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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微型燃气轮机在变工况条件下的传感器信号故障诊断问题，提出了基于 1 簇卡尔曼滤波器的故障诊断方法。

该方法基于 V 字研发流程，使用基于模型的设计方法开发了 Simulink 微型燃气轮机部件级仿真模型，设计了变负载条件下的传感

器故障诊断与隔离系统。基于全数字仿真平台和硬件在环仿真平台对模型以及故障诊断与隔离系统进行集成验证。结果表明：基于

MBD 方法的全数字仿真及硬件在环仿真具有很高的一致性，能够快速实现模型转换及验证，为微型燃气轮机控制算法开发与硬件

在环验证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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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Diagnosis and Hardware-in-the-loop Testing of Microturbine Sensor Based on Improved Kalman Filter
REN Ya-hao袁JIN Chong-wen袁WANG Ji-qiang袁HU Zhong-zhi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ault diagnosis of microturbine sensor signal under variable working conditions袁a fault

diagnosis method based on a bank-of-Kalman-filter was proposed. The model-based design method was used to develop the simulation
model of the Simulink microturbine component level based on the V-development process. The Fault Diagnosis and Isolation渊FDI冤system of
the sensor was designed under the variable load condition. The model and the FDI system were integrated and verified based on the full
digital simulation platform and the hardware -in -the -loop simulation platfor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ull digital simulation and
hardware -in -the -loop simulation based on MBD method have high consistency袁 and can quickly realize model transformation and
verification袁which provides powerfu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turbine control algorithm and hardware-in-the-loop 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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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微网中小型分布式冷热电联产（Combined

Cooling Heating and Power，CCHP）技术在全球范围内

的广泛应用，微型燃气轮机在微网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1-2]。分布式发电系统往往需要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长

时间稳定运行，控制系统的故障会直接影响系统的稳

定，可能导致系统的急停甚至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对

微型燃气轮机控制系统进行参数测量和状态监控的

传感器的可靠性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传感器在高温

高压等恶劣环境下工作，容易发生各种故障，除添加

硬件冗余的方法外，采用故障诊断算法对微型燃气轮

机工作状态进行监控，不会增加硬件成本，成为现今

研究的主流方向。

按照系统工程“V”字型研发流程的要求，根据实

际需求设计控制器，建立可进行数字仿真与硬件在环

仿真的微型燃气轮机模型。传统简单循环微型燃气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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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广泛应用 Rowen 模型和 IEEE 模型[3-4]，模型的各部

件采用在工况附近简化的 1 阶线性环节或者延迟环

节，并且没有回热器的建模，在变工况下准确性较差。

另一类较为复杂的模型是基于模块化建模思想利用

压气机和透平实测特性曲线建立的流体网络模型[5-6]，

具有很高的准确性，但由于采用实测特性曲线建模使

得其通用性较差，在设计阶段难以应用。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宇航局采用 1 个卡尔曼滤波器集的方

法去定位航空发动机的传感器故障[7]，成功提高了闭

环控制对传感器故障的容错性型；Takahisa[8]在此基础

上，提出采用该方法对气路性能退化进行诊断的方

法；Naderi 等[9]在此基础上对比了扩展卡尔曼滤波器

（Extended Kalman Filter，EKF）与无迹卡尔曼滤波器

（Unscented Kalman Filter，UKF）在针对非线性系统进

行故障诊断时的性能优劣；Liu[10]等又提出了使用在

线实时模型的方法更新发动机的健康参数去提高控

制器对突发性能退化的有效性。上述文献仅做了数字

仿真的研究，没有验证实时模型在发动机控制器上的

实时性。西北工业大学设计了 1 种硬件在回路实时仿

真平台[11-12]，采用工控机作为主工作站作为模型和故

障诊断算法的载体，采用数据采集卡实现 A/D 和 D/A

转换，验证了故障诊断算法的有效性。此后，在该平台

的基础上，将运行故障诊断算法的工控机换为 DSP

（英文缩写在文中首次出现时要给出中英文全称，下

同）系统，更加真实地模拟机载硬件环境[13]。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应用 CompactRIO 快速原型平台，设计并验

证了气路故障诊断系统的有效性[14-16]。上述快速原型

技术的使用，验证了故障诊断算法在硬件的可靠性，

很大程度地模拟了真实信号的传递与转换情况，为硬

件在环平台的开发积累了丰富的硬件基础。

本文基于硬件在环仿真平台，采用某型工业控制

器作为算法载体，根据故障诊断算法在真实控制器中

的运行情况，验证基于模型的设计（Model-Based

Dseign，MBD）MBD 的控制算法设计在数字仿真平台

与 HIL 仿真平台的一致性。

1 回热型微型燃气轮机MBD建模

微型燃气轮机具有多变量、强非线性和工况复杂

等特点，建立能够准确表现实际系统的数学模型十分

困难。本文考虑微型燃气轮机中转子的转动惯性以及

回热器壁面温度这 2 个主要惯性环节，忽略了管道等

其它部件的热惯性。同时忽略压气机与涡轮的储能效

应及模型中的容积效应。为提高模型的通用性，采用

特性图修正的方法建立压气机和涡轮的特性曲线。

1.1 T100 微型燃气轮机结构

Turbec AB 公司生产的 T100 型微型燃气轮机主

要用于热电联产系统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CHP）[17]，输出功率为 100 kW（±3 kW），热效率为

30%（±1%），主要结构如图 1 所示。

本文针对微型燃气轮机主要部件建模，包括压气

机、涡轮、燃烧室、回热器以及发电机等，如图 2 所示。

本文模型中站的命名如下：0 代表外部环境，1 代

表进气道，2 代表压气机出口，2R 代表回热器冷端出

口即燃烧室入口，3 代表燃烧室出口，4 代表涡轮出

口，4R 代表回热器热端出口，5 代表尾喷管出口。

1.2 基于模型的设计方法

对于航空航天领域的复杂控制系统，传统开发方

法是应用不同工具分阶段进行。设计和验证在不同阶

段的传递和转换容易产生偏差，并且存在重复编码和

系统迭代周期长等问题。MBD 方法逐渐开始应用[18-19]，

该方法涵盖了建模、控制系统设计、实时仿真以及硬

件在环仿真等整个开发流程，基于 MBD 的系统工程

研发流程如图 3 所示。相比传统开发方法，MBD 在统

一的设计和验证平台上，以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为对

象，以计算机上代码自动生成为手段，用仿真的方式

在控制系统开发流程中的各阶段不断进行测试和验

证，高效地进行迭代和优化设计。MBD 技术在汽车电

子领域取得了广泛应用，具有较强的工程实用性，并

图 1 微型燃气轮机热电联产系统

图 2 微型燃气轮机仿真模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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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到航空发动机领域[20]。

1.3 静态方程

1.3.1 压气机模型

通过 GasTurb 软件获取压气机通用特性图，计算

时通过等换算转速线和特性曲线变量线（茁 线），采用

差值方法求得压气机运行点数据。进行特性图计算

时，压比 PR、换算转速 Nc、换算空气质量流量 W c 和压

气机效率 浊c 之间关系定义为

PR=f1(Nc,W c) （1）

浊c=f2(Nc,W c) （2）

1.3.2 燃烧室模型

由于容积惯性相对于热惯性时间常数较小，燃烧

室采用纯能量模型

W 3=W 2+W f （3）

P3=(1-滓B)P2 （4）

H3=(W fLHV浊B+W 2H2)/W 2 （5）

式中：W 3 为燃烧室出口气体质量流量，kg/s；W 2 为

燃烧室入口气体质量流量，kg/s；W f 为燃料质量流量，

kg/s；LHV 为燃料低热值，kJ/kg；滓B 为燃烧室总压损失系

数；浊B 为燃烧室燃烧效率；H3 为燃烧室出口总焓值。

1.3.3 涡轮模型

涡轮模型采用类似于压气机模型的方法，由通用

特性图差值求得。

1.3.4 回热器模型

为提高燃烧室燃烧效率，回热器将涡轮出口气流

与压气机出口气流进行热交换，由于换热器壁面热惯

性的存在，阻碍了冷热端温度的快速变化，相较于简

单循环，微型燃气轮机系统的动态响应较慢。由于回

热器具有明显的分布式特征[21-22]，采用集总参数法简

化计算，忽略进出回热器附近管路的复杂结构，整个

回热器简化为逆流换热。将回热器金属壁面的平均温

度作为冷热端平衡的状态参数，建立分布参数换热器

动态模型，主要包括冷热端气体能量平衡方程和壁面

能量平衡方程

W in=W out （6）

W outhout-W inhin=琢A w(Tw-T軈) （7）

MwCwdTw/dt=琢gA w(Tw-T軈g)-琢aA w(Tw-T軈a) （8）

式中：W 为气体质量流量，kg/s；琢 为气体传热系数，

W/（M2·K）；A w 为回热器壁面体积，m2；Tw 为回热器壁

面平均温度，K；T軈为气体平均温度，K；Mw 为壁面质

量，kg；Cw 为回热器壁面比热，kJ/（kg·K）；下标 a、g 分

别为压气机出口气流和涡轮出口气流；下标 in、out 分

别为气流进、出口参数。

1.3.5 转子模型

在稳态模型中，不需要考虑转子的动态特性；在

动态模型中，由积分方程求得转子的动态状态为

dNdt = Trq,turbine-Trq,compressor-Trq,generator
2×仔×I （9）

N= 乙 dNdt （10）

式中：Trq 为部件的扭矩，N·m；I 为转子转动惯量，

kg·m2。

动态系统仿真使用牛顿拉普斯求解器对流量平

衡方程进行迭代求解，当 着≤10-5 时，模型的共同工作

点为

(W c,2-W c,2map)/W c,2=着1 （11）

(W c,4-W c,4map)/W c,4=着2 （12）

(W c,5-W c,5Q)/W c,5=着3 （13）

式中：W c,2 为压气机换算空气质量流量，kg/s；W c,2map 为
由特性图计算得到的流量，kg/s；W c,4 为涡轮换算空气

质量流量，kg/s；W c,4map 为由特性图计算得到的流量，

kg/s；W c,5 为尾喷管换算空气质量流量，kg/s；W c,5Q 为

由 Q 曲线计算得到的流量，kg/s。

1.4 数据匹配

微型燃气轮机动态过程中 100%、70%、50%、

40%、30%负载时试验数据与仿真数据对比[23]，相对误

差见表 1。

表 1 非设计点参数相对误差

转速

1.0

0.3

0.57

1.25

1.32

空气流量

0.7

2.8

2.6

0.9

-0.4

压比

-1.2

-1.3

-2.1

-3.4

-3.6

负载 /%

100

70

50

40

30

温度

0.1

-0.7

-0.32

0.23

1.29

图 3 系统工程研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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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稳态及动态控制器设计

2.1 控制需求分析

燃机控制单元（Engine Control Unit，ECU）是燃机

发电系统中的主要控制单元，所有调节任务在此单元

中完成。为实现有效控制，采用 3 环系统。最外层是

“功率环”，采用数据采集模块对负载功率进行实时测

量，根据“功率 - 转速曲线”确定功率所对应的转速；

最内层是“电压环”，通过直流母线电压反馈，调整

PWM 整流器，实现稳定的直流母线电压；中间层是

“速度环”，对于某一给定速度，采用 PI 转速无差调节

控制，并且在该层中设计故障诊断模块。本文采用恒

排气温度的控制模型，对微型燃气轮机进行控制，控

制系统如图 4 所示。

2.2 模型线性化及稳态控制器设计

利用上述微型燃气轮机非线性模型，采用小扰动

法和拟合法，分步拟合求取微型燃气轮机各工作点系

统矩阵 ABCD，本文选取燃气轮机功率作为参数确定

燃机工作点，求取燃机分段线化状态空间模型[24]。

微型燃气轮机非线性模型可以表示为

状态方程 x觶=f1(x,u)
输出方程 y=f2(x,u)

式中：x、u、y 分别为状态变量、控制变量和输出变量，

x∈Rn，y∈Rm，u∈Rr 。

对上述方程在微型燃气轮机稳态工况点(x0,u0)

处，采用小扰动法对输入变量和状态量分别进

行±1%和±2%的扰动，求得平均值作为状态变量方

程矩阵的值，以此值作为初始值采用拟合法与非线性

模型数据匹配，得到如下方程

状态方程 啄x=A啄x觶+B啄u+w
输出方程 啄y=C啄x+D啄u+v
式中：A 为状态矩阵；B 为输出矩阵；C 为前馈矩

阵；D为干扰矩阵；w 为系统噪声；v 为测量噪声。

其中，状态变量 x=[N,TW]，控制变量 u=W f，输出变

量 y=[N,Tw,T2,T4,P2,P4,T2R,T4R]，选取模型中 2 个惯性环

节中 N 和 Tw 作为状态变量，输出变量选择 T100P 系

统中的测量值[25]：压气机出口温度 T2、涡轮出口温度

T4、压气机出口压力 P2、涡轮出口压力 P4、燃烧室入口

温度 T2R、排气装置入口温度 T4R，建立系统的状态空

间方程。由线化状态空间方程整定 PI 参数，构建 PI
控制器。

2.3 故障诊断模块设计

在微型燃气轮机系统中，传感器多处于高温高压

的工作环境中，针对传感器容易出现的信号漂移和转

置等软故障，研究了基于 1 簇扩展卡尔曼滤波器的方

法对传感器故障进行诊断的有效性，为了验证基于模

型的方法设计的故障诊断模块在实际工程中是否具

有同样的效果，本文应用

硬件在环仿真平台集成

微型燃气轮机模型与故

障诊断算法，验证该算法

在接近真实工作环境下

的可靠性。微型燃气轮机

故 障诊 断 和 隔 离 系 统

（FDI）如图 5 所示。

FDI 系统使用 2 组输入信号：传感器测量值和控

制命令信号。传感器故障诊断与隔离系统通过采用卡

尔曼滤波器集的方法实现，每路传感器信号都有 1 个

专门的滤波器对其进行故障诊断与隔离，如图 6 所示。

微型燃气轮机线化模型如第 2.2 节所述，具有如

下状态空间方程

x觶=A (x-xss)+B(ucmd-uss)+w （14）

y-yss=C(x-xss)+D(ucmd-uss)+v （15）

式中：下标 ss 表示稳态点的值。

对于传感器故障诊断，第 i 个卡尔曼滤波器针对

第 i 路信号设计，对应的滤波方程为

x赞=A (x赞-xss)+B(ucmd-uss)+Ki(yi-y赞 i) （16）

y赞 i-yiss=Ci(x赞-xss)+Di(ucmd-uss) （17）

式中：x赞和y赞 i 分别为状态估计值和第 i 个传感器集里

的测量向量估计值；矩阵 Ci 和 Di 分别为 C 和 D 矩阵

图 4 微型燃气轮机控制单元 图 5 故障诊断与隔离系统

图 6 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 FDI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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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集，表示 C 和 D 第 i 行删除后的矩阵；Ki 为匹配

矩阵（A，Ci）的 1 组卡尔曼滤波器增益，为了使卡尔曼

滤波器能够工作，矩阵对（A，Ci）必须是可观的。

在微型燃气轮机运行时，其发电负载会根据需求

变化，针对微型燃气轮机运行工况内的故障诊断，本

文以负载作为模型分段的

稳态工作点，在 60%～

100%负载范围内，以间隔

2%负载取 24 个稳态点，建

立分段线化模型，构建分

段卡尔曼滤波器模型，其

原理如图 7 所示。

分段线化模型通过当前负载，采用差值方法求取

当前状态的 xss、yss、uss，以及对应的 ABCD 矩阵。再以

离线方式求得 24 个点对应的卡尔曼滤波器增益，通

过增益调度的方式，根据当前负载选取最近的 1 组卡

尔曼滤波器增益。通过该方法，相较于在线求取卡尔

曼滤波器增益，可以减小控制器的运算量，延长算法

运行时间。

传感器的故障诊断与隔离模块如图 8 所示。本文

设计了 i 个卡尔曼滤波器，i 为被监控的传感器数量，

每个滤波器使用 i-1 个传感器信号，对于每个滤波

器，定义残差向量为

ei=yie-yi （18）

使用残差加权平方和处理每个卡尔曼滤波器得

到的偏差

W SSRi=V i(ei)T(diag(滓j)2)-1ei （19）

式中：向量 滓j 为第 j 个传感器的标准差；附加的

权重 V i 表示权重向量。

假设有以下 2 种情况：H0：系统运行正常；H1：系

统出现故障。故障判断逻辑为

H0:WSSRi≤姿i;H1:WSSRi≥姿
式中：姿i 表示第 i 个滤波器检测到故障的阈值。

阈值的选取需通过多次试验考虑诊断精度以及诊断

时间。阈值过高，诊断精度降低，诊断时间增加；阈值

过低，响应时间缩短，但误报率增大。

当第 i 路信号出现故障时，除第 i 个卡尔曼滤波

器外其他所有滤波器估计出的 W SSR 值均会变化，当

超过阈值时，将会报故，故障诊断系统如图 8 所示。

3 硬件在环仿真

微型燃气轮机控制系统对运行安全要求严格，需

要对电子控制器进行全面测试，应用 HIL 仿真可以

将电子控制器置于等同于运行环境的条件下进行测

试。通过 HIL 仿真可以更加完整和深入地研究闭环

仿真，同时验证软件设计及硬件兼容性的正确性。

3.1 硬件在环平台介绍

本文采用的硬件在环

平台根据功能划分为 3 大

模块：监视工作台、仿真器

和控制器。平台实物如图

9 所示，平台结构如图 10

所示。

监视工作台即对整个硬件在环平台的运行和操作

管理进行监视，由主控计算机和综合测控计算机组成。

仿真器是整个硬件在环平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分为 3 部分：数字仿真计算机主要实现微型燃气轮机

模型运行监控，以及信号节点分配、接收与发送数字信

号等功能；PXI 工控机、信号调理装置与状态操纵装置

等，主要实现 A/D、D/A 信号转换以及传感器信号的模

拟与电路调理等功能；信号注入模块，该平台有 2 种故

障信号实现方法：通过仿真软件对信号注入模块中对

应通路信号进行调节；通过外部接口使用信号发生器

等设备进行信号的叠加。

图7 分段卡尔曼滤波器原理

图 8 故障诊断模块

图 9 硬件在环平台设备

图 10 硬件在环平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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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用于对发动机

状态进行控制。某型工

业控制器的主要性能

指标见表 2。

监视工作台，可以

查看信号的实时变化

情况，以及对各节点信

号进行数据保存。

信号模拟，针对本文所设计故障诊断模块，使用

T2、T4、T2R、T4R、P2、P4 以及 N 共 7 路信号，温度信号使

用 K 型热电偶模拟板卡，P2 和 P4 由于缺少压力传感

器模拟板卡，使用 422 总线进行虚拟信号传递，转速

N 采用频率为 13000 Hz 的转速调理电路。

K 型热电偶电路可以实现 -50～1600 ℃的温度

连续测量，该模拟电路将工控机接收的模型仿真温度

值调理为 -10～60 mV 的电压信号，以供控制器测

量。电子控制器在 OS 软件层将模拟量信号电压值转

换为数码值，通过开环标定的方式，分别标定模型与

模拟电压值以及码值和温度值之间的关系，提高模型

输出与控制器接收信号之间的精度。

本文设计的故障诊断模块在 HIL 仿真平台的信

号转换如图 11 所示。通过真实的控制器，以及传感器

信号的仿真调理板卡，模拟真实环境下微型燃气轮机

的运行条件，提高了数字仿真的置信度。

3.2 代码生成

由 Simulink 生成 T100 微型燃气轮机模型代码，

通过编译，即可得到可以在硬件在环平台工控机环境

下运行的工程文件，为保证代码生成的可靠性，将生

成代码集成到 Fworks 仿真平台。

根据硬件平台接口规范与要求将模型代码封装，

并将输入输出接口与硬件平台进行匹配，最后将控制

逻辑写入控制器。

3.3 仿真结果分析

3.3.1 模型一致性对比

数字仿真与 HIL 仿真对比如图 12、13 所示，结

果表明，在稳态时转速的相对误差最大约为 0.05%，发

生在 80%负载内；在动态时绝对误差最大为 50 r/min，

相对误差最大为 -0.076%，发生在负载由 85%降到

80%的响应过程中。

3.3.2 故障诊断与隔离模块对比

控制器滤波效果如图 14 所示，转速信号滤波效

果如图 15 所示。

图 11 HIL 仿真数据转换

（a）转速局部对比 （b）转速闭环对比

图 12 动态过程仿真曲线对比

（a）转速绝对误差 （b）转速相对误差

图 13 转速误差

（a）T4 对比 （b）T2R 对比

（c）T4R 对比 （d）T2 对比

图 14 控制器滤波效果

表 2 某型工业控制器主要

性能指标

参数

主频 / MHz

响应时间 / ms

模拟量输出分辨率 / 位

空载功率 / W

满载功率 / W

指标

100

5

12

≤8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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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机匣与叶片材料参数

P2

3.23

（3.28）

3.34

（3.72）

3.43

（3.48）

3.55

（3.95）

3.66

（3.70）

3.89

（4.23）

T4R

3.12

（3.65）

3.56

（4.1）

3.19

（3.73）

3.65

（4.2）

3.27

（3.82）

3.30

（4.3）

T2R

2.32

（2.54）

2.44

（3.04）

2.31

（2.53）

2.43

（3.03）

2.30

（2.52）

2.43

（3.03）

T4

2.0

（2.37）

2.12

（2.96）

2.0

（2.37）

2.12

（2.96）

2.0

（2.37）

2.12

（2.96）

T2

3.42

（3.75）

3.81

（4.03）

3.5

（3.84）

3.9

（4.12）

3.6

（3.93）

4.0

（4.22）

N

1.57

（1.71）

1.89

（2.03）

1.63

（1.77）

1.96

（2.11）

1.69

（1.84）

1.71

（2.18）

工况条件

100%

100%-95%

90%

90%-85%

80%

80%-75%

P4

2.45

（3.07）

3.07

（3.39）

2.47

（3.09）

3.1

（3.41）

2.48

（2.66）

2.5

（2.84）

故障诊断系统能够隔离的最小偏置故障（括号中为 HIL 仿真结果）

（a）稳态斜坡 （b）稳态偏置

图 16 稳态时故障WSSR值对比

以 T2 传感器的卡尔

曼滤波器故障残差信号为

例，展示故障时故障残差

信号 W SSR 值的变化情况。

在第 20 s 时，给 T41 个 18

K（2%）持续 20 s 的斜坡故

障信号，由数字仿真与 HIL 仿真得到的 W SSR 稳态对

比如图 16（a）所示；在第 20 s 时，给 T41 个 18 K 的偏

置故障，由数字仿真与 HIL 仿真得到的稳态 W SSR 对

比如图 16（b）所示。

T2 存在 18 K 的偏置

故障时，在第 20 s 负载由

100%下降至 95%，由数字

仿真与 HIL 仿真得到的

W SSR 对比如图 17 所示。

模拟板卡造成的测量

噪声方差小于数字仿真时

设置的 0.02，因此 W SSR 值

也会不同，并且由 HIL 仿真得到的 W SSR 值偏小，但是

稳态值会保持在大致相同的水平，验证了基于 MBD

方法的一致性。同时转速模拟板卡标定存在一定误

差，W SSR 在无故障时略高于 0。在 HIL 设备测试故障

诊断系统时，在信号调理及传输延迟等情况下，动态

响应会比数字仿真慢，导致诊断时间增加，且更容易

产生误报。在动态时，HIL仿真会比数字仿真产生更大

的W SSR 值突变。为保证 HIL 测试的准确性，在进行诊

断精度测量时，选取 5 次不同时间测量结果的算术平

均值，并且百分比的基线都采用数字仿真的结果，FDI

系统能够诊断的最小传感器信号偏差值见表 3。

4 结束语

基于卡尔曼滤波器的方法的传感器信号故障诊

断方案在回热型微型燃气轮机平台上的应用，首先依

据 MBD 的要求，在 Simulink 软件中建立了微型燃气

轮机部件级模型，并采用试验数据对设计点及非设计

点进行数据匹配，动态误差在 4%以内，具有较高的

精度，采用基于模型的方法，设计了故障诊断与隔离

模块。通过代码生成方式将数字模型集成到仿真计算

机，并将控制逻辑集成到控制器中，并与数字仿真结

果进行对比，最大误差不超过 0.1%。对诊断精度进行

对比，由 HIL 平台与数字仿真得到的结果有很高的

一致性，最大差距在 1%以内。本方法实现了从数字

仿真到硬件在环仿真平台的转移，提高了控制算法在

硬件在环平台集成的效率，为之后提高故障诊断算法

精度与进行容错算法测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图 15 转速信号滤波效果

图 17 动态时故障WSSR

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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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作为世界航空工业巨头的

研发重点，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已经历 4 个发展

阶段[1-2]，双转子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几乎已经做到了

极致。为深入挖掘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性能，GE 公司

推出一系列以大流量核心机为基础的大涵道比发动

机，代表产品为 GE90 及 GEnx 等[3]；RR、PW 公司等世

界航空工业巨头则另辟蹊径，先后在结构复杂精密的

3 转子、齿轮传动等技术领域进行探索并付诸实践，设

计了先进的 Trent-XWB 与 PW1000G 系列发动机[4-5]。

无论是 3 转子发动机还是齿轮传动风扇发动机，整机

技术的不断提升是建立在一系列部件设计技术创新

发展的基础上的。对于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高、低压

涡轮过渡段是影响涡轮性能的重要部件之一，尤其对

低压涡轮性能影响显著[6]。高压涡轮流出的气流进入

低压涡轮导叶前，通常会先流经过渡段内较长的整流

支板，这无疑会增加气体能量损失与涡轮部件质量。

因此设计人员试图将支板与低压涡轮第 1 级导向叶

片的功能合二为一。侯朝山等[7]以 E3 发动机涡轮过

渡段为研究对象，取消了低压涡轮第 1 级导向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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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设计了支板叶型，使支板同时承担结构和气动功

能；Martin Hoeger 等[8]在专利中提出 1 种整流支板与

导向器一体化的大、小叶片组合叶栅结构形式，即大、

小叶片按一定数量比例交错设置，具有一定厚度的大

叶片起到结构支撑与容纳管路等作用，小叶片起到低

压涡轮第 1 级导向叶片的作用，这样既能缩短涡轮部

件长度、减轻质量、减少零件数，又能更加充分满足结

构与气动设计要求。

针对大、小叶片讨论较多的是在压气机上的设计

与应用，国内外相关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9-11]。在涡轮

部件中，杨杰等[12]对采用大、小叶片形式的涡轮支板

与导叶一体化过渡段进行气动性能分析，但对用于涡

轮支板与低压涡轮第 1 级导向叶片一体化的大、小叶

片组合叶栅气动设计方法方面尚无更详细的资料。

本文基于常规叶型参数化设计思想，通过对主要

造型参数匹配研究，提出 1 种针对低压涡轮支板与导

向器功能一体化的大、小叶片叶栅参数化设计方法，

并据此完成某低压涡轮支板与导向器一体化的大、小

叶片组合叶栅设计与分析。

1 大、小叶片组合叶栅设计

1.1 现有大、小叶片组合叶栅设计方法

常规涡轮造型方法发展至今已经比较成熟，开发

了多种不同的造型工具[13-14]，无论何种方法，基本思想

都是将叶型几何进行参数化表征，并结合光滑曲线完

成造型，最具代表性的是 Pritchard[15]提出的 11 参数

法，目前常规涡轮叶型的主要参数化造型方法均由

11 参数法发展而来。

过渡段支板与低压涡轮导向叶片一体化的大、小

叶片组合叶栅设计与常规叶型设计有所不同，在设计

中要考虑大、小叶片的流动匹配，同时要满足结构设

计对大叶片几何尺寸和积叠形式等要求。由于存在

大、小 2 种不同叶型，无法像常规叶片一样采用统一

的造型参数表示。J.P. Solano 等[16-17]提出 1 种将参数

法与非参数法相结合的大、小叶片设计思路：先利用

参数法完成单一小叶片叶型参数化设计，在此基础上

利用非参数化的方法，将部分小叶片喉部前段型线沿

轴线向前缘方向延长，得到长度和厚度满足需求的大

叶片，如图 1 所示。该方法优点是组合叶栅设计简便，

各叶栅槽道收敛度的一致性较好，缺点是大、小叶片

的叶型设计关联性弱，通过延伸小叶片所获得的大叶

片的叶型造型数据不易参数化，叶型设计结果对工程

师的经验水平依赖性强，叶型气动性能稳定性差。

1.2 大、小叶片组合叶栅参数化设计方法

首先将叶型进行常规参数化表达，主要造型控制

参数有进口构造角 琢1、出口构造角 琢2、安装角 兹、尾缘

弯折角 啄、前缘楔角 W 1、尾缘楔角 W 2、弦长 L、前缘半

径 r1、尾缘半径 r2、喉部宽

度 t、叶片数 N、叶型径向

位置 R 以及稠度 s，同时

利用 2 条 3 阶贝赛尔曲线

描述叶背型线，1 条 3 阶贝

赛尔曲线叶盆型线，确保

叶型结合的光滑平顺。主

要叶型参数如图 2 所示。

进行大、小叶片组合叶栅设计之初做如下规定：

（1）大叶片数量为 N，沿圆周方向均匀分布，每 2

个大叶片之间等栅距均匀布置 m 个整流叶片，支板

叶片与整流叶片对齐方式为尾缘对齐，则总叶片数为

（m+1）·N；
（2）初定叶型进口构造角等于来流气流角；

（3）初定大、小叶片具有相同的出口构造角 琢2、尾

缘弯折角 啄、尾缘楔角 W 2、尾缘半径 r2 与喉部宽度 t。
在上述前提下，首先

假设全部（m+1）·N 个叶片

均为大叶片，利用常规参

数化方法完成大叶片叶型

设计，获得大叶片的全部

造型参数以及叶片外形，

大、小叶片叶型参数如图 3

所示。

完成大叶片造型后，再假设全部（m+1）·N 个叶

片均为小叶片，利用常规参数化方法进行叶型设计。

此时小叶片的主要造型参数中，只有进口构造角

琢1-splitter、安装角 兹1-splitter、前缘半径 r1-splitter 以及前缘楔角

图 1 涡轮大、小叶片方案[16]

图 2 涡轮叶型参数

图 3 大、小叶片叶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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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1-splitter 待确定，其中进口构造角 琢1-splitter 和安装角

兹1-splitter 的确定过程是建立大、小叶片叶型参数关联关

系的重要步骤，方法如下：

初步给定大叶片轴向宽度 Lax 与小叶片的轴向宽

度 Lax-splitter 的比例因子 k
Lax-splitter = k·Lax （1）

气流从大叶片前缘流动至小叶片前缘时，气流流

动方向发生偏转，因此小叶片的进口构造角 琢1-splitter 需

要结合大叶片进口构造角 琢1 与气流从大叶片前缘流

动至小叶片前缘时的偏转量 Δ琢 来确定。

为方便建立几何关系，对叶型进行合理简化，即

将大叶片叶型中弧线简化为 1 段圆弧，圆弧的 2 个端

点分别为大叶片叶型中弧线的前缘点与尾缘点，圆弧

对应的弦长即为大叶片弦长 L，如图 4 所示。根据几

何关系容易得到，该段圆

弧对应的圆心角 琢0 为进

口构造角 琢1 与出口构造

角 琢2 之和的补角，叶型初

始设计阶段，假设进、出口

气流角与构造角相同，那么

琢0 即为气流从大叶片前缘

流动至尾缘时的偏转角

琢0 = 180毅-(琢1+琢2) （2）

在表征大叶片弦长的线段上，以圆弧尾缘点为起

点，截取长度为 k·L 的线段 P1P2，以 P1 为起点绘制 1

条平行于额线的线段与中弧线圆弧交于 P0，认为线段

P0P2 代表小叶片弦长，P0P2 与圆弧弦长线的夹角 琢x 可

认为是大叶片与小叶片的安装角差值。

分别过圆弧前缘和 P0 做半径 R1、R2，根据相关几

何关系，容易得知 R1、R2 形成夹角为 2琢x。假设气流从

大叶片前缘流动至尾缘时，气流偏转角度沿大叶片中

弧线圆弧均匀变化，即气流角的偏转角度等于其流过

的圆弧的圆心角角度，那么半径 R1、R2 的夹角 2琢x 就

代表了气流从大叶片前缘流动至小叶片前缘时气流

角的变化量。

根据上述分析，只要求解出 琢x，就能够得到小叶

片的进口构造角 琢1-splitter 和安装角 兹1-splitter，完成大、小叶

片叶型参数关系的建立，主要推导过程如下。

容易得到以下角度关系

琢0 = 2(琢x+琢y) （3）

近似取

兹 ≈ 90-兹1 （4）

根据三角形正弦函数关系，可得

(1-k)L
sin (兹+琢y)

sin 琢y =
k·L

sin (兹-琢x)
sin 琢x （5）

由式（2）~（5）联合求解可得

sin ( 1
2
琢0)cot 琢x-cos ( 1

2
琢0)

sin (兹+ 1
2
琢0)cot 琢x-cos (兹+ 1

2
琢0)

= （6）

k
1-k · 1

sin 兹 cot 琢x-cos 兹
在式（6）中，只有 琢x 是未知量，将其他已知量带

入后很容易求解出 琢x 的具体数值。由于其代数关系

式较复杂，此处不具体列出。

得到 琢x 的具体数值后，便可得到小叶片的进口

构造角与安装角为

琢1-splitter = 琢1 + 2琢x （7）

兹1-splitter = 兹1 + 琢x （8）

对应小叶片的弦长 Lsplitter 为

Lsplitter = k·Lax

cos 兹1-splitter
（9）

根据经验，过渡段支板与导向叶片一体化的叶片

稠度 ssplitter 取值范围为 1.1≤ssplitter≤1.2，若不满足此约

束范围，需改变每 2 个支板叶片之间的整流叶片数

m，重新开展支板叶片与整流叶片设计。亦可在完成

大叶片设计并确定比例因子 k 后按式（10）确定 m 值

m = 2仔·R·ssplitter·cos 兹1-splitter

N·k·Lax
- 1
2蓘 蓡 （10）

式中：ssplitter 可暂取 1.15，也可根据工程师经验或实际

情况估算。

大、小叶片的前缘楔角和前缘半径可酌情给定，

原则以保证叶型几何光滑平顺为准。

2 方法应用与仿真验证

根据某发动机高、低压涡轮过渡段支板与导向叶

片一体化的叶型设计需求，利用上述方法开展叶型方

案设计。该发动机涡轮过渡段支板与导向叶片设计参

数具有一定代表性，能够说明本设计方法的适用范

围。规定大、小叶片数量比为 10∶30，比例因子 k 取

0.47，完成大叶片造型后，求解出辅助角 琢x 为 7.86毅，
最终设计完成的大、小叶片叶型参数见表 1。

计 算 域 网 格 划 分 与 求 解 工 具 为 NUME-

CA-FINE/Turbo 软件包，对设计方案进行 3 维定常计

图 4 叶型参数几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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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叶栅中截面主要造型参数

大叶片

116.4

29.9

126

41

95.1

28.1

65

11

23.1

33.7

14.83

2.00

参数

进口构造角 琢1/渊毅冤
出口构造角 琢2/渊毅冤
弦长 L /mm
安装角 兹/渊毅冤
轴向宽度 Lax /mm
喉部宽度 t /mm
前缘楔角 W 1/渊毅冤
尾缘楔角 W 2/渊毅冤
尾缘弯折角 啄/渊毅冤
气流折转角 驻琢/渊毅冤
最大厚度 Cmax /mm
稠度 S

小叶片

132.1

29.9

63.8

48.9

41.5

33

75

11

23.1

18.0

9.5

1.12

算分析。进口边界条件给定总温、总压和进口气流角，

出口给定静压，湍流模型

为 S-A 模型，工质为自定

义物性燃气，实际气体。

大、小叶片组合叶栅网格

节点数 237 万。设计方案

与计算网格如图 5 所示。

为分析方便，对小叶片按照相应位置编号，如图

6 所示。各叶栅槽道中截面收敛曲线如图 7 所示。槽

道未出现局部扩张，均为收缩槽道。不同槽道间的收

敛度差异主要由叶型几何参数造成。

各叶片表面极限流线如图 8、9 所示。受通道涡和

端壁横向流动的影响，各叶片吸力面与压力面极限流

线流动趋势有所不同[18]，总体分布平滑，大、小叶片带

来的叶栅槽道周向不对称并未引起流动分离等现象。

大叶片不同叶高截面表面静压分布曲线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约 0.53 倍弦长处的黑色竖线为小

叶片前缘所在位置，大叶片表面压力分布曲线光滑，

表面压力分布受小叶片的影响较小。

不同叶高截面各排小叶片表面静压分布曲线对比

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不同小叶片的载荷水平存

在明显差异，结合图 6 可发现静压分布具有以下特点：

1、2 号叶片压力面的静压分布基本一致，2、3 号叶片吸

力面静压分布基本一致，1 号叶片吸力面与 3 号叶片

压力面静压则明显偏低，1 号小叶片载荷最大，3 号小

叶片载荷最小。气体进入叶栅槽道后，气体受大叶片的

作用气流角沿轴向发生变化，使得各小叶片进口攻角

也存在差异：1~3 号叶片攻角变化趋势是从正攻角（或

小负攻角）偏向负攻角（或更大的负攻角）。

对于常规涡轮叶栅，气体流经叶栅槽道时会膨胀

加速，吸力面对气流的加速效应强于压力面的，导致

吸力面与压力面存在一定压差。对于大、小叶片组合

叶栅，将流动区域分为 2 部分：大叶片进口到小叶片

进口之间为过渡区，小叶片进口到叶栅出口为组合

区，如图 12 所示。

图 5 计算网格

图 6 小叶片与槽道编号 图 7 不同叶栅槽道收敛度

曲线

（a）压力面 （b）吸力面

图 8 大叶片表面极限流线 （a）小叶片 1

（b）小叶片 2 （c）小叶片 3

图 9 小叶片表面极限流线

（a）10% h

（b）50% h （c）90% h
图 11 小叶片不同叶高表面静压分布

图 10 大叶片表面静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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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先受到大叶片构

成的过渡区流道的加速作

用，因此气流进入组合区

流道前相当于受到预先加

速膨胀，在总压损失很小情况下，靠近吸力面的气体

膨胀更充分，马赫数更高，对应静压更低。在此情况下

组合区 4 个槽道的进口压力由 A 到 D 逐步降低（如

图 13 所示）。由于槽道 A 进口压力较高，在 4 个槽道

喉部面积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槽道 A 内气体膨胀加

速明显，导致盆背压差较大；槽道 D 进口压力较低，

进、出口压差较小，叶栅收敛度较小，气体在叶栅槽道

内膨胀不明显；槽道 B、C 进口压力相差不大，叶栅槽

道几何形状相同，所以气体膨胀加速基本相同。这与图

11 中不同叶片表面压力分

布差别相对应，叶片 1 吸力

面压力最低，叶片 3 压力面

压力最低，叶片 2、3 叶片表

面压力分布基本一致。

为进一步对比分析大、小组合叶栅中大叶片对涡

轮流场的影响，对不包含大叶片的常规叶栅进行相同

边界条件下的流场计算。组合叶栅 2 号小叶片与常规

叶栅叶片中截面静压分布曲线对比如图 14 所示。从

图中可见，二者压力曲线

分布基本一致，进一步表

明大叶片对流场中其他

叶片的影响范围主要在

与之相邻的小叶片，槽道

中间的 2 号小叶片表面

载荷并未受到显著影响。

叶栅主要气动参数对比见表 2，可看出组合叶栅

与常规叶栅出口气流角与马赫数差别很小，组合叶栅

总压恢复系数比常规叶栅的仅有微小减小，气动性能

保持良好。

组合叶栅各通道出口平均气流角相差不大于

2毅，出口平均马赫数相差不超过 0.2，流量比例相差不

超过 2％。

出口截面马赫数与气流角对比如图 15、16 所示。

从图中可见，组合叶栅出口截面的参数分布与常

规小叶片叶栅出口的存在局部微小差异，总体分布趋

势保持一致，均匀性良好。

为简要分析组合叶栅的变工况性能，开展组合叶

栅与常规叶栅在变攻角情况下的计算对比。2 种叶栅

进口攻角在 -10毅~+15毅内变化时的总压恢复系数对

比如图 17 所示。从图中可见，进口攻角在 -5毅~+10毅
内，本方案设计的组合叶栅与常规叶栅的总压恢复系

数基本相同，在此范围之外，组合叶栅的总压恢复系

数略低于常规叶栅的，但

差距不高于 0.005。综合权

衡组合叶栅设计方式在缩

短部件尺寸、降低部件质

量方面带来的收益，由此

带来的微小总压损失完全

可以接受。

在 3 种来流攻角-10毅尧0毅与+15毅下袁 组合叶栅小

叶片与常规叶栅叶片前缘附近截面的湍流黏度比等

值线如图 18 所示袁从图中可见袁在 0毅攻角下袁组合叶

栅小叶片前缘附近截面湍流黏度比分布与常规叶栅

叶片的基本相同，未出现强度较大的漩涡结构袁但
在-10毅与+15毅攻角下，组合叶栅中大叶片受到来流攻

角变化的影响，分别在压力面与吸力面侧出现强度较

大的漩涡结构，降低了小叶片进口流场质量，增加了

叶栅气动损失。

需要说明的是，本方案采用各小叶片叶型一致、

叶片等栅距布置及槽道喉部宽度基本相等的设计，各

图 12 叶片组合叶栅分区

图 13 50％叶高截面马赫数

表 2 组合叶栅各通道出口参数对比

C

58

0.69

25.5

0.981

B

57.9

0.7

25

0.981

A

57.8

0.7

25

0.981

常规

叶栅

57.7

0.68

0.982

出口气流角 /（毅）
出口马赫数

流量比例 /%

总压恢复系数

D

59.8

0.68

24.5

0.981

组合叶栅通道

（a）常规叶栅

（b）组合叶栅

图 15 出口截面马赫数

（a）常规叶栅

（b）组合叶栅

图 16 出口截面气流角

图 17 总压恢复系数

随攻角变化

图 14 不同叶栅小叶片

中截面静压曲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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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栅出口参数产生差异主要因各槽道收敛性不同所

导致。如果追求更好的气动性能，可对各小叶片单独

设计不同叶型，并改变栅距、安装角及进口构造角等

参数，能够使大、小叶片组合叶栅的总压恢复系数在

一定的攻角变化范围内提高至不低于常规叶栅的水

平，但设计方式复杂；如果综合考虑气动设计、结构设

计及加工制造成本等现实因素，那么当前方案设计思

路具有更好的工程实用价值。

另外，本文大、小叶片叶型参数化设计方法是基

于大涵道比航空发动机高、低压涡轮过渡段与低压涡

轮第 1 级导向叶片的气动特征提出的，在其他类型涡

轮叶片气动设计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3 结论

本文提出了 1 种大、小叶片组合叶栅的参数化设

计方法，并完成大、小叶片形式的过渡段支板与导向

叶片一体化气动设计与分析工作，所得结论如下：

（1）实现了基于常规叶片造型方法的全参数化

的大、小叶片组合叶栅造型设计，大、小叶片叶型参

数化程度高，叶型参数关联性强，对设计人员经验

依赖性低。

（2）相比常规叶栅，采用本文方法设计的大、小叶

片组合叶栅叶型匹配良好，出口气流场具有良好的周

期性与均匀性，且来流攻角在 -10毅~+15毅内，总压恢

复系数基本一致。

（3）在大、小叶片组合叶栅中，大叶片会显著改变

与之相邻小叶片表面载荷分布，具体表现为大叶片压

力面侧的小叶片载荷增大，吸力面侧小叶片载荷减小，

但槽道中间的小叶片表面载荷受大叶片影响甚微。

大、小叶片变栅距、小叶片叶型精细化设计等更

加复杂的设计方式及其对气动性能的影响还需开展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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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根倒角对微小型离心压气机气动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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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叶根倒角对微小型离心压气机流场及气动性能的影响，对 1 个带有分流叶片的微小型离心压气机进行数值模

拟及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对主叶片及分流叶片表面的静压分布影响不大，压气机总压比几乎不变，但效率提高

明显，最大可提高 0.99%。压气机效率的提高，一方面是由于通道涡的削弱减小了损失；另一方面是主叶片吸力面根部附近低速区减

小和流线弯曲程度降低，提高了根部附近的流通能力，减少了横向流动，从而减小了二次流的损失。另外，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变大，

降低了叶片出口处气流的不均匀性，从而减小了损失。

关键词：离心压气机；叶根倒角；最小角度；气动性能；数值模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2.003

Influence of Blade Root Fillet on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Miniature Centrifugal Compressor
HUANG Zhi-hao袁LIU Jing-yuan

渊College of Aircraft Engineering袁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袁Nanchang 330063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he blade root fillet on the flow field and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the miniature

centrifugal compressor袁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a miniature centrifugal compressor with splitter blades we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nimum angle of blade root fillet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sta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 on the surface
of the main blade and the splitter blade. The total pressure ratio of the compressor is almost unchanged袁 and the efficiency obviously
increases by 0.99% at the maximum. On the one hand袁the improvement of compressor efficiency is due to the weakening of the channel
vortex to reduce the loss. On the other hand袁the decrease of the low speed region near the suction surface root of the main blade and the
decrease of the streamline bending degree improve the circulation ability near the root and reduce the transverse flow袁 thus reducing the
loss of the secondary flow. In addition袁the increase of the minimum angle of blade root fillet reduces the flow inhomogeneity at the outlet
of blade袁 thus reducing the loss.

Key words: centrifugal compressor曰blade root fillet曰minimum angle曰aerodynamic performance曰numerical simulation曰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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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数值模拟方法的发展及计算能力的提高，对

压气机流场细节开展深入研究越来越得到研究人员

的重视[1-3]。结构强度及工艺要求离心压气机在叶片与

轮毂相贯处均留有一定的倒角。倒角的存在影响压气

机叶片的角区效应，从而引起压气机气动性能的变

化。因此，权衡结构工艺要求和压气机的角区效应对

其气动性能的影响是数值模拟研究的重点。

Deburge LL 等[4]对叶根倒角影响的理论研究表明

端区倒角的存在可能会抑制流动分离；Curlett B P[5]随

后的试验中发现可控扩散叶型叶栅加入倒角后二次

流和损失增大，但在双圆弧叶型叶栅的试验中结果相

反[5]；Hoeger M 等[6-7]的数值结果表明，倒角使扩压叶

栅吸力面分离区减小甚至消失，可从原本的失速状态

转成附着流动状态；毛明明等[8]通过分析数值模拟结

果发现倒角引起跨声速轴流压气机性能有所降低；康

顺等[9]基于数值模拟结果发现叶根倒角会使离心压气

机转子流量和压比减小、效率降低，并明显影响倒角

处的流动结构及参数分布；王文涛等[10]结合试验和数

值模拟研究了倒角对压气机叶栅损失的影响，表明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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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的存在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压气机角区分离，但发

生角区分离时，倒角却导致尾迹损失有所增加；高丽

敏等[11]运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倒角半径及叶根倒

角最小角度对跨声速轴流压气机气动性能的影响，表

明倒角半径是影响转子性能的主要因素；李兰攀等[12]

通过数值方法研究了半径沿弦向变化的端壁倒圆对

低速压气机叶栅的性能影响，表明位于叶片前缘的倒

圆能更好地对来流进行分流，进而改善近端区域的流

动分离并减小逆流区；另外，季路成等[13-14]提出了二面

角原理，并将其应用于叶身 / 端壁融合技术中，几乎

在全工况下抑制了 R37 的吸力面角区分离，表明叶

片根部的局部修型可改善角区流动。

以上研究大多分析轴流压气机及叶栅的叶根倒

角对其气动性能的影响。对离心压气机而言，由于其

轴向尺寸小，边界层发展不如轴流压气机的充分。虽

然在离心压气机的中后部，边界层有一定的发展，但

是在对气体的压缩作用下，边界层厚度变小。另外，虽

然文献[9]等对离心压气机叶片倒角进行了研究，但其

关注点主要为中小型离心压气机（进气流量为几十千

克每秒以上）。近年随着微小型发动机（进气流量为 10

kg/s 以下）应用于各型无人机、反舰导弹以及巡航导弹

等动力装置中，微小型离心压气机得到快速发展[15]。而

且叶根倒角的存在降低了应力和应变大小的结论[16]

已基本形成共识（因为倒角的存在降低了应力集中）。

本文以 1 个带有分流叶片的高压比微小型离心

叶轮为研究对象，运用数值模拟及理论分析方法，通

过分析叶根倒角对压气机流场、通道涡结构、壁面极

限流线、叶片负荷等的影响，揭示了倒角对微小型离

心压气机叶轮气动性能的影响。

1 计算模型及数值方法

1.1 叶轮几何模型及参数

叶轮 3 维模型如图 1 所示。主要几何参数见表

1，其中主叶片及分流叶片数均为 7，叶顶间隙为均匀

间隙。

1.2 数值方法及边界条件

采用 Jameson 提出的有限体积方法求解 3 维可

压 缩 流 动 的 密 度 加 权 平 均 N-S 方 程 及

Spalart-Allmaras（S-A）湍流模型方程组。N-S 方程组

及湍流模型方程的对流项均采用 2 阶精度 Jameson

中心差分格式，N-S 方程组的黏性项及湍流模型方程

的扩散项均采用 2 阶精度的中心差分方法，采用 4 阶

Runge-Kutta 时 间 推 进 法 ， 计 算 的 CFL

（Courant-Friedrich-Levy）数 =2.0，同时采用多重网格

技术及隐式残差光顺等方法以加速计算的收敛速度。

压气机进口给定总温 293 K、总压 101325 Pa 和气流

方向与轴线夹角为 0毅；出口边界为压强出口边界条

件。叶片和轮毂壁面为绝热壁面边界条件并指定旋转

边界条件。叶轮转速为 85000 r/min，叶片排为周期对

称性，因此仅取 1 片主流及分流叶片进行数值计算。

1.3 算例验证及网格无关性分析

为验证上述计算模型及数值方法的可靠性及合

理性，选择文献[17]中压比为 4 的带分流叶片的离心

压气机试验进行验证。数值模拟中选择 43 万、86 万、

172 万 3 套网格进行网格无关性验证。叶轮性能曲线

的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对比如图 2 所示。图 2（a）的

总压比 - 质量流量的模拟结果与试验相比精度很高，

图 2（b）的等熵效率 - 质量流量的模拟结果与试验相

比趋势符合很好，相对误差在 5%以内。从图中可见，

网格数量为 86 万已能满足网格无关性，数值结果与

试验结果吻合较好。表明本文选择的数值模拟方案满

足要求。

2 加倒圆的实施方法

在传统机械加工中，倒角形状由倒角半径单独控

制，倒角与相邻曲面保证严格相切[11]。但在离心压气

机叶片加工中，满足相切条件的同时易引起刀具干涉

造成端壁过切。为保持端壁的完整性，叶根倒角圆弧图 1 叶轮 3维模型

进口轮毂直径

进口直径

出口直径

顶部间隙

19.2

63.4

87.5

0.178

表 1 叶轮主要几何参数 mm

（a）总压比 - 质量流量 （b）等熵效率 - 质量流量

图 2 叶轮性能曲线的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对比

4.5

4.0

3.5

3.0

2.5

0.9

0.8

0.7

0.6

试验
172 万
86 万
43 万

Mass flow/（kg·s-1）

4.74.54.34.1 4.74.54.34.1

试验
172 万
86 万
43 万

Mass flow/（kg·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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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轮毂壁面并不一定相

切，如图 3 所示。因此，叶

根倒角的几何结构主要由

2 个参数决定：倒角半径和

最小角度（倒圆外切线与

轮毂切线的最小夹角）[8]。

模型倒角半径均为 0.5 mm，叶根倒角最小角度

分别取为 30毅、45毅、60毅、75毅和 90毅（相当于无倒角）。不

同叶根倒角最小角度下的倒角附近网格细节如图 4 所

示。为了分辨叶轮叶根处的流场细节，在叶根附近进行

网格加密，倒角沿径向网格点数为 21 个。其中叶片表

面的第 1 层网格间距设为 0.002 mm，壁面 ymax

+
<10，平

均 y+<1，满足湍流模型对近壁网格尺度的要求。经过

网格独立性检

验，最终网格总

数约为 164 万，

网格无关性的曲

线此处从略。

3 计算结果及性能分析

3.1 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对性能曲线的影响

在不同叶根倒角最小角度下离心压气机的总压

比 - 质量流量及等熵效率 - 质量流量等性能曲线如

图 5 所示。性能曲线由背压与压气机进口压强比从

1.6～2.4 间隔 0.1 共 9 个及 1 个近失速背压等 10 个

背压工况计算得到。

从图中可见，叶轮与轮毂相贯处叶根的处理对压

气机的性能影响不可忽略。随着叶根倒角最小角度的

增大，从图 5（a）中可见，压气机的增压能力变弱，总

压比随之减小，但减小的趋势不大。另外，在阻塞流量

附近（背压减小但流量基本不变），叶根倒角最小角度

几乎对压气机总压比 - 质量流量曲线没有影响；远离

堵塞流量（背压增大），总压比随叶根倒角最小角度的

减小而增大，但在失速点附近增幅减弱，而质量流量

的变化趋势则相反。从图 5（b）中可见，随着叶根倒角

最小角度的减小等熵效率降低明显。在堵塞流量附近

虽然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几乎对压气机总压比 - 质量

流量曲线没有影响，但随着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减小等

熵效率降低；远离堵塞流量，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对等

熵效率的影响逐渐变大，随叶根倒角最小角度的减小

等熵效率明显降低。

不同叶根倒角最小角度下的总压比和等熵效率

见表 2。表中 5 个算例（仅改变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均

为进口给定总温 293 K、总压 101325 Pa 和气流方向

与轴线夹角为 0毅；出口边界限定流量为 0.37 kg/s 边

界条件（以此保证压气机流量不变，以便在同一条件

下比较分析）；叶轮转速为 85000 r/min。从表中可见，

叶根倒角最小角度由小变大时，总压比几乎不变，但

等熵效率提高明显。通过参数的对比分析可见，叶轮

与轮毂的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对压气机性能有一定影

响，在结构允许的条件下，应尽可能地增大叶轮与轮

毂的叶根倒角最小角度，以提高压气机的效率。

3.2 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对通道内部流场的影响

3.2.1 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对子午面流场的影响

不同叶根倒角最小角度下子午面相对马赫数等

值线及云图如图 6 所示。其中流动方向从左到右上，

图中与流动方向近垂直的横线从左到右依次分别为

主叶片前缘线、分流叶片前缘线和主、分流叶片的后

缘线。从图中可见，不同叶根倒角最小角度除对近叶

根区域流场影响比较明显外，对通道其他区域的影响

图 3 倒角参数

（a）30° （b）45°

（c）60° （d）75° （e）90°

图 4 主叶片前缘根部网格分布

（a）总压比 - 质量流量 （b）等熵效率 - 质量流量

图 5 不同叶根倒角最小角度的压气机性能曲线

叶根倒角最小角度 /（毅）
30

45

60

75

90

总压比

2.966

2.961

2.958

2.954

2.964

等熵效率 /%

81.17

82.16

82.66

83.04

83.62

表 2 不同叶根倒角最小角度下的总压比和等熵效率

R
R

Blade
兹

End-wall

3.2

2.8

2.4

2.0

0.9

0.8

0.7

0.6

30毅45毅
60毅
75毅
90毅

0.30

Mass flow/（kg·s-1）

0.35 0.40 0.45 0.50 0.30 0.35 0.40 0.45 0.50

Mass flow/（kg·s-1）

30毅45毅
60毅
75毅
90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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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叶高截面相对马赫数及相对流线分布

较小。随着叶根倒角最小角度的减小，近叶根区域主、

分流叶片前缘之间的部分流场低速区逐渐变大。一方

面，随着叶根倒角最小角度的减小，主、分流叶片叶根

倒角在前缘向与流动相反的方向延伸变大，对流场的

影响位置提前，从而导致低速区变大；另一方面，随着

叶根倒角最小角度的减小，叶根附近的叶片厚度增

加，致使在叶根附近的分流增强，边界层变厚，从而导

致低速区变大。另外，在分流叶片的前后缘之间靠近

叶根处，随着叶根倒角最小角度的减小，相对马赫数

等值线远离叶根，使边界层变厚。上述结果均使等熵

效率随着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减小而降低。虽然不同叶

根倒角最小角度对等熵效率的影响显著，但是由于叶

根倒角最小角度

的影响范围仅限

制在叶根很小的

区域，因此对总

压比影响不大。

3.2.2 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对 1%叶高流场的影响

不同叶根倒角最小角度下的 1%叶高截面相对

马赫数与相对流线分布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

着叶根倒角最小角度的增大，主、分流叶片的前后缘

附近低速区逐渐减小、通道出口高速区逐渐变大，表

明通道的流通能力逐渐增强。前缘向与流动相反方向

的延伸变大，对流动的阻滞提前，导致主叶片前缘附

近的流场随着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减小低速区增大、高

速区减小。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分流叶片的前缘附近

区域，只不过分流叶片根部的厚度较小，并且气体在

分流叶片附近已由主叶片作功压缩，因此导致分流

叶片的低速及高速区的变化没主叶片的显著。随着

叶根倒角最小角度的减小，在主叶片的吸力面肩部

附近的流场减速作用，以及分流叶片前缘区域对流场

的阻滞作用下，主叶片肩部区域随叶根倒角最小角度

的减小而变大。

随着流动向后流

动及相互作用，

上述影响积累的

结果导致在主、

分流叶片后部低

速区变化较大。

叶根倒角最小角度除了对主叶片后部的吸力面

及压力面流线的影响外，在其余区域影响很小。这也

说明主、分流叶片前缘对流场的影响随着流体向后流

动及其相互作用，不但对叶片尾部的流动速度大小有

影响，而且影响了流线分布。

不同叶根倒角最小角度下的 1%叶高截面熵分

布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各叶根倒角最小角度

下，在流动通道的后部及出口附近有明显的熵增。与图

7 进行对比分析可得，虽然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对主、分

流叶片前缘附近流场有影响，但是与流场后部相比影

响较小，因此在图 8 中通道的前、中部，熵变化很小；而

在通道后部却因通道前及中部倒角的影响及积累效果

导致流动低速区的变化很大。随着叶根倒角最小角度

减小，从图 7 中可见低速区快速增大，对应图 8 的熵变

较大。由于通道

前及中部倒角的

影响和积累效果

导致的后部流动

通道熵增是离心

压气机效率降低

的主要原因。

图 6 子午面相对马赫数分布

（a）30° （b）45°

（c）60° （d）75° （e）90°

Ma
0 0.2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Ma
0.20 0.4 0.6 0.8

（a）30° （b）45°

（c）60° （d）75° （e）90°

图 8 1%叶高截面熵分布

Entropy/（J/（kg·K））
0 200

（a）30° （b）45°

（c）60° （d）75° （e）90°

1501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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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主叶片压力面根部端区通道涡

图 9 S3面相对马赫数及近轮毂处的相对流线分布

Ma
0

（a）30° （b）45°

（c）60° （d）75° （e）90°

0.2

3.2.3 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对逆流的影响

不同叶根倒角最小角度下的 S3 面（主叶片吸力面

与分流叶片压力面之间的区域）马赫数分布与近轮毂

处的相对流线如图9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叶根倒角

最小角度的减小，近轮毂处的相对流线向主叶片吸力

面倾斜程度变大，并且近分流叶片压力面的低速流动

区变大。相对流线向主叶片吸力面倾斜使2次流加剧，

也使主叶片附近

的低速流动区增

加。上述现象均

导致压气机效

率降低。

主叶片吸力面的 3 维逆流区（黄色半透明区）分

布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叶根倒角最小角度越

小，主叶片近尾部的逆流区越大，而主叶片前缘附近

的逆流区则基本不变。逆流区的形成与来自轮毂处

的低速流动有很大关系，而低速流动则是因为近尾

部逆压梯度变大，流动减速较多，致使一部分流动

逆向。叶根与轮毂接触角越光滑，叶根附近横向流

动越严重（这一点可以从图 9 中的相对流线得到），

同时会使主叶

片吸力面的流

动状态恶化。

3.2.4 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对马蹄涡及通道涡的影响

各叶根倒角最小角度下的轮毂壁面极限流线如

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叶根倒角最小角度越小，叶

根处叶型厚度越大。流动通道的变化引起了壁面极限

流线的变化。由于叶根和轮毂之间的过渡更为光滑，

使得流体更容易平滑通过，导致鞍点更加靠近叶片

（图中黑线等长且位置相同）。另外，由于分流叶片与

主流叶片在近叶根区域的流场相互作用（不同叶根倒

角最小角度下作用程度不同），导致分流叶片压力面

与主叶片吸力面

附近的分离及再

附线随着叶根倒

角最小角度的变

化而改变。

各叶根倒角最小角度下的主叶片压力面端区 3

个截面的通道涡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叶根

倒角最小角度的减小，叶根与轮毂过渡变光滑，并且

叶根附近的通道截面面积减小。均导致叶根附近对流

动的分流作用增强，并且随着通道截面面积减小，横向

压力梯度增大（也可从图 9 中的流线随着叶根倒角最

小角度的减小向横向弯曲变大得到），对通道涡的横向

挤压作用增加，通道涡增强。对通道涡的挤压也使涡向

上抬起，导致随着叶根倒角最小角度的减小，叶根附近

的边界层变厚

（也可从图 6 中

看出）。上述变化

均导致流动的损

失，致使压气机

效率降低（图 5）。

3.2.5 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对出口流场的影响

不同叶根倒角最小角度下尾缘处沿叶高的出气

0.4 0.6 0.8 1.0

图 10 主叶片吸力面附近 3维逆流区分布

（a）30° （b）45°

（c）60° （d）75° （e）90°

Splitter_ps Impeller_ss

图 11 轮毂端壁极限流线

（a）30° （b）45°

（c）60° （d）75° （e）90°

（a）30° （b）45°

（c）60° （d）75° （e）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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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分布如图 13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叶根倒角最小

角度减小，50%叶高以下的出气角减小，表明叶片负

荷减小；但 50%~70%叶

高范围内出气角增大，

则叶片负荷也增大。综

合分析表明，虽然叶根

倒角最小角度减小导致

出气角沿叶高方向的不

均匀性变大，但变化并

不明显，因此对叶片总

体负荷影响不大（也可

从图 14 中得到），但随着叶根倒角最小角度的减小出

气角的不均匀性增强，导致压气机效率降低。

3.2.6 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对叶片负荷的影响

主叶片和分流叶片 5%叶高的叶片负荷如图 14

所示。虽然叶根倒角最小角度的变化对近轮毂处的速

度场有显著影响，但对 5%叶高负荷的影响并不大，

即叶根负荷并没有显著变化，只在分流叶片的后缘有

细微差别。对分流叶片后缘附近的负荷有一定影响的

原因是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对分流叶片叶根附近的速

度大小有一定影响（这一点见图 7 中的分流叶片附近

的速度云图）。

本文虽然只给出了主叶片和分流叶片的 5%叶

高的压强分布，但在其他叶高下叶片表面压强分布的

分析也可得到同样结论，此处从略。

主叶片吸力面的静压等值线及云图如图 15 所

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叶根倒角最小角度的变化，主叶

片吸力面的压强分布几乎不变。表明叶根倒角最小角

度对叶片负荷影响较小。因此，叶根倒角最小角度的

变化时总压比几乎不变。这也印证了图 5（a）的叶根

倒角最小角度变化对总压比的影响较小的结论。

虽然只给出了主叶片吸力面的静压等值线及云

图，但对主、分流

叶 片 压 力 面 及

分 流 叶 片 吸 力

面 的 分 析 也 可

得到同样结论，

此处从略。

4 结论

本文采用数值模拟及理论分析方法研究了不同

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叶根倒圆外切线与轮毂切线的最

小夹角）对叶轮气动性能的影响。通过对气动性能参数

对比、流场结构和叶片负荷等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变大，压气机总压比几乎

不变，但效率提高明显。在压气机质量流量为 0.37

kg/s 的典型工况下，叶根倒角最小角度每提高 15毅，效
率提高约 0.38%；而在 30毅增大到 45毅时，效率提高最

明显为 0.99%。

（2）虽然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对叶根附近的速度、

通道内的流线、逆流区、通道涡、轮毂极限流线等的影

响很大，但由于其对压气机叶片流场的影响范围有

限，并且所影响的均为压气机通道流动的低速区，因

此，叶根倒角最小角度对主叶片及分流叶片表面的静

压分布影响不大，故压气机总压比几乎不变。

（3）叶根倒角最小角度的变大使压气机效率提高

的原因，一方面由于通道涡的削弱减小了损失；另一

方面分流叶片根部附近低速区的减小、流线弯曲程度

降低，提高了根部附近的流通能力，减少了横向流动，

从而减小了二次流的损失。另外，叶根倒角最小角度

变大降低了叶片出口处气体的不均匀性，从而减小了

损失。

（4）由于叶根倒角的存在降低了应力集中，权衡

结构工艺要求和压气机的角区效应对压气机气动性

能的影响，最小角度不应太小或太大。建议最小角度

的取值为 45毅左右。

图 13 沿叶高方向的出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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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传统 Kohonen 网络对未知样本识别时的不可辨识性和分类结果不惟一性问题，利用改进的 Kohonen 网络对航空发

动机进行分类故障诊断，并利用混合粒子群优化算法对网络连接权值进行优化，以提高 Kohonen 网络在分类故障诊断中的通用性

和容错能力。对 GE90 发动机的孔探图像纹理特征识别进行对比。结果表明：改进的 Kohonen 网络在分类故障诊断中有较强的实用

性，分类准确率高于常用神经网络模型和支持向量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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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长期在高温、高压、强振动等恶劣工

作环境下，受到腐蚀、磨损、疲劳、积污等侵害，不可避

免地发生性能衰退、振动加剧、磨损严重等故障征

兆[1]。开展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研究对提高排故效率、

缩短维修周期、降低维护成本、保障飞行安全具有重

要意义。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航空发动机生产厂

商和用户对发动机的故障监测、诊断方法进行了大量

研究，逐渐形成了基于发动机气路性能监控、滑油系

统监控、振动监控和无损检测的发动机故障诊断技

术，使得航空发动机的维修保障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开发的联合攻击战斗机（Joint

Strike Fighter，JSF）项目，通过状态监控与健康管理

技术，使得 JSF 与 F-16 战斗机相比，在人力费用方面

降低约 30%，设备保障费用方面降低约 50%，而架次

生成率却提高了约 25%[2]。国内自 80 年代开始逐渐

开展航空发动机的故障诊断技术研究，有效提升了中

国航空发动机的维修保障水平。1988 年，北京飞机维

修工程公司等 4 家单位联合开发了发动机监控和诊

断（Engine Monitoring and Diagnosis，EMD）系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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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航空发动机的趋势预测和故障诊断的功能[3]；国

内学者在总结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故障诊断中的各

类数学模型方法的基础上，出版了航空燃气涡轮发动

机故障诊断理论专著《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导论》[4]，

提高了中国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的理论水平。

随着传感器技术的快速发展，基于数据驱动的故

障 诊 断 技 术 得 到 了 广 泛 应 用 。 传 统 Kohonen

（Traditional Kohonen，T-Kohonen）网络作为基于数据

驱动的智能数据处理方法，在样本分类、模式识别

中有广泛应用[5]。范作民、白杰等利用 Kohonen 网络

的自组织特效，提取航空发动机的运行特征，进而识

别航空发动机的运行状态[6]。基于 Kohonen 网络的数

据聚类特性，Kohonen 网络在航空发动机滑油系统健

康状态评估中得到了广泛应用[7]，同时也被广泛地应

用于电力[8]、机械[9]、网络[10]等其他工业系统的故障诊

断中。T-Kohonen 网络采用无导师竞争学习策略调整

权值，使不同的神经元对不同的输入类别敏感，从而

特定的神经元在分类诊断中可以充当某一输入类别

的判别器。研究表明：针对大样本数据聚类问题，存在

聚类结果不惟一性和不可辨识性的问题，限制了

T-Kohonen 网络的应用效果。

本文提出 1 种带监督策略的改进的 Kohonen

（Improved Kohonen，I-Kohonen）网络，该网络利用混

合粒子群优化（Hybri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H-PSO）算法优化网络初始权值，克服 T-Kohonen 网

络存在的缺陷，以确保识别结果的惟一性和可辨识性。

1 T-Kohonen 网络

1.1 T-Kohonen 网络学习算法

T-Kohonen 网络的拓扑结构如图 1 所示。输入层

神经元为 1 维阵列，神经元数等于输入向量的维数

m，竞争层神经元按 2 维阵

列形式排列，取神经元数

为 n，输入层和输出层神

经元之间由可变权值 棕1ij

（i=1，2，…，m; j=1，2，…，

n）连接。

T-Kohonen 网络采用基于 winner-take-all 规则

的竞争学习策略[11]，具体学习过程如下：

（1）网络初始化。随机设定 m伊n 维权值 棕1 的初

始值，设定领域范围 R∈(rmin，rmax)，学习效率 浊∈(浊min，

浊max）以及网络学习次数 gmax 的初始值。

（2）计算并确定获胜神经元。第 t 次学习的输入

样本 x(t)=(x1，x2，…，xm)与竞争层神经元 j 之间的距离

为欧式距离。把与输入样本 x 距离最小的竞争层神经

元 c (t)作为 t 次学习获胜神经元，并令 P为神经元的

位置，其中 Pc(t)为获胜神经元 c 在第 t 次学习时的位

置，Pk 为神经元 k 的位置。

（3）产生优胜领域。以获胜神经元 c(t)为中心的优

胜领域为

晕c(t)(k)=(k|find(norm)(Pc(t),Pk))<R(t) （1）

式中：k=1，2，…，n；函数 norm(·)用于计算 2 神经元间

的欧氏距离；函数 find(·)用于确定符合要求的神经

元；按下式自适应更新 R 和 浊
R（t）=rmax-t/gmax·(rmax-rmin)
浊（t）=浊max-t/gmax·(浊max-浊min)
嗓 （2）

（4）更新神经元 c(t)及其优胜领域 Nc(t)(k)的权值

棕1ij(t+1)=棕1ij(t)+浊(t)·(x(t)-棕1ij(t)) （3）

（5）若 t+1<gmax，则返回步骤（２），否则结束学习

过程。

1.2 T-Kohonen 网络存在的问题

通过研究文献[12]中的大样本数据聚类问题，发

现 T-Kohonen 网络存在聚类结果不惟一性和不可辨

识性问题。文献[12]中的网络入侵数据见表 1，因入侵

数据有 38 维，则输入神经元数为 38，入侵数据来自 5

个类别，竞争层神经元往往要大于实际类别数，这是

为了避免竞争所产生的死神经元对聚类的影响[13]，故

竞争层采用 6×6 的 2 维阵列。

1.2.1 未知样本识别的不可辨识性

对于一些分属不同类别，但差异性较小的训练数

据，可能会出现映射同一神经元的情况，导致未知样

本识别时的不可辨识性。对 4000 组训练数据聚类后

的获胜神经元分布如图 2 所示。

对于位置为（1，1）的神经元而言，映射该神经元

的是 100 个类别为 2 的数据。但注意位置为（3，3）、

（4，4）、（6，4）、（6，5）的神经元，2 种类别的数据被映

表 1 网络入侵数据 [12]

5

44

8

4

580

78

3

115

15

2

1862

235

1

1399

164

项目

训练

测试

样本

总量

4000

500

类别

图 1 T-Kohonen 网络

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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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到同一神经元。在未知

样 本 被 划 分 到（3，3）、

（6，5）这 2 个神经元时，

其为小数据类别的概率分

别只有 8.3%、4.6%，这一

概率相对较小，可将未知

样本判入大数据类别；在

未知样本被划分到（4，4）、

（6，4）这 2 个神经元时，其

为小数据类别的概率分布

是 10.2%、38.4%，这一概率相对较大，则不宜再判入

大数据类别。这就造成了对未知样本识别时的不可辨

识性。

1.2.2 分类结果的不惟一性

网络连接权值随机设定，导致在划分未知样本类

别时，用不同初始权值可能得到不同分类结果，使得

分类结果具有随机性，不利于工程应用。如分别利用

T-Kohonen 网络对文献[12]中的数据进行 5 次识别试

验，就能得出 5 个不同的准确率数据，这正是由于初

始权值随机设定而造成的。

针对 T-Kohonen 网络存在的 2 大问题，本文提出

基 于 监 督 的 Kohonen （Supervised Kohonen， S-

Kohonen）网络，使最终输出结果为确定的类别，同时，

利用 H-PSO 算法对初始权值进行优化，并将交叉验

证（Cross Validation，CV）产生的分类精度的平均值作

为适应度值，既能保证获得分类的准确率最高，又能

保证分类的结果惟一。

2 S-Kohonen 网络

2.1 S-Kohonen 网络算法

S-Kohonen 网络拓扑结构如图 3 所示。通过在竞

争层后加入输出层，将无导师的学习策略变为有导师

监督的网络，输出层神经

元数与数据类别数相同，

设为 l，当表征某一类别

时，令该类对应的神经元

为 1，其余神经元全为 0。

输出层和竞争层通过 n·l
维权值矩阵 棕2 连接。

权值调整时，在调整输入层和竞争层优胜领域内

神经元权值的同时，还要调整竞争层优胜领域内神经

元与输出层之间的权值

棕2ij(t+1)=棕2ij(t)+浊1(t)·（Y L-棕2ij(t)） （4）

式中：j=1，2，…，n；s=1，2，…，l；浊1(t）为学习效率；Y L 为
训练样本所属类别标签向量。

从输入层到竞争层，为使同类神经元逐渐集中，

学习效率 浊 随学习次数逐渐减小，但从竞争层到输

出层，为使代表数据类别的输出层神经元获得较大的

权重值，从而清晰地表征未知样本类别，学习效率 浊1

随学习次数逐渐增大，其自适应更新为

浊1(t）=浊1min+t/gmax·(浊1max-浊1min) （5）

对测试样本 ttest 的识别通过如下 2 步实现：

（1）令 Ptk 为与 ttest 欧氏距离最短的第 k 个神经元

在分布图中的位置，则 Ptk 为

Ptk=(k|min(norm)(ttest,棕1ik))) （6）

T-Kohonen 网络正是通过位置为 Ptk 的神经元所

代表的训练数据类别来表征 ttest 的所属类别。

（2）ttest 的类别标签为

(ttest)label=(lo|max(棕2(Ptk，lo))) （7）

式（7）表明权值矩阵 棕2 的 Ptk 行最大值元素所对

应的列位置 lo 就是测试样本 ttest 惟一的类别标签输

出。因用 Y L-棕2js（t）来更新 棕2js（t+1），则 棕2 的初始值应

设为 n·l 维 0 值矩阵，使得在同一标准下权值逐渐累

加，实现判别 ttest 类别的效果。

S-Kohonen 网络由于网络连接权值 棕1 和 棕2 都是

随机设定的，利用文献[12]中的 4000 组训练数据训练

网络，并分别利用 4000 组训练数据和 500 组测试数

据检验网络的分类能力，共进行 5 次试验，结果见表

2。虽然 S-Kohonen 网络很好地解决了对未知样本识

别时的不可分辨性，但表 2 也直观地反映了其分类结

果不惟一性的问题依然存在。

2.2 H-PSO算法

普通 PSO（General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

图 2 获胜神经元分布

图 3 S-Kohonen 网络

拓扑结构

表 2 分类准确率结果比较

测试

99

99

99

99

99

训练

98.5

98.5

98.5

98.5

98.5

测试

97.8

98.8

97.4

98.4

96.6

训练

97.6

98.35

97.45

97.88

96.75

序号

1

2

3

4

5

数据准确率 /%

S-Kohonen 网络 I-Kohonen 网络

注：存在分类结果不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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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叶尖卷边 （b）腐蚀

（c）裂纹 （d）撕裂

图 4 GE90发动机 4种损伤

G-PSO）算法见文献[14]，本文提出 H-PSO 算法采用

基于最优个体策略的粒子自适应继承方式（Adaptive

Inheritance Mode Based on the Best Individuals Strate-

gy，AIM）策略来拓展整个解空间，同时引入自适应检

测响应机制（Adaptive Detecting Response Mechanism，

ADRM）引导粒子群跳出局部最优空间，确保获得全

局最优解。

2.2.1 AIM 策略

每个粒子代表 1 个潜在解，因对连接权值寻优，

则单个粒子可表示为 pi=(p1，…，pm·n)，设群体极值为

pg，通过随机设定继承系数 s1、s2，其中 1≤s1<s2≤m·n，
将群体极值 pg=(pg1，…，pgm伊n)的 s1～s2 位间的值复制到

粒子 pi 的 s1～s2 位间，通过继承产生 1 个保留群体极

值信息的新粒子 pinew。

对 pinew 是否具有进化下去的价值，则采用优秀个

体策略判断，判断方式为：若 fitness(pi)<fitnetss(pinew)，

则继承有效，用 pinew 替换 pi，否则继承无效，放弃pinew，

其中 fitness(·)为适应度函数，用于表征 PSO 算法的寻

优效果。

2.2.2 ADRM 策略

ADRM 策略的原理为：每间隔 琢 代进化作 1 次

适应度值检测，若当前进化到第 琢+i 代，则检测适应

度值 fitness琢+i(pg)<fitness(pg)的变化是否超过规定阈值

e。若超过，表明粒子群还在继续搜索最优解；若没超

过，则可能陷入局部最优解，算法保存当前最优解，并

触发响应：随机更新粒子群中一定比例粒子（本文选

取 50%的粒子更新）的 s3～s4 位间的值，s3 和 s4 也是

随机设定的，其中 1≤s3<s4≤m·n，使部分粒子自动跳

出该搜索区域，转入其他区域继续搜索。以后每隔 琢
代继续检查，根据检查结果作出是否响应的判断，直

到满足终止条件。

2.2.3 适应度函数的确定

文献[15]将 k-CV（k-Cross Validation）的交叉验

证精度作为适应度函数值，其具体算法为：将原始数

据随机分成 k 组，将每组数据分别作 1 次测试数据，

相应的(k-1)组数据作为训练数据，则可得 k 个分类

准确率，将 k 个分类准确率的平均值作为适应度值。

本文同样采用基于 k-CV 算法的适应度函数来计算粒

子 Pi 的适应度值，以保障样本训练时的分类准确率。

利用 I-Kohonen 网络对文献[12]中的数据进行处

理（表 2），通过对比可得：

（1）I-Kohonen 网络不仅避免了对未知样本识别

时的不可辨识性，还增强了 Kohonen 网络在实际应用

中的通用性和容错能力。

（2）AIM 策略能保证群体极值信息被保留，并拓

展了粒子搜索能力，确保对整个解空间的搜索。

（3）ADRM 策略确保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引导粒子

主动跳出局部最优空间，避免了因连接权值随机设定

而导致的分类结果不惟一性问题，同时只随机更改部

分粒子 s3～s4 位间的值，保证了对粒子群“社会信息”

的良好继承，使得转入其他区域搜索时，避免重复搜

索，加快了收敛速度。

3 航空发动机损伤数据分类

利用孔探图像可识别航空发动机内部因过热、振

动、磨损、侵蚀、撞击等形成的裂纹、撕裂、腐蚀、卷边、

烧伤、凹槽等各类损伤，这些损伤往往发生在发动机

特定部件上，直接威胁发动机运行安全。利用基于内

容的图像检索（Content-Based Image Retrieval，CBIR）

技术从颜色、纹理、形状等提取图像特征，建立图像数

据知识库，有利于对未知图像特征进行识别[16]。

文献[17]利用孔探 GE90 发动机获得关于叶尖卷

边、腐蚀、裂纹和撕裂 4 类损伤的图像，如图 4 所示。

提取 4 张图像的 10 个纹理特征分别建立 4 类损伤图

像数据库，共 112 组数据（见表 3），其中特征 f1 为角 2

阶矩均值，f2 为角 2 阶矩方差，f3 为对比度均值，f4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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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GE90发动机孔探图像特征数据

f7
1.0928

1.0608

1.1708

1.1590

f6
0.0052

0.0060

0.0005

0.0006

f5
0.9841

0.9819

0.9880

0.9975

f4
0.0482

0.0478

0.0176

0.0175

f3
0.1461

0.1429

0.0624

0.0617

f2
0.0064

0.0073

0.0022

0.0022

f1
0.1337

0.1478

0.1043

0.0979

序号

1

2

111

112

f8
0.0394

0.0410

0.0240

0.0236

f9
0.9484

0.9453

0.9694

0.9708

f10
0.0149

0.0160

0.0084

0.0080

类别标签

1

1

4

4

对比度方差，f5 为相关性均值，f6 为相关性方差，f7 为
方差均值，f8 为方差方差，f9 为逆差矩均值，f10 为逆差

矩方差，D 为损伤类型，1 为叶尖卷边，2 为裂纹，3 为

撕裂，4 为腐蚀。

为便于与文献[17]进行比较，将第 1～42 号数据

作为训练数据，第 43～84 号数据作为测试数据 1，第

85～112 号数据作为测试数据 2，分别验证网络的分

类能力。

设 I-Kohonen 网络的最大学习次数 gmax 为 1000，

优胜领域范围 R∈（0.4，1.5），学习效率 浊∈（0.01，

0.1），浊1∈（0.1，1），输入层神经元数 m=10，因类别数

为 4，采用 6×6 的竞争层分布，竞争层神经元数

n=36，输出层神经元数 l=4。
3.1 验证 H-PSO算法寻优效果

H-PSO 算法采用非线性惯性权重

棕= 棕s-棕e

2
·sin 仔

Tmax-1
·(t-1)+仔

2蓸 蔀 棕s+棕e

2
（8）

式中：棕s 为初始值；棕e 为最终值；Tmax 为最大进化代

数；t 为当前进化代数。

设粒子种群数量为 50，Tmax=200，k-CV 为 10，响

应 阈 值 e=10-3，棕s=0.9，棕e=0.4， 加 速 因 子 c1=1.2，

c2=1.7。为验证 H-PSO 算法较 G-PSO 算法在寻优方

面的优势，分别对 I-Kohonen 网络寻优 5 次，得到 5

组共 10 个 10×36 维的最优连接权值 棕1，具体数值

见表 4。

第 1 组 2 种寻优算法的最佳适应度值和平均适

应度值比较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H-PSO 算法的

最佳适应度值在进化到 127 代时再次发生改变，达到

最大值 82.91%，而 G-PSO 算法在第 33 代时达到

81.57%，最终适应度值再无变化。验证了 H-PSO 算法

具备尽可能地搜索整个解空间，且可自适应跳出局部

最优空间的特性。

利用 H-PSO 和 G-PSO 优化的分类结果比较见

表 4。从表中 5 组最优连接权值训练 I-Kohonen 网络

后所得分类准确率比较可见，H-PSO 算法能够获得

全局最优解，使 I-Kohonen 网络分类准确率最高，且

确保分类结果具有惟一性。

3.2 验证 I-Kohonen 网络性能

为验证 I-Kohonen 网络的性能，分别从分类准确

率和时间开销 2 方面对网络性能进行评价，并与

T-Kohonen 网络、LVQ 网络[18]、BP 网络[19]、SVM[20]进行

比较，同样为了验证分类结果的惟一性，任意选择每

个网络的 3 组试验数据，分类结果比较见表 5。其中

在试验基础上，确定 LVQ 网络采用 10×36 的网络结

构。BP 网络采用 10×36×4 的网络结构，训练目标为

0.001，网络权值随机确定。且各网络迭代次数均为

1000 次。SVM 采用高斯核函数，并利用遗传算法对惩

罚因子和核函数参数进行优化。

从表中可见，因有 H-PSO 对连接权值寻优，

I-Kohonen 网络分类准确率最高，同时时间开销也要

高于 T-Kohonen、BP、SVM 的。而 T-Kohonen 依然存

在不可辨识性。LVQ 网络同样作为有导师监督的竞

争型网络，时间开销最大，这与其学习过程中权值更

新方式有关，同时也反映出 I-Kohonen 网络结构在学

图 5 适应度值变化的比较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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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65

60

55

50

H-PSO 最佳适应度
H-PSO 平均适应度
G-PSO 最佳适应度
G-PSO 平均适应度

0 40 80 120 160 200

进化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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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利用 H-PSO和 G-PSO优化的分类结果比较

试验 4

82.91

100

95.24

85.71

82.61

100

95.24

85.71

试验 3

……

82.91

100

95.24

85.71

……

80.34

97.62

90.48

78.57

试验 2

82.12

100

95.24

85.71

81.75

100

90.48

82.14

最优权值

(10×36)

适应度值 /%

训练样本

识别准确率 /%

测试样本 1

准确率 /%

测试样本 2

准确率 /%

最优权值

(10×36)

适应度值 /%

训练样本

识别准确率 /%

测试样本 1

准确率 /%

测试样本 2

准确率 /%

H-PSO 优化

的准确率

G-PSO 优化

的准确率

试验 1

0.4409 … 0.0262

埙
0.7139 … 0.4226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82.91

100

95.24

85.71

0.7278 … 0.6175

埙
0.1367 … 0.8608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81.75

100

92.86

82.14

试验 5

0.3926 … 0.0728

埙
0.7779 … 0.3223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82.91

100

95.24

85.71

0.8608 … 0.7105

埙
0.4522 … 0.4025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81.75

100

92.86

82.14

表 5 基于不同算法的分类结果比较

SVM

100

71.43

85.71

57

100

71.43

85.71

53

100

71.43

82.14

56

BP

85.71

83.33

71.43

11

85.71

80.95

67.86

11

78.57

78.57

67.86

12

LVQ

100

92.86

78.57

189

100

88.10

78.57

190

100

92.86

78.57

193

T-kohonen

92.86

90.48

78.57

29

90.48

88.10

78.57

30

90.48

83.33

75.00

28

训练样本

识别准确率 /%测试样本 1

识别准确率 /%测试样本 2

时间开销 /s

训练样本

识别准确率 /%测试样本 1

识别准确率 /%测试样本 2

时间开销 /s

训练样本

识别准确率 /%测试样本 1

识别准确率 /%测试样本 2

时间开销 /s

试验序号

1

2

3

I-Kohonen

100

97.24

85.71

72

100

97.24

85.71

74

100

97.24

85.71

71

习过程中的简洁高效。BP 网络采用梯度下降的误差

反传算法更新权值，收敛速度快，由于对数据进行非

线性映射，对相关性大的样本识别率较差[21]，导致其

分类准确性最差。SVM 对测试样本 1 的分类准确率

较差，这与遗传算法对其参数寻优的效果有关系。除

了 I-Kohonen 网络，其他算法都存在分类结果不惟一

性的问题。

4 结论

（1）本文在结构上对 T-Kohonen 网络进行改进，

通过在竞争层后加入输出层，将无导师的学习策略变

为有导师监督的网络，有效避免了不可辨识性问题，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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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网络结构简洁，学习过程较快，增强了 Kohonen 网

络在分类故障诊断中的通用性和容错能力。

（2）本文提出基于 AIM 和 ADRM 策略的 H-PSO

算法，拓展了粒子搜索整个解空间的能力，同时能自

适应地引导粒子跳出局部最优空间，确保获得全局最

优解。

（3）利用 H-PSO 算法优化 Kohonen 网络的连接

权值，有效避免了 T-Kohonen 网络因连接权值初始值

随机设定而导致的分类结果不惟一性的问题，并确保

获得最高分类准确率，使得 I-Kohonen 网络能够满足

工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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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中等推力航空发动机工作性能，对其喷口控制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并通过台架试验对喷口等落压比和喷口转差

控制方法进行试验验证。结果表明：相比于等落压比控制方法，转差控制方法更利于精确调整发动机在节流状态下的性能，且可降

低发动机耗油率，更适合作为中等推力发动机的喷口控制计划；对全包线的各典型点进行验证，转差控制方法仍能满足发动机的控

制性能要求，且实施方便、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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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Nozzle Control Methods of Medium Thrust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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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working performance of medium thrust aeroengine袁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nozzle control methods

were carried out袁 and the control method of equal pressure drop ratio and slip control of nozzle was verified by bench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lip control method is more conducive to accurately adjust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ngine in throttling state than the equal
pressure drop ratio control method袁and can reduce the specific fuel consumption of the engine袁 which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nozzle control
plan of the medium thrust engine. The typical points of the full-envelope are verified袁 and the slip control method can still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engine control performance袁and the implementation is convenient and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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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尾喷管是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燃气发生器排

出的高压燃气膨胀加速后通过尾喷管排出发动机，从

而将燃气的可用功转化为动能，给发动机提供反作用

力，从而产生推力。尾喷管喉道（喷口）面积控制系统

同样是发动机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改变尾

喷管喉道面积，调节气流在尾喷管和涡轮中膨胀比的

分配，从而达到控制发动机工作状态的目的[1-9]。

随着飞机和发动机性能的不断提升，对发动机喷

口喉道面积的控制要求日趋提高。由控制简单的收敛

喷口到控制收扩喷口的喉道面积和扩散段面积。随着

推力矢量喷口的发展，控制策略又由控制喷口面积发

展到同时控制喷口面积和喷口转向[10-11]。发动机喷口

面积控制一般采用闭环控制。有的发动机采用低压涡

轮落压比为常数的闭环控制，使得加力状态时保持发

动机主机状态不变；也有的采用转差（压气机转速 N2

和风扇转速 N1 之间具有期望的转差）控制来保证工

作过程中的气动稳定性，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潜在的

失速或喘振风险[12-15]。

本文以某型中等推力发动机为研究对象，采用等

落压比控制方法和转差控制方法，利用台架试验对比

喷口控制并分析了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

1 等落压比控制方法

某型中等推力发动机等落压比控制原理如图 1

所示。其采用落压比 Pit 为主控制计划，通过落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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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D 调节器闭环运算得到喷口控制给定，再经过喷口

伺服回路调节器运算输出电流控制喷口执行机构动

作，调节进入喷口作动筒有杆腔和无杆腔的燃油流

量，控制喷口作动筒位置，达到期望的喷口喉道面积。

为了保证落压比 Pit 不太小，控制系统需要限制喷口

喉道面积不小于最小安全面积，在喷口控制中增加最

小喷口限制线 A 8_lim 限制。其中，为了保证喷口控制具

有较快的响应速度，通常喷口串级 PID 调节器的“内

环”及“外环”均采用位置式 PID 调节器。控制参数选

取需要综合考虑稳态和动态性能，工程中一般采用试

凑法，由于外环（落压比控制回路）受到发动机状态的

影响，通常需要在发动机台架试验中进行调试，在每

台发动机典型的压气机换算转速点获取 1 组控制参

数，即控制参数为压气机换算转速的函数；而内环（喷

口控制回路）主要与液压执行机构有关，不受发动机

状态的影响，通常在半物理模拟试验台进行液压伺服

回路闭环试验时获取 1 组控制参数即可。

等落压比控制计划常用于大推力发动机中，在加

力状态下保持发动机主机状态不变，而中等推力发动

机的落压比 Pit 的范围较窄，在常温下发动机从慢车

状态到中间状态 Pit 的变化约为 5援23耀6援57，变化范围

约为 1援34，因此控制变量落压比 Pit 的分辨率很低，即

Pit 变化很小，发动机状态就会变化很大，难以精确调

整发动机状态。而且在该控制计划下，节流状态的落

压比期望值 Pit_dem 很难通过计算或者试验得到，使得

发动机在节流状态下喷口一直受到最小限制线 A 8_lim

限制，只有在中间状态下落压比 Pit 才可能投入闭环

控制。而中等推力发动机对在节流状态下的耗油率是

有较高要求的，在节流状态下喷口一直受到最小限制

线 A 8_lim 限制后，只能通过调整风扇导叶角度控制计

划、压气机导叶角度控制计划或者压气机转速控制计

划调整发动机特性，但是调整这些控制计划均难以有

效降低发动机油耗。

相比之下，大推力涡扇发动机比中等推力发动机

的落压比 Pit 变化范围宽很多，以某型大推力发动机

为例，从慢车状态到中间状态下 Pit 变化为 3援8耀10袁变

化范围约为 6援2袁是该型中等推力发动机 Pit 变化范围

的 4援63 倍左右遥 因此袁 大推力涡扇发动机特性对 Pit

的敏感性要强很多。由于装机对象的不同，发动机对

在节流状态下的性能要求也不同，中等推力发动机主

要配装歼击机，机动性要求较高，对在节流状态下的

喷口控制功能性能要求更为苛刻。

总之，以落压比 Pit 为喷口控制的主控制计划对

中等推力发动机并不合适，还需要寻找 1 种更适合的

喷口控制方法。

2 转差控制方法

某型俄制中等推力发动机的喷口控制是以发动

机转差为主控制计划，即通过控制风扇转速 N1 达到

期望的发动机转差，来保证工作过程中的气动稳定

性，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潜在的失速或喘振风险。而从

慢车状态到中间状态下风扇转速 N1 变化为 40.7%～

98.7%，变化范围约为 58%，因此控制变量风扇转速

N1 的分辨率很高，可以通过微调风扇转速 N1 达到精

确调整发动机节流状态性能的目的。并且相关资料中

明确提到转差控制能够降低发动机耗油率。转差控制

原理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采用转差控制为主控

制计划，通过转差 PID 调节器闭环运算得到喷口控制

给定，再经过喷口伺服回路调节器运算输出电流控制

喷口执行机构动作，调节进入喷口作动筒有杆腔和无

杆腔的燃油流量，控制喷口作动筒位置，达到期望的

喷口喉道面积。另外，为了保证落压比 Pit 范围，在喷

口控制中增加最小落压比 Pit_min、最大落压比 Pit_max、最

小喷口限制线 A 8_lim 限制。同理，串级 PID 调节器的

“内环”及“外环”均采用位置式 PID 调节器，保证喷口

控制具有较快的响应速度，此外，控制参数选取需要

综合考虑稳态和动态性能。

3 试验验证

基于以上喷口控制方法，对某型中等推力发动机

台架进行试验验证，检验 2 种控制方法在实际台架试

车中的效果。

喷口等落压比控制和喷口转差控制时发动机的

图 1 喷口等落压比控制原理

图 2 喷口转差控制原理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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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结果

超调量

1.5

0.5

波动量

0.13

0.08

参数

N1

N2

下掉量

1.7

0.4

稳态试验曲线如图 3、4 所

示（图中 N2r 为压气机换算

转速，A 8_dem 为喷口面积，

N1_dem 为 风 扇 转 速 期 望

值），采用落压比控制和转

差控制的油耗对比如图 5

所示。通过对比图 3、4 可

见，采用转差控制后，由于

从慢车状态到中间状态下

N1 变化范围大，控制变量

分辨率较高，能够通过微

调风扇转速 N1 精确调整

节流状态发动机性能，喷

口能够实现全程风扇转速

N1 闭环控制，可以通过调

整转差控制计划达到降低

发动机油耗的目的；而采

用喷口落压比控制时，节

流状态喷口一直被喷口最

小限制线 A 8_lim 限制，无法

实现落压比闭环控制，只

有到达中间状态后才能实现落压比闭环控制，难以通

过精确调整落压比控制计划来调整发动机节流状态

性能。从图 5 中可见，采用喷口转差控制后，发动机油

耗有明显改善。

在全数字仿真平台上，对全包线的各典型点也进

行验证，如图 6～8 所示。从图中可见，上述转差控制

方法在全包线也都适用，在全包线范围内系统都是稳

定的，均能满足发动机控制性能的要求。

另外，该转差控制方法已随某型中等推力发动机

进行了地面台架试验、高空模拟试验及飞行试验验

证，如图 9～11 所示（图中 PLA 为油门杆角度），性能

数据见表 1。通过对比图 9～11 和表 1 可见，风扇转

速 N1 稳态波动量在 0.13%以内，N1 超调量在 1.5%

内，N1 下掉量在 1.7%内，压气机转速 N2 的各项指标

也在指标范围内。因此，该方法能够满足中等推力发

动机对喷口控制的要求。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台架试验对比分析，采用喷口等落压比

控制方法和喷口转差控制方法对中等推力发动机性

能的影响。2 种控制方法的试验结果表明，喷口转差

控制方法更易于发动机节流状态下性能的调整，发动

机的耗油率也有明显降低，更适合作为中等推力发动

机的喷口控制计划。本文提出的喷口转差控制方法完

全适用于其他中等推力发动机，且实施方便、效果好，

对提高中等推力发动机的工作性能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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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保持较高诊断正确率，缩短训练时间，满足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对于实时性和高诊断率的需求，提出 1 种对深度核极

限学习机的简约改进方法。输入数据中随机选取部分数据作为支持向量，结合深度学习网络的多层结构，完成了对输入样本的特征

提取，通过核函数实现了高维空间映射分类。数字仿真表明：算法分类正确率高，训练时间短，可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故障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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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Diagnosis of Aeroengin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RDK-ELM
CHEN Hong-lu袁HUANG Xiang-hua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high diagnostic accuracy and shorten the training time袁a method of Reduced Deep Kernel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渊RDK-ELM冤was proposed for meeting the needs of aeroengine fault diagnosis for real-time and high diagnostic rate.
Partial data was selected randomly as support vector in the input data. The feature extraction of the input sample was accomplished by
combining the multi-layer structure of the deep learning network. The high-dimensional spatial mapping classification was realized by
kernel function. Digital simulation shows that the algorithm has high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and short training time袁and can be applied to
fault diagnosis of aeroengine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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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代航空发动机数字控制系统主要由传感器、执

行机构及电子控制器等组成[1]，其中，传感器和执行机

构组件繁杂，容易发生故障，是控制系统中十分重要

又脆弱的环节，因此必须对传感器和执行机构进行实

时故障诊断，从而采取必要的容错控制措施以保障发

动机工作性能不受影响。

故障诊断方法主要有 3 种：基于模型的、基于人

工智能的和基于数据驱动的方法。基于模型的故障诊

断方法从 1977 年被 Spang 等[2]提出，目前已较为成

熟。在 NASA 和 MTU 合作进行的关于先进智能发动

机传感器和执行器性能要求的研究中所提出的未来

智能发动机发展的可行技术中，就包括用于提高发动

机的气路部件性能和延长发动机的在役寿命的通过

基于模型的控制和监控技术[3]。基于模型的方法应用

发动机部件级模型作为机载模型，通过扩展卡尔曼滤

波器（Extended Kalman Filter，EKF）自适应跟踪发动

机感测信号的输出，在发动机发生故障时，EKF 的信

号估计值偏离发动机实际信号值产生残差，通过计算

对残差进行分析即可诊断发动机的故障类型[4]。

近年来人工智能算法兴起，不少学者将 BP 神经

网络、径向基网络、自联想网络、支持向量机等算法应

用于故障诊断中[5-8]，其中基于梯度训练的神经网络算

法泛化能力较差，易陷入局部最优；而支持向量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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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选择复杂，训练速度慢，不适于故障诊断的工程应

用。Huang 等[9]提出的极限学习机（Extreme Learning

Machine，ELM）算法是 1 种新型前向神经网络算法，

无需迭代，学习速度快、精度高且易于调参；随着核函

数的引入，ELM 获得了更高精度[10]。Wong 等[11]提出具

有深度学习网络结构的多层核极限学习机（Multilayer

Kernel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ML-KELM）；逄珊

等[12]将其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的气路部件故障诊断中，

获得了更优的诊断精度。但深度学习结构通过多层网

络逐层进行输入数据的特征提取，计算耗时严重，对

需要高实时性的发动机故障诊断来说是不容忽视的

缺陷。

针对深度核极限学习机的训练时间过长的不足，

本文将 Deng 等[13]提出的核极限学习机的简约方法与

深度学习网络结构结合，提出简约的深度核极限学习

机（Reduced Deep Kernel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

RDK-ELM）。该算法利用随机支持向量缩短算法训练

时间，并保留深度学习网络结构的高精度优点，对

EKF 产生的残差数据进行模式识别分类，实现航空

发动机控制系统传感器与执行器的故障诊断。

1 多层核极限学习机的推导

1.1 极限学习机

极限学习机是 Huang 等提出的 1 种新的单隐层

前向神经网络的快速学习方法。在 ELM 算法中，给定

训练样本：{(xi,ti) xi沂Rd,ti沂Rm}Ni=1，其中，N 为样本数

量，d 为维数，m 为输出节点数，对于如本文所述的故

障诊断分类问题，m 为类别数。单隐层前向神经网络

的 ELM 输出函数为

fELM(x)=
L

i=1
移茁ih(x,ai,bi)=h(x)茁 （1）

式中：L 为隐藏节点的数目；茁=[茁i，…，茁L]T，为输出权

重向量；h(·)为激活函数；ai 为隐藏节点的权重；bi 为

隐藏节点的偏差。

式（1）写成矩阵形式为

H茁=T （2）

其中，H 为隐层输出矩阵

H=

h(a1,xi，b1) … h(aL,x1，bL)

埙
h(a1,xN，b1) … h(aL,xN，bL)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3）

T=
tT1

tTN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4）

输出权值 茁 可通过寻找给定系统的最小二乘解

获得，即求解式（2）的最小范数的最小二乘解为

茁=
HT I

C +HHT蓸 蔀 -1T N≥L

I
C +HHT蓸 蔀 -1HTT N≤L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5）

式中：C 为正则化系数。

1.2 核极限学习机

如果激活函数 h(·)是 1 个隐函数，则可以对 ELM

算法应用 Mercer 条件，并引入核矩阵[10]

赘=HHT （6）

即对任意每 2 个训练样本之间求核函数

赘i,j=资(xi,xj) （7）

将式（6）、（7）与式（5）代入式（1）中，可以得到核形式

的输出函数

fKELM(x)=h(x)HT I
C +赘蓸 蔀 -1T （8）

h(x)HT=
资(x,x1)

资(x,xN)

杉

删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山

煽

闪

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衫

（9）

这样就得到了核极限学习机 KELM。

1.3 多层核极限学习机

多层核极限学习机 ML-KELM 是将核方法引入

到多层极限学习机的 1 种算法。多层极限学习机[14]

（Multilayer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ML-ELM）与深

度置信网络（Deep Belief Net-work，DBN）相似，DBN

是由多个受限玻尔兹曼机 [15]（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aine，RBM）叠加而成，逐层提取特征获得更抽象

的概念。ML-ELM 由多个极限学习机自编码器（ELM

Auto-Encoder，ELM-AE）叠加而成，但相比于 DBN，

ML-ELM 不需要对网络权值进行整体微调，且无需迭

代，因此训练速度较 DBN 有显著提高。

ML-KELM 由多个核

极限学习机自编码器（Ker-

nel Extreme Learning Ma-

chine Auto-Encoder，KELM

-AE）构成，KELM- AE 的

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KELM-AE结构

x(i) 赘(i) x(i)

x1
(i)

K1
(i)

Kn
(i)

x2
(i)

xd
(i)

xd
(i)

x2
(i)

x1
(i)

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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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11]中给出了 ML-KELM 的详细推导过程。

类似于式（7）的核函数映射计算，KELM-AE 的输入

矩阵 x(i)通过核函数 资(i)(xk,xj)被映射为核矩阵 赘(i)，核函

数可以选用RBF核函数：资(i)(xk,xj)=exp
-椰xk-xj椰2滓2

i
蓸 蔀。其

中，滓i 为核参数。计算得到核矩阵后，输入向量的特征

提取可以表示为

赘(i)祝社(i)=X(i) （10）

式中：祝社(i)为 KELM-AE 中的第 i 个变换矩阵

祝社(i)= I
C +赘(i)蓸 蔀 -1X(i) （11）

在变换过程的最后 1 步，得到的数据特征 X(i+1)为

X(i+1)=g(X(i)(祝社(i))T) （12）

式中：g(·)为激活函数，与式（1）中的 h(·)都是激活函

数，可从多种激活函数类型中根据实际情况与实际问

题自定义选取，在不同的算法中可以不相同。

在 ML-KELM 的训练过程中，输入数据由多层

KELM-AE 逐层进行特征提取，每层的祝社(i)和 X(i)都可

由式（11）、（12）计算得到。最终得到的数据特征 Xfinal

作为 1 个 KELM 分类器的输入来计算最终的分类结

果，KELM 分类器的模型为

赘final 茁final=T （13）

式中：赘final 为由 Xfinal 计算得到的核矩阵，则 茁final 为

茁final= I
C +赘final蓸 蔀 -1T （14）

2 简约深度核极限学习机的推导

2.1 简约核极限学习机

简约核极限学习机 （Reduced Kernel Extreme

Learning Machine，RKELM）是在 KELM 的基础上，从

输入样本中随机选择部分样本作为支持向量进行计

算，在保持较高精度的同时大幅提高了训练速度。

对给定的 N个训练样本菰={(xi,ti) xi沂Rd,ti沂Rm}Ni=1，

给定支持向量数目 S，则支持向量 XS={xi|xi沂Rd}Si=1 为
S

sv=1
移茁s资(xi,xsv)=ti，i=1,2，…，N （15）

写成矩阵形式为

赘N伊S 茁=T （16）

式中：赘N伊S=K（X，XS），为简约的核矩阵。

式（9）在求取核矩阵时，是对每个输入向量都进

行核函数计算，而此处简约的核矩阵仅对 S 个支持向

量进行核函数计算，计算量大大简化。茁=[茁1，茁2，…，茁S]

是输出权重矩阵

茁= I
C +赘T

N伊S赘N伊S蓸 蔀 -1赘T
N伊ST （17）

2.2 简约深度核极限学习机

在 ML-KELM 的计算中，每层 KELM-AE 的特征

提取都是对全部输入数据计算核矩阵，虽然可以保证

高精度，但付出了高耗时的代价。对此，本文提出简约

的深度核极限学习机（Reduced Deep Kernel Learning

Machine，RDK-ELM），每层特征提取由 RKELM-AE 完

成。对于第 i层 RKELM-AE，编码器从输入数据 X(i)中
随机选择 L(i)个支持向量，根据式（16）、（17）计算变换矩

阵祝社(i)，逐层完成特征提取，最后通过 1 个 RKELM 分类

器计算出分类结果。RKELM-AE 算法的计算过程见表

1，RDK-ELM 算法的计算过程见表 2。

表 1 RKELM-AE 算法的计算过程

算法 1 第 i 层 RKELM-AE

输入：输入矩阵 X(i)，支持向量数目 S(i) ，正则化因子 C(i) ，核参数 滓(i)，

激活函数 g(·)

输出院新数据特征 X(i+1)，变换矩阵祝社(i)

Step 1：随机选择支持向量 X(i)
S

Step 2：计算核矩阵 赘(i) ←K(X(i),滓(i),X(i)
S)

Step 3：计算变换矩阵：

祝社(i) = I
C(i) +赘(i)T

N伊S(i)赘(i)
N伊S(i))蓸 蔀 -1赘(i)T

N伊S(i)X(i)

Step 4：更新数据特征 X(i+1)←gi(X(i)祝社(i) )T)

返回 X(i+1)，祝(i)

表 2 RDK-ELM算法的计算过程

算法 2 RDK-ELM 算法

输入：输入矩阵 X(1)，输出矩阵 T ，层数 N，各层支持向量数目 S(i) ，

各层正则化因子 C(i) ，各层核参数 滓(i)，各层激活函数 g(·)

输出院特征矩阵 Xfinal，输出权重矩阵 茁final

Step 1：随机选择支持向量 X(1)
S

Step 2：计算 X(2),祝社(1) :RKELM-AE(X(1),X(1)
S，C１，滓１，g１)

Step 3：for i = 2 ：（N - 1）do：

计算 X(i+1) ,祝社 i←RKELM-AE
Step 4：Xfinal←X(i+1)

Step 5：随机选择支持向量 Xfinal
S

Step 6：计算核矩阵 赘final ←K(Xfinal，滓(i+员)，Xfinal
S )

Step 7：计算输出权重矩阵 茁final ：

茁final= I
C(i+1) +赘finalT

N伊S(i+1)赘final
N伊S(i+1)蓸 蔀 -1赘finalT

N伊S(i+1)Xfinal

返回 Xfinal，茁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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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 ML-KELM 算法，RDK-ELM 算法中每层

RKELM-AE 都选择部分样本作为支持向量，当支持向

量为全部样本时，RDK-ELM 算法与 ML-KELM 算法

等效[13]。所以通过合理选择各层支持向量的数量，可以

得到训练时间短、分类精度高的 RDK-ELM算法。

3 算法在通用分类数据上的比较验证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 RDK-ELM 算法在速度与精

度上的性能，首先将其与基本 ELM、KELM、RKELM

以及基于深度学习结构的 ML-KELM 算法在 4 个典

型 UCI 分类数据集上进行综合比较。4 个 UCI 数据集

样本的相关参数见表 3。

研究采用的计算机配置为：Core i5-8250U，内存

8G。算法验证的软件平台为：Matlab R2016b。

算法参数设置：所有算法的激活函数均设置为

Sigmoid 函数，核函数均设置为 RBF 核函数。试验验

证发现，ML-KELM 和 RDK-ELM 算法均在隐含层为

2 层时精度最好，故层数均设置为 3。正则化因子 C
和核参数 滓 的取值在 10-7~107 范围内经过试验选取

最优设置。具体每种算法的正则化因子、核参数、支持

向量数的设置见表 4~8。

5 种算法在 4 个 UCI 分类数据集上的性能结果

见表 9~11。由于 ELM 算法需要随机生成权重与偏

差，RKELM 和 RDK-ELM 算法需要随机选择支持向

量，其运算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这 3 种算法的性

能 参 数 是 取 100 次 运 算 的 平 均 值 ，KELM 和

ML-KELM 则是 1 次的运算结果。表中，Tr.time 为

Training time 的缩写，表示训练时间，s；Ts.rate 为

Testing rate 的缩写，表示测试分类正确率。

从表中可见，ML-KELM 算法的分类正确率在全

部数据集中都是最高的，说明基于深度学习网络结构

的 KELM 算法具有较好的泛化性能和分类能力。本

表 3 UCI 分类数据集的数据

属性数

36

18

13

20

测试样本数

2000

210

60

1000

训练样本数

4435

2100

118

4000

数据集

Satimage

Segment

Wine

Waveform

类别数

6

7

3

3

表 4 ELM算法的隐含节点数设置

Wine

15

Segment

110

Satimage

240

Waveform

200

表 5 KELM算法的参数设置

Wine

102

1

Segment

10

102

Satimage

10

102

参数

滓

C

Waveform

10

0.1

表 6 RKELM算法的参数设置

Wine

1

10

102

Segment

10

105

102

Satimage

1

105

400

参数

滓

C

L

Waveform

10

103

102

表 7 ML-KELM算法的参数设置

Wine

102，103，0.1

0.1，0.1，102

Segment

102，103，10

1，10，102

Satimage

1，102，102

0.1，102，102

参数

滓

C

Waveform

10，103，103

102，104，1

表 8 RDK-ELM算法的参数设置

Wine

1，102，103

10，1，102

40，40，60

Segment

10，10，103

0.1，10，105

300，300，400

Satimage

102，102，104

10，102，106

600，600，800

参数

滓

C

L

Waveform

1，102，105

10，1，102

300，300，500

表 9 ELM与 KELM的训练时间与分类正确率

Tr.time/s

1.5704

0.2691

0.000763

1.1725

Ts.rate/%

88.10

90.17

90.28

85.53

Tr.time/s

0.1457

0.0217

0.000682

0.0927

数据集

Satimage

Segment

Wine

Waveform

Ts.rate/%

89.35

95.24

94.78

87.40

ELM KELM

表 10 RKELM与ML-KELM的训练时间与分类正确率

Tr.time/s

14.8979

2.3033

0.0026

12.4264

Ts.rate/%

89.02

93.91

92.98

86.85

Tr.time/s

0.0887

0.0096

0.000708

0.0165

数据集

Satimage

Segment

Wine

Waveform

Ts.rate/%

90.75

96.67

96.67

87.70

RKELM ML-KELM

表 11 RDK-ELM的训练时间与分类正确率

Ts.rate/%

89.19

94.97

93.95

87.10

Tr.time/s

0.8346

0.1692

0.0015

0.3398

数据集

Satimage

Segment

Wine

Waveform

RDK-E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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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提出的 RDK-ELM 算法的正确率与 KELM 算法

的差距非常小，且样本数据越大，差距越小，可以说二

者的分类能力几乎持平。

但从训练速度方面而言，RDK-ELM 算法的训练

速度明显比 KELM 算法的更快。在 5 种算法中

RKELM 算法的训练速度最快，但精度不如 RDK-ELM

算法的；而 ML-KELM 虽然精度非常高，训练速度却最

慢，对工程应用来说是不可回避的缺陷。

RDK-ELM 算法通过深度学习网络结构，在

RKELM 算法的基础上获得了更好的泛化性能与分类

能力，同时比 KELM 和 ML-KELM 算法具有更快的训

练速度。在这 4 个 UCI 分类数据集上的试验表明，本

文提出的 RDK-ELM 算法是同时具有较好的精度与

速度的算法，可用于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中的传感器

与执行器的故障诊断。

4 算法在涡扇发动机故障诊断中的验证

为验证 RDK-ELM 算法在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

故障诊断中的性能，本文以某型涡扇发动机为研究对

象，采集数据样本进行故障诊断仿真试验。

4.1 故障模式和故障数据样本

实际的航空发动机传感器与执行器的故障数据

是非常难获得的。为了进行故障诊断的仿真试验，采

用文献[16]中的方法，利用某型涡扇发动机部件级模

型模拟发动机的故障，通过自适应机载模型产生

EKF 残差，采集故障状态下的 EKF 残差数据，作为训

练样本和测试样本数据集。

本文主要研究发动机传感器和执行器的故障诊

断，但实际情况中也可能发生气路部件的故障，为验

证算法区分控制系统故障与气路部件故障的能力，选

取高压压气机（High Pressure Compressor，HPC）和高压

涡轮（High Pressure Turbine，HPT）2 个气路部件的故障

进行研究。选取的传感器有：低压转子转速传感器

（Nl），高压转子转速传感器（Nh），高压压气机出口压

力传感器（P3）；选取的执行器为主燃油阀 W f。研究假

设传感器与执行器最多只有 2 个同时发生故障，则有

12 种故障模式，6 种单故障研究样本见表 12，6 种双

故障研究样本见表 13。表中“F”表示该部件发生故

障，“-”表示无故障。

对于实际应用于发动机的故障诊断算法来说，发

动机的飞行高度、马赫数及其工作状态会影响发动机

感测信号的值，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但研究表明，

发动机的状态对于故障诊断算法的可行性研究影响

不大，在额定和最大工作状态下，由算法得到的性能

结果相同[16]，因此本文仅选择在发动机高度 H=0，飞

行马赫数 Ma=0，最大工作状态下进行数字仿真试验

验证算法的可行性。

发动机传感器、执行器、气路部件的故障程度根

据文献 [4] 所给定的数值注入发动机模型进行模拟。

Nl、Nh 传感器的故障偏置范围为 -0.5%~-2.5%，P3 传

感器的故障偏置范围为 -2%~-10%，Wf 执行器的故

障偏置范围为 -1%~-8%，HPC 和 HPT 的故障偏置范围

为 -1%~-5%。故障偏置数值通过随机数的方式在上

述范围内产生，注入模型仿真来生成故障 EKF 残差

数据样本。

为避免类不平衡的问题，对于表 12 中 1~6 的单故

障情况，每种情况采集 200 个样本，对于表 13 中 7~12

的双故障情况，每种情况采集 400 个样本。则共有

1200 个单故障样本，2400 个双故障样本，总计 3600 个

样本。选取其中的 80%作为训练样本，其余 20%为测试

样本。即训练样本数 2880，测试样本数720。

由于 9 个 EKF 残差数据中有转速、压强、温度，

各参数单位不一致且数量级相差较大，会影响算法进

行故障诊断的精度，因此对 EKF 残差数据进行归一

化处理

x′(i)= x(i)-x(i)min
x(i)max-x(i)min

（16）

表 12 单故障研究样本

5

-

-

-

-

F

-

4

-

-

-

F

-

-

3

-

-

F

-

-

-

2

-

F

-

-

-

-

1

F

-

-

-

-

-

参数

Nl

Nh

P3

W f

HPC

HPT

6

-

-

-

-

-

F

表 13 双故障研究样本

11

-

F

-

F

10

-

F

F

-

9

F

-

-

F

8

F

-

F

-

7

F

F

-

-

参数

Nl

Nh

P3

W f

12

-

-

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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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算法的故障诊断试验验证比较

为验证 RDK-ELM 算法在故障诊断中精度与速

度的综合优势，将 ELM、KELM、RKELM、ML-KELM

和 RDK-ELM 算法应用于发动机控制系统故障仿真

数据的诊断分类中进行比较分析。

算法参数设置：所有算法的激活函数均设置为

Sigmoid 函 数 ， 核 函数 均 设置 为 RBF 核 函 数 。

ML-KELM 和 RDK-ELM 算法均在隐含层为 2 层时

精度最好，故层数均设置为 3。正则化因子 C 和核参

数 滓 的取值在 10-7×107 范围内经过试验选取最优设

置。ELM 算法的隐含层节点设置为 200；KELM 算法

的 滓=10，C=105；RKELM 算 法 滓=1，C=103，L=200；
ML-KELM 算法 3 层核参数选择为 滓=[10，104，103]，

正则化因子 C= [102，10-1，10]；RDK-ELM 算法 3 层核

参 数 选 择 为 滓= [102，102，104]， 正 则 化 因 子 C=
[10，1，104]， 支 持 向 量 L= [200，200，300]。 ELM、

RKELM、RDK-ELM 算法的运行结果是取 100 次运行

结果的平均数，KELM 和 ML-KELM 算法只运行 1

次。结果见表 14。

从表中可见，ML-KELM 算法精度最高，RKELM

算法速度最快，RDK-ELM 和 KELM 算法精度基本持

平，但 RDK-ELM 比 KELM 算法的训练时间缩短了

1/4。可见，利用深度学习结构结合核方法，可以提高

算法的泛化性能与分类能力，在样本数量大、类别多

的情况下精度更高；应用简约方法则明显改善了单纯

核方法的时间性能。RDK-ELM 算法将 2 种优点结合

起来，得到优越的综合性能。

4.3 算法参数分析

RDK-ELM 算法可以调整的参数有网络深度（隐

含层层数）、每层核参数和正则化因子、每层支持向量

数目。

（1）网络深度。虽然深度学习网络结构是通过逐

层对输入数据提取特征来获得更高精度的，但本文对

UCI 分类数据集及发动机故障数据的试验表明，并不

是层数越多精度越高，精度在隐含层层数为 2 时的精

度最高，层数再高精度反而降低。此外，网络深度直接

影响训练时长。因此将隐含层层数设置为 2 层具有最

稳定的精度和可接受的速度。

（2）核参数和正则化因子。核参数 滓 和正则化因

子 C 是在 10-7~107 范围内按 10 的倍数选取的，这 2

个参数对算法的精度有非常大的影响[11]。目前对机器

学习算法的参数中，这 2 个参数的选取通常根据经验

选择。通过试验调参，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精度。

（3）支持向量的数量。RDK-ELM 算法选取的支

持向量越多，精度越高，训练时间也越长。当支持向量

为全部样本时，RDK-ELM 与 ML-KELM 算法等效[13]。

而在试验中，支持向量达到一定数目时，精度的提高

就不明显了，而同时速度则明显降低。为了获得精度

和速度的综合优势，支持向量的数目需要选取 1 个合

适数值。在目前基于支持向量的算法的研究中，对支

持向量数目的选取均没有理论上的方法，一般根据经

验和试验选取。本文的算法是先取输入向量样本数目

的 1/10，然后以此为基准增加或减少支持向量的数

目，以达到训练速度和训练精度的综合最优为止。

5 总结

（1）将 RKELM 算法与深度学习网络结构各自的

优点结合，提出 RDK-ELM 算法。

（2）对 UCI 分类数据集和发动机故障仿真数据

进行试验，验证了 RDK-ELM 算法在精度与速度上的

综合优势。

（3）RDK-ELM 算法可调参数较多，需要针对具体

情形进行参数调整，通过试验验证以获得最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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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标准粒子滤波算法诊断步数多且诊断结果噪声水平高的问题，提出伪协方差和自适应似然分布结合的改进粒子滤

波算法。该算法通过使用伪协方差代替了粒子集协方差，保证采样得到的粒子能够更真实地反映突变情况，减少诊断步数；通过对

似然分布自适应调整，增加其与先验分布的重叠区域，提高抽样率，增加有效粒子数，降低诊断结果噪声水平。发动机健康参数估计

仿真结果表明：与标准粒子滤波算法相比，改进的粒子滤波算法能使诊断速度提高约 27%，诊断精度提高约 38%，有效地减少了突变

故障的诊断步数，并显著降低了诊断结果的噪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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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improved particle filter algorithm combining pseudo covariance and adaptive likelihood distribution was proposed for

standard particle filter algorithms with multiple steps and high noise level of diagnostic results. By replacing the particle set covariance with
pseudo covariance袁 the algorithm ensured that the sampled particles could reflect the mutation more realistically and reduce the number of
diagnostic steps. By adaptive adjustment of the likelihood distribution袁the overlapping area with the prior distribution was increased袁the
sampling rate and the effective particle number were increased袁and the noise level of the diagnosis result was reduc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engine health parameter estimation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standard particle filter algorithm袁the improved particle filter
algorithm can improve the diagnostic speed by about 27% and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by about 38%袁which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number
of diagnosis steps of sudden faults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noise level of the diagnostic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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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涡扇发动机结构复杂，工作环境恶劣，属于 1 种

故障多发系统。据统计，涡扇发动机气路部件故障占

涡扇发动机总体故障的 90%以上，因此，实时检测发

动机健康状况并进行气路性能分析是提高发动机安

全可靠性的重要途径[1-3]。发动机气路部件的效率变化

系数、流量变化系数等健康参数是发动机气路故障的

状态特征，会直接导致转速、温度、压力等发动机测量

参数的变化，因此发动机气路部件故障诊断主要采用

特定的算法根据测量参数的变化来估计出健康参数[4]，

从而分析发动机气路部件的健康状况。发动机故障诊

断方法主要有基于模型（如最小二乘方法[5]，卡尔曼滤

波方法[6]），基于数据（如神经网络[7]，支持向量机[8]）和

基于知识（如专家系统）的方法。随着发动机部件级模

型的精度以及计算机速度的提高，基于模型的故障诊

断方法在工程实际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应用。

卡尔曼滤波算法受限于线性高斯系统，一些改进

的卡尔曼算法[9-10]虽然适用于非线性问题，但依然依

赖于高斯噪声的假设[11]。而粒子滤波算法适用于含非

高斯噪声的非线性系统，于是有学者提出使用粒子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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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算法进行气路部件健康参数的估计，并取得较好效

果[12]。标准粒子滤波用于发动机故障诊断主要存在以

下 2 方面问题：（1）标准粒子滤波直接采用先验分布

作为重要性密度函数[13]，没有结合最新观测值，导致

在突变故障下，需要诊断步数多；（2）发动机健康参数

的维度高，滤波器的抽样率低，同时出于实时性考虑，

粒子数少，所以有效粒子数少，导致诊断结果噪声水

平高，估计精度低。

本文针对粒子滤波应用于突变故障诊断时诊断

步数多和诊断结果噪声水平高的问题，通过引入伪协

方差与自适应调整似然分布尾部的平坦程度，提出使

用伪协方差和自适应似然分布结合的 1 种改进粒子

滤波方法。

1 标准粒子滤波算法

粒子滤波是 1 种基于递推贝叶斯估计和蒙特卡

罗积分的统计滤波方法，其主要思想是：首先，由系统

状态向量的经验条件分布在状态空间中产生 1 组随

机的粒子；其次，根据新的观测值调整粒子的位置和

权值；最后，通过调整后的粒子信息修正最初的条件

分布[14]。实质即为根据粒子及其权值组成的离散随机

测度来近似状态的后验概率分布，且这种近似会随着

粒子的数目趋于无穷多时收敛于真实后验概率分布。

考虑如下的非线性系统

xk+1 = f(xk,uk) + 棕k

zk=h（xk,uk）+vk （1）

式中：xk、uk、zk 分别为 k 时刻的状态量、控制量和观测

量；棕k、vk 分别为 k 时刻的过程噪声和观测噪声；f（·）、
h（·）分别为状态转移函数和观测函数。

k 时刻目标状态 xk 的后验概率分布 p (xk|z1,…zk)
可以用{xik,wi

k}Ni=1 来描述，其中{xik} N
i=1 是权值分别为

{wi
k} N

i=1 的粒子集，N 为采样粒子数。设归一化权值为

w社 k
i，即

N

i
移w社 k

i=1，则 k 时刻系统状态的后验概率分布

近似离散加权为

p(xk|z1,…zk) ≈
N

i
移w社 k

i 啄(xk-xik) （2）

式中：啄(·)为狄拉克函数；wi
k 为重要性权值，其递推公

式为

wi
k = wi

k-1
p(zk|xki)p(xki|xk-1

i
)

q(xki|xk-1
i

,zk)
（3）

标准粒子滤波算法的重要性密度函数选择为最

容易实现的先验概率密度

q(xki|xk-1
i

,zk) = p(xki|xk-1
i

) （4）

则重要性权值递推公式约简为

wi
k = wi

k-1p(zk|xki) （5）

由归一化权值加权求和得状态的最优估计值

x̂ k =
N

i = 1
移w社 k

i xik （6）

2 改进粒子滤波算法

高斯粒子滤波是标准粒子滤波的 1 种实现方法，

通过高斯密度函数来逼近状态后验概率分布[15]，基本

思想是利用反映粒子平均数值水平的数学期望和反

映粒子离散程度的协方差进行递推来简化粒子集的

更新过程。本节在高斯粒子滤波实现方法的基础上，

提出 1 种改进的粒子滤波算法。该方法结合发动机健

康参数估计的特点，引入伪协方差的代替协方差，以

期望减少突变故障诊断步数；另外通过对似然分布自

适应调整，以期望降低诊断结果噪声水平。

2.1 伪协方差

在发动机故障诊断中，在无突变故障发生的情况

下，粒子加权均值x̂ k=
N

i = 1
移w社 k

i xik 基本稳定，可以近似

认为x̂ k≈x̂ k-1。粒子集的协方差∑k 为

∑k=
N

i = 1
移w社 k

i(x̂ k-xik)(x̂ k-xik)T （7）

定义粒子集伪协方差∑軜k 的概念

∑軜k =
N

i = 1
移w社 k

i(x̂ k-1-xik)(x̂ k-1-xik)T （8）

当发动机无突变故障发生时，有如下近似x̂ k≈x̂ k-1

且∑軜k≈∑k，用伪协方差代替协方差不影响估计结果。

假设第 j 个发动机健康参数发生突变故障且其他健

康参数无突变故障，则x̂ k 相对x̂ k-1 第 j+2 个元素突变，

其中 x由 2 个状态变量和 8 个健康参数组成。归一化

权值w社 k
i 大的粒子 xik 必然聚集在x̂ k 附近，则(x̂ k-1-xik)的

第 j+2 个元素突变，于是∑軜k 的对角线上第 j+2 个元

素显著大于其他元素。下一时刻从 N(xk|x̂ k,∑軜k)中抽样

获得的粒子比从 N(xk|x̂ k,∑k)中获得的粒子的第 j+2 个

元素波动更加剧烈，而其他元素的波动程度基本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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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突变故障情形。因此 N(xk|x̂ k,∑軜k)中抽样获得的粒

子与真实情形更为吻合，可以更快地估计出突变故障。

2.2 自适应似然分布

在似然分布位于转移先验分布尾部或者观测模

型具有很高精度时[16]，很多样本由于归一化权重很小

而成为无效样本，过低的抽样率会导致粒子滤波失

败，增大粒子数是其解决方法之一，但随之而来的巨

大计算量使该方法在工程应用中无法实现。

发动机故障诊断需要估计多个健康参数，高维度

必然导致似然分布处于转移先验尾部，如图 1 所示。

从图中可见，很少的粒子位于 B 处，绝大部分粒子位

于 A 处成为无效粒子。同时受实时性限制，粒子总数

少，所以滤波器有效粒子数低，诊断结果的噪声水平

高。针对该问题，本节通过对似然分布进行自适应调

整以提高抽样率，使之尾部更为平坦，增加先验和似

然的重叠区，降低诊断结

果的噪声水平。改变似然

函数的分布就是改变粒子

权值的分布，所以只需对

标准粒子滤波算法的权值

更新作自适应改进。

各粒子权值更新 wi
k = p (zk|xik)后，记录最大权值

wk
iw-max

、最小权值 wk
iw-min

，对应粒子的序号 iw-max、iw-min 及量

测残差

Δzk
iw-max

= zk - h(xk
iw-max

)

Δzk
iw-min

= zk - h(xk
iw-min

) （9）

Δzk
iw-max

与 Δzk
iw-min

之间的欧式距离为

Lmax =(Δzk
iw-min

-Δzk
iw-max

)T(Δzk
iw-min

-Δzk
iw-max

) （10）

每个粒子残差为 Δzik=zk-h(xik)，其与最大权值粒

子残差的欧式距离为

Li = (Δzik -Δzk
iw-max

)T(Δzik -Δzk
iw-max

) （11）

权值改进公式为

w軒i
k = (wi

k)资+(wk
iw-max

)资sin(仔Li/2Lmax)茁 /N （12）

式中：茁 为比例因子，根据权值离散水平进行调整；

资 为挤压因子。根据权值数值水平进行调整，取 茁∈
(0.6,1.5),资∈(0.3,0.9)。

2.3 改进算法实现

将先验密度函数作为重要性密度函数，即

q (xki|xk-1
i

,zk) = p(xki|xk-1
i

)，改进粒子滤波器实现步骤如下：

（1）从 N(xk-1
i

|x̂ k-1,∑軜k-1)中抽样获得{xk-1
i

}i=1
N
；

（2）从重要密度函数 q(xki|xk-1
i

,zk)采样得到以{xik}i=1
N

表示的粒子；

（3）计算各粒子的权值

wi
k = p(zk|xik) （13）

（4）根据权值改进公式（12）对权值进行改进得到

w倚 i
k；

（5）将各粒子的权值归一化

w軒i
k =

wi
k

倚
N

i=1
移w倚 i

k

（14）

（6）求状态估计值x赞 k 和粒子集伪协方差∑軜k

x赞 k=
N

i=1
移w軒i

k xik （15）

∑軜k=
N

i=1
移w軒i

k (x赞 k-1-xik)(x赞 k-1-xik)T （16）

3 发动机气路故障的粒子滤波诊断

为了表示故障发生后部件性能的变化程度，引入旋

转部件的效率变化系数ΔSEi 和流量变化系数ΔSWi
[17]

ΔSEi = 浊i
浊*

i
-1,ΔSWi =

Wi
W*

i
-1 （17）

式中：浊i、Wi 为部件的实际效率和流量；浊*
i、W*

i 为部件

效率和流量的理想值。

健康参数选为风扇、压气机、高压涡轮和低压涡

轮的效率和流量的变化系数[18]，共 8 个，定义为

Δh = [ΔSE1,ΔSW1,ΔSE2,ΔSW2,ΔSE3，ΔSW3,ΔSE4，
ΔSW4 ]T （18）

将其增广到发动机状态中，则

x= [NL,NH,ΔSE1,ΔSW1,ΔSE2,ΔSW2,ΔSE3，ΔSW3,ΔSE4，
ΔSW4 ]T （19）

式中：NL、NH 分别为低、高压转子转速；ΔSE1、ΔSE2、

ΔSE3、ΔSE4 分别为风扇、压气机、高压涡轮、低压涡轮

效率变化系数；ΔSW1、ΔSW2、ΔSW3、ΔSW4 分别为风扇、

压气机、高压涡轮、低压涡轮流量变化系数；上标 T 表

示将行向量转换为列向量的变换，涉及的控制量有：

W fb 为燃油量，A 8 为尾喷管面积。

基于非线性模型的气路部件故障诊断原理如图

2 所示。通过发动机的输出值与模型预测值之间的残

图 1 状态转移函数和似然

函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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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多故障模式下滤波性能对比

标准粒子滤波

改进粒子滤波

均方根误差 RMSE

0.0429

0.0271

诊断步数

6.2

4.6

表 2 单故障模式下滤波性能对比

均方根误差 RMSE

0.0427

0.0264

标准粒子滤波

改进粒子滤波

诊断步数

4.85

3.50

表 3 单故障模式下估计值及标准差

驻h
-4.00

0.02

0.06

-0.05

0.09

0.01

-0.00

0.02

滓h

0.43

0.38

0.53

0.55

0.81

0.42

0.44

0.41

0.50

驻h
-3.98

0.05

-0.01

0.01

0.03

0.11

-0.01

0.11

参数

驻SE1

驻SW1

驻SE2

驻SW2

驻SE3

驻SW3

驻SE4

驻SW4

均值

滓h

0.34

0.29

0.40

0.34

0.44

0.23

0.21

0.22

0.31

标准粒子滤波 /% 改进粒子滤波 /%

差结合粒子滤波算法对气路部件健康参数进行估计。

发动机传感器参数选取见表 1，相应传感器的噪声水

平根据文献[12，17]确定。

4 仿真与分析

高斯分布为统计学中常用的理想噪声模型，然而

现实应用中噪声通常都是比较复杂的，为了模拟发动

机运行时的复杂噪声，本文选取由伽马噪声以及高斯

噪声简单混合组成的双模噪声，对发动机健康参数突

变故障进行估计，以验证粒子滤波在非高斯噪声下状

态参数估计的准确性。为了比较的公平性，标准粒子

滤波算法以及改进粒子滤波算法的粒子数均设为

50。另外，设 淄k1
m
~N(滋m，滓m

2
)，淄k2

m
~祝(滋m，姿m

-1
)，观测噪声

淄k
m
=淄k2

m
+淄k2

m
，其中 m∈{1,2,…，8}表示对应传感器，淄k1

m

和 淄k2
m
相互独立。根据表 1 中传感器测量噪声标准差

取 Rm 值 ，令 rm=1，滋m=- Rm姨 ，滓m= Rm/2姨 ，姿 m
-1

=

Rm /2姨 ，则 E(淄k
m
)=０，D(淄k

m
)=Rm。过程噪声参考文献

[12]选取为对角阵 Q=0.00152×I10×10。

在地面标准状况的最大工作状态下，分别用标准

粒子滤波器和改进粒子滤波器对发动机气路部件的

单部件故障模式和多部件故障模式进行仿真估计。参

考 NASA 在 MAPSS 仿真平台中涡扇发动机完成一定

工作循环数量后气路部件性能参数变化情况的统计

数据[19]，选择单部件故障模式：风扇效率变化系数突

变 -0.04；多部件故障模式：风扇效率变化系数突变

-0.04，压气机流量变化系数突变 -0.02。仿真时间为

10 s，突变故障发生时刻均设定为第 2 s，采样步长为

20 ms。综合估计精度用全部仿真时间 10 s 内的均方

根误差 RMSE 来衡量，其表达式为

RMSE=
8

j=1
移 1

501

501

k=1
移(xjk-x赞 jk)姨 2 （20）

式中：定义诊断步数为从故障突变到健康参数稳定在

故障值±0.01 范围内的仿真步数差，用来反映诊断速

度；Δh 为诊断结果稳定后的平均值，滓h 为诊断结果

的标准差。

在单故障模式下，标准粒子滤波和改进粒子滤波

的 20 次运行平均性能见表 2，故障诊断值及其标准

差见表 3 并如图 3 所示。在多故障模式下，标准粒子

滤波和改进粒子滤波的 20 次运行平均性能见表 4，

故障诊断值及其标准差见表 5 并如图 4 所示。

图 2 基于粒子滤波的故障诊断原理

（a）标准粒子滤波 （b）改进粒子滤波

图 3 单故障模式诊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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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传感器选取及其测量噪声

传感器参数

低压转子转速 NL

高压转子转速 NH

风扇出口温度 T22

风扇出口压力 P22

标准差 /%

0.25

0.25

0.30

0.30

传感器参数

压气机出口温度 T3

压气机出口压力 P3

高压涡轮出口温度 T45

高压涡轮出口压力 P45

标准差 /%

0.30

0.30

0.50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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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多故障模式下估计值及标准差 %
驻h

-4.01

-0.04

0.05

-1.92

-0.10

-0.04

-0.01

-0.01

滓h

0.46

0.38

0.53

0.57

0.82

0.43

0.44

0.42

0.51

驻h
-3.97

-0.07

-0.02

-1.93

-0.06

-0.03

-0.04

-0.02

参数

驻SE1

驻SW1

驻SE2

驻SW2

驻SE3

驻SW3

驻SE4

驻SW4

均值

滓h

0.35

0.29

0.40

0.34

0.46

0.24

0.20

0.22

0.31

标准粒子滤波 改进粒子滤波

在表 3、5 中 驻h 和 滓h 均为 20 次运行的均值，而

滓h 的均值为 8 个健康参数的标准差的均值，综合体

现诊断结果噪声水平。图 3、4 中每个健康参数对应的

3 个点分别为 驻h-滓h，驻h，驻h+滓h，图中线段长度反映

该健康参数估计值的噪声水平。

由于改进粒子滤波采用更能反映突变情况的伪

协方差代替协方差阵，抽样得到的粒子能够更快地逼

近真实值，从表 2、4 中可见，突变故障诊断步数明显

减少，2 种故障模式下诊断步数均减少约 27%；另外

由于采用自适应的似然分布函数，提高了先验分布和

似然分布的重叠区域，增加了有效粒子数，从表 3、5

中可见，诊断结果噪声水平显著下降，在 2 种故障模

式下，估计结果的平均标准差均降低约 39%。从图 3、

4 中可见，改进粒子滤波器的 8 个维度的健康参数诊

断结果噪声水平均明显下降，估计值更接近真实值。

由于改进粒子滤波在故障诊断速度和诊断结果噪声

水平这 2 个方面的改善，综合估计误差明显减小，从

表 2、4 中可见，2 种故障模式下 RMSE 均减小约38%。

5 结论

标准粒子滤波算法在发动机故障诊断领域有着

广泛应用，但该算法存在着突变故障诊断步数多以及

诊断结果噪声水平高的问题，本文提出使用伪协方差

和自适应似然分布结合的 1 种改进粒子滤波方法。在

发动机故障诊断中的仿真验证表明，相比于标准粒子

滤波算法，改进方法能在相同粒子数的前提下，显著

减小诊断的均方根误差，并且减少突变故障的诊断步

数。综合考虑单故障模式和多故障模式，改进算法能

使诊断速度提高约 27%，诊断精度提高约 38%。优越

的性能表明，该改进粒子滤波方法可以进一步推广应

用于发动机故障诊断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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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航空发动机高原起动超温和转速悬挂等问题，以某型航空发动机起动过程为研究对象，根据高原环境对发动

机起动过程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提出了优化高原起动措施，并进行了高原试验验证，摸索出各措施对起动过程的影响程度。结果

表明：在发动机起动过程中采用飞机卸载的方式可使排气温度降低 3%，起动机脱开转速提高 3%；起动机功率提高约 1%，点火转速

及脱开转速提高约 2%，起动时间缩短约 8%。

关键词：高原起动；大功率起动机；飞机卸载；起动性能；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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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Measures of Aeroengine Starting Performance in Plateau
LI Da-wei1袁LI Jia-rui1袁LI Feng2袁CUI Jin-hui1袁WANG Jia-tong1

渊1.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曰
2.Air Force Armament Department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Changchun, Changchun 130102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aeroengine starting over temperature and speed suspension in plateau袁taking the starting
process of a certain aeroengine as the research object袁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plateau
environment on the starting process of the engine. The optimum starting measures in plateau were put forward and the test verification was
carried out to find out the influence of each measure on the starting proc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haust temperature is reduced by
3%袁the starting speed is increased by 3%袁the starting power is increased by about 1%袁the ignition speed and stripping speed are increased
by about 2% and the starting time is shortened by about 8% by adopting aircraft unloading during the engine sta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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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起动是航空发动机的 1 个重要的过渡过程，是发

动机工作的第 1 个阶段，因此显得格外重要。朴英、廉

筱纯等[1-2]对发动机起动过程等进行了原理阐述，并建

立起动过程的数学模型，将发动机起动过程按 3 个阶

段进行划分，并总结归纳的了影响起动成功的各种因

素；苗禾状等[3]从“三高”的条件因素对发动机起动影

响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在进行“三高”试验的方法和注

意事项；王兆铭[4]以某型发动机为例对高原起动供油

规律的调整进行研究，通过改变自动起动器和起动放

气嘴，得到了高原机场起动的调整方法；郭昕[5]总结了

英、俄等国在高空模拟试验台进行发动机高原起动的

验证方法，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动机高低温起动

及高原起动的试验途径和方法；江勇[6]等分别在不同

海拔地区开展了发动机高原起动试车台架研究，得到

了起动机运转与发动机共同工作的规律，并得到了海

拔因素对起动机功率影响规律。何立明、李俊钢等[7-8]

对 CFM56-7 民航发动机在冬季高原上多次发生冷起

动故障进行分析，得到环境因素及民航运输航线对燃

烧室喷嘴的雾化特性产生影响，从而导致点火不成功

造成起动失败。因此，发动机起动成功与周围环境影

响非常大。发动机起动受环境温度、压力、起动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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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压气机、燃烧室、涡轮等部件匹配等因素影响，具有

较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高原低气压、空气低含氧

量、气温和向多变风等特殊气候环境下，容易出现发

动机点火失败、超温、悬挂、失速等问题，从而导致起动

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飞机在高原地区使用。

本文以某型航空发动机高原起动过程为研究对

象，通过高原环境各因素对发动机起动过程带来的影

响进行理论分析，得到不同调整措施对起动过程 3 个

阶段的起动参数影响规律，提出解决发动机高原起动

困难的措施，并进行了高原起动试验验证

1 某型发动机地面起动原理

以某型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为例（起动前段采用

燃气涡轮起动机），发动机从零转速过渡到慢车转速

的过程称为起动过程。航空发动机在地面起动时必须

依靠外界动力源，因为这时没有空气流过发动机，如

果向燃烧室喷油点火只能将发动机烧伤而转子不会

转动起来。只有达到一定的转速后，燃烧室内的气流

才能建立起稳定燃烧所需要的气流压力和温度[9-10]。

地面起动过程是在电气及燃油系统起动控制逻

辑下，使转子由静止状态加速到慢车状态的过渡过

程。发动机地面起动分为 3 个阶段[11]，静止状态到主

燃烧室初始点火状态（第 1 阶段）、主燃烧室初始点火

状态到起动机脱开状态（第 2

阶段）、起动机脱开状态到慢

车状态（第 3 阶段），第 1～3

阶段分别以点火转速、起动机

脱开转速作为分界条件，如图

1 所示。

第 1 阶段，主燃烧室未点火，由起动机的功率带

动发动机转速提高，转速的上升速率主要取决于起动

机的功率。影响第 1 阶段起动成功与否的重点是发动

机点火转速和起动机输出功率的选取。点火转速的选

取对发动机起动过程影响很大，如供油过早，发动机

转速低，空气流量较小，使主燃烧室富油燃烧而容易

引起发动机超温和喘振；转速过高，将延长发动机起

动时间。起动机输出扭矩应满足发动机及附件的阻力

矩，将发动机带转至点火转速，若起动机输出扭矩充

分，可以缩短带转至点火转速时间，缩短起动时间。

第 2 阶段，从主燃烧室点火成功开始，依靠起动

机提供的功率和涡轮功率带动发动机转子转速提高，

转速的上升速率主要取决于起动机提供的功率和涡

轮剩余功率。影响第 2 阶段起动成功与否的重点是主

燃烧室供油规律设计和起动机脱开转速的选取。起动

供油规律需综合考虑起动时间要求、压气机特性、最

大供油量边界（失速 / 喘振边界）、最小供油量边界

（悬挂边界）、飞机附件加载等条件进行设计，起动过

程压气机工作线及边界限制条件如图 2 所示。

第 3 阶段，起动机退出工作，由涡轮功率带动发

动机转子提高转速，转速的上升速率主要取决于涡轮

剩余功率。此阶段影响起动成功与否的重点是主燃烧

室供油规律，设计原则与第 2 阶段相同。

2 高原起动影响理论分析

高原机场具有海拔高、气压低、空气密度小、含氧

量低、昼夜温差大等特殊气候环境，对于航空发动机

高原起动均会产生不利影响[12-15]。

对于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及燃气涡轮起动机来

说，在高原环境下，由于空气压力及空气密度降低，限

制转速条件下，起动机输出功率变小，因此，在发动机

起动前段（第 1、2 阶段），起动机带转能力将有所下降，

相应到达第 1、2 阶段的转速会降低或时间变长。根据

高原试验结果可知，最长的转速悬挂可达 3～5 min，

并多次出现。因此要对高原地区起动供油规律及控制

时序进行调整，以使发动机油气匹配达到最佳。此外，

由于进气密度减小，在相同体积流量的进气条件下，

进入发动机的空气质量流量相对降低，余气系数减

小，在相同进气温度条件下若按平原地区供油规律供

油，油气比会偏高，会产生富油燃烧，造成排气温度升

高，从而造成起动失败。因此，可采用提高起动机功率

的方法，来提高发动机在高原地区的点火转速和脱开

（a）工作线 （b）边界限制条件

图 2 起动过程压气机工作线及边界限制条件

图 1 发动机起动过程

48



李大为等：航空发动机高原起动性能改善措施第 2 期

转速，以使发动机油气匹配达到最佳。

根据飞机需求，发动机还需给飞机附件提供动

力，以满足飞机日常需要。在高原起动过程中，发动机

自身剩余功率降低，若要给飞机提供正常的功率输

出，将会大大增加起动失败的概率。在发动机起动初

期，发动机剩余功率相对较少，若起动过程全程加载

（飞机附件）或中间加载，相当于发动机负载相对变

大，导致发动机工作点偏离正常工作线，从而使排气

温度升高，起动转速悬挂，起动时间变长，进而造成起

动失败。在起动过程中提供飞机附件的功率相对较

少，供飞机液压系统正常工作有限，因此起动过程提

供飞机功率提取的意义十分有限。

3 高原起动改进措施及试验验证

针对高原环境对起动过程不利影响的分析，结合

发动机自身可实现的调整手段，初步制定以下改进措

施，并在某型发动机高原起动试验中验证（高原海拔

高度为 3700 m）。

3.1 起动机功率提升

针对起动机在高原环境下工作功率有所降低及

第 1、2 阶段带转转速不足的问题，提出提高起动机功

率的措施。在某型发动机高原起动试验中，起动机功率

调整后约提高 1%，在相同

条件下，发动机冷运转转速

提高约 1.2%，如图 3 所示。

起动机功率提高约 1%，发

动机点火转速可提高 2%，

起动机脱开转速可提高

2.5%，排气温度可降低 8%，

起动时间将缩短约 8%。

3.2 延长点火时间和起动机脱开时间

对比平原（海拔 300 m）及高原起动过程，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高原起动过程的点火转速和脱开

转速都比平原地区的低，点火和脱开时间也要比平原

地区的长。针对发动机高原起动过程中，到达点火转

速和起动机脱开转速变长

的现象，对发动机起动控

制时序进行优化，相应滞

后或延长发动机供油时

间，使发动机点火成功率

增加，点火后油气比分配

更合理，为起动后段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也可延长起

动机脱开时间，尽可能使带转转速提高，以提高发动

机高原起动成功率；根据起动机转速和功率的关系，

发动机转速在 40％时起动机功率开始达到峰值，此

时起动机脱开，未能充分发挥其带转能力。因此提出

起动机带转时间由 70 s 延长至 90 s，初步评估可使

高压转速提高 20％。该项改进措施可提高 42%～

48％范围内剩余加速功率，以解决发动机脱开时转速

偏低及较低转速状态发动机加速能力不足的问题。

3.3 提高起动机功率

针对发动机在起动过程中进行液压加载造成负

载增加、起动困难的情况，采取在起动过程中全程飞

机卸载，卸载后发动机输出功率完全用于发动机起动

（飞机加载功率可达 20 kW），对于起动初期发动机产

生功率较小的阶段帮助较大，卸载的功率可提高脱开

转速，降低排气温度。从高

原试验验证结果来看，在

起动过程中飞机全程液压

卸载措施十分有效，在飞

机加载条件下起动不成功

时，采取飞机卸载措施可

使起动成功，如图 5 所示。

飞机加载时，在起动第 3 阶段（起动机脱开后），

发动机转速不提高，出现悬挂现象；在相同条件下，在

起动过程中飞机卸载，虽然在起动第 3 阶段（起动机

脱开后）转速悬挂现象仍持续 20 s 左右，但最终可以

保证起动成功。为评估飞机加载对起动性能影响的关

系，挑选飞机卸载和飞机加载均起动成功的数据，在

飞机卸载的情况下，起动时间缩短 20%，排气温度下

降 3%，起动机脱开转速提高 3%。加载和卸载对起动

过程中发动机转速影响如图 6、7 所示。

4 结论

本文通过一系列高原起动分析及试验，总结出提

图 3 起动过功率调整前后

发动机冷运转情况对比

图 4 高原及平原地区发动机

起动情况对比

图 5 飞机液压加载对起动

过程中发动机转速影响

图 6 飞机液压加载对起动

过程中发动机转速影响

图 7 飞机液压加载对起动

过程中发动机排气温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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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发动机高原起动成功率的有效措施，结论如下：

（1）在发动机起动过程中飞机卸载可以有效降低

排气温度和缩短起动时间，提高高原起动成功率，经

试验验证，采取飞机卸载措施后，起动时间可缩短

20%，排气温度下降 3%，起动机脱开转速提高 3%。

（2）采取延长点火时间和起动机脱开时间等优化

控制时序，可使发动机点火成功率提高，点火后油气

比分配更合理，从而为起动后段创造有利条件，提升

发动机高原起动成功率。

（3）发动机在高原使用时应采用相对平原时更大

功率的起动机，以提高发动机转速上升率（起动过程

第 1、2 阶段），经试验验证，起动机功率提高约 1%，

点火转速及脱开转速可提高约 2%，起动时间缩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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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优化亚声速无人机进气道的性能，完成了 1 种背部 S 弯进气道设计。通过合理控制中心线形状和截面积变化率完

成了内型面设计，利用内、外流场耦合仿真得到了该进气道的最佳工作点和速度、迎角、侧滑角特性。数值仿真结果表明：总压恢复

系数达到 0.97 以上。利用试制的玻璃纤维进气道与发动机进行了地面静止吸气状态下的匹配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在地面静止吸

气状态下发动机稳定工作裕度和熄火特性均满足设计要求，推力损失小于 0.032。

关键词：S 弯进气道；总压恢复系数；畸变指数；数值模拟；匹配试验；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1.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2.009

Design and Test of S-shaped Inlet at Back of Subsonic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AN Jia-ning

(Unit 92419 of PLA袁Xingcheng Liaoning 125106袁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inlet performance of the subsonic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渊UAV冤袁a kind of S-shaped inlet at
back was designed. The interior surface design was accomplished by reasonably controlling the change rate of centerline shape and cross-
sectional area. The optimum working point袁velocity袁angle of attack and sideslip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let were obtained by the coupling
simul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low fiel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is above
0.97. Using the glass fiber inlet and the engine袁the matching test was carried out under the static inspiratory condition of the ground.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able operating margin and flameou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gine meet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under the static
inspiratory condition of the ground袁and the thrust loss is less than 0.032.

Key words: S-shaped inlet曰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曰distortion index院numerical simulation曰matching test曰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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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无人机进气道设计是无人机气动设计的重要组

成部分[1]，其性能的优劣直接影响无人机用涡喷发动

机的性能。对无人机进气道设计的基本要求有 3 点：

尽可能高的总压恢复系数；尽可能小的进气畸变；足

够的空气流量。同时应保证高质量的进口流场、小的

飞行阻力和满足隐身性的要求[2]。S 弯进气道可以提

高无人机的隐身性能，并有效减小机身截面积，从而

减小飞行阻力，因此在以喷气式发动机为动力装置的

无人机上得到了广泛应用[3]。S 弯进气道在无人机上

的布置方式受多种因素影响，当强调无人机机动性时

多使用腹部进气；当强调隐身性能时多使用背部进

气。采用两侧进气方式对以降落伞加气囊回收的无人

机有利。亚声速无人机在设计中受回收系统限制，多

采用背部进气。某高亚声速无人机的平飞设计点为小

迎角状态，没有机动性要求，背部进气可以满足飞行

包线范围的使用要求，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减小飞行阻

力，因此在该无人机中采用背部后置式亚声速 S 弯进

气道[4-5]。

进行进气道研制时一般应通过风洞试验进行性

能测试。为了节约研制成本，缩短研制周期，在研制无

人机的过程中取消了进气道风洞试验，采用“理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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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仿真计算→试制进气道样件→进气道与发动机

匹配试验”的流程。

本文按照该流程对无人机进气道进行详细设计，

由于采用了背部进气方式且位置较靠后，机身对进气

道的遮挡作用不能忽略，因此。利用 CFD 仿真软件对

进气道进行内外流场耦合仿真计算，分析了进气道性

能；利用由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制造的进气道样件与选

用的涡喷发动机进行地面试车台匹配性开车试验。

1 进气道型面设计

S 弯进气道型面设计包括：（1）决定横向压力梯

度的进气道中心线变化率设计；（2）决定扩压比的面

积变化率设计；（3）决定偏航和大迎角下进气性能的

唇口设计；（4）避免大量附面层进入进气道的隔道设

计。受无人机空间条件的

限制只能采用较大偏距、

较短扩压段的 S 弯进气

道，如图 1 所示。为了提高

总压恢复系数，降低进气

畸变，采用先急后缓的中心线变化率，如图 2 所示。为

了控制出口气流的分离，使出口气流更加均匀，选用

缓急适中的面积变化率，如图 3 所示。附面层隔道的

厚度由进气道入口到机头的长度决定，根据经验，其

值取为进气道入口到机头长度的 0.9%，隔道形状选

取尖劈形状，尖劈夹角选择 45毅[6]。在唇口截面设计

时，内外唇口分别采用大小不同的 1/4 椭圆，其中内

唇口椭圆长轴为 24 mm，短轴为 12 mm，外唇口椭圆

长、短轴均为内唇口长度的 2 倍。最终设计结果为进

口喉道采用长宽比为 2 的长圆型。内扩压器部分的长

度为 3.968D（D 为进气道出口当量直径），进、出口中

心偏距为 2.133D，根据当量扩张角不大于 5毅的原则，

面积扩张比确定为 1.21。

2 进气道仿真计算

为了获得更准确的进气道性能，必须进行无人机内

外流场耦合仿真，仿真采用 3 维可压缩雷诺平均 N-S

方程，湍流模型采用 k-着 模型。采用有限体积法格心

格式进行离散。在每个物理时间步长内，采用当地时

间步长以加速收敛。将无人机进气道及其周围流场作

为计算域进行网格划分，计算域长、宽分别设为参考

长度的 40、10 倍，计算网格生成如图 4~7 所示。进气

道采用多块结构网格，其余部分采用非结构混合网

格，共约 600 万网格单元，在进气道的唇口等型面变

化剧烈的区域进行网格适当加密。根据壁面函数法确

定的 y+ 绘制近壁面网格。边界采用压力远场边界条

件，进气道出口边界采用压力出口边界条件，出口界

面的质量流量惟一给定，在迭代收敛过程中，通过调

整出口处的平均静压，逐步逼近给定的质量流量。计

算域边界设为压力远场边界条件，壁面为黏性无滑移

绝热固壁[7-8]。计算马赫数为 0.3～0.7，迎角为 -2毅～
8毅，侧滑角为 0毅～6毅。

3 进气道与发动机匹配试验

在地面静态自然吸气状态下进气道总压恢复系

数最小，进气畸变最大[9-12]。为了验证进气道流量与发

动机所需流量的匹配性，根据台架试验数据分析，评

判无人机在地面时进气道与发动机的气动相容性，以

及通过加减速试验和熄火试验，判定发动机稳定工作

裕度是否能够确保飞行安全，进行进气道与发动机的

匹配性试验[13-15]。试验件采用 1∶1 真实的进气道与发

动机进行地面联合试验。进气道采用玻纤复合材料制

成，将进气道唇口、进气道 2 部分分别成型后黏接形

成进气道组件，其中进气道采用分段阳模一次性成

图 1 进气道外形

图 2 进气道中心线变化率 图 3 进气道截面变化率

图 4 进气道进口处网格 图 5 进气道出口处网格

图 6 进气道对称面网格 图 7 整机对称面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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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保证了内型面的加工

精度。进气道通过法兰盘

与涡喷发动机进气端面连

接，如图 8 所示。试验主要

内容包括：（1）在不同转速

状态下发动机的推力及耗油率节流特性；（2）完成发

动机瞬态工作情况，包括熄火试验，瞬态急推杆（0.5

s）和瞬态急拉杆（0.5 s）试验，考核发动机与进气道匹

配工作稳定性。在试验过程中，监测发动机各关键转

速振荡情况，以及发动机排气温度、压气机压比、进口

流量和点熄火性能，根据上述试验结果，判断发动机

推力等关键参数是否达到设计指标。试验参数录取是

在恒转速情况下进行的，转速呈阶梯型增加，试验时

按物理转速给定发动机转速，测试发动机对应状态下

的推力、耗油率、压气机转速及排气温度。试验后，根

据试验时的大气压力和大气温度，折合计算标准状态

下发动机的转速及推力等关键参数。

4 结果分析

4.1 仿真结果分析

4.1.1 飞行速度对进气道性能影响

整个仿真计算过程按照高度为 0、3、5 km 和马赫

数为 0.3、0.5、0.7 共计 9 个飞行状态点进行仿真。由

于无人机设计飞行迎角为 0毅，因此重点对 琢=0毅、茁=0毅
下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地面静止状态下进气道的抽吸

性能参数见表 1，进气道出口总压恢复系统为

0.9772，进气道出口总压畸变指数（DC60）为 0.126，周

向畸变指数为 1.28%。在地面自然吸气无冲压的情况

下，总压恢复系数明显小于有速度的状态，而且进气

畸变较大。

从表中可见，在高度为 0 km、琢=0毅、茁=0毅时，总压

恢复系数随着马赫数的提高而增大，并在 Ma=0.5 时

达到最大，然后略微减小，在其他高度下均随着马赫

数提高而增大，总体而言，总压恢复系数均大于 0.97，

可见马赫数对进气道的总压恢复系数影响很小。进气

畸变随马赫数的变化较为多样，但其最大值小于

1.3%，且变化也较小，故马赫数对进气畸变影响也较

小。在高度为 5 km 时，随着飞行速度的增加，进气道

出口流场畸变逐渐减弱，总压恢复系数逐渐增大，说

明进气道的效率随飞行速度的增加而提高。

4.1.2 高度对进气道性能的影响

对不同高度下 琢=0毅、茁=0毅，飞行马赫数分别为 0.3、

0.5 时的进气道性能进行

了分析，其结果如图 9 所

示。从图中可见，在相同马

赫数下随着高度的增加，

总压恢复系数逐渐减小，

但是减小幅度很小。

4.1.3 迎角对进气道性能的影响

对海平面下总压恢复系数随迎角的变化进行分

析，其变化趋势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无人机在

-2毅迎角时总压恢复系数最大，随着迎角的增加总压

恢复系数逐渐减小，但仍大于 0.985，变化量较小，对

进气道性能几乎无影响。侧滑角为 0毅、迎角分别为

-4毅、0毅、8毅时进气道出口处

总压和对称面马赫数分别

如图 11~16 所示。从图中

可见，在进气道出口顶端

有分离现象发生，而且随

着迎角的增大，分离区范

围逐渐扩大。表 1 马赫数对进气道性能的影响

总压恢复系数

0.9772

0.9863

0.9868

0.9857

0.9848

0.9860

0.9838

0.9858

0.9864

Ma

0

0.3

0.5

0.7

0.3

0.5

0.3

0.5

0.7

高度 / km

0

3

5

周向畸变指数 /%

1.280

1.030

1.100

1.180

0.855

0.924

1.420

1.130

0.960

图 8 试验现场

图 9 在不同高度下总压

恢复系数的变化

图 11 琢=-4毅、茁=0毅时进气道

出口处总压

图 12 琢=-4毅、茁=0毅时进气道

对称面马赫数

图 10 进气道出口处总压

恢复系数随迎角的变化

Ma=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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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

2.2 2.4 2.6 2.8

x/m

Ma: 0.02 0.12 0.22 0.32 0.42 0.52 0.62 0.72

0.04

0.02

0

-0.02

-0.04

0.04-0.04 -0.02 0 0.02 0.06

y/m

total-pressure/Pa

4.1.4 侧滑角对进气道性能的影响

对 3、5 km 高度下总压恢复系数随侧滑角的变化

进行分析，其变化趋势如图 17 所示。从图中可见，无

人机在 3 km、4毅迎角时总压恢复系数随侧滑角增加

而增大，在其他状态下变化很小，总体而言，在 4毅侧
滑角范围内，总压恢复系数均大于 0.975，即侧滑角对

进气道的性能影响较小。

4.2 匹配试验结果分析

发动机加减速及熄火试验数据曲线如图 18 所

示。从图中可见，在发动机急减速的过程中（大车至慢

车状态），转速曲线平滑，即发动机工作稳定，无油门

骤减带来的转速波动；在慢车至空中慢车、空中慢车

至大车这 2 段急加速上升曲线中，转速曲线同样平滑

无异常。因此发动机在进气道匹配条件下的稳定工作

裕度满足工作需求。从发动机熄火特性曲线可见，在

发动机油门骤减过程中，发动机转速降至 20000

r/min 以下（低于发动机稳定工作低限—慢车 35000

r/min），随后，随油门增加，转速成功回调至慢车，发

动机在全过程中工作稳定，熄火裕度安全可靠。发动

机工作温度虽然有所上升，但完全满足工作需求，无

超温危险。在熄火状态下发动机工作稳定，加减速满

足实际使用需求。在试验中使用 3 台发动机进行推力

损失测试。根据试验时的大气压力和大气温度，折合

到标态条件下发动机的推力进行计算。进气道损失带

来的推力平均衰减为 3.19%，略大于理论计算的

2.23%，但仍满足推力衰减不大于 5%的指标要求。

5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按照“理论设计→仿真计算→试制进

气道样件→进气道与发动机匹配试验”流程进行某无

人机进气道详细设计的过程。完成了某亚声速无人机

进气道的设计，进行了内外流场耦合仿真，得到了进

气道的相关性能参数。在整个飞行包线范围内，进气

道均具有较高的总压恢复系数和较小的进气畸变，从

总压恢复系数来看，在各高度上，除了超出无人机最

大飞行速度的马赫数 0.7 外，在马赫数 0.5 时总压恢

复系数最大，因此进发匹配点的马赫数为 0.5。利用试

制的玻璃纤维进气道进行进气道与发动机匹配试验，

结果表明进气道空气流量满足发动机进气流量需求，

进气道性能满足设计指标要求。已经完成的无人机试

飞试验初步验证了所设计的进气道性能满足发动机

进气需求，下一步将按照无人机极限指标考核要求对

进气道性能进行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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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分析间冷器翅片高度、翅片厚度、隔板厚度等结构参数对换热性能的影响，根据船用间冷循环燃气轮机长期工作在

海洋环境的性能要求及结构特点，初步设计了机上间冷器，并对其进行了试验验证。根据前期验证结果，对间冷器结构进行了迭代

改进。结果表明：在一定范围内，翅片高度增加导致换热效率降低和总压恢复系数增大；翅片厚度增加，导致换热效率提高和总压恢

复系数减小；隔板厚度增加导致换热效率降低。

关键词：间冷器；换热效率；总压恢复系数；间冷循环燃气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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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Study on Structure Improvement of Gas Turbine Intercooler
AN Yang袁YANG Zhi-mi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g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structural parameters such as fin height袁fin thickness and diaphragm thickness on

the heat transfer performance袁according to 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ine intercooled gas turbine
working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for a long time袁the intercooler on the engine was designed and tested preliminari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previous verification, the structure of the intercooler was improved by it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fin
height leads to the decrease of heat transfer efficiency and the increase of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in a certain range. The increase
of the fin thickness leads to the increase of heat transfer efficiency and the decrease of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The increase of
the diaphragm thickness leads to the decrease of heat transfer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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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间冷循环燃气轮机通过在低压压气机与高压压

气机之间安装 1 个中间冷却器，使从低压压气机中流

出空气的温度降低到接近环境温度，以此降低高压压

气机进口温度，从而降低高压压气机的耗功，提高循

环的总输出功率[1-3]。在间冷循环燃气轮机中，间冷器

的性能直接决定燃气轮机的性能，间冷器的使用可以

明显提高燃气轮机的循环比功，同时在部分工况下可

提高其效率。

船用间冷循环燃气轮机间冷系统由机上间冷器

和机外海水换热器 2 个换热部分组成双回路系统。机

上间冷器用于空气和冷却液的换热，降低低压压气机

出口空气的温度，从中提取热量，通过系统循环回路

中的冷却液将热量带到机外海水换热器中进行热交

换，机外冷却液 - 海水换热器中的海水将系统中的热

量最终排入大海[4]。板翅式换热器基于其结构紧凑、传

热效率高、质量轻等突出优点，近年来已经成为间冷

循环燃气轮机机上间冷器的首选形式[5-6]。

目前，国内对燃气轮机间冷器的结构设计优化及

换热性能试验分析开展了一些技术研究。李卓等[7]针

对某船用燃气轮机提出 3 种间冷器结构方案，得到较

好的模拟结果；董威等[8-9]借助计算流体动力学数值模

拟技术，实现间冷器整个流路的总压损失分析，并设

计了模块化间冷换热器，进行间冷器结构参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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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模块 A性能参数

试验值

84.9

97.92

15.8

272.9

参数

换热效率 /%

总压恢复系数 /%

冷却水流量 /（kg/s）

冷却水压差 / kPa

表 1 间冷系统运行条件

参数

进口空气流量 /（kg/s）

空气进口温度 /℃

空气进口总压 /kPa

冷却水流量 /（kg/s）

冷却水进口温度 /℃

设计值

10

170

399.6

16

18

表 2 模块 A结构参数

参数

气侧翅片高度 /mm

液侧翅片高度 /mm

气侧翅片层数

液侧翅片层数

隔板厚度 /mm

翅片厚度 /mm

数值

3.5

1.5

76

75

0.3

0.15

周亚峰等[10-11]提出间冷器湿空气凝析问题，建立了湿

空气凝析的条件判别式，并论证了间冷循环技术可以

提高输出功率和热效率的本质；周雷等[12]通过试验获

取了间冷器流动阻力特性和换热特性，评估了间冷器

流动换热性能；陈吉铖等[13]试验验证了 CC 型交叉波

纹板式间冷器换热性能良好。

本文根据船用间冷循环燃气轮机长期工作的海

洋环境下的性能要求及结构特点设计机上间冷器，研

究结构参数对间冷器换热性能的影响，提出改进方案

并加工出试验件，通过试验验证理论分析，为间冷器

设计提供参考。

1 间冷模块的初步设计及试验

1.1 间冷模块的初步设计

为方便维修和拆卸，机上间冷器采用模块化设

计，将间冷器设计成 10 个独立模块[14-15]，每 2 个基本

模块中间的楔形通道布置冷却水的进、出口管路。这

样布置的好处是当机上间冷器发生故障时，可以通过

诊断系统找到故障模块，便于从机匣中迅速定位取

出，满足安全稳定航行的要求。

基于间冷循环燃气轮

机工作的海洋环境，间冷

器的运行条件见表 1。间

冷模块的尺寸参数约束条

件为：流动方向长 393

mm，模块宽 453 mm，间冷

器厚 445 mm。间冷器材质

选用高强度和抗腐蚀性较好的钛合金。选择板翅式换

热器形式，气侧采用平直

翅片，液侧采用锯齿形翅

片，换热方式采用叉逆流

形式，来加强换热和降低

总压损失。采用效率 - 传

热单元数（浊-NTU）法初步

设计间冷模块 A，其内部

结构参数见表 2。

1.2 间冷模块试验系统

试验采用的间冷系统由机上间冷器和机外换热

系统组成。机上间冷器如图 1 所示，间冷机匣采用 S

型流路；机外换热系统由机外换热器 1 次水泵、补水

泵、储液罐等组成，结构如图 2 所示；机上间冷器机匣

如图 3 所示。

试验器包括进气系统、

排气系统、冷却水系统、纯

水系统、电加温系统及控制

系统。其中进、排气系统最

大空气流量为 30 kg/s，压

力为 0.8 MPa，电加温系统

采用 4 MW 电加温器，可

满足试验空气来流流量及

温度需求，其中，电加温器依靠纯水系统进行冷却。在

间冷试验中，热空气通过间冷模块与 1 次换热介质进

行热交换，被加热的 1 次换热介质再与 2 次水换热，试

验用1次换热介质为纯水，2 次水由低压冷却水系统提

供，均可满足试验需求。

1.3 模块 A试验

在模块 A 的第 1 次试验准备阶段，供气后发现

试验件漏气严重，立即停止试验。对试验件进行重新

装配，在试验模块与外套连接处涂密封胶，试验件漏

气问题得以解决，完成模块 A 的试验。得到模块 A 的

性能参数见表 3。后续又进

行模块 A 的第 2 次性能验

证试验，发现性能有所衰

减，经检查为模块 A 内部

漏水所致。钛合金间冷模块

的焊接工艺仍有待进一步

完善。

间冷器的换热效率与

冷却水的关系如图 4 所

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冷却

水流量增大，间冷器的换

热效率逐渐提高，且这种

提高趋势是逐渐趋缓的。

这是因为，随着冷却水流

量的逐渐增大，冷却水能

图 1 机上间冷器 图 2 机外换热系统

图 3 机上间冷器机匣

图 4 模块 A换热效率的

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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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模块 B的结构参数
参数

气侧翅片高度 /mm

液侧翅片高度 /mm

气侧翅片层数

液侧翅片层数

隔板厚度 /mm

翅片厚度 /mm

数值

3

1.2

82

80

0.5

0.15

够带走的热量增多，系统换热能力越来越强，冷却效

果越来越充分，因而换热效率随之提高；由于空气的

进口流量和温度是固定的，能够被带走的热量有限，

当冷却水流量增大到一定量值后，冷却水的冷却能力

开始“富余”，虽然换热效果仍逐渐变好，但趋势逐渐

变缓。因此，可以通过增加一定的冷却水流量来提高

间冷器的换热效率。

2 结构参数对间冷器换热性能的影响

为了在间冷器高度和轴向限制尺寸范围内对间

冷器结构参数进行改进，基于模块 A 的结构参数，在

间冷器的外形尺寸限定范围内，保持翅片间距和板间

距等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研究翅片高度、翅片厚度及

隔板厚度对换热器性能的影响。

间冷器的换热性能与翅片高度的关系如图 5、6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翅片高度在 2.0～5.0 mm 内

增加，间冷器换热效率逐渐降低，总压恢复系数随之

增大。这是由于翅片高度增加导致水力直径变大，流

通面积增大，从而使雷诺数变小，湍流程度降低，即传

热因子和摩擦因子都减小，最终导致机上间冷器的效

率和气侧压力损失率的减小。

间冷器的换热性能随翅片厚度的变化规律如图

7、8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翅片厚度在 0.1～0.2 mm

内增加，间冷器换热效率逐渐提高，总压恢复系数随

之减小。这是由于翅片的导热系数很大，且翅片的高

度比厚度大得多，因此沿厚度方向的热传导可忽略不

计。增加翅片厚度使翅片的横截面积变大，沿翅片高

度方向的传热量增加，从而提高了间冷器的换热效

率；翅片厚度的增加也使流体流通面积减小，流通阻

力和压力损失增大。同时，翅片厚度的增加还导致整

个间冷器质量变大，对经济性不利。此外，翅片厚度还

受制于间冷器强度和加工工艺，应不小于 0.15 mm。

间冷器的换热性能随隔板厚度的变化规律如图

9、10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隔板厚度在 0.3～0.8 mm

内增加，间冷器的换热效率逐渐降低，间冷器的总压

恢复系数没有变化。板翅式换热器的传热过程主要通

过翅片的热传导与流体之间的对流换热来完成，仅有

一小部分直接由隔板完成。隔板厚度的增加导致单位

体积下换热层数减少，由于隔板的比表面积比翅片小

得多，其紧凑性明显变差，换热器总传热面积减小，换

热能力降低。因此应在满足承压能力的前提下，减少

隔板厚度以提高换热效率。

3 模块 A的改进及试验

为了提高钛合金间冷模块的换热性能，在模块 A

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并加工

出模块 B，通过降低空气侧高

度和增加换热层数来提升模

块的换热能力，通过增加隔板

厚度来保证钎焊质量达到要

求的保压能力。模块 B 的结

构参数见表 4。

模块 B 除安装边平面度

和芯体垂直度有超差外，其余尺寸符合图纸要求，保

压要求满足图纸技术条件。在模块 B 的试验中，试验

件水侧存在流阻高，冷却水流量最大仅为 10 kg/s，为

进一步摸索模块性能，后又利用高压水直接连接试验

件液侧进口完成试验，试验结果见表 5。从表中可见，

模块 B 的水侧流阻大于模块 A 的，即使使用高压水，

冷却水流量仅为 13.9 kg/s，此时水侧流阻为 1015.2

kPa，模块 B 的总压恢复系数略有减小，但换热能力

提升较大。

图 7 翅片厚度与换热

效率的关系

图 8 翅片厚度与总压恢复

系数的关系

图 5 翅片高度与换热

效率的关系

图 6 翅片高度与总压恢复

系数的关系

图 9 隔板厚度与间冷器

效率的关系

图 10 隔板厚度与总压恢复

系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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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模块 B与模块 A性能参数对比

模块 A

84.9

97.92

15.8

272.9

参数

换热效率 /%

总压恢复系数 /%

冷却水流量 /（kg/s）

冷却水压差 / kPa

模块 B

86.8

97.67

13.9

1015.2

表 7 3个模块性能参数对比

模块 B

86.8

97.67

13.9

1015.2

模块 A

84.9

97.92

15.8

272.9

参数

换热效率 /%

总压恢复系数 /%

冷却水流量 /（kg/s）

冷却水压差 / kPa

模块 C

89.5

97.80

13.2

193.13

模块 B 与模块 A 的

换热效率对比如图 11 所

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冷

却水流量的增加，2 个模

块的换热效率均逐渐提

高，且提高的趋势相近；

此外，在同等冷却水流量

下，模块 B 的换热效率要

远远高于模块 A 的，可见模块 B 的换热能力较模块

A 是有大幅提升的。

针对模块 B 水侧阻力超标问题开展分析，最终

确定 2 个原因：水侧高度的降低增大了水侧阻力；水

侧翅片冲压模具使用时间过长导致水侧翅片尺寸不

稳定，部分锯齿波冲断处

存在毛刺，增大了水侧阻

力。为此，综合考虑换热

性能、钎焊质量、结构变

形及冲压质量等因素，在

模块 B 的基础上增加液

侧翅片高度，在间冷器满

足承压能力的前提下将

隔板厚度调整为 0.4 mm，

同时调整翅片层数以适

应间冷器的尺寸要求，加

工出间冷模块 C，其结构

参数见表 6。在模块 C 的

研制过程中，突破了间冷

模块安装边机加技术，解

决了安装边平面度和芯

体垂直度超差的问题，加

工工艺水平显著提高。

模块 C 与模块 A、B 的换热效率对比如图 12 所

示，性能参数对比见表 7。试验结果表明，模块 C 的换

热效率比模块 A、B 的显著提高；冷却水压差在模块

B 的基础上有了很大改善；总压恢复系数三者相差不

大。整体来看，模块 C 的换热性能好于模块 A、B 的。

4 结论

本文根据船用间冷循环燃气轮机特定的工作环

境要求设计间冷器，研究了间冷器翅片高度、翅片厚

度和隔板厚度对间冷器换热性能的影响，并对所设计

间冷模块逐步改进，创新性地将间冷器的试验与理论

分析相结合，通过试验手段验证，为间冷器的设计及优

化提供参考。从设计及试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翅片高度在 2.0～5.0 mm 内增加导致间冷器

换热效率降低，总压恢复系数增大。

（2）翅片厚度在 0.1～0.2 mm 内增加导致间冷器

换热效率提高及总压恢复系数减小。但受间冷器强度

和加工工艺的限制，翅片厚度应不小于 0.15 mm。

（3）隔板厚度在 0.3～0.8 mm 内增加，导致间冷

器换热效率降低，对总压恢复系数影响微弱。在间冷

器满足承压能力的前提下，应减少隔板厚度以提高换

热效率。

（4）模块 B、C 的换热效率分别为 86.8%、89.5%，

比模块 A 的 84.9%有了显著提高，3 个模块的总压恢

复系数相差不超过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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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大型阶梯轴回转部件圆柱轮廓的测量精度，提出 1 种考虑偏心量、工件倾斜及传感器测头偏移的 3 偏置测量

模型。分析了综合偏置误差对阶梯轴截面圆柱轮廓残余误差的影响及偏置误差在不同工件半径下对圆柱轮廓测量结果的影响，实

现了阶梯轴圆柱轮廓精度的准确评定。为了验证 3 偏置圆柱轮廓测量模型的有效性，采用超精密航空发动机测量仪对大直径阶梯

轴的圆柱轮廓进行了测量与评定。结果表明：与传统双偏置测量模型相比，3 偏置圆柱轮廓测量模型所评定的大半径阶梯轴同轴度

的准确性提高了 9.39 滋m；阶梯轴半径越大，测量精度越高。

关键词：超精密测量；大型阶梯轴；圆柱轮廓精度；测量模型；残余误差；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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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kind of High Accuracy Measurement Model of Large Stepped Shaft Cylinder Profile
SUN Shan-min1袁SUN Chuan-zhi2袁FENG Shuo1袁WANG Hong-ye2袁LI Jia-hao2袁LIU Yong-meng2

渊1.AECC Shenyang Liming Aeroengine Co.袁Ltd袁Shenyang 110043袁China曰2.Key Laboratory of Ultra-precision Instrument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Chemical Industry Information Department袁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袁Harbin 150080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measuring accuracy of cylinder profile of rotating parts with the large stepped shaft袁a measurement
model with three offset error sconsidering eccentricity袁tilt of workpiece and offset of sensor probe was proposed.The influence of the
comprehensive offset error on the residual error of the cylinder profile of the step shaft sec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offset error on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cylinder profile under different workpiece radius were analyzed袁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accuracy of the
stepped shaft cylinder profile was realized.In order to verify the validity of the cylinder profile measurement model with three offset errors袁
the cylinder profile of large diameter stepped shaft was measured and evaluated by ultra-precision aeroengine measuring instrument.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odel with two offset errors袁the accuracy of coaxiality of large diameter stepped shaft
evaluated by the cylindrical profile measurement model with three offset errors is improved by 9.39滋m.The measurement accuracy i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radius of the stepped s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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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阶梯轴是各种转动机器设备的核心部件，也是组

成各种回转运动副的必要部件[1-2]。随着航空、航天行

业等大型高精度回转类机械行业对产品回转特性的

精度要求的提高[3-5]，同轴度作为直接反映阶梯轴回转

特性的主要参数，其测量准确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6]。

如航空发动机的低压涡轮轴部件，其同轴度误差要求

控制在 1 滋m 以内[7]。尽管目前测量仪器具备较高的

测量精度，但由于受加工水平的限制，各系统误差的

绝对存在对阶梯轴同轴度的准确测量有很大影响，测

量结果很可能包含未被分离出去的系统误差 [8-9]。因

此，开展大型阶梯轴的同轴度高精度测量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10-11]。

ISO 1101-2012 定义了同轴度的相关术语和概

念，描述了阶梯轴截面轮廓的基本特征[12]。研究人员

对同轴度的精确测量做了大量工作[13]，Whitehouse[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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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 Limacon 模型，将工件几何中心与回转中心的

偏心误差引入测量模型中，使得评定的圆度较为精

确；谭久彬[16-18]认为当传感器测量线不通过测量回转

中心时会引起测头偏移误差，并提出 1 种新的圆轮廓

测量模型；基于圆轮廓测量模型，Murthy[19]提出 1 种考

虑工件初始偏心和工件几何轴线倾斜的双参数圆柱

轮廓测量模型，使得同轴度的评定更加准确。

基于上述提及的圆柱轮廓测量模型，发现有圆柱

轮廓测量的主要问题是考虑多偏置误差的圆柱轮廓

测量模型的建立，测量中传感器测头偏移误差也会对

参数标定产生影响，同时，工件倾斜会导致测量截面

出现椭圆化现象，因此亟需建立 1 种考虑多偏置误差

的圆柱轮廓测量模型。本文提出 1 种考虑偏心、工件

倾斜和传感器测头偏移的 3 偏置圆柱轮廓测量模型，

使阶梯轴的同轴度测量更加准确。

1 3 偏置圆柱轮廓测量模型

传统双偏置测量模型考虑了工件偏心和轴线倾

斜 2 个因素对圆柱轮廓测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

文考虑了工件倾斜误差引起的椭圆化和传感器测头

偏移等误差对圆柱轮廓测量的影响，3 偏置阶梯型圆

柱轮廓测量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a）中：p 为阶梯轴的采样截面数；n 为单截

面的采样点数；O1j 为转台回转轴线与第 j（j=1，2，…，

p）采样截面的交点；O2j 为第 j 截面的几何中心；酌 为

回转轴线与工件轴线的夹角；准 为导轨与转台回转轴

线的夹角。图 1（b）为第 j 截面的圆轮廓测量模型，O3j

为工件瞬时回转中心；O4j 为传感器测球中心；ej 为偏心

量；琢j 为偏心角；dj 为测头偏移量。对于第 j 截面的第 i
（i=1，2，…，n）测量点，籽ij 为测量点到 O3j 的距离；rij 为测

量点到 O2j 的距离；Δrij 为工件表面加工误差；兹ij 为转

台回转中心 O1j 的采样角度；渍ij 为截面几何中心 O2j 的

采样角度；roj 和 rlj 是拟合椭圆短半轴和长半轴的长度。

工件倾斜角 酌 不仅会影响各截面的偏心量，还会

导致截面轮廓发生椭圆化，从而带来测量误差。图 1

（c）为第 j 截面倾斜误差定义关系，几何关系为

rlj = roj
cos 酌 （1）

倾斜角 酌 引起的工件几何轴线的方向向量为（l’，
m’，n’），由 3 偏置阶梯型圆柱轮廓测量模型中的几何

关系得到测量方程为

籽ij= Δrij+rij蓸 蔀 2 - ejsin (兹ij-琢j)+dj蓸 蔀 2姨 +ejcos (兹ij-琢j)（2）

其中：

ej= e1cos 琢1+lzj蓸 蔀 2 + e1sin 琢1+mzj蓸 蔀 2姨
琢j=arctan

e1sin 琢1+mzj
e1cos 琢1+lzj蓸 蔀

l= l'
n' ,m= m'

n' ,tan 酌= l'2+m'2姨
n'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以 O2j 为坐标原点，则椭圆方程为

xij = rlj·cos (渍ij鄄茁)，yij = roj·sin (渍ij鄄茁) （3）

式中：xij 和 yij 分别为以 O2j 为中心的椭圆中第 i 个采

样点的水平和垂直坐标。

因此，第 j 截面上拟合椭圆第 i 测量点到 O2j 的

距离 rij 为

rij= (xij)
2
+(yij)

2姨 =roj cos2 (渍ij鄄茁)
cos2 酌 +sin2 (渍ij鄄茁)姨 （4）

由图 1（b）得到截面几何中心的采样角度 渍ij 和

测量回转中心的采样角度 兹ij 的关系为

(Δrij+rij)sin (渍ij-兹ij)=dj+ejsin (兹ij-琢j) （5）

因此，截面几何中心的采样角度 渍ij 为

渍ij=兹ij+arcsin
dj+ejsin (兹ij-琢j)

Δrij+roj cos2 (渍ij鄄茁)
cos2 酌 +sin2 (渍ij鄄茁)姨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6）

整理式（1）~（6）得到 3 偏置阶梯型圆柱测量方

程为

图 1 3偏置阶梯型圆柱轮廓测量模型

（a）cylindrical profile
measurement model

（b）measurement model of
the jth section

（c）workpiece tilt error of
the jth section

62



孙汕民等：1 种高精度大型阶梯轴圆柱轮廓测量模型第 2 期

籽ij= Δrij+roj cos2 浊ij
cos2 酌 +sin2 浊ij姨蓸 蔀 2 -(dj+ejsin (兹ij-琢j))2姨 +ejcos(兹ij-琢j)

浊ij=兹ij+arcsin
dj+ejsin (兹ij-琢j)

Δrij+roj cos2 (渍ij鄄茁)
cos2 酌 +sin2 (渍ij鄄茁)姨

晌

尚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裳

捎

梢梢梢梢梢梢梢梢
-茁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设

（7）

2 仿真分析

2.1 3 偏置误差对圆柱轮廓测量的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 3 偏置圆柱轮廓测量模型的优势，

与传统双偏置测量模型作对比，通过仿真分析综合系

统误差对不同截面处测量结果的影响。传统双系统误

差圆柱轮廓测量模型为

籽ijLimacon = Δrij+roj+ejcos (兹ij-琢j) （8）

由式（7）、（8）得到残余误差为

啄ij = 籽ij-籽ijLimacon = f(ej,dj,琢j,roj,Δrij,酌,兹ij,zj) （9）

假设工件加工误差 Δrij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取

值 0.001 mm，标准差为工件加工误差的 1/3。根据式

（9）得到不同截面高度处残余误差与 3 偏置误差的关

系，如图2所示。图中，Level 1：e = 1 滋m，d = 50 滋m，酌
= 1忆；Level 2：e = 5 滋m，d = 100 滋m，酌 = 3忆；Level

3：e = 10 滋m，d = 200 滋m，酌 = 5忆；Level 4：e = 20

滋m，d = 300 滋m，酌 = 8忆；Level 5：e = 30 滋m，d = 500

滋m，酌 = 12忆。

从图中可见，在同一高度截面处，随着偏心误差、

工件倾斜角和传感器测头偏移的增大，残余误差也逐

渐增大。在图 2（a）中，随着偏置误差等级从 Level 1

增加到 Level 5，最大残余误差从 0.13 滋m 增大到

14.0 滋m。在同一误差量级下，随着测量截面高度逐渐

增加，残余误差也逐渐增大。在误差量级为 Level 5

时，当工件截面高度从 0 mm 增大到 200 mm 时，最大

残余误差从 14.0 滋m 增大到 72.7 滋m，其位置在垂直

于偏心角方向附近。

2.2 阶梯轴的同轴度仿真分析

为对比不同阶梯轴半径对测量模型的影响，分别

使用传统双偏置测量模型、考虑了椭圆化的双偏置测

量模型及本文提出的 3 偏置测量模型求解同轴度。假

设选取 2 个大小不同的阶梯型圆柱工件，上、下轴段

的半径分别为 50、100 和 150、200 mm，仿真结果如图

3 所示。图中，Level 1：e = 1 滋m，d = 5 滋m，酌 = 5忆；
Level 2：e = 5 滋m，d = 10 滋m，酌 = 10忆；Level 3：e = 10

滋m， d = 20 滋m，酌 = 15忆；Level 4：e = 20 滋m ，d = 30

滋m，酌 = 20忆；Level 5：e = 30 滋m，d = 50 滋m ，酌 = 25忆。

从图中可见，当偏置误差量级较小时，3 种模型

所评定的同轴度结果一致；随着偏置误差量级逐渐变

大，不同模型所评定的同轴度也在变大，3 偏置测量

模型的同轴度评定结果变化幅度最小，测量准确性更

高。在如图 3（a）中，相比于传统双偏置模型，当误差

量级为 Level 1 时，3 偏置模型测量的同轴度与之相

差仅为 0.02 滋m，当误差量级增加到 Level 5 时，3 偏

置模型使同轴度测量准确性提高了 2.7 滋m。

从图 3（a）、（b）中可见，当阶梯轴半径逐渐增大，

3 种模型所评定的同轴度准确性均提升，说明这些模

型更适用于评定半径较大的工件，同时 3 偏置模型的

测量准确性更高，更加接近真实值。对比图 3（a）、

（b），随着工件半径逐渐增大，传统双偏置模型评定的

同轴度测量准确性分别提升 2.6 滋m，而 3 偏置模型

评定的参数准确性仅分别提升 0.7 滋m，说明 3 偏置

测量模型更适合大半径阶梯轴，而且能获得更准确的

同轴度估计值。

图 2 偏置误差与残余误差仿真关系

图 3 不同阶梯型圆柱测量模型下的同轴度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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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小半径阶梯轴下不同模型所评定的同轴度

T2/滋m

4.68

8.24

13.80

22.12

酌/（义冤
0.6

3.4

10.3

16.2

d/滋m

0.3

23.2

85.9

162.9

e/滋m

0.7

4.9

14.3

19.2

level

1

2

3

4

M3/滋m

4.68

7.91

10.62

14.30

I2/滋m

4.68

8.24

13.77

21.89

注：阶梯轴上、下轴段半径分别为 50 和 60 mm，同轴度为 4.3 滋m。

表 2 大半径阶梯轴下不同模型所评定的同轴度

T2/滋m

6.32

7.96

11.78

17.43

酌/（义冤
0.58

2.13

15.38

23.23

d/滋m

0.31

16.19

85.95

162.91

e/滋m
0.72

4.90

12.35

19.21

level

1

2

3

4

M3/滋m

6.31

7.36

8.67

9.82

I2/滋m

6.32

7.93

11.65

17.21

注：阶梯轴上、下轴段半径分别为 80 和 100 mm，同轴度为 6.0 滋m。

3 试验验证

为验证 3偏置圆柱轮

廓测量模型对于提高阶梯

轴工件同轴度测量精度的

有效性和可靠性，采用超

精度航空发动机测量装置

进行测量验证，试验仪器

如图 4 所示。核心单元的

功能和参数如下：高精度

转台，包括空气轴承转台

和调心调倾工作台。空气轴承转台提供旋转测量基

准，其径向和轴向精度为 38 nm；调心调倾工作台用

于调整偏心及轴向的倾斜，其位移和角度的调整范围

是±3 mm 和±0.5毅。垂直空气轴承导轨行程为 2500

mm；2 个不同半径的阶梯轴，其上段半径分别是 50 和

80 mm，下段半径分别是 60 和 100 mm；电感传感器用

来测量阶梯轴的表面轮廓数据，分辨率为 5 nm。

当高精度转台匀速旋转时，通过调节垂直导轨使

得传感器测头与阶梯轴在不同高度的截面上接触来

获取采样数据，上、下轴段选取 20 个截面，每个截面

采样点为 1024。选取截至波数为 50 UPR（Undulation

Per Revolution），同轴度测试结果见表 1、2。

从表 1、2 中可见，当偏置误差量级较小时，3 种

测量模型评定的同轴度基本一致；随着偏置误差量级

逐渐加大，不同模型所评定的同轴度也在增大，其中

3 偏置模型的评定结果变化幅度最小，测量结果最准

确更接近真实值。相比于传统双偏置模型，当误差量

级为 Level 1 时，二者评定的同轴度相等；当误差量级

为 Level 4 时，3 偏置模型使小半径阶梯轴同轴度测

量准确性提升 7.82 滋m。

当阶梯轴半径变大时，3 偏置测量模型能获得更

加接近真值的同轴度评定结果。随着阶梯轴半径增

大，3 偏置模型评定的大半径阶梯轴同轴度测量准确

性提升 6.18 滋m，说明 3 偏置圆柱轮廓测量模型更适

合大半径阶梯轴评估。与其传统双偏置测量模型相

比，在工件为大半径下，当误差量级为 Level 4 时，3

偏置圆柱轮廓测量模型所评定的大半径阶梯轴同轴

度的准确性提高 9.39 滋m，评定结果更加接近真实值。

对比表 1、2 中的双偏置模型，二者在不同半径下

所评定的同轴度结果差别不大，说明工件轴线倾斜造

成的椭圆化对于同轴度评定的影响不大。此外，阶梯

轴的同轴度评定结果对测头偏移误差非常敏感，改进

的双偏置模型与 3 偏置模型的评定结果差别较大。因

此，本文提出的考虑工件偏心、工件轴线倾斜及传感

器测头偏移 3 种误差的圆柱测量模型是有效的，尤其

针对评定大型阶梯轴工件的同轴度参数。

4 结论

（1）本文提出了 1 种 3 偏置圆柱轮廓测量模型，

以提高阶梯轴同轴度的测量准确性，该模型考虑了工

件偏心误差、工件倾斜误差及传感器测头偏移误差。

为阶梯轴同轴度的评定设计了测量方案，并基于所提

出的 3 偏置圆柱轮廓测量模型及测量方案，分析了各

偏置误差及工件半径对阶梯轴截面轮廓测量结果的

影响，实现了同轴度的准确评定。

（2）在大型精密回转测量仪上进行了同轴度测量

试验，验证了 3 偏置圆柱轮廓测量方法的有效性。相

比传统双偏置测量模型，3 偏置圆柱轮廓测量模型所

评定的大半径阶梯轴同轴度的准确性提高 9.39 滋m，

评定结果更加接近真实值。阶梯轴半径越大，测量结

果越准确，本文提出的测量模型更加适合大半径阶梯

轴的同轴度参数评定。此外，椭圆化因素对与不同半

径的阶梯轴的同轴度评定影响很小，而对传感器测头

偏移误差比较敏感。

本文提出 3 偏置圆柱轮廓测量模型适用于偏心

误差、测头偏移误差及工件倾斜误差较大的情况，尤

其适用于大半径阶梯轴的同轴度评定，可以为转子类

（a）experimental instrument

（b）the stepped shaft

图 4 同轴度测量试验平台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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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精确定位以及高精度装配提供有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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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摘要：转子不平衡是引起发动机振动的主要原因。针对风扇转子工艺状态平衡良好，但工作状态不平衡量较大所引起振动偏

大的现象，对其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开展转子动特性试验。采用卧式转子试验器测量风扇转子在工作转速范围内各截面的振动响

应，利用三圆法测算出转子动不平衡量在高、低转速间存在的明显差异，主要是套齿连接结构刚度变化及叶片工作状态差异引起。

通过窄带跟踪滤波提取出转子在各典型转速下基波弹性线，发现风扇转子本身未发生较大挠曲变形，为准刚体状态。其相位测试结

果表明：风扇转子与多功能轴间存在明显的非同步振动规律。

关键词：风扇转子；不平衡量；动特性；三圆法；弹性线；相位；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2.012

Test and Analysis of 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Fan Rotor
GE Xiang-dong袁GAO Qiang袁LU Yang袁YANG Lei袁AN Zhong-ya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Unbalanced rotor was the main cause of engine vibration. In view of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process state of the fan rotor
was well balanced袁but the vibration caused by the large amount of unbalanced working state was large袁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 test of the
rotor was carried out for the variation law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 horizontal rotor tester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vibration response of
each section of the fan rotor in the working speed range. The three circles method was calculated by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otor
dynamic unbalance values at high and low rotational speed袁which was mainly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the structural stiffness of the socket
connection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blade working state. The fundamental elastic line of rotor at each typical rotational speed was extracted
by narrow-band tracking filter. It was found that no large flexure deformation occur in the fan rotor itself袁the fan rotor was quasi-rigid state.
The phas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obvious non-synchronous vibration law between the fan rotor and the multi-function shaft.

Key words: fan rotor曰values of unbalance曰dynamic characteristic曰three circles method曰elasticity line曰phase曰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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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旋转机械的飞速发展，转子动力学的研究也

在不断深入[1-3]，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研究大多集中

在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和模拟转子的试验验证方面[4-5]，

对工程中航空发动机真实转子的试验研究很少，且仅

停留在转子超转、破裂、疲劳等强度试验层面，而对于

全尺寸航空发动机转子动力学试验研究尤为匮乏[6-7]。

航空发动机是 1 种复杂的高速旋转流体机械，各部分

无论在构造、材料、工艺以及运动形态上存在很大差

别，要从理论上做出严格、精确的动力学特性分析具

有很大难度[8-9]。

本文利用卧式转子试验器，测量风扇转子的振动

响应，评估工作转速区间内转子不平衡量变化规律，

分析得到风扇转子在典型转速下的工作弹性线，研究

风扇转子工作状态下动力学特性及结构影响因

素[10-11]，可为风扇转子振动控制研究提供借鉴。

1 试验方案

1.1 试验件

本次试验以风扇转子为试验件，共分 4 种状态：



葛向东等：风扇转子动特性试验与分析第 2 期

图 10 试重位置

表 1 测量面和基准面位置说明

位置说明

风扇第 1 级盘前

风扇第 2 级盘后

风扇第 2 级盘轴

多功能轴

平衡支撑面 1

平衡支撑面 2

位置

A

B

C

D

P

Q

备注

试验器状态下

试验器支撑

试验器支撑

状态1：风扇盘毂组合件+多功能轴，如图1所示；

状态 2：风扇盘毂组合件 + 多功能轴 + 第 1 级转

子叶片，如图 2 所示；

状态 3：风扇盘毂组合件 + 多功能轴 + 第 2 级转

子叶片，如图 3 所示；

状态 4：风扇盘毂组合件 + 多功能轴 + 第 3 级转

子叶片，如图 4 所示。

为对比多功能轴安装紧度对转子动力学特性的

影响，将状态 1 又分为转子 2 级盘轴与多功能轴间

0.08 mm 和 0.13 mm 2 个过盈配合状态。

其中对状态 1 的试验件（风扇盘毂组合件 + 多功

能轴）进行 800 r/min 低速工艺动平衡时，应尽可能将

其平衡量控制在 100 g·mm 以内。

在完成低速动平衡以后，在平衡机上参照如图 1

所示位置测量 A、B、C 和 D 4 个位置的径向跳动值，

各测量面及基准面位置定义见表 1。

1.2 测试方案

本次试验在卧式转子试验器上进行。旋转试验器

由动力电控系统、增速器、密封器、真空箱、试验转子支

承系统、真空润滑系统、真

空系统、液压开盖系统、冷

却系统、电加热装置、测试

系统等组成，如图 5 所示。

风扇转子动特性参数测试系统如图 6 所示。

在试验中，应用位移

传感器（电涡流传感器）测

量各截面的振动响应，传

感器支撑座和单前支点布

置加速度传感器用于评估

试验中试验器基础振动环

境。试验安装及测试如图 7

所示。

1.3 试验流程

（1）完成状态 1 转子试验件（风扇盘毂组合件 +

多功能轴）的平衡及径向跳动测量工作。

（2）将试验件安装到卧式转子试验器上，首先进

行重复性验证试验，按调

试转速谱开车 2 次，对比 2

次开车的振动响应（如图 8

所示），并记录设备支点振

动、温度等参数。

（3）重复性试验验证

通过后，按转速谱进行正

式试验，如图 9 所示。每个

台阶停留 1～2 min，测量

转子 A、B、C 和 D 位置的

振动响应，并记录设备支

点振动、温度等参数。

（4）每个状态采用三

圆法对风扇转子进行试重

（3300 g·mm），在配重面

（配重面为第 1 级盘前和第

3 级盘后）3 次施加试配重

（O 为不加配重情况），试重

位置 F、S、T如图 10所示。

图 1 风扇盘毂组合件 +

多功能轴试验件

图 2 风扇盘毂组合件+多功

能轴+第 1级转子叶片试验件

图 3 风扇盘毂组合件+多功

能轴+第2级转子叶片试验件

图 4 风扇盘毂组合件+多功

能轴+第 3级转子叶片试验件

图 5 卧式转子试验器

图 6 风扇转子动特性参数测试系统

图 7 试验安装及测试

图 8 调试转速谱

图 9 试验转速谱

P
A

B

C D Q P
A

B

C D Q

P
A

B

C D QP
A

B

C D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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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传感器支承座振动情况

N/（r/min）

5000

6000

7000

8000

A pk /mm

0.00033

0.00051

0.00356

0.01448

N/（r/min）

1000

2000

3000

4000

A pk /mm

0.00330

0.00203

0.00191

0.00081

注：N 为转速；A pk 为传感器支承座振动最大点的峰值。

（5）每次试配重均按要求运转，测量转子 A、B、C
和 D 位置的振动响应，采用三圆法计算风扇转子动

不平衡量。

（6）完成上述全部试验后，对试验件进行平衡及

跳动检查工作。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2.1 数据可信度分析

重复性验证试验结果

如图 11 所示。

从图中可见，风扇转

子盘毂 2 次开车振动重复

性较好，数据可信度较高。

当转速为 4000 r/min

时，传感器测振支架存在

共振，在后续试验分析中

剔除该转速数据，在其他

转速下试验器支撑及测振

支架垂向振动远小于风扇

转子振动，测试结果真实可用，见表 2。

2.2 不平衡量计算

试验按照上述试验方案中试验件的状态顺序依

次进行，测量转子 A、B、C 和 D 位置的振动响应，采

用三圆法计算风扇转子动不平衡量，其试验中发现

在 3300 g·mm 试重条件下[12-13]，在转速为 1000～2000

r/min 的范围内转子不平衡响应变化不敏感，故分析

中剔除该转速，计算测试结果见表 3，并如图12 所示。

从风扇转子在 5 种状态典型转速下不平衡量计算

结果及趋势分析可知：在不同转速下，转子未带叶片状

态不平衡量差异较小；风扇盘毂 + 第 1 级转子叶片状

态不平衡量变化差异最大，高 / 低差大于 5000 g·mm。

因第 1 级转子叶片尺寸最大，、在工作状态下力学边界

（如叶片凸肩、叶根配合状态或罩量）易发生变化，导致

第 1 级转子叶片对不平衡量的影响明显大于第 2、3 级

转子叶片的[14-15]。综上所述，

实际发动机风扇转子动不

平衡量非恒定不变，而是存

在随转速明显变化的特征。

2.3 转子弹性线

从转子弹性线能非常

明显地看出转子在工作状

态下弹性变形沿轴向的分

布情况，也能看出在不同转

速下转子连接刚性的变化

规律，对转子的振动特性分

析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窄带跟踪滤波提

取出转子在各典型转速下

的基频时域波形，画出转子

弹性线。

表 3 动不平衡量测试结果

Um1 /（g·mm）

4700蚁107毅
1776蚁141毅
1442蚁91毅
1041蚁170毅
1311蚁196毅
6091蚁60毅
6564蚁65毅
2148蚁58毅
755蚁203毅
2623蚁233毅
6233蚁170毅
1919蚁116毅
1063蚁34毅
548蚁304毅
1150蚁236毅
5819蚁54毅
3173蚁82毅
1020蚁120毅
1157蚁259毅
1846蚁247毅
1968蚁60毅
2327蚁39毅
1392蚁46毅
1537蚁73毅

N/（r/min）

3000

5000

6000

7000

8000

3000

5000

6000

7000

8000

3000

5000

6000

7000

8000

3000

5000

6000

7000

8000

5000

6000

7000

8000

Um3 /（g·mm）

4500蚁75毅
1570蚁82毅
1070蚁56毅
1090蚁120毅
2200蚁167毅
6482蚁64毅
5870蚁10毅
1269蚁327毅
1954蚁193毅
4385蚁158毅
5923蚁65毅
1503蚁60毅
760蚁351毅
1028蚁261毅
2757蚁225毅
2619蚁60毅
1683蚁60毅
565蚁18毅

1264蚁265毅
2211蚁222毅
1935蚁48毅
1316蚁13毅
1221蚁15毅
1213蚁30毅

风扇 + 多功能轴

（0.08 mm 过盈）

风扇 + 多功能轴 +

第 2 级转子叶片

风扇 + 多功能轴

（0.13 mm 过盈）

风扇 + 多功能轴 +

第 1 级转子叶片

风扇 + 多功能轴 +

第 3 级转子叶片

注：Um1 为第 1 级盘前动不平衡量；Um3 为第 3 级盘后动不平衡量。

图11 2次开车过程中各截面

振动响应

图 12 典型转速下不平衡量

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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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紧度过盈条件下风扇转子转速为 6000 r/min

时的转子弹性线对比如图 13～16 所示。

不同紧度过盈条件下风扇转子转速为 7000 r/min

时的转子弹性线对比如图 17～20 所示。

从以上对比分析可知：在风扇转子盘毂未加试重

状态下，风扇转子（不含多功能轴）在全转速范围内以

平动及俯仰等刚体振型为主，转子本身无挠曲变形。

第 2 级盘轴与多功能轴为套齿连接结构，在理想

工作状态下二者应配合良好，无相对振动，但实际上

多功能轴与第 2 级盘轴配合处于 1 种“非同步”振动

状态，随转速提高，二者之间均存在明显等效连接刚

度损失现象，配合不协调。其中在 6000 r/min 附近最

差。如图 21、22 所示。

结合整机试车风扇振动情况，得知转速为

6000 r/min 是风扇转子的临界转速，通过计算进一步

获得该振型为风扇转子俯

仰振型。因转子过临界振

动大主要与转子不平衡量

偏大相关，通过风扇转子

本机平衡试验得以充分验

证，如图 23 所示。

虽预设风扇转子第 2 级盘轴与多功能轴 2 种过

盈配合状态，但二者间振动差值未发生明显变化，表

明该调整不足以影响风扇转子动力学特性，其结果对

结构的深度改进提供了支持和借鉴。

2.4 转子动特性相位分析

在试验中通过键相产

生每圈 1 个转速脉冲信

号，以此为基准可以测出各

测点在同一次试验过程中

的相位变化，如图 24 所示。

从图中可见，转速在 3000 r/min 以上，多功能轴

截面振动超前于风扇转子达到振动高点，随转速增

加，相位超前量增大。从转子振动特性曲线可知，此现

象为转子振动相位滞后导致，多功能轴截面振动相位

未发生明显变化，带叶片状态与未带叶片状态变化趋

势相同。

3 结论

（1）通过风扇转子在 5 种状态下不平衡量研究结

果表明，发动机风扇转子不平衡量存在随转速明显变

化的规律。在中、高转速下风扇盘毂 + 第 1 级转子叶

片状态不平衡量变化差异最大，其影响明显大于第

图 13 0.08 mm过盈配合

6000 r/min 时转子基频振动

时域波形

图 14 0.08 mm过盈配合

6000 r/min 时转子弹性线

图 15 0.13 mm过盈配合

6000 r/min 时转子基频振动

时域波形

图 16 0.13 mm过盈配合

6000 r/min 时转子弹性线

图 17 0.08 mm过盈配合

7000 r/min 时转子基频振动

时域波形

图 18 0.08 mm过盈配合

7000 r/min 时转子弹性线

图 19 0.13 mm过盈配合

7000 r/min 时转子基频振动

时域波形

图 20 0.13 mm过盈配合

7000 r/min 时转子弹性线

图 21 多功能轴（0.08 mm

过盈配合）与第 2级盘轴在

不同转速下振动差值

图 22 多功能轴（0.13 mm

过盈配合）与第 2级盘轴在

不同转速下振动差值

图 23 风扇转子本机平衡

试验前后结果

图24 风扇转子振动相频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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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级转子叶片的。分析认为该现象可能与第 1 级转

子叶片尺寸过大，导致其工作状态力学边界易发生变

化相关。

（2）通过转子弹性线研究结果发现，风扇转子（不

含多功能轴）在全转速范围内沿轴线方向未发生较大

挠性变形，不同转速下风扇转子以准刚体形式存在，

表明该转子为刚体型转子。

（3）多功能轴与第 2 级盘轴配合状态随转速加快，

等效连接刚度逐渐变小，且在 2 种过盈配合状态下差

异不大。在转速为 6000 r/min 时最差，通过本机平衡试

验进一步验证了该转速为发动机临界转速特征。

（4）从转子振动特性曲线可知，多功能轴振动相

位明显领先风扇转子，主要为转子振动相位滞后导

致，其规律与叶片状态无关。

本文所述试验方法可系统地研究航空发动机风

扇转子动力学特性，包括不平衡量变化规律、结构变

量因素影响、转子弹性线、转子相位等，具有重大工程

意义，其试验方案、测试方案、数据分析方案均可在其

他转子件动特性试验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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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分析湍流流动中流体微团所受作用与流动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在槽道湍流边界层中通过粒子图像测速（PIV）技

术，拍摄流向 - 展向平面流场，采用本征正交分解方法提取湍流流动中不同尺度的含能结构。采用矢量象限组合分析方法，将流场

中流体微团所受作用分为肿胀作用、弯曲作用和旋转作用。结果表明：流动结构变化机理与这 3 种作用相关；肿胀型条带间流体微

团受到的主要作用是弯曲作用，在弯曲作用下直条带会弯曲，弯曲条带在肿胀作用下汇聚成肿胀型条带；随着流动结构尺度减小，

旋转作用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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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tion of fluid micelle and the change of flow structure in turbulent flow袁the
flow-to-spread plane flow field was captured by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 (PIV) technique in the turbulent boundary layer of the channel.
Energy-bearing structures at different scales in turbulent flow were extracted by means of proper orthogonal decomposition. By means of
vector quadrant combined analysis袁the actions of fluid micelle in the flow field were divided into swelling袁bending and rot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chanism of flow structure change is related to these three actions. The main action of the fluid micelle between the swelling
bands is bending. The straight band bends under the action of bending袁and the bending band converges into a swelling band under the
action of swelling. As the scale of the flow structure decreases袁the rotation gradually incr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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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湍流流动广泛存在于航空航天、船舶、能源、动

力、化工等领域[1-3]。在航空发动机的燃烧室中通常为

湍流流动，其中已燃气体与未燃气体的掺混、燃烧与

激波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湍流流动对化学反应的作

用等对航空发动机性能有重要影响。拟序结构是湍流

流动中最重要的结构，对湍流流动的维持、演化和发

展起着重要作用。研究湍流流动可以为发动机结构设

计提供理论基础，并为提高发动机性能提供有益参

考。由于湍流中拟序结构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跨度

以及运动特性十分复杂，一直是领域内的研究难点和

热点。拟序结构主要包括条带结构和准流向涡、发卡

涡 / 发卡涡包和超大尺度运动 3 大类[4-5]。其中高、低

速条带结构的演化对湍流边界层摩阻和传热率等物

理性质有重要影响，开展相关研究可以对湍流进行有

效控制。

近年来，随着粒子图像测速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PIV）技术的迅猛发展，丰富的流场信息

使研究者对湍流拟序结构的运动学特征和动力学过

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顾大鹏等[6]通过 PIV 技术对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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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流燃烧室冷态流场进行测量，为进一步利用多级旋

流器实现燃烧室内稳定燃烧、降低排放提供了依据；

张欣等[7]利用 PIV 对双级旋流器燃烧室湍流流场进行

测量，并得到旋流器几何参数对流场速度分布的影

响；赵鹏等[8]利用 PIV 获得新型扩压器的内流场特征，

为先进扩压器的结构优化提供了试验依据。进一步对

湍流中拟序结构进行研究可以为湍流流场控制提供

理论依据。Kline 等[9]采用氢气泡流动显示技术观察到

湍流边界层近壁区存在拟序运动，发现高、低速条带

结构和湍流猝发现象，在试验中，近壁区高、低速条带

结构沿流向移动并被拉长，在展向上交替排列呈现周

期性变化；Asai 等[10]通过平板试验人工构造了弯曲模

式条带和肿胀模式条带，对条带失稳过程进行研

究；Bai 等[11]研究了条带结构变化与湍流减阻之间的

关系；Skote 等[12]基于条带不稳定性构建模型，通过数

值模拟方法研究了湍流边界层中马蹄涡的产生机理；

王双峰等[13]对圆柱尾迹影响下的湍流低速条带进行

了试验研究；Smith[14]得到在湍流中条带结构展向平均

间距约为 100 壁面单位。研究条带结构的变形有助于

理解其失稳机理以及对壁面摩擦阻力的影响。通过数

值方法构建条带或通过特定试验装置人工构造弯曲

条带和肿胀条带，与工业工程实际流场中的条带结构

有一定区别，同时，条带结构变化机理与流体微团所

受作用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利用 PIV 系统对槽道湍流流向 - 展向平面

内的条带结构进行试验测量，采用本征正交分解方法

提取和分离不同尺度的含能结构，采用流场中速度矢

量组合象限分析方法研究了流体微团所受作用与条

带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

1 试验系统

PIV 测试系统如图 1 所示。图中 x、y、z 分别为流

动的流向、法向和展向。该系统主要包括：双 YAG 激

光器、激光器电源、导光臂、片光透镜组、同步触发器、

CCD跨帧相机和计算机等，测量误差小于 2%。试验在

低速水槽中进行，所用示踪

粒子是空心玻璃珠，平均公

称直径为 20 滋m，在水槽

中均匀布撒，粒子密度与

水的密度接近，对流场有

较好的跟随性。用激光片

光照亮观测区域，用 CCD 跨帧相机拍摄并记录流场

示踪粒子散射光信息。激光脉冲能量为 300 mJ，波长

为 532 nm，相机分辨率为 2048×2048 像素，试验拍摄

区域为 100 mm×100 mm，流场空间分辨率为 0.05

mm，粒子图像测速采集频率为 7.4 Hz。试验拍摄流场

通过自适应相关算法计算得到速度矢量场，查询窗口

为 32×32，重叠区为 50%。水槽中自由来流速度为

0.1 m/s，壁面摩擦速度为 5.2 mm/s。通过对测量系统

进行误差分析得知速度误差小于 1.3%。

2 不同尺度流动结构分离

在近壁湍流中条带结构包括弯曲型和肿胀型。弯

曲条带表现为条带结构沿流向周期性弯曲振荡，肿胀

型条带表现为条带沿流向自身的膨胀和收缩。由于湍

流流动结构具有多尺度特性，将不同尺度结构分离可

以进一步研究其结构特性。Lumley[15]将本征正交分解

方法引入湍流研究中，在随机流动的样本中找出 1 组

能够最优捕获流动能量的基函数，将基函数按照其所

含能量大小降序排列，低阶模态占有最多的能量，随

着模态增加，其含能依次降低。随着试验技术的快速

发展，由最开始的单点测量发展到 2 维平面测量以及

3 维立体测量。海量的数据给湍流场的研究提供大量

信息，同时也给直接 POD 方法计算带来挑战。流场测

量点数据的增多，使得空间相关矩阵维数巨大，求解

较为困难。在此基础上，Sirovich[16]对直接 POD 方法进

行改进，提出快照 POD 方法。该方法大大降低了相关

矩阵的维数，在处理复杂、精细流场时得以推广应用。

该方法将流动中每个瞬时场视为随机过程的 1 次独

立实现，通过分解，得到空间模态和时间系数。本征正

交分解方法可以将不同含能结构与物理尺度相关联，

在湍流流动中广泛应用[17-19]。本文利用该方法将流动

中不同尺度的流动结构分离。假设流动中 1 个快照所

含速度信息为 u（X，t），将 N 个快照排列在 1 个矩阵

U 中，其中 X 为空间点信息，t 为时间序列。对矩阵 U
求得自相关矩阵 A 为

A = UTU （1）

式中：UT 为矩阵 U 的转置。

对自相关矩阵 A 求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Abi = 姿ibi （2）

式中：姿i 为特征值；bi 为对应的特征向量。

将特征向量标准化可以得到 POD 的模态图 1 PIV 测试系统

Computer

Nd:YAG L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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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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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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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
Ubi
||Ubi||

，i = 1，2，…，N （3）

式中：Ci 为第 i 阶模态；N 为样本数。

得到不同尺度流动模态结构后，可以对模态场中

流体微团速度分量进行象限分析[19-20]。定义渊u忆>0袁w忆>
0冤为第 1 象限袁渊u忆<0袁 w忆>0冤为第 2 象限袁渊u忆<0袁w忆<
0冤为第 3 象限袁渊u忆>0袁w忆<0冤为第 4 象限袁并分别记为

Q1尧Q2尧Q3尧Q4袁其中 u忆为流向脉动速度袁w忆为展向脉动

速度遥 在流体微团中袁 如果流体的速度矢量为 Q1 和
Q4 组合或 Q2 和 Q3 组合袁 则该矢量组合为肿胀分布袁
表现为促进条带结构肿胀发展遥如果两侧速度矢量为

Q1 和 Q2 组合袁或 Q3 和 Q4 组合袁则该矢量组合为弯曲

分布袁表现为促进条带弯曲发展遥 除了肿胀分布和弯

曲分布之外袁 如果两侧速

度矢量为 Q1 和 Q3 组合或

Q2 和 Q4 组合袁则该矢量组

合为旋转分布袁 表现为促

进条带结构的旋转遥 上述

组合方式如图2所示。

3 结果分析

本征正交分解得到的

前 100 阶模态能量的分数

变化如图 3 所示。从图中

可见，低阶模态中流动结

构含能较高，对湍动能贡

献相对较大；随着模态数增加，模态含能迅速减小，对

湍动能贡献较小。

本征正交分解得到的模态 1、7 和 15，分别用来

代表流动中的中大尺度结构，如图 4 所示。从图 4（a）

中可见，模态 1 流动结构尺度最大，条带结构呈现长

直条状。条带结构中流体微团的速度矢量组合分布符

合肿胀型分布，如图中白色椭圆所示。模态 1 中条带

结构较为稳定，所含能量

占湍动能百分比最大，约

为 6%。同时，注意到条带

间流体微团的速度矢量组

合分布模式为弯曲型分

布，如图中黑色椭圆所示。

在这种分布模式下，流体

微团受到剪切作用。由于

肿胀条带自身沿流向存在发散或收敛的变化，导致条

带间流体微团的剪切作用沿流向分布不均匀，使条带

将会发生弯曲。

从图 4（b）中可见，条带结构流向尺度大幅减小，

同时条带数量显著增加，该模态中结构含能占湍动能

百分比约为 2.2%。在不同条带之间流体微团的速度

矢量组合分布中，弯曲型组合分布显著增加，如图中

黑色椭圆所示。由于条带流向尺度显著减小，弯曲作

用增加，条带结构将出现碰撞、破碎和融合等多种变

化。当符号相同的条带碰撞时，该处流体微团的矢量

分布模式与肿胀型条带中心处矢量分布模式相同，可

能诱使碰撞的条带发生汇聚，形成新的较大的肿胀型

条带。当符号不相同的条带碰撞时，该处流体微团会

出现较强的剪切作用，使条带沿展向倾斜并发生弯

曲，可能转变为弯曲型条带。

随着模态数增加，模态中结构尺度进一步减小。

从图 4（c）中可见，模态 15 含能约为 1.2%，出现了结

构比较完整的法向涡漩结构，如图中黑色圆圈所示。

该涡漩结构处的流体微团矢量组合分布为旋转分布，

该结构在近壁面区域中流动尺度较小，相比于肿胀型

或弯曲型条带，所含能量也较低。因此，在湍流流动的

流向 - 展向平面内，肿胀型条带和弯曲型条带对湍动

能的贡献占主要地位。

4 结论

通过粒子图像测速系统测试了流向 - 展向平面

内的流场，并采用本征正交分解方法将流动中不同尺

度的结构进行分离。利用速度矢量象限组合分析方

法，分析了流体微团受力与流动结构变化之间的关

系，得到以下结论：

（1）湍流流动中存在沿展向排列的高、低速条带

结构。肿胀型条带结构含能高，对湍动能贡献大，是流

图 2 不同象限事件组合

图 3 模态含能变化

（a）模态 1

（b）模态 7 （c）模态 15

图 4 不同象限事件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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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的主要结构；随着模态数增加，条带结构变弯曲，

含能降低。

（2）流体微团之间的作用包括肿胀作用、弯曲作

用和旋转作用。肿胀作用主要存在于条带结构中心位

置处；弯曲作用主要存在于不同条带结构之间；旋转

作用主要存在于小尺度流动结构中。

（3）肿胀型条带在弯曲作用下直条带会弯曲，弯

曲条带在肿胀作用下汇聚成肿胀型条带。随着流动结

构尺度减小，旋转作用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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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 1 种带出口扩张段的射流式气动雾化喷嘴，将气液比的 2 个影响因素空气流量及燃油流量分开，通过试验分析了

空气流量、燃油流量、气液 2 相相对速度分别对雾化性能的影响规律。采用相位多普勒激光测试仪测试喷雾下游雾化粒径，通过

CCD 相机及片光源拍摄其雾化锥角。结果表明：空气流量相比于燃油流量，对该型气动雾化喷嘴的雾化性能影响更大；当气液比一

致时，气液 2 相相对速度越大，雾化粒径越小，雾化锥角越大；当气液比为 0～2 时，随气液比的增大，雾化锥角逐渐增大，雾化粒径

逐渐减小；在气液比趋近于 2 时，雾化锥角达到最大值，雾化粒径达到最小值；当气液比大于 2 时，雾化锥角略微减小，雾化粒径基

本保持不变。

关键词：射流式气动雾化喷嘴；雾化锥角；雾化粒径；气液比；空气流量；燃油流量；试验；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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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Study on Spray Performance of Plain-jet Airblast Atomizer
YAO Kang-hong1袁 JIN Yi1袁 ZHENG Mei2袁 ZHANG Kai1袁 HE Xiao-min1

渊1.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s袁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曰2.Nanjing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Aircraft Systems, AVIC/Aviation Key Labora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on

Aero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Integration: Nanjing 210016袁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a plain-jet airblast atomizer with an outlet expansion section袁the air flow rate and the fuel flow rate of the gas-

liquid ratio were separated. The effects of the air flow rate袁the fuel flow rate and the relative velocity of gas-liquid two-phase on the spray
performance were analyzed by test. The spray downstream Sauter Mean Diameter渊SMD冤 was measured by Doppler laser tester袁and the spray
cone angle was photographed by CCD camera and sheet light sour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air flow on the spray performance of
this type of airblast atomizer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fuel flow.When the gas-liquid ratio is the same袁the larger the relative velocity of gas-
liquid two-phase is袁the smaller the SMD is and the larger the spray cone angle is. When the gas-liquid ratio is 0耀2袁the spray cone angle
increases and the SMD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gas-liquid ratio. When the gas-liquid ratio approaches to 2袁the spray cone angle
reaches the maximum value袁and the SMD reaches the minimum value. When the gas-liquid ratio is greater than 2袁the spray cone angle
decreases slightly袁and the SMD remains basically unchanged.

Key words: plain-jet airblast atomizer曰spray cone angle曰SauterMean Diameter 渊SMD冤曰gas-liquid ratio曰air flow rate曰fuel flow rate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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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气动雾化喷嘴是广泛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的 1 种

燃油供给装置，一般分为预膜式和射流式 2 类。在预

膜式气动雾化喷嘴中，燃油以一定角度碰撞预膜板形

成液膜，随后与流场中的气流相互作用破碎为小液

滴；而对于射流式气动雾化喷嘴，没有与预膜板碰撞

形成液膜的过程，而是依靠高速气流的气动力直接进

行破碎。二者均能够在低供油压力的条件下，通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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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的相互作用获得较好的雾化效果，并且由于在雾化

燃油中混入了空气，使得混合油气在燃烧过程中燃烧

得更彻底，降低了烟颗粒及污染排放物的排放量[1-2]。

但预膜式气动雾化喷嘴与射流式气动雾化喷嘴相比，

存在结构复杂、雾化效果适应性差的缺点，所以在某

些情况下，会优先考虑使用射流式气动雾化喷嘴[3-5]。

近年来，大量学者对射流式气动雾化喷嘴进行研

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喷嘴出口段形状结构及气动参数

对雾化性能的影响。Nukiyama 和 Tanasawa[6]是最早对

气动雾化喷嘴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研究表明液滴平

均粒径随气液比增大而逐渐减小；Lozenzetto 和

Lefebvre[7]通过对射流式气动雾化喷嘴雾化性能的研

究得出液体工质物性参数、空气速度、气液比对雾化

性能的影响；Rizk 和 Lefebvre[8-9]研究了气动参数、液

体物性参数对雾化均匀程度的影响，表明增大气体压

力、空气速度和气液比均能够促进雾化均匀，而增大

液体黏性和燃油出口尺寸均会使雾化均匀性变差。

随着非接触激光测试技术的发展，相位激光多普

勒测试仪（Phase Doppler Particle Analyzer，PDPA）最

早于 1993 年由 Harda-lupas 和 Whitelaw[10]应用于测

量该型气动雾化喷嘴的雾化粒径 （Sauter Mean

Diameter, SMD）测试中，表明在气液 2 相速度比小于

45 时，由于出口收缩段的存在，出口处气流速度方向

与液体射流成一定角度，从而进行碰撞破碎，出口收

缩段的存在对于雾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当 2 相速

度比大于 45 之后，气液 2 相间的气动力足以满足液

滴破碎所需能量，所以收缩段的存在对雾化基本没有

影响。在此之后，Hasan[11]通过拍照的方式研究了该类

型喷嘴中液体射流的未破碎长度；Paul[12]研究了该类

型的喷嘴其燃油出口回缩量对雾化尺寸的影响，研究

表明：当空气速度与气液比均较低时，回缩量对雾化

有明显影响。Sridhara[13]研究了韦伯数及动量比对雾

化性能的影响，表明韦伯数及动量比在粒径雾化中起

到关键因素；Georgios[14]在近几年基于射流式气动雾

化喷嘴研究了韦伯数及动量比对下游带状破碎距离

的影响；金仁瀚、张铮等[15]研究了在加热气流中的直

射式气动雾化喷嘴侧向喷雾特性，表明在高温气流中

提高喷射压力，雾化粒径反而减小，在高温气流流动

方向不同区域，气动雾化颗粒破碎效应和蒸发导致的

颗粒尺寸减小行为是相互竞争关系。

本文分别分析了气流流量及燃油流量对射流式

气动雾化喷嘴雾化性能的影响，并探究了气液比相同

时，气液 2 相相对速度对雾化性能的影响。

1 试验模型及系统

1.1 气动雾化喷嘴模型

带出口扩张段的直射式气动雾化喷嘴结构如图

1 所示。其结构不同于传统射流式气动雾化喷嘴，除

了放置于喷嘴中间的直射式燃油喷嘴及环绕四周的

气流通道外，在喷嘴出口增加了带一定角度的扩张段

通道。该喷嘴的主要工作过程为：气流由侧边流入喷

嘴，经过均布于中间流道的 4 个直径为 1.2 mm 的孔

整流后，进入流道截面直径为 11 mm 的气流流道，并

于外通道收缩扩张段处与喷口直径为 0.4 mm 的直射

式燃油喷嘴喷射出的燃油混合，依靠 2 相射流的碰撞

及 2 相间气流气动力及液体表面张力之间的相互作

用进行燃油破碎，最后形成雾化油气。

1.2 试验系统

喷雾试验系统主要由供油、供气及测试 3 个子系

统组成，如图 2 所示。供油系统主要由储存燃油的油

图 1 射流式气动雾化喷嘴结构

1—压气机；2—稳压罐；3—空气过滤器；4—质量流量控制器；5—

气动雾化喷嘴试验件；6—油箱；7—燃油过滤器；8—燃油泵；9—

稳压罐；10—泄流阀；11—输油阀；12—压力表；13—流量测试系

统；14—周向分布测试系统；15—雾化锥角测试系统；16—雾化粒

径测试系统；17—电子秤及电子秒表；18—周向分布试验台；19—

CCD相机及激光片光源；20—3维坐标架；21—PC数据处理器

图 2 试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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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2 个燃油过滤器、输油泵、稳压罐、输油阀、泄压阀

以及压力表组成。2 个油滤器分别置于输油泵前和稳

压罐后，能过滤最小为 10 um 的杂质；稳压罐置于输

油泵后以保证进入喷雾试验段的燃油压力处于较为

稳定的状态，确保试验工况的准确性；泄压阀置于回

油油路中，输油阀置于供油油路中，通过调节二者阀

门开度来控制燃油进入喷雾试验段的燃油流量；压力

表置于近喷雾试验段中以实时监控进入燃油供给压

差压力表精度等级为 4，最大量程为 0.6 MPa。

在供气系统中，气流从流量为 5 m3/min 的螺杆压

气机流出，经过稳压罐、气体除水装置及质量流量控

制器后流入气动雾化喷嘴中。稳压罐用于稳定气路中

的气流压力；气体除水装置主要用于过滤来流气体中

含有的水；通过调节与质量流量控制器相连接的电控

器控制气路中的流量，质量流量控制器最大量程

1000 L/min，流量控制误差小于 0.2%。

测试系统主要包括锥角测试系统及粒径测试系

统。锥角测试系统主要包括 CCD 工业相机、激光片光

源及图像处理软件，在实际测试中运用片光源激光发

射器发射出厚度约为 1 mm、波长为 532 nm 的绿色激

光垂直照射在气动雾化喷嘴下游油雾场中，利用

CCD 工业相机拍摄片光源照射的 2 维油雾场图片。

CCD 相机的预设分辨率为 1024×768，运行最佳帧数

为 60 FPS。运用图像处理软件对该图片进行雾化边

界识别，得到其喷雾锥角数值。具体的锥角测试系统

如图 3 所示，图像处理软件处理的油雾如图 4 所示。

采用 PDPA 对该型喷嘴的喷雾粒径特性进行测试，

PDPA 测试系统如图 5 所示。调试好的 PDPA 系统可

测试最大粒子速度为 155.58 m/s，速度测量精度为

0.1%，可捕捉到的最大粒子直径为 349.8 um，粒径测

量精度达 1%。PDPA 对流场的测试方式为单点测试，

为获得下游油雾场信息，在喷嘴下游设置了 X=3
mm，Z=50 mm、60 mm、80 mm 共 3 个测点，具体的测

点的设置如图 6所示。

1.3 研究内容

本文基于 1 种带扩张段角度的射流式气动雾化

喷嘴研究了空气流量、燃油流量、气液比 A LR 对雾化

性能的影响规律，同时探究气液 2 相间相对速度对雾

化性能的影响。本次试验在常温常压下进行，试验中

选用 RP-3 型航空煤油作为液体工质，通过改变燃油

流量及空气流量，以期获得气液比为 0.482～2.847 的

工况，具体试验工况见表 1。

2 试验结果分析

在喷雾试验开始前，

对该喷嘴进行流量标定，

得到该型雾化喷嘴燃油流

量m觶 f 与供油压差 驻妆f 之间

的流量特性曲线，标定结

果如图 7 所示，并拟合流

量特性为

m觶 f=3.78493驻P0.49508 （1）

2.1 雾化粒径

喷嘴雾化粒径是衡量喷嘴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如果喷嘴雾化液滴直径过大，会出现燃烧不完全、油

滴碰壁、火焰后移、出口温度分布不均等问题；如果液

滴直径过小，则由于液滴集中于喷嘴出口附近，形成图 3 雾化锥角测试系统 图 4 处理后雾化锥角

图 5 PDPA激光测试系统 图 6 PDPA激光测试位置

Quantity

The temperature of air/ K

supply pressure of fuel/ MPa

The mass flow rate of fuel/（g/s）

The mass flow rate of air/（g/s）

Air to liquid，A LR

The property parameter of

kerosene/at 283 K temperature

Parameter

283

0.1、0.2、0.3、0.4、0.5

1.211、1.706、2.085、2.405、2.685

1.293、1.724、2.155、2.586、3.448

0.482～2.847

Coefficient of viscosity：

自=1.45 mm2/s

Density：籽=0.78 g/cm3

Coefficient of surface tension：

滓=0.023 N/m

表 1 试验工况

图 7 燃油流量特性
Fuel

Atomizing air

Spray region
Laser light region
Shooting area
Signal trausmission line

Beam splitter

Measuring area Scattering
angle

Receiving optics

Optic cable
Wavelength laser of blue
Wavelength laser of green
Wavelength laser of purple
Text signal
Sigual transmission line

Laser transmitter

PDPA processor

Transmission optics

0 mm
x

z3 mm

50 mm
60 mm

80 mm

test position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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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油状态，易造成积碳及点火、熄火性能变差等不良

影响。

在喷嘴下游不同粒径测试位置下，空气流量对雾

化粒径 DSM 的影响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3 个测点

位置所呈现的规律一致，均表现为 DSM 随着空气流量

的增大而逐渐减小。

在喷嘴下游不同粒径测试位置下，燃油流量对雾

化粒径 DSM 的影响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3 个测点

位置测试结果均表现为随着燃油流量的增大，DSM 整

体略增大。

空气流量、燃油流量分别影响雾化粒径时，雾化

粒径的变化范围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燃油流量

的变化使得 DSM 最大平均变化范围均远小于空气流

量变化带来的 DSM 最大平均变化范围，所以燃油流量

对雾化粒径的影响相对空气流量对雾化粒径的影响

较小。

在不同测试位置，气

液比对雾化粒径的影响规

律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

见，随着气液比的增大，雾

化粒径逐渐减小，当气液

比达到 2 后继续增大，DSM

将逐渐趋近于 1 个极限值。

气液比为 0.6、1.0、1.1 时，气液 2 相相对速度对雾

化粒径的影响如图 12 所

示。气液 2 相相对速度为

uR=|uq-ul| （2）

式中：uR 为气液 2 相相对

速度；uq 为喷嘴喉道截面

空气速度；ul 为燃油从中间

燃油流道流出时的速度。

从图中可见，当气液比 A LR 一致时，气液 2 相相

对速度越大，雾化粒径越小。

由于工况条件下的气液 2 相速度比均大于 45，

此时影响该型喷嘴的主要原因是气液 2 相间的相互

图 8 空气流量对雾化粒径的影响

（a）X=3 mm，Z=50 mm （b）X=3 mm，Z=60 mm

（c）X=3 mm，Z=80 mm

图 9 燃油流量对雾化粒径的影响

（a）X=3 mm，Z=50 mm （b）X=3 mm，Z=60 mm

（c）X=3 mm，Z=80 mm

图10 雾化粒径平均变化范围

图 11 气液比对雾化粒径的影响

（a）X=3 mm，Z=50 mm （b）X=3 mm，Z=60 mm

（c）X=3 mm，Z=80 mm

（a）A LR=0.6

（b）A LR=1.0 （c）A LR=1.1

图 12 气液 2相相对速度对雾化粒径的影响

120

100

80

60

40

20

DSM,max,average=68.331

1.211 g/s
1.706 g/s
2.085 g/s
2.405 g/s
2.685 g/s

DSM,min,average=38.006

30.325

3.53.02.52.01.51.0
the mass flow rate of air/（g/s）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DSM,max,average=67.902

1.211 g/s
1.706 g/s
2.085 g/s
2.405 g/s
2.685 g/s

DSM,min,average=39.875

28.027

3.53.02.52.01.51.0
air mass flow rate/SLM

50 mm
60 mm

80 mm140

120

100

80

60

40

20

DSM,max,average=75.005

1.211 g/s
1.706 g/s
2.085 g/s
2.405 g/s
2.685 g/s

DSM,min,average=38.789

30.216

3.53.02.52.01.51.0
the mass flow rate of air/（g/s）

X

Z

X

Z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DSM,average=9.0068

1.293 g/s
1.724 g/s
2.155 g/s
2.586 g/s
3.448 g/s

3.53.02.52.01.51.0
the mass flow rate of air/（g/s）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DSM,average=11.740

2.52.01.51.0
air mass flow rate/SLM

50 mm
60 mm

80 mm140

120

100

80

60

40

20

DSM,average=10.419

2.52.01.51.0
the mass flow rate of air/（g/s）

Typle
60SLM
80SLM
100SLM
120SLM
160SLM

the range of DSM/um
10.981
10.978
4.561
3.536
14.972

1.293 g/s
1.724 g/s
2.155 g/s
2.586 g/s
3.448 g/s

Typle
60SLM
80SLM
100SLM
120SLM
160SLM

the range of DSM/um
12.589
4.562
12.259
12.892
16.397

1.293 g/s
1.724 g/s
2.155 g/s
2.586 g/s
3.448 g/s

Typle
60SLM
80SLM
100SLM
120SLM
160SLM

the range of DSM/um
11.88
8.897
10.189
8.104
13.025

X

Z

120

100

80

60

40

20
3.02.52.01.51.00.5

A LR

3.02.52.01.51.00.5
A LR

DSM/um DSM/um

120

100

80

60

40

20

72.0 um

41.7 um

30.3 um 30.8 um

43.3 um

74.1 um

50 mm
60 mm

80 mm
120

100

80

60

40

20
3.02.52.01.51.00.5

A LR

DSM/um

80.1 um

48.5 um

31.6 um

78



姚康鸿等：射流式气动雾化喷嘴雾化性能试验研究第 2 期

作用力[8]，所以针对上述试验结果，可以通过液滴破碎

平衡方程来分析解释。液滴平衡方程为

CD（仔/4）D20.5籽AUR

2
=仔D滓 （3）

式中：CD 为流阻系数，主要与流动结构有关；D 为液

滴直径；UR 为气液 2 相间相对速度；滓 为液体的表面

张力系数，仅由液体工质种类物性决定。

当燃油流量一定时，增大空气流量，气液比增大，

空气流动速度增大，燃油流动速度保持不变，气液 2

相间相对速度值见表 2。从表中可见，气液 2 相间相

对速度变化值为 132.696 m/s，气动力明显增强，同

时，由于液体工质不变，仍为航空煤油（RP-3），所以

液珠的表面张力保持不变，由液珠破碎平衡方程可知

此时的液珠更易破碎为小液珠。当空气流量达到

2.586 g/s、气液比达到 2 之后，雾化粒径逐渐趋近于

某一极限值。这是因为液滴直径越小，继续增大气流

流量，气动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但此时的气动力并

不足以使得该尺寸下的液滴完成进一步的破碎[2]。当

空气流量不变时，增大燃油流量，气液比减小，燃油出

口处速度逐渐增大，空气速度保持不变，从表 2 中可

见，气液 2 相间相对速度的变化值仅为 0.744 m/s，变

化范围较小，气动力无明显增大的趋势，液珠破碎能

力无明显加强；同时由于燃油流量的增大，初始破碎

液滴尺寸增大，所以雾化粒径 DSM 无明显变化。由此

可知，相较于气液比、空气流量及燃油流量而言，气液

2 相间相对速度才是影响该喷嘴雾化粒径大小的关

键参数。

2.2 雾化锥角

雾化锥角是衡量喷嘴雾化性能重要参数之一。喷

雾锥角过小，会形成局部富油、生成碳粒子区域，并使

火焰后移。喷雾锥角应尽可能增大到 1 个合适角度，

使得油雾与更多的空气相作用，将改善雾化效果，提

高燃烧室点熄火性能和燃烧效率，降低燃烧污染物的

排放，但是喷雾锥角过大则燃油易喷射至火焰筒壁

上，使得壁面温度过高发

生塑性形变

空气流量对雾化锥

角的影响规律如图 13 所

示。从图中可见，当燃油

流量一定时，随着空气流

量的增加，雾化锥角先增

大后减小，当空气流量为

2.586 g/s 时，雾化锥角达

到最大值。

燃油流量对雾化锥

角的影响如图 14 所示。

从图中可见，当空气流量

不变时，燃油流量对雾化

锥角的影响较小。

对比图 13、14 可见，

空气流量变化使得雾化锥角平均变化幅度为 10毅，燃
油流量变化使得雾化锥角的平均变化幅度为 1.7毅。由

此可知，空气流量对雾化锥角的影响比燃油流量对雾

化锥角的影响大。

气液比对该喷嘴雾化锥角的影响规律如图 15 所

示。从图中可见，雾化锥角随气液比的增大先增大后

减小。但雾化锥角不仅与气液比、空气流量及燃油流

量有关，还与喷嘴结构参数有关[2]，所以此时得到的规

律仅限于该喷嘴。

气液 2 相相对速度对雾化锥角的影响如图 16 所

The mass flow rate of

fuel/（g/s）

The relative v elocity

of gas-liquid/（m/s）

The range of relative

velocity/（m/s）

1.211

79.008~

211.704

132.696

1.706

78.758~

211.454

132.696

2.085

78.567~

211.263

132.696

2.405

78.406~

211.102

132.696

2.685

78.264~

210.960

132.696

The mass flow rate of fuel is constant

The mass flow rate of

air/（g/s）

The relative velocity

of gas-liquid/（m/s）

The range of relative

velocity/（m/s）

1.293

78.264~

79.008

0.744

1.724

104.803~

105.547

0.744

2.155

131.343~

132.086

0.744

2.586

157.882~

158.626

0.744

3.448

210.960~

211.704

0.744

The mass flow rate of air is constant

表 2 气液 2相间相对速度值

图 13 气流流量对雾化锥角

的影响

图 14 燃油流量对雾化锥角

的影响

图 15 气液比对雾化锥角

的影响

图 16 气液 2相间相对速度

对雾化锥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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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当气液比为 0.6 和 1.1 时，均呈现出气液 2 相相对

速度越大，雾化锥角越大的规律。

得到上述试验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当燃油流量一

定时，随着空气流量的增大，气液比增大，相对速度变

化范围较大，下游雾化粒径明显减小，由于小液滴的

随流性优于大液滴的，更易充满喷嘴下游流动区域，

所以雾化锥角随空气流量的增大而增大。当空气流量

达到 2.586 g/s 之后继续增大至 3.448 g/s，雾化锥角将

减小。这可能是因为当空气流量达到一定值之后，出

口扩张段产生明显的流动分离，出口流动面积减小，

喷嘴下游气流流动区域减小，所以雾化锥角减小。当

空气流量一定时，随着燃油流量的增大，气液比减小，

燃油流动速度增大，空气流动速度保持不变。从表 2

中可见，气液 2 相间相对速度变化值仅为 0.744 m/s，

变化范围较小，气动力无明显变化，液滴破碎能力无

明显增强。随流性无明显变化，所以其雾化锥角保持

不变。

3 结论

（1）空气流量对雾化性能的影响比燃油流量对雾

化性能的影响更大；

（2）燃油流量一定，空气流量的增大将使得雾化

粒径减小，当空气流量大于 2.586 g/s 时，雾化粒径基

本保持不变，空气流量的增大还将使雾化锥角先增大

后减小；

（3）空气流量一定，增大燃油流量，雾化粒径略增

大，雾化锥角保持不变；

（4）相对速度是影响雾化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气液比一定时，气液 2 相相对速度增大，雾化粒径

减小，雾化锥角增大；

（5）该型喷嘴的雾化粒径随气液比的增大而减小，

直至趋近于一极限值；雾化锥角随气液比的增大先增

大后减小，当气液比趋近于 2 时，雾化锥角达到最

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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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航空发动机总装工作的效率与质量，加强对总装工序和总装机件的管控，量化不同总装人员工作任务量，提高

发动机总装的一致性和可追溯性，提出了 1 种发动机总装分区优化方法。以改进的 2 进制粒子群算法为基础，平衡了发动机总装

各区域的工作内容，最小化各总装区域的工作差异，增强了每个区域装配机件的关联度，提高了总装工作的并行度，从而提高了装

配质量。以某型发动机总装区域划分工作为实例，通过上述算法进行了总装区域划分，量化了所有装配区域每一工序的具体装配内

容，减小了不同装配区域间的机件差异，杜绝了缺件、剩件等装配问题。

关键词：总装优化；粒子群算法；装配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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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015

Optimization Method of Aeroengine Final Assembly Process Based on Discrete Particle Swarm Algorithm
LIU Chao袁ZHANG Mao-wei袁LYU Yu-hong袁ZHOU Jian-chao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aeroengine final assembly袁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final assembly process

and final assembly parts袁quantify the amount of work tasks of different final assembly personnel袁improve the consistency and traceability of
engine final assembly袁an optimization method of engine final assembly partition was put forward. On the basis of the improved binary system
particle swarm algorithm袁the working contents of each area of the engine final assembly were balanced袁the working difference of each final
assembly area was minimized袁the degree of association of the final assembly parts in each area was enhanced袁the parallelism of the final
assembly work was improved袁and the assembly quality was improved. Taking the final assembly area division of a certain type of engine as
an example袁the final assembly area division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above algorithm袁the specific assembly content of each process in
assembly areas was quantified袁the difference of parts among different assembly areas was reduced袁and the assembly problems such as
missing parts and leftover parts were elim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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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总装装配是指主要位于机匣上的外

部附件、管路及支架等小零件的装配，是发动机装配

的最终环节，实现发动机的整机供油和润滑系统的功

能，直接影响发动机试车及运行[1-2]。稍有疏忽，可能造

成管路漏油等，严重时会发生管路断裂甚至发动机自

燃。而且，每次发动机维修或保养都需进行总装装配

或分解，需要大量的工作时间。因此，总装效率的提

高，对航空发动机的研制、使用和维护有重要作用[3-4]。

航空发动机外部结构复杂、零件繁多，如何能以

快速准确的工艺方法进行装配，已成为制约发动机装

配效率和装配质量的瓶颈，开发高效、标准的外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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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装配方法，制订合理、均衡、流畅的外部管路装配工

序是解决该问题的重要途径。

针对区域工作平衡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进行

了大量研究。Borba 和 Ritt[6]、Miralles 等[7]均采用分线

定义法解决装配现场的人员配选问题；徐炜达等[8]建

立装配线鲁棒平衡的数学模型，通过最大后悔值的鲁

棒决策准则的最小化方法求解装配线平衡中任务、时

间不确定等问题。就发动机外部结构而言，其同时具

有结构和层次的双重复杂性及非线性的特点，包含广

阔的装配空间区域。针对这种情况，启发式 / 元启发

式算法具有显著优势。其中，粒子群算法作为其代表

性算法，具有求解速度快、鲁棒性好等优点[9]。很多学

者针对该算法进行了相应研究。Mandal 等[10]将惯性权

重与收缩因子结合，提高了针对多维解空间的搜索能

力；窦建平等[11]对群体最佳粒子的邻域进行局部搜

索，引入简化变邻域搜索算法，增强全局寻优能力；

Zhan 等[12]结合基于进化态分析的精英学习策略，能自

适应调节搜索参数。

本文通过控制不同区域装配的具体管路、小零件

的种类和数量，使每名参与总装工作的工人工作量尽

量一致且避免交叉，提高各区域装配管路的关联度，

缩短发动机总装装配的总时间，不仅有益于提高装配

生产效能，减少闲置时间，也有助于均衡生产，满足工

人的公平感[5]。

1 总装优化的目的

目前，国内对外部管路装配工序的研究较少，更

少有明晰的管路装配区域划分方法及划分理论，在发

动机总装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

（1）现有工艺方法并行度较差，涉及工序的工作

密度低，无法满足几名工人同时进行总装工作的需

求，装配效率低；

（2）装配者现场操作按照习惯对所有外部管路进

行装配，不合理的区域划分忽略了管路间的相互关

联，不同操作者配合工作时，易产生管路装配应力，影

响装配质量。

（3）发动机外部结构包含几百根管路，外部支架、

附件以及卡箍、螺钉、锁片等小零件数量更大，且种类

繁多，各机件间内外层叠，涉及工序复杂，所有小零件

均无特定工序归属，难以保证所有小零件装全、装对。

为此，需要对总装的工艺方法进行优化改进，规

划总装优化方案。实施总装优化方案有如下目的：

（1）对总装工序进行并行划分，针对发动机外部

的整体结构划分管路装配区域，以清晰总装工序，对

总装有分块的概念。使总装工艺适合多人并行工作，

明确每个工作区域的装配工作，提高管路装配效率；

（2）考虑管路间的关联程度和工作内容，划分总

装区域，避免产生管路装配应力，平衡不同装配人员

的工作内容；

（3）明确每个操作者在整个总装过程中所需要的

零件和组件，减少每个人负责的机件数量，降低总装

工作难度，提高总装集件的准确性。

1.1 总装工作区域模型的设定

为量化评价区域划分的合理性，要定义总装工作

区域模型。首先，依据发动机外廓尺寸及外廓各部分

的管路疏密，确定总装优化区域数；然后，依据每个区

域的空间大致范围，确定每个区域的工作中心点；最

后，以该中心点为基点，确定各区域所包含的附件、管

路、卡箍、小零件等工作区域包含的机件，形成区域机

件目录。因此，总装工作区域模型即为不同附件、管

路、卡箍、胶圈、锁片、支架以及其他小零件的集合。不

同工作人员只对该集合内的机件进行装配操作。

1.2 基本假设

结合发动机总装工作的基本特征，做基本假设

如下：

（1）总装优化只针对单一型号发动机，发动机版

本更新或其他型号发动机总装区域划分需要重新进

行分析计算；

（2）装配对象的总数量已知且固定，工装、备件充

足，不考虑缺件或因工艺、工装不完善导致操作无法

执行的情况；

（3）不考虑装配人员的技能水平对装配时间的

影响；

（4）所有类型相同的零件装配时间相同，不考虑

机件体积不同及其装配位置不同对装配时间造成的

影响；

（5）不考虑装配人员取拿零件和工具以及工作间

断带来的时间损失。

1.3 符号定义

基于上述基本假设，本文定义的符号见表 1。

1.4 参数定义

将发动机外部结构分为 N 个工作区域，任意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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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站 ith（i=1,2,…,N）内包含 j 道工序，每道工序 j th（i=1,2,
…,Ni）内包括 nijk（k=1,2,
…,7）个零件，k 值取 1～

7分别对应工序内管路、

单联卡箍、双联卡箍、胶

圈、螺钉、锁片及其他小

零件，如图 1所示。

设 tk（k=1,2,…,7）分别对应单个不同类型零件装

配所用的时间。则每个区域单独工序所需要的装配时

间为

Tij=
7

k=1
移nijk·tk （1）

式中：装配时间 tk 作为输入值预先给定；nijk 为装配机

件数量，由 2 进制变量 qijm 累计求得

nij=
N

m=1
移qijm （2）

式中：qijm 为区域内工序 Mij 内的阶跃函数，针对每个

需要装配的机件在每道工序内突变 1 次，以表示机件

是否在该工序内装配。

每道工序内主要包括 nijk 个零件，每个零件的几

何中心到总装区域中心距离为 dijks（k=1,2,…,7;s=1,2,
…），s 为某类型下该零件的具体序号。ak（k=1,2,…,7）分

别对应单个不同类型零件针对装配距离的影响系数。

则工序内所有零件对区域中心的距离加权之和为

Dij=
7

k=1
移

s=1
移dijks·ak （3）

如果机件在总装区域工序内安装，则计算机件与

该装配区域的加权距离，如果机件不在工序内安装，

则不计算该距离，设每个机件对各区域中心的中心距

离为 dijm
'
，则 dijks=qijmdijm

'
。

针对工序内所有零件的关联度，可以通过其是否

接触定义。管路附件的具体连接状态如图 1 所示，若

管路与区域内附件直接接触，则定义管路与该总装区

域关联度为 1，否则为 -1；卡箍一般不与附件直接接

触，但卡箍通过管路与附件间接关联，因此规定，若卡

箍与附件直接相连的管路相接触，则其对区域的关联

度为 0.5，否则为 -1；螺钉、锁片等其余零件或与附件

相连、或与管路相连，分别设其对区域的关联度为 1

及 0.5，否则为 -1。由此，可定义工序内所有机件关联

程度 rijks（k=1,2,…,7;s=1,2,…）。取 bk（k=1,2,…,7）分别

对应单个不同类型零件针对关联程度的影响系数。则

工序内所有零件的关联度加权之和为

Rij=
7

k=1
移

s=1
移rijk·bk （3）

如果机件在总装区域工序内安装，则计算机件与

该装配区域的加权关联度，如果机件不在工序内安

装，则不计算该关联度，设每个机件对各区域的关联

程度为 rijm
'
，则

rijks=qijmrijm
'

（4）

1.5 优化目标

为使总装区域划分更加合理有序，基于上述定义

和推导，优化目标量化为

f1=minST=
n

i=1
移（T軈-Ti）2姨 （5）

f2=minST=
n

i=1
移（D軍-Di）2姨 （6）

f3=maxR （7）

式中：目标函数 f1 为最小化装配时间的平滑指数，平

衡各区域之间的工作时间，减小站内工序间的负载差

异；Ti 为第 i 个区域装配工作所需要的总时间，Ti=
Ni

j=1
移Tij；T 为所有装配区域工作的平均时间，T= 1

n

n

i=1
移

Ti；目标函数 f2 为最小化所有装配距离的平滑指数，

用于使装配工作中各区域工人所需移动的距离尽可

能一致；Di 为第 i 个区域装配各机件到装配区域中心

的总工作距离，Di=
Ni

j=1
移Dij；D 为所有装配区域内各机

符号 定义 符号 定义

N 总装工作所有零件总数 R 总装工作中胶圈总数

i 总装区域序号 B 总装工作中螺钉总数

Mi 总装优化的目标区域 P
总装工作中非卡箍组件

中锁片总数

j 装配区域内工序序号 O 总装工作中其它小零件总数

Mij 区域内的总装装配工序 Tij
区域 i 中工序 j 的装配

时间

Pi 总装区域内的机件 Di
区域 i 中所有机件中心

与区域中心的距离之和

CN 总装工作中管路总数 Ri
区域 i 中所有机件与区

域内附件的关联程度之和

CS 总装工作中单联卡箍总数 qijm
2 进制变量，表示区域 i

的工序 j 中是否分配机件

CD 总装工作中双联卡箍总数

表 1 符号定义

图 1 航空发动机外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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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到相应装配区域中心的总工作距离平均值，D= 1
n

n

i=1
移Dij；目标函数 f3 用于最大化装配区域内的机件关

联度，每个区域内所装配机件的关联程度尽可能大，

提高装配质量，R= 1
n

n

i=1
移Ri，Ri=

Ni

j=1
移Rij。同时，权重系数

wm（m=1,2,3）用于控制目标函数 f1 到 f3 间的比例权

重。

1.6 约束条件

考虑环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本文设定的约束

如下：

约束 1：对于任意机件，2 进制变量

qijm=
1 if part Pijm is assigned to process j
0 otherwise
嗓 ；

约束 2：直接相连的 2 根管路，必须属于同一

工序；

约束 3：所有机件只安装 1 次，安装总数不变，

即，
N

i=1
移WPi=C，C 为常数。

2 改进的离散粒子群算法

粒子群优化算法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在 1995 年由美国普渡大学 Kennedy 和 Eberhart

博士提出，该算法在动态目标寻优以及多目标问题寻

优方面具有求解质量高、迭代速度快、鲁棒性好等

优点[9]。

设在 1 个 n维搜索空间中，由 m 个粒子组成的种

群 X={x1,L,xi,L,xm}，其中第 i 个粒子的位置向量为 xi=
[xi1,xi2,L,xin]，其速度向量为 vi=[vi1,v i2,L,vin]，第 i 个粒子

迄今找到的最优位置为 pi=[p i1,pi2,L,pin]，第 i 个粒子的

近邻粒子中迄今找到的最优位置为 yi=[yi1,yi2,L,yin]，于
是，粒子 i（i=1,2,L,m）在第 d（d=1,2,L,n）维子空间中的

飞行速度 vid 以及位置 xid。其基本粒子群算法的速度

及位置算法为

vid（t+1）=w·vid（t）+c1r1（pid（t）-xid（t））+c2r2（yid（t）-xid（t））
xid（t+1）=xid（t）+vid（t+1）嗓 （8）

式中：t 为当前进化代数；w 为惯性因子；c1 和 c2 为学

习因子；r1 和 r2 为[0，1]区间上均匀分布的随机数。

但由于标准粒子群算法本身粒子位置的连续性，

无法直接运用于本文的离散环境中。本文以 PSO 算

法的离散 2 进制版本（BPSO）[13] 为基础进行分析。

BPSO 采用 2 进制编码形式，将 xi、pi 和 li 的每 1 维都

限制为 0 或 1，而不限制速度 vi。用 Sigmoid 函数 sig

（vid（t））= 1
1+exp（-vid（t））表示位置状态改变的可能

性。因此，粒子位置发生改变的概率为

籽=sig（vid（t））（1-sig（vid（t））） （9）

BPSO 算法中的速度矢量与粒子位置改变的概率

无关，只取决于粒子本身所处位置的可能性。通常，其

矢量值被限定在极值区间内，即 vid（t）∈[vmin,vmax]。由速

度 vid（t+1）的 Sigmoid 函数决定 xid（t+1），未充分利用

的取值，不能在算法运行的不同阶段对其收敛性进行

自适性更改，因此当处理规模较大的问题时，算法的

效率较低。为计算包含大量机件的发动机总装分区这

类大规模、离散型且包含多优化目标的组合优化问

题，本文参照基于值比例概率的粒子群算法[14]对基本

BPSO 算法进行改进，优化初始条件，采用单独的类似

蚁群优化中信息素的更新规则自适应调节 sig 函数，

提高算法收敛性[15-16]。将初始条件设成 xid（0）=xid（1），

通过移项和将迭代次数由 t+1 改为 t，式（8-2）可转化

为 vid（t）=xid（t）-xid（t-1）。将该式代入式（8-1），得到粒

子速度及位置更新公式为

vid（t+1）=w·vid（t）+c1r1（pid（t）-xid（t））+c2r2（yid（t）-xid（t））

xid（t+1）= i if rid（t）<sig'（vid（t+1））
0 otherwise嗓

扇

墒

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
（10）

结合总装区域优化模型，算法的具体设计过程

如下：

Step 1：设定算法输入量，包括发动机外部空间、

机件种类及数量、机件位置及附件位置等；

Step 2：根据初始化的目标区域确定附件配置情

况、区域位置中心，计算各机件到区域装配中心的距

离及对区域的关联度；

Step 3：初始化分配目标区域数，并初始化种群：

pop（t）=[x1（t）,x2（t）,…,xn（t）]，n 为种群规模；

Step 4：算法循环开始，对装配区域编号，对每个

粒子 i=1,2,…,P按照编号循环，按照式（10）更新粒子

速度及位置；若 f（xi）>f（pi（t））（f（）代表适应度函数），

则 pi（t）=xi；若 f（pi（t））>f（yi（t）），则 yi（t）=pi（t）；移动机

件至其它区域；

Step 5：执行迭代计算，直至满足终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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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动机总装工艺优化方案

为验证算法的有效性，选取某发动机外部管路总

装工作为例，验证本文提出方法的有效性。依据发动

机周围装配空间及以往工作经验，初步定义发动机总

装目标区域为 4 个，如图 2 所示。大致范围为：1 区：

总油滤前左侧区域；2 区：总油滤前右侧区域；3 区：总

油滤后右侧区域；4 区：总油滤后左侧区域。

使用本文的改进粒子群算法对中总装区域求解。

输入管路及其他零件的数量、不同零件与其他零件的

接触关系以及所有零件距区域中心的距离作为条件

参数，以第 1 根管路为起点，算法迭代 800 次，执行过

程中每 100 次记录 4 个区域内不同种类机件数量的

变化，管路和单联卡箍数量的分配变化如图 3 所示。

同时，记录目标函数 f1、f2 和 f3 的变化，最终可得

出不同迭代次数下 3 个目标函数的变化曲线，表示各

区域工作时间差值、工作过程中的移动距离差值以及

区域内所有机件关联度的

变化，如图 4 所示。定义权

重系数控制目标函数 f1～f3
间的比例权重，根据最初

对各机件的编号输入，即

可得到各区的机件目录。

依据管路装配明细，确定每个区域所需要装配

的具体机件，依据管路、卡箍和其他小零件之间的关

联度，可以明确不同区域间各管路装配工序的必要

先后顺序，各区域需要配合的工序。以此为依据，绘

制各区域装配工作的工艺顺序图，指导装配人员完

成总装操作。

不同装配区域工作人员的装配顺序如图 5 所示。

不同方框表示不同的工序，相同方框底纹的工序代表

可依据装配情况，由装配人员确定装配顺序，不同方

框底纹的工序表示必须在前几个工序后进行此步工

序，不同工序间如需配合则用箭头表示，2 名装配人

员需要配合进行跨区域

的连续管路的装配工

作，依据工艺顺序图，可

以大致确定所有管路的

装配顺序，保证总装工

作顺利、可靠进行。

通过发动机总装工序优化的进行，将原来需要

3～6 人共进行 6～7 天的总装工作，缩短为固定的 4

人 4 天完成。原有工作没有明确的分区及工序零件清

单概念，一般按照参加工作的工人数量划分区域数

量，以 4 个区域为例，每名工人大致装配管路 30～60

根，其余小零件 200～400 个，每人装配时间难以控

制，通过优化算法的运行，确定了 4 个明确的区域，最

终计算结果，每个区域的管路相差数量最大为 9 根，

每个区域的总工作时间最大相差 236 min。并且，总

装工序优化实施后，无任何装配剩件或缺件的情况发

生，提高了装配质量。

4 结束语

本文以发动机总装工作优化为研究对象，提出总

装区域划分的求解方法。以优化 2 进制粒子群算法为

基础，对发动机总装区域的具体工作划分进行求解，

量化了每个总装区域的装配时间、装配移动距离以及

区域零件关联度，对于提高总装工作的并行性、规范

性、一致性及可追溯性有重要意义。

针对目前发动机总装工艺方法存在的并行度差，

忽略管路关联，单一工序零件目录不明确等问题，本

文通过建立装配区域以及可并行实施的装配工序，明

确了操作人员数量和每名操作人员的具体总装工作，

通过在区域分配算法中引入关联度和距离函数，增强

区域内管路零件的关联性，通过明确每道工序的零件

明细，使装配过程中的每根管路和每个零件均有其固

定的工序，保证装配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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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预测喷丸 TC4 钛合金试件的残余压应力层深度及值的分布和冲击面凹坑的直径、深度特征曲线及表面形貌的变

化，采用 ABAQUS/Explicit 软件建立 2 个 3D 模型。通过超声喷丸与传统喷丸 2 种工艺过程数值仿真对比了表面残余应力场差异，分

析了 TC4 钛合金弹丸直径、速度和冲击次数等喷丸参数对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动能相同时，2 种强化过程表面所产

生的残余压应力是可比较的，超声喷丸模型亚表层残余应力深度为 0.16 mm，约为传统喷丸模型深度的 2 倍；传统喷丸产生的残余

压应力最大值约 -800 MPa，约为超声喷丸的 1.6 倍。与传统喷丸相比，超声喷丸具有较低的表面粗糙度以及较深的残余压应力层。

残余压应力层深度与弹丸直径呈正相关，但过大的弹丸尺寸会引起薄壁件另一侧残余拉应力区域的增大。

关键词：超声喷丸；传统喷丸；残余压应力；有限元仿真；粗糙度；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2.016

Simulation Analysis of Influence of Ultrasonic and Conventional Shot Peening on Residual Stress of TC4
Titanium Alloy

LIU Hui1袁CAI Jin2袁MENG Qing-xun2袁ZHU Ji-hong1

渊1.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袁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袁Xi' an 710072袁China曰
2. College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袁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袁Shenyang 110136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predic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epth and value of the compressive residual stress layer of shot peening TC4
titanium alloy specimen and the change of diameter, depth characteristic curve and surface morphology of impact surface pit袁two 3D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by Abaqus/Explicit software. The difference of surface residual stress field was compar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ultrasonic shot peening and conventional shot peening. The influence of shot peening parameters such as diameter袁velocity and times of
impact on residual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C4 titanium alloy projectile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kinetic energy is the
same袁the compressive residual stress on the surface of the two reinforcing processes can be compared袁and the residual stress depth of the
subsurface of the ultrasonic peening model is 0.16 mm袁which is about 2 times the depth of the conventional peening model. The maximum
compressive residual stress of conventional shot peening is about -800 MPa袁about 1.6 times that of ultrasonic shot peening.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shot peening袁ultrasonic shot peening has lower surface roughness and deeper compressive residual stress layer. The depth of
the compressive residual stress layer is proportional to the diameter of the projectile袁but the size of the projectile can cause the increase of
the residual tensile stress area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hin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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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喷丸强化是通过改善构件表面应力状态，抑制表

面裂纹萌生，从而实现高周疲劳性能显著提高的表面

冷加工工艺[1]。传统喷丸（Conventional Shot Peening，

CSP）包括气动式喷丸、抛丸等，弹丸重复冲击会在亚

表层产生有益的加工硬化和残余压应力（Compressive

Residual Stress，CRS），控制其工艺过程的目的是避免

由于高速度和过度处理时间导致过度喷丸，从而产生

有害的表面缺陷（重叠、鳞片等）。超声喷丸强化

（Ultrasonic Shot Peening，USP）是将超声波能量转化

为振动激励的机械能，弹丸受到振动激励，在特定设

计的工装腔室中产生随机和重复的撞击。2 种喷丸工

艺弹丸冲击方式的差异对零件表面特性和机械性能

有显著影响，对 2 种喷丸工艺表面强化的模拟分析及

参数差异化定量描述方法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由于控制方式不同，CSP 与 USP 会产生不同的

CRS 场。Foss 等[2]的研究表明如果引入的 CRS 层足够

深，在高周微动疲劳下可阻碍裂纹萌生与扩展。这与

美国 Wright Patterson 空军基地和 Lambda 研究中心

研究结果相同[3]；NASA 格伦研究中心的研究同样表

明，引入并控制表面强化后产生的 CRS 层是提高疲

劳寿命的关键[4]。Fathallah 等[5]针对喷丸模型的恢复系

数进行讨论分析，结合试验方法探讨了喷丸参数以及

由此过程引起的 CRS；Al-Obaid[6]早在 1990 年进行基

于 3 维等参单元研究，提出 1 种动态分布有限元方

法，得到残余应力分布并建立喷丸的理论模型；

Meguid 等[7-8]提出 1/4 对称喷丸模型用来计算等效应

力、等效塑性应变和弹性应变，提出喷丸强化的全面

非线性动态弹塑性有限元分析，并关注数值收敛和

CRS 影响区的有效性；Frija 等[9]采用 3 维有限元模型

预测 CRS 场及由喷丸强化引起的初始效应；Kim 等[10]

基于 3 维有限元喷丸模型，运用区域平均的思想获得

喷丸强化 CRS 场的现实分布；Nouguier-Lehon 等[11]采

用离散元方法模拟 USP 强化，发现应力影响区平均

深度与冲击速度之间有强相关性；Chaise 等[12]给出 1

个 USP 模型计算冲击后的残余应力；Rousseau T[13]研

究了 USP 过程中弹丸数量增加会扩大 CRS 在构件中

的影响区；Dai 和 Shaw[14]建模描述了 USP 强化过程表

面纳米化和硬化过程之间的差异；王业辉等[15]通过仿

真分析了 USP 强化工艺参数对 CRS 场分布特征的影

响；蔡晋等[16]构建了冲击能量对钛合金表面塑性形变

的 USP 仿真模型，验证了能量输入与冲击力大小的

关系。上述研究给出了 USP 对构件 CRS 场、加工硬化

场、等效应变场的影响，然而目前缺少关于 CSP 与

USP 对构件性能表征影响的研究成果。

本文采用有限元方法来模拟比较 CSP 和 USP 过

程，以达到预测由 2 种强化方式引起的 CRS 层深和

表面几何形貌变化。

1 相同覆盖率和相同动能的仿真模型

通过采用有限元方法模拟比较 CSP 和 USP 过

程，预测 2 种喷丸工艺过程引起的 CRS 典型特征及

表面形貌的变化：CRS 值及层深、强化面的凹坑直径

及深度。在 2 种喷丸工艺过程数值仿真的冲击动能和

覆盖率相同的前提下，比较表面残余应力场差异，分

析喷丸参数（弹丸直径、速度和冲击次数）对残余应力

分布的影响。

1.1 模型参数设置

为了预测 USP 和 CSP 的表面状态，采 用

ABAQUS/Explicit 软件建立 2 个 3D 模型。在 2 种模型

中，目标研究试块尺寸均为 1 mm×1 mm×1 mm。为

了防止 USP 模型中目标试块出现应力集中现象，影

响应力分析结果准确性，在 USP 与 CSP 大尺寸试块

模型（15 mm×10 mm×1.5 mm）表面中心位置划分小

尺寸试块（1 mm×1 mm×1 mm），试块通过减缩积分

单元（C3D8R）进行 6 面体网格划分。为了提高有限元

解决方案的精确度，目标试块采用网格单元尺寸

（0.05 mm×0.05 mm×0.05 mm）。弹丸材料为轴承钢，

试件材料为 TC4 钛合金。边界条件设定：试样底面施加

完全固定约束，在试样表面和弹丸之间设置面 - 面接

触。采用动态接触算法来模拟弹丸与试件的相互作用。

为了准确比较 CSP 和 USP 过程，本文针对该模

型采用 2 个标准：（1）相同的喷丸覆盖率；（2）相同的

动能。

1.2 相同覆盖率 T的设定

在喷丸处理中，表面覆盖率是 1 个重要变量，对

CRS 有重要影响，一般定义为在给定喷丸时间内受冲

击表面积的百分比。采用 python 语言根据以下约束

条件生成弹丸的随机序列和位置。为了产生具有特定

数量冲击的 T，2 个相邻弹丸中心之间的距离为

e = 10×a× 仔
T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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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P 距中心 0.25 mm

处凹坑

（b）CSP 距中心 0.25 mm

处凹坑

（c）USP 试件研究截面

（黑色实线）

（d）CSP 试件研究截面

（黑色实线）

图 3 USP与 CSP距中心沿 y轴正方向 0.25 mm处凹坑

残余应力

根据 Fathallah R 的研究[17]，弹丸压痕的半径为

a = D
2

5仔籽k(1-er)v2
2E*蓸 蔀 1

3

（2）

式中：籽 为弹丸密度；v 为冲击速度；D 为弹丸直径；E
为等效刚度模量；e r 为恢复系数；k 为效率系数。

因此，由弹丸引起的压痕面积为 2πa2。

1.3 相同动能 EK的设定

采用相同 EK 的目的在于使 CSP 和 USP 2 个过程

具有相同的表面条件，传统喷丸弹丸的动能为

EK,CSP = 仔
2
籽D3v2N （3）

式中：N 为弹丸数量。

从式中可见，EK也取决于所使用弹丸材料的密度。

如上所述，USP 模拟采用初始最大冲击速度

v inmax，因此，参照相同的式（3），为 USP带来的总动能为

EK,USP= 仔
2
籽D3v2inmaxN （4）

2 种表面强化的差异为弹丸的直径 （CSP 为

0.25～1 mm，USP 为 1～8 mm）及速度（CSP 为 20～

150 m/s，USP 为 3～20 m/s）[18-19]。

因此，为了接近实际情况并假设具有相同的动

能，USP 弹丸的大小应假定为 CSP 的 10 倍，而速度

要低 10 倍。参考式（2），比较 2 种强化方式的压痕半

径可以得出，在 CSP 模型中需要 5 次冲击才能达到

由 USP 中的 1 次冲击所产生的强化效果。经过对

USP 模型工艺参数的控制，将中心小试块区域冲击的

弹丸数设置为 5，CSP 模型中弹丸数设定为 50，以实现

表面覆盖率为 150%，USP 弹丸速度为 4 m/s，弹丸直径

为 4 mm，CSP 弹丸速度为 40 m/s，弹丸直径为 0.4 mm，

2种模型具体工艺参数见表1。USP模型如图1所示。

2 超声喷丸与传统喷丸结果分析

输出 2 个模型的位移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2

个试件表面已经完全变形。

分析 2 种强化方式试件沿 y 轴正方向距中心

0.25 mm 凹坑截面区域残余应力场（如图 3（c）、（d）所

示），图 3（a）、（b）中剖面残余应力显示出 USP 模型亚

表层残余应力深度较深，约 0.16 mm，约为 CSP 模型

残余压应力层深度的 2 倍，比较残余应力曲线（如图

4（c）所示），CSP 产生的残余压应力最大值约 -800

MPa，约为 USP 的 1.6 倍，对应研究位置如图 4（a）和

图 4（b）所示。

USP 与 CSP 模型中心凹坑 CRS 分布如图 5 所

示。USP 仅试块中心冲击后的 CRS 分布如图 5（a）所

示，USP 中心受到周围弹丸冲击影响后的 CRS 分布

（a）USP 试件 （b）CSP 试件

图 2 USP与 CSP试件表面位移

表 1 USP与 CSP模型工艺参数

弹丸直径 /mm

4

0.4

弹丸数量

5

50

喷丸方式

USP

CSP

弹丸速度 /（m/s）

4

40

（a）USP 模型 （b）CSP 模型

图 1 USP与 CSP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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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b）所示，中心区域第 1 次受冲击时亚表层

CRS 层较深，在两侧弹丸冲击之后形成了图 5（b）中

的 CRS 分布，CRS 深度以及影响区减小，表层凹坑附

近出现明显的拉应力，使中心 CRS 区域产生应力松

弛，这是由于两侧弹丸冲击造成的。CSP 中心受到周

围弹丸冲击影响后的 CRS 分布如图 5（c）所示，与图 5

（b）相比，USP在亚表面形成的 CRS 影响区更大。

CSP 与 USP 试块中心区域残余应力随深度变化

如图 6 所示。USP initial 为超声喷丸中心弹丸冲击后

其他弹丸冲击前中心凹坑区域的 CRS 随深度的变化

曲线，USP 与 CSP 曲线表示其他弹丸冲击后的中心凹

坑区域 CRS 随深度的变化，结果显示，USP 中心区域

初始时（USP initial）CRS 层深大于所有弹丸冲击后结

果，中心凹坑在周围弹丸冲击下，CRS 层深发生松弛而

减小，而 CRS 最大值始终

小于 CSP 过程，在 CRS 层

深度方面则始终大于 CSP

过程。

对比 USP 和 CSP 中

心凹坑位移，如图 7 所示。

从图中可见，提取表面位

移数据，在 USP 模型中，凹

坑中心区域向下变形 0.0116 mm，边部凸起 0.0048

mm。在 CSP 模型中凹坑中心向下变形 0.015 mm，边

部向上凸起 0.009 mm，产生的距离差值大于 USP，且

形成的峰间距离小于 USP，因此 CSP 形成的表面粗糙

度大于USP过程，更容易造成表面应力集中。

3 工艺参数对USP模型残余应力的影响

对比分析 2 种喷丸方式，USP 可以产生更深的

CRS 层，表面粗糙度低于 CSP 的，对 USP 过程中各参

数影响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本文针对弹丸尺寸和弹

丸速度 2 方面对工艺参数的影响进行分析。

3.1 弹丸直径对 USP模型残余应力的影响

采用直径为 3、4、5 和 6 mm 弹丸，分析不同尺寸

的弹丸对 TC4 钛合金残余应力产生的影响。不同直

径弹丸冲击后中心区域凹坑受周围冲击影响的 CRS

随深度变化如图 8（a）所示；在各种尺寸弹丸情况下，

其他弹丸冲击前（仅中心区域受冲击情况下），中心凹

坑区域 CRS 随距表层距离的变化如图 8（b）所示。

从图 8（a）中可见，随着弹丸直径的增大，CRS 最

大值减小，中心凹坑区域受周围弹坑影响越大，弹丸

直径为 6 mm 时，在该区域所有弹丸冲击表面之后，

中心凹坑区域几乎只呈现拉应力，此时由于弹丸直径

过大，会在表面以及亚表面形成较大的拉应力，类似

产生过喷丸行为，引起剧烈的塑性变形。从图 8（b）中

（a）USP 试件研究区域

（红色圆框内）

（b）CSP 试件研究区域

（红色圆框内）

（c）USP 与 CSP 对应区域残

余应力随深度变化

图 4 CSP与 USP边部凹坑

残余应力随路径变化

（a）USP 仅中心弹丸冲击 CRS

（b）USP 中心区受周围弹丸

冲击后的 CRS

（c）CSP 正中间弹丸 CRS

图 5 USP与 CSP模型中间

凹坑残余应力

图 6 CSP与 USP中间弹坑

残余应力随路径变化

（a）USP 中心弹坑位移 （b）CSP 中心弹坑位移

图 7 CSP与 USP中间弹坑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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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随着弹丸直径的增大，CRS 最大值向材料更深

处延伸，且 CRS 层更深。

3.2 弹丸速度对 USP模型残余应力的影响

不同弹丸速度下的残

余应力特征曲线如图 9 所

示。基于直径为 3 mm 弹

丸 USP 模型，控制 USP 模

型工艺参数，使平均弹丸

速度分别为 4、8 和 16 m/s

进行研究，随着冲击速度

的增大，CRS 层深增加，最

大值减小，在更深处的下表面随弹丸速度增大，拉应

力最大值和影响区都增大，与改变弹丸直径产生的效

果相近。

4 结论

本文通过仿真研究 USP 和 CSP 主要工艺参数差

异，比如弹丸冲击速度和直径等，在假定冲击覆盖率

与冲击动能相近的前提下，进行超声喷丸与传统喷丸

对 TC4 钛合金表面冲击的残余压应力仿真研究，得

出以下结论：

（1）当动能相同时，2 种强化过程表面所产生的

CRS 是可比较的。其中 USP 产生更深的 CRS 层，而

CSP 过程产生的 CRS 最大值明显增大。

（2）应用计算结果作为解析方程的输入值，该模型

给出预测表面粗糙度的方法。数值上认为，与 CSP相

比，USP的主要优点是较低的冲击速度和表面粗糙度。

（3）对 USP 过程中弹丸尺寸和冲击速度的研究

结果表明：随着弹丸直径的增大，CRS 最大值向材料

更深处延伸，且 CRS 层深度增加，而在弹丸直径一定

时改变弹丸冲击速度，与改变尺寸产生的结果较为类

似。需要注意的是，针对压气机叶片这类薄壁件，一侧

的压应力会引起另一侧残余拉应力增大，设计给出的

喷丸强度值要综合考虑压应力影响层深度与零件厚

度的关系。

本文主要针对 2 种强化工艺的残余应力场进行

数值评估，下一步研究将以应力场检测为主，进行 2

种强化工艺表面应力场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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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分析某型军用涡扇发动机空中停车的原因，通过自批量装备部队以来发生的空中停车故障，根据历年空中停车率

总结了停车原因的变化趋势，归纳了空中停车率统计结果，分析了影响空中停车率的空中停车事件以及故障件与故障原因，提出了

提高成附件可靠性水平、优化控制规律和加强监控措施等预防措施。结果表明：影响发动机空中停车率的主要因素是控制系统和传

动润滑系统成附件故障与整机喘振裕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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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In-flight Shutdown Rate of a Certain Turbofan Engine
YANG Yang袁LIU Hui-juan袁ZHAI Yue袁WU Xiao-da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in-flight shutdown of a military turbofan engine袁the trend of the shutdown reasons was

summarized according to the in-flight shutdown rate in the past years since the batch equipment troops.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in-flight
shutdown rate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in-flight shutdown events affecting the in-flight shutdown rate as well as the fault parts and the
cause of the failure were analyzed. The preventive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the reliability level袁optimizing the control rul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monitoring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flight shutdown rate of the
engine are the failure of the control system and the lubrication system and the low surge margin of the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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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发动机在空中停

车，轻则给飞行员应急处置带来一定难度，危及飞行

安全，重则因飞机失去动力而导致事故[1]。对单发飞机

而言，空中停车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甚至导致飞机迅

速失控和坠毁；对双发飞机，单发动机空中停车是 1

起事故征候，增加了发生坠机事故的风险。由于空中

停车危害大，空中停车率也是发动机可靠性定量评价

的重要指标之一[2]。因此，必须认真研究产生空中停车

故障的原因，采取有力措施，尽量减少和避免空中停

车的发生。

综合 GJB 2103A《航空燃气涡轮动力装置术语和

符号》中的定义来看，空中停车指飞机发动机在起飞之

后与落地之前，由于机械故障、电子系统故障、设计缺

陷等原因导致的发动机空中停止工作[3]。本文只要是在

空中因发动机故障引起的停车都算作是 1 次空中停车

事件，因为空停属于较少发生的事件，只要是出于“非

主观意愿”发生的空停，皆计入本文的研究“样本”。

国内外关于发动机空中停车的研究主要是针对

具体空停的故障机理与排故方法以及针对性的措施。

黄郁华[4]研究了涡喷发动机由于设计、工艺、材料等引

起的空停现象及措施；徐立新[5]以民用航空发动机为

分析对象，在研究可靠性理论的基础上，制订出降低

发动机空中停车率的具体可靠性措施；蔡运金 [6]对

WP7 系列发动机空中停车故障进行分析，着重论述

了压气机的重大改进对空停率的影响；范振伟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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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在科研试飞和批生产“升限”科目试飞中先后出现

的空中停车现象进行分析，并制定了改进措施。

综合各学者的研究成果，从统计的角度进行空中

停车率分析的较少。本文在国内某型发动机外场使用

的空停故障基础上加以统计分析，分析影响空中停车

的主要因素，并根据分析结果对优化降低空停率、减

少空停发生的风险提供可以加以改进的措施方向[8]。

1 空中停车事件统计

1.1 计算方法

空中停车率的计算公式为

RIFSD= n
T ×1000 （1）

式中：T 为发动机总飞行时间；n 为 T 期间由于发动

机原因引起的发动机空中停车的总次数。

1.2 统计结果

所有的统计数据来源于该型发动机生产总质量

师系统，包括发动机飞行时间、故障日期、发动机号、

使用单位、故障现象、

故障件、生产单位、故

障处理情况、故障原

因、解决措施等。根据

式（1），该发动机随部

队外场服务年限的变

化趋势如图 1 所示。

从图中可见，近年来该型发动机空中停车率总体

上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而且经过计算分析，在 2016

年就已经达到了该发动机规定的空中停车率指标，满

足设计要求。从整体趋势上看，该发动机的空中停车

率指标趋向于稳定，发动机趋向成熟。

2 引发空中停车的原因分析

该型发动机空中停

车的原因可归纳为 3 个

类别，如图 2 所示。

（1）控制系统成附

件导致的空中停车（如

滑油压差传感器、主泵、

发动机电缆、燃滑油温

度传感器、燃油增压泵、应急放油附件）；

（2）传动润滑系统成附件导致的空中停车（如发

附机匣、3 号轴承、主燃滑油散热器、中央齿锥轴承）；

（3）整机因素（喘振

裕度低）。

导致空停故障的致

因故障件发生次数分布

如图 3 所示。

大多数人会将发动

机空中停车与主机损伤

等联系在一起[9]。从经验

来看，发动机核心机的缺陷的确是发动机空停的致因

之一，但就该型发动机统计数据表明，发动机成附件

才是造成该型发动机空中停车的最主要原因[10]。从图

中可见，该发动机空停因控制系统、传动润滑系统故

障占 94%。引起空停较多的故障件为滑油压差传感

器和发附机匣。

2.1 控制系统

在整个飞行包线内通过驾驶舱中的操纵杆（改变

供油量）完成发动机的起动、停车和推力调节。控制系

统发生故障将导致发动机的燃油供应以及发动机控

制异常，易导致发动机空中停车[11]。

控制系统中导致空停的成附件有多种，其中滑油

压差传感器最多，影响最深也最受关注。滑油压差传

感器用于测量滑油管路中的滑油泵供油压力和轴承

腔压力的压差，将其转化成电信号，送至综合电子调

节器。当符合报警条件时，综合电子调节器发送“减小

转速”信号到飞机座舱告警系统。当发动机空中报“减

小转速”，将油门杆收至慢车位置时信号不消失，为保

证飞机安全则将发动机拉停，造成空中停车。针对该

故障件，军、厂、所多次联合排故，对多发故障进行分

析及定位，开展大量的分析排查工作，制定了解决措

施及验证方法。经综合环境试验验证，改进措施有效。

其他燃油与控制系统成附件引起空中停车的主要原

因是成附件故障 / 失效导致控制系统起不到控制作

用，或者因故无法测量参数导致。比如主泵主要是因

故障或工作异常导致发动机参数摆动。发动机电缆因

为属于接插件，插针与插孔瞬时“虚接”，会造成误报

信号或者线路短路，导致电阻异常，空中报“减小转

速”信号。燃滑油温度传感器主要故障原因是感温

元件接线片处铂丝因疲劳强度降低而断裂，造成综

合电子调节器输出“减小转速”告警信号，将油门杆

拉至慢车位置，信号不消失，飞行员空中拉停发动

机，发生空停。

图 2 空中停车故障类别分布

图 3 对空中停车致因的统计

①滑油压差传感器
②发附机匣
③No.3 轴承
④主燃油泵调节器
⑤发动机电缆
⑥整机（喘振裕度低）

⑦燃滑油温度传感器
⑧燃油增压泵
⑨主燃滑油散热器
⑩应急放油附件
輥輯訛中央齿锥轴承

图1 某发动机RIFSD随外场服务

年限变化趋势

趋势线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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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传动润滑系统

发动机的高压比、高涡轮进口温度、高主轴转速

及严格的空间限制，要求传动润滑系统在高温、高速、

重负荷、轻质量、激烈的状态变化、紧凑的空间限制、

长寿命和高可靠性下发挥其功能。润滑系统要保证在

整个飞行包线内对发动机轴承、齿轮和某些摩擦副进

行有效的润滑和冷却，以确保发动机工作的安全和寿

命要求。发动机高、低压转子的转速通常高达 5000～

12000 r/min，在如此高速转动下的部件（如轴承），如

没有很好的润滑和散热措施，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因过

高的温度和严重的磨损而损坏和失效。滑油系统的封

严若严重受损将导致滑油的大量流失，若金属异物较

多堵塞油滤将严重影响滑油的正常传输，导致滑油压

力不足。

引发空停较多的发附机匣的功能是将旋转运动

从中心锥齿轮传给发动机附件各系统，并用来固定附

件。由于内部齿轮零部件较多，极易磨损。当滑油中金

属屑超标时，飞机报“减小转速”信号，飞行员将油门

杆拉至慢车时，“减小转速”信号不消失，此时飞行员

会将发动机拉停。发附机匣引起的空停主要有 2 种故

障模式：离心通风器故障和轴承保持架断裂。离心通

风器故障原因有多种，如高周疲劳引起的起始于花键

齿根的裂纹；在工作转速范围内存在共振频率；离心

通风器与齿轮轴采用单侧止口定位、配合定位面过

短；轴向压紧力不足，不能保证在全工况条件下有效

固定离心通风器。轴承保持架断裂、发生轴承故障时，

在机匣内产生大量金属屑，导致发动机因滑油中有金

属屑报降转信号，金属屑堵塞回油滤网，附件机匣回

油不畅、内部温度升高，导致密封失效，滑油大量泄

漏、压力降低，为确保安全拉停发动机。

2.3 喘振裕度低

发动机的压气机应具有足够的喘振裕度，避免压

气机发生喘振，引起发动机空中停车。因喘振裕度低

导致空停发生 2 起，均为在实施高空科目机动过程

中。在该过程中进气道动态畸变较大，致使发动机在

飞机进入包线边界时发生喘振。导致整机喘振裕度低

的因素有 2 个方面，一方面是进气道与发动机匹配性

差，导致进气畸变大；另一方面是该发动机在研制过

程中对控制规律进行适应性更改，但在实际使用过程

中，部分控制规律与发动机实际需求不匹配，导致极

端边界下发动机剩余裕度不足。针对故障原因，制定

了飞发匹配优化、高压压气机多级可调角度控制措

施，可以提高发动机喘振裕度；通过优化改进节流嘴，

加大切油深度，调整试车消喘系统检查时的转速范

围，改善发动机消喘系统的消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因喘振裕度低而导致的空停。

3 预防措施

虽然该型发动机的空中停车率指标已经满足了

设计要求，但是发动机的空中停车与飞行员和飞机的

安全息息相关，必须采取措施降低其发生的概率。通

过分析空中停车原因可知，空中停车主要与成附件和

控制规律边界有关。因此应综合考虑，提出切实可行

的预防措施。

3.1 提高成附件可靠性水平

预防发动机空停，仅根据经验将工作重心放在发

动机核心机上是不够的，从统计结果看，成附件是影

响该型发动机空停率的最重要因素。应当重点关注可

能影响发动机空停的成附件故障[12]。目前内场对成附

件的考核试验项目较少、试验量值偏低，导致对成附

件的验证不够充分，不能充分暴露成附件问题，导致

外场使用中故障频发。在研制过程中虽然针对存在的

技术质量问题以及系统与发动机的匹配性问题，开展

了多轮技术攻关和试验验证，但对于一些关键技术，

特别是深层次的系统问题仍理解不深、技术尚未完全

吃透和掌握。因此，通过试验加严成附件考核，采取措

施提高成附件的可靠性，是有效预防发动机空停和确

保发动机运行安全的必要举措。

3.2 控制规律优化

目前，对发动机控制规律的认知依然是在摸索中

发展，还没有达到最优，同时由于该发动机批量装备

部队后，随着生产任务的增多，成附件承制单位对产

品的生产过程控制相对粗放，导致产品一致性和质量

稳定性不高，造成出厂产品分散度较大，导致成附件

未完全实现给定的控制规律，控制结果与设计要求不

符，使得部分控制裕度被“吃掉”，容易导致在极端边

界条件下发生空停。因此，承制单位要加强生产管控，

提高质量稳定性，设计单位要不断对控制规律优化，

探索最优的控制规律，减少空停的发生[13]。

3.3 加强监控措施

有些导致空停的故障在发生之前通过加强监控

是可以被提前发现的，比如滑油消耗量过大、滑油内

有金属屑等。因此，通过金属磁塞观察、滑油光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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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金属屑能谱分析、振动值监控、放射性探伤、孔探

仪检查、飞参分析等综合监控手段[14]，做到提前发现

故障，适时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避免发生空停故障

或机毁人亡的巨大损失。

4 结束语

某型军用涡扇发动机的空中停车率指标虽已满

足型号规范的要求，但应采取措施不断改进、不断降

低空中停车发生的风险[15]。在对该发动机投入部队使

用以来发生的空停故障数据统计发现，影响空停的主

要因素是成附件和控制规律边界。通过采取提高成附

件可靠性水平、优化控制规律、加强监控措施等，可以

降低空停发生的次数。预防发动机空中停车故障的发

生，应联合军方、设计和承制等单位，共同致力于减少

各职责范围内导致空中停车的因素，形成合力。实行

综合治理，发动机可靠性和安全性会进一步提高，能

更好地承担守卫国门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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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拓展活塞式发动机安装架适航审定思路，对《正常类、实用类、特技类和通勤类飞机适航规定》（CCAR23-R3）、《航空

发动机适航规定》（CCAR-33-R2）及甚轻型（AC-21-05）、超轻型（AC-21-06）飞机适航标准中规定的活塞式飞机发动机安装架设计

要求进行分析，给出了活塞式发动机安装架结构设计载荷工况计算、强度分析和试验验证方法。结果表明：活塞式发动机安装架主

要采用超静定多路传力桁架结构设计；活塞式发动机安装架正常载荷工况共 11 组；活塞式发动机安装架静强度分析主要考虑管

材拉压弯剪及焊接接头与螺栓连接接头强度。

关键词：安装架；载荷计算；强度分析；试验验证；活塞式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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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oad and Strength of Piston Engine Mounting Bracket
XIONG Jun1，2袁 LYU Wan-tao1，2袁 ZHAO Xin-xin1，2袁 ZHANG Bao-zhu1，2

渊1.CETCD Wuhu Diamond Aircraft Manufacture CO.袁LTD. 曰2. CETCD Wuhu General Aviation Industry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o.袁LTD.院Wuhu Anhui 241000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and the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of piston engine mounting bracket袁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piston
engine mounting bracket set out in Airworthiness regulations for normal袁 practical袁 aerobatic and commuter aircraft 渊CCAR23-R3冤袁
Airworthiness requirements for aeroengines 渊CCAR-33-R2冤 and very light type 渊AC-21-05冤 and super light type 渊AC-21-06冤were
analyzed. The design load condition calculation袁strength analysis and test verification method of piston engine mounting bracket were giv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iston engine mounting bracket mainly adopts the design of superstatic multi-way force transfer truss. The piston
engine mounting bracket have eleven groups under normal load conditions. Static strength analysis of piston engine mounting bracket mainly
considers pipe tension bending shear and joint strength of welded joint and bolt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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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 Aviation Ad-

ministration）数据，2012 年美国拥有超过 30 万架活塞

式通用航空飞行器，且这一数据仍在继续增长[1]。随着

中国低空领域的逐步开放，通用飞机在国内将会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而活塞式发动机也开始受到广泛关

注。GAMA 通用航空统计数据手册中指出，2016 年全

球生产通用飞机 2262 架，其中，活塞式飞机 1019 架，

占 45%[2]。由于活塞式发动机具有油耗低、结构简单、

技术成熟、价格便宜、使用维护费用低以及寿命长等

优点[2]，被广泛应用于低成本无人机[3]、初级教练机、行

政机、小型运动飞机的动力装置[1]。

近年来，中国通过技术引进、自主研发，通用飞机

设计技术得到大力发展。如小鹰 500、阿若拉 SA60L、

GA20 等飞机均采用活塞式发动机。随着中国活塞式

发动机的应用增多，对其安装架的结构强度设计、适

航符合性验证技术提出迫切需求。对于飞机发动机安

装架载荷与强度研究，国内学者研究方向主要偏重于

军用与民航飞机，且针对的研究对象均为涡轮发动

机，尚未有对活塞发动机安装架载荷与强度研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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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文献。但涡轮发动机与活塞发动机安装架载荷计

算与强度分析有相通之处，均需考虑发动机推力、扭

矩、惯性力、陀螺力矩等载荷工况组合，且均采用计算

与试验相结合的方法表明设计符合性。罗金亮[4]等对

航空发动机固定装置载荷计算方法方法进行探讨，提

出采用常规力学计算方法与有限元方法分别对发动

机安装节载荷进行计算，并给出相应计算方法；徐

春雨[5]对民用航空发动机安装节设计载荷进行研究，

从适航验证角度给出了发动机安装节设计所需满足

的载荷要求；朱岩[6]对民用飞机动力装置安装系统设

计进行研究，从载荷类型和传力途径、固定方法、热补

偿和隔振技术 4 个方面对安装系统的设计进行了总

结；李春刚[7]对某型航空发动机安装架强度进行分析，

给出了发动机安装架计算载荷工况及强度分析方法；

赵善斋[8]对发动机安装架的静力试验方案及试验工况

进行全面论述，且对试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与可靠性

评定，对发动机安装架设计提出相关建议。欧美国家

在航空领域的发展较为领先[2]，且活塞式飞机发动机

相关的设计、制造、装机使用经验也较为丰富。

Grabowski[9]通过测试分析手段，对 Liberty XL2 飞机飞

行包线及 IOF-240-B5B 活塞式发动机载荷进行研

究，对发动机计算载荷进行修正；Stefan BOGOS[10]针

对 CS23.371 条款中俯仰和偏航速度过于保守的问

题，提出 1 种简化的方法计算发动机安装架陀螺力

矩；Michel Guillaumea[11]以 Pilatus P-3 型发动机安装

架为例，采用 ANSYS Workbench Platform 开发了详细

的有限元模型，并基于 EASA CS23 认证的 6 种工况

下对发动机安装架强度进行了有效评估。

本文依据适航规章 CCAR23 部[12]和 CCAR33 部[13]

的设计要求及 AC-21-05 初级类航空器适航标

准———甚轻型飞机[14]（JAR-VLA）与 AC-21-06 初级

类航空器适航标准———超轻型飞机[15]的相关设计要

求，分别对活塞式发动机架结构设计、载荷计算、强度

分析及试验验证等方面进行详细论述。

1 发动机安装架结构与工艺

为确保发动机推力的有效传递，活塞式发动机架

普遍设计为多路传力的桁架结构[16-17]，以确保当 1 个

主要结构元件出现疲劳破坏或明显局部破坏后，结构

不能发生灾难性破坏，且其余结构能够承受值为 VC

（飞机巡航速度）时临界限制载荷系数 75%的极限静

载荷系数[12]。活塞式发动机架结构设计如图 1 所示。

活塞式发动机安装架一般选用 30CrMnSiA [7-8]或

30CrMo 合金结构钢（对应 AISI 4130）管材焊接成型。

4130 合金钢具有较高的高温强度和韧性，但其焊接

性能不甚理想，焊接区易产生冷裂纹与热影响区脆化

等问题，应进行焊前预热（预热温度为 200 ℃）与焊

后热处理（热处理温度为 640 ℃，时间为 165 min），

消除氢致冷裂纹的同时提高焊接接头拉伸强度与冲

击韧性[18]。

2 发动机安装架载荷计算

发动机安装架是连接

飞机与发动机的主要承力

结构，其作用是将发动机

推力和扭矩传递至飞机，

同时还需承受发动机垂

向、侧向过载以及俯仰、偏

航、滚转力矩。发动机受力分析如图 2 所示。

图中：Ft 为发动机推力；T 为发动机扭矩；Fg 为发

动机垂向过载；Fs 为发动机侧向过载；棕 为发动机螺

旋桨旋转角速度；棕x 为飞机滚转角速度；棕y 为飞机俯

仰角速度；棕z 为飞机偏航角速度；CG 为飞机重心；ECG

为发动机重心。

发动机推力为

Ft = P
V ·浊 （1）

（a）托架式

（b）悬臂式

图 1 活塞式发动机架结构设计

图 2 发动机受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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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发动机安装架载荷工况汇总

组合工况说明

起飞功率，75%nA

最大连续功率，100%nA

最大连续功率，最大垂向过载 +nz

最大连续功率，最小垂向过载 -nz

正侧向过载 +ny（单独施加）

负侧向过载 -ny（单独施加）

最大连续功率，nz=2.5，

俯仰 棕y=1.0（抬头），偏航 棕z=2.5（左偏）

最大连续功率，nz =2.5，

俯仰 棕y =1.0（抬头），偏航 棕z=-2.5（右偏）

最大连续功率，nz =2.5，

俯仰 棕y=-1.0（低头），偏航 棕z =2.5（左偏）

最大连续功率，nz =2.5，

俯仰 棕y=-1.0（低头），偏航 棕z=-2.5（右偏）

慢车功率，着陆过载 nz =-2.25

破损安全工况

编号

LC01

LC02

LC03

LC04

LC05

LC06

LC07

LC08

LC09

LC010

LC011

LCFS

符合条款[12]

23.361（a）（1）

23.361（a）（2）

23.337，23.341

23.337，23.341

23.363

23.363

23.371（a）（ii）

23.371（a）（ii）

23.371（a）（ii）

23.371（a）（ii）

23.499

23.572（2）

式中：P为发动机功率；V 为飞机当量空速；浊 为螺旋

桨效率，一般取 0.8~0.9[19]。

发动机扭矩为

T = Tnom·f = P
棕 · f = P

2仔v ·f （2）

式中：v 为发动机转速；f 为扭矩安全系数，对于 5 个

或 5 个以上气缸取 1.33，对于 4、3、2 个气缸，分别取

2、3、4，具体见 CCAR23 部 23.361（c）[12]。

发动机垂向过载为

Fg = mg·nz （3）

式中：m 为动力系统总质量（包括发动机、螺旋桨及成

附件）；nz 为法向载荷系数，分为机动载荷系数与突风

载荷系数 2 类。

正机动载荷系数为

n+ = 2.1 + 10886
(W+4536)

（4）

式中：W 为设计最大起飞质量，kg。

对于正常类与通勤类飞机 n+ 不必大于 3.8，实用

类 4.4，特技类 6.0。具体见 CCAR23 部 23.337[12]。

负机动载荷系数为

n- = -k·n+ （5）

式中：k 为比例系数，对于正常类、实用类和通勤类飞

机，k=0.4；对于特技类飞机，k=0.5。具体见 CCAR23

部 23.337[12]。

突风载荷系数为

ng = 1 + kgUdeVa
1.63(Wg/S) （6）

式中：kg 为突风缓和系数

kg = 0.88滋g
(5.3 + 滋g)

（7）

滋g = 2(Wg/S)
籽C ag

（8）

式中：Wg /S 为具体载荷情况下适用的飞机质量产生

的翼载，N/m2；籽 为空气密度，kg/m3；C 为平均几何弦

长，m；Ude 为突风速度，m/s，可根据 CCAR23.333（c）[12]获

得；a为升力系数曲线斜率，计算突风载荷同时考虑

机翼与水平尾翼升力时，a为飞机法向力系数曲线斜

率，仅考虑突风载荷作用在机翼上时，a为机翼升力

线斜率。具体见 CCAR23 部 23.341[12]。

根据 CCAR23.333（d）飞行包线，飞机不同状态点

对应的发动机垂向载荷系数为当量空速的函数

nz = f(V ) （9）

最大垂向载荷系数为

+nz = max(n+,+ng) （10）

最小垂向载荷系数为

-nz = min(n-,-ng) （11）

发动机侧向过载为

Fs = mg·ny （12）

ny = ±max(1.33, nA
3

) （13）

式中：nA 为飞行情况 A 对应的限制载荷系数（飞行包

线中机动速度为 VA 时对应的载荷系数），具体见

CCAR23 部 23.363[12]。

因飞机滚转而产生的发动机陀螺力矩为

Mgyr,1 = Jrot棕·棕 x = Jrot棕棕xsin 琢 （14）

式中：Jrot 为转子转动惯量；琢 为飞机滚转角速度方向

与转子旋转角速度方向的夹角。

一般 琢 非常小，所以因飞机滚转而产生的发动机

陀螺力矩可忽略。

因飞机俯仰而产生的发动机陀螺力矩为

Mgyr,2 = Jrot棕·棕 y = Jrot棕棕ysin 茁 （15）

式中：茁 为飞机俯仰角速度方向与转子旋转角速度方

向的夹角。

因飞机偏航而产生的发动机陀螺力矩为

Mgyr,3 = Jrot棕·棕 z = Jrot棕棕zsin 酌 （16）

式中：酌 为飞机偏航角速度方向与转子旋转角速度方

向的夹角。

发动机安装架载荷工况汇总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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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破损安全工况，需根据发动机桁架结构设计

方案确定工况数量。假设发动机安装架由 q 根钢管焊

接而成，则破损安全工况组合为

LCFS = 0.75×1.15LCi = 0.8625LCi （17）

式中：i 为发动机安装架正常工作时工况编号（取值

1~11）；0.75 为剩余强度载荷系数；1.15 为动态效应

系数。

即破损安全载荷工况为：当 q 根钢管中任意 1 根

失效或任意 1 个连接螺栓失效（不考虑组合失效），取

正常载荷工况（LCi，i=1~11）的 86.25%。则破损安全载

荷工况数量为 11q。

3 发动机安装架强度分析

为了验证发动机安装架结构设计对条款 23.305

强度与变形[12]的符合性，对发动机安装架开展强度分

析与试验验证。其主要目的是计算安装架每根杆及连

接件分别在限制与极限载荷工况（限制载荷工况见表

1，极限载荷为限制载荷的 1.5 倍[12]）下的安全裕度，并

根据计算结果筛选出安装架关键部位（安全裕度最

小），及其对应的临界载荷工况。

发动机安装架强度分析采用有限元与工程计算

相结合的方法，将发动机安装桁架杆简化为梁单元，

每根梁能够同时承受拉伸、压缩、弯曲、剪切、扭转等

内力。将动力系统（包括发动机、成附件、螺旋桨等）简

化为集中质量块，在动力系统重心处加载第 2 小节计

算的外载荷。发动机安装架强度分析如图 3 所示。

发动机安装桁架杆（管材）的工作应力可直接采

用有限元应力计算结果，或提取有限元梁单元内力，

并参考下列公式计算得到

滓x =
F
A ± Minty

I （18）

子s = VQ
Id （19）

子ts = Tint2At （20）

式中：滓x 为拉伸 / 压缩与弯曲复合应力；子s 为剪切应

力；子ts 为扭转应力；F为管材拉压内力；Mint 为管材承

受弯矩；y 为管材抗弯半径；I 为管材截面惯性矩；A
为管材横截面积；V 为管材承受剪切内力；Q 为管材

截面静矩；d 为管材直径；t 为管材厚度。

采用有限元对发动机安装架进行强度分析时常

采用线性求解器进行求解，对于材料进入塑形时，强

度分析需创建更细节的模型进行模拟，费时耗力。可采

用文献[20]对圆环形截面梁弯曲应力进行塑形修正，进

一步提高结构承载能力或降低结构质量。对于焊接部

位的应力分析，许用焊接应力可参考文献[21]，将相应

合金钢金属材料的最小极限拉伸强度乘以0.85 即可。

由于发动机安装架是采用细长钢管组成的桁架

结构，需重点考虑压杆稳定性问题，临界载荷可以采

用有限元方法或欧拉公式进行计算。

PE = 仔2EI
L/ c姨蓸 蔀 2 （21）

式中：E 为材料弹性模量，当压杆临界应力超过比例

极限时，采用切线模量 Et 替代弹性模量 E；L 为杆长；

c 为杆端约束系数（两端固支均匀杆轴向受载，取

4.0）。

对于破损安全工况下的强度分析，需假设安装架

某条传力路径失效（在有限元模型中去除某根杆或连

接件），然后分析安装架剩余结构在 86.25%极限载荷

下的安全裕度。

4 发动机安装架试验验证

发动机安装架强度试验方案如图 4 所示。将发动

机架安装在承力墙上，并采用模拟件替代发动机（假

设发动机为刚体，模拟件重心与发动机本体保持一

致）。在模拟件上连接 3 个作动筒，分别施加 3 个方向

的力和力矩，载荷方向偏离模拟件重心，偏心距根据

试验载荷工况的需要确定。

（a）安装架固定加载方案 （b）安装架局部破损

图 4 安装架强度试验方案

（a）安装架外载荷 （b）安装架有限元分析

图 3 安装架强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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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安装架破损安全工况的验证通过取消连

接界面的某个紧固件或者锯断安装架某 1 根钢管来

模拟单个传力路径失效，然后验证安装架剩余传力路

径上的结构能否承受 86.25%极限载荷。

对于不同传力路径的失效，在试验验证过程中需

将已锯断的钢管焊接完好之后再锯断另 1 根钢管进

行模拟。为确保安装架钢管有足够的焊接强度，钢管

锯口需设计为“鱼嘴”形，切割面与钢管中心轴夹角为

30毅[20]。
5 结论

本文依据适航条款要求，对活塞式航空发动机安

装架结构设计、载荷计算与静强度验证工作思路进行

论述，得到如下结论：

（1）活塞式发动机安装架主要采用超静定多路传

力桁架结构设计，材料工艺采用 4130 薄壁耐火合金

钢管焊接而成。

（2）活塞式发动机安装架正常载荷工况共 11 组，

破损安全载荷工况数量等于桁架钢管数量与连接螺

栓数之和。

（3）活塞式发动机安装架静强度分析主要考虑管

材拉压弯剪及焊接接头与螺栓连接接头强度。

（4）活塞式发动机安装架静力试验验证需综合强

度分析结果，对正常与破损安全载荷工况进行筛选获

得临界载荷工况，并对临界载荷工况进行试验验证。

对于破损安全工况试验验证，需预制损伤模拟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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