

相对误差分别如图 7、
8 所示。几种基线模型的精度对

维主成分作为深度置信网络的输入向量，建立 EGT

比见表 3。

基线模型。KPCA 降维对改进 DBN 模型预测精度的
影响分析见表 2。

680

0.6

predict
actual

675

0.5

670

表 2 KPCA 降维对改进 DBN 模型预测精度的影响
KPCA 降维维数

累计贡献率 /%

MAE

1维

90.0

0.6010

2维

98.5

0.4349

3维

99.0

0.4471

4维

99.5

0.4289

0.4

665
660

0.3

655

0.2

650

0.1

645
640
0

100

200
300
test point

400

500

0

（a）预测输出

100

200
300
test point

400

（b）预测相对误差

图 7 GA-BP 网络预测输出对比及预测相对误差

从表中可见，
经非线性特征提取后，
累计贡献率[21]
随主成分数的增加而增加，1 维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
为 90%，
2、3、4 维的累计贡献率没有明显提高。以 1
维主成分作为 DBN 模型的输入向量时，
EGT 基线模

680
675
670
665
660
655
650
645
640
0

0.6

predict
actual

0.5
0.4
0.3
0.2
0.1

100

200
300
test point

400

500

0

100

200
300
test point

型的 MAE 值为 0.6010，以 2、3、
4 维主成分作为 DBN

（a）预测输出

模型的输入向量时，EGT 基线模型的 MAE 值显著减

图 8 DBN 网络预测输出对比及预测相对误差

小，基线模型精度显著提高，但 MAE 值变化趋于平

表 3 不同基线模型的精度对比

400

基线模型

GA-BP

度，本文选取 2 维主成分作为深度置信网络的输入向

网络结构

15-31-1

量。降维后的前 2 维主成分为原始输入向量的非线性

迭代次数

300

250

250

学习率

0.001

0.001

0.0001

MAE

0.9068

0.6076

0.4349

特征表达，不具备任何参数意义。

500

（b）预测相对误差

缓，因此，为了最大程度简化网络结构，提高模型精

3.3.2

500

DBN
15-10-10-1

KPCA-DBN
2-4-2-1

不同建模方法的预测精度比较
KPCA-DBN 网络的预测结果和预测误差对比如

传统 BP 神经网络由于网络参数初始化的随机

图 6 所示。本试验包含 1000 个训练样本，500 个预测

性，导致模型的预测误差较大。因此，本文利用遗传算

样本。从图中可见，KPCA-DBN 网络预测效果稳定，

法（Genetic Algorithm，
GA）优化 BP 神经网络的初始

和真实数据变化趋势一致，预测曲线和真实曲线十分

权值和阈值，提高 BP 网络的预测精度。从图 7（a）中

680
675
670
665
660
655
650
645
640
0

predict
actual

0.6

可见，GA-BP 网络模型在数据拐点处 （采样点 50、

0.5

100、
200、300 处）预测效果较差。图 7（b）是 GA-BP 网

0.4

络的预测相对误差，经过遗传算法优化后的 BP 网络

0.3
0.2

的预测平均绝对误差 MAE 为 0.9068，远大于 DBN 网

0.1
100

200
300
test point

（a）预测输出

400

500

0

100

200
300
test point

400

（b）预测相对误差

图 6 KPCA-DBN 网络的预测结果和预测误差对比

500

络和 KPCA-DBN 的预测平均绝对误差 MAE。
单一的 DBN 网络模型由于没有进行非线性特征
提取预处理，在数据的频繁波动区域波动频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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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为 350～400）和数据拐点变化处预测精度也
不够高，但是 DBN 网络在数据拐点处的预测精度比
GA-BP 网络的高。DBN 网络模型的平均绝对误差值
为 0.6076。从图 6 中可见 KPCA-DBN 混合模型在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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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J]. 航空动力学报，2017，32（10）：2516-2525.
XU Mengyang，
HUANG Jinquan，
LU Feng. SANNWA-PF algorithm of
aero-engine gas path fault diagnosis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17，32（10）：
2516-2525.（in Chinese）
[4] 付金华，闫锋. 航空发动机排气温度基线建模方法[J]. 航空计算技

维的同时并不会降低建模的精度。并且，经过非线性

术，2014，44（6）：49-54.

特征处理的 DBN 网络建立的模型精度明显高于其余

FU Jinhua，
YAN Feng. A method of modeling exhaust gas temperature

2 种建模方法，在数据频繁波动区域和拐点变化处都
能达到很好的预测效果。从表 3 中也可见，
KPCA-DBN

baseline of aero-engine [J]. Aviation Computing Technology，2014，44
（6）：49-54.（in Chinese）
[5] 彭云飞. 航空发动机状态参数处理技术及其应用研究 [D]. 哈尔滨：

混合模型的 MAE 值明显小于其它几种模型的 MAE

哈尔滨工业大学，2009.

值，表明 KPCA-DBN 模型在预测精度上具有一定优

PENG Yunfei. Research on processing technique of aeroengine

势。当训练样本数据一定，预测数据量越多时，由于

condition parameters and its application[D]. Harbin：
Harbin Institute of

BP 网络和传统的 DBN 网络本身预测能力不足将导
致 BP 网络和传统的 DBN 网络累积的预测 MAE 值
增长得比 KPCA-DBN 网络的预测 MAE 值快。因此，
当预测数据量日益增多时，KPCA-DBN 网络的基线
模型优势就越明显。

4 结论
本文以配装 CFM56-7B 发动机飞机的 QAR 数据
作为数据样本，提出了 1 种基于核主成分分析和深度
置信网络的航空发动机 EGT 基线建模方法，得到如
下结论：
（1）多维冗余的输入数据会导致深度置信网络结
构复杂化，采用核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处理并提取
高维数据的非线性特征，输入到深度置信网络，可以
简化网络结构，
并提高模型精度；
（2）与传统 GA-BP 网络和单一的 DBN 网络模型
相比，
本文提出的 KPCA-DBN 模型的预测精度最高；
在后续研究中，还可从 DBN 网络自身结构出发，优化
网络模型，融合其他算法，
进一步提高模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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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发动机高空小表速转速摆动问题分析
李

杨

（海军驻沈阳地区第二军事代表室，沈阳 110043）
摘要：为了解决某型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出现的高空小表速转速摆动问题，对发动机转速控制原理开展深入分析，利用 AMESIM
工具软件建立发动机转速控制数学模型，
并对转速控制通道进行仿真对比分析，确定了通道参数对转速控制影响量值，通过对比同
系列发动机控制参数，提出在现有系统构架基础上，对低压转子转速控制通道进行分段控制改进措施，经半物理试验、高空台模拟
试验和试飞验证表明，
改进措施既能保证发动机地面加速性要求，
又解决了高空小表速转速摆动问题。
关键词：高空小表速；转速；摆动；仿真；控制模型；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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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otor Speed Swing of the High-altitude Small Airspeed of an Engine Research on the
Swing of Small Airspeed of an Engine
LI Yang
渊The Second Navy Consumer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Shenyang袁Shenyang 110043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rotor speed swing problem of high-altitude small airspeed of the development engine袁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inciple of engine rotor speed control was carried out.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engine rotor speed control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AMESIM tool software袁and the rotor speed control channel was simulated and compared. The influence of channel parameters on

rotor speed control was determined. By comparing the control parameters of the same series of engines袁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system
framework袁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of piecewise control for the rotor speed control channel of low pressure rotor were put forward.
Through semi -physical test袁altitude simulation test and flight test袁it is shown that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can not only ensure the
acceleration requirement of engine ground袁but also solve the problem of rotor speed swing of high-altitude small airspeed.
Key words: high-altitude small airspeed曰rotor speed曰swing曰simulation曰control model曰aeroengine

0 引言
某型发动机在进行高空小表速试飞时，在高度
11 km 以上，表速小于 500 km/h 时出现转速摆动的
问题，
此时发动机控制计划为按照低压转子转速通道
限制值控制发动机最大工作状态，n1 摆动量超出了允
许的摆动范围，
影响飞行安全[1]；按照高压转子转速 n2

对比分析[2-4]，基于当前控制系统架构和发动机起动加
速性的特殊要求，提出低压转子转速控制通道分段控
制措施[5]。

1 低压转子转速控制原理
当采用综合电子调节器进行低压转子转速 n1 闭

和排气温度 T6 限制通道控制发动机时，发动机工作

环控制时，控制回路由综合电子调节器、S1 占空比电

稳定，
无参数摆动情况。国内同系列原型发动机在相

磁阀、执行活门、选择活门、
校正活塞、随动活塞、计量

同的工作状态点则无转速摆动问题。

活门、供油管路、发动机、转速传感器以及电缆组成。

本文通过对发动机低压转子转速控制通道进行

此 时 ， 被 控 量 为 n1 转 速 ， 控 制 量 为 主 燃 油 流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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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f [6-7]。

控制器

其中综合电子调节器负责根据发动机进口总温
T 1 信号设定 n1 转速的限制值，根据 n1 传感器的采
集，生成 n1 限制值和反馈值的偏差信号，从而生成对

T1 采集
S1 占空
n1 采集 失调电压
比计算
计算模块
喘振压差信号

应的电压信号 ΔU，并利用喘振压差信号 ΔPck 对电
压信号进行微分补偿，得到失调电压 ΔUppt，根据失调
电压计算 S1 占空比，输出到主燃油泵调节器的 S1 占
空比电磁阀，从而控制发动机供油量，实现按 n1 转速
控制发动机最大工作状态的功能[8]，
如图 1 所示。

执行机构

被控对象
飞行高度、
飞行速度、
加力供油、
喷口面积

P34
执行活门与
选择活门

校正活塞
与层板

随动活塞与
计量活门

发动机

图 2 n1 控制回路仿真原理

根据 n1 控制回路各环节的功能，将其划分为 6
个模块，
基于 AMESIM 仿真软件分别进行建模和仿真
验证[11-15]，
并集成整个 n1 控制回路模型，
如图 3 所示。

图 1 n1 控制回路原理

2 原因分析
在某型发动机研制初期地面起飞加速性攻关时
发现，综合电子调节器在发动机转速 85%时开始限
图 3 n1 控制回路仿真模型

制供油，从而降低了发动机加速性能。为适应发动机
地面起飞加速性要求，
综合电子调节器低压转子转速
n1 通道的超前环节比例系数 k 2 变小（见表 1），从而减
少加速过程中 S1 对加速油量的限制，提高发动机加
速性。改进后，经地面试验和专项试车验证，在发动机

4 基于 AMESIM 的仿真分析
低压转子转速 n1 程序电路中超前环节传递函数
表达式为
G(S)=

加速过程中 92%转速时开始限制供油，从而提高发
动机加速性，
满足某型发动机地面加速性要求。

变量。
发动机的综合电子调节器中 K、
T 的计算公式为

K2

n1 控制通道参数 驻Pck /MPa

某型

原型

0

16

23

0.22

7

13

但在高空小表速工作条件下，
由于发动机工作负
载减小，系统闭环控制的稳定裕度减小，导致在发动
机高空小表速条件下工作时，易出现 n1 转速摆动问
题[9-10]。

K= 0.65
2.48q+1
T= 0.04
2.48q+1

（3）

得到。
原型发动机的综合电子调节器中 K、T 为
K= 1.04
1.14q+1
T= 0.028
1.14q+1

发动机转速闭环控制系统有 3 个环节：控制器
（综合电子调节器）、执行机构（主燃油泵调节器）、被

（2）

式中：q 为占空比信号，由喘振压差信号 ΔPck 插值

3 建立数学模型

控对象（发动机），如图 2 所示。

（1）

式中：K 为增益系数；T 为时间常数；S 为复数的自

n1 超前环节比例系数 K2 对比

表1

KS
(1+0.1S)(1+TS)

（4）
（5）

全包线范围内的喘振压差信号的变化规律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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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为 11 km、表

速性；高空使用原型发动机超前环节比例系数，可提
高发动机高空工作稳定性。

速为 300 km/h 的飞行状

针对上述改进措施开展并通过如下验证：

态点，喘振压差信号
ΔPck 根 据 图 4 插 值 ，再

（1）地面加速性验证。进行大油门特性、小油门特

分别将某型和原型综合

性、全程加速和半程加速等相关加速功能检查，加速

电子调节器中 K、
T 系数

性能满足发动机地面使用要求；

代入仿真模型，运算转速 图 4 中间状态喘振压差信号
全包线变化规律

结果如图 5、
6 所示。从仿

（2）高空台模拟验证。在转速摆动工作点验证改
进措施有效性和控制率转换的稳定性，试验项目包括

真分析过程及结果来看，修改 n1 超前环节，使超前环

在高度为 11 km、表速为 300 km/h 飞行状态点加力

节比例系数为原型的状态，
可以解决某发动机高空小

通断和稳定工作试验、n1 控制通道的放大系数转换

表速转速摆动问题[16]。

专项试验，发动机均能稳定可靠地工作，无转速摆

1.0

control01-input at（-ve）port 1[null]

1.0

0.8

0.8

0.6

0.6

0.4

0.4

0.2

0.2

0

50

100
Time/s

150

200

0

control01-input at（-ve）port 1[null]

动现象；
（3）试飞验证。落实改进措施的发动机在高度为
11 km、表速为 300 km/h 飞行状态点，在训练状态和
作战状态模式下，
处于中间状态和加力状态时均工作

50

100
Time/s

150

200

图 5 某型发动机 n1 转速

图 6 原型发动机 n1 转速

控制输出仿真结果

控制输出仿真结果

5 半物理试验
在半物理试验器上，
对发动机进行 n1 控制回路的
大闭环仿真试验[17]。引出综合电子调节器的 k 2 的调整
点，连接外部电阻箱，调整 k 2 利用真实的发动机数学
模型和完全真实的控制系统，
进行高空左边界验证。
半物理模拟试验成功复现发动机在高度为 11
km，表速为 300 km/h 飞行状态点处参数摆动现象，而
引入原型状态的超前环节比例系数后，摆动消除。试
验结果如图 7、8 所示。

正常，未出现参数摆动现象。

7 结束语
通过对比分析，以及数值仿真、
半物理试验、高空
台模拟、试飞验证，采取“按高度分段控制 n1 超前环
节比例系数”的改进措施，既保证了发动机高空小表
速飞行状态稳定性，同时兼顾了发动机地面加速性和
发动机研制进度。首次采用的分段控制策略可在同类
发动机或同类问题中进行借鉴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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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计量组件试验液压控制系统研究
盛世伟，李军伟，朱汉银，
杨佳丽
（中国航发北京航科发动机控制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102200）
摘要：为了准确测试航空发动机燃油计量组件的性能状态，
对其性能试验的控制系统进行研究。基于燃油计量组件的结构、
工
作原理以及试验要求设计液压控制系统，采用由伺服电机、丝杠和光栅传感器组成的位移伺服控制系统实现计量组件阀芯位移的
精确控制，
提出“泵阀复合控制 + 进、出口压力协调控制”的控制策略，以实现计量组件出口压力和进、出口压差的精确控制。结果
表明：该燃油计量组件阀芯位移控制精度可达到±0.001 mm，计量组件后压力及前后压差的控制精度均可达到±0.002 MPa，该燃
油计量组件性能试验控制系统可以满足性能试验的需求。
关键词：燃油计量组件; 性能试验; 液压控制系统;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 217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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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Hydraulic Control System of Fuel Metering Component Test
SHENG Shi-wei袁LI Jun-wei袁ZHU Han-yin袁YANG Jia-li
渊AECC Beijing Hangke Engine Control Syste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袁LTD.袁Beijing 102200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tes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uel metering component of the aeroengine exactly袁the control system of the

performance test was studied. The hydraulic control system was designed based on the structure袁 working principle and test requirements of
the fuel metering component. The displacement servo control system composed of servo motor袁 lead screw and grating sensor was used to

realize the precise control of the valve core displacement of the metering component. The control strategy of "compound control of pump and
valve+ coordinated control of inlet and outlet pressure"was put forward袁so as to realize the precise control of the outlet pressure and the

pressure difference of the inlet and outlet of the metering compon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placement control accuracy of the valve

core of the fuel metering component can reach 依0.001 mm. The control accuracy of post pressure and pressure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metering component can reach 依0.002 MPa. The performance test control system of fuel metering component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erformance test.

Key words: fuel metering component曰performance test曰hydraulic control system曰aeroengine

0 引言

的重要功能部件，其性能好坏直接影响到航空发动机

现代航空发动机要求对燃油流量精确控制，以期

乃至整个飞机的控制特性。计量组件的性能试验具有

在充分发挥发动机性能潜力的同时，
保障其安全 。燃

控制精度高、各被控参数相互耦合的特点。为提高燃

油控制系统被喻为航空发动机的心脏 ，其功能是根

油控制系统整机性能调试的效率和可靠性，在燃油控

据飞机的飞行条件和飞行状态按需求提供相应压力

制系统装配调试前需对燃油计量组件进行性能测试[5]。

和流量的燃油，
从而保证发动机正常工作[3]。燃油计量

然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多在整个燃油计量装置

组件是燃油控制系统的重要功能部件，经计量组件计

特性上 [6-10]，而对燃油计量组件性能试验的研究鲜有

量后的燃油被输送到发动机燃烧室参与燃烧[4]。

报道。余玲等[11]研究了温度对航空发动机整个燃油计

[1]

[2]

燃油计量组件作为航空发动机中燃油计量装置

量装置特性的影响规律；曹启威等[12]基于 AMESim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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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进电机和燃油计量装置机械液压组件进行仿真，验
证了仿真模型的准确性，但未涉及试验相关内容；刘
铁庚 [13]介绍了 1 种新颖且适于中小型航空发动机数
控系统的燃油计量装置设计方案，并在科研实践中得
到应用，但未涉及燃油计量组件性能试验方面的内
容。为了准确测试航空发动机燃油计量组件的性能状

图 2 试验液压原理

根据节流口的流量方程，通过计量组件的流量为
q o=CdW vxv

态，以某航空发动机为例，对其燃油计量组件性能试
验的控制系统进行研究。该发动机的燃油泵和计量装
置是在引进法国某型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液压执行
机构生产专利基础上进行国产化研制的，其计量组件
是该燃油泵和计量装置的重要功能部件。
本文对燃油计量组件试验液压控制系统和控制

量组件阀芯位移的精确控制，
可为国防领域内类似产
品的高精度性能试验提供参考。

从式（1）中可见，q o 与 驻p 及 xv 相关。在温度和 xv

不变的情况下，
q o 与 姨驻p 成正比。

假设背压阀后的压力为 0，则通过背压阀的流量
q o=CdW oxo

件组成，如图 1 所示。步进电机、角位移传感器与航空
发动机控制器共同构成计

2

o

（2）

由式（1）、
（2）得

式中：C 为常数。

蓸 xx 蔀 驻p
v

2

o

（3）

从式（3）中可见，在计量组件位移一定的情况下，

即 xv 不变时，调节 xo 时，同时影响 驻p 和 p o 的值，即

调节 xo 时，
p i 和 p o 同时变化。从式（2）可知，若保持 p o
不变，在 W o 一定的情况下，q o 与 xo 成正比。

量组件阀芯位移的闭环控

为满足试验条件，需对 p o 与△p 进行协调控制。

制；增压活门保证计量组

为保证压力控制系统的稳定性，通过自动闭环控制 p o

件的出口压力保持恒定；
压差活门调定计量组件前

姨籽 p

式中：W o 为背压阀阀口的面积梯度。
p o=C

进电机、位移传感器、压差活门以及增压活门等元部

（1）

驻p=p i-p o，为计量前、后的压力差；籽 为燃油密度。

1 燃油计量组件试验条件
该航空发动机燃油计量装置主要由计量组件、步

2

式中：Cd 为流量系数，
无量纲；W v 为阀口的面积梯度；

方法进行设计，以实现计量组件出口压力和进出口压
差的精确控制，采用高精度位移伺服控制系统实现计

姨 籽 驻p

图 1 燃油计量装置

后压差。
为了准确模拟航空发动机在运行过程中燃油计
量组件的性能状态，
其性能试验需满足以下条件：
（1）燃油计量组件前后压差实现精确控制，稳态
误差为±0.003 MPa。
（2）燃油计量组件后的压力实现精确控制，稳态
误差为±0.005 MPa。
（3）燃油计量组件阀芯位移实现精确控制，稳态
误差为±0.005 mm。

2 试验液压原理与控制策略
2.1 试验液压原理
为模拟计量组件出口压力，在计量组件出口设置

始终保持某一定值，通过调节 xo 实现流量 q o 的调节，
进而改变计量油针活门压差△p。
通常，液压系统的压力调节可利用溢流阀、减压
阀等压力调节阀实现，也可以通过节流、调速等流量
控制手段实现。而目前的压力调节阀受限于频响、滞
环等因素，其压力控制精度很难达到试验所需的高精
度控制要求。由于变频电机具有极高的转速控制精
度，采用变频电机参与压力的闭环控制可以满足所需
的高精度要求。考虑到变频电机低速稳定性不高，且
定量泵在低速运转时存
在较大的压力脉动，因此
为增大压力的控制范围，
采用变频电机与旁路比
例流量阀协调配合的方
式对 p o 进 行闭 环控 制 。

1 个背压阀，将计量组件和背压阀等效为可调节流

综上所述，本文的液压控

阀，阀芯位移分别用xv 和 xo 表示，
如图 2 所示。

制系统原理如图 3 所示。

图 3 液压控制系统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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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液压控制系统由定量泵、变频电机、比例节流

变频器频率保持在初始值 25 Hz；当压力大于 0.8

阀、计量组件、节流阀以及流量传感器等组成，其中定

MPa 时，即在第 0.6 s 后，仅由变频器参与压力控制，

量泵 + 变频电机与比例节流阀协调控制 p o，通过节流

而比例节流阀开口度保持不变。压力稳态控制误差为

阀控制 q o，从而控制△p，流量传感器实时监测系统的

0.001 MPa。

流量。

经过仿真分析，验证了控制策略的有效性，为后

2.2 控制策略

续试验台的搭建与试验提供了理论支撑。

为实现计量组件出口压力和进、
出口压差的精确
控制，提出“泵阀复合控制 + 进、出口压力协调控制”
的控制策略，
如图 4 所示。

3 试验台概述与试验
3.1 试验台概述
试验台主要由液压系统、
计量组件位移伺服控制
系统、测控系统等组成，如图 6 所示。

图 4 控制策略

从图中可见，泵阀复合控制策略为：当 驻p o 大于

（a）液压系统

（b）测控系统界面

（c）计量组件工装

（d）计量组件位移伺服控制

某一设定值时，控制 k 1=1，k 2=0，变频电机转速维持最

小值不变，通过比例节流阀、PID 控制器 1 以及压力
传感器等构成的压力阀控系统进行压力粗调；当△p o
小于该设定值时，控制 k 1=0，k 2=1，比例节流阀开口维
持当前值不变，通过变频电机、PID 控制器 2 以及压
力传感器等构成的压力泵控系统进行压力精调，最终

系统

通过合理匹配设置 PID 控制器 1、2 的参数实现计量
组件出口压力的精确控制。计量油针活门前后压差通

图 6 试验台

其中，计量组件位移伺服控制系统由伺服控制

过手动节流阀调节。

器、伺服电机、丝杠、光栅尺以及顶针工装组成，其控

2.3 仿真分析

制框图如图 7 所示。

基于 AMESim 搭建燃油计量组件试验液压控制
系统的仿真模型[14-15]并进行仿真。计量组件后压力控
制特性、
比例节流阀及变频器的响应特性如图 5 所示。
图 7 计量组件位移伺服控制系统

在计量组件位移伺服控制系统中，计量组件的线
位移由伺服电机的旋转角位移通过丝杠及顶针工装
转化而来，计量组件位移反馈信号由光栅尺检测并给
定，通过调节伺服控制器的 PID 参数实现计量组件位
移的准确控制。
（a）计量组件后压力

（b）比例阀与变频器响应

图 5 仿真曲线

从图中可见，在计量组件出口压力小于 0.8 MPa
时，即在第 0.6 s 前，仅由比例节流阀参与压力控制，

3.2 试验结果与分析
给定不同计量组件阀芯位移，得到位移响应曲线
如图 8 所示。
从图中可见，给定计量组件阀芯位移为 1、3、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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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位移响应的稳态控制
误差均为±0.001 mm，满
足计 量组 件阀芯 位移 控
制精度试验要求，保证了
后续试验结果的准确性。
在计量 组 件 阀 芯 位
移一定的前提下，设定不

图 8 不同计量组件阀芯

同出口压力，同时调节计

位移响应

（a）出口压力

（b）进、
出口压差

（c）变频器频率

（d）比例阀电压

量组件前后压差为 0.2 MPa，相关响应曲线如图 9
所示。

图 10 相同出口压力和位移、
不同压差的控制特性

设定计量组件出口压力为 1.0 MPa，控制计量组
（a）出口压力

（b）进、
出口压差

件的阀芯位移分别为 -2、-1、
0、1 mm，并同时调节计
量组件进、出口压差始终保持 0.2 MPa，试验得到的
响应曲线如图 11 所示。

（c）变频器频率

（d）比例阀电压

图 9 不同出口压力、相同位移和压差下的响应

从图中可见，给定相同计量组件阀芯位移，控制

（a）出口压力

（b）进、出口压差

（c）变频器频率

（d）比例阀电压

不同的出口压力和相同的进、出口压差，均能实现稳
定控制，且其稳态控制误差均可达到±0.002 MPa，满
足燃油计量组件性能试验的高精度控制要求，变频器
频率和比例阀电压的变化趋势与仿真结果一致，进一
步验证了控制策略的有效性。
保持计量组件阀芯位移不变，设定计量组件出口
压力 为 1.0 MPa，分别 调节 压差 为 0.1、
0.2、
0.3、0.4
MPa，各参数的响应曲线如图 10 所示。
从图中可见，随着压差的变化，计量组件的出口

图 11 相同出口压力和压差、
不同位移的控制特性

压力稳定状态被打破，在调节压差的同时，控制系统

从图中可见，不同计量组件阀芯位移出口压力和

自动回调出口压力，
最终出口压力和压差同时到达控

进、出口压差均能实现稳定控制，且其稳态控制误差

制目标并稳定；在整个调节过程中，由于出口压力偏

均可达到±0.002 MPa。

差值始终未达到比例阀的动作条件，
因此仅变频器参
与自动调节；压力稳态控制误差均达到±0.002 MPa，
满足燃油计量组件性能试验的高精度控制要求。

综上所述，
所研究的燃油计量组件控制系统以及
“泵阀复合控制 + 进、出口压力协调控制”的控制策
略，在不同计量组件阀芯位移、不同出口压力和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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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压差的控制要求下均能实现计量组件出口压力和
进、出口压差的精确控制，
具有较好的鲁棒性，从而保
证了燃油计量组件性能试验结果的可靠性。

4 结论
为了准确测试航空发动机燃油计量组件的性能
状态，对其性能试验的控制系统进行研究，得到如下
结论：
（1）基于燃油计量组件的结构、工作原理以及试
验要求，设计了液压控制系统，从理论上分析了该系
统的可实施性；
（2）提出
“泵阀复合控制 + 进、
出口压力协调控制”
的控制策略，
实现了计量组件出口压力和进、
出口压差
的精确控制，控制精度均可达到±0.002 Pa，满足了燃
油计量组件性能试验的功能要求以及高精度要求；
（3）采用由伺服电机、丝杠和光栅传感器组成的
位移伺服控制系统，实现了计量组件阀芯位移的精确
控制，计量组件阀芯位移控制精度可达到±0.001
mm，
保证了燃油计量组件性能试验结果的可靠性。
本研究方法和结论可为国防领域内类似产品的
高精度性能试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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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侧风试验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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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侧风条件对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性能稳定性有重要影响。为开展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侧风试验，
分析了侧风试验标准
要求及侧风发生装置的工作原理与调试标定方法，进行了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侧风试验研究，
制定了侧风试验数据分析方法。开发
了 1 种用于模拟侧风环境的试验装置，
并提出了 1 种风速标定方法和开展侧风试验的程序。结果表明：该试验装置可有效实现航
空发动机侧风试验环境，
该标定方法可得到侧风试验装置工作状态与试验所需风速之间的映射关系，
具有重要的工程指导意义。
关键词：侧风试验；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
侧风风向；
进气畸变；
稳定性；
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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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rosswind Test Method of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WANG Bao-kun袁LIN Shan袁ZHANG Shuai袁TANG Zhen袁LI Shi-ju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The crosswind conditions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erformance stability of the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crosswind test of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袁the requirements of crosswind test standard were analyzed. The working
principle and debugging calibration method of the crosswind generator were studied. The study of the crosswind test of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data analysis method of crosswind test was developed. A test device for simulating crosswind environment

was developed袁and a method for calibrating the wind speed and a program for carrying out the crosswind test were put forwar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st device can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aeroengine crosswind test environment袁and the calibration method can obtain the

mapping relation between the working state of the crosswind test device and the test wind speed required袁and has the important engineering
guiding significance.

Key words: crosswind test曰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曰crosswind direction曰inlet distortion曰stability曰aeroengine

0 引言

过整机插板或畸变板的形式开展进气畸变试验，获得

发动机进口是发动机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动

仿真与试验数据的对比。李志平[4]研究进气畸变对发

机进口易受其他条件的影响，如发动机布局、机身干

动机工作稳定的影响。但多集中于小涵道比发动机进

扰、侧风进气等，
导致发动机进口流场出现畸变，该进

气道与发动机性能匹配方面，而对于大涵道比发动机

气条件将影响发动机的工作性能，对发动机起动性能

畸变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大涵道比发动机产生进气

与稳定工作性能影响尤为显著，严重情况下甚至造成

畸变的各种工况条件中，
侧风条件是最典型的工况之

发动机起动过程或稳态过程颤振、失速或喘振。胡骏

一，受侧风条件模拟及试验条件的限制，国内对于侧

等 研究了畸变对发动机的影响。目前国内已开展过

风条件下对发动机工作性能影响研究很少。国外

大量关于进气畸变对发动机性能影响的理论研究和

Schuehle，Hancock，Hall 等[5-7]进行了大量风速、风向对

试验研究。刘永泉等[2]开展某型发动机的进气畸变模

发动机工作稳定性影响的研究。通过列乌特[8]的相关

拟研究，采用进气模拟仿真流场压力分布。周游天[3]通

研究，国外发动机公司在 80 年代就具备了侧风试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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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开展了相关的发动机整机侧风试验，并形成了

下运行时，在 90毅的侧风（最大为 12.84 m/s）不得出现

成熟的试验技术。CF6-50 发动机侧风试验在露天侧

不 可 控 的 打 转 倾 向 。《航 空 发 动 机 适 航 标 准》

风试验设备上进行，GE 公司也在研制用于 GE90 发

CCAR-33.65 喘振与失速特性中规定：在发动机工作

动机侧风试验的环境试车台架，国外小涵道比涡扇发

包线内的任意 1 点，起动和推力的变化、极限的进气

动机侧风试验也形成了试验体系。国外侧风试验形成

畸变或进气温度，不得引起喘振或失速达到熄火、结

[9]

了较为完整试验规范与考核标准。国内朱彦伟 开展

构失效、
超温或发动机推力不能恢复的程度。

了侧风对发动机工作稳定性的监控研究，刘凯礼 开

《CCAR25R4-25.233 航向稳定和操纵性》主要从

展了侧风对发动机进气道的影响分析。针对民用发动

飞机角度提出，从发动机的角度理解，即在 12.84 m/s

机在侧风条件下的飞行、
起飞进行研究，
张正国

为

的正侧风环境中，
发动机可以任意速度在地面稳定运

国产民用大飞机为对象，探讨飞机在侧风环境中的工

转。《航空发动机适航标准》CCAR-33.65 喘振与失速

作状态，莫翔宇 探究大涵道比发动机各状态监控技

特性中规定主要从发动机角度出发，即在任意进气畸

术，但对于发动机的整机侧风验证研究较少。

变条件下，发动机可完成起动和推力改变，而不发生

[10]

[11-12]

[13]

本文以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为研究对象，结合发
动机特点与试验需求，
以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稳定性
[14]

喘振、失速或熄火等异常情况。
飞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不仅限于上述要求，还应

设计与评定指标为研究基础 ，探索发动机进气稳定

考虑飞机最大起降风速要求，以满足飞机着陆后地面

性试验；以空气动力学为基础 ，研究大涵道比涡扇

滑行时发动机稳定工作的需要，
因此在侧风试验选取

发动机侧风试验的考核标准；开展侧风试验方法研

考核点往往比 CCAR25R4-25 部更为苛刻，以某型发

究，为侧风试验提供技术支持。相关研究方法与成果

动机为例，极限考核风速可达 30 m/s。

[15]

可为大涵道比发动机侧风条件进气畸变试验、试飞项

发动机侧风试验考核应充分考虑起动过程和稳

目和取证等工作提供技术基础。

定工作过程。稳定工作过程应包括发动机最大推力状

1 试验要求

态、过渡态推力变化，应充分验证最苛刻侧风的影响。
对于起动过程，顺风条件为最苛刻的起动条件，

1.1 试验对象
发动机侧风试验是评定发动机稳定性的重要验
证科目，是进气畸变项目中非常重要的适航验证试
验。主要验证在规定的自然风或特定侧风条件下，发
动机的工作稳定性是否受到影响，计算发动机进气畸
变指数。
侧风试验发动机为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此类发
动机主要应用于民机与军用运输机，
飞机进气道均属

应考核发动机正侧风起动与顺风起动；对于稳定工作
过程，侧风可引起进气畸变，因此选取发动机进口最
大进气畸变下的侧风条件（包括风速与风向）开展侧
风试验，
考核发动机正侧风稳定工作。发动机稳定工
作状态应包括典型稳态与典型过渡态，
典型稳态包括
起飞推力、爬升推力、巡航推力、着陆推力状态；典型
过渡态应包括全程和半程加减速。

于短进气道，
在侧风条件下易发生进气畸变。在发动

2 试验方法

机工作时，空气经过进气道进入风扇增压的气流分为

2.1 试验设备

内、外涵 2 路，大部分空气进入发动机外涵，经反推力

发动机侧风试验可通过装机试飞与地面台架试

装置排出，内涵气流进入核心流道，经压气机、燃烧

车（模拟侧风条件）2 种方式实现。装机试飞受实际侧

室、涡轮及内涵喷口排出。

风天气影响，且大侧风条

1.2 试验标准与解读

件下往往伴随扬沙天气，

飞机起降受侧风条件影响极大，
在飞机实际使用

对发动机造成过严考核，

时受到各种风速和风向的侧风影响，
导致使用中的异

试验经济性、安全性及重

常。侧风试验主要参照中国民用航空规章

复性均较差。装机试飞侧

[16]

CCAR33-R1 航空发动机适航规。
《CCAR25R4-25.233
航向稳定和操纵性》中规定：飞机在地面以任意速度

风试验如图 1 所示。

图 1 侧风试验发动机安装位置

地面台架试车开展侧风试验应首先具备侧风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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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用于模拟侧风进气条件[17]，实现侧风条件可控，试

测量压力，压力测点布置

验经济性、安全性及重复性均较高。本文以地面侧风

如图 5 所示。
侧风流场品质是决

试验台开展侧风试验研究。
国外发动机公司已经形成成熟的整机侧风试验

定风场能否满足试验要

技术，
具备功能完整的侧风装置，CF6-50 发动机侧风

求的重要衡量指标，用来

试验在如图 2 所示的侧风装置下进行；国外小涵道比

说明风场中核心风速区

发动机侧风试验也形成了试验体系，F135 发动机典

流场优劣的程度，即气流参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均匀

型侧风试验台如图 3 所示，其中侧风设备采取固定

程度。对于侧风风场可参照风洞流场测量的方式，根

式，发动机可绕台架自由旋转，以实现不同风向的试

据一些成功的风洞统计数据以及“GJB 1179-91 高速

验条件。

风洞和低速风洞流场品质规范”
，采用动压稳定性系

图 5 出口截面压力测量

数表征风场品质。
采取连续多次测量动压值，
计算动压稳定性系数浊
浊=（q max-q min）（q
/ max+q min）

（1）

式中：q max、q min 分别为单位时间内最大、最小动压，一
般动压稳定性系数要求不大于 0.005。
图 2 CF6-50 侧风试验设备

图 3 F135 小涵道比发动机
侧风试验设备

侧风设 备调 试包括
风向调试、风速标定及稳

目前国内的侧风试验

定运转检查。风向调试通

台采用固定台架和可移动

过 调 整侧风设备位置实

式侧风装置，
如图 4 所示。

现，通过导轨调整位置以

侧风装置由壳体、底

满足侧风设备与发动机进

座及测控系统等组成。壳

口间的角度关系，侧风设

图 4 侧风试验台

体包括进气段、风机段、气

备角度调试如图 6 所示。

流稳定段及排气段，其中进气、排气段均采用正 6 边

风源移动轨道

发动机台架
发动机

风源装置角度

速度核心区
侧风风源装置

图 6 侧风设备角度调试

侧风设备工作时应保证每个子风机以相同功率

形截面；风机段由若干风机组成风机阵；气流稳定段

工作，以保证侧风设备所产生的侧风区域的稳定性。

位于风机出口，用于稳定空气流场；底座采取轨道旋

在发动机进口截面与喷口截面分别设置 5 个风速仪，

转式，支撑侧风装置绕被试发动机旋转，模拟不同风

实时测量风速，风速仪布局如图 7 所示。启动侧风设

源角度；测控系统主要用于侧风装置各系统的控制，

备后，缓慢增加各风机的功率，标定出风机工作功率

在风源装置出口进行所产生侧风品质的测量。

与风速之间的关系曲线，如图 8 所示。

2.2 设备标定与调试
侧风发生装置、
侧风条件的有效性与稳定性由侧

风速仪 4
喷口出口截面

风速仪 9

风机功率 P/kW
进气道进口截面

风速仪 8

风设备保证，在侧风设备出口进行动态压力测量，得

P5
P4

风速仪 6

到出口中心截面的动压分布。

风速仪 3
风速仪 1

侧风设备出口截面中心距发动机进气道进口中
心距离为 15 m，发动机进气道进口截面核心风速区
按照 GE90 发动机的进口尺寸（3124 mm）设计，为保
证核心风速区风速与压力分布的稳定性，按照核心风

风速仪 2

风速仪 7
风速仪 10

图 7 风速仪布局

风速仪 5

V4

P3
P2
P1

V5

V3
V1

V2

进气道进口 / 喷口出口截面风速 V（m/s）
/

图 8 风速标定曲线

进行侧风试验时根据风速标定曲线确定风机工

速区风速偏差为 1 m/s，动态压力分布偏差为 2 kPa

作状态。

进行设计，侧风装置出口截面应满足 90%范围内的

2.3 试验设计

动压均匀性。动态压力测量采取设备出口截面高度与

稳定工作侧风试验是考察不同侧风条件下发动

宽度的 90％进行测点布置，使用皮托管组成的排管

机的工作稳定性，试验前将侧风设备调整至试验位

置，发动机起动后，启动侧

态性能参数录取，计算发

起飞推力 起飞推力 起飞推力
爬升推力
巡航推力

Pi=

着陆状态
MC
MC 状态稳定后，启动侧风装置

j

j=1

（2）

5

式中：Pj 为第 j 支测点测量值。

MC
MC

MC 状态稳定后，
关闭侧风装置

QD

移P
5

侧风装置全程处于运转状态

N

风设备并调整风速，按照
试验要求完成稳态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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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t

动机的畸变指数。稳定工 图 9 稳定工作侧风试验程序
作侧风试验程序如图 9 所示，
考核发动机在典型功率

（2）AIP 截面稳态总压 PAIP 为平均值，动态总压、
总温、附面层总压、壁面静压计算方法相同

移P
8

下侧风对发动机气动稳定性的影响。
对于稳态考核状态除如图 9 所示状态外，可根据

PAIP=

被试发动机实际使用特点，增加典型状态点的考核，

j

i=1

（3）

8

如进场慢车状态、地面滑行状态等；对于过渡态的考

（3）低压区总压恢复系数平均值计算，根据总压

核，除了全程与半程加减速外，根据大涵道比发动机

恢复系数平均值沿周向进行线性插值，
得到总压恢复

使用特点，应考虑反推力装置在侧风条件下的过渡态

系数值的周向分布，以 PAIP 作为判断低压区的参考

表现，反推力装置实际工作状态包括“着陆状态 - 最

值，小于 PAIP 的点属于低压区，将所有低压区的总压

大反推状态”与“反推中断起飞”循环，可将上述反推

恢复系数值进行算术平均，
得到低压区的总压恢复系

工作状态进行单独的侧风试验。

数平均值 Pav，low；

试验过程中对发动机进口截面与喷口截面进行
风速测量，监控试验过程中风速的波动变化。发动机
进口设置 AIP 测量截面，将轴向距离发动机进口

（4）相应总压恢复系数按各自平均总压与 1 截面
平均总压比值计算为

0.11D 处定义为气动测量截面 （AIP 测量截面），
D为
发动机进口直径，AIP 截面上布置有稳态总压测点、
动态总压测点及总温测点，
对侧风条件引起的进气畸
变进行实时测量。
置，先启动侧风设备并调整风速，在侧风条件下起动
发动机，检查发动机的起动稳定性，计算分析该侧风

动稳定性的影响。

（5）

发动机起动到慢车状态稳定后，
关闭风源装置
MC

QD

蓸

軍0=100× 1- 滓av，low
驻滓
滓AIP

蔀

（6）

当存在多个低压区时，对于每个低压区都要计算
軍0 值作为周向稳态畸变指数；当 兹<60毅时，则比
的 驻滓

发动机起动前，
启动风源装置，
调节至试验风速

示。考核在发动机起动过
程中侧风条件对发动机气

滓av，low= Pav，low
P1

軍0。当 兹>60毅时，取最大
出相应低压区周向范围 兹 和 驻滓

发动机起动过程中，风源装置全程处于运转状态

过程畸变指数变化。起动
侧风试验程序如图 10 所

（4）

（5）稳态畸变指数为

进行起动侧风试验前将侧风设备调整至试验位

进气条件下，发动机起动

滓AIP= PAIP
P1

TC
t

图 10 起动侧风试验程序

在起动过程对发动机进口截面与喷口截面进行
风速测量，监控试验过程中风速的波动变化。

3 试验数据分析方法
对 AIP 测量截面上的测量数据求平均，计算侧风
对发动机进口所产生的畸变指数，
试验数据处理可根
据以下方法进行：
（1）AIP 截面布置复合探针（附面层总压探针、壁
面静压探针的测试数据处理方法相同），
每支沿径向布
置 5 个稳态总压测点、
1 个动态总压测点和 5 个总温
测点。先对每支探针上的相同测试项目数据进行平均

軍0/60，取最大值作为周向稳态畸变指数；
较 兹·驻滓
（6）动态畸变指数为
軈= 1
着
8

移
8

i=1

姨

乙 驻P dt

T

1
T

2

0

PT,i

驻P=Pt,i-PT,i

（7）
（8）

时间 T 内动态压力测点 i 的平均总压为

乙 驻P dt

（9）

軘=驻滓
軍0+着
軈
W

（10）

T

PT,i= 1
T

t,i

0

式中：T 为时间，i 为测点。
（7）综合畸变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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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及其飞行试验方法[M]. 刘兆林，译.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1983：
30-32.

本文以大涵道比发动机为研究对象，开展航空发
动机侧风试验方法研究，结论如下：
（1）解读侧风试验相关标准、规定，形成侧风试验
的考核要点；
（2）研究大涵道比发动机侧风试验方法，设计试
验图谱，用于指导开展侧风试验；
（3）研究侧风试验进气畸变数据分析处理方法，
用于评定侧风条件对发动机造成的畸变影响。
本文研究内容可作为大涵道比发动机开展侧风
试验的技术参考，同时可为它型航空发动机开展同类
试验提供借鉴，具有较高的工程应用价值。在下一步
的研究中，将侧风试验方法设计应用于工程试验中，
并在完成侧风试验后，
逐步建立航空发动机侧风试验
的评价准则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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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供油管裂纹失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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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某航空发动机供油管钎焊焊缝边缘出现裂纹而导致的供油管渗油故障，对其断口及源区附近表面进行宏、微观检
查，明确了供油管裂纹性质为高周疲劳裂纹，疲劳源区呈沿晶开裂特征。利用能谱分析手段发现裂纹源区存在外来 Cu 元素，
通过对
焊缝及开裂部位进行金相分析，发现钎焊料中的 Cu 元素沿基体晶界发生扩散，导致晶界粗化，在拉应力作用下，Cu 与基体形成的
脆性相开裂形成沿晶裂纹。晶界粗化和沿晶裂纹是供油管过早发生疲劳开裂的主要原因。建议将 Cu 基钎料更换为 Ag 焊料。
关键词：钎焊焊接；
供油管；疲劳裂纹；
沿晶开裂；
晶界粗化；
铜脆；
失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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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 Analysis of Fuel Supply Pipe Crack in Aeroengine
LI Qing袁TONG Wen-wei袁WANG Quan袁HAN Zhen-yu袁ZHANG Qia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fuel leakage failure of fuel supply pipe caused by crack at the edge of brazing welding of an aeroengine fuel

supply pipe袁the fracture and the surface near the source region were examined by macro and microcosmic examination. It was clear that the

crack property of the fuel supply pipe was a high -cycle fatigue crack袁and the fatigue source reg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intregranular
crack. The presence of external Cu element in the source of crack was found by means of energy spectrum analysis. Based on the

metall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weld and cracking site袁it was found that the Cu element in the brazing solder diffused along the matrix grain
boundary袁which led to the grain boundary coarsening. Under the action of tensile stress袁the intergranular cracks was formed by brittle phase

cracks formed by Cu and matrix. Grain boundary coarsening and intergranular crack were the main cause of the early fatigue crack of the
fuel supply pip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Cu-based brazing material be replaced with Ag solder.

Key words: brazing welding曰fuel supply pipe曰fatigue crack曰intregranular crack曰grain boundary coarsening曰copper -brittleness曰

failure analysis曰aeroengine

0 引言

供油管由导管（材料为 0Cr18Ni9）和平管嘴（材

以 0Cr18Ni9 为代表的奥氏体不锈钢具有优良的
耐腐蚀性能、
综合力学性能、工艺性能和焊接性能

，

[1-3]

料为 GH1139）2 部分组成，导管与平管嘴连接处采用
火焰钎焊焊接，焊料为 BCu68NiSiB。焊接前去除焊接

在航空发动机中得到广泛应用。但该型奥氏体不锈钢

区管路表面的氧化皮、油漆、滑油和污物痕迹，然后

在制造（成型、热处理、
焊接、酸洗）及使用等过程中会

用氧 - 乙炔还原性火焰或在高频装置上钎焊，焊接

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而腐蚀，腐蚀问题会严重影响零

后用化学方法按规定工序清除零件上的残留焊药。

部件的力学性能

本文从裂纹断口开始研究，通过宏、微观观察，裂纹

，降低发动机使用的安全可靠性。

[4-5]

某型发动机供油管就发生了由于材料腐蚀导致的开

区金相组织及 Cu 元素分布分析，材质分析等工作，

裂，使发动机在工作过程中发生渗油故障，严重危害

确定了供油管裂纹性质，分析了开裂原因，并提出了

发动机使用安全。

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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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与分析结果

示。进行能谱分析，结果见
表 1，除供油管基体材料

1.1 宏观检查
供油管裂纹部位荧光图像如图 1 所示，裂纹长约
供油管圆周周长的 3/4。裂纹宏观放大图像如图 2 所
示。在视频显微镜下观察，在裂纹附近可见明显的晶
粒形貌，裂纹沿晶界开裂，
裂纹部位未见塑性变形，如
图 3 所示。焊缝沿圆周分布，
未发现裂纹的焊缝区域
同样可见晶粒形貌，如图 4 所示。

（0Cr18Ni9 不锈钢） 外，还
含有外来的 Cu 元素。
放大观察断口疲劳扩
展区，可见清晰、细密的疲 图 7 沿晶部位能谱分析位置
劳条带形貌特征，如图 8 所示，表明该裂纹性质为高
周疲劳裂纹[6]。
表 1 断口表面沿晶形貌特征部位能谱分析结果

w/%

元素

Si

Cr

Mn

Fe

Ni

Cu

质量分数

0.27

20.19

2.13

65.97

7.47

3.97

裂纹位置

图 1 供油管裂纹荧光照片

图 2 裂纹部位放大图像

（b）扩展后期

（a）扩展中期

图 8 裂纹断口疲劳扩展区疲劳条带放大形貌
500 滋m

图 3 裂纹附近晶粒图像

500 滋m

图 4 未发现裂纹的焊缝区域
晶粒图像

1.3 疲劳源区附近表面观察
疲劳源区附近表面可见明显的晶粒残留，开裂位
于钎焊焊料与导管的交界处，
如图 9 所示。断口对偶

1.2 断口分析

面源区附近表面的沿晶开裂放大形貌如图 10 所示，

将裂纹打开，整个断口较平坦，主要呈灰白色，未

其特征更为明显[5]。

见明显的塑性变形。放大观察，断口表面可见疲劳弧
线和明显的放射棱线特征，如图 5 所示。表明该断口
为疲劳断口[6]。根据放射棱
线的方向判断，裂纹起源
于导管外表面区域，呈多
源起始特征，源区位置如
图 5 中白色箭头所示。

200 滋m

图 5 裂纹断口疲劳源区
放大图像

在扫描电镜下观察，疲劳源区微观形貌如图 6 所

200 滋m

（a）宏观

（b）放大

图 9 疲劳源区附近表面形貌

示，为沿晶形貌[7-10]特征，具有沿晶形貌特征区域的深

度约为 55 滋m。沿晶形貌特征部位具体位置如图 7 所

（a）低倍

（b）放大

图 10 断口对偶面源区附近表面的沿晶开裂形貌
（a）低倍

（b）放大

图 6 裂纹断口疲劳源区微观形貌

1.4 其它钎焊焊接表面观察
对供油管另一侧的导管和平管嘴接头处的焊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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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区域进行宏观观察，同样可见沿晶特征，如图 11 所
示，
与发生裂纹故障一侧接头的沿晶形貌基本一致。

观察钎焊焊接区的导管基体外表面，同样存在晶
界粗化特征，如图 15 所示。该区域钎焊后不与外界接
触，后续的处理包括酸洗、抛修等对该区域无影响。因
此，判定晶界粗化应在钎焊过程中产生。对比分析发
现该处晶界粗化组织形貌与裂纹产生区域的组织形
貌大体一致，且组织连续，表明裂纹区的晶界粗化也

100 滋m

100 滋m

（a）宏观

是在钎焊过程中形成的。

（b）放大

图 11 供油管另一侧管接头的焊缝处宏观图像

导管

导管

1.5 材质分析
1.5.1

成分分析

平管嘴

对供油管基体进行能谱分析，结果见表 2，与不

（a）低倍

锈钢 0Cr18Ni9 合金的化学成分基本相符。
w/%

表 2 断口表面沿晶形貌特征部位能谱分析结果
元素

Si

Cr

Mn

Fe

Ni

质量分数

0.32

18.95

1.00

70.93

8.80

标准成分

≤1.00

17.0~19.00

≤2.00

余量

8.00~11.00

1.5.2

50 滋m

（b）放大

图 15 其他钎焊焊接区的管外表面组织形貌

存在晶界粗化现象的区域可延伸至距焊接边缘
约 4.28 mm 处，
如图 16 所示；远离焊接区的管表面未
见类似晶界粗化现象，如
图 17 所示；导管基体组织

组织检查
将供油管裂纹沿如图 12 所示黑色虚线解剖，取

样后进行组织检查，试样宏观图像如图 13 所示。焊接
边缘存在 2 处凹坑，靠近焊接边缘的凹坑深约 0.112

焊缝

如图 18 所示，晶粒度为 5
级，符合标准要求。

1 [4275.92 滋m]

图 16 晶界粗化距焊接
边缘距离

供油管内表面

mm，
约占管壁厚的 1/8，
裂纹位于该凹坑内部。
供油管内表面
焊料
导管
基体

裂纹

裂纹
112.49 滋m

供油管外表面

解剖线

凹坑
200 滋m

图 13 组织试样宏观图像

图 12 解剖位置

供油管外表面

200 滋m

图 17 远离焊接区导管表面

50 滋m

图 18 导管基体组织

2 分析与讨论

放大观察裂纹区，供油管外表面侧的晶粒晶界清

通过上述观察和分析可知，
供油管裂纹性质为高

晰可见，且晶界存在明显的粗化现象，晶界粗化的晶

周疲劳裂纹，沿钎焊焊接区边缘的导管外表面晶界处

粒没有明显的长大现象，裂纹前期沿粗化的晶界开

起源，呈多源特征，在裂纹源区及其附近区域存在晶

裂，如图 14 所示。

界粗化和沿晶裂纹现象。
在钎焊焊接部位及焊接边缘存在晶界粗化现象。

供油管内表面

晶界粗化一般是由于金属过热过烧、腐蚀或氧化所导
致。一方面，过热过烧产生晶界粗化一般伴随着奥氏
体晶粒长大或熔融；另一方面，氧化一般伴随着元素

供油管外表面

贫化。经分析可知，故障供油管钎焊部位的晶界粗化

50 滋m

（a）低倍

（b）放大

图 14 裂纹区附近组织形貌

区域均未见晶粒长大及元素贫化现象，
表明该处的晶
界粗化与过热过烧及氧化无直接关系。
在断口源区发现钎焊料中的 Cu 元素，表明焊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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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故障供油管钎料表面能谱分析结果

元素进入供油管基体。这主要是在钎焊过程中，由于
温度过高或时间过长，导致钎料沿基体晶界扩散，使

元素

Si

Cr

Mn

Fe

Ni

焊接及其附近区域的材料基体表面发生晶界粗化，从

质量分数

0

2.65

27.21

6.54

63.59

而引起晶界弱化，削弱接头性能[11]。

标准成分

1.5~2.0

27.0~30.0

≤1.50

余量

通过对裂纹附近的晶界粗化部位放大观察发现，
在导管未焊接表面存在焊料残留现象，表明原始钎焊
焊接范围过大，后期经人工打磨去除，如图 19（a）所
示；放大观察晶界粗化区，焊料沿晶界扩散，如图 19
（b）所示。对试样剖光后进行 Cu 元素面分布分析如
图 20 所示，
可见 Cu 元素沿导管基体晶界扩散。

逐步富集到超过其在 γ-Fe 中的溶解度时，会在表面
形成熔点较低（约 950 ℃）的富铜相，该液态焊料会沿
奥氏体晶界渗入，在晶界上形成 Cu 与基体的共晶体。
共晶体较脆，
导致基体晶界脆化。当零件表面受到拉应
[13-14]
力时，
会发生开裂，
形成沿晶裂纹，
即
“铜脆”
。一般

来说，若钎料中含有铜、镉和锡等组分时，经钎焊而渗
入到金属晶界后，
会产生
“铜脆”
“
、镉脆”
和
“锡脆”
。
供油管在发动机上是两端固定连接 [15]，中间部分
为悬空状，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会受到振动载荷作
用，会进一步加速裂纹的萌生和扩展。

裂纹

对材质分析表明，
供油管基体的成分及组织均未
（a）低倍

（b）放大

图 19 晶界粗化区域放大形貌

见异常。因此，
供油管断裂的发生应与其材质无关。

3 总结及建议

Cu La1_2

EDS Layered Image 1

（1）某型发动机供油管导管与平管嘴焊缝处的裂
纹为高周疲劳裂纹，呈多源起始特征；
（2）在钎焊过程中产生由于钎料 Cu 元素沿晶扩
散所致的晶界粗化和“铜脆”
所致的沿晶裂纹，降低了
供油管抗疲劳性能，在振动应力的作用下，供油管过

25 滋m

（a）测试位置

25 滋m

（b）Cu 元素分布

图 20 晶界粗化区域 Cu 元素扩散

早萌生疲劳裂纹并扩展；
（3）供油管疲劳断裂与其材质无关；
（4）钢制零件的焊接应尽量避免选用 Cu 基焊料。

在钎焊过程中，一般钎料组分先向钎焊金属扩

由于供油管工作温度不高，宜选用熔点低的 Ag 钎料。

散，当达到饱和溶解度后，
钎焊金属才熔入钎料中。钟

波音 747 客机发动机的高压燃油导管由 Ag 钎料焊

栋梁等 [12] 用铜基钎料钎焊钢件，在 1150 ℃下保温 2

接而成，
对报废的管进行检查未见沿晶裂纹缺陷[9]。

min，焊缝中的钎料含铁量增至 4.7％，表明在钎焊过
程中，
钎焊金属确实会溶入钎料中。钎料在钎焊金属
中溶解度越小，达到饱和状态的时间越短，也越容易

参考文献：
[1] 杨敏旋，贾振东，蔺晓超，等. 采用 BNi-2 钎料真空钎焊 0Cr18Ni9

发生焊接金属的腐蚀；钎料和焊接金属相同，钎焊温

不锈钢管材[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6，
48（5）：
184-188.

度越高、保温时间越长、间隙越大、钎料越多，溶解作

YANG Minxuan，JIA Zhendong，LIN Xiaochao，et al. Vacuum braz-

用更强，腐蚀也越严重。
本文对故障供油管的钎料表面进行能谱分析，结

ing 0Cr18Ni9 stainless steel pipe to itself with BNi-2 filler alloy [J].
Journal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16，48（5）：184-188.（in
Chinese）

果见表 3。从表中可见，钎料中的 Fe 元素质量分数已

[2] 蒋成燕，张潇，贾金龙，等. 镀 Cr 前处理及焊接电流对焊缝合金

达到 6.54%，远大于原始钎料中的 Fe 元素质量分数

过渡和力学性能的影响 [J].机械研究与应用，2018，
31（2）：
156-158.

（≤1.5%），
同时还发现少量的 Cr 元素，
进一步证明了
钎料组分与钎焊金属的相互扩散过程确实存在。
Cu 基钎料中的 Cu 元素向导管基体扩散，当 Cu

JIANG Chengyan，
ZHANG Xiao，
JIA Jinlong，
et al. Effect of Cr deposition pretreatment and welding current on element transition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weld [J]. Mechanical Research & Application，
2018，31（2）：156-158.（in Chinese）

第1期

李

79

青等：航空发动机供油管裂纹失效分析

[3] 冯玉兰，蔡积虎. Q245R/0Cr18Ni9 不锈钢复合板焊接工艺及接头
力学性能 [J]. 电焊机，2016，
46（9）：
68-72.
FENG Yulan， CAI Jihu. Welding technology of Q245R/0Cr18Ni9

less steel sheet[J]. Corrosion & Protection，2016，37（5）：
398-401.（in
Chinese）
[10] 佟文伟. 某燃气涡轮发动机螺栓断裂失效分析 [J]. 航空发动机，

stainless steel composite plat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welded

2013，
39（4）：
67-71.

joint [J]. Electric Welding Machine，2016，
46（9）：68-72. （in Chi-

TONG Wenwei. Fracture failure analysis of bolt in a gas turbine en-

nese）

gine[J]. Aeroengine，2013，
39（4）：
67-71.（in Chinese）

[4] 陈胜利，郭和平，李玉生，等. 酸洗对薄壁 0Cr18Ni9 不锈钢腐蚀的

[11] 刘昌奎. 物理冶金检测技术 [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

试验研究[J].失效分析与预防，
2015，
10（6）：
384-388.

264-267，86-88.

CHEN Shengli，GUO Heping，LI Yusheng，
et al. Test study on corro-

LIU Changkui. Physical metallurgy and inspection technology[M].Bei-

sion of 0Cr18Ni9 stainless steel thin-wall product during acid pickling

jing：Chemical Industry Press，2015：264-267，86-88. （in Chi-

[J]. Failure Analysis and Prevention，2015，
10 （6）：
384-388.（in Chi-

nese）

nese）
[5] 刘庆瑞. 表面过腐蚀对导管疲劳断裂的影响及腐蚀试验[J]. 航空发

[12] 陶春虎，习年生，钟培道，等. 航空装备失效典型案例分析[M].北
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1998：
140-144.

动机，2004，
30（3）：
15-30.

TAO Chunhu，XI Niansheng，ZHONG Peidao，et al. Analysis of

LIU Qingrui. Influence of severe surface corrosion on pipe fatigue frac-

typical failure cases for aero-equip [M].Beijing：National Defense In-

ture[J]. Aeroengine，2004，
30（3）：
15-30.（in Chinese）

dustry Press，
1998：140-144.（in Chinese）

[6] 张栋，钟培道，陶春虎，等.失效分析[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13] 尹谢平，黄国根，柯晓涛. 冲拔式调质热处理高压气瓶局部开裂的

2004：
130-143.

失效分析[J]. 压力容器，2017，34（3）：57-64.

ZHANG Dong，ZHONG Peidao，TAO Chunhu，et al. Failure analysis

YIN Xieping，HUANG Guogen，KE Xiaotao. Local cracking failure

[M]. Beijing：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2004：130-143.（in

analysis on high pressure cylinders manufacturing by piercing and

Chinese）

drawing after quenching and tempering heat treatment [J]. Pressure

[7] 美国金属学会. 金属手册：
第 9 卷 [M].8 版.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1983：109-112.

Vessel Technology，2017，34（3）：
57-64.（in Chinese）
[14] 高月，周旬，王晓东，
等. 含铜双相钢“铜脆”缺陷分析与控制措施

American Society for Metal. Metal handbook：
Volume 9[M].8th ed. Bei-

研究[J].热加工工艺，2017，46（15）：
246-249.

jing：China Machine Press，
1983：109-112.（in Chinese）

GAO Yue，ZHOU Xun，WANG Xiaodong，
et al. Study on defect

[8] 李青，佟文伟，张开阔，等.某航空发动机轴承钢球失效分析[J].航空

analysis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copper-brittleness of dual phase

发动机，2015，
41（3）：
93-96.

steel containing copper [J].Hot Working Technology，
2017，46（15）：

LI Qing，TONG Wenwei，ZHANG Kaikuo，
et al. Failure analysis of

246-249.（in Chinese）

steel ball in bearing for an aeroengine [J].Aeroengine，2015，41（3）：
93-96.（in Chinese）
[9] 刘浩，唐建群，巩建鸣，等.预应变对 304 不锈钢薄板晶间腐蚀敏感

[15] 李青，佟文伟，韩振宇，等. 某型航空发动机引接管断裂故障分析
[J]. 航空发动机，2012，
38（1）：60-62.
LI Qing，TONG Wenwei，HAN Zhenyu，
et al. Fracture failure analy-

性的影响[J].腐蚀与防护，2016，
37（5）：
398-401.

sis of anti-surge pipe for an aeroengine[J]. Aeroengine，2012，
38（1）：

LIU Hao， TANG Jianqun， GONG Jianming，
et al. The effects of

60-62.（in Chinese）

pre-strain on the susceptibility to intergranular corrosion for 304 stain-

（编辑：
贺红井）

航空发动机

第 46 卷 第 1 期
2020 年 2 月

Vol. 46 No. 1
Feb. 2020

Aeroengine

DD6 单晶合金涡轮叶片排气窗裂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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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 DD6 单晶合金涡轮叶片在试车一定时数后发生的排气窗裂纹故障，通过裂纹特征观察、断口形貌对比、金相组织检
查、化学成分分析和微裂纹模拟试验等方法，进行裂纹性质及产生机理的研究。结果表明：叶片排气窗裂纹性质为疲劳裂纹，
起源于
间隔墙转接部位再结晶晶界处的微裂纹；
试车时振动应力的作用使微裂纹扩展；
间隔墙部位的再结晶晶粒在试车前已经存在，与过
大的铸造残余应力有关，再结晶检验时腐蚀液侵蚀再结晶晶界形成微裂纹；在叶片铸造时，型芯强度对间隔墙再结晶有明显影响，
型芯的强度越高，
产生再结晶的几率越大。
关键词：DD6 单晶合金；
涡轮叶片；疲劳裂纹；
再结晶；
铸造残余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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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ck Analysis of Exhaust Window of DD6 Single Crystal Alloy Turbine Blade
TIAN Hao袁SONG Wen-xing袁MA Shi-yan袁WANG Lei袁LI Qi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rack failure of exhaust window of DD6 single crystal alloy turbine blade after a certain number of hours of

the test run袁the crack property and mechanism were studied by means of crack characteristics observation袁fracture morphology comparison袁

metallographic examination袁chemical composition analysis and microcrack simulation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ack property of the

blade exhaust window is fatigue crack袁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recrystallization boundary of the partition wall. The action of vibration

stress during test run makes the crack propagation. Recrystallization grain of the partition wall part has existed before the test run袁which is
related to the excessive casting residual stress袁and the corrosion liquid attack the recrystallization grain boundary to form the microcrack at
the time of the recrystallization test. In blade casting袁the strength of the core has an obvious effect on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partition wall.
The higher the strength of the core袁the greater the probability of recrystallization.

Key words: DD6 single crystal曰turbine blade曰fatigue crack曰recrystallization曰casting residual stresses曰aeroengine

0 引言

金中的典型代表，其拉伸、持久、
抗氧化及耐热腐蚀等

涡轮叶片是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的重要热端部

性能在国内外第 2 代单晶合金中处于领先水平[10]，还

件，直接承受来自燃烧室炽热燃气的冲刷，需要在高

具备高温强度高、组织稳定、铸造工艺性好及材料成

[1-2]

温、
高压及高速旋转的恶劣环境下长时间可靠工作

。

本低等优点，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但某型 DD6 单晶合

资料表明[3]：涡轮前燃气温度每提高 100 K，发动机的

金叶片成品率不到 30%，其中因为表面再结晶导致

推重比提高 10%左右，所以提高涡轮叶片的耐高温

的不合格占问题叶片的一半以上[11]，成为航空发动机

能力对提升发动机性能至关重要。

研制中亟待突破的瓶颈。

镍基单晶合金具有优良的高温性能，是世界各国
[4-9]

制造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首选材料

近 10 年来，针对频发的 DD6 单晶合金表面再结

。中国已经成

晶问题，
国内的研究人员开展了大量关于再结晶机理

功研制一系列镍基单晶合金，
DD6 是第 2 代高温合

和制造工艺影响的探索与攻关。李嘉荣 [12-13] 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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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6 单晶合金发生表面再结晶的条件和微观机理；

能谱分析仪对其化学成分进行检测与对比。

关于截面畸变区域再结晶的形成机理，马健等 研究

复查叶片的生产流程，在热处理工序后有使用腐

了 DD6 单晶叶片缘板再结晶裂纹，结果表明：再结晶

蚀液进行再结晶检验的工序，推断间隔墙表面的微裂

在试车前已经存在，
是缘板区域在凝固时因过大的铸

纹应为该工序中腐蚀液侵蚀再结晶晶粒的晶界所致。

造热应力析出碳化物，
在其后的热处理过程形成晶界

为验证此观点，设计模拟微裂纹形成的试验：在没有

富钨的再结晶晶粒；
DD6 高温合金与陶瓷型壳会发

再结晶的 DD6 单晶合金涡轮叶片上截取试样，根据

[11]

生界面反应，
引起叶片表面再结晶，
姚建省等 探究了

单晶合金再结晶的产生机理，通过敲击使样品产生塑

界面反应机理，
指出降低型壳内的气孔率能减少毛细

性变形；在再结晶温度以上保温一定时间产生再结

作用的产生，
从而有效抑制界面反应；柳百成 [15-16]院士

晶；模拟再结晶检验工序，对试样腐蚀处理 20 min，
并

团队针对固溶处理中加热温度和枝晶结构对再结晶

在高温下保温一定时间模拟试车过程，观察腐蚀后样

影响开展研究，指导铸造工艺的改进优化；刘丽荣

品再结晶处的形貌，
与试车后形成的微裂纹进行对比。

[14]

[17]

以铸态和固溶态的 DD6 合金试棒为试验对象，通过
进行表面吹砂和热处理得到再结晶层，发现 2 种试样
的再结晶层厚度均随吹砂时间增加而增大，而合金的
持久性能会随再结晶层厚度的增大而降低。
但是迄今为止，对于 DD6 单晶合金涡轮叶片截
面突变区域再结晶机理的揭示，以及型芯材料对再结
晶影响的研究比较少。为此，
本文对 DD6 单晶合金涡
轮叶片在整机试车一定时数后发现的排气窗裂纹进
行分析，复查生产工艺，并采用模拟试验进行深入探
索，为避免 DD6 单晶合金涡轮叶片出现再结晶提供
借鉴。

1 试验方法

2 试验结果
2.1 裂纹宏观特征
某故障叶片的荧光检测结果如图 1（a）所示。从
图中可见，箭头所指示的绿色线段是裂纹的荧光显
示，根据照片可判断裂纹位于叶身尾缘。在荧光检测
后清洗叶片，叶片整体均未见超温变色现象。在视频
显微镜下放大观察该故障叶片的裂纹形貌，
如图 1（b）
所示。从图中可见，裂纹位于叶身尾缘盆部沿叶高方
向的中部区域，在叶片排气窗附近水平扩展，然后转
折朝叶尖方向，
排气窗内部未发现明显裂纹。裂纹方
向与叶身高度方向约呈 45毅扩展，叶片表面裂纹长度
约为 21 mm。

某型发动机在整机试车 24 h23 min 后分解检

间
隔
墙

查，荧光检测发现其中超过 2%的 DD6 单晶合金涡轮

排
气
窗

叶片存在裂纹。此涡轮叶片为具有复杂冷却结构的气
冷叶片，叶身尾缘盆部有若干个供内腔冷却气流排出
的排气窗，相邻的排气窗由间隔墙分隔，故障裂纹均
位于叶身中部的排气窗附近。为确定叶片排气窗裂纹
的性质，将裂纹部位打开，在 VHX-1000 型视频显微
镜下观察断口特征；利用超声波清洗裂纹断口，在
LEO1450 型扫描电镜下观察源区形貌；同时还发现
故障叶片剩余间隔墙全部存在表面微裂纹，解剖这些

（a）荧光检测结果

（b）裂纹局部放大形貌

图 1 故障叶片荧光检测结果和排气窗裂纹局部放大形貌

2.2 断口形貌观察
故障叶片裂纹的断口宏观形貌如图 2（a）所示。

间隔墙，在磨制、抛光、腐蚀后进行金相组织观察，确

其中 1# 间隔墙为裂纹附近的间隔墙，
2# 间隔墙是在

定微裂纹的性质。

打开裂纹过程中顺带打开的为 1# 和 2# 间隔墙在扫

为探究排气窗裂纹与间隔墙处表面微裂纹的关

描电镜下的整体形貌，
分别如图 2（b）、
（c）所示。从图

系，在故障叶片上随机选取 1 个具有表面微裂纹的间

2（a）、
（b）中可见，1# 间隔墙断口呈灰黑色，为典型的

隔墙进行试验，打开微裂纹以观察断口形貌，与排气

疲劳弧线和放射棱线特征，表明叶片裂纹性质为疲劳

窗裂纹的断口进行对比。在叶片裂纹部位和完好部位

裂纹。根据疲劳弧线和放射棱线的方向，可判断断口

上截取试样，通过扫描电镜附带的 IE250X-Max50 型

疲劳起始于叶片尾缘间隔墙的内腔转角处，源区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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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光亮，呈沿晶轮廓。从图 2 中可见，
2# 间隔墙断

从图中可见，呈现出滑移加韧窝的断裂特征，与疲劳

口也具有典型的疲劳弧线和放射棱线特征，根据疲劳

源区和裂纹扩展区的形貌有明显差异。

弧线和放射棱线方向判断断口疲劳同样起始于排气

2.3 金相组织检查

窗间隔墙的转角处，且转角处存在与源区相连的异常
微裂纹。

视频显微镜中间隔墙处微裂纹的典型形貌如图
4（a）所示。在检查排气窗间隔墙情况时，发现故障叶
片剩余间隔墙内腔转接部位均有表面微裂纹。为分析

1#

2#

间隔墙微裂纹的性质，
解剖这些间隔墙以制取金相试
样，进行磨制、抛光、腐蚀后观察。微裂纹的截面形貌

扩展区

如图 4（b）所示。从图中可见，有疑似裂纹延展进入叶

源区

片基体。腐蚀后的截面形貌如图 4（c）所示。从图中可
见，该处存在异常晶粒，尺寸约为 0.66 mm，微裂纹沿

（a）间隔墙断口的宏观形貌

异常晶粒边界产生，且与该处异常晶粒截面在形貌和
尺寸上一致；在晶粒约 0.64 mm 处存在 1 个台阶，台
阶后裂纹平直扩展。
在扫描电镜中观察异常晶粒边界，发现异常晶粒
（b）1# 间隔墙的断口形貌
（c）2# 间隔墙的断口形貌
图 2 间隔墙断口形貌

在扫描电镜中进一步放大观察 1# 间隔墙断口形
貌，疲劳源区的低倍形貌如图 3（a）所示。从图中可

酌忆相与叶片基体 酌忆相的位向存在一定偏差，如图 4（d）
所示，高倍图像（如图 4（e）所示）证明了二者位向的
不同。图 4（f）说明在台阶后，平直裂纹两侧

相的位

向一致，可以初步判断该平直裂纹为疲劳裂纹，源于
晶粒边界。

见，疲劳源区与疲劳扩展区形成明显分界，未见断裂
特征，
断面光滑且氧化严重。疲劳源区的高倍形貌如
图 3（b）所示。从图中可见，表面为致密的氧化颗粒，
未见承受机械载荷断裂的形貌特征，
表明整个断口源
区并非在试车过程中形成。裂纹扩展区的低倍形貌如
图 3（c）所示。从图中可见典型的放射棱线。裂纹扩展
区的高倍形貌如图 3（d）所示。从图中可见，扩展区断

（a）微裂纹

（b）微裂纹

（c）腐蚀后的

表面

截面

微裂纹截面

面被氧化膜覆盖，具有标准的疲劳条带特征。人为打
开区的低倍形貌和高倍形貌分别如图 3（e）、
（f）所示。

叶片基体

叶片基体
异常晶粒

异常晶粒

（d）异常晶粒 酌忆相 （e）异常晶粒 酌忆相 （f）平直裂纹两侧
的位向

的位向

酌忆相的位向

图 4 微裂纹与其两侧晶粒取向
（a）疲劳源区

（b）疲劳源区

（c）裂纹扩展区

低倍形貌

高倍形貌

低倍形貌

2.4 微裂纹的打开
为探究疲劳裂纹与间隔墙处表面微裂纹的关系，
在故障叶片上选取 1 个具有表面微裂纹的间隔墙，微
裂纹形貌如图 5（a）所示。打开其表面微裂纹，
得到的

（d）裂纹扩展区
高倍形貌

（e）人为打开区

（f）人为打开区

低倍形貌
高倍形貌
图 3 疲劳断口的扫描电镜图像

断口形貌如图 5（b）所示。从图中可见，微裂纹断口呈
黑色，上面存在蓝色的疲劳扩展区，源区和扩展区存
在明显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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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断口在扫描电镜中放大观察，源区的高倍形貌

得到的再结晶晶粒形貌如图 6（a）所示。从图中可见，

如图 5（c）所示。从图中可见，
微裂纹断口主要为氧化

保温后的试样呈灰白色，
再结晶晶粒的边界形貌与故

颗粒，未见承受机械载荷断裂的特征，与图 3（b）形貌

障叶片间隔墙处微裂纹的形貌相似。沿图 6（a）中 yOz

相似。裂纹扩展区的高倍形貌如图 5（d）所示。从图中

平面截取再经过打磨、抛光和腐蚀后的截面形貌如

可见，具有疲劳条带特征，与图 3（d）形貌相似。通过

图 6（b）所示。从图中可见，箭头所指为再结晶晶界

微裂纹断口与疲劳裂纹断口的形貌对比，可推断出疲

边缘的楔形缺口，这与图 6（c）中故障叶片间隔墙腐

劳起始于间隔墙处的微裂纹。

蚀后再结晶晶粒表面的楔形缺口形貌相似。该楔形
缺口的位置对应 xOz 平面上的微裂纹，表明故障叶
片间隔墙处微裂纹应为再结晶检验工序中晶界被腐
扩展区
源区
微裂纹

（a）微裂纹的表面形貌

蚀的结果。
（b）

（a）

（c）

（b）断口宏观形貌

（a）腐蚀 20 min，
1000 ℃保温 2 h 的再结晶晶粒；
（b）模拟试样
腐蚀 20 min 后的截面形貌；
（c）故障叶片间隔墙腐蚀后的截面
（c）源区的扫描电镜形貌

形貌

（d）扩展区的扫描电镜形貌

图 6 模拟试样与截面形貌对比

图 5 微裂纹断口形貌与扫描电镜图像

3 讨论

2.5 化学成分分析
使用能谱分析仪对故障叶片的排气窗裂纹部位
和基体完好部位进行化学成分分析，
检测结果见表 1。

3.1 叶身裂纹的产生机理
故障叶片排气窗裂纹的断口具有源区、疲劳扩展

从表中可见，
裂纹和基体部位的元素质量分数没有明

区和人为打开区 3 个不同的特征区域，为典型的疲劳

显差异，都基本符合 DD6 单晶合金技术标准。

裂纹断口，呈多源开裂特征。其中源区位于内腔间隔

表 1 DD6 单晶合金涡轮叶片化学成分检测结果
元素

墙转接处，断面光滑且氧化严重，具有沿晶断裂特征，
未见承受机械载荷断裂的形貌，
说明在试车前已经形

质量分数 /%
技术标准

裂纹部位

基体部位

成，并长时间暴露在试车过程的高温环境中。同时发

Al

5.2-6.2

5.12

5.03

现叶片内腔其他间隔墙的转接处全部存在微裂纹，微

Cr

3.8-4.8

3.97

4.12

裂纹的截面图像显示该部位具有再结晶，微裂纹沿再

Co

8.5-9.5

8.68

8.45

结晶晶界产生。人为打开微裂纹形成断口形貌，与排

Nb

0.6-1.2

0.99

0.94

气窗裂纹的断口形貌相似，且源区部位相同，表明排

Mo

1.5-2.5

2.21

1.70

气窗裂纹由内腔间隔墙转接处的微裂纹扩展形成，疲

Ta

6-8.5

7.16

7.24

W

7.0-9.0

7.37

9.11

Re

1.6-2.4

1.76

2.24

Hf

0.05-0.15

0.35

0.73

Si

≤0.20

0.18

0.03

劳起源于再结晶晶粒边界处。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推断出叶身裂纹的产生机
理：故障叶片内腔的间隔墙转接部位存在再结晶晶
粒，再结晶晶界处材料性能较低，易于开裂形成沿晶
粒边界的微裂纹。在试车过程中，叶片在高温高压的

2.6 微裂纹模拟试验
在模拟微裂纹形成的试验中，确认试样上有再结
晶后，
对其进行 20 min 腐蚀并在 1000 ℃下保温 2 h，

环境中高速旋转，微裂纹可以视作局部存在较大应力
集中，在振动应力作用下沿晶界疲劳扩展，进入叶片
基体后发生穿晶断裂，
形成位于排气窗的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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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再结晶与微裂纹的形成

用过的型芯材料，前后共有 4 种型芯材料投入生产，

发生塑性变形的金属在再结晶温度以上加热时

各种型芯材料生产出叶片的再结晶情况及强度特性

发生回复、再结晶变化，需要满足热力学和动力学 2

见表 2。其中料 A 的强度最高，使用该型芯材料生产

方面条件。

出的每批叶片均有再结晶；强度最低的料 D 迄今未

（1）变化的热力学条件：经受冷塑性变形后金属

出现再结晶。数据表明再结晶的发生概率与型芯材料
的强度呈正相关关系。

的吉布斯自由能为
ΔG=ΔH-TΔS≈ΔE

（1）

表 2 再结晶与型芯强度的关系

式中：ΔG 为吉布斯自由能；ΔH 为变形金属的焓变；

型芯

T 为温度；ΔS 为熵变；ΔE 为变形储能。

料号

经受冷塑性变形后，金属的熵变不大（TΔS 项可
以忽略不计），自由能近似等于变形储能。而变形储能
会在变形后增高，使自由能升高，金属处于热力学不
稳定状态，有发生变化以降低能量的趋势，变形储能
即成为发生回复、再结晶的驱动力。
（2）变化的动力学条件：变形金属加热时发生的
变化通过原子扩散进行，扩散系数为
D=D0e -Q/RT

（2）

式中：
D0 为扩散常数；
Q 为扩散激活能；R 为理想气体
常数。
可见随温度升高，原子扩散能力增强，而温度降
低则扩散困难[18]。
DD6 单晶合金涡轮叶片内腔的间隔墙转接处为
截面突变区域，在冷却过程中凝固收缩不均匀并受到

再结晶几率 /

型芯

%

强度

8

100

☆☆☆☆

4

57.1

☆☆☆

7

2

28.6

☆☆

18

0

0

☆

型芯批次

再结晶批次

A

8

B

7

C
D

这是因为在 DD6 单晶合金涡轮叶片的铸造过程
中，高温合金从约 1340 ℃的固相线温度开始顺序凝
固，叶片内部包裹型芯，合金的凝固收缩受阻。型芯材
料的强度越大，在冷却时变形量越小，对凝固收缩的
阻碍作用越强，合金内产生的铸造残余应力越大，越
容易在后续的热处理过程中发生再结晶。所以在今后
生产中选择型芯材料时，要充分考虑型芯强度的影
响，选择强度合适的型芯，不使用强度过高的材料，避
免再结晶的出现，
保证单晶合金叶片的成品率。

4 结论

内部型芯的阻碍，容易产生较大的铸造残余应力，形

（1）DD6 单晶合金涡轮叶片排气窗裂纹性质为

成塑性变形层[19-21]，具有较大的变形储能。在叶片制造

疲劳裂纹，起源于间隔墙内腔的转接处，源区部位存

流程中热处理温度高于再结晶温度，
应力集中区域在

在再结晶，再结晶晶粒边界开裂产生微裂纹，微裂纹

热处理中受到高温激发，会从亚稳态的高能量状态转

在试车时振动应力作用下发生疲劳扩展。

变为稳定的低能量状态，满足再结晶的热力学和动力
[22]

（2）故障叶片间隔墙处的再结晶晶粒与微裂纹在

学条件。这期间合金的显微组织发生变化 ，相溶解

试车前已经存在。在叶片凝固时，合金的收缩受到型

使晶粒逐渐长大，碳化物在晶界析出，最终在叶片内

芯的阻碍，而且间隔墙转接处为截面突变区域，
2个

腔的间隔墙转接部位形成再结晶晶粒。

因素使内腔转接部位产生过大的铸造残余应力，在热

根据单晶合金叶片的制备流程，
叶片在热处理后

处理过程中发生再结晶。后续的制备流程中包含再结

会进行再结晶检验工序以验证单晶完整性，检验时将

晶检验工序，在检验时腐蚀液流入叶片内腔，侵蚀再

H2O2 和 HCl 按比例配制成腐蚀液，腐蚀叶片一定时

结晶晶界，在内腔形成微裂纹。

间后进行再结晶检验。但在腐蚀过程中，腐蚀液会流

（3）铸造单晶合金气冷叶片时所使用型芯的强度

入叶片内腔，侵蚀间隔墙转接部位再结晶晶粒的晶

对再结晶有明显影响，型芯的强度越高，单晶叶片产

界，在内腔形成微裂纹。因为间隔墙处的再结晶位置

生再结晶的几率越大。在采用的型芯材料中，料 D 的

特殊，目视不可见，所以在再结晶检验时没有发现间

强度最低，采用其生产出的叶片目前未发现再结晶。

隔墙处的微裂纹和再结晶。
3.3 型芯强度对再结晶的影响
统计分析此型 DD6 单晶合金涡轮叶片制备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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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精益 6滓 的航空高强钢零件大尺寸面轮廓度
数控加工参数优化
汪

鹏 1，
王

婕2

（1.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北京 100024；
2. 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
北京 101300）
摘要：针对某航空高强钢零件大尺寸面轮廓度数控加工合格率较低问题，利用精益 6σ 方法，依据 DMAIC 的研究路径，充分运
用箱线图、
等方差检验、
单因子方差分析等方法和工具，分析了“人、机、料、法、环、测”6 大方面的操作者、加工刀具、装夹方式、主轴
转速、
切削量、
进给速度、
切削方式 7 个因素，确定刀具尺寸、
切削量、进给速度为关键影响因素；
通过建立面轮廓度与 7 个影响因素
之间的 GLM 模型，
得出影响流程输出的 3 个关键影响因素的最佳组合，
并在此基础上对工艺参数进行优化。结果表明：
该零件的数
控加工工艺流程改进后，减少了加工过程中的人工调试检查环节，缩短了加工调试验证时间，大尺寸面轮廓度数控加工合格率从
80%提高到 96%以上，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数控加工；
精益 6σ；
面轮廓度；工艺参数优化；
高强钢零件
中图分类号：V262.3+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1.017

Optimization of NC Machining Parameters for Large-scale Surface Profile of Aviation High Strength Steel
Part Based on Lean Six Sigma
WANG Peng1袁WANG Jie2
渊1. AVIC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stitute袁Beijing 100024袁China曰2. Aero Engine Academy of China袁Beijing 101300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ow qualified rate of NC machining of large -scale surface profile of an aviation high

strength steel part袁using the Lean Six Sigma Method袁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path of DMAIC袁 the boxplot袁 equal variance test袁One-way
ANOVA and other methods or tools were using plenarily and the operators袁machining tools袁clamping mode袁spindle speed袁cutting quantity

and feed speed of "human袁machine袁material袁method袁environment袁measurement" were analyzed. The tool size袁cutting quantity and feed
speed were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optimal combination of thre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cess output was obtained by

establishing a GLM model between the surface profile and the 7 influencing factors袁and the process parameters were optim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C machining process of the part袁the manual debugging and inspection links in the machining

process are reduced袁the verification time of machining debugging is shortened袁the qualified rate of NC machining with large size profile is
increased from 80% to more than 96%袁and good economic benefits are obtained.

Key words: Numerical Control渊NC冤machining曰Lean Six Sigma曰surface profile曰process parameters optimization曰high strength steel part

0 引言

的管理效果 [1-3]。精益 6滓 不是精益生产和 6滓 的简单

精益 6滓（Lean Six Sigma，LSS，简称 6滓）是精益生

相加，而是二者的互相补充、有机结合，其目的是提高

产与 6滓 管理的结合，是 1 种消除浪费的质量管理方

客户满意度、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加快流程速度和改

法，通过对精益生产和 6滓 管理的整合，吸收 2 种生

善投入，
实现价值最大化。精益 6滓 一般采用定义、测

产模式的优点，弥补单个生产模式的不足，达到更佳

量 、 分 析 、 改 进 、 控 制（Define、Measure、Analy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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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Control，DMAIC）[4-5]流程分析技术，规范使用

录表格控制方法等，对改进后的流程进行固化，提高

和统计分析数据，优化工艺流程，实现产品或服务的

生产合格率，提高客户满意度。

持续改进。航空零部件结构复杂，加工精度要求高

2.2 定义和测量阶段（DM 阶段）

。

[6-7]

数控加工作为 1 种高精度、高柔性和高效率的加工方

在定义阶段（D 阶段）需要确认顾客关键需求并

法，在航空领域得到广泛应用[8-9]。50%以上的飞机结构

识别需求改进的产品或流程，组成项目团队，制定项

[10]

件都采用数控加工制造 。对于大尺寸面轮廓度，数控

目计划，
决定要进行测试、分析、
改进和控制的关键质

加工是目前最好的工艺方法，
但必须设置合理的数控

量特性（Critical to Quality，
CTQ），制定项目的目标，并

加工工艺参数，才能提高大尺寸面轮廓度加工精度和

估算达成目标后的预计收益[18]。

合格率。国内外在数控加工设备、
刀具、
环境等方面已

该零件加工完成后，利用 3 坐标测量机测量面轮

经开展了定性分析研究，或根据经验公式制定加工工

廓度，面轮廓度超出 0~0.25 mm 范围即为缺陷。在同

艺参数并进行相关研究

。采用数控加工生产的航

批次中共生产 120 件，
其中在数控加工工序中有面轮

空零部件，其工艺参数数字化程度较高、规范且易于

廓度缺陷的为 24 件，不合格率为 20%，面轮廓度问

测量或监控，适合采用精益 6滓 方法改善加工工艺参

题的百万机会缺陷数 （Defects per Million Opportuni-

数，提高产品合格率、降低成本。但由于统计技术应用

ty，DPMO） 为 200000，影响到产品的质量和交付进

不普及[13]，利用精益 6滓 中相关方法对轮廓度等加工

度，顾客不满。因此，拟采用精益 6滓 方法，将面轮廓

工艺参数进行完善、
优化的研究较少。

度问题的 DPMO 降低到 40000，实现优化后 DPMO 改

[11-12]

本文以某航空高强钢零件为对象，针对该零件大

善 80%。

尺寸面轮廓度数控加工合格率较低的问题，利用精益

在测量阶段（M 阶段），需要收集整理数据，对现

6滓 方法分析流程关键影响因素，
确定 3 个关键影响因

有过程进行评估，基于客户的关键需求、组织的战略

素的最佳组合，
并优化了工艺参数，
改进了工艺流程。

目标或关键绩效平衡标准，识别影响流程输出 Y 的

1 大尺寸面轮廓度数控加工难点分析
航空结构件具有内部结构复杂、薄壁结构多、加
工变形大等特点，且零件材料多为难加工材料[14-17]。本
文所研究的某航空零件内部为空心腔，材料为高强度
钢，是典型的难加工材料复杂航空结构件，如图 1 所
示。该零件存在 1 处直径为 2500 mm、高度为 20 mm
的圆弧面，圆弧面面轮廓度要求为 0~0.25 mm。由于
该特征处圆弧面直径大，薄壁内部为空心腔，采用
经验参数加工出的特征

对上一批次的零件面轮廓度加工质量进行统计，
并在 Minitab 中作出 Y 的时间序列图，
如图 2 所示。从
图中可见，在某一阶段，零件面轮廓度加工质量较好，
存在连续 7 个点满足公差
要求。可以计算出上一批
次 的 长 期 能 力 ZLT=0.46，
短期能力 ZST=1.93，
中心偏
流程技术一般，
控制一般。

合格率达 20%，生产成本
度，顾客不满。

当前短期能力、
长期能力等，确定过程基准。

移 Zshift=1.47，可见该生产

圆弧面面轮廓精度差，不
高，并影响了零件交付进

影响因素 X s，并验证测量系统的有效性；分析过程的

图 2 DM 阶段时间序列

此外，在 DM 阶段，需要收集整理数据，校准 Y
图 1 圆弧面

2 基于精益 6滓 的关键工艺参数分析
2.1 流程分析
针对该零件圆弧面面轮廓度加工精度差的问题，

的测量系统，为后续量化分析做准备。对图 2 中的
DM 阶段时间序列图中数据点进行分析，得到测量系
统研究变异（Study Variation，SV）为 25.8%，可区分类
别数（Number of Distinct Categories，
NDC）为 9，显 示
测量系统可用。

按照精益 6滓 中 DMAIC 流程，绘制因果图和加工流

为分析出影响流程输出 Y 的影响因素 X s，先采

程等，收集并分析测量相关影响因素 X s 数据，找出关

用头脑风暴的方法绘制工艺流程的鱼刺图，如图 3 所

键因素及其最优组合，制定新的工艺流程，优化工艺

示。从“人、
机、
料、
法、
环、
测”
角度出发，确定影响面轮

参数，
突破流程瓶颈；通过修订工艺文件，制定检查记

廓度的主要因素为测量系统、材料、操作者、环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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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方法和设备 6 个方面，每个方面均存在多种影响面

面轮廓度的箱线图

面轮廓度等方差检验

0.40

轮廓度的因素。考虑可控、可测量且对加工结果有影
响的因素，在鱼刺图中确定操作者 X 1、加工刀具 X 2、
装夹方式 X 3、主轴转速 X 4、切削量 X 5、进给速度 X 6、
切削方式 X 7 为待分析影响因素 X s。

Bartlett 检验

0.35

检验统计量 7.48
P值
0.024

D32

Levene 检验

0.30

检验统计量 2.23
P值
0.123

0.25

D60

0.20
0.15

D80

0.10

D32

D60
加工刀具

0.02

D80

单因子方差分析：滑轨面轮廓度与加工刀具
P
自由度
SS
MS
F
来源
0.07391 0.03696 18.02 0.000
2
加工 刀具
0.07179 0.00205
35
误差
0.14571
37
合计
S=0.04529

R-Sq=50.73%

R-Sq（调整）=47.91%
均值（基于合并标 准差）的单组 95%置信区间

水平 N
均值
标准差
D32 12 0.24333 0.06387
D60 14 0.14786 0.03725
D80 12 0.14917 0.02843

0.160

0.200

0.240

0.04
0.06
0.08
0.10
95%标准差 Bonferroni 置信区间

0.12

箱线图：
刀具尺寸对滑轨面轮廓度
影响明显
等方差检验：p>0.05，
无显著影响。
单因子方差分析：p<0.05，有显著
影响。

0.280

合并标准差 =0.04529

（a）刀具直径影响分析
面轮廓度等方差检验

面轮廓度的箱线图
0.40

Bartlett 检验

0.35

检验统计量 7.75
P值
0.021

0.1

Levene 检验

0.30

图 3 工艺流程

检验统计量 2.58
P值
0.090

0.25

0.2

0.20
0.15

2.3 分析阶段（A 阶段）
在分析阶段，通过采用箱线图、等方差检验、单因
子方差分析等多种统计技术方法和工具对测量数据
进行分析，确定影响流程输出 Y 的关键影响因素 X s。
数控加工工序的工艺流程如图 4 所示。

0.5

0.10

0.1

0.2
切削量 /mm

0.02

0.5

单因子方差分析：滑轨面轮廓度与切削量
来源
切削 量
误差
合计
S=0.05250

水平 N
0.1 14
0.2 12
0.5 12

MS
自由度 SS
2 0.04925 0.02462
35 0.09646 0.00276
37 0.14571
R-Sq=33.80%

P
0.001

F
8.93

R-Sq（调整）=30.02%

均值（基于合并标 准差）的单组 95%置信区间
均值
标准 差
0.13571 0.03652
0.18417 0.03895
0.22250 0.07533
0.160

0.120

0.200

0.04 0.06 0.08 0.10 0.12 0.14
95%标准差 Bonferroni 置信区间

0.14

箱线图：
切削量对滑轨面轮廓度影
响明显
等方差检验：p>0.05，
无显著影响。
单因子方差分析：p<0.05，有显著
影响。

0.240

合并标准差 =0.05250

（b）切削量影响分析
面轮廓度等方差检验
Bartlett 检验
检验统计量 7.75
P值
0.021

100
200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10

0.35

检验统计量 2.58
P值
0.090

0.30
0.25

0.11

95%标准差 Bonferroni 置信区间

0.20

100

0.15
0.10

200

0.10

0.15

0.20 0.25
面轮廓度

0.30

0.35

100

0.40

单因子方差分析：滑轨面轮廓度与进给速度
自由度
来源
MS
SS
1
进给速度
0.04925 0.02462
36
误差
0.09646 0.00276
37
合计
0.14571
S=0.04529

R-Sq=50.73%

F
8.93

P
0.001

R-Sq（调整）=47.91%
均值（基于合并标 准差）的单组 95%置信区间

水平
N 均值 标准差
100 mm/min 18 0.15278 0.04921
200 mm/min 20 0.20150 0.06572

图 4 数控加工工序的工艺流程

整理收集到的数据，应用 Minitab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主要包括操作者、加工刀具、装夹方式、主轴

面轮廓度的箱线图
0.40

Levene 检验

0.150

0.180

0.210

进给速度 （mm/min）
/

200

箱线图：
进给速度对滑轨面轮廓度
影响明显
等方差检验：p>0.05，
无显著影响。
单因子方差分析：p<0.05，有显著
影响。

0.240

合并标准差 =0.05850

（c）切削速度影响分析
图 5 关键因素 Xs 分析

转速、
切削量、进给速度、切削方式。
通过对 A 阶段输出 Y 和影响因素 X s 的记录和
测量，在 Minitab 中对数据进行分析，
如图 5 所示。首
先，从箱线图来看，
加工刀具、切削量和进给速度 3 方
面的影响因素 X 对加工输出 Y 影响明显；用等方差
检验方法进行计算，加工刀具、切削量、进给速度的 p
值（P-value，用来判定假设检验结果）大于 0.05，对加
工输出 Y 无显著影响；利用单因子方差分析方法进
行计算，加工刀具、切削量、进给速度的 p 值均小于
0.05，对 Y 有显著影响。
建立输出 Y 与加工刀具、切削量和进给速度的
箱线图，如图 6 所示。分析可知最佳关键影响因素 X s
组合为加工刀具直径 60 mm，切削量 0.1 mm，进给速

图 6 最佳参数组合分析

度 100 mm/min。
综合考虑箱线图、
等方差检验和单因子方差分析
的结果，可以得出加工刀具 X 2、切削量 X 5、进给速度
X 6 是该零件圆弧面面轮廓度数控加工过程的关键影
响因素 X s。分析其内在机理：

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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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刀具直径。刀具直径越小，自身刚性越差，因
此加工时刀具本身振动严重，
加工出的零件面轮廓偏
差大，加工精度差；刀具直径过大则本身制造公差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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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分析阶段得出的关键影响因素 X s，对工艺
流程进行优化，增加相应控制点，采取相应的改进措
施，改进前后工艺流程对比如图 7 所示。

大，旋转切削时包容面大，
加工出的面轮廓度也较差。
综合分析，直径为 60 mm 的刀具加工效果最佳，结论
可信。
（2）切削量和进给速度。进给速度小、切削量小，
则切削充分，
且挤压变形小，振动小，
因此采用切削量
为 0.1 mm、进给速度为 100 mm/min 时加工效果最
佳，结论可信。
建立面轮廓度与加工刀具 X 2、切削量 X 5、进给速
度 X 6 之间的一般线性模型，
得到的结果见表 1。
表 1 关键影响因素 Xs 的 GLM 模型分析结果
自由度

连续平方和

P

加工刀具 X 2

2

0.073911

0.000

切削量 X 5

2

0.016222

0.000

进给速度 X 6

1

0.028122

0.000

误差

32

0.027450

参数

由连续平方和 （Sequential of Sum of Squares，Seq
SS）计算出加工刀具 X 2、切削量 X 5、进给速度 X 6 对面
轮廓度加工质量的贡献率分别为 50.73%、11.13%、
19.30%（见表 2）。
表 2 关键影响因素 Xs 贡献率
关键 X s

贡献率 /%

加工刀具 X 2

50.73

改善前

改善后

控制方式

椎60 mm

工艺、
程序更改

椎32 mm
椎60 mm

物资保管卡

椎80 mm
0.1 mm
切削量 X 5

11.13

0.2 mm

工艺、
程序更改
0.1 mm

检查表

0.5 mm
进给速度 X 6

19.30

100 mm/min 100 mm/min 工 艺 、程 序更改
200 mm/min

检查表

图 7 改进前后工艺流程对比

优化流程和改进措施如下：
（1）将刀具装夹和程序加载 2 个工作步骤明确为
控制点，在这 2 个步骤内，对 3 个关键影响因素 X s 改
进后参数进行控制。
（2）设计检查表，对工艺流程中的 3 个关键影响
因素 X s 进行检查记录。对于加工刀具控制，从操作者
领取刀具时开始，在加载刀具至机床主轴时，增加检
查记录表确认动作；为保证切削量为 0.1mm 和进给
速度为 100 mm/min，从源头加工程序上加以控制，并
增加检查记录表，操作者检查确认加工参数后记录。
（3）增加试切程序，在加工前进行特征试切，确认
刀具直径和进给速度。在加工面轮廓度程序前，增加
特征圆弧试切程序，在给定刀具直径和速度条件下，
利用零件毛坯上的余量部分，根据余量试切特征结构
进行试切，确认装夹刀具和加工参数无误。
在改进和控制阶段，采用优化后的流程和工艺参
数加工零件并检测面轮廓度，通过检测加工结果，对
改进后的工艺流程和加工效果进行验证。整体研究 5
个阶段的面轮廓度时间序列，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
见，采用优化的流程和工艺参数（刀具直径 60 mm、切
削量 0.1 mm、进给速度 100 mm/min）加工出的面轮廓
度合格率高，稳定性好，仅有 1 个点不在合格范围内。

2.4 改进和控制阶段（IC 阶段）
在 I 阶段寻找最优改进方案，优化过程输出 Y ，
并消除或减小关键影响因素 X s 给输出 Y 带来的波
动，使过程的缺陷或变异降至最低。在 C 阶段对改进
成果进行固化，通过修订文件等方法，使成功经验制
度化，纳入现有的质量管理体系，通过有效的监测方
法，维持过程改进的成果并寻求进一步提高改进效果
的持续改进方法。

图 8 面轮廓度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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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检查分析，
该不合格点产生的原因为加工时刀具产
生崩刃而没有及时发现，
造成面轮廓度超差。另外，
改
进后的流程长期能力 ZLT=4.05，短期能力 ZST=2.64，
Zshift=1.41，
可见该生产流程技术和控制均较好。

3 结论
（1）通常影响数控加工精度的主要因素有操作者、
加工刀具、装夹方式、主轴转速、切削量、进给速度、切
削方式等，这些参数规范、可控，在加工数控程序和工
艺规程中均可设置或规定，适合采用精益 6滓 的方法
进行加工工艺参数优化；
（2）通过运用箱线图、等方差检验、单因子方差分
析等精益 6滓 工具，对操作者、加工刀具、装夹方式、
主轴转速、切削量、进给速度、
切削方式 7 个因素进行
分析，
得出对零件面轮廓度加工精度影响大的 3 个关
键影响因素为加工刀具、切削量和进给速度；
（3）通过建立面轮廓度与 7 个影响因素之间的 GLM
模型，验证关键影响因素，并计算出 3 个关键影响因
素对面轮廓度的贡献率，分别为 50.73%、11.13%和
19.30%，明确了 3 个因素的最佳组合参数为刀具直
径 60 mm、切削量 0.1 mm、
进给速度 100 mm/min。
本文通过精益 6滓 方法分析出影响零件具体特
征数控加工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及最佳参数组合，提
高了加工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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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智能化装配技术体系构建探索
黄小东 1，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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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国内航空发动机装配技术转型及发展趋势，运用离散装配和流程装配生产理念，借鉴国外在飞机和航空发动
机装配，
采用脉动节拍化生产成功应用经验，针对国内航空发动机装配工艺特点，
提出适用于国产航空发动机单元体装配与总装装
配，基于智能物流与产线系统深度融合的
“多对一或多对多”
混合装配新模式的发展思路和实施路线，
为保障装配质量和效率，在新
装配模式下，
构建探索智能化装配的技术体系。
关键词：发动机装配；总装脉动线；
智能化装配；
智能物流；
离散装配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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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Assembly Technology System of Aeroengine
HUANG Xiao-dong1袁NING Yong2袁LIU Jie2袁CHEN Li-sheng1袁ZHANG Peng-fei2袁WANG Long2袁QU Pin-xiang2
渊1援Hangzhou Techeasily Technology Co援袁Ltd援袁Hangzhou 311215袁China曰
2援AECC South Industry Co援袁Ltd援袁Zhuzhou Hunan 412002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aeroengine assembly technology袁using the production

concept of discrete assembly and process assembly袁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experience of foreign in aircraft and

aeroengine assembly pulsation jointmaking production袁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aeroengine assembly process袁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it is suitable for domestic aeroengine unit assembly and final assembl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assembly袁the technology system of intelligent assembly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implementation route of
"many-to-one or many-to-many" hybrid assembly mode with deep integration of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production line system.

Key words: aeroengine assembly曰final assembly pulsation line曰intelligent assembly曰intelligent logistics曰discrete assembly

0 引言

等；孙贵青等[5]针对涡扇发动机装配技术，为提高生产

航空发动机制造工艺复杂、涉及交叉学科多、范

效率和安装质量，在整机装配、关键部件螺栓拧紧、装

[1-2]

配检测方面介绍了国外脉动装配线、多自由度装配平

围广

。其综合性能直接决定着飞机飞行的安全性、

稳定性和承载能力。为了提高发动机运行的可靠性和

台、智能拧紧设备和转子堆叠优化等。总之，中国的发

推力，国家在发动机零件加工的先进技术、检测技术

动机装配技术发展明显落后于零件制造技术，发展极

和材料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并取得了一

不平衡，
在生产组织管理模式上仍然沿用早期的基于

[3]

定的突破成果 。但是，在装配技术方面，仅取得了少
[1]

固定站位手工装配模式。据装配现场统计，其手工作

量的单项技术研究成果，如刘超等 主要介绍基于

业占比超过 90%，装配质量控制严重依赖于人工的

MBD 的智能化装配工艺在工艺规划、仿真中的应用；

操作技能，无法满足当代飞机制造对发动机的短交付

魏小红等 [4]根据对国内外航空发动机总装现状，具体

周期、高可靠性和长寿命要求。长期以来，国外发达国

介绍了国产航空发动机脉动总装线的可行性分析及

家对航空发动机高端装备制造技术进行严密的技术

必要性，并规划建设技术路线及应解决的技术问题

封锁，仅有少量资料信息[6-7]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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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中国航空发动机装配技术现状出发，分析

通。航空发动机结构包括数千或上万个零件以及由这

装配技术转型面临的困难和迫切性，
研究适合国产航

些零件组成的组件、部件、单元体和系统附件及成品

空发动机设计特点的先进装配技术，
提出航空发动机

件。其中存在装配执行过程中的零部件信息标识、识

智能化装配技术转型发展思路和实施路径，探索构建

别管理、
质量追溯困难等问题。物料信息采用人工传

航空发动机智能化装配系统性的技术发展体系，增强

递，实时性差，物料配送效率不高，对于装配现场出现

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保障国家安全和民族复

的质量问题，配送料响应性慢等问题普遍存在，严重

兴的国家战略

影响整体交付周期。

。

[8-9]

（5）信息化技术实施深度不够，
缺乏制造数据源。

1 智能化装配技术发展面临挑战
（1）装配工艺规划重组和节拍优化，
不确定性因素
多。基于传统固定站位装配模式的变革，
需要从装配工
艺源头开始进行工艺梳理，重点对工艺防错、防呆、防
漏优化重组，
结合发动机装配的构成，
按站位合理分解
装配工艺路线、节拍控制、装配任务、装配 BOM、工艺
装备、检测设备及器具等，涉及业务面广、协调难度
大、硬件投入成本高，诸如此类的问题将带来很多不
确定因素。
（2）装配线建设技术路线不清晰，
风险大。国外航
空发动机制造商，根据飞机总装脉动生产线的成功应

发动机的装配信息流包括装配工艺数据管理、设备状
态管理、执行过程管理、质量状态控制等执行层面数
据。其业务流程复杂，质量要求严格。基于固定站位传
统装配模式，配套工装、工具和检测器具，采用机械式
或半自动化设备，无法完成与信息化管控系统的深度
集成，缺少数据采集所必要的传感器软硬件接口，造
成发动机采集质量数据不完整，
物料信息、生产进度、
设备状态无法及时准确获得，生产计划自动排产失
效，制造质量数据可信度不高。

2 智能化装配技术发展之路

用经验 [10]，结合新一代发动机的技术特点，借鉴水平

智能化装配技术包括计算机软件技术、传感器技

脉动式装配模式，实现精益化制造，极大地提高了装

术等，采用传感系统获取制造系统的实时运行状态信

配效率；而国内长期以来受技术体系习惯约束，航空

息和数据，通过高速网络实现数据和信息的实时传

发动机装配仍沿用“两装两试”的串行装配流程和相

输、存储和分析，从而提高发动机装配效率和质量。利

配套零件制造工艺，单元体模块化设计的独立性、通

用智能化装配技术从根源上改变现状，从而提升发动

用性均不强，
单项关键新技术、新装备运用不成熟，信

机整体制造水平。航空发动机装配工艺流程如图 1 所

息化管理存在盲区。发动机属于多品种、
小批量产品，

示，发动机部装与总装混合装配新模式如图 2 所示。

涉及到涡轴、涡桨、涡扇、活塞等不同结构机型，构建

从图中可见，发动机装配工艺链长，单元体部件装配

装配线技术路线不能机械采用国外装配模式，应从经

呈离散性并行分布，物料配送系统深入单元体组件装

济性方面考虑柔性装配特点，遵循自动化、数字化向

配、单元体部装与总装、总装各站位之间的全部装配

智能化技术发展方向，进行专业性强、覆盖面广的顶

过程。此外，零件制造质量问题、
装配、检测等人员多

层规划设计和决策。

维度交叉作业现象严重，因此信息数据传递实时性、

（3）装配模式受习惯性束缚，
改变困难，
效率低。航

对装配现场出现问题的快速响应性和物料配送的精

空发动机装配习惯于传统的生产组织形式、生产流程

准性，都对装配效率的提升至关重要。结合智能化装

和工装工具。工艺规范体系不系统、
不配套、
不统一 ，

配技术，
通过均衡单元体部件装配与总装装配的生产

涉及人员频繁离线、
清洗、
标印、领物料、寻找工具、工

节拍，利用数字化仿真优化技术，采取单元体离散式

装等。以可视化和信息化为代表的新技术运用，与传

并行装配、总装脉动串行装配、辅以智能线内物流协

统生产工艺设备不配套、不融合，资源数据信息不完

调的“多对一或多对多”混合装配新模式，重点突破装

整、更新不及时，人机交互不友好，极大地影响工作效

配车间信息管控、物料标识识别、齐套及精准配送等

率，与生产人员绩效考核指标抵触，使生产组织模式

关键技术，实现装配过程的实物流、
数据流管理，应用

变革的阻力加大。

到发动机装配全过程，实现物料库房到装配产线的线

[11]

（4）装配物料信息交互实时性差，配送环节不畅

外物流、
线内物流和智能工艺装备信息数据的深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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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时掌握人、机、料、法、环等资源动态管理，改变

总装串行脉动式装配，辅以智能线内物流协调的总

传统的推动式生产为拉动式生产，解除中国航空发动

体技术发展路线和生产组织模式，延伸为信息管控

装配现状的窘境。

技术、智能检测技术、仿真 优 化技术、智能 物流 技
术、AGV 移动技术、智能压装技术、智能拧紧技术等
单项技术针对性应用，逐步形成完整的航空发动机
智能化装配集成系统，以实现智能化装配技术的多维
度交叉集成应用，从而真正地实现航空发动机智能化
装配的目标。
中国航发南方公司根
据未来总体规划顶层设
计，分析中小型航空发动
机的工艺特点，探索以“混
合装配新模式”为装配新
技术发展方向，按 3 期分

图 1 航空发动机装配工艺流程

步实施的发展路线开展应
用实践，
如图 3 所示。2018
年 10月，第 1 期以满足生
产实际任务前提下，
在传统
的制造模式上，
重点实现工
艺“三化”
（工艺结构化、
工 图 3 南方公司智能化装配
艺标准化、工艺优化）设计
总体发展规划路径
和配、装分离的物料形迹化管理，已经完成构建新生

图 2 发动机部装与总装混合装配新模式

3 智能化装配技术发展路径

产模式的基本框架；2019 年 5 月，第 2 期建设以典型
单元体装配站位和总装装配站位组成验证线，
具体完
成单项目关键技术和智能化设备的应用验证，如关重

国内军民用航空发动机需求尚未形成量产，多数

件精准压装技术、紧固件智能拧紧技术等，构建了新

型号处在研制定型阶段，涉及核心零部件制造，需经

生产模式主要框架；2020 年年底，第 3 期将按预期的

过多次反复装、测（测量）、配（修配）、试的过程，技术

发动机生产纲领要求，完成构建全部单元体和总装装

成熟度不高。发动机智能化装配技术年底应用是 1 个

配站位，形成数字化生产线，关键技术智能装备全面

全新技术体系的建立过程，
需要多个交叉学科专业领

应用，使信息化数据纵向与企业 ERP\PDM\WMS、横

域共同发展推动，逐一攻克单项核心技术到应用验证

向与零件制造车间 MES 深度集成互连互通，智能物

优化迭代，再到成熟稳定，最终形成由点到面深度融

流系统深层次植入产线执行层级，打通信息孤岛现

合集成的过程，标志着发动机产品从研制阶段迈向稳

状，实现装配效率、质量、
一次性装配试车合格率显著

定量产阶段。由此，
发动机智能化装配技术的发展路

提高的总体目标。

径应立足当前的生产任务、生产工艺、制造模式、生产
环境及建设投入统筹规划，重点突破生产任务面临亟

4 智能化装配技术发展体系

需解决新技术问题的研究，着眼未来在中长期目标指

发动机智能化装配技术是众多专业技术学科协

导下，沿着总体规划设计指导技术发展方向，结合实

同发展碰撞和整合的技术应用。结合国产发动机“两

际状况，先从技术突破→验证→优化→应用→纵向横

装两试”
的装配工艺、
多品种小批量混线生产、生产机

向交叉集成，由易到难，由点到面的实施推进路线。基

与修理机共线并存的特点，通过探索适用于国内航空

于总体技术发展体系，明确单元体离散并行式装配和

发动机智能化装配的关键技术形成体系化。为后续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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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发动机装配技术发展提

系统结构如图 6 所示。主要技术研究重点：
（1）装配过

供借鉴作用，
如图 4 所示。

程生产线产能仿真与优化技术；
（2） 装配过程生产线

4.1 装配工艺优化技术

物流仿真与优化技术；
（3） 基于虚拟与现实数据采集

发动机智能装配是基
于 MBD 模型的装配工艺
设计，是对传统装配工艺
路线和节拍的变革。分析

分析与仿真优化技术。
图 4 航空发动机智能装配
技术体系

梳理制约装配瓶颈因素，归纳单元体装配、总装装配
各工序、工步时间、所需工具、
工装、检测、试验等相关
资源要素，按照建设智能装配生产线规划目标，重点
解决工艺防错、
防呆、防漏设计措施，
以提升装配效率
和质量，缩短装配周期为导向，再造装配工艺规程、生
产节拍、工艺路线、
智能物流规划、智能装备和智能管
控技术等方面的深度融合。装配工艺优化路线如图 5
所示。主要技术研究重点：
（1）基于均衡节拍的装配工
艺优化设计技术；
（2）基于 MBD 模型的工检合一可配
置深度结构化工艺规程技术；
（3） 基于混线装配快速
重构工艺设计技术。

图 6 规划仿真系统结构

4.3 智能物流技术
航空发动机由上万个零件构成[12]，需要达到单件
溯源的要求。从零件制造到部装、总装流转过程复杂，
特别是类似叶片精密加工零件，
其形状与外观难以判
别，在装配关键工位进行反复拆装和测量过程中极易
发生混淆。因此，研究智能物流技术，利用物联网和智
能管控技术相结合，建立物料标签、
物料识别、位置跟
踪、快速齐套、精准配送等系统至关重要。因发动机物
料信息交互实时性差、物料配送响应慢，而影响整体
交付进度和装配效率低的问题得以解决，降低生产管
理成本和装配质量风险。主要技术研究重点：
（1）发动
机零件的数字化身份标识管理规范；
（2） 物料的自动
识别及物料数据采集技术；
（3） 基于串行或并行装配
物料精准配送技术；
（4） 基于制造数据优选优配齐套
性技术；
（5）零部件装配在线自动标印技术。
4.4 智能管控技术

图 5 装配工艺优化路线

传统的航空发动机装配以单元体和总装装配工
位制为建设对象，装配作业以手工作业为主，产品定

4.2 规划仿真优化技术

制化程度高，工艺结构复杂，装配数据要求交互实时

针对发动机装配产能需求，根据生产线建设条

性强，因制造质量问题，随机出现原有发动机的装配

件，基于数字化环境下对单元体和总装产线的相关工

计划 [13]被打乱，是典型的多品种、单件、项目型（按订

装、设备、
物流系统等进行布局建模，
根据装配工艺流

单生产）生产模式，
难以形成固定的流程化装配。研究

程虚拟动态模拟产品的生产制造流程仿真，评估并及

面向智能制造一体化管控技术解决方案，建立包括物

时发现单机或混线生产中制约产线平衡的瓶颈因素、

料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维修维护管理、人员管

装配工艺可行性、装配操作人机工程可达性等仿真，

理、设备管理、资产管理、
统计分析、
追溯管理、电子履

从而制定出前瞻性的决策和优化实施方案，使产线产

历管理、复杂权限体系控制等强大功能管理平台，具

能布局最优、效率最高，减少产线硬件成本投入和缩

备可定制的柔性配置能力，
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安全性

短建设周期，
降低产线构建的风险。装配生产线仿真

和扩展性。主要技术研究重点：
（1）装配生产任务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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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与智能调度；
（2） 单机装配全流程作业管控技

输送系统。

术；
（3）装配制造资源的动态管控与冲突消解技术；
（4）

4.7 多样化系统集成应用技术

基于多约束条件下智能排产技术。
4.5 智能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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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装配线控制是由各种特定应用功能的子
系统按照一定装配工艺流程进给组合布局，如图 8 所

在发动机装配过程中，如叶尖间隙测量、装配深

示。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子系统间统一接口、通

度尺寸测量，管路装配检查等，使用的检具形式主要

讯方式和配置相应的软硬件，
使智能管控系统能够统

采用机械式检具，以手工测量肉眼读取完成，测量结

一协调管理，与企业层 ERP\PDM\WMS 系统通讯，快

果由检验人员手工记录，而对发动机外部装配如管路

速获取生产订单、资源数据，与现场设备通讯获取设

装配、
保险丝等，
检查往往依靠人工目测，检查手段简

备状态、
制造质量数据，实现各系统间数据采集分析、

单且评判标准难以统一，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发动机外

存储和交互共享。主要技术研究重点：
（1）多系统集成

部错（漏）装、错（漏）保、磕碰划伤及管路间隙不合格

数据快速采集交互技术；
（2）面向多平台化、多样化系

等外观质量问题频发。主

统通讯技术。

要技术研究重点：
（1）在
线数字化测量和分析技
术；
（2） 基于人工智能外
部装配质量智能检测技
术如图 7 所示，对装配管
路、保险丝等按要求进行
检查；
（3） 单元体自动对
中检测技术。

图 7 基于人工智能外部装配
质量智能检测

4.6 智能装备应用技术
发动机装配存在大量对接装配，
需采用螺栓连接、
大过盈量的轴孔配合等，对拧紧力矩、压装力和位置
具有精确控制要求。航空发动机的装配操作步骤多、
结构复杂 [14]，作业交叉现象严重，传统装配托架无法
满足现有发动机多方位、多角度的装配需求；对于传

图 8 多样化系统集成

统总装脉动装配需要用行车吊运方式在 1 个工位装
配完成后，到下 1 个工位继续装配，无法满足脉动生
产的节拍需求；
对于动力涡轮类相对质量较大零部件
的安装，操作人员难以用托举来完成对其进行位姿调
整和对接，使之易发生磕碰，
损伤产品的风险较高等。
针对上述情况，结合发动机结构特点定制化开发智能
装备与智能管控系统集成，实现装配过程质量数据的
自动采集、分析、
决策和追溯。通过智能化装配应用，
提高发动机的装配质量和稳定性。当前主要技术研究
重点：
（1） 航空发动机装配紧固件智能拧紧技术；
（2）
关重件精密配合力位控制精准压装技术；
（3） 发动机
装配支撑多自由度柔性定位技术；
（4） 基于 AGV 移
载脉动装配输送对接技术；
（5）外部管路 AR 辅助装
配技术；
（6）人机协作辅助装配技术；
（7）基于机器
人自动化涂胶技术；
（8） 基于水平悬挂式脉动装配

4.8 故障智能诊断分析技术
发动机的试验故障种类和故障模式复杂繁多，通
过采集发动机装配、试车、排故和修理机型的大量检
测数据，构建在线采集、实时诊断的航空发动机智能
专家系统[15]。对故障类型和发生概率进行统计分析，
形成直接或间接影响装配质量、
性能和强度的评价指
标。分析发动机故障模式，进而从不同结构评判故障
的发生率，正确预防、处置和指导装配过程中质量控
制问题。主要技术研究重点：
（1）航空发动机故障模式
分析及基于知识专家库系统；
（2） 发动机故障智能诊
断方法技术。

5 结束语
本文以国内航空发动机装配技术现状为背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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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析了发动机装配技术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CHEN Bing.Collaborative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of aeroengine ori-

结合国内发动机的生产组织管理特点，提出了应用装

ented to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配新技术、新模式的发展思路和总体规划实施路径。

[J].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2016,38（5）：
16-21.（in Chinese）
[8] 张森棠，付龙，贺芳. 面向航空发动机的数字化生产线探索与实践

从远期发展来看，系统性地归纳和总结每个生产装配

[J].航空制造技术，2015,37（22）：
73-77.

环节涉及智能装配关键技术的应用，
构建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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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强度设计系统建设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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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构强度设计是航空发动机设计、
研制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建立适用于航空发动机强度设计的体系平台，提升设
计能力，
依据航空发动机设计体系建设要求，结合航空发动机强度设计专业工作实际，
提出
“流程驱动、要素集成”的平台建设思想，
并以流程模板的形式驱动工作任务的实施，
实现强度设计系统的工程化应用。在系统建设过程中有效运用系统工程以及精细化工
程等先进的方法，
围绕“适用、
好用、
真用”
的指导思想开展强度设计系统的建设与优化，
搭建适合于强度设计专业的设计系统，重点
解决工作流程、设计资源、工作任务、数据管理与型号及预研等实际工作相结合的问题，并将此系统应用于型号研制的强度设计工
作中。
关键词：强度设计；
设计体系；
流程驱动；
要素集成；
流程模板；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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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eroengine Strength Design System
WANG Wei袁GENG Rui袁WANG Xiang-ping袁SONG Yang袁CAO Hang袁ZHAO Na袁GE Chang-chua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The structural strength desig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aeroengine.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platform suitable for aeroengine strength design and improve the design ability袁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aeroengine design system construction袁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work of aeroengine strength design specialty袁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idea
of "process drive and elements integration" was put forward. Work task implementation was driven in the form of a process template. Th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strength design system was realized.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methods such as system engineering and

fine engineering in the process of system construction was carried out. The 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strength design system about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suit袁useful袁true"was carried out. A design system suitable for strength design specialty was built. The problem
of combining working process袁design resource袁work task袁data management with practical work such as model and pre-research was solved
in detail袁and the system is applied to the strength design of model development.

Key words: strength design曰design system曰process drive曰elements integration曰process template曰aeroengine

0 引言

集成平台以信息化为载体，可充分发挥体系要素的指

航空发动机设计体系是规范指导和实施涡喷 /

导、参照作用[5-7]。结构强度设计是航空发动机设计、研

涡扇 / 涡桨 / 涡轴类型航空发动机设计活动的技术系

制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动机整机及零部件的结

统。设计体系将规范发动机设计的全部流程，指定（或

构强度设计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保证发动机产品在

推荐指定）设计过程所使用的各类工具和方法，提供

寿命期内达到强度和可靠性设计要求[8-11]。随着中国

各类与设计活动相关的数据服务，是航空发动机设计

航空工业的飞速发展，
航空发动机设计研制任务日益

经验的总结归纳和深化结晶，包括设计规范、设计软

繁重[12-14]，整机和部件结构强度设计工作量也随之越

件、工程数据库和系统集成平台 4 部分 [1-4]，其中系统

来越大，
但原有强度设计工作的开展、存储、管理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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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应用的方式过多地依赖于个人技术经验和技术传

制阶段，
“十一五”期间将全部规范准则中涉及的典型

授这一途径，
不能很好地将强度设计的各工作流程环

强度设计流程归纳、提炼、分解、总结，形成平台上可

节和关键要素很好地结合起来，既缺乏对成熟工作的

执行的标准流程步骤，通过此步骤的组合建立流程模

规范化指导，又缺少针对特殊工作的灵活转化，已经

板，并将体系要素嵌入，以达到规范、指导不同类型强

无法适应现阶段任务的需求，
不仅影响工作和学习效

度设计活动的目的；
“ 十二五”期间为提高工程实用

率，而且不利于知识经验的积累、
传承和运用。

性，对流程模板进一步优化与完善，如模板中体系要

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本文紧密结合强度设计体系

素的管理与使用，设计要素与流程的映射关系的细化

建设要求，充分考虑航空发动机强度设计相关专业技

如图 2 所示。满足全周期研制活动如多轮次迭代、排

术需求与现状，以国内外先进仿真平台为基础，建立

故需求的技术实现等。

适用于航空发动机结构强度的设计系统[15]，以此平台
为载体，彻底改变现有工作模式和流程，彻底理顺和
规范了整个强度设计过程，实现强度设计工作规范性
与灵活性的统一。

1 平台建设思想提出
针对在强度设计体系建设中所出现的设计工作
过程不够规范，经验积累不够系统等问题，提出“流程
驱动，
要素集成”
的平台建设思想，如图 1 所示。开展
初步方案论证：应用 3 类（成熟、待改进、在研）可动态
扩充的流程模板规范设计工作；应用检查清单对设计
精度进行有效控制；应用规范 / 指导书 / 文件模板等

图 2 设计要素与流程的映射关系

体系要素指导、约束设计过程。通过对现有强度设计

针对以上问题，首先在梳理体系要素基础上，对

规范与准则的研究，将强度设计的具体环节归纳为十

流程模板构架进行优化与重建，
其优化方案如图 3 所

余种典型操作动作，
针对特定强度设计工作的流程模

示。其中模板涉及的各类要素包括软件、规范、指导

板可以通过操作动作的组合灵活快速地建立、编辑和

书、文件模板、检查清单等，存放在系统的资源库中，

修改，同时可以根据具体工作需要，灵活地集成适合

在新模板制作时，通过链接模式调用这些要素，保证

的体系要素，具有良好的动态扩充性，避免设计流程

数据惟一性和可利用性。最终工程上应用的流程模板

过于僵化不利于指导某些特定设计任务的情况发生。

作为系统的核心，达到只要下任务，指定分析任务类
型，就能确定惟一流程模板，指定惟一规范、指导书、
文件模板和工作流程的目的。通过流程模板控制工作
从
“计划、下达以及执行和上报”各环节准确规范。

图 1 平台建设思想

2 关键技术实现
2.1 流程模板的建立与持续完善
发动机强度设计流程体现在航空发动机整个研

（a）初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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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截至目前，
梳理流
程 45 个，新增指导书 85
份，检查清单 115 份，文件
模板 47 个，补充完善软件
40 余个，仿真规范 42 份，
有效地促进了体系的全面
建设。最终，
以强度设计系
统为载体 （如图 6 所示）， 图 6 体系建设以平台为载体
集成体系要素，
充分发挥其指导参照作用。
2.2 以流程为牵引的工作任务模式实现
（b）最终方案
图 3 流程模板建立与优化

在主任 / 组长下任务时，只要确定流程模板，也
就指定了惟一的规范、指导书、文件模板和工作流程，
设计人员以流程步骤作为执行项，以检查清单作为检

其次流程模板中系统

查项，以指导书、规范以及参考资料作为指导项（如图

完善了用于轮次迭代的操

7 所示），规范、准确完成强度设计任务的同时，提高

作，如图 4 所示。制定相关

工作效率，系统中按工作需要进行相关工作移交，以

执行细则，同时又对排故、

适应实际工作需求。在设计人员开展工作的同时，主

试验以及预研项目等工作

任 / 组长同步查看项目进行中的任务组成、任务完成

开 展 模 板 定 制 的 技 术 研 图 4 流程模板轮次迭代的
工程应用

和质量状态，工作流程如图 8 所示。

究，基本上保证模板对全

周期研制工作的可覆盖性，获得的成果均已应用到科
研工作中。
另外 1 项重要改进是在流程模板中增加关键设
计参数的提取与录入功能，关键设计参数对未来强度
设计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分为结构几何参数、
载荷参数和关键结果参数。
“十二五”
期间对关键设计
参数进行梳理，并通过流程模板实现在系统中对关键
设计参数录入、查询及对比的功能，如图 5 所示。
图 7 流程为牵引的工作任务

图 5 关键设计参数对比

强度设计系统的建立间接促进系统配套要素建
设、平台建立，并在推行过程中，进一步推动强度设计

图 8 强度设计系统工作流程

2.3 强度设计工程数据库构建

体系成果的建设与分享。“十二五”期间，以流程模板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直接作为过程数

为牵引，对涉及的各类设计要素进行全面梳理、补充

据形成数据库，按照强度设计工作需要，基于强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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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据梳理结果，系统中设有强度设计数据库、故障
库和试验库，
如图 9 所示。将需要管理的数据保存在
相应的数据库中，可以针对不同的部件及分析流程进
行相应存储。
强度设计室

强度设计室

强度设计室

（a）2010 版

（b）2014 版
图 9 强度设计数据库构建

（c）2017 版
图 10 资源库规划

（1）强度设计数据主要包括：原始设计输入、几何

（1）流程模板可以根据不同设计阶段不同设计特

模型、有限元网格模型、载荷信息、仿真结果、关键结

点进行快速调整，
可涵盖发动机全生命周期强度设计

果、分析报告等。针对不同的部件及分析流程，
其保存

活动，包括设计、排故、试验以及预研工作。同时，
新的

的数据可以有差别。

知识经验也能快速集成在流程中，有利于知识的积

（2）强度排故数据主要包括：与排故工作相关的
过程数据、故障类型、故障时间以及故障报告等重要
信息。
（3）强度试验数据主要包括：
与强度试验相关的原

累、经验的传承与应用。
（2）数据树初始只有基本框架，
在正式使用时，根
据研制型号增加，当有新型号时，可通过类似型号结
构快速生产新的型号，既满足工作需求，也满足保密

始数据、
试验任务书以及试验总结报告等重要信息。

要求。为按照强度设计规范的 9 大专业细化所搭建，

2.4 强度设计经验传承与应用

以适应专业调整的需求。

在设计体系要素补充与完善基础上，梳理工作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以及设计方法和经验，
同时也包括部分型号研制过程中积累的重要数据。利
用强度设计资源库，
将强度设计相关资源进行整合并

（3）资源库可以根据实际使用需求快速扩充和调
整，以适应资源数量的不断扩充和类型的不断增加。
（4）系统中的枚举项都可以根据需要扩充，不至
于因系统僵化而导致需要重新开发的问题。

分类管理，解决了经验数据经常因人员的变动而流失

在强度设计系统建立过程中，考虑到强度设计系

或因存储工具的损坏而丢失的问题，方便知识的积

统与研发集成平台以及其他系统数据的交换问题，提

累、传承、借鉴和使用，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加速

前开展强度设计系统与研发集成平台集成方案研究，

人才的培养。在资源库建设与使用过程中，随着强度

为后续系统集成提供技术保障。方案如图 11 所示。主

设计资源数量的不断扩充和类型的不断增加，资源库

要内容包括以下 5 方面：

结构也随之更改以适应日常工作需求，如图 10 所示。
2.5 可动态扩展的数据库技术实现

（1）强度分析任务发起。研发集成平台将具体强
度分析任务通过 2 个系统接口发送至强度设计系统，

通过流程模板的形式驱动工作任务的实施，实现

然后传递任务说明文件指分析请求单 XML，在分析

“流程驱动，要素集成”的平台建设思想的工程化应

请求单 XML 文件中，说明输入数据要求、输出数据要

用。保障了强度设计的规范性、系统的灵活性及良好

求、时间节点、项目信息等。该分析请求在强度设计系

的扩充性，保障了流程、数据库和用户权限均可灵活

统中，状态显示为待执行。

配置。不但满足型号研制及组织机构调整等需求，也
满足保密工作的要求。主要内容如下：

（2）设计输入推送。相关专业将设计输入分为几
何模型和其他设计输入，
通过研发集成平台推送到强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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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体系集成平台

设置分析请求状态为完成，
触发所有任务输出返回大
系统

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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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广使用，数据信息逐步增加，截至 2017 年底，
系统中各数据库建设情况见表 2。数据增量情况如图
12 所示。

所有任
务完成

表 1 系统主要功能及特点

设计人员发起
分析请求
工 程师执行 任 务，上传 报
告，设置任务输出

1.设计资源管理与应用

对强度设计工作相关的资源和经验进行整
合，
分类存储于资源库中；

室 主任基于 分析请求 批 量
创建分析任务，分配工程师
其他专业系统推送几何
数据、设计输入

采用强度设计流程模板实现设计流程规范

2.流程固化与应用

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室主任判断输入是否完备，
完后 后设置分 析请求 状态
为执行中

其他专业系统推送几何
数据、设计输入

实现强度设计过程数据 （包含关键设计参

4.数据管理

几何数据、
设计输入
……

3.工作任务管理

后台导入几何数据和设计输入

数）的录入与管理；

5.用户及权限的管理

根据角色和数据类型不同进行权限管理；

6.批量导入

批量导入表格，
快速扩充数据库；

后台导入分析请求，状态为待执行

分析请求单（XML）

系统具有良好的扩充性，方便后续相关内

7.系统扩充

容补充和完善。

图 11 与研发集成平台初步集成方案
表 2 强度设计系统使用情况

度设计系统，
强度设计系统后台创建相应类型的几何
模型和其他设计输入，
并与分析请求关联。
（3）强度分析任务创建。在强度设计系统中，室主
任或组长判断任务所属数据是否完备，数据完备后，

过程数据库

设置分析请求状态为执行中，批量创建强度分析任

强度设计任务数据库

1270 个

几何模型数据库

1011 个

简化几何模型数据库

301 个

有限元网格模型数据库

575 个

分析模型数据库

987 个

务，并分配给相关设计人员。强度分析任务通过与分析

关键结果参数数据库

2127 个

请求的关联，
找到关联的几何数据和其他设计输入。

强度设计报告数据库

1315 个

（4）执行任务。强度设计人员完成任务后设置为
完成状态，任务的输出可选项为任务的所有过程数

参考资料增加到 1092 项，

资源库

各类经验数据库在不断扩充

据，包括报告、模型、
结果等。由设计人员选定输出数
据（可以为多个），该输出将返回研发集成平台。
（5）分析请求闭环。分析请求的所有任务完成后，
触发接口将该分析请求所有任务的输出推送到研发
集成平台，等最后 1 项任务完成后，触发分析请求的
状态设置为完成。

3 强度设计系统推广与应用
历经7 年时间，
共经历 Demo 版、2012 版、2014 版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

3 个版本，搭建开发、测试、试运行、投入使用 4 个阶
段，完成航空发动机强度设计系统的开发与完善工
作。针对以上版本开展多轮次软件功能的测试与完善
工作，如 2012 版 166 条、2014 版 112 条，测试记录。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任务

几何
模型

简化
模型

网络
模型

分析
模型

报告

资源库

图 12 强度设计系统数据增量

4 总结
（1）提出“流程驱动，要素集成”的航空发动机强

其中多次针对某项功能开展多轮次迭代修改。最终建

度设计体系总体思路，
建立能够满足发动机全研制周

立适合于强度设计专业的设计系统，
并将此系统应用

期的强度设计系统。

于型号研制的强度设计工作中，系统主要功能和特点
见表1。
目前，强度设计系统在各预研项目和型号工作中

（2）提出“流程模板”的技术概念，将流程步骤、设
计要素、经验等嵌入模板中，通过对模板的管理和调
用，驱动任务流程，
保证了系统的规范与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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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了设计过程数据谱系化管理和系统动
态扩展技术，并实现在航空发动机强度设计系统中
的应用。
航空发动机强度设计系统是航空发动机设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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