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发动机
2020 年 第 46 卷第 4 期
2020 年 8 月

目

次

总体与系统
航空发动机跨界、跨域、
跨越创新模式的研究
民用航空发动机构型差异管理分析

吴文生（1）
张成武，
郝朝杰（8）

气动热力学
低压涡轮动叶叶顶间隙泄漏流动特性数值计算
马赫数对压气机失稳静压升系数影响的数值模拟

殷林林，王

雷，
李

鑫，
陈

云，马永军，
李
魏 婷，
胡

军（14）
骏（20）

燃烧、
传热传质
斜流驻涡燃烧室火焰筒冷却方案数值模拟
基于欧拉方法的 2 维翼型冰晶结冰数值计算

王嘉玺，
张净玉（24）
谭 燕（30）

结构与可靠性
基于格来圈结构的 O 形密封圈动密封分析
1 种航空发动机整机质量分配方法
航空发动机进口整流支板防冰槽裂纹故障分析

刘

菁，
赵 旭，
冯 刚，
刘 飞（36）
郑伟连，杨纯辉，
刘仕运（41）
张 弛，
王雅谋（47）

强度与振动
叶片脱落诱发的转子 - 盘片系统不平衡响应分析
基于积叠线的风扇叶片优化与振动特性研究
基于泊松分布的轮盘多危险部位定寿方法

陈雪莲，
曾 劲，马 辉，
范晓宇（52）
张效溥，王仲林，田 杰，
陈 勇，
欧阳华（58）
郭秩维，
曹 航，李瑾亮，
郭 勇（65）

测试与控制
考虑多监测指标不确定性的滑油状态综合评估方法

孔祥兴，潘

燕，
武通海（71）

试验技术
叶尖间隙对涡轮性能影响的试验研究
三旋流燃烧室喷嘴雾化性能试验研究

莫

谷雪花，
郝晟淳，张东海，
卢俊崧（78）
妲，窦义涛，赵 振，李学涛，
李美烨（82）

材料与失效分析
压气机转子带凸肩叶片掉块故障分析
循环热载荷下 CMAS 侵蚀对 EB-PVD 热障涂层微裂纹特性的影响

贾朝波，
陈

勇，侯东旭，
李春波（87）
王 婕（92）

制造与工艺
DCC 在航空发动机工艺尺寸链计算中的应用

刘 明，
常海涛，段 燕，
刘尚成（98）
声明：

《航空发动机》编辑委员会

封二

《航空发动机》征稿简则

封三 国际期刊指南”，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

本期责任编辑：
刘亮
本期总审：
李华文

社、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维普资讯有

期刊基本参数:

刊全文。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

CN21-1359/V*1975*b*A4*106*zh*P*￥10.00*1200*18*2020-08

本刊已许可波兰“哥白尼索引”
、美国“乌利希

限公司在其网络平台和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传播本
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Vol. 46 No. 4 Aug. 2020

Engine and Subsystem

Contents

Research of Cross-cognition/area/level-boundary Innovation Model for Aeroengine
WU Wen-sheng渊1冤
Analysis of Configuration Difference Management of Civil Aeroengine
ZHANG Cheng-wu袁HAO Chao-jie渊8冤

Aerothermodynamics

Numerical Caculation of the Leakag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Rotor Tip Clearance of Low Pressure Turbine
YIN Lin-lin袁WANG Lei袁LI Xin袁CHEN Yun袁MA Yong-jun袁LI Jun渊14冤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Mach Number on Stalling Pressure Rise Coefficient of Compressor
WEI Ting袁HU Jun渊20冤

Combustion and Heat Transfer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Liner Cooling Scheme in Oblique Flow Trapped Vortex Combustor
WANG Jia-xi袁ZHANG Jing-yu渊24冤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2D Airfoil Ice Crystal Icing Based on Euler Method
TAN Yan渊30冤

Structure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O-ring Dynamic Sealing Based on Glyd Ring
A Method of Engine Mass Distribution of Aeroengine

LIU Jing袁ZHAO Xu袁FENG Gang袁LIU Fei渊36冤

ZHENG Wei-lian袁YANG Chun-hui, LIU Shi-yun渊41冤
Fault Analysis of Anti-icing Tank Cracks of the Aeroengine Inlet Vane Strut
ZHANG Chi袁WANG Ya-mou渊47冤

Strength and Vibration

Analysis of Unbalanced Response of Rotor-Disk-Blades System Induced by Blade Loss
CHEN Xue-lian袁ZENG Jin袁MA Hui袁FAN Xiao-yu渊52冤
Study on Optimization and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an Blade Based on Stack Line
ZHANG Xiao-pu袁WANG Zhong-lin袁TIAN Jie袁CHEN Yong袁OUYANG Hua渊58冤
Life Determination Method for Disk Multi-dangerous Sites Based on Poisson Distribution
GUO Zhi-wei袁CAO Hang袁LI Jin-liang袁GUO Yong渊65冤

Test and Experiment Technology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Method of Oil Status Considering Uncertainty of Multiple Monitoring Index
KONG Xiang-xing袁PAN Yan袁WU Tong-hai渊71冤

Materical and Failure Analsys

Experimental Study on Influence of Tip Clearance on Turbine Performance
GU Xue-hua袁HAO Sheng-chun袁ZHANG Dong-hai袁LU Jun-song渊78冤
ExperImental Study on Atomization Performance of Triple Swirler Combustor Atomizer
MO Da袁DOU Yi-tao袁ZHAO Zhen,LI Xue-tao袁LI Mei-ye渊82冤

Materical and Failure Analsys

Fracture Failure Analysis of a Shrouded Blade of Compressor Rotor
JIA Chao-bo袁CHEN Yong袁HOU Dong-xu袁LI Chun-bo渊87冤
Effect of CMAS Infiltration on the Microcrack Characteristics of EB-PVD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under
Cycle Thermal Loading
WANG Jie渊92冤

Materical and Failure Analsys

Application of DCC in Process Dimension Chain Calculation of Aeroengine
LIU Ming袁CHANG Hai-tao袁DUAN Yan袁LIU Shang-cheng渊98冤

航空发动机

第 46 卷 第 4 期
2020 年 8 月

Vol. 46 No. 4
Aug. 2020

Aeroengine

航空发动机跨界、跨域、
跨越创新模式的研究
吴文生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沈阳 110015）

摘要：创新是航空发动机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发的永恒驱动力，
是航空发动机快速、
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不断源泉。航空发动机
创新模式对航空发动机的创新发展至关重要。在充分研究国内外先进创新理念和实践的基础上，在航空发动机技术研究和产品研
发中引入多元思维、第一性原理、技术进步 S 形曲线、颠覆性创新等理论或方法，从认知边界、创新领域、创新强度等三个维度探索
跨界、
跨域、
跨越（简称“三跨”
）创新模式，
以期为航空发动机创新发展提供科学实用的思路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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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Cross-cognition/area/level-boundary Innovation Model for Aeroengine
WU Wen-she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r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novation is the eternal driver of aeroengin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product development袁and it's also a constant source

of rapid袁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eroengines. The aeroengine innovation model is critical to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aeroengine. On the basis of full research on advanced concepts and practices at home and abroad袁theories or methods such as multiple

thinking袁first principle袁S-shaped curve of technical progress and disruptive innovation are introduc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eroengine. From the three views of cognitive boundary袁innovation area and innovation level袁the models of Cross -cognition/area/level -

boundary Innovation are established and investigated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ideas and practice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aeroengines.

Key words: aeroengine曰cross -cognition -boundary innovation曰cross -area -boundary innovation曰cross -level -boundary innovation曰

cognition boundary曰innovation area曰innovation level曰innovation model

0 引言

Innovation)大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8-9] 提出了基于 S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

形曲线创新和颠覆性创新等创新理念或模式。李善

达的不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航

友、刘辉等中国学者[10-17]，对第二曲线创新和跨界创新

空发动机作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一个国家科学技

等创新模式进行了广泛研究，并给出了很多成功的应

术和工业基础最高水平的体现，其发展水平直接代表

用案例。但是有关航空发动机跨界创新、跨域创新、跨

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科技实力。想要实现航空发

越创新（简称“三跨”创新）的研究鲜有文献发表。

动机产业的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航空
发动机技术和产品创新。刘大响

、张新国 、李清 、

[1-2]

[3]

[4]

本研究引入多元思维、第一性原理、技术进步 S
形曲线和颠覆性创新等思维、理论或方法，意在打破

刘代彪[5]、
吴文生[6]等对航空发动机创新发展进行了研

在认知边界、创新领域、创新强度等方面的原有框架

究，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和对策。创新理论鼻祖

或边界，扩展并形成新的框架和边界，寻求航空发动

约瑟夫·熊彼特 、颠覆性创新(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机的跨界创新、跨域创新、跨越创新的模式。这些创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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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将有助于航空发动机研发和管理人员和机构创

人员、工业和产业界人员、研究界人员、院校人员、用

造新理论，发明新技术，形成新概念，提出新方案，研

户等官产学研用等，从基层机构人员、行业性机构人

发新产品，进而助推航空发动机技术、产品和产业的

员到国家性机构人员，从初级技术 / 管理人员、中级

创新发展。

技术 / 管理人员、高级技术 / 管理人员等，从设计人

1 不断提升认知能力，在原界创新的基础上

员、制造人员、试验人员、保障人员等，转换经历和位

实现跨界创新

置的视角和视野，打破自身认知边界，看清和看透航
空发动机真正发展规律。在 F119 发动机方案论证阶

航空发动机产业是典型的新技术覆盖面广、新技

段，为了提高工业界对保障性设计工作重要地位的认

术依存度深并且技术需求灵活多变的高科技产业，其

识，美国空军和海军实施的“蓝二访问（Blue-Two）”计

现有技术范围内的创新工作既是一个关键的创新来

划，就是换位思考的典型案例。PW 公司的管理与技

源，同时也是跨界创新的基础。情绪 ABC 理论的创始

术人员深入到 6 个地点的空军基地、海军空战基地和

人阿尔伯特·艾利斯(Albert Ellis：在不同的时间或环

发动机大修厂的典型维护现场，
观摩一线战斗机发动

境下，同一认知主体（个人或团队）对于同一事物(A)

机维护情况，听取一线维护人员的意见与建议，亲手

的认知（理念以及评价与解释）可能不同(B1 和 B2)，

完成战斗机发动机现场维护工作，亲身体会维护性设

所以得到的结果(C1 和 C2)也会不同。因而，
认知主体

计工作的重要性。

的认知水平对得到的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每个人

1.2 采用类似空间思维

员或组织，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和经验，已经形成并
自然而然地应用自身的认知框架或认知边界。
自古以来，人们就没有停止对认知框架或思维边

从航空发动机研制工作的多维度视角系统地审
视航空发动机的技术创新，如研究一个航空发动机的
部件要从它的六个视图（主、俯、左、右、仰、后）审视，

界影响行动能力的哲学思考。中国的先祖在《庄子·秋

也要从它的上游、下游和周围部件审视，还要从它所

水》 中就对客观的认知局限因素进行了精辟地论述：

处的方案论证、工程研发、使用保障等航空发动机研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

制阶段全面审视，打破并扩展自身的认知框架或认知

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
束于教也。古典

边界，看全航空发动机的整体和部分，看清航空发动

哲学创始人康德说，你只是活在你的主观思维模型

机的优势和劣势，理清航空发动机固有属性和内在特

里，而不是客观世界里。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

征，实现创新发展。

尔说，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被关进自己认知框架的囚

1.3 采用历史思维

徒。像“盲人摸象”、
苏东坡效应、隧道视野效应等这些

从航空发动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等时间维度，

生动形象的哲学思考，都在提醒：任何人和组织都存

采用历史思维打破自身认知边界，看清和看远航空发

在主观和客观的认知边界，也就限制了人或组织的思

动机的发展脉络和未来发展趋势或演变方向，通过引

维、认知、
行动和创造等能力。因而，就创新而言，人们

入新的资源和模式实现创新发展。从时间维度看，在

在重视原有认知边界创新的基础上，
更重要的是要不

发动机研制前，F119 发动机一体化集成产品团队充

断打破和扩展原有认知边界实现跨界创新。航空发动

分吸取 F100 等发动机的研制 / 使用中的经验与教

机的跨界创新，就要航空发动机人或组织在认知航空

训，确保加快研制进程与少走弯路；在发动机研制过

发动机的运行状态和规律时，
采用多元思维打破已形

程中，采用继承与创新、性能与六性综合平衡，确保可

成的认知边界，克服因自身或情境等原因造成的认知

满足型号所有要求；对于发动机研制的未来，明确要

局限，扩展并建立新认知边界，科学客观地把握航空

求 15%的增长裕度和改进改型的潜力，确保可持续

发动机运行之
“真相”和发展之
“趋势”，进而激发灵感

发展。

和寻求突破，创造新理念，发明新技术，形成新概念，

1.4 采用系统思维

提出新方案，
进而实现航空发动机的创新发展。
1.1 采用换位思维
从利益相关方、
竞争对手、旁观者等，从政府管理

爱因斯坦说，这个层级的问题很难靠这个层级的
思考来解决。在系统层面，你看到的层级越多，
你见到
的世界就越简单，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强，就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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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创新发展。从基础级管理（Schedule）计划、到部
门 级 管 理 （Management） 计 划 、 再 到 单 位 级 管 理

3

动机的创新发展。
（1）横向创新。

（Administration）计划，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从

在横向创新方面，按照改变、更新和创造三个层

航空发动机零件、到部件 / 系统、再到整机，从内容层

次，完成航空发动机领域的集成 / 组合性创新

级方面采用系统思维，打破自身认知边界，看清和看

（Integrated Innovation）、 渐 进 性 创 新（Incremental

透航空发动机真正发展规律；最后，通过升维赋能和

Innovation）和跨越性创新。

降维攻击打断和重建航空发动机层级链接关系，实现

一是，针对航空发动机领域大量的已有同类成

创新发展。在 F119 发动机研发中采用的并行工程和

果，利用特有的专业特长与思维，在分析、筛选和归纳

一体化集成产品小组（IPT），成员来自于美国空军和

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组合和高度综合，实现组合性或集

合同商的相关部门，成员涉及计划、设计、制造、试验、

成性创新，完成航空发动机既有成果的充分应用。像

测试、
产品保障、
安全、可靠性、可维护性、维修性等各

复合掠形风扇叶片、整体叶盘、与涡轮后框架一体化

个功能领域，
覆盖发动机所有零件、部件和单元体，通

的加力燃烧室等就属于这种模式的创新。

过充分且全面的交流和合作，取得发动机全部特性

二是，针对航空发动机领域研究不够深透、论述

（包括发动机结构、发动机 / 战斗机一体化集成、保障

不够清楚的内容或问题，
以新思想、
新理念、新视角和

系统等）的综合平衡。这就是采用系统思维提升航空

新方法，
对已有成果进一步补充、完善和丰富，形成新

发动机研发质量的典型案例。

的理论、方案或概念、技术和产品等，实现渐进性创

2 掌握和应用关键的有效知识，在本域创新

新，完成航空发动机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接力。

的基础上实现跨域创新
创新能力通常是认知能力与积累的有效知识的
乘积。有效知识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创新的基础。

像涡轮叶片从等轴晶、到定向凝固、
再到单晶、再到陶
瓷基复合材料的发展，钛合金整体叶盘发展为复合材
料整体叶环等就属于这种模式的创新。
三是，针对航空发动机领域有争议和亟待解决的

缺少有效知识的积累，创新只能是空中楼阁、无源之

内容或问题，通过换向思维和 / 或逆向思维进行思考

水，无本之木，尤其是在关键的领域有效知识对于创

和判断，消除原有的争议和否定并修正原有的错误，

新发展尤其重要。航空发动机创新，
就需要采用理论

形成新的思想、理论、
概念、
技术等，
实现跨越性创新，

思维，
打破自身知识与技能边界，扩大知识与技能圈，

完成对航空发动机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发的深化和完

提升看对看透航空发动机理论与实践的固有属性或

善。F100-PW-100/200 发动机到 F100-PW-220 发动

内在特征的能力。因而，如何使航空发动机的从业人

机，就是纠正强调性能而忽视可靠性这一错误研发思

员能够精益求精地学习和掌握航空发动机学科知识，

想，从而实现综合性能全面提高的典型实例。

并将其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研发实践，
通过知行合一实

四是，针对航空发动机领域以前未曾出现的或前

现本域创新发展，是航空发动机创新管理所必需回答

人未曾研究的内容或问题，开展开拓性探索研究，提

的基础命题之一。以此为基础，无论是从航空发动机

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等，实现跨越性创

涉及的多学科联动角度，还是从开拓创新思路的角

新，完成航空发动机领域的空白填补。像脉冲爆震发

度，才更加有利于形成航空发动机交叉学科和相关学

动机、波转子发动机、骨架结构发动机、智能发动机等

科的关键认知，从而通过直接移植或间接借鉴实现跨

就属于这种模式的创新。

域创新发展。
2.1

深耕细植航空发动机的理论与实践，通过知行

合一实现本域创新发展
航空发动机本域创新是紧紧围绕航空发动机领
域在横向和纵向上深耕细作，
以有别于常规或常人的
思维模式，创造新颖的、独特的、有价值的航空发动机
新理论、新方案或概念、
新技术和新产品，实现航空发

（2）纵向创新。
在纵向创新方面，
在找全找准航空发动机的构成
要素、子系统和系统的基础上，通过改变、更新和创造
三个层次，完成航空发动机领域的跨越性创新、渐进
性创新和集成 / 组合性创新。
一是通过构成要素增减和重组（旧要素新组合），
发挥组合优势，即通过旧要素的改变实现系统的组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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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创新，完成系统功能的改善。像短距起飞 / 垂直降

碰撞和融合验证三个阶段。首先要通过“学、问、思、

落飞机发动机、
射流预冷发动机等属于这方面的实例。

辨”，广泛深入地掌握管理学、哲学、认知科学、数学、

二要评估和识别各构成要素的长板 / 短板，通过

经济学、社会学、生物等学科或领域已有的比较价值

长板要素增长（长处更长）、短板要素补长（短处变长）

大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型等，实现

和各要素均衡增长（长短都长），实现系统的渐进性创

知识的丰富与认知的升级，扩展知识与技能边界；其

新，完成系统性能的提高和功能的增强。像

次要采用发散思维，将掌握的其他学科或领域的先进

F100-PW-100/200 发 动 机 到 F100-PW-220 发 动 机

且成熟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等，与航空发

这样的可靠性增长改型，是短板要素补长的实例；

动机学科或领域持续地碰撞、交叉、
渗透，分析将它们

F100-PW-220 发 动 机 到 F100-PW-229 发 动 机 、

引入航空发动机的必要性、适用性和可行性，以实现

F110-GE-100 发动机到 F110-GE-129 发动机这样的

直接移植或间接借鉴；三是将它们在航空发动机中融

推力增大改型，是长板要素增长和各要素均衡增长的

合应用和验证，发展和丰富航空发动机的理论与实

实例。

践，实现航空发动机跨域创新发展。像涡轮基组合循

三要评估和识别各构成要素的重要程度，通过找

环发动机、涡轮电力混合发动机、磁流体－涡轮联合

到并全力加强长线发展的重要要素（立身之本），实现

发动机、
数字孪生发动机、3D 打印发动机部件等都是

系统的渐进性创新，完成系统性能的提高和功能的增

跨域创新的典型实例。

强。像美国通用的经济可承受的先进涡轮发动机技术

3 掌握和应用创新强度理论，在连续性创新

（VAATE） 研 究 计 划 中 的 高 速 涡 轮 发 动 机 验 证 机
（HiSTED）、高效小尺寸推进系统（ESSP）、结构紧凑的

的基础上实现不连续性（跨越）创新

高效直接升力发动机（CEDLE）、高效嵌入式涡轮发动

创新理论鼻祖熊彼特 [7]说：无论把多少辆马车连

机（HEETE）、自适应循环发动机（ACE）等都是这方面

续相加，
都不能得到一辆火车。只有从马车跳到火车

的典型实例。

的时候，才能取得十倍速的增长。1995 年，美国哈佛

四是通过找准航空发动机的系统层级，通过从经

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在《哈佛商业评论》首次提出

验技巧到方法流程到学科原理的追根溯源，在纷繁复

“颠覆性技术”这一理念，因此获得了“颠覆大师”的美

杂要素中找到长期发展不变的最底层 / 基础要素，再

誉。这一理论[8-9]给创新带来了强力冲击，
得到了广泛

找到基础要素的基础（重要）学科的基础理论，甚至再

的应用和极高的赞誉。李善友[10]在大量的创新研究后

进一步从哲学视角提炼出一个普适的元起点，并在此

全面深入地论述了第二曲线创新。综合这些理论精

基础上进行创新，也就是坚守航空发动机“将能源转

华，本研究得出基于 S 形曲线的航空发动机技术研究

化为飞行器的推动力”
这个第一性原理进行跨越性创

与产品研发创新模式，
如图 1 所示。

新，完成系统性能和功能的创造性增强。像氢燃料发

突破性创新

动机、燃料电池、混合电推进系统、太阳能发动机、核

整形
第二代
渐进性创新
集成性创新

能发动机等属于这方面的实例。
2.2

成熟期

引入交叉学科的技术和理念，通过直接移植或
快速
增长期

航空发动机跨域创新是指打破固有思维，跳出航
空发动机学科或领域，
通过直接移植或间接借鉴其他

化，实现航空发动机的创新发展。
航空发动机跨域创新发展一般是渐进性创新和
跨越性创新。其一般要经历知识与技能的引入、跨域

原形
第一代

技术研究和
不连续性创新
萌芽期 连续性创新
连续性创新 产品研发工作

学科或领域已有的成熟且适用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
证，完成航空发动机学科或领域的理论突破与实践优

分形
第二代

衰退期

间接借鉴实现跨域创新发展

能，与航空发动机学科或领域进行跨域碰撞和融合验

颠覆性创新

图 1 基于 S 形曲线的航空发动机研发创新模式

3.1 连续性和不连续性（跨越）创新模式
航空发动机技术研究与产品研发创新，完全符合
并遵循 S 形曲线创新模式，包括连续性创新和不连续
性创新。

吴文生：
航空发动机跨界、
跨域、跨越创新模式的研究

第4期

3.1.1

连续性创新

5

回热循环发动机等，是遵循 S 形曲线的航空发动机技

连续性创新（Continuous Innovation），是沿第一条

术研究突破性创新。军用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跨代发

S 形曲线发展的创新，属于从 1 到 N 的量变（不会改

展、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从传统直接传动风扇发

变游戏规则）创新。其从萌芽期慢慢切入，呈现缓慢发

展到齿轮传动风扇和开式转子发动机，是遵循 S 形曲

展态势；在经历破局点之后，经历快速增长期和缓慢

线的航空发动机产品研发突破性创新。

增长期，进入成熟期（在此出现极限点）；最终进入衰

（2）颠覆性创新。

退期。在衰退期，即便是投入大量的研发资源，
其性能

颠覆性创新是从第一条 S 形曲线左下角迁移进

和功能也不会有太大的提升，到新的 S 曲线出现并快

入的第二条 S 形曲线，属于改变游戏规则的负向不连

速发展后，第一条 S 曲线会下降甚至停下来，最终退

续创新。其以新兴的颠覆性技术为基础，以更简单、更

出历史舞台。其包括渐进性创新和集成性或组合性创

便宜、更可靠、更便捷为目标，锁定第一曲线左下方的

新。涡轮前温度的不断提升；结构质量的不断降低，例

低端或边缘技术分形迁移进入第二曲线，实现跨越性

如：从分体叶盘结构、到整体叶盘、再到整体叶环，如

创新。历史上从活塞式发动机到涡喷发动机，是从发

图 2 所示；气动效率的不断提升，
从常规叶片、到掠形

动机原理层面开展的颠覆性创新。目前正在发展的脉

叶片、再到复合掠形叶片等；这些属于典型的遵循 S

冲爆震发动机（如图 3 所示）、换热预冷发动机、混合

形曲线的航空发动机技术研究连续性创新。每一代发

电力推进等新概念发动机，都是从基本热力循环和基

动机的不断系列化衍生发展，例如：F110 系列发动机

本结构形式层面开展的颠覆性创新。

从 F110-GE-100 发 展 到 F110-GE-129， 再 发 展 到
F110-GE-132 发动机，属于典型的遵循 S 形曲线的
航空发动机产品研发连续性创新。

图 3 脉冲爆震发动机
图 2 分体叶盘、
整体叶盘、整体叶环

3.1.2

不连续性创新

3.2 如何实现不连续性创新实现新的飞跃
在连续性和不连续性（跨越）创新模式中，更重要

不连续性创新（Discontinuous Innovation）或称跨

的是如何实现不连续性创新。综合熊彼特[7]、克里斯坦

越性创新，按照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理论，是从

森 [8-9]、李善友 [10]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航空发动机的不

第一条 S 形曲线迁移进入第二条 S 形曲线的创新，属

连续性创新可以按以下技法从第一曲线迁移进入第

于从 0 到 1 的发生质变的创新，是可以改变也可以不

二曲线。

改 变 游 戏 规 则 的 创 新 。 其 包 括 突 破 性（Radical
Innovation）创新和颠覆性创新。
（1）突破性创新。

在沿第一曲线进行连续性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主
动研究和观察第一曲线增长速度的变化，通过第一曲
线或其单一子系统或要素增长速度呈现快速降低的

突破性创新就是从第一条 S 形曲线右上角迁移

特征，识别和判断整个曲线的极限点（临界点），开始

进入第二条 S 形曲线，
属于不改变游戏规则的正向不

决策终止该曲线。主动研究和观察众多候选第二曲线

连续创新。其以成熟的连续性技术为基础，
以更精、更

增长速度的变化，通过候选第二曲线呈现快速增长的

细、更高端（如能力提高、功能增强、功能增加等）为目

特征识别和判断整个曲线的破局点，并投入重度资源

标，锁定第一曲线右上方的高端技术迁移进入第二曲

击穿破局点，适时整形迁移进入第二曲线，实现突破

线，实现跨越性创新。从涡扇发动机到自适应发动机、

性的跨越性创新；也可以主动研究和观察第一曲线中

多电发动机、
智能发动机、
齿轮传动涡扇发动机、间冷

子系统或要素的变化，
通过寻找快速增长的单一子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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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或要素的破局点，并投入重度资源击穿破局点，适
时分形迁移进入第二曲线，
实现颠覆性的跨越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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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式是创新成功的灵魂。
对于航空发动机创新，首先要主动学习和掌握先

这里的快速增长和快速降低的具体参数根据不

进且适用的创新模式和方法，从空间、时间、系统等维

同行业不同时期都会有很大不同，因此具体界定需要

度，打破并扩展单一视角的认知边界，克服出现“盲人

专门的研究和判断。

摸象”
“井底观天”
等现象，不做“笃于时的夏虫”和“三

4 航空发动机创新的建议
航空发动机技术和产品经过几十年的蓬勃发展，

季人”，全看、看清、看准、
看对和看远航空发动机运行
之
“形”和发展之
“势”，
通过跨系统层级、跨结构要素、
跨相关专业领域和借鉴 S 形曲线创新理论，实现航空

随着以仿真和数字孪生技术为代表的设计技术、以复

发动机的集成性或组合性创新、
渐进性创新和跨越性

合材料技术为代表的先进材料技术、以 3D 打印技术

创新。

为代表的先进加工技术和以新型爆震发动机为代表

（4）跨越性创新是创新成功的最高目标。

的新型循环技术等新技术的不断成熟，未来的航空发

第二 S 形曲线的发现与发展是实现不连续创新

动机正在面临着大量创新爆发的新机遇，将会产生大

的前提，而这有赖于在各个相关领域广泛、深入和长

量的甚至是革命性的进步。每一次的技术和产品革命

期不懈的预先研究积累，
以及对于技术发展趋势的敏

都会带来一次行业大洗牌，未能够跨越创新门槛的人

锐把握。航空发动机核心技术和创新技术都不可能买

员和组织将会被无情地淘汰出局。航空发动机研发人

到，因此如果没有一以贯之的预研探索与积累，当第

员和组织要不甘于做“驻扎者”，要勇于做“攀登者”，

一条 S 曲线进入到衰退期再开展新的 S 曲线的探索，

通过以上跨界、
跨域创新模式实现航空发动机跨越性

将会造成
“远水解不了近渴”
的危险局面。因此航空发

创新发展，确保航空发动机适应世界的新变化，跟上

动机人员和机构是否具备旺盛的创新能力尤其是原

时代的新潮流，
成为行业的领航者。

理性创新，能否始终守住“第一性原理”，是否一以贯

（1）解放思想是创新成功的基础。

之地持续重视预研工作，
对于其长远的生存和发展尤

对于航空发动机创新，思想必须先行，要开放思

其重要。同时原理性创新离不开基础研究，中国航空

维，打破个人的本位主义或自我中心主义和组织的集

发动机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更多地在高校中开展，因

体迷思，克服固有成见和墨守成规，克服无知自大，做

此原理性创新不仅是对高校中基础研究能力和定力

到“认知谦逊”和不做“束于教的曲士”。即使开始有抵

的考验，
也是对工程研究机构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牵引

触心理，也要首先循序渐进地热爱，然后发自内心地

和调动能力的考验。

接受，
最后心悦诚服地执行。
（2）人和组织保障是创新成功的核心因素。
对于人员，要广泛引进不同地域、不同院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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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发动机构型差异管理分析
张成武，郝朝杰
（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 200241）

摘要：为确保试验结果可支撑产品需求符合性声明，满足适航相关的构型管理要求，依据差异性分析原理，在试验件构型与所
验证的产品构型之间存在差异的情况下，通过差异性分析的方法证明其对试验结果无影响而允许其存在，从而降低制造和试验成
本、缩短研制周期；
在设计、试验环节开展构型差异标识、更改控制、
审核等专项管控，
确保构型差异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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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型差异；
适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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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nfiguration Difference Management of Civil Aeroengine
ZHANG Cheng-wu袁HAO Chao-jie
渊AEC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袁Ltd袁Shanghai 200241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test results could support the conformity statement of product requirements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irworthiness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袁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difference analysis an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est piece configuration and the product configuration verified袁it was proved that it had no influence on the test results and

allowed it to exist by means of difference analysis袁thus reducing the cost of manufacture and test and shortening the development cycle.

Special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uch as configuration difference identification袁change control and audit were carried out in the period of
design and test to ensure that the configuration difference was always under control.

Key words: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曰civil aeroengine曰configuration difference曰airworthiness

0 引言

面对的难题。当前，中国民用航空器适航取证经验十

构型管理的目标是通过标识、控制、审核等活动

分有限，
在整个研发周期内如何完整地贯彻适航取证

建立和维持产品属性、需求、设计以及使用维护信息

相关要求的经验严重匮乏，在构型管理相关标准中也

之间的一致性

并未对其如何管理专门描述 [1-2]。文献[3]对商用飞机

。在航空发动机研制过程中，由于设

[1-2]

计、制造、
试验的各种复杂因素，构型管理的“一致性”

取证过程中产生构型差异的主要原因进行归纳，但并

要求难以实施，使得构型信息之间的差异普遍客观存

未从原理上分析如何在构型差异存在的情况下满足

在。例如，设计更改导致产品构型与试验构型存在差

“一致性”要求，
也未对如何管理构型差异提出完整的

异；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偏离 / 超差导致实物构型与
设计构型存在差异等等。

解决方案。
本文基于差异性分析原理、方法和差异产生的原

民用航空发动机在可靠性、安全性方面要求极

因，论述了允许构型差异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

高，产品型号必须通过适航当局的严格审查才能进入

差异性分析所需要素出发，识别产品研发过程中与这

市场。在研制过程中构型差异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如

些要素相关的所有环节，
形成针对构型差异的完整解

何确保产品满足适航要求，是发动机构型管理必须要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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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差异性分析原理与应用

表 1 构型差异性分析（示例）

产品构型包括其所具备的所有功能属性与物理

名称

属性，
需要通过验证确保产品构型能够满足所有的需

机匣

产品零 /

试验件零 /

是否

组件号

组件号

一致

12345

12345

是

求[4]。鉴于不同的需求所需要的验证方法、环境、通过
准则等各不相同，产品的需求通常会通过一系列不同

转子

的验证活动分别进行符合性验证。因此，在单个验证

叶片

活动中，所验证的只是产品的部分需求，用于验证的

……

差异内容

影响性分析

本试验为性
能试验，叶片
叶 片 榫 榫头不影响流
头 处 倒 角 道尺寸，对试
尺寸不同 验结果无影响

98765

98764

否

……

……

……

……

……

“产品”
（即试验件） 只要能证明可以满足策划所规定
的这部分需求即可，并不需要所有构型均参与验证。
产品需求与产品构型的对应关系如图 1 所示。从图中
可见，产品需求包括需求①、需求②，构型①~④用于
满足需求①，
构型④、⑤用于满足需求②。当单次验证
活动只验证需求①时，构
型①~④必须参与验证，
而构型⑤则不需要。说明

产品需求

需求①

在本次验证活动中，试验
件构型①~④必须与产品
构型保持一致，而构型⑤
果。因而在验证活动中，
允
许与产品构型存在差异。

2.1 测试改装
民用航空发动机在取得产品合格证之前，需要经
过大量、
严苛的试验，证明其相对于需求的符合性。在

产品构型

试验过程中，为了获取发动机真实、细致的工作状态

构型①

参数，需要在试验件上加装各种测试设备。因此，
在不

构型②

影响试验结果的前提下，
试验件会在产品设计构型的

构型③

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改装，
造成用于试验件的设计构型

构型④

与最终取证的产品构型之间存在差异。

构型⑤

2.2 设计更改

需求②

不影响需 求①的验证 结

2 构型差异产生原因

图 1 产品需求与产品构型的
对应关系

航空发动机作为典型的复杂系统，取证试验科目
多、周期长，在试验验证过程中还会经历大量的设计
更改，用于解决试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受试验成本

因此，在特定的验证活动中，产品构型信息可以

和进度的限制，经分析认为设计更改对已完成的试验

通过分析是否影响需求的研制结果而进一步细分，对

没有直接影响，
则不会将更改后的产品设计构型再重

于直接相关的构型信息应确保满足“一致性”要求，但

复试验验证。试验验证过程中的构型演变如图 2 所

其他不影响验证结果的构型信息则可以存在差异，该

示。从图中可见，高压涡轮

验证活动仍然有效。

转子叶片在叶片振动应力

鉴于此，当试验件构型与产品构型产生差异时，

叶片底部冷却 榫头和盘之间
气流通道差异 配合尺寸差异
高压涡轮叶片
01 构型

高压涡轮叶片
02 构型

高压涡轮叶片
03 构型

叶片振动
应力试验

高压涡轮
性能试验

整机试验

试验时构型为 01，经验证

可以通过分析产生差异的构型是否属于本次验证活

满足了振动应力相关需

动的直接相关构型，该差异的存在是否影响验证结

求，在开展部件气动性能

图 2 试验验证过程中的

果，即差异性分析，来判断试验件是否可以用于本次

试验时，因叶片底部的冷

构型演变

验证活动。例如，根据 CCAR 相关条款要求，用于需

却气流通道设计不合理，叶片构型由 01 更改为 02，

求符合性验证的试验件与产品允许存在构型差异，型

重新进行试验且满足了气动性能相关需求。当开展整

号合格证的申请人在提交符合性报告时，要包含试验

机试验时，因榫头和盘之间的配合尺寸不合理，叶片

构型及其相对于产品构型的差异说明，并对构型差异

构型由 02 更改为 03，重新进行试验且满足了整机相

进行影响分析 。完成试验后提交需求符合性声明时

关需求。尽管叶片 03 完成了整机试验，但与 01、
02 在

常用的构型差异性分析方式见表 1。其中，产品与试

叶片振动特性和气动性能一致，
可以通过差异性分析

验件的转子叶片不同，2 个零件在流道内的叶片尺

原理将叶片 01、02 的试验结果用于支撑叶片 03，不

寸、气动型面等构型上均一致，仅叶片榫头（非流道内

需要重复验证。民用航空发动机由大量零部件构型组

部分）部分的构型不同，但对于试验结果无影响，根据

成，研制过程中需经过大量不同科目、不同层级的试

差异性分析原理，可以允许该差异的存在。

验，几乎不存在 1 套完整的产品设计构型完成所有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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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验证，造成各试验件构型与最终取证的产品构型
之间存在差异。
2.3 特定试验目的
由于试验件的加工制造属于小批量定制，成本
高、周期长。为了降低制造成本、
缩短周期，在一些特
定的试验科目上（尤其是破坏性试验），对不影响试验
结果的试验件设计构型做简化处理。例如，对中介机
匣进行强度、
刚度试验时，
其内部流道的型面、外部管
路的接口等对试验结果几乎没有影响，因而在试验件
设计时，通常会对这些部位进行简化，减少零件的加
工工序，避免试验构型与最终取证的产品构型之间存
在差异。
2.4 制造缺陷
在研制阶段，由于制造工艺尚不成熟，试验件的
加工过程中经常存在实物不符合图纸要求的问题，即
偏离或超差。鉴于零件报废、
重新投产会带来成本增
加和进度拖延，
对一些不影响单次试验结果的偏离或
超差件，可以通过定义其限制使用范围的方式让步接
收。例如，在某机匣加工过程中产生裂纹导致其使用
寿命不符合设计要求，
但其所应用的试验件只进行一
定时限的气动性能试验，该机匣的实际寿命满足试验
时长需求，且裂纹的存在不影响试验结果，那么该机
匣仍可用于该次试验，只需要限制其后续的使用即
可。因此，对制造缺陷的让步接收会导致实际试验的
构型与产品构型之间的差异。

3 构型差异管理的意义
由于在试验验证过程中允许通过差异性分析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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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构型差异标识
实施差异性管理的前提是完整地获取构型差异
并标识出来。按照表 1 中对构型差异分析的要求，使
构型标识至少满足以下 3 方面：
（1）产品构型、试验构型所对应的件具有明确的
定义和区分，使设计人员可以清晰地识别分析对象。
（2）件号能惟一代表分析对象的构型，使设计人
员从件号即可准确地判断出哪些构型存在差异，并追
溯至相应的工程图样 / 模型进行对比分析。
（3）不同件号之间的构型能够快速地分析对比出
差异，提高设计人员的工作效率。
4.1 有效性标识
差异性分析的前提是明确区分产品构型和试验
构型。识别分析的对象，
一般通过零组件的有效性标
识实现。
采用件号编码规则区分零组件的有效性是中国
航空发动机设计单位的常用方法。然而，当新的有效
性出现时，必须增加新的件号才能定义，这样会存在
大量件号不同但构型一致的情况，设计文件和实物的
通用性很差。而 Boeing、Airbus、GE、Turbomeca 等诸多
航空产品制造商均通过 BOM 定义零组件的有效性，
使得有效性独立于设计文件进行单独标识 [6]，实现零
组件的设计构型与适用范围的分离管理，大大提高了
设计文件和实物的通用性。在进行差异性对比分析
时，通过 BOM 定义的有效性分别列出产品构型和试
验构型的件号清单，即可准确地识别出分析对象。
4.2 设计更改后的件号标识

撑需求符合性声明。为此，对试验构型与产品构型之

“单一件号对应单一构型”是构型管理领域国际

间的差异进行适当管控，不但可以消除构型差异对验

通用的基本原则 [7-8]，件号应惟一代表分析对象的构

证活动的影响，还可以通过允许构型差异的存在而降

型，通过件号可追溯到零 / 组件的构型信息。通常，在

低制造和试验成本，缩短研制周期。然而，如果对构型

构型信息首次发布时，
件号与零组件构型总是一一对

差异的存在不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则会造成产品构

应；当零组件构型发生设计更改时，必须遵守相应的

型失控，差异逐渐累积到最终声明需求符合性时，导

管理规则，确保标识满足“单一件号对应单一构型”的

致差异性分析不成立，必须重新安排制造和试验，对

原则。

成本和进度造成巨大影响，
甚至导致产品无法取证。

当设计构型需要更改时，
应首先判断更改前后构

因此，
必须在常规的构型标识、构型控制、构型审核等

型的有效性是否发生变更。若无变更，则原有设计文

管理活动中有针对性地增加配套管理规则，使得在整

件可以升版，更改后的构型直接保留原有件号及有效

个研制过程中产生的构型差异始终在可控范围内，确

性；若发生变更，更改后的构型不能完全承接更改前

保差异性分析最终可以支撑需求符合性声明。

构型的有效性，必须新增件号用于标识更改后的构
型。例如，某压气机叶片零件图发生更改，
更改前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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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已经用于前 2 台发动机并且不进行更改，则应保留

单据编号、时间等），使得追溯成本高且易出错。因此，

原件号，新增件号用于标识更改后的构型，同时，原有

不推荐依靠实物的序列号区分偏离 / 超差构型。

件号的有效性变为仅适用于前 2 台发动机，新增件号

4.4 差异内容标识

的有效性则为第 3 台开始的其他台份发动机。
目前国内很多航空发动机设计单位并未严格执
行以上换版换号规则，
而是采用“多版本有效”的管理

零 / 组件的构型通常通过工程图定义。为快速获
取产品构型与试验构型的差异，
在工程图管理上增加
专门的构型差异标识。

模式。当更改前后的有效性发生变更时，仍然升版原

大部分设计构型的更改是在原有设计基础上局

有设计文件，
通过不同的版本区分更改前后的构型及

部调整，
构型差别不大的零组件合并在同一张图纸上

有效性。在这种模式下，所有出现件号的地方包括装

定义，相同构型部分统一描述，不同部分再额外区分，

配图、设计目录、加工订单、实物标印、差异性分析等

显示不同件号之间的构型差异。
“一图多件”的标识方

都必须添加相应的版本信息，否则无法准确、惟一地

式使图号与件号相互独立，需要建立二者之间联系。

追溯到零 / 组件构型。若将版本号与件号合并用于区

GE 公司的工程图采用“一图多件”的管理模式，如图

分零 / 组件构型，那么版本号相当于件号的一部分，

3 所示。件号由图号、构型号 2 部分组成。图纸编号为

“换版”即“换号”
，本质上仍然符合“单一件号对应单

“12345”
，对应的 3 个构型号分别为 P01、
P02、
“P03”
，

一构型”的原则。在这种模式下，所有版本的文件都可

则 3 个零件号依次为 12345P01、
12345P02、
12345P03；

以被使用，对于部分因设计错误而需要替代的版本则

其尺寸除 L 以外，其他均相同，可直接标注，而尺寸 L

无法与其他版本显著区分，
增加了管理成本和构型误

采用列表的方式分别定义

用的风险，因此不建议采用。

每个零件所对应的尺寸，

4.3 偏离超差后的实物标识

显示出不同零件之间的差

当试验件在加工制造过程中不满足图纸要求时，

异，从而通过编号规则实

覫12 -0.05
-0.093

mm

覫10 +0.04
0

0
R0.4 -0.1

C0.6 +0.1
0

覫16±0.2

可以通过偏离 / 超差流程实现对实物让步接收，并记

现图纸和件号之间的双向

录实物与设计构型之间的差异。尽管试验件的设计构

追 溯 。 中 国 尽 管 在 HB

型未发生变更，但具体参与试验的实物构型在做差异

7729-2003 [9] 中提 出“一 图

图 3 “一图多件”

性分析时不应再使用试验件的设计构型，而应将其实

多件”的管理方式，但仅用

图纸标注示例

物构型与产品构型直接对比。为确保准确地追溯到实

于成组设计的小零件，
并未广泛用于其他零件的构型

物构型，应对其分配新的件号，并标印在实物上。例

差异标识。

件号
L/mm

12345P01 12345P02 12345P03
0
1.2 +0.1
0.9 -0.1
1 +0.1
0
0

如，GE 公司在原有设计构型的件号基础上增加 2 位

“一图多件”的管理模式以 2 维工程图为基础，目

大写字母 （如件号为 12345P01 的零件在加工过程中

前部分设计单位已开始推广使用 3 维模型[10]，件号与

产生了 3 个超差件，其中有 2 个实物的构型相同，经

模型文件更适合一一对应的管理模式，在新增件号

审理后同意让步使用，
则 2 个构型相同的实物重新定

时，可以额外要求附加更改单，记录更改前后的差异，

义件号“12345P01AA”和“12345P01AB”
），作为偏离 /

以便在后续差异性分析时追溯。

超差实物的件号，既满足“单一件号对应单一构型”的
基本要求，又体现了与设计构型的关联。
然而，目前中国绝大部分航空发动机设计单位并
未对偏离 / 超差的实物分配独立的件号标识，而是依

5 构型差异控制
5.1 设计更改的差异控制
在试验验证过程中，产品构型发生的设计更改会

靠实物的序列号（或“批次 + 顺序号”
）追溯实物构型，

导致已完成验证的试验件构型与产品构型之间产生

使原本标印在实物上的件号无法发挥惟一追溯的作

差异。为此，
不仅要评估更改对产品的影响，还应将更

用，并且只有标印单独序列号的实物才可以发生偏离

改所涉及的已完成和正在开展的试验验证项目纳入

/ 超差，从而使管理成本提高并增加实物误用的风险。

更改评估范围。如果该产品构型已在某试验项目中完

另外，
当实物因故障、临时改装等原因改变构型，无法

成了符合性验证，应详细对比该构型更改前后的差

通过实物的序列号区分，需要再增加额外的标识（如

异，并分析此差异是否影响已完成试验的验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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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影响，更改可以正常实施；若有影响，则必须将重

通过各环节的构型审核活动层层把关，及时补救，确

新开展试验活动作为更改成本纳入更改影响评估，在

保构型差异始终可控。

更改批准时予以综合考虑。若更改获得批准后，应重

6.1 设计环节的差异审核

新开展受影响试验项目的试验验证工作。对于正在开

试验件设计通常在产品构型的基础上，需要根据

展试验的项目，应当综合考虑差异性影响、成本及进

测试要求进行一定的改装，如图 4 所示。因而在定义

度影响等因素，确定是否在该项目中贯彻设计更改。

试验件设计方案时，应及时对测试改装造成的构型差

设计更改环节的差异性分析使得更改对成本和进度

异进行分析、论证，确保该差异不影响验证结果。在完

的影响评估更加充分，
为最终决策提供更加全面的权

成试验件工程设计时，试验件的设计构型已经确定，

衡要素；若设计更改产生的构型差异影响了已完成或

设计人员应当按照表 1 的格式要求，完成本次试验所

正在开展的试验验证，
通过差异性分析可以及时补充

涉及的产品构型与试验构型之间的差异性对比分析

或调整相应的制造和试验工作以消除不符合要求的

和检查，评估构型差异对试验结果的影响，并提供相

构型差异，减少对项目进度的影响。

应的证据；构型管理人员

5.2 偏离超差的差异控制

应对分析结果进行审核，

在试验件制造过程中，
当被验证对象的实物不满

检查构型差异是否都进行

足图纸要求时，在偏离 / 超差的审理中，应严格对标

了分析，结论的证据链是

拟开展的试验科目分析偏离 / 超差后的构型是否对

否完整，并对已识别的不

验证结果造成影响。只有无影响时才可以让步接收；

符合项及风险项进行记

若分析偏离 / 超差后的构型已无法支撑需求符合性

录、跟踪、关闭。

验证时，无论是否因其他缘由让步接收该实物，都应
及时安排该件的重新加工，
用于拟开展的试验科目。
在试验过程中经常存在试验任务调整或试验件

需求

验证要求

测试要求

设计方案

试验件设计方案 差异性分析

产品工程图
符合性声明

试验件工程图 差异性分析

图 4 产品构型与试验
构型的关系

通过设计环节的差异性分析，可以提前确认其是
否影响验证结果，从而降低重复制造、试验的风险。已
完成的差异性分析工作可以直接作为最终需求符合

实物之间串换使用情况，原偏离 / 超差审理所对标的

性声明的素材。

试验科目会发生变更，导致之前分析结论未必成立。

6.2 试验环节的差异审核

为防止不满足试验科目的实物被错误使用，应在初次

在正式试验之前，试验件的设计构型、制造构型

偏离 / 超差审理时将该实物的实际构型及其适用范

均已确定，应首先将设计构型差异、制造构型差异及

围定义清楚，后续每次使用该实物时，均应先对其真

其对应的分析结论进行汇总、记录，将试验大纲

实构型相对于产品构型的差异进行分析论证，确保试

（Engine Test Plan,ETP）提交适航当局进行审核，在差

验活动有效支撑产品构型的符合性验证。

异审核通过后再开展试验。

通过偏离 / 超差审理中的差异性分析，提前确认

试验环节由适航当局进行构型差异审核，经获得

实物加工产生的构型差异对验证结果是否有影响。若

其对差异性分析的认可后开展试验，从而降低重复试

构型差异影响到需求符合性验证，则尽早地采取补救

验工作的风险。

措施消除不符合要求的构型差异，减少对项目进度的
影响。

6 构型差异审核
构型差异性分析是需求符合性声明的支撑证据，

7 结束语
本文论证了差异性分析的基本原理，证明了通过
分析、论证的方式在存在差异的条件下仍满足构型管
理的“一致性”要求；通过介绍构型差异产生的原因及

而需求符合性声明通常是在完成试验验证后产生。如

其影响，
论述了差异性管理对项目研制的必要性与重

果差异性分析完成后，发现无法支持试验验证结果，

要性；在标识、控制、审核等构型管理环节，针对构型

只能重新安排试验，这将对周期和成本造成巨大影

差异提出了完整的解决方案，确保构型差异从产生到

响。因此，差异性分析不能在最终声明需求符合性时

消除的整个过程均处于可控状态。

被动开展，而应在试验验证过程中分阶段提前实施，

对标适航当局对需求符合性声明的要求，在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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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型管理活动基础上，补充了针对构型差异的管理

Hans H A. Commercial aircraft projects—man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方案。民用航空发动机在研制过程中可直接在现有的

highly complex products[M]. Translated by TANG Changhong. Beijing：

构型管理流程和标准中添加相应的要求和具体执行
细则；军用航空发动机尽管不需要经过适航审定，相
关标准也未对差异性分析做出明确的要求

，但是

[11-13]

在构型管理的原理和方法上，军、民用发动机之间并
无显著差别。近些年，
“军民融合”
已上升至国家战略，
客观上要求在标准体系上尽可能实现军民通用[14]，在
美国曾有从执行军用构型管理标准直接转向执行民
用标准的先例[15]。因此，在军用航空发动机研制过程
中也可以参照本文提出的管理方案，
并以此推动其他
构型管理要求在项目研制过程中的贯彻执行。

Aviation Industry Press，
2013：
215-222.（in Chinese）
[8] Flouris T，
Lock D. Aviation project management [M].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08：236.
[9] 中 国 航 空 综 合 技 术 研 究 所 . 航 空 产 品 CAD 文 件 管 理 规 定 :HB
7729-2003 [S].北京：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2003：
6-7.
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 Aero-Polytechnology Establishment. Management of CAD documents for aviation products:HB
7729-2003 [S]. Beijing ：
Commission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dustry for National Defense，
2003：
6-7.（in Chinese）
[10] 李健，
邱明星，
苏媛媛，
等．MBD 技术在航空发动机设计中的应用
[J]．航空发动机，2015，
41（1）：
32-35．
LI Jian，
QIU Mingxing，
SU Yuanyuan，
et al.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MBD technology in aeroengine design[J]. Aeroengine，2015，41（1）：
32-35．（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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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涡轮动叶叶顶间隙泄漏流动特性数值计算
殷林林 1，王

雷 1，
李

鑫 1，陈 云 1，马永军 1，
李

军2

（1.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沈阳 110015；2.西安交通大学 叶轮机械研究所，西安 710049）
摘要：为了获得低压涡轮动叶叶顶间隙泄漏流动特性，采用数值方法研究带冠动叶叶顶间隙对低压涡轮级气动性能的影响。
对试验测量的扇形带冠叶顶叶栅气动性能进行数值计算，得到的叶栅总压恢复系数与试验数据吻合良好，验证了数值方法的可靠
性。对没有间隙和 3 种动叶叶顶间隙条件下低压涡轮级的气动性能和动叶叶顶间隙泄漏流动特性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带冠动
叶叶顶间隙增大导致转子叶尖的出口气流角增大和叶顶间隙泄漏量增加；涡轮级气动效率降低和叶顶间隙泄漏量增加与带冠动叶
叶顶间隙增大呈近似线性变化；在相同叶顶间隙条件下，出口马赫数对叶顶间隙泄漏量的影响较小；随着涡轮级出口马赫数的提
高，出口气流角度减小。
关键词：低压涡轮级；带冠动叶叶顶；
泄漏流动；
气动性能；
试验测量；
数值模拟；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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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Caculation of the Leakag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Rotor Tip Clearance of Low Pressure
Turbine
YIN Lin-lin1袁WANG Lei1袁LI Xin1袁CHEN Yun1袁MA Yong-jun1袁LI Jun2
渊1.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r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曰2.Institute of Turbomachinery袁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袁Xi'an
710049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the leakag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rotor tip clearance of low pressure turbine袁the influence of shrouded

rotor tip clearance on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low pressure turbine stage was studied by numerical method. The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the measured cascad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the fan -shaped shrouded rotor tip was carried out. The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of the obtained cascade wa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test data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numerical method was verified.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the low pressure turbine stage and the leakag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tor tip clearanc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o clearance and three kinds of rotor tip clearance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shrouded rotor
tip clearance leads to the increase of the outlet airflow angle of the rotor tip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leakage rate of the tip clearance. The

decrease of aerodynamic efficiency of turbine stage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leakage of the tip clearance were approximately linear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hrouded rotor tip clearance.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 of tip clearance袁the influence of outlet Mach number on the leakage
rate of tip clearance is small. With the increase of outlet Mach number of turbine stage袁the outlet airflow angle decreases.

Key words: low pressure turbine stage曰shrouded rotor tip曰leakage flow曰aerodynamic performance曰test measurement曰numerical

simulation曰aeroengine

0 引言

科研人员采用试验测量、
数值模拟和理论分析方法开

涡轮动叶叶尖间隙泄漏流动损失占涡轮级气动

展了涡轮叶尖间隙泄漏流动特性研究。Tallman 等[3-4]

损失的 30% [1]，其流动形态、泄漏流与主流的掺混及

采用 3 维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叶尖间隙泄漏流动形

泄漏流动与端壁二次流的相互作用是叶尖间隙泄漏

态及其对涡轮级气动性能的影响特性；
Porreca 等 [5]采

损失的主要组成。开展涡轮叶尖间隙泄漏流动及其损

用试验和数值方法研究了部分冠和全叶冠叶顶间隙

失形成机理研究对于提高涡轮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

泄漏流动特性，指出部分冠叶顶具有良好的气动性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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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够减轻动叶质量；Gier 等 [6]试验测量和数值模拟

形叶栅试试验件如图 1 所示。试验件包括进口整流叶

了低压第 3 级涡轮叶尖间隙泄漏流动特性，并对叶尖

片、试验叶片及测试测量装置。叶栅进、出口总压采用

间隙泄漏损失进行总结，指出叶尖间隙泄漏与主流的

位移机构测量扇面数据，总压测量采用 5 孔探针进

掺混损失约占总损失的 50%，叶尖间隙旁通损失和

行。试验测量的带冠动叶叶冠篦齿封严结构如图 2 所

台阶损失大约各占总损失的 20%；Pfau 等 [7]基于涡轮

示。图中，t 为叶顶间隙，是动叶叶顶叶冠篦齿与外机

级试验测量了叶尖迷宫密封泄漏流动与主流相互作

匣的最小间隙；定义 t忆为相对间隙，是叶顶间隙 t 占

用，并指出叶尖间隙迷宫密封泄漏流动改变动、静气

叶高的百分比。当出口马赫数为 0.67、t忆=1.5%、2.0%

流匹配进而造成流动损失；Rosic 等

[8-9]

采用试验测量

时，数值计算叶栅总压损失系数沿叶高的分布。

和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涡轮动叶叶尖间隙和动、静
腔室结构对涡轮级气动性能的影响，
指出通过改进叶
尖和腔室结构可以控制泄漏流动形态从而提高涡轮
级的气动效率；Rosic 等 [10] 指出采用减少周向掺混方
法可减少叶顶间隙泄漏损失；贾小权等 对比分析了
[11]

t

图 2 带冠叶顶间隙和

图 1 扇形吹风试验件

叶冠和不带冠结构的涡轮气动性能，表明带冠涡轮比
不带冠涡轮有着更好的气动性能，且泄漏量与效率呈
反比关系；Palmer 等 [12]采用试验测量和数值分析定量
研究了叶顶间隙泄漏流动损失产生机理，为叶顶间隙
流动损失的预测提供了分析工具；腾飞等 [13]提出包含
径向间隙、叶片叶尖端面轴向偏转角和周向偏转角在
内的涡轮 3 维叶尖间隙的概念，验证了 3 维叶尖间隙
特征参量对高压涡轮叶片尾缘裂纹的故障特征信息
有良好的反映效果；李钰洁等 [14]采用非定常数值方法
计算了考虑叶顶间隙的多级轴流涡轮气动性能，表明
叶顶间隙泄漏流动导致静叶对动叶温度波动幅值变
大，间隙增大导致涡轮效率降低；左铭等 [15]提出锯齿
冠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冠防错位设计方法，有效地提
高了带冠涡轮运行的安全性；栗尼娜[16]总结了叶冠间
隙存在稳态扩展和异常扩展阶段，稳态扩展时间一般
在 100 h 以上，异常扩展时间在 50 h 左右，为带冠涡
轮叶片设计提供了参考。
目前涡轮叶尖间隙泄漏流动形态及其损失的研
究大多针对高压涡轮级，而对于高负荷低压涡轮级叶
尖间隙泄漏流动和损失产生机理的研究亟需开展。本
文 采 用 数 值 求 解 3 维 Reynolds-Averaged NavierStokes（RANS）方程和 SST 紊流模型的方法，对某型低
压涡轮级动叶顶间隙泄漏流动形态及其对涡轮级气
动性能的影响特性进行研究。

1 数值计算方法
以某低压涡轮带冠动叶为模型开展数值方法可
靠性验证。带冠动叶叶顶间隙气动性能试验测量的扇

篦齿结构

总压恢复系数为
滓=Pt2/Pt1

（1）

式中：Pt1、
Pt2 分别为叶栅进、出口总压。
采用 NUMECA/IGG 生成的试验带冠叶栅的多块
结构化计算网格如图 3 所示。网格总数第 1 层网格厚度
为 0.005 mm，
对壁面处进行局部加密处理，
叶片周期面
采用径向与轴向 1颐1 完全匹配网格，在叶冠容腔与主
流通道交界处采用轴向与周向 1颐1 完全匹配的网格，
减小网格不匹配带来的插值误差，
提高计算精度。2 种
间隙下计算区域主流网格
与间隙容腔网格相同，
出口
延长段为转子叶片 2 倍弦
长距离，
以保证足够的回流
区域。
计算网格总数约为 82
万。采用 ANSYS/CFX 求解
Reynolds-Averaged NavierStokes（RANS）方程和 SST
湍流模型。进口根据试验
测量工况给定的压力、温

图 3 计算区域网格
1.0

度和气流角边界条件，上、 0.8
下端壁绝热无滑移，出口

0.6

给定平均静压。

0.4

数值计算和试验测量
的 2 种间隙下叶栅总压恢

t忆=1.5%试验
t忆=2.0%试验
t忆=1.5%计算
t忆=2.0%计算

0.2
0
0.85

0.90

0.95
滓

1.00

1.05

复系数沿叶高的分布如图 图 4 试验叶栅总压恢复系数
4 所示。从图中可见，总压
沿叶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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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系数计算值与试验值吻合良好，
验证了数值方法

度增大，改变叶片尾缘附

1.0

的可靠性。随着叶顶间隙增大，80%叶高以上区域总

近的负荷，叶栅槽道内横

0.9

压恢复系数逐渐减小，且间隙越大，总压恢复系数骤

向流动随之增强，这种横

0.8

降的区域增大，
即间隙越大，叶尖区域的损失越大，高

向流动的增强也带来了流

损失区对叶身的影响范围越大，而在 80%叶高以下

动损失的增加。与高压转

到叶根区域随间隙变化较小。这种损失变化较为直观

子叶尖横向流动相比，带

地反映了叶尖间隙泄漏流与主通道流体掺混造成的

冠转子间隙泄漏流动只能

损失。

1.0

2 低压涡轮级计算模型

0.9

采用数值方法研究了动叶叶顶无间隙和 3 种间
隙 （t'=0.5%、1.0%、
1.5%）、出口马赫数为 0.50～0.88
时，单级涡轮气动性能和动叶叶顶间隙泄漏的流动特
性，涡轮级参数见表 1。带冠动叶叶顶间隙的单级涡
轮级 的计算 网 格 如 图 5

表 1 低压涡轮级参数

所示。单级涡轮级的静叶

转子展弦比

出口轮毂比

和动叶周期面和动叶主

3.64

0.735

t忆=0%
t忆=0.5%
t忆=1.0%
t忆=1.5%

0.7
0.6
0.5
0

0.4

Z

0.6

0.8

1.0

（a）10%叶高截面
1.0
0.9

t忆=0%
t忆=0.5%
t忆=1.0%
t忆=1.5%

0.8

0.8

0.7

0.7

0.6

0.6

0.5
0

0.2

0.2

0.4

Z

0.6

0.8

1.0

0.5
0

（b）50%叶高截面

t忆=0%
t忆=0.5%
t忆=1.0%
t忆=1.5%
0.2

0.4

Z

0.6

0.8

1.0

（c）95%叶高截面

图 6 不同叶顶间隙下动叶不同截面处静压分布

在动叶前、后压差的作用下从动叶前缘向尾缘泄漏流

通道与间隙内网格采用

动，转子带冠结构很大程度减少了泄漏带来的损失。

1∶1 匹配方式，计算网

3.2 叶顶间隙对动叶出口气流角的影响

格总数约为 160 万。紊流

4 种叶顶间隙下动叶出口轴向 0.5 倍弦长处的出

模型采用 SST 湍流模型，

口气流角 茁２ 沿叶高（R 为相对半径）分布如图 7 所示，

上、下端壁无滑移边界条

涡轮级出口马赫数为 0.74。由于带冠结构，
动叶叶顶间

件，进口给定总温、总压

隙泄漏流动沿轴向流动为主，对动叶出口气流角的影

和气流角沿径向分布，出

响主要集中在动叶近叶顶

1.0

口给定平均静压和燃气

区域。带冠动叶顶间隙增

0.8

工质，对设计点进行全 3

图 5 带冠动叶叶顶间隙的
单级涡轮级计算网格

维数值计算。

大，
动叶近叶顶区域的出口
气流角逐渐增大，
但增加幅
度有限，
主要原因是叶顶间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隙轴向泄漏流动与主流掺

t忆=0%
t忆=0.5%
t忆=1.0%
t忆=1.5%

0.6
0.4
0.2
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茁2（
/ 毅）

混，
不存在从压力侧向吸力 图 7 不同叶顶间隙下动叶

3.1 叶顶间隙对静压分布的影响
针对涡轮级出口马赫数为 0.74 的工况下，无间

侧的横向泄漏流动。

出口气流角沿叶高分布

隙和 3 种动叶叶顶间隙下的动叶 3 个典型截面的静

为了研究动叶叶顶间隙泄漏流与主流沿周向的

压系数分布如图 6 所示。图中纵坐标 P 为无量纲相对

掺混程度，给出 90%、70%和 50%叶高处动叶出口气

静压，
横坐标 Z 为无量纲相对轴向位置。

流角 茁２ 沿周向（t 为相对轴向位置）的分布，如图 8 所

无量纲相对静压为
P=P/PS

（2）

示。从图中可见，在 90%

90

叶高截 面处 带冠动 叶叶

80

式中：
P 为静压；
PS 为无间隙和 3 种间隙下叶片进口

顶间隙 的增 加导致 出口

最大静压。

气流 角增大 的幅 值大于

从图 6 中可见，
带冠动叶叶顶间隙的泄漏流动对

70%叶高的；在 50%叶高

叶片静压分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95%叶高截面处，

截面处，动叶叶顶间隙的

在近叶片的尾缘附近随着间隙增大，
叶片盆背压力梯

泄漏流动 对 出口气流 角

t忆=0%
t忆=0.5%
t忆=1.0%
t忆=2.0%

70
60
50
0

0.2

0.4

t

0.6

（a）90%叶高

0.8

1.0

90

t忆=0%
t忆=0.5%
t忆=1.0%
t忆=2.0%

80
70

90

t忆=0%
t忆=0.5%
t忆=1.0%
t忆=2.0%

80

0.4

t

0.6

0.8

1.0

50
0

（b）70%叶高

1.0

布受到间隙泄漏的影响有

0.8

略。带冠动叶叶顶结构有效

60

0.2

二次流形成的压力损失分
小幅增强的趋势，可以忽

70

60
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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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抑制间隙泄漏流动在近
0.2

0.4

t

0.6

0.8

1.0

叶顶区域，
因此不同叶顶间

t忆=0%
t忆=0.5%
t忆=1.0%
t忆=1.5%

0.6
0.4
0.2
0

0.1

0.2
孜p

0.3

0.4

隙下的动叶中叶展及以下 图 10 不同叶顶间隙下动叶

（c）50%叶高

图 8 不同叶顶间隙下动叶出口气流角沿周向分布

区域的损失分布基本相同。 总压损失系数沿叶高分布
涡轮级运动反动度为

的影响很小。可见叶顶间隙泄漏流与主流的掺混影响

赘＝１-

主要集中在近叶顶区域。
3.3 叶顶间隙泄漏流动
在不同间隙下带冠动叶沿轴向不同截面的马赫
数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
带冠动叶叶顶间隙内的
泄漏流动处于低速范围，
随着间隙的增大，
间隙泄漏流
动的尺度范围逐渐增大，同时动叶叶顶间隙泄漏流动
在动叶尾缘处与主流掺混，
随着间隙的增大，
掺混区域
逐渐增大，
导致气动损失增加。

C12-C22
2(C1uU1-C2uU2)

（4）

式中：C 为绝对速度；Cu 为圆周速度；
U 为切线速度；
下标 1、2 分别表示动叶进、出口。
P

0.10
0.09
0.08
0.07
0.06
0.05
0.04
0.03
0.02
0.01
0

Mach Nomber
0.80
0.72
0.64
0.56
0.48
0.40
0.32
0.24
0.16
0.08
0

（a）t'=0%

（a）t'=0%

（b）t'=0.5%

（c）t'=1.0%

（d）t'=1.5%

（b）t'=0.5%

图 11 不同叶顶间隙下动叶出口截面总压损失系数

不同叶顶间隙下涡轮
（c）t'=1.0%

（d）t'=1.5%

级运动反动度随叶高的变

图 9 带冠动叶沿轴向不同截面的马赫数

化曲线如图 12 所示。从图
中可见，在相同涡轮级膨

动叶总压损失系数为
灼p=(p *1-p *2)/p *1

（3）

式中：
p 、
p 分别为转子进、
出口总压。
*
1

t忆=0%
t忆=0.5%
t忆=1.0%
t忆=1.5%

*
2

胀比下，随着叶顶间隙的
增大，
涡轮级反动度减小，

在不同叶顶间隙下的总压损失系数沿叶高的分

在 90%叶高以上区域随着

布如图 10 所示，4 种叶顶间隙下动叶出口总压损失

间隙变化明显，间隙增大

系数如图 11 所示。从图 10 中可见，叶顶间隙对总压

反动度急剧减小。

损失系数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近叶顶 90%叶高以上区
域。随着间隙的增大，近叶顶 90%叶高以上区域的总

赘

图 12 不同叶顶间隙下
涡轮级运动反动度

带冠动叶叶顶不同间隙的 2、3 维流线如图 13、
14 所示。

压损失系数逐渐增大。从图 11 中可见，带冠动叶叶顶

从图 13 中可见，带冠动叶叶顶的篦齿结构导致

间隙泄漏涡形成的总压损失随着间隙逐渐增加，通道

叶顶间隙泄漏流动在叶顶与机匣的腔室内形成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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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cey/（m/s）
6.593e+002
4.944e+002
3.296e+002
1.648e+002
4.089e+003

Velocity/（m/s）
3.230e-002

1.639e+002

3.277e+002

4.915e+002

6.553e+002

在不同间隙下涡轮级出口马赫数随着涡轮膨胀
比 剌 的变化如图 16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膨胀比
*

增大，涡轮级出口马赫数逐渐提高，在同一膨胀比下

（a）t'=0.5%

（a）t'=0%

3.4 不同出口马赫数时涡轮级气动性能

间隙越大，出口马赫数越低，随着膨胀比逐渐增大，间
隙对膨胀比的影响逐渐增大。

（b）t'=0.5%

涡轮级进口换算流量为

（b）t'=1.0%

T in
W = W in·姨
p *in
*

（c）t'=1.0%

（5）

式中：W in、
T*in、
p *in 分别为涡轮级进口流量、总温、总

（d）t'=1.5%

压。

（c）t'=1.5%

图 13 不同叶顶间隙下

图 14 不同叶顶间隙下

带冠动叶 2 维流线

带冠动叶 3 维流线

涡轮级进口换算流量 W 随着膨胀比 剌* 的变化
如图17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膨胀比增大，W 逐渐
增大，
且在同一膨胀比下间隙越大涡轮级进口换算流

流动，3 种叶顶间隙下的叶顶与机匣腔室内的泄漏流

量越大，
即随着间隙的增大，涡轮级流通能力提高，间

动形态基本类似。泄漏流动在带冠叶顶篦齿封严结构

隙每增大 0.5%，换算流量约增加 0.2%。

作用下被有效抑制。
从图 14 中可见，在叶冠容腔进口卷吸部分主流
流体进入间隙容腔，经过 2 道封严篦齿，在容腔内形

t忆=0%
t忆=0.5%
t忆=1.0%
t忆=1.5%

t忆=0%
t忆=0.5%
t忆=1.0%
t忆=1.5%

成对涡和大小不同的旋涡，到达容腔出口，泄漏流体
沿着外壁面向下游发展，并且与主通道流体掺混进行
能量转换造成损失。带冠动叶叶顶间隙越大，泄漏流
进入主流所占区域越大，对主流的影响范围越大，掺
混均匀需要的距离越长，造成的损失也越大。
4 种叶顶间隙下涡轮级气动效率和叶顶间隙泄
漏量的变化幅值见表 2。其中，相对效率 驻浊 定义为效
率变化占无间隙涡轮效率的百分比；相对泄漏量 G忆
定义为泄漏 量占进 口流
量的百分比。驻浊 变化量

表 2 不同间隙下相对效率
%

及相对泄漏量

图 16 涡轮级出口马赫数

图 17 涡轮级进口换算流量

随膨胀比变化

随膨胀比变化

相对效率 驻浊 随着涡轮级出口马赫数的变化如

图 18 所示。随着涡轮级出口马赫数提高，在马赫数为

0.57~0.80 范围内，无间隙状态效率基本没有变化，
随
间隙增大，
效率随马赫数提高逐渐降低，
间隙越大效率
降低越显著；
在马赫数高于 0.8 后各间隙效率突降。

与 G忆随着间隙的变化如

t′

G′

图 15 所示。随着相对间

驻浊

0

0

0

隙增大，相对泄漏量增

图中可见，随着马赫数提高，
泄漏量增加幅度很小，间

0.5

-0.84

0.695

加，效率降低，间隙每增

隙越小出口马赫数对泄漏量的影响越小，间隙越大泄

1.0

-1.52

1.410

大 0.5， 泄 漏 量 增 加 约

1.5

-2.16

2.095

7%，由无间隙计算到考
虑间隙计算，0.5%间隙使

驻浊
G'

相对泄漏量随着马赫数的变化如图 19 所示。从

漏量随着马赫数的变化梯度增大。
t忆=0%
t忆=0.5%
t忆=1.0%
t忆=1.5%

效率降低 0.84%，随后间
隙每增大 0.5%，效率降
低约 0.66%和 0.64%，即
效率随着间隙呈 近似线
性变化。

图 15 涡轮级效率及动叶

图 18 涡轮级相对效率随

图 19 涡轮级相对泄漏量随

叶顶泄漏量随间隙变化

出口马赫数的变化

出口马赫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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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级出口气流角 茁2
随着马赫数的变化如图 20

t忆=0%
t忆=0.5%
t忆=1.0%
t忆=1.5%

所示。从图中可见，
随着马
赫数提高，出口气流角 茁2
逐渐减小，
且间隙越大气流
角减小梯度变缓；
在相同马 图 20 涡轮级出口气流角随
赫数时随着间隙增大出口
出口马赫数变化曲线
气流角增大，
马赫数越高间隙对出口气流角影响增大。

4 结论
本文研究了带冠动叶叶顶间隙对低压涡轮级气
动性能的影响特性，
得到以下结论：

[4] Tallman J，
Lakshminarayana B.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ip leakage
flows in axial flow turbines，
with emphasis on flow physics：
Part IIeffect of outer casing relative motion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
2001，123：
324-333.
[5] Porreca L，
Behr T，
Schlienger J，
et al. Fluid dynamics and performance
of partially and fully shrouded axial turbines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
2005，127：
668-678.
[6] Gier J，
Stubert B，Brouillet B，
et al. Interaction of shroud leakage flow
and main flow in a three-stage LP turbine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
2005，127：
649-658.
[7] Pfau A，
Kalfas A I，Abhari R S. Making use of labyrinth interaction
flow[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07，
129（1）：
164-174.
[8] Rosic B，
Denton J D，
Curtis E M. The influence of shroud and cavity
geometry on turbine performance：an experimental and computational
study - Part I：shroud geometry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
2008，130（10）：
041001.

（1）带冠动叶叶顶间隙的增大导致间隙泄漏量增

[9] Rosic B，
Denton J D，
Curtis E M，et al. The influence of shroud and

加，同时叶顶间隙泄漏流动在动叶尾缘出口处与主流

cavity geometry on turbine performance： an experimental and

的掺混增加，
导致气动损失增加。带冠动叶叶顶篦齿

computational study - Part II：
exit cavity geometry [J]. ASME Journal

封严结构有效抑制了间隙泄漏流动，叶顶间隙泄漏流
动对涡轮级气动性能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近叶顶 90%
叶高以上。
（2）带冠动叶叶顶间隙每增大 0.5%，泄漏量增加

of Turbomachinery，2008，
130（10）：
041002.
[10] Rosic B，
Denton J D. Control of shroud leakage loss by reducing
circumferential mixing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
2008，130：021010.
[11] 贾小权，黄东煜，赵雄飞. 不同叶顶结构的间隙流场及对涡轮性能
的影响[J]. 航空发动机，2015，41（6）：70-73.

约 0.7%，气动效率降低约 0.6%。带冠动叶涡轮级的

JIA Xiaoquan，
HUANG Dongyu，
ZHAO Xiongfei. Influence of tip

叶顶间隙泄漏量和气动效率降低与间隙近似成线性

clearance flow of different blade tip structures on turbine performance

变化关系。
（3）在相同涡轮级膨胀比下，
随着间隙增大，涡轮
级反动度减小，对叶顶区域影响更大；随着膨胀比增
大，出口马赫数和涡轮级进口换算流量增加，泄漏量

[J]. Aeroengine，2015，41（6）：
70-73.（in Chinese）
[12] Palmer T R，
Tan C S，Zuniga H，et al.，Quantifying loss mechanisms
in

turbine tip

shroud

cavity

flows

[J].

ASME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2016，
138（9）：091006.
[13] 滕飞，张小栋，谢思莹. 涡轮 3 维叶尖间隙对典型故障特征的响应
特性分析[J]. 航空发动机，2017，
43（4）：90- 95.

变化较小；在一定的马赫数范围内，效率受马赫数的

TENG Fei，
ZHANG Xiaodong，
XIE Siying.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影响较小，当马赫数高于 0.8 时，随马赫数提高效率

analysis of three-dimensional blade tip clearance to typical fault

降低明显。出口气流角随着马赫数提高而减小，间隙
越大马赫数对气流角影响越大。

information[J]. Aeroengine，2017，
43（4）：
90- 95.（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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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赫数对压气机失稳静压升系数影响的数值模拟
魏

婷，胡 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
南京 210016）

摘要：为了提高压气机失稳边界预测的准确性，将压气机级压升类比于二元扩压器扩压，在不同长宽比和附面层堵塞程度下，
开展了马赫数对压气机失稳静压升系数影响的数值研究。结果表明：
马赫数对失稳静压升系数的影响与静压升系数定义方式有关。
若静压升定义考虑了流体可压缩性，马赫数对失稳静压升系数的影响可忽略，此时在大范围马赫数下都能运用同一条失稳静压升
系数与无量纲长度关联曲线进行压气机失稳边界的预测。
关键词：压气机；
失稳边界预测；
数值模拟；
马赫数；失稳静压升系数；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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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Mach Number on Stalling Pressure Rise Coefficient of
Compressor
WEI Ting袁HU Jun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compressor stall margin prediction袁the compressor stage pressure rise was compared to

the pressure expansion of a binary diffuser. The nume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Mach number on the stalling pressure rise coefficient
was carried out under different length-width ratio and boundary layer block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of Mach number on the
stalling pressure rise coefficient is related to the definition of pressure rise coefficient. If the definition of pressure rise takes into account the

compressibility of fluid袁the influence of Mach number on the stalling pressure rise coefficient is negligible. At this time袁the compressor stall
margin can be predicted by using a same correlation curve of the stalling pressure rise coefficient and the dimensionless length in a wide
range of Mach number.

Key words: compressor曰stall margin prediction曰numerical simulation曰Mach number曰stalling pressure rise coefficient曰aeroengine

0 引言

静压升系数归结为基元叶栅通道无量纲长度 L/A（叶
2

轴流压气机失稳边界预测是叶轮机气动力学中
最重要的问题之一，Emmons 等

栅通道扩张长度 / 出口宽度）的函数，再辅助以雷诺

通过大量试验研究

数、叶尖间隙和轴向间隙的修正系数，即可得到不同

和稳定性理论分析，建立了多种经验关联方法以判断

雷诺数、
叶尖间隙和轴向间隙条件下的压气机失稳静

压气机的稳定性，这些经典的判稳方法在现阶段研究

压升系数[7]。因为具有简单便捷、
关联参数较全面等优

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8-11]。其中，Koch 发展的最

点，该方法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然而其中也存

大静压升系数法基于压气机和扩压器相似的几何结

在一些问题，具体来说是在不同转速下压气机边界点

构和流动特点，在对大量高、低速轴流压气机试验结

压比预测值和试验值的误差有所不同，如文献[11]中

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将压气机级压升类比于二

4 级低速压气机的计算结果显示，边界点压比预测值

元扩压器扩压，
该思想历经数年已被证明具有良好的

和试验值的误差随转速提高而变大。由于不同转速代

普适性和可靠性。基于这种思想，Koch 将压气机失稳

表不同的来流马赫数，
推测这种边界点压比预测偏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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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马赫数的变化引起的。

随着扩张角变大，静压升系数先增大后减小，在某一

关于马赫数对压气机失稳静压升能力及失稳边

临界扩张角 兹cr 压升曲线出现峰值（即达到 Cp max）。计

界预测的影响鲜见文献公开报道。为此，本文基于将

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在数值上最大仅相差 4%（Cp 1）和

压气机级压升类比于二元扩压器扩压的思想，在不同

3.5%（Cp 2），满足工程应用精度。总体来看，该计算方

长宽比（扩张长度 / 进口宽度）和附面层堵塞程度下，

法可信度很高，可用于后续扩压器流场的数值模拟。

开展马赫数对压气机失稳静压升系数影响的数值模
拟研究。

2 计算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长宽比下马赫数的影响

1 数值模拟模型建立

以长宽比 R =L/A 1 为参变量研究马赫数对失稳

1.1 计算模型和计算方法

静压升系数的影响。选择长宽比做参变量是借鉴文

二元扩压器模型如图 1 所示。图中，扩压段进、出
口位于站点 1、
2，A 1、A 2 分别为进、出口宽度，
L 为轴
向扩压长度，兹 为半扩张角，
x 为扩压段上游平行段长

献[14-16] 对扩压器静压升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思
路，其范围的选择也不是任意的。文献[15]对长宽比处
于 1 个范围内的二元扩压器进行研究，发现过大的长

度，用于控制扩压段进口附面层堵塞程度的变化。计

宽比对提升静压升能力并没有好处。结合压气机叶片

算平台为 ANSYS

通道相关几何参数[7，16]，取长宽比为 1.2、3.0、5.0，得到

FLUENT，湍流模型采用鲁棒性较

好的 S-A 模型，能较好地
解决一些复杂流动，且计
算时间较短[12]。计算模型进

2

1
x

静压升系数随扩张角的变化，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

兹/2

A1

A2

兹/2

口给定总温、总压，出口给

数变化规律基本一致；马赫数越大，二者的数值差距

L

越大。在马赫数为 0.10~0.51 的范围内临界扩张角基

图 1 扩压器模型

定均匀分布的静压。

见，在不同马赫数下，2 种定义方式得到的静压升系

进口马赫数 Ma1 通过调整背压大小来控制。考虑

本相等，
马赫数增大至 0.73 时略有减小。

到本文计算中马赫数的最高取值达到 0.73，流体可压

0.8

缩性对失速静压升能力的影响不能忽略 ，故静压升

0.7

系数采用 2 种定义

0.6

[13]

Cp max

0.5

Cp 1= P2-P1
1 籽V 2
1 1
2

（1）

R=1.2_Ma1=0.10
R=1.2_Ma1=0.30
R=1.2_Ma1=0.51
R=1.2_Ma1=0.73
R=3.0_Ma1=0.10
R=3.0_Ma1=0.30
R=3.0_Ma1=0.51
R=3.0_Ma1=0.73
R=3.0_Ma1=0.10
R=3.0_Ma1=0.30
R=3.0_Ma1=0.51
R=3.0_Ma1=0.73

0.4

Cp ２= P2*-P1
P1 -P1

（2）

式中：P1、P2 分别为扩压器进、出口静压；籽1、V 1 分别为

0.7
0.6
0.5
0.4

0.3
0.25

R=1.2_Ma1=0.10
R=1.2_Ma1=0.30
R=1.2_Ma1=0.51
R=1.2_Ma1=0.73
R=3.0_Ma1=0.10
R=3.0_Ma1=0.30
R=3.0_Ma1=0.51
R=3.0_Ma1=0.73
R=3.0_Ma1=0.10
R=3.0_Ma1=0.30
R=3.0_Ma1=0.51
R=3.0_Ma1=0.73

0.8

0.3
10

15

20 25 30 35 40
兹/（毅）

0.25

（a）Cp 1

10

15

20 25 30 35 40
兹/（毅）

（b）Cp 2

图 3 不同长宽比下静压升系数随扩张角的变化

扩压器进口气流密度和速度；P1* 为扩压器进口总压。
根据定义，Cp 2 考虑了流体可压缩性，而 Cp 1 没有

马赫数和长宽比对失

0.8

考虑。2 种定义方式得到的失稳静压升系数受马赫数

稳静压升系数的影响是相

0.7

的影响将在后面作具体分析和比较。

互独立的，如图 4 所示。对

1.2 计算方法验证

未考虑流体可压缩性的静

为了验证上述计算方

1.0

法对扩压器流场的适用

0.9

性，根据文献[14]中给出的

EXP-[14]
CFD-Cp 1
CFD-Cp 2

Cp max

0.8
0.7

扩压器详细结构参数重新

0.6

建模，并利用已经过无关

0.5

性验证的网格进行计算。

0.4

压升定义 Cp 1，增大马赫数

Cp 1-R=1.2
Cp 2-R=1.2
Cp 1-R=3.0

Cp 2-R=3.0
Cp 1-R=5.0
Cp 2-R=5.0

0.6
0.5
0.4
0.3
0

0.2

0.4
Ma

0.6

0.8

和长宽比均有利于失稳静 图 4 不同长宽比下失稳静
压升系数的增大；对考虑 压升系数随马赫数的变化

了流体可压缩性的静压升定义 Cp 2，增大长宽比，失
稳静压升系数随之增大，但马赫数从 0.10 增大到

兹cr
0

5

10

15 20 25
兹/（毅）

30 35

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

图 2 计算结果与试验

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

结果对比

0.73 的过程中，失稳静压升系数变化很小，增大幅度
不超过 2.5%。
根据文献[7]将失稳静压升系数归结为无量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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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函数的思想，由于

行段的加长，
附面层堵塞程度变高，
整体上失稳静压升

( L )cr= L ( A 2 )cr
A2
A1 A1

（3）

系数呈减小的趋势，这一结果与常规认识是相符的

( A 2 )cr= L 1+2 L tg兹cr
A1
A1
A1

（4）

的影响与静压升系数定义方式有关。若静压升系数定

若忽略马赫数对临界扩张角 兹cr 的影响，不难得
知在（L/A 2，Cp 2max）坐标系中，长宽比相同、马赫数不同
的各点重合，
长宽比不同、
马赫数相同的各点连线（即
关联曲线） 也重合。利用同样的处理方式在（L/A 2，
Cp １max）坐标系中得到不同马赫数下的关联曲线走势相
同但位置不同。这一结果表明，
如果在静压升系数定义
中不考虑流体可压缩性，为了提高压气机失稳边界预
测的准确度，在不同马赫数下需要利用不同的关联曲
线进行预测，
或者添加马赫数修正系数；相反，如果在
静压升系数定义中考虑流体可压缩性，便可以忽略马
赫数的修正，在大范围马赫数下都能运用同一条关联
曲线进行压气机失稳边界预测，
预测过程相对简化。
2.2 不同附面层堵塞程度下马赫数的影响
以附面层堵塞程度即
上游平行段长度为参变量
研究马赫数对失稳静压升
系数的影响。以长宽比

8

R=3 为例，取平行段长度
x=0.5、
1.5、
2.5、3.0 m，对应

0

0.5 1.0 1.5

2.0 2.5 3.0
x/m

3.5

（5）

度、速度。
2啄*/A 1 越大表示进口附面层堵塞程度越高。从图
0.75
0.70

面层堵塞程度越来越高， 0.65
在不同马赫数下附面层堵

0.60

塞程度差别不大。

0.55

对失稳静压升系数的影响

也一并绘于图中。从图中可见，
计算所得关联曲线的
变化趋势与文献关联曲线的基本一致，但相对位置均
有所偏高。考虑到计算方法本身的误差（图 2），
计算结
果的可靠性还是值得肯定的，
可以作相应的定性分析。
0.7

Cp 1-x=0.5
Cp 2-x=0.5
Cp 1-x=1.5
Cp 2-x=1.5
Cp 1-x=2.5
Cp 2-x=2.5
Cp 1-x=3.0
Cp 2-x=3.0

L/A 1=15

0.7
0.6

L/A 1=1.2
[7]-compressor
[7]-diffuser
Cp 1_x=0.5
Cp 1_x=1.5
Cp 1_x=2.5
Cp 1_x=3.0
Cp 2_x=0.5
Cp 2_x=1.5
Cp 2_x=2.5
Cp 2_x=3.0

0.5 1.0 1.5 2.0 2.5 3.0 3.5
L/A 2

0.5

0.3
0.2
0

0.7

0.7

0.6

0.6

0.5

[7]-compressor
[7]-diffuser
Cp 1_x=0.5
Cp 1_x=1.5
Cp 1_x=2.5
Cp 1_x=3.0
Cp 2_x=0.5
Cp 2_x=1.5
Cp 2_x=2.5
Cp 2_x=3.0

0.4

0.5 1.0 1.5 2.0 2.5 3.0 3.5
L/A 2

0.8

也是基本独立的，如图 6 图 6 不同平行段长度下失稳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平 静压升系数随马赫数的变化

0.3
0.2
0

0.5 1.0 1.5 2.0 2.5 3.0 3.5
L/A 2

（d）Ma=0.73

对于不同的静压升系数定义方式，由于
Cp 2max<Cp 1max，
Cp 2max 对应的计算关联曲线与文献数据更
吻合。对于不同的平行段长度，
当 x=1.5、
2.5、
3.0 m 时,
计算关联曲线与文献数据

0.7

更吻合，且 3 种平行段长

0.6

对于不同的马赫数，
0.6

[7]-compressor
[7]-diffuser
Cp 1_x=0.5
Cp 1_x=1.5
Cp 1_x=2.5
Cp 1_x=3.0
Cp 2_x=0.5
Cp 2_x=1.5
Cp 2_x=2.5
Cp 2_x=3.0

0.4

图 7 失稳静压升系数与无量纲长度关联曲线

此时附面层无量纲位移厚

0.4
Ma

0.5 1.0 1.5 2.0 2.5 3.0 3.5
L/A 2

0.5

（c）Ma=0.51

度为 4.5%~7.0%。
0.2

[7]-compressor
[7]-diffuser
Cp 1_x=0.5
Cp 1_x=1.5
Cp 1_x=2.5
Cp 1_x=3.0
Cp 2_x=0.5
Cp 2_x=1.5
Cp 2_x=2.5
Cp 2_x=3.0

0.4

（b）Ma=0.30

度的关联曲线基本重合，

0.50
0.450

L/A 1=3

0.6

0.2
0

密度、速度；籽0、v 0 分别为扩压段进口截面中心的密

马赫数和附面层堵塞

色曲线）和一些压气机（黑色圆点）的失稳静压升数据

0.3

式中：籽、v 分别为扩压段进口截面沿宽度方向各点的

0.5 m 加长到 3.0 m 时，附

关联曲线如图 7 所示。将文献[7]中的二元扩压器（黑

（a）Ma=0.10

(1- 籽v )dy
籽0v 0

中可见，当平行段长度从

在不同马赫数下失稳静压升系数与无量纲长度

0.2
0

位移厚度 2啄*/A 1 表征附面层堵塞程度，
其中
０

2.3 失稳静压升系数与无量纲长度关联曲线

0.3

随平行段长度的变化

程度如图 5 所示。无量纲

乙

程相对简化。

0.4

的扩压段进口附面层堵塞 图 5 附面层无量纲位移厚度

啄*＝

同一条关联曲线进行压气机失稳边界的预测，预测过

4
2

啄0.99

义考虑了流体可压缩性，
在大范围马赫数下都能运用

0.5

Ma=0.10
Ma=0.30
Ma=0.51
Ma=0.73

6

，且与第 2.1 节的结果一致，马赫数对失稳静压升

[17-18]

下降 2%

0.5
[7]-compressor
[7]-diffuser
Cp 1_Ma1=0.10
Cp 1_Ma1=0.30
Cp 1_Ma1=0.51
Cp 1_Ma1=0.73
Cp 2_Ma1=0.10
Cp 2_Ma1=0.30
Cp 2_Ma1=0.51
Cp 2_Ma1=0.73

0.4
0.3
0.2
0.1
0

0.5 1.0 1.5 2.0 2.5 3.0 3.5
L/A 2

其关联曲线位置与静压升 图 8 平行段长度为 2.5 m 时
系数定义方式关系密切，失稳静压升系数与无量纲长度
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

关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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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行段长度为 2.5 m 时为例，对于 Cp 1max，马赫数越
小，计算关联曲线与文献数据越吻合；Cp 2max 对应的计
算关联曲线与文献数据的吻合度比 Cp 1max 更高，且在
不同马赫数下的关联曲线几乎重合。若将文献中的关
联曲线降低 2%作为相对更符合压气机失稳静压升
系数的关联曲线（即黑色虚线），不难看出 Cp 2max 所在
关联曲线与黑色虚线最高仅相差 5%。考虑到计算方
法本身的误差，其准确度还是比较高的。这一结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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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流驻涡燃烧室火焰筒冷却方案数值模拟
王嘉玺，张净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
南京 210016）

摘要：为了优化斜流驻涡燃烧室火焰筒的冷却设计方案，根据燃烧室各部分流量分配设计要求，结合工程计算和理论设计思
路，开展火焰筒壁面冷却结构设计研究。在设计多斜孔冷却方案时，分析凹腔内近壁面流场、绝热壁温、有效温比及冷却气量等参
数，并据此进行进一步优化设计。结果表明：采用多斜孔加冲击复合结构有效保护了凹腔壁面，
凹腔前壁最高温度降低 400 K。
关键词：驻涡燃烧室；火焰筒；
多斜孔；
冷却特性；
数值模拟；
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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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Liner Cooling Scheme in Oblique Flow Trapped Vortex Combustor
WANG Jia-xi袁ZHANG Jing-yu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liner cooling design scheme in oblique flow trapped vortex combustor袁based on the flow distribution

design requirements of each part of the combustor袁the design of cooling structure of liner wall was carried out combining with engineering
calculation and theoretical design ideas. The parameters such as near-wall flow field袁adiabatic wall temperature袁effective temperature ratio

and cooling gas volume in the cavity were analyzed in the design of inclined multi-hole cooling scheme. Further optimization design was
carried out in view of the abo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vity wall was protected effectively by the impact composite structure with
inclined multi-hole袁and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of the front wall of the cavity was reduced by 400 K.

Key words: trapped vortex combustor曰liner曰inclined multi-hole曰cooling characteristics曰numerical simulation曰aeroengine

0 引言

开展了大量研究，试验结果包括：
Straub 等 [6] 认为在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驻涡燃烧室的概念提出至

0～2 MPa 条件下，能保持很好的工作性能；Hassa 等[7]

今，国内外关于驻涡燃烧室的研究已经发展了 4 代。

认为与常规燃烧室相比，在相同条件下，驻涡燃烧室

[1]

[2]

Hsu 等 以 Whipkey 等 对空腔减阻的研究为基

点火、贫油熄火以及高空再点火性能 提 升 50％；

础，提出第 1 代驻涡燃烧室模型；美国空军研究实验

Straub 等[8]发现总的当量比为 0.12～0.82，燃烧效率皆

室（AFRL）与 GEAE 公司根据第 1 代驻涡燃烧室的特

在 99%以上，在整个试验工况范围内获得的燃烧效

点对其进行改进，研制出了第 2 代驻涡燃烧室 。这 2

率不低于 95%，且在慢车条件下，工作效率达到

代驻涡燃烧室均采用气体燃料，随着液体燃料的广泛

99％；Hendricks 等[9]发现出口温度分布达到或者优于

使用，需要研制与其匹配的新一代燃烧室。AFRL 与

0.02～0.03。国内各高校及研究单位也开展了大量研

GEAE 公司于 1998 年设计并提出以液体为燃料的第

究，何小民等 [10]开展了驻涡燃烧室燃烧性能的试验研

3 代驻涡燃烧室模型，该模型为矩形模型。根据燃烧

究，获得了燃烧性能参数的变化规律：点火和贫油熄

室进口热力参数和发动机性能要求，AFRL 进一步研

火性能随流量变化很小，随进口温度的升高而改善，

究了适用于高温高压的新型驻涡燃烧室模型，部分文

最大点火和贫熄余气系数分别为 6.03 和 14.41；仅驻

献称之为第 4 代模型

涡区供油时，燃烧效率为 90%~95%，驻涡区和主流同

[3]

。国外针对第 4 代驻涡燃烧室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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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供油时，燃烧效率为 84%~99.5%。驻涡燃烧室采用

进口采用质量流量进口，进口温度为 500 K，根

分级供油分区燃烧，
凹腔在很高的主流速度下仍可以

据燃烧室进口压力参数选取操作压力为 5.9 MPa；出

保持稳定燃烧，拓宽了燃烧室稳定工作范围

。斜流

口采用压力出口，出口压力为 0.1 MPa；采用气动雾

驻涡燃烧室是 1 种新型燃烧室概念，
兼具传统驻涡燃

化喷嘴；近壁处采用标准壁面函数；在火焰筒内两侧

烧室的技术优势及回流燃烧室高空间利用率的特点。

截面为旋转周期边界；continuity 残差选取 10-4，采用

[10-14]

本文针对某型斜流驻涡燃烧室模型，根据流量分

默认收敛条件；
离散格式选取高阶差分中 2 阶迎风格

配要求，结合凹腔内流场特性，对其设计冷却方案的

式。对冷态流场流动特性采用 210、
335、420 及 530 万

冷却效果进行数值模拟。

4 种数量的网格进行网格

1

燃烧室模型

独立性验证。中心截面凹

与传统轴流式驻涡燃烧室不同，
斜流驻涡燃烧室

布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

结构采用回流式设计，
机匣与第 1 级涡轮连接。火焰
筒内主要分成了驻涡区、主燃区以及掺混区。驻涡区
设有前、后 2 个空气进口，
在前、后 2 路进口空气的共
同作用下，在驻涡区内形成双涡结构。掺混区则用于
调控燃烧室出口温度的平均值和分布。斜流驻涡燃烧
室结构和流动如图 1 所示。
火焰筒模型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该模型由

0.30

210 万
335 万
420 万
530 万

0.28

腔中心处平均径向速度分
0.26

见，网格数量为 530 万时，
径向平均速度曲线吻合较

0.24

0.22

好，因此本文选择 530 万
网格数量进行数值计算。

0.20

-50

0
V（m/s）
/

燃烧室模型网格划分如图 图 3 中心截面凹腔中心处
4 所示。
平均径向速度分布

凹腔前壁、凹腔上壁、凹腔后壁、掺混板及喷嘴组成。
由于结构较为复杂，需要冷却的壁面面积较大。此外，
根据驻涡燃烧室冷却设计经验，在联焰板处壁温较
高，也需要冷却。
（b）局部网格

（a）整体网格

主燃区

联焰板

凹腔前壁面

凹腔前壁

凹腔
上壁

燃烧室进口
凹腔
侧壁

外环壁面

机匣

内环
壁面

图 4 燃烧室模型网格划分

喷嘴

掺混板 3
燃烧室出口
涡轮引气

Y

凹腔
后壁

X

掺混区

掺混板 1
掺混板 2

图 1 斜流驻涡燃烧室

图 2 火焰筒模型

结构和流动

2 数值计算方法
2.1 网格划分及边界条件
由于燃烧室内燃烧过程较为复杂，如采用不加简
化的全环模型计算，网格量巨大，并且对计算机配置
要求极高，现有计算机资源根本无法模拟。因此在不
改变模型主要尺寸参数的情况下，选取单头部燃烧室

2.2 求解模型
对真实燃烧条件下气膜与多斜孔冷却结构数值
模拟数据与试验所测温度数据对比发现，采用以下方
法所得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符合最好[15]。
湍流模型选取标准 k-着 模型，其中，k 和 着 是 2
个基本未知量，与之相对应的输运方程为

蓘 蓸 滋+ 滓滋 蔀 鄣x鄣k 蓡 +G +G -籽着-Y +S（1）
鄣 (籽着)+ 鄣 (籽着u )= 鄣 滋+ 滋 鄣着 +G 着 (G +C G )-C 籽 着 +S （2）
蓘 蓸 滓 蔀 鄣x 蓡 k
鄣t
鄣x
鄣x
k

鄣 (籽k)+ 鄣 (籽ku )= 鄣
i
鄣t
鄣xi
鄣xj
i

i

j

t

k

t

着

j

k

j

1着

k

b

3着 b

M

2着

2

k

着

式中：G k 为由平均速度梯度引起的湍流动能 k 的产
生相；G b 为由浮力引起的湍流动能 k 的产生项，对不

可压流，G b=0；Y M 为可压湍流脉动扩张的贡献，对于

以 FLUENT 为求解器进行数值模拟计算。由于多斜

不可压流，Y M=0；滋t=籽Cu 着 ，为湍流黏性系数，其中
k

孔数目较多，
故本文采用非结构化网格划分。此外，由

Cu 为常数。

于要研究热侧壁面气膜的流动换热特性，对孔及壁面
部分网格进行加密，
网格质量整体达到 0.3 以上。

2

根据 Launder 等的推荐值及后来的试验验证，模

型 中 的 常 数 如 下 ：G 1着=1.44，G 圆着 ＝1.92，
C滋=0.09，滓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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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滓着＝1.3。

表 2 冷却孔数设计结果

燃烧过程的模拟选用守恒标量的概率密度函数

凹腔前壁 凹腔上壁 凹腔后壁 掺混板 1 掺混板 2 掺混板 3

（PDF）模型，基于快速反应假设，研究的流体系统必

Op

0.043

0.041

0.072

0.018

0.011

0.039

须接近于局部化学平衡状态，
因此仅适用于非预混的

n

300

196

210

55

32

472

扩散燃烧问题。

3.3 数值模拟结果

3 初步冷却方案设计

3.3.1

流量分配
驻涡燃烧室各部分冷气流量分布结果见表 3。从表

3.1 设计参数及开孔率计算
高温区主要集中在凹腔内及掺混板前部，因此主

中可见，
部分数值模拟所得冷却 ms 流量与设计值 md 存

要针对凹腔壁面进行冷却方案设计。同时，由于凹腔

在偏差，
总体冷气量需要减小，
同时应结合初步设计及

内的流动结构较为复杂，凹腔上壁在前部壁面附近流

数值模拟壁温结果来对冷气量分配进行进一步优化。

场较为紊乱，
因此在设计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设计

表 3 燃烧室流量分布

要求冷却气量为 20%～27%，根据课题组前期仿真及

凹腔前壁 凹腔上壁 凹腔后壁 掺混板 1 掺混板 2 掺混板 3 总和

试验研究得到火焰筒内、外压力分布和壁面各部分所

ms/%

9.2

3.1

3.0

1.5

0.7

12.0

29.6

需单位面积冷气量，结合流量系数定义式、雷诺数定

md/%

6.9

2.9

2.8

2.6

0.9

9.5

25.5

3.3.2

流场特性

义式及流量系数与雷诺数经验关系式，
3 个方程求解
3 个未知量，
方程封闭。

2 个特征截面在凹腔处的速度如图 5 所示。从图

Qc
Cd=
*
A h 姨2籽（P
c
c -Ph）
Cd=

（3）

qc
Op 姨2籽c驻p

（4）

Re= 籽cvd
滋

（5）

Re= q c ·d
Op 滋

（6）

Cd=f(Re)

（7）

式中：Cd 为流量系数；Qc 为冷气质量流量；A h 为壁面
面积；籽c 为冷气密度；Pc* 为冷气总压；
Ph 为燃气静压；
Op 为开孔率；v 为冷气速度；d 为冷却孔直径；滋 为黏

中可见，在凹腔及主流进气处由于驻涡的形成，流动
相对比较复杂，近壁面气流方向变化较大，在进行冷
却设计时需要考虑到气膜孔出流方向应与近壁面气
流方向保持一致。主涡及副涡的涡心速度较低，为
0～10 m/s，涡边缘速度较高，为 60 m/s。凹腔上壁附
近气流速度约为 30 m/s，凹腔后壁附近气流速度约为
70 m/s，联焰板附近气流速度约为 60 m/s。在掺混板 3
前端形成 1 个低速区，壁面附近气流速度为 10 m/s。
凹腔内壁面附近气流流动方向基本与主涡流动方向
保持一致。

性系数。
计算获得火焰筒壁面流量系数及开孔率，结果见
表 1。
（a）过联焰板截面
（b）过主流截面
图 5 过主流截面和联焰板截面速度

表 1 开孔率计算结果
凹腔前壁 凹腔上壁 凹腔后壁 掺混板 1 掺混板 2 掺混板 3
Cd

0.513

0.481

0.474

0.568

0.530

0.503

Op

0.043

0.041

0.072

0.018

0.011

0.039

3.3.3

温度场
过主流截面和联焰板截面温度分布如图 6 所示。

从图中可见，过联焰板截面凹腔上壁、后壁及前壁大
3.2 多斜孔结构设计
多斜孔直径选取为 0.8 mm，流向倾角为 30毅。多

部分由冷气覆盖，
壁温较低；
过主流截面凹腔内燃气温
度达到 2000 K 左右；
掺混板壁面多斜孔气膜出流形成

斜孔排布方式采取叉排，展向间距与流向间距比为

贴壁冷气膜层；
高温区主要分布在掺混板 3 及凹腔处；

2，
在各壁面的前 2 排多斜孔排布进行加密。设计计算

在掺混板 3 前段，
气膜并没有良好地覆盖到壁面上；
在

结果所得开孔率 Op 及开孔数 n 见表 2。

掺混孔的掺混作用下，
掺混板 1、
2 近壁面温度较低。

0.20

0.20

0.15

0.15

0.10

0.10

0.05

27

王嘉玺等：
斜流驻涡燃烧室火焰筒冷却方案数值模拟

第4期

0.30

0.25 0.20 0.15
Coordinate Y

0.10

0.05

（a）过主流截面

0.30

0.25 0.20 0.15
Coordinate Y

T/K
2200
2100
2000
1900
1800
1700
1600
1500
1400
1300
1200
1100
1000
0.10 900

气量基本不变。具体冷却结构如图 8 所示。
4.1.2

凹腔上壁

根据初步设计数值模拟结果，凹腔上壁面总体温
度较低，
气膜覆盖性良好。在凹腔上壁与后壁连接处
加入 2 排冷却孔，孔方向沿凹腔后壁壁面平直进气，
具体冷却结构如图 9 所示。

（b）过联焰板截面

图 6 过主流截面和联焰板截面温度分布

3.3.4

壁温分布

驻涡燃烧室壁面温度分布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
见，联焰板上的气膜孔冷却效果较好，联焰板上最高
绝热壁温低于 1500 K；凹腔前壁后半段因气膜叠加
效应温度较低，前部由于主流进气，在第 1 排气膜孔

图 9 凹腔上壁冷却结构

图 8 凹腔前壁冷却结构

4.1.3

凹腔后壁

之前的壁面冷气难以对壁面进行保护，因此出现高温

根据初步数值模拟结果，
凹腔后壁冷气量符合设

区，壁面温度分布梯度较大；
掺混板 3 前部部分冷却孔

计值，并且壁面温度较低，不需要进行优化设计，具体

孔后气膜覆盖性较差，
出现高温区，
壁面绝热壁温局部

冷却结构如图 10 所示。

达到 1800 K，
需进一步优化冷却孔排布；在掺混板1、
2

4.1.4

大部分壁面形成良好的气

T/K
1500
1400
1300
1200
1100
1000
900
800
700
600

膜覆盖，壁面温度较低，
可
以适当减少冷却气量；
在凹
腔上壁与后壁间的连接处
存在局部高温区，
需要在连
接处适当排置冷却孔。

掺混板壁 1

根据初步设计数值模拟结果，掺混板壁 1 由于在
此之前掺混孔进气使得燃气温度掺混均匀并降低，壁
面温度很低，可以将冷却孔移除，具体冷却结构如图
11 所示。

（a）凹腔前壁及掺混板

图 11 掺混板 1 冷却结构

图 10 凹腔后壁冷却结构

4.1.5
（b）凹腔上壁及后壁

（c）掺混板

图 7 燃烧室壁面温度分布

掺混板壁 2
与掺混板 1 的相同，

移除冷却孔，具体冷却结

4 冷却方案调整

构如图 12 所示。

4.1 结构调整

4.1.6

图 12 掺混板 2 冷却结构

掺混板壁 3

根据第 3.3.4 节计算的壁温分布，联焰板附近温

根据初步设计数值模拟结果，掺混板前端出现

度较高，需要增加设计冷气量；在凹腔上壁和后壁存

局部高温区，因此在前端加 1 排冷却孔，同时在保

在局部高温区，需要对冷气布置进行调整；掺混板部

持排间距比不变的情况

分区域温度较低，冷气量过量，
需要适当降低。

下，适当减小孔间距；下

4.1.1

游由于气膜叠加效应以及

凹腔前壁
与初步设计相比较，在联焰板改变冷却方式，将

主燃孔的进气影响，下游

多斜孔气膜冷却改为冲击气膜冷却，
由于导流环的作

壁温较低，为了保持冷气

用可以将燃气分离开，同时也有助于下游气膜覆盖，

量的合理性，减少下游的

冲击孔直径为 1.5 mm，冲击间距为 1.5 mm，导流环截

孔数量。具体冷却结构如

[12]

面采用流线型 。适当减少多斜孔的开孔数，保证冷

图 13 所示。

图 13 掺混板 3 冷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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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混板 3 前部温度明显降低，之前存在的 1800
K 高温区基本消失，局部热点温度低于 1500 K。

流量分配
对调整后的冷却方案开展冷态数值模拟研究，数

值模拟方法和边界条件与前文相同，
获得各部分流量
分配，
具体数据见表 4。

5 结束语
本文针对斜流驻涡燃烧室，结合 3 维数值模拟和

%

工程设计，开展了扇形火焰筒壁面冷却方案设计。初

总和

场、壁温分布及换热特性。根据计算结果进行调整，在

表 4 调整前后冷气流量占比

步设计时采用多斜孔冷却结构，得到其流量分配、流

凹腔

凹腔

凹腔

掺混

掺混

掺混

前壁

上壁

后壁

板1

板2

板3

调整前

9.2

3.1

3.0

1.5

0.7

12.1

29.7

凹腔内采用多斜孔加冲击冷却结构，调整后流量分配

调整后

8.3

3.2

2.9

0.0

0.0

11.3

25.7

及温度分布均得到改善，
凹腔前壁及联焰板采用冲击
气膜冷却结构后，1400 K 高温区消失，局部热点温度

从表中可见，调整后的总气量减少，冷气流量满

为 1200 K 左右，导流环内温度为 1143 K，满足材料

足设计要求。

许用温度；掺混板 3 前部温度明显降低，高温区基本

4.2.2

消失，局部热点温度低于 1500 K。

温度场
过主流截面和联焰板截面温度分布如图 14 所

示。对比图 6 可见，
冷却结构的优化对凹腔内温度场
基本没有影响。在掺混板 3 前段明显可见，相对于调
整前，
近壁面有气膜覆盖，
降低了该处的壁面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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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欧拉方法的 2 维翼型冰晶结冰数值计算
谭

燕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航空发动机维修培训中心，四川广汉 618307）

摘要：针对现有航空发动机冰晶结冰试验方法存在数据采集困难，且难以揭示冰晶结冰机理问题，对某楔形翼型进行冰晶结
冰数值计算。采用 S-A 湍流模型获得流场结果，应用欧拉方法获得冰晶和液滴轨迹结果，基于 Messinger 模型获得冰形，并以
NASA-NRC 的第 139 号试验结果验证了数值方法的可行性。结果表明：
在其他工况相同时，压力越低（飞行高度越高），
冰晶 / 液滴蒸
发越强烈，
结冰情况越严重；
分析不同液态水含量与总水含量比例（CLW/CTW）对结冰的影响可知，
液态水过少或过多都不利于冰层形成。
关键词：防冰设计；冰晶；
结冰；
数值模拟；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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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2D Airfoil Ice Crystal Icing Based on Euler Method
TAN Yan
渊Aero Engine Maintenance Training Center袁Civil Aviation Flight University of China袁Guanghan Sichuan 618307袁China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y to date collect and reveale the mechanism of ice crystal icing in the existing ice crystal icing test

methods of aeroengine袁the ice crystal icing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a wedge airfoil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 of flow field was obtained by
Spalart-Allmaras turbulence model. The results of the trajectory of ice crystal and droplets were obtained by Euler method. The ice shape

was obtained by Messinger model袁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numerical method was verified by NASA-NRC test result 渊No.139冤.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wer the pressure渊the higher the flight altitude冤袁the stronger the evaporation of ice crystals/droplets and the more serious the

icing is when other working conditions are the same.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ratio of CLW/CTW on icing that
too little or too much liquid water is not conducive to icing.

Key words: anti-icing design曰ice crystal曰icing曰numerical simulation曰aeroengine

符号表

DMV

平均体积直径

DMM 平均质量直径

下标

琢

体积分数

Dv

蒸汽扩散率

籽

密度

y

质量分数

d

离散相

c

载运相 / 收集

u

速度矢量

Sh

舍伍德数

i

冰

v

蒸汽

T

温度

Nu

努塞尔数

a

空气

s

表面

cp

比热容

椎

球度

sub

升华

conv 对流

d

直径

t

时间

ev

蒸发

m

融化

Q觶

传热率

m觶

质量流量

w

水

p

粒子

L

潜热

滋

动力黏度

CV

控制体

in

流入

CD

阻力系数

Re

粒子雷诺数

out

流出

f

冻结

g

重力加速度矢量

n

数量密度

ic

冰晶

ke

动能

着

黏附系数

n

单位法向矢量

ah

气动加热

wb

湿球

酝a∞ 马赫数

H relative 相对湿度

灾

体积

CLW

液态水含量

CTW

总水含量

CIW

冰水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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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由于冰晶造成的航空发动机功率损失事件[1-4]。航空

问题。

发动机冰晶结冰问题已经受到各国重点关注，其中美

当 T<Tm 时 琢w=0，冰晶完全为固相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

坠琢i +塄·
（琢iu）=-琢i 6 2 Sh 籽aD（y
=-琢觶sub （3）
v
v,s-yv,a）
坠t
籽d 椎

（NRC）在该方面的研究走在世界最前沿

。由于试验

[5-8]

方法的局限性，学者开始利用数值手段进行机理研
究。冰晶结冰数值模拟基本与过冷液滴结冰模拟一
致，大致可以分为流场计算、粒子轨迹计算和冰形生
长计算。其中，
粒子轨迹计算分为拉格朗日方法[9-10]和
欧拉方法 [11-12]。Villedieu 等 [9]开发了 ONERA 2D 工具
包，考虑了冰晶球度对轨迹的影响，以及冰晶反弹等
因素的影响，并用 NASA-NRC 的试验结果与计算结

i p

坠琢iT +塄·
（琢iTu）=-琢i 6 2 Nu k（T
=-琢觶sub L sub （4）
a
a-T）
坠t
椎
c p,i
籽c d
i p,i p

质量守恒方程（式（3））等号右边为升华造成的冰
晶质量损失，而能量方程（式（4））等号右边分别为对
流和升华造成的能量转化。
当 T=Tm 时 琢=琢i+琢w，冰晶粒子内部为固态，而外

果进行了对比；Zhang 等 [10]建立了冰晶反弹破碎模型

部为液态，混合相粒子通过换热获得的热量Q觶conv 用于

和混合相模型，通过用户定义函数 （User Defined

表面液态蒸发和冰晶融化
觶 evL ev+m
觶 mL m
Q觶conv=m

Function，
UDF） 方 式 利 用 Fluent 软 件 模 拟 了
[11]

NACA0012 冰晶结冰过程；而 Norde 等 和 Nilamdeen
等[12]则采用计算量更少的欧拉方法计算了NACA0012
冰晶结冰过程，并均与试验进行了对比。总体而言，冰

因此，通过混合相粒子能量守恒（式（5））可以推
导出冰晶融化率[11]
觶 m= 1 （Q觶conv-m
觶 evL ev）
m
Lm

晶结冰研究成果相对于过冷液滴结冰的少很多[1]。
本文采用欧拉方法对某对称楔形翼型结冰过程
进行数值计算，数学模型中考虑了相变、粒子反弹等
问题；
采用 NASA-NRC 试验结果验证了本文方法的可
行性，
并分析了压力、
CLWC/CTWC 等因素对结冰的影响。

由于本文多相流计算中微粒浓度 PL<0.1（Particulate Loading，
PL=琢d 籽d /琢c 籽c），可以认为载体相对分散
相的影响是单向的。因此，本文通过基于
Spalart-Allmaras 湍流模型 [13]计算出空气流场，将计算
结果作为已知条件用于冰晶控制方程的计算，利用
Messinger 模型进行冰形生长计算。
1.1 粒子运动和相变控制方程
由于混合相是冰晶结冰的必要条件 [1，5，9]，体积分
数 琢 由固相 琢 i 和液相 琢 w 组成，故动量守恒方程由原
来 1 个增加至 2 个

蓸

蔀

籽
坠琢iu +塄·
（琢iuu）= 3滋aCDRe
琢（u
+ 1- a 琢i g （1）
i
a-u）
2
籽i
坠t
4籽idp

蓸

蔀

籽
坠琢wu +塄·
（琢wuu）= 3滋aCDRe
琢（u
+ 1- a 琢w g（2）
w
a-u）
2
籽
坠t
w
4籽 d
w p

虽然基于欧拉方法的冰晶结冰计算步骤与过冷
液滴结冰计算步骤相同，但冰晶在运动过程中存在质
量、能量、相态的变化，因此，原有的质量和能量控制
方程[14]不再适合，必须在守恒方程中考虑传质和传热

（6）

冰晶固态相质量损失主要由融化造成

坠琢i +塄·
（琢iu）=-（琢i+琢w） 62 ·
坠t
籽d L
i p

m

v,s

v,a

蓘 Nu椎 k（T -T ）- Sh椎 籽 D L（y -y ）蓡 =琢觶
a

1 模型

（5）

a

m

a

v v

m

（7）

冰晶液态相损失，除了新增融化质量外（等号右
边第 1 项），
还有由于表面蒸发造成的质量损失（等号
右边第 2 项）

蓸

蔀

籽
坠琢w +塄·
（琢wu）= i -1 琢mTm籽w
坠t

（琢i+琢w） 6 2 Sh 籽aD（y
v
v,s-yv,a）
籽wdp 椎

能量方程为

蓸

（8）

蔀

籽
坠（琢i+琢w）T ·塄·
（（琢i+琢w）Tu）= i -1 琢觶mTm籽w
坠t
（琢i+琢w） 6 2 Sh 籽aD（y
Tm
v
v,s-yv,a）
籽wdp 椎

（9）

当 T>Tm 时 琢i=0，冰晶粒子完全融化成水，质量
琢i=0 损失主要由蒸发造成
坠琢w +塄·
（琢wu）=-琢w 6 2 Sh 籽aD（y
=-琢觶v （10）
v
v,s-yv,a）
坠t
椎
籽d
w p

而对流换热和蒸发引起的能量变化为
坠琢wT +塄·
（琢wTu）=
坠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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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w

6
Sh k（T -T）=-琢觶 L v
a
a
v
2
c p,w
籽wc p,wdp 椎

（11）

上述质量、动量和能量方程中需要求解未知变量
为 琢、
u 和 T，
但无法确定粒子直径 dp 变化。由于粒子

立刻结冰，形成霜冰。此时，在控制体内不存在液膜，
觶 out=0，Q觶 =0），同时
液态水不会进入下一个控制体积（m
觶 ev=0），冰层升华造成
也没有由于蒸发造成的质量（m

数量密度是不变的，
因此可以通过粒子数量密度守恒

的能量损失Q觶 sub 将取代式（16）的蒸发能量损失Q觶 ev。

来反映 dp 变化

于是冰层质量守恒方程和能量方程为

np= lim V dispersed phase = 琢 3
V →0
V CV·V p （仔/6）d
p

（12）

觶 i=m
觶 c,ic,i+m
觶 f-m
觶 sub=m
觶 c,ic,i+（m
觶 c,ic,w+m
觶 c,d+m
觶 in）-m
觶 sub （17）
m
Q觶ah+Q觶ke,d+Q觶ke,ic,i+Q觶ke,ic,w+Q觶f+Q觶i+Q觶in=

CV

坠np +塄·
（npu）=0
坠t

（13）

上述控制方程可通过流线迎风伽辽金有限元方
法进行求解[15]。

Q觶cov+Q觶sub+Q觶c,d+Q觶c,ic,i+Q觶c,ic,w
觶 fL m，Q觶i=c p,i（m
觶 i+m
觶 sub）
其中，Q觶f=m
（Tm-Ts）。

当结冰质量小于表面收集的冰晶固态部分质量

1.2 冰形生长模型
本文冰形生长模型采用经典 Messinger 模型，该
模型以控制体积建立质量和能量守恒方程[11]。进入控
觶 c,ic,w、
觶 c,d、
制体积的质量主要是冰晶融化部分m
过冷液滴m

觶 f≤-m
觶 c,ic,i，说明冰晶和液滴仅仅造成撞击表面
时，即m
觶 i=0，
Q觶i=0）。控制体积质量守恒方程
润湿，没有结冰（m
和能量方程为

觶 in，而离开控制体积的质量
前一个控制体流入质量m
觶 ev，结冰m
觶 f、下一个控制体积流出质
主要是液膜蒸发m

觶 c,ic,w+m
觶 c,ic,i+m
觶 c,d+m
觶 in=m
觶 ev+m
觶 out
m

觶 c,ic,w+m
觶 c,d+m
觶 in=m
觶 f+m
觶 ev+m
觶 oun
m

（14）

冰层质量守恒方程为
觶 i=m
觶 c,ic,w+m
觶 f-m
觶 sub
m

（15）

觶 sub=0。
当存在液膜时，
冰层升华量m
觶 c,ic,i=籽p着琢u·n；
式中：m
着 为冰晶撞击不同性质表面的黏
附系数，通常 着<1，若不考虑反弹，则 着=1，本文根据
Nilamdeen 模型计算获得。
m觶c,d

觶
m觶c,ic,i m
sub

m觶ev

m觶in

Q觶c,d

Q觶ke,d
Q觶ah

Q觶ke,ic,i
Q觶in

觶f
m

（a）质量守恒

Q觶cov+Q觶ev+Q觶c,d+Q觶c,ic,i+Q觶c,ic,w+Q觶out

（20）

觶 fL m，Q觶out=c p,w（m
觶 out+m
觶 ev）
其中，Q觶f=m
（Tm-Ts）。
觶 c,ic,i<m
觶 f<m
觶 c,ic,w+m
觶 c,d+m
觶 in 时，说明撞击表面的冰
当 -m
晶和过冷液滴部分结冰，而部分形成液膜，即形成明
冰（Ts=Tm，
Q觶i=0，Q觶out=0）。控制体积质量方程、冰层质量
方程依然是式（14）和式（15），
而能量方程（式（16））则
简化为
Q觶ah+Q觶ke,d+Q觶ke,ic,i+Q觶ke,ic,w+Q觶f+Q觶in=

Q觶ke,ic,w

觶 out
m

（19）

Q觶ah+Q觶ke,d+Q觶ke,ic,i+Q觶ke,ic,w+Q觶f+Q觶in=

觶 oun（如图 1 所示）。因此控制体积的质量方程为
量m

m觶c,ic,w

（18）

Q觶cov

Q觶i

Q觶ev

Q觶c,ic,i
Q觶c,ic,w

Q觶out
Q觶f

（21）

2 算例分析
本文以 NRC试验[5，16]中的对称楔形翼型作为研究
对象，该翼型前部夹角为 40毅，后部夹角为 20毅，弦长

（b）能量守恒

220.92 mm（如图 2（a）所示）。该试验设备可产生液滴

图 1 Messinger 模型

直径 =40 滋m，冰晶直径 =100～200 滋m，在本文计算

中冰晶尺寸取其中间值，
即 150 滋m。整个流场计算模

控制体积能量守恒方程为
Q觶ah+Q觶ke,d+Q觶ke,ic,i+Q觶ke,ic,w+Q觶f+Q觶i+Q觶in=
Q觶cov+Q觶ev+Q觶c,d+Q觶c,ic,i+Q觶c,ic,w+Q觶out

Q觶cov+Q觶ev+Q觶c,d+Q觶c,ic,i+Q觶c,ic,w

Q觶sub

型（154064 个六面体）如图 2（b）所示。进口距翼型前
（16）

觶f
当进入控制体积的液态水质量小于结冰质量m
觶 f≥m
觶 c,icw+m
觶 c,d+m
觶 in，说明冰晶和过冷液滴在表面
时，即m

缘约 1.27 m，由于该距离过短，同时受试验条件的限
制，无法完全模拟来流在压气机中逐渐增温增压过
程，纯冰晶在该距离短时间内无法形成混合相。为了
模拟压气机工作环境下所形成的混合相，NRC 在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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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过程中补充了 40 滋m 液滴。

（a）实物

（a）试验结果

（b）网格模型

图 5 NASA-NRC 的第 139 号试验结果对比

图 2 对称楔形翼型实物[16]与网格模型

2.2 压力对结冰影响分析

2.1 对比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数值方法的准确性，首先以
NASA-NRC 风洞试验 [16] 中的第 139 号试验工况（见
表1）作对比。
琢attack （
/ 毅） Ma∞ Ptotal,∞ /kPa Ttotal,∞ /℃ H relative /% taccretion /s CLW（
/ g/m ） CIW（
/ g/m ）
3

0.2

为了研究总压对结冰的影响，进行如下工况的计
算（表 1 中 Model A 工况实际为 NASA-NRC 试验的
表 2 计算工况 I

第 543 号 试 验 工 况 [16]，由

工况

Ptotal,∞

论，没有太多定量结论，本

Model A

44.8

文没有进行试验数据对

Model B

68

比），所有模型计算攻角为

Model C

93

于公开文献仅提供定性结

表 1 NASA-NRC 第 139 号试验工况[16]
-6

（b）数值试验

45

12.5

12.5

12.5

3

12.5

12.5

本文采用上述数值方法计算后，得到了丰富的流
场数据（如图 3 所示），通过对比可见，数值结果与试
验结果基本相同，但二者存在一定偏差，这是由于本
文未考虑风洞壁面效应，出口采用压力远场所致。

0毅，冰晶尺寸为 150 滋m，
液滴尺寸为 40 滋m，结冰
时间均为 60 s。

kPa

注 ：Ma∞=0.25，
Ttotal,∞=13 ℃ ，
Td,∞

=10 ℃ ，
Tc,∞=-15 ℃ ，
H relative=8% ，
CLW=2.9 g/m3，
CIW=7 g/m3。

翼型表面流场中粒子（液滴和冰晶）直径对比如
图 6 所示。从中可见，Model A 中翼型表面的液滴和
冰晶的直径明显要小于其他 2 个模型的。在相同工况

3.37758e-001

下，总压降低会导致蒸发速率增大和湿球温度进一步
降低，因此，受蒸发速率影响，在低压环境下（Model
A）无论冰晶还是液滴，其质量损失最大。

0.00000e+000

（a）压力系数

（b）马赫数
图 3 流场结果

粒子轨迹计算结果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尽
管计算工况中总温为 12.5 ℃，但湿球温度为负值，蒸
发过程比较强烈，将吸收大量热量，导致液滴温度逐
渐降低，驻点处液滴温度由最初的 10 ℃降低至 -8
℃左右，最终形成结冰条件。而在蒸发过程中，
撞击驻
点处的液滴在较为强烈的蒸发作用下，其直径由初始

的 40 滋m 变为 39.3 滋m。在该工况下暴露 402 s 后，
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较为一致，但由于采用单步计
算，二者尚存在一定差异，如图 5 所示。
K
2.83150e+002

m
4.00000e-005

2.64780e+002

3.84789e-005

（a）液滴温度

（b）液滴直径

图 4 轨迹计算结果

（a）液滴直径

（b）冰晶直径

图 6 翼型表面流场中粒子直径对比

翼型表面粒子收集速率和冰层厚度结果对比如
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液滴 / 冰晶最有可能撞击翼
型前缘（z=±2 mm）位置，在前缘位置 3 种工况粒子
收集情况相差不大（图 7（a）
）。但在翼型迎风面其他
部位，在低压环境下（Model A），粒子收集速率高于高
压环境（Model B 和 Model C）下的，这是因为粒子尺
寸越大，撞击表面后发生反弹或破碎的概率越高，造
成表面收集质量速率下降。而从冰层厚度对比结果中
（图 7（b）
）可见压力造成的结冰情况差异较大，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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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环境下更容易结冰 （Model A 中驻点冰层厚度为

成液膜（图 9、10），冰层也仅仅出现在迎风面；随着液

4.6 mm，而试验数据为 4.5 mm，数值结果与试验结果

滴水含量增加，翼型表面的液膜开始流向背风面，并

基本一致）。一方面，低压环境（Model A）表面质量收

在背风面形成冰层 （Model F、
Model G 和 Model H）。

集速率要高（图 7（a））；另一方面，低压环境湿球温度

此外，从驻点处冰层厚度对比可见（图 8），当液滴水

更低 （Model A/B/C 的湿球温度分别为 -3、
-1 和 1

占据总含水量一半时（CLW/CTW=0.5）冰层最厚；液态水

℃），更利于冰层生长。

较少时，
液膜厚度较薄，吸附冰晶能力较弱；而冰晶较
少时，且液态水较多时，虽然液膜较厚，
同样不利于结
冰（图 9）。
滋m
2.00000e-001

Model D

（a）收集速率

Model E

Model F

Model G

Model H

0.00000e+000

图 9 翼型表面液膜厚度

（b）冰层厚度

m/s
2.50000e+01

图 7 翼型表面质量收集速率和冰层厚度

综上所述，压力越低，湿球温度越低，蒸发作用越
强烈，越容易形成结冰条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发动
机内部结冰通常发生在高空环境。

Model D

Model E

（见表 3）的计算。湿球温
度 Twb=-3℃，攻角为 0毅，
冰 晶 尺 寸 DMM=150 滋m，
液滴尺寸 DMV=40 滋m，总

含 水 量 CTW=4 g/m3（CTW=
CIW+ CLW），结冰时间均为
120 s。

Model G

Model H

0.00000e+00

图 10 翼型表面液膜流动速度

2.3 CLWC/CTWC 比例对结冰影响分析
本文还进行工况Ⅱ

Model F

表 3 计算工况域

g/m3

3 结束语

工况

CTW

CIW

Model D

0

4

本文采用数值方法研究了对称楔形翼型冰晶结

Model E

1

3

冰问题。由于 NASA-NRC 仅公开极为有限的定量试

Model F

2

2

验结果，大多为定性试验结果，因此本文采用部分定

注：
Ma∞=0.25，
Ptotal,∞=44.8 kPa，
Ttotal,∞

量试验结果对数值方法进行了部分验证，同时进行了

=13 ℃，Td,∞=10 ℃，
Tc,∞=-15 ℃，

压力、CLWC/CTWC 对结冰影响的机理分析，计算结果与

H relative=8%。

试验定性结果基本相符。本文方法可为后续发动机结

翼型表面结冰对比如图 8 所示，翼型表面液膜厚
度如图 9 所示，翼型表面液膜速度如图 10 所示。从图

冰机理研究或防冰系统设计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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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格来圈结构的 O 形密封圈动密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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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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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102200）

摘要：针对导向叶片作动筒漏油故障，
采用 ANSYS WORKBENCH 软件分析格来圈动密封性能。依据密封理论通过分析接触压力，
发现了结构、
材料及间隙等关键因素，模拟了活塞杆 - 保护圈、
保护圈 - 密封圈、
密封圈 - 密封槽之间的密封效果。计算结果表明：
在同等条件下，氟橡胶相对氟硅橡胶密封效果更优。采用 Archard 磨损理论进行校验计算，间接证明了仿真结果与实际情况较吻
合，仿真结果与实际工作时间误差为 14.8%，
具备较高的可信度。最后提出提高动密封性能应从提高接触面的光洁度入手，从而达
到降低磨损的目的。
关键词：格来圈；
动密封；
漏油；
接触压力；
磨损理论；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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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O-ring Dynamic Sealing Based on Glyd Ring
LIU Jing袁ZHAO Xu袁FENG Gang袁LIU Fei
渊AECC Beijing Hangke Engine Control Syste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袁Ltd.袁Beijing 102200袁China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oil leakage fault of the guide vane actuator袁 the dynamic sealing performance of glyd ring was analyzed using

ANSYS WORKBENCH software. According to sealing theory袁the key factors such as structure袁material and clearance were found by

analyzing contact pressure. The sealing effect between piston rod and protection ring袁 protection ring and sealing ring and sealing ring and

sealing groove were simulate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aling effect of fluoro rubber is better than that of fluorosilicone rubber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To check the calculation using Archard wear theory袁 it is indirectly proved that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袁and the error betwee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nd the actual working time is 14.8% 袁which has high

credibility. Finally袁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dynamic sealing performance should star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ntact
surface finish袁so as to reduce the wear.

Key words: glyd ring曰dynamic sealing曰oil leakage曰contact pressure曰wear theory曰aeroengine

0 引言

述研究普遍存在以下局限性：
（1） 仿真的密封结构

O 形密封圈是 1 种广泛使用的密封元器件，其结

形式相对简单，对单一密封形式的 O 形密封圈的密

构简单，由橡胶制成，而橡胶属于高分子材料，本构关

封性能 [1-16] 的研究较多，而对更复杂的组合式密封

系复杂，
不同胶料牌号的 O 形密封圈性能也不同，
是典

的仿真研究极少开展；
（2） 对静密封性能的研究较

型的非线性材料，
因此，
开展 O 形密封圈密封性能评估

多，而对动密封性能的研究 [16] 较少；
（3）仿真结果缺

一直是仿真分析的难点。对于 O 形密封圈密封性能评

乏验证 [1-17]。

估，目前公认的理论判据是最大接触压力必须大于密

本文在消化上述研究基础上，以某型格来圈组合

封压力，
才能保证不泄漏 。众多学者基于该理论借助

密封形式的漏油故障为分析对象，摸索出组合式密封

[1-3]

有限元分析软件开展了大量仿真分析工作

[4-13]

，并对 O

形密封圈密封性能影响的关键要素进行探讨

。但上

[14-15]

的动密封性能仿真流程，
并对仿真结果可信度进行间
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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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仿真分析流程

37

为了模拟流体穿过两相互接触的表面，通过定义
活塞杆 - 保护圈接触对（简称为①②接触对）、
保护圈

1.1 故障背景
某型号产品导叶作动筒发生了漏油故障，初始不
漏油，但在作动筒一段时间后（约 1350 h）发生漏油
故障，初步分析是密封性能下降所引起的，该 O 形密
封圈材料为 FS6265 氟硅橡胶，将其更换为 FX-2 氟
橡胶后，漏油现象消失。经过故障树分析，不能排除密
封结构设计不合理、O 形密封圈选材不当等原因，为
了进一步分析具体故障原因，
利用仿真手段开展相关
的密封性能研究工作。
密封结构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中间为活塞

-O 形密封圈接触对 （简称为②③接触对）、
O 形密封
圈 - 密封槽底接触对（简称为③④接触对），
分析是否
存在泄漏现象。根据流体压力渗透原理 （如图 3 所
示），指定 1 个起始点，该起始点完全暴露于流体中，
流体来流压力将沿着起始点向接触面加载，并且压力
加载的方向垂直于单元面，直到到达某个节点，当此
节点的接触压力大于流体压力时，停止加载。当节点
102 的接触压力小于流体压力，流体将继续向前加
载；反之如果节点 102 的

杆，最外面的零件为铜套，

接触压力大于流体压力，

在铜套密封槽里装配 O 形

流体到达该节点将停止向

密封圈与聚四氟乙烯材料

前加载。利用此方式能动

的保护圈，即格来圈密封
结构，其为组合式密封结

态找到临界点，最终得到 图 3 流体压力渗透法原理
更客观的计算结果。

构，优于单一 O 形密封圈

1.5 创建材料模型

形式的密封，对动密封结

图 1 密封结构

分析对象 O 形胶料牌号分别为 FS6265 氟硅橡
胶、
FX-2 氟橡胶，为保证 O 形密封圈的材料模型真

构形式也适用。
仿真分析过程是典型的非线性分析过程，涉及结

实可靠，对 2 种胶料的 O 形密封圈进行专门试验获

构非线性、接触非线性、材料非线性，
分析过程中不易

得相关性能参数，并通过 Yeoh 橡胶数学模型拟合得

收敛。

到材料特性曲线，
确保材料模型的完备性。

1.2 引入泄漏判据

1.6 明确边界条件

在光洁密封接触时，如果接触压力大于密封油
压，则 2 个接触面不分离，被密封的油液将无法冲破
接触面而发生渗漏，
与密封油压相比，接触压力越大，

边界条件归纳为以下几种：
（1）密封油压不同，分别为 3.93、7 MPa，其中 7
MPa 油压为极限工况；

密封效果越好[1-2]，
基于该原理将密封效果评估方式转

（2）温度不同，
分别为常温 23 ℃和高温 70 ℃；

化为接触压力的量化进行分析。

（3）O 形密封圈胶料牌号分别为氟硅橡胶 FS6265
和氟橡胶 FX-2；

1.3 简化网格模型

（4） 活塞杆有偏载和无偏载。

通过对密封结构的分

偏载故障指活塞杆尾部有时会受到径向力载荷，

析建立简化模型，将 3 维
模型回转体转化成 2 维轴

在该载荷作用下，活塞杆相对铜套产生轻微径向转

对称模型后，
开展仿真

动，从而引起①②接触对之间的间隙变化 [15]，经计算

，

[3-17]

降低网格数量，既满足仿

偏载导致的间隙将增大至 0.054 mm。

真基本精度，又降低运算 图 2 简化后的 2 维轴对称

1.7 优化载荷加载

量，简化后的网格模型如

网格模型

为促进仿真求解过程收敛，模拟 O 形密封圈装

图 2 所示。

配及密封油液充填过程引起的格来圈结构变化，将仿

1.4 引入流体压力渗透法

真过程分为 3 阶段。第 1 阶段是活塞杆推入铜套中，

为兼顾求解精度和较低的求解计算量，而引入流

挤压“②③”接触对组合密封结构；第 2 阶段是 O 形

体压力渗透法 ，该方法专门用于分析密封结构中接

密封圈回弹挤压保护圈，使保护圈与活塞杆之间贴

触面分离过程，具体原理如下：

合；第 3 阶段是密封油液充填（通过①④之间的间隙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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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右至左方向流入），液压力作用在 O 形密封圈和保

（4）各工况接触压力均大于密封油压，但①②接

护圈上使二者发生变形，同时活塞杆沿轴来回往复运

触对被密封油液渗透程度较严重，
属于相对薄弱环节；

动，与保护圈发生摩擦，该阶段在密封油液充填后再

（5）偏载导致各工况各接触面接触压力降低 [15]，

设置活塞杆往复运动，模拟动密封过程。在 ANSYS

且对①②接触对影响最大。

WORKBENCH 中，设置多个 Step，逐步加载。求解结

2.2 ①②接触对沿程接触压力分析

果显示了各接触面的变

由于①②接触对是密封相对薄弱环节，为量化分

化 ， 某 工 况 下 Equivalent

析密封油液在其中的渗透程度，根据图 3 流体压力渗

Elastic Strain 结 果 如 图 4

透法原理，
当接触压力小于流体渗透压力时，
2 个接触

所示。从图中可见 O 形密

面分离，
通过分析接触压力

封圈、保护圈受密封油压
综合作用发生明显变形 。
[13]

大小可以得到 2 个接触面
图 4 某工况 Equivalent
Elastic Strain 结果

2 仿真结果

接触情况，
引入沿程接触压
力分析[9-10]。定义①②接触
对之间的密封路径（path），

2.1 接触压力分析

如图 5 所示，
点 1 和点 2 之 图 5 接触面密封路径（path）

各工况各接触面的接触压力仿真结果见表 1。

间总长度为 2.5 mm。

2 种胶料密封圈在 3.93 MPa 密封油压作用下的

表 1 各工况各接触面的接触压力仿真结果
序号 接触对

接触压力 /MPa
密封油压 /MPa
无偏载 有偏载

胶料牌号

定义

环境温度 /℃

接触压力分布如图 6、
7 所示。从图 6 中可见，在有偏
载影响（0.054 mm）的接触应力分布中，
氟硅橡胶阻隔

1

③④ 10.232 10.140

3.93

FS6265 氟硅橡胶

23

2

②③ 9.8948 9.7932

3.93

FS6265 氟硅橡胶

23

3

①② 11.707 11.345

3.93

FS6265 氟硅橡胶

23

4

③④ 11.424 11.285

3.93

FX-2 氟橡胶

23

5

②③ 10.889 9.8950

3.93

FX-2 氟橡胶

23

6

①② 11.968 11.941

3.93

FX-2 氟橡胶

23

7

③④ 17.661 17.499

7.00

FS6265 氟硅橡胶

23

8

②③ 16.870 16.574

7.00

FS6265 氟硅橡胶

23

状，二者密封效果显然不同。接触应力小于密封油压

9

①② 21.378 18.863

7.00

FS6265 氟硅橡胶

23

的位置表明该处接触面已经分离，
处于油液渗透状态。

10

③④ 19.650 19.331

7.00

FX-2 氟橡胶

23

11

②③ 18.342 18.168

7.00

FX-2 氟橡胶

23

泄漏的尚未分离接触面长约 0.4 mm，占保护圈宽度
的 16%，而氟橡胶长约 0.8mm， 占保 护圈宽 度的
32%。从图 7 中可见，在无偏载时相同位置处的接触
应力分布中，接触面长分别为 0.5、和 1.0 mm，分别占
保护圈宽度的 20%和 40%，
2 种情况下氟橡胶接触压
力分布均呈“山峰”形状，
而氟硅橡胶均呈“半山峰”形

氟硅
氟
密封油压

12
10

10

12

①② 22.046 19.078

7.00

FX-2 氟橡胶

23

8

8

13

③④ 17.474 17.324

7.00

FS6265 氟硅橡胶

70

6

6

70

4

4

14

②③ 16.685 16.535

7.00

FS6265 氟硅橡胶

2

氟硅
氟
密封油压

12

2

15

①② 21.304 18.193

7.00

FS6265 氟硅橡胶

70

16

③④ 18.270 18.170

7.00

FX-2 氟橡胶

70

图 6 有偏载密封路径接触

图 7 无偏载密封路径接触

17

②③ 17.665 17.525

7.00

FX-2 氟橡胶

70

压力分布

压力分布

18

①② 21.919 18.829

7.00

FX-2 氟橡胶

70

从仿真结果可见：
（1）各密封接触面的接触压力随密封油压的升高
而升高[3]，符合格来圈结构特点；
（2）在相同工况下氟橡胶接触压力大于氟硅橡
胶的；
（3）同种材料随着温度升高接触压力会降低[16]；

0

0.5

1.0 1.5
长度 /mm

2.0

2.5

0

0.5

1.0 1.5
长度 /mm

2.0

2.5

（1）偏载会降低密封效果，缩短阻隔泄漏尚未分
离的接触面长度；
（2）①②接触对被密封油液渗透长度超过保护圈
宽度的 50%以上。

3 基于 Archard 理论磨损量分析与验证
基于相关仿真结果开展直接试验验证十分困难，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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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能以间接验证的方式入手，其基本原理是将
仿真结果中得到的接触压力代入磨损计算式（1）中计
算磨损量，对比实际磨损量，如果二者误差不大，即可

滋m 计算，
磨损时间为

t= 16 ≈1550 h 令 孜 为误差，则有
驻h0

孜= 1550-1350 ×100%=14.8%
1350

表明仿真得到的接触压力结果可信。
根据 Archard 理论，2 个相对运动摩擦的物体，摩
擦产生的体积损失与滑动距离、载荷、材料硬度的相
关性为
W=K·S·P/Pm

（1）

39

以磨损量为衡量标准，间接证明了仿真分析得到
的接触压力的真实性，其具备一定的可信度。

4 总结

式中：W 为磨损体积，m3；S 为滑动距离，m，其中取控

本文以某漏油故障为例，介绍了格来圈结构 O

制杆总长为 43.2 mm；P 为载荷，Pa，对应接触面的接

形密封圈动密封性仿真流程与方法，引入流体压力渗

触压力，由仿真得到；Pm 为材料布氏硬度，在本故障

透法，通过分析接触压力判断密封接触面是否泄漏，

中杆的硬度约为 HB300；
K 为磨损系数 （与摩擦系数

并采用 Archard 理论验证，表明流体压力渗透法在此

成一定正比关系），用于衡量 2 个接触对之间相互磨

类仿真中应用效果较好，误差约为 14.8%。

损程度，查找《机械设计手册》，未找到“聚四氟乙烯 -

针对漏油故障，依据仿真结果和 Archard 原理，

铝合金硬质阳极化”摩擦副的磨损系数，但通过类似

在相同条件下的氟橡胶相对氟硅橡胶在列举的温度

摩擦副对比，可以确定该系数的数量级约为 10~18，

工况下有更好的密封性能，其较高的接触压力阻碍了

本参数是无量纲量。

流体的渗透。但提高密封性能要与实际工况相结合[16]，

从定性上分析，根据式（1）可知磨损系数 K 受接
触面的接触压力影响最大 （接触应力越大磨损越严

只有选择合适的接触压力才能既保证密封性能又兼
顾磨损寿命。

重），这是因为材料硬度、滑动距离受环境因素影响相

另外提高接触面的光洁度，降低摩擦系数，从而

对较小，而接触压力根据表 1 数据可以推断磨损系数

达到降低磨损系数，延缓磨损恶化程度、显著改善动

K 与温度成反比，说明故障中温度越高，磨损情况反

密封性能的目的。

而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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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种航空发动机整机质量分配方法
郑伟连 1，杨纯辉 2，
刘仕运 1
（1.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沈阳 110015；2.空军装备部驻沈阳地区第二军事代表室，沈阳 110043）

摘要：为了在航空发动机方案设计阶段实现整机质量指标向发动机各单元体的分配，定义了整机质量目标，提出了整机质量
名义值和质量公差的分配方法。单元体质量公差的分配主要考虑了单元体的加工成本、
质量占比、
零组件特性的影响，
构建了
“质量
公差—加工成本”
模型来确定质量公差与加工成本的关系；
采用蒙特卡洛法对单元体的质量公差分配结果进行综合，对照整机质量
目标迭代修改质量公差分配结果。结果表明：
本方法具有工程应用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关键词：质量分配；
质量公差；
加工成本；
公差综合；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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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hod of Engine Mass Distribution of Aeroengine
ZHENG Wei-lian1袁YANG Chun-hui2, LIU Shi-yun1
渊1.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 Shenyang 110015, China; 2. Shenyang Area 2nd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Room
of Air Force Equipment Department, Shenyang 110043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ngine mass index to each unit of the engine in the aeroengine scheme design

stage，
the mass target of the engine was defined，
and the distribution method of the mass nominal value and the mass tolerance of the engine

were put forward. The distribution of unit mass tolerance mainly took into account the machining cost，
mass proportion and compon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t. A model of “mass tolerance -machining cost”was constructed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tolerance and machining cost. Monte Carlo method was used to synthesize the results of mass tolerance distribution of the unit，
and the

results of mass tolerance distribution were modified iteratively according to the engine mass targ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is
feasible and reasonable fo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Key words: mass distribution曰mass tolerance曰machining cost曰tolerance synthesis曰aeroengine

0 引言
推重比是衡量战斗机发动机技术水平和作战效
能的重要指标之一。为了实现航空发动机的推重比指
标，在设计过程中对整机质量有严格的要求。在发动
机方案设计阶段，将发动机整机质量指标合理地分配
给各设计单元是实现整机质量控制的重要手段。
相关学者对涡喷、涡扇发动机质量的估算方法开
展了大量研究。王团结等[1]建立了采用粒子群优化算
法的 BP 神经网络发动机质量估算模型；张韬等 [2]根
据发动机部件法的思想，建立了基于统计的各部件气
动 - 结构经验关系模型，发展了变循环发动机质量预

估方法；
潘代锋等[3]从发动机热力循环参数出发，通过
流路分析确定总体轮廓尺寸，
进一步获得主要零件的
几何尺寸并估算发动机质量。但是，鲜有关于航空发
动机整机质量分配技术方面的研究。
本文对发动机整机质量目标进行了定义，提出了
1 种在方案论证阶段将发动机整机质量名义值和质
量公差向各设计单元分配的方法。

1 整机质量目标定义
在发动机方案论证阶段，
航空发动机的质量目标
来源为：
（1）对于 1 台新研制的发动机，通过整机质量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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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法得到发动机的整机质量名义值 m0；

否满足整机质量目标。如果满足质量目标，则结束质

（2）承接发动机用户的质量指标要求，一般为发

量分配工作；如果不满足整机质量目标，则调整单元

动机整机质量的最大值 mmax。例如：某型航空发动机

体的质量分配结果，将整机质量重新分配，直至满足

用 户 要 求 的 发 动 机 干 质 量 指 标 为 不 大 于 1780+2%

整机质量目标要求。

kg，
即整机质量不超过 1815.6 kg。

3 整机质量名义值分配

以上质量指标仅明确了发动机整机质量的名义
值或质量最大值，以此作为发动机整机质量目标，不
能够准确地表征和描述发动机整机质量值的随机性。

发动机整机质量名义值向各单元体分配的策略
可表示为
n

滋=移滋i

同时，
以上的质量指标未对发动机整机的质量公差进
行定义，无法满足发动机整机质量的分配需求。
考虑到航空发动机

i=1

（1）

式中：n为发动机单元体总数；滋i 为第 i 个单元体的质
量名义值。

制造 过程中 存 在 的 系 统
误差和随机误差，假设发

对于从原型机改进研制的改型发动机，其各单元

动机 整机质 量 分 布 服 从

体质量名义值可以参考已有原型机对应的单元体质

正态分布，如图 1 所示。定

量。针对改型机相对于原型机中单元体结构的改进设

义发动机整机质量目标为
（滋，
滓），
其中 滋 为发动机整

图 1 发动机整机质量目标

机质量名义值，
滓 为整机质量公差值。发动机整机质量
公差范围为（滋-滓，滋+滓）。

2 整机质量分配流程
航空发动机采用单元体思想开展设计工作，单元
体是航空发动机的设计、装配单元。在发动机方案设

计，在整机质量名义值分配过程中，以原型机单元体
质量为基础进行修正得到改型机单元体质量名义值。
例如：某推力级别的叶型改进结构的 3 级风扇单
元体的质量名义值为
M1=a·M0

（2）

式中：M1 为改进叶型结构的风扇单元体质量名义值；
M0 为某推力级别的 3 级风扇的名义质量；琢 为修正
系数，具体值依据改进结构的具体情况确定。

计阶段，发动机总体设计专业人员需要将整机质量

对于没有原型机的全新研制的发动机，首先利用

的名义值和公差分配给各单元体，某型双转子涡轮

质量估算经验公式或软件对发动机各单元体的质量

风扇发动机的单元体划分为进气机匣、风扇、中介

进行估算，然后以估算的结果为依据确定单元体质量

机匣、中央传动机匣及第 2 和第 3 号轴承、高压压

名义值，
最终实现发动机整机质量名义值的分配。

气机转子、高压压气机前机匣、高压压气机后机匣、
燃烧室机匣、燃烧室火
焰筒、高压涡轮导向器、
高压涡轮转子、高压涡
轮机匣、低压涡轮、涡轮
后机匣、混合器、加力扩
散器、收 - 扩喷管、附件
机匣、
外涵机匣。
整机质量名义值分

4 整机质量公差的分配
发动机整机质量公差向各单元体分配的策略可
表示为
n

滓≥移滓i
i=1

式中：滓i 为第 i 个单元体的质量公差值。
发动机整机质量公差分配受多种因素影响。单元
体加工成本、其质量在整机质量的占比、零组件特性

配和整机质量公差值分

都会影响单元体质量公差的确定。

配的流程如图 2 所示。

4.1 单元体加工成本的影响

从图中可见，整机

（3）

工程实践表明，零组件的质量公差和加工成本为

质量分配后，确认整机

负相关的关系，
即质量公差越小，
生产加工成本越高。

质量名义值和公差值是 图 2 发动机整机质量分配流程

在质量公差的分配过程中，如果某单元体的质量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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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较大，其加工成本相应会降低；反之，如果分配的

式中：f 为质量公差影响权重函数；k i1、k i2、k i3 分别为

质量公差较小，则其加工成本会增加。定义单元体加

第 i 个单元体的加工成本、质量占比、零件特性的影

工成本因素对质量公差分配的影响因子为 k 1。

响因子。

4.2 单元体质量占比的影响

5 加工成本 - 单元体质量公差模型

每台发动机单元体的质量在发动机整机质量中
所占的比例不一样。在发动机整机质量公差分配时，
需要考虑各单元体质量在整机质量的占比来确定单
元体质量公差值。例如：某单元体质量占整机质量的

加工成本是影响单元体质量公差的重要方面。在
发动机制造过程中，零组件的质量公差与加工成本相
关。采用不同的加工方法，零组件的质量公差不同，产

比例较大，该单元体的质量公差分配就需要重点考

生的加工成本也不同。总体来说，加工成本和质量公

虑；相反，
对于发动机中质量占比较小的单元体，其质

差成反比关系。
不同的零组件质量公差需要采用不同的加工工

量公差分配可以相对大一些。定义单元体质量占比因

艺和制造资源来实现。制造资源主要包括制造装备、

素对质量公差分配的影响因子为 k 2。

工艺装备、工艺技术和人力资源。具体影响到加工成

质量占比的影响因素可表示为
k 2 = 滋i ×100%
滋
i

（4）

i

式中：
k 2 为第 i 个单元体质量占比因素系数。

本的因素有 7 类 [4-5]：设备价值、工艺方法、工序次数、
工序工时、刀具和工具价值、
检测工具价值、操作工人
技术等级。这些因素都会对产品成本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影响是综合、
复杂且常常是模糊的，可以把各种

4.3 单元体零件特性因素的影响
航空发动机零件按功能分为支撑结构件、转子
件、联结件等；按应用特性又分为普通件、关键件、重

因素按照一定的规则分为若干等级，并采用模糊数学
理论对各加工因素进行处理：
首先应用二元对比排序法确定各类加工因素对

要件等。发动机中的某些转子件，如盘轴、叶片等，由
于其结构的重要性，设计精度要求比较高，多数都采

成本影响的权系数，即先在二元对比中建立比较级；

用机加、精密铸造等方式制造，因此一般要求其具有

然后再按一定方法转化为总体的排序；
最后对结果进

较小的质量公差值；另外，一些采用铸造方式生产的

行归一化处理，
确定出各类加工因素对成本影响的权

支撑结构类的零件，由于其工作环境要求不高，其设

系数

计精度要求也比较低，
因此其质量公差相对较大。定
义单元体零组件特性因素对质量公差分配的影响因
子为 k 3。

A =（a1，
a2，a3，a4，
a5，a6，a7）

（7）

式中：
a1～a7 分别为 7 种加工因素对成本影响的权系数。
每类加工因素按照一定的规则（如按等比、等差）

单元体的零件特性因素影响因子可以采用权重
系数法确定。定义单元体或组件中关键件的数量为
a，其总质量为 ma；重要件的数量为 b，其总质量为
mb；一般件的数量为 c，其总质量为 mc；暂不考虑螺
帽、螺钉、锁片等小零件。定义关键件的权重系数为
浊a，重要件的权重系数为 浊b，一般件的权重系数为 浊c，
则组件的考虑零组件特性的综合权重系数 浊 为
浊= 浊ama+浊bmb+浊cmc
ma+mb+mc
上述影响因素，实现质量公差分配
滓i=f(k i1，
k i2，k i3)·滓
n
n

移滓 臆滓
i=1

i

理统计处理的方法确定各等级对加工成本的影响系数。
零组件的几何形状、尺寸千差万别，很难用 1 个
数学模型精确描述所有尺寸的“加工成本 - 质量公
差”，因此国内外还未建立成熟的发动机零组件加工
成本和质量公差的数学模型。
本文采用基于模糊神经网络建立的“加工成本 -

（5）

浊a、
浊b、
浊c 的具体数值由专家系统打分评定。考虑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分成若干等级，专业人员对各等级评判给分并采用数

质量公差”模型，为单元体质量公差的分配提供依据。
把加工成本看成是质量公差值 T 和加工因素成本影
响系数 V 的函数，并利用神经网络的高度非线性映
射的特点，同时考虑到加工因素影响系数的模糊性问

（6）

题，建立基于模糊神经网络[6-8]的“加工成本 - 质量公
差”模型。该网络的输入为零组件的质量公差值 T 和
加工因素成本影响系数 V ，
输出为加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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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神经网络选用具有 实数输入的模糊神经
元，这种模糊神经元有 N

式中：浊 为权值学习系数；Ep 为网络目标函数；l 为迭
代步数。
模糊神经网络选用的目标函数[10-11]为

个非模糊输入，加权操作

Ep= (yd-yc)
2

由隶属度函数代替 [9]。把
质量公差和加工因素成

（15）

式中：yd 为网络期望输出；
yc 为网络实际输出；
Ep 为期望

本影响系数作为模糊神
经网络的输入，神经元结

2

输出和实际输出的误差。

图 3 神经元结构

网络算法的具体计算流程如图 5 所示[12]。

构如图 3 所示。

加权操作由隶属度函数代替，茚表示累积算子，

开始

则模糊神经元的数学表达式为

uy(x1，
x2，……，xn)=
u1(x1)茚u2(x2)茚…茚un(xn)

（8）

式中：x1，x2，…，xn 为单元体质量公差；u1，
u2，…，un 为
质量公差的加工因素成本
影响系数；uy 为加工成本。

确定 1 组初始参数 cij、
滓ij、
wij，给定单个样本的期望输出值误
差 e 1 和所有样本的平均期望输出值误差 e 2，并确定最大训练
次数 Tn

输入 N 个样本的公差值 T、
加工因素影响系数 V 、
标准化成本 CM
令 k=1

“加工成本 - 单元体
质量公差”
模糊神经网络模

计算样本 k 的输出值，
并计算样本误差：
2
Epk=（yk-Y k）
2

型 4 层结构如图 4 所示。
从图中可见，第 1 层

是

为输入层。
第 2 层的作用是计算 图 4 “加工成本 - 单元体质
各输入分量的隶属度。
采用 量公差”模糊神经网络模型

Epk<e 1?
否

依据式（12）～（14）计算各结点处 c ij、
滓ij、
wj 的调整量
Δc ij、
Δ滓ij、
Δwj，
并从输出层开始，
反向
调整各参数的值：
c ij=c ij+Δc ij

高斯函数作为隶属度函数
2
滋ij=exp(- (xi-c2 ij) )，1≤i≤n，1≤j≤m
滓 ij

滓ij=滓ij+Δ滓ij

（9）

式中：
xi 为第 i 个输入；n 为输入层结点数；滋ij、
c ij、滓ij

wj=wj+Δwj

分别为隶属度函数、隶属度函数的中心及宽度；下标 i
表示第 i 个输入，j 表示推理结点的序号。

是

k<N?

k=k+1

否
计算总误差 E:

第 3 层为推理层，每个节点对应于 1 条模糊规则

E= 1
N

N

移E
k=1

pk

n

灼i=滋1j滋2j…滋nj=仪滋ij，(１≤j≤m)
i=1

（10）

E<e 2，
且最大
训练次数 Tn

第 4 层为反模糊化层。将第 3 层的结果通过一定
的权值组合出最后的输出结果
j=1

（11）

式中：
wj 为连接权值。

图 5 模糊神经网络算法流程

6 单元体质量公差综合

模糊神经网络的学习算法采用梯度下降法，在学

习过程中对 c ij、
滓ij、
wj 的调整量 驻c ij、
驻滓ij、
驻wj 可表示为
驻c ij＝c（l+1）
-c（l）
=-浊鄣Ep /鄣c ij
ij
ij

（12）

驻wj＝w（l+1）
-w（l）
=-浊鄣Ep /鄣wj
j
j

（14）

驻滓ij＝滓（l+1）
-滓（l）
=-浊鄣Ep /鄣滓ij
ij
ij

是
结束

m

y=w1灼1+w2灼2+…+wm灼m=移wj 灼j

否

（13）

根据发动机方案设计结果，对与该方案相同类型
的发动机单元体的实际质量进行大量测量，形成单元
体质量的数据积累。采用统计学工具，得出与设计方
案相同类型发动机单元体的质量统计学分布规律。例
如：假设发动机整机质量 M服从正态分布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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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滋,滓2)；假设风扇单元体质量 M1 服从正态分布

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质量公差分配方法在考虑

M1~N(滋1,滓 )；假设压气机单元体质量 M1 服从正态分

了生产成本、
质量占比、零组件特性等因素后，得出了

布 M2~N(滋2,滓 )；单元体 Mi 大量测量后经过数据分析

更合理的质量公差分配结果。

得出其服从某种概率分布规律。

8 结束语

2
1

2
2

在整机质量公差分配后，综合各单元体的质量分
布规律得到整机质量，完成 1 次质量公差分配的迭
代。蒙特卡洛[13-15]法能够较好地利用每台发动机单元
体的概率分布特性，基于统计学原理给出科学的综合
结果。

本文定义了发动机整机质量目标，提出了整机质
量名义值和质量公差向单元体的分配流程和分配方
法，在质量公差分配过程中重点考虑了单元体生产成
本、质量占比、零组件特性 3 方面因素，具有工程应用
可行性和合理性。

蒙特卡洛算法的计算流程如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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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进口整流支板防冰槽裂纹故障分析
张

弛，王雅谋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排除某型发动机进口整流支板裂纹故障，利用故障树的排查方法分析了故障原因，并对试验件进行了断口分析、尺
寸测量、
动应力及残余应力测试、防冰槽结构形式及表面状态疲劳对比试验。结果表明：
支板防冰槽裂纹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进气机
匣焊接后残余应力较大，且防冰槽边缘存在应力集中，在试车过程中，防冰槽应力集中处在转子叶片激振的作用下萌生裂纹并扩
展。针对故障原因开展了结构改进设计与试验，
提出了修改防冰槽宽度、
倾角尺寸及增加重熔层控制等措施，
使得该故障得以排除。
关键词：整流支板；
防冰槽；进气机匣；
裂纹；
振动；
风扇；
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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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Analysis of Anti-icing Tank Cracks of the Aeroengine Inlet Vane Strut
ZHANG Chi袁WANG Ya-mou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crack fault of a certain type of engine inlet vane strut袁 the reason of the fault was analyzed by the

troubleshooting method of fault tree. Fracture surface analysis袁dimension measurement袁 test of dynamic and residual stress袁contrast test of

structural style and surface fatigue of anti-icing tank we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anti-icing tank cracks
is that the residual stress of the inlet casing is large after welding and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exists at the edge of the anti-icing tank.

During the test run袁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of the anti-ice tank produces cracks and expands under the action of excitation of rotor blade.
The structural improvement design and test were carried out for the fault reasons袁and the measures to modify the width of the anti-icing
tank袁the size of the inclination angle and to increase the control of the remelting layer were put forward袁which could make the fault be
eliminated.

Key words: vane strut曰anti-icing tank曰inlet casing曰cracks曰vibrance曰fan曰aeroengine

0 引言
风扇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件，其主要作用
是提升来流压力和温度[1-2]。风扇的工作环境恶劣，发
生故障会影响整台发动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3-4]。进气
机匣位于风扇最前端，是风扇的主要承力机匣，进气
机匣的结构可靠性关系着风扇乃至发动机后方全体

机匣壳体环带支撑台基体裂纹故障，通过数值仿真和
模态试验、动应力测试等手段开展了深入分析，确定
了裂纹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增加加强筋和涂减振胶等
解决措施。刘洋[6]针对某型进气机匣基体裂纹故障，通
过模态试验、动应力测试并结合古德曼图等手段开展
研究，确定了故障原因，提出了对棱边抛修处理并增
加加强筋等排故措施。

流道件的工作安全。进气机匣的主体结构由机匣、内

现有研究成果对整体焊接式进气机匣支板的故

环及整流支板构成。近年来，进气机匣裂纹故障时有

障机理关注较少，本文针对 1 种整体焊接式进气机匣

发生，
如何准确确定裂纹故障原因并提出合理的改进

整流支板防冰槽裂纹故障，利用故障树工具，采用故

措施，
是研究人员比较关注的问题。一些学者针对机

障件断口分析和测试测量等手段，探究进气机匣支板

匣的裂纹故障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吴宏春等[5]针对

裂纹故障发生的机理，并制定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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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故障概述

微电镜检测、金相检测、动应力测试、模态测试、残余

对多型发动机试车检查时发现，
其进口整流支板
防冰槽有裂纹，故障发现

应力测试等，对故障件的失效模式、
损伤特征、材料性
能及受力情况进行检验和测量，
为故障原因的确定提
供证据[7-10]。

时间最短约 40 h。该故障

2.2 失效分析

分布具有 1 个典型特征，

典型断口宏观形貌如图 4 所示。根据疲劳条带的

即均发生在进气机匣的薄

方向可判断疲劳源区为整流支板外表面与防冰槽的

整流支板上，且主要发生

锐角夹角处。

在靠近内、
外环的整流支板
防冰槽边缘。某型发动机的
裂纹分布如图 1 所示。

图 1 裂纹角向分布

B

防冰槽裂纹的典型宏观形貌如图 2 所示。从图中

D

可见，裂纹从防冰槽的圆弧段与直线段转接处起始，
沿叶身方向前后扩展，
当防冰槽两端裂纹扩展至支板
进气边或形成交叉时即可能形成掉块，
掉块会打伤风
扇转子叶片等流道件，
影响发动机正常工作。

C

A
源区

（a）裂纹起源位置

（b）放大形貌

图 4 断口宏观形貌

考虑到防冰槽为电火花加工成型，表面会在高温
放电作用下形成重熔层，
因此对故障支板防冰槽进行
重熔层检查，测量部位及厚度尺寸，
如图 5 所示。从图
中可见，
防冰槽表面存在较厚且不均匀的电加工重熔
层，在显微电镜下可见在重熔层表面存在长度不等的
微裂纹。

（a）裂纹形貌

（b）掉块形貌

图 2 防冰槽裂纹的典型宏观形貌

2 故障原因分析

70 滋m

70 滋m

2.1 故障树
为了全面查找故障原因，
建立故障树，共 14 个底
事件，
如图 3 所示。开展设计分析及复查，综合应用显

（a）重熔层位置

（b）放大形貌

图 5 故障支板防冰槽重熔层形貌

由断口分析可知，
故障件为典型的高周疲劳断口
形貌，裂纹均起始于槽孔尖角，在尖角的三角区域疲
劳扩展后快速解理断裂，
在防冰槽表面存在较厚的不
均匀重熔层及长度不等的微裂纹。
2.3 设计分析
故障部位结构如图 6
所示。整流支板均为空心
结构，防冰槽采用电火花
工艺加工，与支板外表面
呈 45毅，防冰槽加工完成后

（a）防冰槽结构

在边缘形成尖边，在槽表
图 3 整流支板防冰槽裂纹故障树

面残留有电加工重熔层，

（b）防冰槽剖面

初步判断尖边的应力集中

图 6 防冰槽边缘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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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电加工重熔层微裂纹对故障的发生有贡献[12-13]。
选取故障较多的靠近内、外环防冰槽的位置作为

要受到风扇第 1 级转子叶片的前流激励，最大振动应
力出现在支板进气边外环处。

考核部位进行强度分析，由计算结果可知，薄支板裂

基于上述测量结果进行支板防冰槽边缘动强度

纹故障位置的应力均远小于材料在 200 ℃下的极限

储备估算，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支板故障位置的动强度

强度和屈服强度[14]。

储备较小，不满足设计要求，存在高循环疲劳寿命不

设计分析结果表明，防冰槽尖边的应力集中及
重熔层对故障的发生有贡献，薄支板静强度满足设

足的问题[14]。
2.5 故障原因分析
结合上述工作完成故

计要求。
2.4 测试与测量

障树底事件的排查，发现

考虑到进气机匣为整体焊接结构，支板在焊接过

14 项底事件中未排除的有

程中易弯曲，为了明确机匣尺寸变形情况，对机匣流

5 项，即焊接变形大，焊接

道尺寸及支板直线度进行测量，测量结果如图 7 所

残余应力大，气流激振，边

示。从图中可见，焊接后进气机匣半径有明显收缩趋

缘存在尖边，疲劳极限不

势，整流支板也存在明显的弯曲变形，通过应力计算

够，如图 9 所示。

可知，
支板弯曲在内端防冰槽附近产生较大的内应力。
33 34 1 2 3
32 454.2
4
454.0
31
453.8
5
453.6
30
6
453.4
453.2
29
7
453.0
452.8
28
452.6
8
452.4
452.2
27
9
452.0
10
26
25
11
24
12
23
13
22
14
15
21
20 19 18 17 16

1.0
0.6
0.2
-0.2 1
-0.6
-1.0
-1.4
-1.8
-2.2
-2.6

（a）故障机匣内径变形

2

3

测点（沿支板径向）

1 号支板
2 号支板
3 号支板
4 号支板
5 号支板
6 号支板
7 号支板
8 号支板
9 号支板
10 号支板
11 号支板
12 号支板
13 号支板
14 号支板
15 号支板
16 号支板
17 号支板

（b）支板前缘弯曲变形

图 9 故障原因分析结果

由此确定进气机匣整流支板防冰槽裂纹的故障
原因为：
进气机匣焊接后收缩变形导致支板残余内应
力过大，并且薄支板防冰槽边缘存在应力集中，第 1
级转子叶片在试车时激振作用下，在薄支板防冰槽边
缘应力集中处萌生裂纹并扩展。

3 结构改进
3.1 防冰槽端部结构对疲劳寿命的影响

图 7 故障件尺寸测量结果

考虑到几乎所有裂纹均起源于防冰槽两端圆弧

为进一步明确进气机匣焊接残余应力分布情况，

与直线段转接处，为了验证不同的防冰槽端结构对疲

对进气机匣进行残余应力测量。因受空间限制，无法

劳寿命的影响，设计 3 组典型试验件，分别为原结构

使用残余应力测量设备直接测量，所以采用切割支板

防冰槽、
两端开圆孔防冰槽、
两端开跑道形孔防冰槽，

并测量变形量的方法计算残余应力值。在切割过程中
机匣与内环的尺寸变化如图 8 所示。由切割过程中支
板切割间隙变化可知支板承受较大压应力，经计算，
最大残余应力值约为 200 MPa。
8

7

453.0
452.8
452.6
452.4
452.2
452.0
451.8

1
8

2

3

4

6
5

7

145.3
145.2
145.1
145.0
144.9
144.8
144.7
144.6
144.5

试验结果表明，11 个试验
件中仅有 1 个两端跑道形
孔防冰槽试件通过考核，
其余试件均被破坏。对原 图 10 防冰槽结构改进试验件

1
2

结构防冰槽试验件进行断口分析后发现，裂纹性质为
3

切割前
切割后

4

6
5

（a）外环

试验件结构如图 10 所示。

（b）内环

图 8 进气侧机匣及内环内径变化

另外，为了明确进气机匣支板的振动应力分布情

疲劳裂纹，疲劳源区为支板下表面与防冰槽形成的尖
边处，与故障件裂纹源位置相同，可见改变防冰槽端
结构对提高构件疲劳寿命的效果不明显。
3.2 防冰槽尖边结构对疲劳寿命的影响
为了验证防冰槽尖边结构对疲劳寿命的影响，对
防冰槽试验件手工倒圆去尖边后 （如图 11 所示），继
续开展振动疲劳试验。结

况，对进气机匣支板进行动应力测量，测量结果显示，

果有连续 6 个试件通过了

在发动机整个工作转速范围内，进气机匣整流支板主

考核，可见去除防冰槽尖

图 11 防冰槽倒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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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可显著提高试件的疲劳寿命。但由于整流支板为空

的再次发生，提出了在结构设计过程中为了提高进气

腔结构且防冰槽宽度较小，对支板防冰槽腔侧尖边采

机匣可靠性可采取下列相关措施：

用倒圆的工艺实现难度较大，
且可检性较差。
3.3 防冰槽开槽角度对疲劳寿命的影响
为了改善槽边倒圆的工艺性，
并验证开槽角度对
疲劳寿命的影响，将防冰槽改为 90毅，同时将槽的尺

（1）在设计初始阶段，应充分考虑发动机的使用
环境、使用条件及载荷，在结构设计过程中重点保证
部件要具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储备，对于焊接件，尤
其要关注焊接后残余应力的大小及分布情况。

寸从 0.7 mm 增大到 1.0 mm，其结构如图 12 所示。继

（2）在整体结构确定之后，局部细节也会影响构

续开展防冰槽试验件的振动疲劳试验，结果 8 个试件

件的可靠性。针对避免在应力较高部位设计孔槽、
对尖

中仅 2 个通过考核。对 90毅防冰槽破坏试验件进行断

边进行倒圆、
电加工零件去除重熔层等问题，
应提出明

口分析后发现，疲劳起源位置转移，从棱边处移至通

确要求。

气孔棱角附近区域 ，
如图 13 中箭头所示。
[15]

（3）在结构设计时，如果采用新结构和新工艺，需
要提前安排专项试验，以避免引入新的问题。

图 12 90毅防冰槽结构

图 13 角度改变后裂纹起源
位置转移

3.4 去除防冰槽表面重熔层的影响
随即进行重熔层检查，
试验件防冰槽表面重熔层

较厚处约为 20 滋m。

手工打磨去除 90毅防冰槽试验件防冰槽内壁的

重熔层并保留尖边，继续开展振动疲劳试验，连续 8
个试件通过考核，可见抛光去除防冰槽表面重熔层可
显著提高结构的疲劳强度。
3.5 结构改进方案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提高整流支板疲劳寿命的可
行性方案有 3 种：
（1）整流支板防冰槽保留原结构，尖
边倒圆并去除重熔层；
（2） 整流支板防冰槽修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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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脱落诱发的转子 - 盘片系统不平衡响应分析
陈雪莲 1，2，
曾

劲 3，马 辉 3，4，范晓宇 5

（1.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信息工程系，
沈阳 110122；
2.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沈阳 110014；3. 东北大学 机械工程与自
动化学院，
沈阳 11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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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厘清叶片脱落诱发的失衡载荷及瞬时冲击对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动特性的影响，以转子 - 盘片系统为研究对象，
考虑弹性支承的影响，
基于 ANSYS/LS-DYNA 软件建立系统的有限元模型，模拟叶片脱落对转子 - 盘片系统振动响应的影响，分析转
子转速、
不平衡量、
盘偏置量及支承刚度对系统不平衡振动响应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
轴承支承总反力的变化趋势与系统不平衡
量的变化趋势相同；盘片结构越靠近轴承支承端，轴承支承总反力越小；刚性支承（≥107 N/m）下轴承支承总反力较柔性支承（<107
N/m）下的偏大。该研究可为转子 - 盘片系统的结构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叶片脱落；
转子 - 盘片；
弹性支承；
有限元；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 2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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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Unbalanced Response of Rotor-Disk-Blades System Induced by Blade Loss
CHEN Xue-lian1袁2袁ZENG Jin3袁MA Hui3袁4袁FAN Xiao-yu5
渊1.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袁Liaoning Provincial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袁Shenyang 110122袁China曰2. Shenyang
Institute of Auto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袁Shenyang 110016袁China曰3.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Automation袁
Northeastern University袁Shenyang 110819袁China曰4. Key Laboratory of Vibration and Control of Aero-Propulsion Systems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袁Northeastern University袁Shenyang 110819袁China曰5.AECC Shenyang Liming Aero-Engine Co.袁Ltd.袁Shenyang
110043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influence of unbalance load and transient impact induced by blade loss on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aeroengine rotor system，
the rotor disk system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influence of elastic support was
considered.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ANSYS / LS-DYNA software to simulate the influence of blade

loss on the vibration response of rotor-disk-blades system. The influences of rotor speed，
unbalance value，
disk offset value and support

stiffness on the unbalanced vibration response of system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ariation trend of the total reaction force of
bearing support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system unbalance value. The closer the disk-blades structure is to the bearing support end，
the

smaller the total reaction force of the bearing support is. The total reaction force of bearing under rigid support (逸107 N/m) is larger than
that under elastic support (<107 N/m).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rotor-disk-blades system.
Key words: blade loss曰rotor-disk-blades曰elastic supports曰finite element曰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通常运行在高速、
高温等恶劣工作环
境中，
在复杂的周期性交变载荷作用下，譬如气动力、
碰摩力等，极易导致叶片因发生疲劳失效而产生飞失
现象

。叶片飞失是航空发动机遭遇的 1 种典型恶劣

[1-3]

载荷工况，为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欧洲航空安全
局和中国民航局均对航空发动机中叶片丢失工况下
的安全性设计提出了要求[4-6]。
很多学者以叶片飞失事件为背景开展了大量研
究工作。Shmotin 等[7]和 Cosme 等[8]进行了机匣的包容

收稿日期：2019-08-09
基金项目：辽宁省博士科研启动基金（2017052022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177208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
金（N170308028，
N170306004）、
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LR2017035）资助
作者简介：
陈雪莲（1979），
女，
博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机械电子工程；
E-mail：
xuelian_chen@163.com。
引用格式：

53

陈雪莲等：
叶片脱落诱发的转子 - 盘片系统不平衡响应分析

第4期

性研究，其主要关注断叶 - 机匣间的短时冲击响应；

（2）在分析过程中忽略重力对系统振动响应的影响；
（3）忽略扭形叶片和轮盘、轮盘和转轴之间的接

[9]

Ortiz 等 基于显式有限元分析软件 Europlexus 分析了
低压涡轮叶片在部分和整体飞失条件下对涡轴发动

触关系，
采用共节点方式连接；
（4）忽略叶片飞失过程中裂纹的扩展过程，断叶

机系统动响应的影响；Carney 等 [10] 和 Jain 等 [11] 基于
LS-DYNA 分析软件模拟了断叶 - 机匣 / 断叶 - 动叶
[12]

间的相互作用过程；Heidari 等 基于 MD

被假定是瞬断的；
（5）忽略负载的影响。

Nastran 分

析软件，采用隐式 - 显式 - 隐式的分析流程讨论叶片

转子 - 盘片 - 弹簧阻尼支承系统的有限元模型

飞脱导致的碰摩动力学特性；
He 等[13-15]基于LS-DYNA

如图 1（a）所示，
缺陷叶片如图 1（b）所示，转轴的具体

分析软件开展了某型航空发动机断叶 - 机匣的包容

尺寸参数以及轮盘偏置量 d 如图 1（c）所示。需要指

性仿真工作，并进行了试验验证；Sarkar 等

出的是，
本文将距左、右端面各 5 mm 的区域（图 1（c）

[16]

基于

Dyna3d 显示有限元分析软件对 T58 转子分别进行了
单叶片和 3 叶片飞失下的机匣包容性仿真和试验。
以上研究多借助显示有限元分析软件开展断叶

中紫色区域）设置为刚性体，仅保留刚性体沿 x 轴和
y 轴的平动自由度和绕 z 轴的转动自由度。驱动转速
n 施加于刚性体上，以驱动系统运转。

飞失条件下的机匣包容性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断叶 -

y

断叶区
k x2

机匣间的瞬态冲击过程，较少涉及讨论叶片丢失事件
对失衡转子动力学特性的影响规律。基于此，本文主
要借助 ANSYS 和 LS-DYNA 2 款分析软件，建立了
弹性支承下转子 - 盘片系统的有限元模型，同时考虑
叶片飞失效应的影响，进一步研究了转子转速、不平
衡量、
盘偏置量和弹性支承刚度等参数对失衡转子系

cx2

k x1
c x1

k y2
z

k y1

cy1

（1）

式中：M、C 和 K 分别为系统的质量矩阵、阻尼矩阵和
刚度矩阵；K（赘）为由于旋转效应导致的附加刚度矩
阵；G（赘）为与转速相关的陀螺矩阵；u咬、u觶和 u 分别为
系统加速度向量、速度向量和位移向量；R 为外载荷

470 mm

480 mm

随 动 强 化 材 料 模 型 （Bilinear Kinematic Model，
BKIN），且忽略动态应变率效应的影响，而转轴和轮
盘 则 采 用 各 向 同 性 的 线 弹 性 材 料 模 型（Isotropic
Elastic Model）。此外，叶片飞失模拟通过对断叶区指
定一特定的飞失时刻 tf，当求解时间 t逸tf，处于断叶
区内的单元自动被删除，从而模拟叶片飞失。
表 1 转子 - 盘片 - 弹簧阻尼支承系统参数

向量。
系统阻尼矩阵 C 采用瑞利阻尼进行计算

类型

（2）

式中：琢 和 茁 为瑞利阻尼系数，本文研究中定义频带
在[30，600] Hz 内的阻尼比为 0.01，依此确定 琢 和 茁。

E/MPa

自

转轴

7850

2.066×105

0.3

轮盘

7850

2.066×105

0.3

叶片

4370

1.25×105

0.3

弹簧

转子 - 盘片 - 弹簧阻尼支承系统的有限

阻尼

元模型
出于计算分析的需要，
本文对系统进行如下简化：
（1）实际轴承支承结构过于复杂，本文采用弹簧

/ N·s/m）
弹性模量 泊松比 切线模量 屈服强度 刚度 k xi=k yi（
/ N/m） 阻尼 c xi=cyi（

密度
籽/（kg/m ）

对式（1）采用中心差分法进行求解 。
[17]

阻尼单元近似模拟；

准40 mm

o

5 mm

x

y

系统相关材料参数设置见表 1。叶片选用双线性

转子 - 盘片系统单元离散化后的动力学方程为

2

d

z

（c）简化的转子 - 盘片
支撑系统
图 1 转子 - 盘片 - 弹簧阻尼支承系统

1 显式动力学有限元法基本理论

C=琢M+茁K

c y2

（a）转子 - 盘片 - 弹簧阻尼

统动力学特性的影响规律。

Mu咬+(C+G(赘))u觶+(K+K(赘))u=R

未断区

（b）缺陷叶片

3

G/MPa

滓s/ MPa

927

825

（i=1，2）

（i=1，2）

2×107
1×103

3 叶片丢失激励下系统的振动响应分析
本章分析转子 -盘片 - 弹簧阻尼支承系统在叶
片飞失情况下的动力学响应，重点分析转速 n、不平
衡量 e （缺陷叶片中考虑断叶区飞失引入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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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图 1（b）
）、盘偏置量 d

表 2 转速 n 的仿真参数

和 轴 承 支 撑 刚 度 k xi、k yi

仿真参数

数值

转速 n/（r/min） 工况 1：
n=4000

（i=1，2）对系统振动响应

工况 2：
n =6000

的影响。此外，为了考虑

工况 3：
n =10000

转速 这一预 载 荷 对 系 统

工况 4：
n =14400

振动响应的影响 [18]，本文

工况 5：
n =18000

采 用隐 式 - 显 式序 列进

工况 6：
n =20000

行系统振动响应的求解，
其分析流程如图 2 所示。

构且受力均衡所致；在叶

数据提取包括盘心

片飞失瞬间，x 和 y 向振动

在 x 和 y 方向的振动位移
（x（t）、y（t））以及左端和右

图 2 隐 - 显式分析流程

弹簧力，F xi (t)和 F yi(t)为阻尼力），并根据所提取的数

平衡力对系统造成瞬时冲

据通过合成进一步得到盘心的径向位移 r（t）和轴承

击。在不同转速下的盘心

c

k xi=k yi=2×107 N/m（i=1，2）

c xi=c yi=1×103 N·s/m（i=1，2）

显放大现象，这主要是由
于断叶飞失引入的突加不

c

k

e=16.31 kg·mm；
d=0 mm

幅值以及轴心轨迹出现明

端轴承在 x 和 y 向的弹簧力、阻尼力 F xi(t)和 F yi(t)为
k

其余参数说明

（a）盘心 x 向位移
振动响应

支承总反力 F（t），
相应的计算表达式为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r(t)= 姨x2(t)+y2(t)

Fx(t)=移(Fkxi(t)+Fcxi(t))

（3）

2

i=1

Fy(t)=移(Fkyi(t)+Fcyi(t))
2

（4）

i=1

图 3 工况 1 下盘心振动响应及运动轨迹

此外，为便于描述，分别定义瞬态无量纲幅值比
茁max 和稳态无量纲幅值比 茁mean

蓓

蓓

茁mean=mean(Fsteady(t))/ r棕2dm=mean(Fsteady(t))/Mrc棕2
rc= 姨xbc+ybc

运动轨迹如图 4 所示 （仿真参数见表 2）。从图中可
见，在工况 4 下的轴心轨迹较其他工况下的明显放
大，这主要是由于此转速接近叶片飞失后系统的固有

茁max=max(F(t))/ r棕2dm=max(F(t))/Mrc棕2
赘

（c）盘心运动轨迹

振动响应

F(t)= 姨Fx2(t)+Fy2(t)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b）盘心 y 向位移

频率而发生的共振现象。
（5）

赘

式中：max（·）和 mean（·）分别为取最大值和均值函
数；(Fsteady(t)为轴承支承总反力的稳态部分时域曲线；
M 为单叶片的总质量，M=0.13517 kg；为单个叶片质
心距 z 轴的距离；棕 为转子转速，棕=仔n/30 rad/s；xbc 和

ybc 分 别 为 单 个 叶 片 质 心 在 x 和 y 方 向 的 坐 标 ，
xbc=120.33 mm，
ybc=9.08 mm。

3.1 转速对系统振动响应的影响
在工况 1 下盘心在 x 和 y 方向的振动响应以及
轴心轨迹（仿真参数见表 2）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

（a）盘心运动轨迹

（b）工况 5 下盘心 x 向位移

振动响应
图 4 不同转速下的盘心运动轨迹

径向位移 rmax 和 rmean 随转速的变化规律如图 5
（a）所示。从图中可见，径向位移以近共振转速为界，
往两边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其中，rmax 为径向位移时程
曲线中的最大值，
rmean 则为稳态响应中的均值（如图 5
（b）所示）。

见，叶片飞失前盘心的振动幅值较小，轴心轨迹为 1

系统的轴承支承总反力时域曲线和无量纲幅值

个较小的椭圆，这主要是由于系统结构为周期对称结

比变化规律如图 6 所示。从图 6（a）中可见，
断叶飞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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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径向位移随转速的
变化规律

（b）工况 6 下径向位移

（a）盘心运动轨迹

振动响应

（b）径向位移随不平衡量的变
化规律

图 5 径向位移幅值随转速的变化规律

图 8 不同不平衡量 e 下的盘心运动轨迹及径向位移

会对系统产生 1 个瞬时冲击，此外，在近共振转速下

可见，不平衡量 e 的增加导致盘心运动轨迹增大以及

轴承支承总反力最大。不平衡力幅值比随转速的变化

rmax 和 rmean 间差距更加明显。这主要是由于不平衡量 e

规律如图 6（b）所示。从图中可见，在低转速区，轴承

越大，系统引入的突加不平衡力越大，叶片丢失瞬间

支承总反力和断叶飞失引入的不平衡力（e棕 ）近似相

对系统冲击振动响应的影响越明显。图 9（a）、
（b）中

等；随着转速的升高，轴承支承总反力呈现出先增大

轴承支承总反力的变化规律同样证明这一现象。图 9

2

后减小的趋势，在近共振处达到最大值。

（a）轴承支承总反力的

（b）无量纲幅值比随

时域曲线

转速的弯化

（c）、
（d）表明轴承支撑总反力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系统

（a）盘心运动轨迹

（b）工径向位移随不平衡量的
变化规律

图 6 轴承支承总反力时域曲线及无量纲幅值比

在不同转速下，
取左端轴承 x 方向支承反力的稳
态响应部分得到的 3 维谱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
谱图中只出现了明显的
转频成分，且在近共振

（c）不平衡量的变化规律

转速处（工况 4）出现了

图 9 不平衡量 e 对系统振动响应的影响

明显的幅值放大现象
（系统在 14400 r/min 时
的 1 阶正进动频率约为
237.85 Hz）。

图 7 左端轴承 x 方向支承
反力的 3 维谱

3.2 不平衡量对系统振动响应的影响

的不平衡量。在不同不平
衡量 e 下，取左端轴承 x
方向支承反力的稳态响
应所作的 3 维谱如图 10

盘心运动轨迹和径向位移（rmax，rmean）随不平衡量

所示。从图中可见，谱图

e 的变化规律如图 8 所示（仿真参数见表 3）。从图中

中仅存在转频成分，且转

表 3 不平衡量 e 的仿真参数

频幅值与不平衡量 e 成

数值

正相关关系。

仿真参数
不平衡量

工况 1：
e=5.63

e/（kg·mm） 工况 2：
e=8.82
工况 3：
e=11.56
工况 4：
e=13.87
工况 5：
e=16.31

（d）茁max/e 和 茁mean/e 的变化规律

其余参数说明
n=10000 r/min；
d=0 mm
k xi=k yi=2×10 N/m（i=1，
2）
7

c xi=c yi=1×103 N·s/m（i=1，
2）

图 10 左端轴承 x 方向
支承反力的 3 维谱

3.3 盘偏置量对系统振动响应的影响
不同盘偏置量 d 对盘心运动轨迹及径向位移
（rmax，rmean）的影响规律（仿真参数见表 4）如图 11 所
示。从图中可见，当 d=0 mm 时，
所得轴心运动轨迹和
径向位移（rmax，
rmean）最大。轴承支承总反力以及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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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盘偏置量 d 的仿真参数
仿真参数

数值

表 5 支承刚度的仿真参数

其余参数说明

仿真参数

数值

工况 1：
d=-100
盘偏置量 d/mm

其余参数说明

工况 1：k xi=k yi=2×10 （i=1，2） e=16.31 kg·mm
5

工况 2：
d=-50

e=16.31 kg·mm；
n=10000 r/min

工况 3：
d=0

k xi=k yi=2×107 N/m（i=1，
2）

工况 4：
d=50

c xi=c yi=1×103 N·s/m（i=1，
2）

工况 2：k xi=k yi=2×106（i=1，2） n=10000 r/min；d=0 mm

支承刚度/

工况 3：k xi=k yi=2×107（i=1，2） c xi=c yi=1×103 N·s/m（i=1，2）

（N/m）

工况 4：k xi=k yi=2×1010（i=1，2）

工况 5：
d=100

幅值比的变化规律如图 12 所示。由图中可见，在
d=-100 mm 和 d=100 mm 时的轴承支承总反力时域
曲线和无量纲幅值比几乎相同，而在 d=-50 mm 和
d=50 mm 时的轴承支承总反力时域曲线和无量纲幅

（a）盘心运动轨迹

值比存在一些差别。在 d=0 mm 时，系统的轴承支承

（b）径向位移支承刚度
变化规律

总反力和无量纲幅值比达到最大值。左端轴承 x 方向

图 14 不同支承刚度下的盘心运动轨迹以及径向位移

支承反力的 3 维谱（如图 13 所示）同样反映了这一规
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轮盘结构的锥度

6

特征（图 1）和盘偏置耦合所致。

4

工况 2
工况 5

工况 1
工况 4

工况 3
4

0

2

放大图

2

0.1

t/s

0.2

茁max
茁min

0.3

0

1

2

工况

3

4

（a）轴承支承总反力的时域曲线（b）无量纲幅值比随支承刚度
的变化规律
（a）盘心运动轨迹

（b）径向位移随盘偏置量的

图 15 轴承支承总反力的时域曲线以及无量纲幅值比

变化规律
图 11 不同盘偏置量下的盘心运动轨迹以及径向位移
工况 2
工况 1
工况 4
工况 5
放大图

6

度下，瞬态径向位移 rmax 和

工况 3
4

4
放大图
2

0

0.1

t/s

相关关系，且在大支承刚

0.2

0.3

稳态径向位移 rmean 几乎相

茁min

茁max

3

同。在较大的轴承支承刚

2

度下（工况 4），轴承支承总

1

2

3
工况

4

5

（a）轴承支承总反力的时域曲线（b）无量纲幅值比随盘偏置量
的变化规律
图 12 轴承支承总反力的时域曲线以及无量纲幅值比

3.4

支承刚度对 系统振
支承刚度对盘心运动

图 14（a）表明轴承支承刚

反力的 3 维谱

轴承处 x 方向支承反力在不同支承刚度下的 3 维谱
如图 16 所示。在支承刚度为 2×107 N/m 下的轴承反
力较其他支承刚度下的大。

本文基于 ANSYS 和 LS-DYNA 软件仿真模拟平

轨迹和径向位移（rmax，
rmean）
数见表 5） 如图 14 所示。

剧烈，如图 15 所示。左端

4 结论

动响应的影响

的影响规律 （相关仿真参

反力的时域曲线波动较为 图 16 左端轴承 x 方向支承

台，采用隐式 - 显式序列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建立了
图 13 左端轴承 x 方向支承
反力的 3 维谱

弹性支承下转子 - 盘片系统的有限元模型，并基于此
模型讨论分析了转速、不平衡量、盘偏置量和支承刚
度对系统振动响应的影响，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度对转轴的瞬态涡动轨迹影响最为明显；图 14（b）则

（1）转速越远离系统的近共振区，轴承支承的总

说明系统的瞬态径向位移 rmax 与弹簧支承刚度成反

反力越小。针对本文所研究的系统，在近共振区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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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总反力幅值放大倍数最高达 10 倍以上；
（2）轴承支承总反力的变化趋势与系统不平衡量
的变化趋势相同，即随着不平衡量的增加，轴承支承
总反力逐渐增大；
（3）轮盘越靠近轴承支承端，叶片飞失引入的轴
承支承总反力越小，在转轴中部达到最大值；
（4）在刚性支承下叶片飞失引入的轴承支承总反
力较柔性支承的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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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积叠线的风扇叶片优化与振动特性研究
张效溥 1，王仲林 1，田

杰 1，2，3，陈 勇 1，2，3，
欧阳华 1，2，3

（1.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
上海 200240；
2.燃气轮机与民用航空发动机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上海 200240；
3.先进航空发动机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100191）

摘要：为了改善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静强度和振动特性，
以风扇叶片静应力和应变能密度指数为优化目标，采用 Kriging 代理
模型和微种群遗传算法，
分析风扇叶片重心积叠线周向构型变化对叶片强度振动性能的影响。以叶片重心积叠线周向构型为设计
参数，
实现风扇叶片参数化建模和有限元网格的自动划分及有限元计算。建立航空发动机风扇
“参数化建模—有限元仿真—强度和
振动特性优化”的一体化平台，
对某宽弦风扇叶片进行优化设计。结果表明：
优化后叶片中心的高应力区向叶尖偏移，
叶根前缘的高
应力区得到了改善，
最大静应力减小了 5.45%，应变能密度指数减小了 5.94%，在相同载荷下的第 1 阶振动应力裕度从 66.81%提高
到了 70.46%；
叶片的固有频率、振型和共振裕度等没有明显变化，表明此优化算法可有效改善叶片的静强度和振动应力分布，且不
会对其它振动特性产生不利影响。
关键词：风扇叶片；
积叠线；Kriging 代理模型；
振动特性；
优化设计；
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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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Optimization and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an Blade Based on Stack Line
ZHANG Xiao-pu1袁WANG Zhong-lin1袁TIAN Jie1袁2袁3袁CHEN Yong

袁OUYANG Hua

1袁2袁3

1袁2袁3

渊1.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袁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袁Shanghai 200240袁China曰2.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Gas
Turbine and Civil Aero Engine袁Ministry of Education袁Shanghai 200240袁China曰3.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Advanced AeroEngine袁Beijing 100191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tatic strength and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eroengine fan blades袁the static stress and Strain

Energy Density渊SED冤index of fan blades were taken as the optimization objective. The influence of the circumferential configuration change
of the fan blade barycenter stack line on the blade performance of strength and vibration was analyzed by Kriging surrogate model and micro

population genetic algorithm. Taking the circumferential configuration of the blade barycenter stack line as the design parameters袁the

parametric modeling of the fan blade袁the automatic division of the finite element mesh and the finite element calculation were realized. An
integrated platform of 野parametric modeling-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characteristics optimization of strength and vibration冶 for aeroengine

fan was established to optimize the design of a wide-chord fan bla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 stress zone in the center of blade moves
to the tip after optimization袁the high stress zone of the leading edge of the blade root is improved. The maximum static stress decreases by
5.45%袁the SED index decreases by 5.94%袁and the vibration stress margin of first order increases from 66.81% to 70.46% under the same

load. There is no obvious change in the natural frequency袁vibration mode and resonance margin of the blade袁which shows that th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tatic strength and vibration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he blade袁and will not have adverse
influence on other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fan blade曰stack line曰Kriging surrogate model曰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曰optimization design曰aeroengine

0 引言

气动力导致激振的部件的振动特性在整个声明的飞

航空发动机适航认证条例 CCAR 33.83 规定：每

行包线范围内是可接受的[1]。作为航空历史上销量最

型发动机必须进行振动测试，
以确定可能受机械或空

高的 CFM56 系列发动机，虽然通过了适航认证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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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上亿小时，但仍在 2016 年[2]和 2018 年[3]分别发生
了 2 次严重的发动机事故。初步报告指出事故原因是
由于风扇叶片的高周疲劳导致在靠近叶片根部发生
失效断裂，叶片飞出后造成非包容性损伤。可见风扇
叶片的高周疲劳对发动机的安全性有很大影响。
国内外学者对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的振动特性
和高周疲劳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Cowles[4]总结了航
空发动机高周疲劳产生的原因和研究方法；Ewins[5]归

Y min-Y max
Y max

纳了旋转叶轮机械的振动来源，重点关注共振问题的

<0.1% or N>50

避免和控制技术；Ni 等 [6]通过仿真和试验方法研究了
多模态激励下风扇叶片的应力特性；马艳红等 [7]分析
了离心力产生的弯矩和扭矩与气动力产生的弯矩复

图 1 优化设计流程

合作用对叶片静应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可以通过调节
叶片积叠线的弯掠构型，使得附加弯矩与扭矩载荷相

后处理得到完整的样本空间；其次建立代理模型，利

互抵消，降低叶片最大静应力；
Deng 等[8]、
Astrua 等 [9]、

用遗传算法搜索并预测使目标函数最小的设计变量

张蓟欣等 [10]以静应力和共振裕度为目标函数对叶片

组合；再次通过种群迭代直到目标函数达到收敛准

的积叠线进行优化，
得到具有足够安全系数的叶片设

则；最终将满足设计要求的最优解生成叶型，优化过

计；Li 等 、Wang 等 、Samad 等

程结束。

[11]

[12]

、Myoren 等 学者

[13-14]

[15]

利用 CFD 对叶片的积叠线弯掠造型进行优化，得到

1.1 基于 Kriging 模型的优化算法

具有更好气动性能的叶片设计；Kou 等 [16] 和 Simmons

在计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代理模型使用少量的

等 [17]研究了气动载荷对叶片静频和动频的影响及共

数据点即可对整个样本空间进行较高精度的预测

振下的应力分布，结果显示气动载荷对振动应力没有

[13]

明显影响。上述基于叶片积叠线的优化研究主要考虑

遗传算法作为优化算法对风扇叶形进行优化设计，大

气动性能参数，将静应力和共振裕度作为限制条件，

大降低了优化所需要的计算资源和时间成本。

而对叶片振动应力及振动特性考虑较少。

1.1.1

。本文采用 Kriging 插值模型为代理模型，将微种群

Kriging 模型的构建

本文通过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重心积叠线周向

Kriging 模型通过将样本函数线性加权，得到响

构型的优化设计，改善风扇的强度和振动特性。基于

应值与设计量之间的近似插值函数，对最优设计变量

Kriging 代理模型和微种群遗传算法，建立了航空发

进行预测，插值函数的基本形式为

动机风扇“参数化建模 - 有限元仿真 - 强度和振动

y(x)=f(x)+Z(x)

（1）

特性优化”一体化平台。基于该平台对某宽弦风扇叶

式中：
f(x)为未知的全局近似值；Z(x)为均方差为 滓、均

片进行优化设计，并对比分析原型风扇和优化后风扇

值为 0 的高斯随机函数。

的振动特性。

1 优化流程及建模
本文采用Kriging 代理模型和微种群遗传算法，通

空间内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由协方差矩阵函
数表示为
Cov(Z(x),Z(x忆))=滓2R[C(x忆,兹)]

（2）

式中：R 为对角线对称的相关矩阵；C 为矩阵中的相

过 Matlab 程序和批处理脚本，自动调用 UG/NX 和

关函数；
兹 为待训练参数。

ANSYS-APDL 等软件，
实现了优化流程的自动化运行，

本文相关系数选取各向同性的高斯指数模型，取光滑

建立了航空发动机风扇“参数化建模—有限元仿真—

因子 p=2，其表达式为

强度和振动特性优化”
的一体化平台，
如图 1 所示。
从图中可见，首先利用均匀设计法构造设计变量
矩阵，
通过参数化建模、自动网格划分、有限元仿真及

C(x，x忆，
兹)=exp(-兹|x-x忆|p)，
p=2

（3）

根据插值函数无偏性的特点，推导出未知点处预
估函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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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赞=茁+rTR-1(Y-茁f)

（4）

所示。这样既保证叶型与伸根段的光顺连接，又避免

式中：r 为空间内未知点与样本点之间的相关向量，

对叶尖造型造成较大影响。优化过程中改变控制点的

茁 及 茁 的标准差为

坐标，通过样条插值得到新的积叠线，通过曲面网格

rT=C(x0，x1，兹),C(x0，x2，
兹)…C(x0，xn，兹)]
茁=(fTR-1茁f)-1fTR-1Y

滓=
1.1.2

姨

1 (Y -茁f)TR -1(Y -茁f)
n

（5a）

法生成新叶型。最后，将新叶型与叶根进行光滑性拼

（5b）

接后得到新叶片模型。在 ANSYS-APDL 中通过扫掠

（5c）

Kriging 模型训练

生成结构化网格，包括 18976 个单元和 25602 个节
点，得到网格质量良好的有限元模型，
如图 3 所示。在
有限元计算中，对榫头上表面节点施加法向约束，对

Kriging 插值模型优劣的关键在于参数的选取，

榫头前端面施加轴向约束。

本文采取最大似然估计法作为训练的依据，最终将问
固定点
控制点
可移动
非控制点

题转化为使下式最大
2
社
L =滓n|R|
1

（6）

由于无法直接求解 兹，因此需要采用合适的优化
算法。比较常见的算法为模式搜索算法，但是该算法
对初始设计变量的依赖性很高 [18]，会影响 Kriging 模
型的训练结果。本文采用微种群遗传算法，相比传统

图 2 叶片型线的提取和

图 3 叶片有限元模型及

的遗传算法，微种群遗传算法的种群较小，遗传操作

积叠线的生成

网格划分

采取锦标赛选择和均匀交叉算子，并且略去了变异操
作，因此拥有更高的收敛速度和全局寻优能力[19-20]。
1.1.3

最优解的求取

1.3.1

设计参数

文献[7]中的结果表明：
叶片积叠线的弯掠构型使

本文采取 EI 函数来求得最优解，
其定义为
赞
赞
E(I(x))=(ymin-y赞)椎( ymin-y )+s赞 追( ymin-y )
s赞
s赞

1.3 设计参数与目标参数

得附加弯矩与扭矩载荷相互抵消，从而降低叶片最大
（7）

式中:椎 和 追 分别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和密度
函数；y赞和s赞 分别为 x 处的代理模型估计值及标准差；
ymin 为当前样本库中的最优函数值。
EI 函数可以有效地表征目标函数的改善量，因
此在约束范围内求解出使 EI 函数达到最大值的 x 即
为预测最优解。与代理模型的训练相似，本文采用微
种群遗传算法求解 x，有效克服了传统惩罚函数法中

静应力。虽然风扇叶片的气动载荷和静态变形存在耦
合关系，但相比于叶片的掠型，弯型的小偏移量对气
动参数影响较小，气动参数的微小变化也不会对叶片
的振动应力产生明显影响。文献[23]对比了单独离心
载荷与离心和气动载荷同时作用下风扇叶片的固有频
率、共振裕度及振动应力，结果显示：气动载荷对叶片
的振动应力等特性影响较小。为此本文仅对叶片的周
向积叠线进行小范围优化，
且不考虑气动载荷的影响。
在叶片参数化建模中截取 16 个截面，如果将所

收敛性较差、惩罚因子难以选取的问题 [21]，大幅度减

有截面的周向坐标作为设计参数，很可能导致叶片表

小了计算量。

面呈现波纹状不光顺的造型。因此设计参数选取积叠

1.2 风扇叶片参数化建模

线上 3 个截面重心作为控制点，
每个截面的周向坐标

为了在优化过程中实现自动建模和划分网格，需

作为设计参数，
通过 3 次样条生成新的积叠线。为了保

要将叶片模型参数化处理。首先将叶片以流道线为界

证与叶根的光顺连接且叶尖位置造型上与原始叶片没

分成叶型和叶根 2 部分，仅对叶型部分进行优化。为

有太大的区别，
靠近叶根的 1～5 号截面重心设为固定

了提取原型叶片的截面和积叠线，以风扇旋转中心为

点，
16 号截面和 15 号截面保持相同的位移。这样的设

轴，利用圆柱面和圆锥面分别截取叶型，得到 16 组叶

计参数可保证尽可能减小对气动性能的影响。

型截面，通过积分法求得重心积叠线的坐标。其次，选

1.3.2

取第 7、
11 和 15 截面的重心作为控制点

[10，
22]

，如图 2

目标参数
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风扇叶片由于尺寸较大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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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较高，在工作中会产生很大的离心应力，这对叶

1。在有限元静力分析中施加转速载荷，模态分析和谐

片的结构强度提出很高要求。现有涉及叶片重心积叠

响应分析分别采用 Block Lanczos 法和完全法，均考

线优化的文献中均将最大静应力作为约束条件或目

虑了离心力产生的预应力。

标参数，但由于风扇叶片在工作中受到来自发动机进

表1

口的多种激励，如流场畸变、地面吸涡等，还受到流道

Parameters

Value

Parameters

Value

Aspect ratio

1.79

Density/（kg/m ）

4430

Radius ratio

0.32

Young's Modulus/GPa

113.8

Tip speed/（m/s）

406

Poisson's ratio

0.342

最大静应力 /MPa

633.9

资1max/资1max,0

1.00

内涡流和湍流的激励。这些来自气动载荷的激励通常
具有一定的频率特征，使风扇叶片产生剧烈的振动甚
至是颤振，对风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有很大影响。因
此，为了使优化后叶片的振动特性满足要求，除最大

Flow/（kg/s）

静应力 Smax 之外，还引入模态振动应变能密度指数作

被用来判断弹塑性材料的失效断裂及裂纹扩展 [24-26]。
本文选择的是应变能密度指数 资，其定义为叶片表面
最大应变能密度 籽max,SEDe 与平均应变能密度的比值
m

资=

籽max,SEDe

m

（8）

m

∑SEe /∑V e

24

7、11 和 15 号截面重心的周向偏移量分别记为
x1、x2 和 x3。文献[27]表明：叶片弯向构型会促使附面
层低能流体向叶中移动，对喘振裕度、气动噪声等产
生一定影响。因此，为了保证叶型的光滑性并使其气
动性能影响尽可能小，设置其变化范围分别为 -2~2
mm、
-3.5~3.5 mm 和 -5~5 mm。则该优化问题可表示为
1
1
max,0
min Smax-Smax,0 + 资 max-资
1
Smax,0
资 max,0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式中：
上标 m 表示第 m 阶模态。
应变能密度定义为
籽SEDe=SEe/V e=着e滓e/2V e

s.t.

（9）

式中：
着e、滓e 和 Ve 分别为单元的应变、
应力和体积。

指数 资max 的相对值表征了不同叶片设计的应变

能密度的集中程度。叶片的 资max 值越小，其应变能分
布越均匀，最大应变值相对较低，叶片的疲劳寿命更
长。由于优化过程中的种群最优解是通过目标参数值
对比得到的，
所以应变能密度指数适用于优化过程中
表征叶片的振动特性。
在发动机工作中，风扇叶片的第 1 阶弯曲模态会
受到侧风、进气畸变、吸涡等激励，而且颤振也经常发
生在第 1 阶模态。第 1 阶模态的振幅和能量都明显高

叶型积叠线对比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3 个控制
点都向吸力面偏移，中间的控制点偏移比两端的大，
叶片整体呈“C”型。样本库内最优值随着迭代次数变
化如图 5 所示。

资1max 作为代表振动特性的目标参数。考虑到静应力和

60

max,0
f=c 1 Smax-Smax,0 +c 2 资 max-资
Smax,0
资1max,0
1

（10）

2 优化设计算例

-5≤x3≤5

过 50 次迭代后，优化结束。原型与 C 参数优化后的

动。本文在优化中将第 1 阶模态的应变能密度指数

到最终的目标参数 f，
本文选取权重系数 c 1=c 2=1。

-3.5≤x2≤3.5

化，再对二者加权的复合目标函数（C）进行优化。经

80

模型的参数值对目标参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再加权得

（11）

A）和应变能密度指数（参数 B）为单目标函数进行优

100

应变能密度指数的数量级和量纲不同，分别通过原始

-2≤x1≤2

使用代理模型优化算法，先分别以静应力（参数

于其他阶次，所以在工程中更关注第 1 阶模态的振

1

3

353.7

Blade number

为优化目标。
应变能密度可表征应变状态。应变能密度准则常

原型叶片的材料及设计参数

0

原型叶片非控制点
原型叶片控制点
优化叶片

-0.04
-0.06
-0.08

40

-0.10

20
0
0

复合目标函数

-0.02

-0.12
-0.14
5
10
周向位置 /mm

15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迭代次数

图 4 优化前、
后的重心

图 5 样本库最优值与迭代

积叠线

次数的变化

优化后的设计参数见表 2。从表中可见，单目标

基于上述优化流程，将某宽弦风扇叶片作为优化

参数优化的结果在改善了目标参数的同时，导致另一

对象，进行周向积叠线优化，其设计及材料参数见表

参数的恶化，而双目标参数加权的优化结果使得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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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1/资10

参数都得到了改善。最大静应力相比原型叶片减小了
5.45%，
第 1 阶应变能密度指数减小了 5.94%。
表 2 优化叶片与原型叶片参数对比
优化参数

优化值
Opt A

Opt B

Opt C

x1/mm

-1.348

1.554

1.116

x2 /mm

2.371

-1.764

1.373

x3 /mm

-0.5683

-4.979

0.3552

静应力 /%

-6.45

+2.53

-5.45

应变能密度指数 /%

+12.6

-10.6

-5.94

（a）Original

（b）Optimized

图 7 优化前、
后 1 阶应变能密度指数

优化前、
后的等效静应力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
见，原型叶片的 2 个高应力区域分别位于叶根前缘和
叶型中部。静应力的最大值位于吸力面的叶根前缘，
叶片中部的静应力具有宽弦风扇叶片典型的“靶心”
式分布。相比之下，优化叶片的最大应力也出现在叶

（a）Original blade

根前缘，但是数值减小了 5.45%，叶片安全系数则由
1.29 提高到 1.37。同时，叶片中部的高应力区向叶尖
方向移动；叶根前缘处较高应力区的应力水平也得到
了较明显的改善。
（b）Optimized blade
图 8 优化前、
后前 5 阶振型

所示。图中从左至右依次为第 1 阶周向弯曲模态、第
1 阶轴向弯曲模态、第 1 阶扭转模态、第 2 阶弯曲模
态及第 2 阶弯扭组合模态。结果显示优化前、后的前
4 阶振型基本不变，第 5 阶振型在后缘处有一定的差
别，可见高阶复杂振型对积叠线的变化更敏感。
原形叶片和优化后叶片在不同转速下的固有频
（a）Original

（b）Optimized

图 6 优化前、后叶片 Von Mises 静应力

率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
二者在前 6 阶的固有频
率基本一致。由坎贝尔图可以得到叶片在各转速下的
共振裕度。对于工程上较

900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原型叶片
优化叶片

优化前、后的第 1 阶模态应变能密度分布如图 7

关注的第 1 阶模态，从转

所示。从图中可见，
原形在叶片中心有 1 个较高幅值

速为 60%～105%内，优化

区域。而在优化叶型中，该区域幅值有所减小。同时，

前、后叶片的共振裕度都

原型叶片的应变能密度集中于前缘，
而优化叶片高应

保持在 20%以上，相互差

变能密度区域分成了 2 个应变能密度相对较低的区

别极小，
对比见表 3。因此

0

域，最大值点位置没有明显变化，且峰值降低了

优化设计没有对共振裕度

图 9 优化前、
后叶片的

5.94%。说明叶片的应变能密度分布得到了改善。

产生明显影响。

除了作为目标参数的静应力和应变能指数以外，

20

40
60
80
相对转速 /%

100 120

故有频率

振动应力裕度基于 Goodman 曲线，在考虑静应

风扇叶片的固有频率及振型、
共振裕度和 weaklink 也

力的基础上可评估振动应力到许用应力的裕量，是评

是衡量振动特性的重要指标。叶片前 5 阶振型如图 8

价叶片高周疲劳特性的重要指标。Goodman 曲线如图

张效溥等：基于积叠线的风扇叶片优化与振动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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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所示，直线上方的区域 表 3 优化前、后转速为 60%
代表高周疲劳的危险区 ~110%时第 1 阶频率裕度
域。考虑叶片材料属性和
加工的不确定度，需要在

转速 /%

共振裕度 /%
原型叶片

优化叶片

63

有所增大，说明叶片的高周疲劳特性得到了改善。

3

结论
本文对风扇叶片重心积叠线弯曲构型进行了参

设计中留有足够应力 裕

60

20.14

20.14

数化建模，
使用 Kriging 代理模型和微种群遗传算法搭

度。振动应力裕度 M 定义

70

29.64

29.64

建了风扇叶片强度和振动特性的一体化平台，对某宽

80

30.93

30.93

弦风扇叶片的积叠线进行优化设计，
得到了如下结论：

90

27.21

27.21

（1）基于重心积叠线周向构型对风扇叶片进行参

100

23.89

23.89

数化建模和自动化网格划分。结合 Kriging 代理模型

110

22.37

22.37

为考虑静应力下，实际振
动应力 滓v 与许用振动应
力 滓A 的相对差值
M=1- 滓v
滓A

（11）

为了对比优化前、后的应力裕度，在谐响应分析

和微种群遗传算法，综合考虑静应力和应变能密度指
数为优化目标函数，
建立了航空发动机风扇
“参数化建
模—有限元仿真—强度和振动特性优化”
一体化平台。
（2）基于该平台对某型宽弦风扇叶片改型后的直

中对叶片施加周期性全

叶片进行了优化，
得到优化设计的各项目标参数均有

局加速度载荷，载荷频

改善。优化后的叶片静应力在叶片中心高应力区向叶

率为叶片的第 1 阶固有

尖偏移，
叶根前缘的应力集中得到改善，
且最大静应力

频率，计算得到振动应

比原型叶片的减小了 5.45%，第 1 阶应变能密度指数

力从而求得第 1 阶模态

减小了 5.94%，
相比于单目标优化结果更加全面有效。

的应力裕度。结果显示

（3）对比优化前、后叶片的振动特性发现，叶片的
振型、固有频率和 weaklink 点没有明显变化，第 1 阶

优化后的第 1 阶振动应
力 裕 度 从 66.81% 提 高

图 10 修正的 Goodman 曲线

[4，
28]

振动应力裕度从 66.81%提高到了 70.46%。说明优化
流程有效地改善了叶片的强度和高周疲劳特性，且对

到 70.46%。
在应力裕度的基础上，
对叶片高周疲劳的失效位
置，
即 weaklink 进行评估。通过仿真计算得到每个节

其他振动特性没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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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泊松分布的轮盘多危险部位定寿方法
郭秩维，
曹

航，李瑾亮，郭

勇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沈阳 110015）

摘要：在航空发动机轮盘低循环疲劳寿命评估试验中，针对基于中位、最小和最大寿命的寿命分散系数存在预估可靠寿命偏
低的问题，根据失效部位出现次数服从泊松分布的假设和次序统计量理论，推导了 1 种新轮盘寿命散度计算公式，并提出 1 种轮
盘安全寿命的估计方法。通过数值算例对比了该方法与基于中位、
最小和最大寿命、
单侧容限系数法、
新单侧容限系数法在预测安
全寿命精度上的差异。结果表明：
新方法相对于其它方法能够给出更接近真实安全寿命的估计值。
关键词：轮盘；
疲劳寿命；
试验评定；
对数正态分布；
泊松分布；分散系数；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4.012

Life Determination Method for Disk Multi-dangerous Sites Based on Poisson Distribution
GUO Zhi-wei袁CAO Hang袁LI Jin-liang袁GUO Yo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that the life scatter factors based on the life of median袁minimum and maximum were low in

predicting the reliable life in the low cycle fatigue life evaluation test of aeroengine disk袁a new calculation formula of life divergence of disk
was derived and a method for estimating the safe life of disk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number of failure parts obeyed
Poisson distribution and the theory of order statistic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ethod and the method based on the life of median袁

minimum and maximum袁one-side tolerance factor method and new one-side tolerance factor method in predicting safety life were compared
by numerical exam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method can estimate the real safe life better than other methods

Key words: disk曰fatigue life曰experimental assessment曰logarithm normal distribution曰Poisson distribution曰scatter factors曰aeroengine

0 引言

车发动机相同的发动机关键件”
开展低周循环疲劳试

航空发动机整机寿命是十分重要的技术指标，对

验。多年来，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研究不同分布类型

发动机设计、
研制、使用及成本等具有重大影响。一般

下如何利用子样试验数据进行高置信度和高可靠性

而言，
航空发动机中关键零部件的寿命在很大程度上

的寿命估计；如何利用试验数据构造母体寿命的置信

决定了整机寿命，关键零部件定寿是整机定寿的基

下限估计量从而获得安全寿命；
如何根据定时无失效

[1]

础 。轮盘作为发动机中最重要的断裂关键件，在设

数据估计安全寿命等问题，并在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

计、研制和使用过程中不仅有寿命要求，还有损伤容

中，提出了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和理论公式，积累了

限要求。试验评估一直是确定发动机轮盘安全寿命的

许多成功经验。从研究方向上主要分为 2 类：对不完

重要手段。此外，
发动机轮盘制备成本高，
寿命试验成

全寿命数据下的可靠寿命的置信下限估计[3-5]；
对完全

本昂贵、周期长，且设计载荷谱与使用载荷谱存在差

数据下的可靠寿命的估计。对于第 2 类，又可以分为

异，因此在航空发动机研制阶段一般仅通过极少量的

基于容限系数的研究方法 [6-9]和基于分散系数的研究

轮盘寿命试验确定其安全寿命，
比如 GJB 241A-2010[2]

方法 2 个子类，
核心目标都是获得满足一定置信度的

中明确指出要
“用 3 套在零件目录和结构上与持久试

可靠寿命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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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空发动机轮盘小样本定寿方法上，分散系数
方法一直是工程实践领域所采用的主要方法 。文献
[10]

[11]给出在寿命服从对数正态分布下，基于最差、最好
和中位试验寿命的分散系数，
但仅限于对数寿命方差
为 0.13 的特殊情形；陆山等[12]推导了基于对数正态分
布小子样最差和最好试验寿命的分散系数计算公式；

等价变换式（2），得到
蓻
滋logN -滋logN
+3 姨 n
P 滓logN / 姨 n
=酌
<姨n K
蓻
滓logN /滓logN
蓻
滋logN -滋logN
上晌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尚

基于试验极值信息的寿命分散系数计算公式及确定
技术寿命的方法，并针对试验数据缺失无法获得中位
寿命情况，提出了基于任意 2 点试验信息的寿命分散
系数法；陆山等 [16-18]提出了 2 种改进的寿命分散系数

t

t

方法。
本文结合上述研究成果，对于多个轮盘，当同应
力危险部位出现的裂纹数服从泊松分布情形下，研究

精度上的差异。

t

中心参数为 3 姨 n 的非中心 t 分布 （学生式分布，简
记为 t 分布）。

由式（3）可得单侧容限系数为

结果，推测轮盘寿命总体在给定试验环境下的可能
“最小”寿命值（试验安全寿命）。本文总是认为轮盘的
试验寿命值 Nt 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并且试验安全寿

命 A t 定义为可靠度为 99.87%下的寿命值，即 P(A t臆
Nt)=99.87%。

1.1 单侧容限系数法
对轮盘安全寿命的评估是经典的统计问题。当在
试验环境下轮盘寿命总体的对数均值 滋logN 和标准方
t

差 滓logNt 未知时，总体的百分位值 logA t 的置信下限估

（4）

P(t臆t酌)

（5）

式中：t酌 为 t 分布变量的上百分位值，即有
由轮盘试验件数量 n 和试验寿命结果，可得到安
全寿命的估计值为

蓻
蓻
滋 -K滓
蓻
A t =10
logNt

logNt

（6）

1.2 新单侧容限系数法

t

（1）

t

蓻 蓻
式中：滋logN 和滓logN 分别为总体均值和方差的估计量；K
t

为单侧容限系数。

蓻
考虑随机变量 logA t 小于总体真值 logA t=滋logN-3滓logN
t

的概率以置信度 酌 表示为
蓻 蓻
P(滋logN -K滓logN <滋logN -3K滓logN )=酌
t

t

给出 1 种新单侧容限系数 h
蓻 蓻
P(滋logN -h滓logN <滋logN -3滓logN )=酌
t

t

其中
h=3茁+t酌

t

t

t

姨 n +9(茁 -1)
1

2

（7）

（8）

式中：茁 为修正系数，定义为
茁=

姨

n-1
2

式中：祝 为伽玛函数。

蓸 n-12 蔀
n
祝蓸 蔀
2

祝

由此得到安全寿命的估计值为
蓻
蓻
滋 -h滓
蓻
A t =10
logNt

蓻 蓻 蓻
logA t =滋logN -K滓logN

t

K= t酌(n-1,3 姨 n )
姨n

母体真值之差比较大的问题，采用 1 种新的估计量，

轮盘安全寿命评估方法的内在要求是根据试验

t

t

服从自由度为 n-1 （n 可理解为轮盘试验件数量），非

文献[19]根据单侧容限系数法存在的置信下限与

1 容限系数法

计为

t

t

了轮盘安全寿命的确定方法，
并对比了基于容限系数
方法、
不同分散系数方法和本文方法在预测安全寿命

t

（3）

+3 姨 n
滓logN / 姨 n
由统计理论可知，随机变量
蓻
滓logN /滓logN

方法，
以及在 1 个试件情形下低循环疲劳寿命试验同
应力部位出现不同数量破坏情形下的寿命散度计算

梢裳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
梢捎

t

t

王卫国等 [13]推导了基于威布尔分布小子样最差和最
好试验寿命的分散系数计算公式；姚刚等 [14-15]提出了

t

logNt

（9）

（10）

2 分散系数方法
在试验环境下轮盘寿命总体对应可靠度为
99.87%的寿命值 N99.87 与对应可靠度为 0.13%的寿命

t

值 N0.13 的比值 N0.13/N99.87 已知时，可以得到对数寿命
母体的标准方差为

（2）

滓logN =(log(N0.13)-log(N99.87))/6
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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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得到对数安全寿命的估计值为
蓻 蓻
logA t =滋logN -3滓logN
t

t

P(log(Nt(1))-u酌滓logN <滋logN )=酌
t

（12）

当采用轮盘寿命试验的寿命中位值、最小值和最
蓻
蓻
大值估计滋logN 时，得到对 logA t 不同的估计方法。
t

2.1 基于中位寿命的估计
蓻
当用滋logN 估计寿命总体 滋logN 时，可能大于 滋logN ，也
t

t

t

蓻
可能小于 滋logN 。为评估安全起见，对估计量滋logN 赋予
t

t

蓻
蓻
一定的置信度，使得估计出的滋logN 尽可能小于滋logN ，为
t

蓻
此将滋logN 写成

t

由统计理论可知，标准正态最小次序统计量 Ut(1)
的分布函数为
F(Ut(1))=1-(1-椎(Ut(1)))n
蓻
得到估计量滋logN
t

n
蓻
滋logN =log(Ut(1))-椎-1(1- 姨1-酌 )滓logN
t

（23）

t

式中：椎(·)为标准正态分布函数。

将式（23）带入式（12）得
n
蓻
logA t =log(Ut(1))-椎-1(1- 姨1-酌 )滓logN -3滓logN

（13）

式中：寿命[N50]t 为 1 组轮盘疲劳试验寿命的几何平
均值；
C 为正的待定常数。

ymin=10(椎

-C 小于 滋logN 的概率为 酌

（24）

n

（25）

由此得到安全寿命的估计值为
蓻
A t = Nt(1)
ymin

（26）

2.3 基于最大寿命的估计

蓻
P(log[N50]t-C<滋logN ) 滋logN =酌
t

t

蓻
当给定 酌 时，得到估计量滋logN

（14）

滓logN
蓻
滋logN =log[N50]t-滋酌
（15）
姨n
式中：滋酌 为标准正态变量 滋 的上百分位值，即有
t

t

P(滋≤滋酌)=酌

（16）

将式（15）带入式（12），
得
t

t

（17）

定义散度系数 ymd 为

t

t

P(log(Nt(n)-u酌滓logN <滋logN )=酌
t

+3滓logN )
t

的分布函数为

F(Ut(n))=(椎(Ut(n)))n
蓻
得到估计量滋logN

（28）

t

n
蓻
滋logN =log(Nt(n))-椎-1( 姨 酌 )滓logN

将式（29）带入式（12）得
n
蓻
logA t =log(Nt(n))-椎-1( 姨 酌 )滓logN -3滓logN
t

ymax=10(椎

t

)( 姨 酌 )滓logNt+3滓logNt)

-１

n

（30）
（31）

由此得到安全寿命的估计值为

由此得到安全寿命的估计值为
蓻
A t = [N50]t
ymd

（29）

t

定义散度系数 ymax
（18）

（27）

由统计理论可知，标准正态最大次序统计量 Ut(n)

t

滓logN
蓻
logA t =log[N50]t-滋酌
-3滓logN
姨n
滓logN

若以 log(Nt(n))估计 滋logN ，
为安全起见，要求
t

t

姨n

)(1- 姨1-酌 )滓logNt+3滓logNt)

-１

现在的问题是寻求常数 C，使得随机变量 log[N50]

ymd=10(滋酌

t

定义散度系数 ymin

蓻
滋logN =log[N50]t-C
t

t

（22）

t

t

t

（21）

t

（19）

A t= Nt(n)
ymax

（32）

3 失效部位数服从泊松分布的定寿方法

2.2 基于最小寿命的估计
在试验环境下，得到 1 组轮盘疲劳寿命试验值

航空发动机轮盘具有轴对称的特征，为适应装配

Nti(i=1,2,…,n)。若将 Nti 从小到大排列，则得到 1 组有

和引气的需要，
轮盘上一般配有孔、
槽等结构。在实际

序的对数寿命值，记为 logNt(1)，logNt(2)，…，logNt(n)。对

试验过程中，也常表现为就某个特征部位（如螺栓孔

logNt(i)做变量变换

部位）1 次试验出现 1 处或多处裂纹，且每次试验出
Ut(i)=

logNt(i)-滋logN
滓logN

t

（20）

t

则 Ut(i)是来自标准正态总体的 1 组次序统计量。
若以 log(Nt(1))估计 滋logN ，
为安全起见，要求
t

现的裂纹数也是不一致的，即发生破坏的孔或槽的数
量有差异。如果有 n 个轮盘进行疲劳寿命考核试验，
且均在某一特征结构部位发生破坏（如榫槽、螺栓孔
等），这一特征结构在轮盘上具有 m 个重复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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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第 i 次轮盘寿命试验中这一特征结构发生破

赞 di -姿赞
p error=1-移 姿 e
di!
i=1
n

坏的数量为 di，显然 di≤m。在理想情况下，对于任意
第 i 次试验而言，将特征部位的寿命值按从小到大排
列，会得到如下寿命值 Nit(1)，
Nit(2)，
…，
Nit(m)。
经变换得到 1 组服从标准正态的次序统计量 U 。
i
t(d)

根据统计理论，通过归纳法得到第 d次序统计量的概

这里采用“均匀分配”残差概率 p error 的方法，即将
p error 均匀平分到不同失效数量下的概率取值上，因此
式（38）可写为
n
赞 di -姿赞
軃
y=移y(m,di)( 姿 e + p error )
di!
n
i=1

率分布函数为
d-i

d

m!
F(d)(Ut)=1移 cd-1 (-1)i+1[1-椎(Ut)]m-d+i （33）
(d-1)!(m-d)! i=1 m-d+i
蓻
滋logN

与基于最小和最大寿命的估计类似，得到估计量

t

+3滓logNt

logNt

将式（34）带入式（12）得
蓻
logA t =log(Nt(d))-F-1(酌,m,d)滓

（34）

+3滓logNt

（35）

在给定置信度下，定义散度系数函数 y(m，d)
y(m，
d)=10(F 酌,m,d)滓

由此定义安全寿命的估计值为
蓻
A t = [N50]t
y軃

（43）

+3滓logNt)

logNt

由于实际轮盘疲劳试验的寿命总体一般是未知
的，其分布形式以及分布特征需要借助假设检验等数

logNt

-1

（42）

4 算例

蓻
滋logN =log(Nt(d))-F-1(酌,m,d)滓
t

（41）

（36）

理统计方法，并结合试验结果进行佐证。从国内外的
研究来看，一般认为轮盘疲劳寿命的分布服从对数正
态分布或者威布尔分布是合理的。本文研究寿命服从

由式（36）可得到在给定特征结构数量为 m 的情

对数正态的情形。在寿命分布形式已知的情况下，根

况下，发生不同失效数量 d 情形下的散度系数值，与

据安全寿命的定义可知，
其值由寿命母体的均值和方

式（19）、
（26）和（32）类似，此散度系数数值建立了试

差决定。为了对比上述方法在预测安全寿命精度上的

验寿命和安全寿命之间的关系，即根据试验寿命除以

差异，以 1 个数值算例为例，对比上述不同方法在预

散度系数，得到一定置信度下满足较小失效概率下的

测安全寿命上的平均误差。

寿命值（安全寿命），更进一步的讨论见文献[17]。若在

4.1 算例 1

试验中，特征部位发生失效数量近似服从参数为 姿
“泊松分布”，即若以 X 表示试验特征部位发生失效
数量的随机变量，则有
d -姿
P(X=di)= 姿 e
di!
i

y軃
=移y(m,di) 姿 e
di!
i=1

di -姿

（37）

（38）

根据数理统计可知，若多次试验下观察得到破坏
部位数量的观察值为 d1，d2，…，dn，则 姿 的最大似然
估计量姿赞为

法，当 酌=95%时，进行 10000 次有放回的随机抽样数
值试验，每次抽取 3 个样

0.8

本，比较不同方法得到的

0.6

安全寿命预测值的平均值

0.4

与安全寿命真值之间的相
对差异，
如图 1 所示。图中

n

移d
i=1

i

（39）

由于泊松分布的 X 的取值为无穷取值，而所遇
到的是有限取值的情形，因此理论上
n

赞

移 姿de!
i=1

di -姿赞
i

≠1

0.2
0

0.77
0.54
0.23

0.27 0.30

0.19

中位 最小 最大 单侧 新单侧本文
寿命 寿命 寿命 容限 容限 方法

纵坐标为方法预测的安全 图 1 不同方法在预测安全
寿命平均值与真值之差除

姿赞= 1
n

其残差为

的母体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即有 logNt~N(4,0.12972)，
则其安全寿命的真值约为 4082 次循环。对上述各方

定义修正散度系数y軃
n

假设轮盘上有 10 个孔形特征结构，其疲劳寿命

寿命上的相对误差

以真值的绝对值。
从图中可见：
（1）相比于本文的其它方法，容限系
数方法中的单侧容限系数方法和新单侧容限系数方
法给出的安全寿命预测值的相对误差较大，其中单侧

（40）

容限系数方法的相对误差约为 0.77，新单侧容限系数
方法的相对误差较单侧容限系数方法有所减小，相对
误差约为 0.54。
（2）在分散系数方法中，基于中位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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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给出的安全寿命的相对误差最小，相对误差约为

生不同长度的裂纹，裂纹 表 1 不同数量特征孔发生

0.23；其次为基于最小寿命的估计，相对误差约为

孔的数量仅占总数量的

0.27；基于最大寿命给出的安全寿命相对误差最大，

37%左右。实际上当检查

破坏数

散度系数值

约为 0.30。（3）本文的方法本质上也是 1 种分散系数

周期更短时，这一比例还

1

2.019

方法，
其给出的安全寿命的相对误差值与基于中位寿

会有所降低 （一般认为大

2

2.261

命的结果基本相当，约为 0.19，略好于基于中位寿命

应力下，寿命值分散性较

3

2.462

的相对误差结果。

小，而在较低应力下寿命

4

2.656

5

2.856

6

3.077

破坏对应的散度系数值

从方法本身来讲，在寿命总体分布类型一定的情

值分散性会显著增加）。同

况下（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安全寿命值估计的好坏依

时，从表 1 中可见，当发生

赖于对总体均值和标准方差估计的好坏。相较于分散

7

3.338

破坏的孔的数量越少，对

8

3.674

系数方法（寿命总体标准方差已知），
容限系数方法需

应的散度系数取值越小，

9

4.180

要结合样本数据对寿命总体均值和标准方差进行估

都会小于 3 个试验轮盘对

10

5.274

计，因此其预测的相对误差普遍大于基于分散系数的

应的散度系数值。而在相

方法。

同的中位寿命值下，较小的散度系数值，意味着较大

从分散系数方法目前的应用来看，英国国防防卫

的安全寿命值。这也是本文方法得到安全寿命值比基

标准推荐的安全寿命方法在其 00-971 版本中列出了

于中位寿命的散度系数方法给出的更大，更接近于理

基于中位、最小和最大寿命的散度系数，而后续的

论真值的原因。

00-970 版本则删除了基于最大寿命的散度系数，仅

4.2 算例 2

列出了基于中位和最小寿命的散度系数值，且强调推

参见文献[17]中 提 供

荐使用基于中位寿命的散度系数值。本文的数值算例

的某型发动机 I 级涡轮盘

也表明，相较于最小和最大寿命，基于中位寿命的分

在地坑试验器上开展的低

散系数方法能给出更好的安全寿命估计。

循环疲劳试验的工程案

表 2 散度系数值和安全
寿命值对比
散度

安全

系数值

寿命值

3.10

2282

2.97

2386

对比式（19）和式（43）可知，基于中位寿命和本文

例。试验终止时进行了

文献[17]

的方法都采用试验轮盘的试验寿命几何平均值进行

7087 周转速循环，观察发

方法

估计，
不同之处在于分母上的散度系数选取。基于中

现 16 个销钉孔中有 6 个

本文方法

位寿命的方法，其散度系数是与试验轮盘的数量一一

销钉孔产生了裂纹，通过

对应的（与盘上的特征结构的重复性无关），比如 3 个

数值分析认为销钉孔寿命母体分散 N0.13=N99.87=8。将

试验轮盘，其对应的散度系数为 3.253。陆山等[16]也指

本文的方法退化用于 1 个盘情形下的安全寿命估计，

出“采用寿命分散系数评估轮盘寿命时会出现所得概

根据式（42）和（43）得到了散度系数和安全寿命的结

率寿命比较低等问题”
，这与对应的分散系数取值大

果见表 2。从计算结果来看，本文给出的结果与文献

有较大的关系。本文的方法借鉴了文献[17]的思想，即

[17]中提供的结果比较接近。

认为 1 个盘上某一重复特征部位（比如孔）发生不同
数量的裂纹时，其对应的散度系数是不一样的。根据

5 结论

式（36），在 10 个特征孔下，1 次疲劳试验发生不同数

（1）本文基于轮盘失效部位数服从泊松分布，根

量特征孔破坏情况下的散度系数值见表 1。就轮盘静

据次序统计量的概率分布函数，
针对轮盘疲劳试验中

力破坏和低周疲劳试验而言，
重复特征结构上的破坏

存在同应力多危险部位的特点，
提出并推导了 1 种新

数量存在很大的不同。一般来说，轮盘强度试验（比如

的轮盘寿命散度的计算公式和轮盘安全寿命的估计

破裂试验）孔发生裂纹的数量比较多（一般在 70%以

方法；

上），而在轮盘的低循环疲劳试验中，当发现有裂纹

（2）通过数值算例，对比了基于中位寿命、最小寿

时，破坏的孔的数量不多。文献[16]中给出涡轮盘的 1

命、最大寿命、单侧容限、
新单侧容限与本文方法在预

次低周疲劳试验 16 个销钉孔中发现有 6 个销钉孔产

测安全寿命精度上的差异，
结果表明，从平均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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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方法给出的安全寿命预测结果都与理论真值存
在一定的差异，而本文方法给出安全寿命的结果比其
它方法的更接近于安全寿命的真实值。
此外，由于单侧容限和新单侧容限都是母体方差
未知情形下的估计方法，较其它母体方差已知情况下
的估计方法而言，就本文的算例，预测精度要低于其
它方法的。当轮盘疲劳寿命分散情况未知时，采用新
单侧容限方法所得预测结果比采用单侧容限方法的
更接近真实安全寿命值。
（3）通过 1 个工程算例比较了本文方法与文献方
法给出散度系数值和安全寿命值的差异，二者的结果
基本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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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多监测指标不确定性的滑油状态综合评估方法
孔祥兴 1，潘

燕 2，
武通海 2

（1. 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
北京 101304；
2. 西安交通大学 现代设计及转子轴承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西安 710000）

摘要：针对不同油液指标信息的多样性导致油液状态评估结果存在不确定性的问题，基于模糊证据理论方法提出了 1 种考虑
油液特征不确定的综合状态评估方法。应用模糊证据理论对油液多指标信息推理导致的不确定性结论进行多指标融合，进而应用
模糊推理算法实现油液状态量化表征，建立了滑油衰变趋势分析模型，并通过实验室环境下的滑油监测数据进行油液状态评估以
验证方法的有效性。结果表明：
该方法对监测指标变化趋势矛盾的滑油状态评估有较好的效果，
准确性和一致性均高于 90%。
关键词：滑油监测；
状态评估；
健康管理；
模糊证据理论；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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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Method of Oil Status Considering Uncertainty of Multiple
Monitoring Index
KONG Xiang-xing1袁PAN Yan2袁WU Tong-hai2
渊1. Aero Engine Acamedy of China袁Beijing 101304袁China曰2. Key Laboratory of Education Ministry for Modern Design & Rotor-Bearing
System袁Xi'an Jiaotong University袁Xi'an 710000袁China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uncertainty of oil status assessment results caused by the diversity of different oil index information袁a

comprehensive status assessment method considering the uncertainty of oil characteristics was proposed based on Fuzzy Evidential
Reasoning渊FER冤method. The FER method was applied to the multi-index fusion of the uncertain conclusions caused by the oil multi-index
information inference袁and then the Fuzzy Inference System 渊FIS冤 was applied to realize the quantitative characterization of oil status. The

analysis model of oil decay trend was established袁and the oil status was evaluated by oil monitoring data in laboratory environment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has a good effect on the assessment of oil status with contradictory trend of
monitoring index袁and the accuracy and consistency are higher than 90%.

Key words: oil monitoring曰status assessment曰health management曰Fuzzy Evidential Reasoning曰 aeroengine

0 引言

致润滑失效等关键状态无法被监测；
（3） 油液指标的

润滑油是航空发动机早期失效探测的 1 个重要

各向异性会导致多信息融合评估得到的油液状态有

信息源，
通过监测旋转机械摩擦系统连续运行时润滑

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无法得到准确的油液状态等

油的信息，能够了解发动机零部件的健康状态。滑油

级。因此，油液多指标监测中不确定状态评估是实现

油液监测指标主要包括润滑油理化性能、污染物和添

高置信度滑油监测的瓶颈和关键。

加剂的质量分数等，其多样性和油液信息的不确定性
制约了油液监测技术的发展，主要存在 3 方面问题：

近十年来，
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的油液状态评
价方法研究。Antonio 等[1]和 Vali觢 等[2]利用模糊评估模

（1）油液信息的模糊性和随机性导致无法采用传统方

型处理油液状态监测中的不确定性问题；Zhihe 等[3]基

法对其进行状态表征；
（2） 单一的指标信息只能表征

于优化准则融合油液多指标信息，能够得到更有效的

油液的局部状态信息，
故单一指标的油液状态可能导

油液状态信息，
并利用冗余和补充的信息来佐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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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针对油液多指标综合量化问题，Dempsey 等[4]采
用模糊逻辑、
Wang 采用贝叶斯概率、Xu 等 采用信
[5]

[6]

度网络表征油液状态，
但均未提出当油液指标信息不
一致时如何进行状态评估的方法。
本文运用模糊证据理论 （Fuzzy Evidential Reasoning，FER）多指标决策方法实现油液状态等级的匹
配，能够将定量监测数据信息转换成模糊信念结构。
针对油液信息的各向异性可能引起评估状态不确定性
过大、
导致难以决策的问题，
应用模糊推理算法（Fuzzy
Inference System，
FIS）构建油液状态的量化指标。

1 基于模糊证据理论的油液状态评估
在滑油油液监测过程中可测试的指标多种多样，

积，应用式 X i= xi-xmin 进行数据变换；成本型指标值
xmax-xmin
与油液品质成反比，如黏度变化率、酸值（TAN）变化、
污染物质量分数，应用式 X i= xmax-xi 进行数据变换。
xmax-xmin
其中，xmin 为油液监测初始指标值；
xman 为油液失效指

标值；xi 为第 i 种油液实测指标值；X i 为通过变换将
监测数据压缩在[0，1]区间内的归一化指标值。
（2）指标评估区间制定。油液状态最直接的表征
方法是按其状态设定相应的评估等级 H n= {H 1，H 2，…
H c，…H N}。其中 H 1 为油液监测初始阶段的状态等级；
H N 为油液失效时的状态等级。按照对应的状态等级
划分指标值区间，形成指标区间集合{[0,c 1],(c 1,c 2]…，

对不同的指标进行分类可以组成反映油液不同指标

（c n-1,1]}，其中 c i 表示不同区间之间的界限点。选择合

状态的指标集，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润滑油指标

适的界限点 c i 是状态评估有效进行的保障，本文将

集分别对应相应的指标状态，例如：黏度、酸值、介电

临界点选择的问题转换成二分类器问题，通过 ROC

常数等构成反映油液理化状态的指标集；颗粒数、水

（Reice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曲线的绘制来决定

分质量分数构成反映油液污染状态的指标集。将指标

最佳的界限点[6-8]。

集自下而上进行推理，对指标集数据进行评估可以得

（3）模糊化评估。运用高斯函数计算指标数据隶

到相应的指标状态等级，将每个油液指标状态作为 1

属于对应状态区间的程度，用隶属度 P（H
表示，数
j
n）

个证据，通过 D-S（Dempster-Shafer）证据合成能够实

值越大表示属于状态 H n 的可能性越大。

现油液多指标状态评估。

扇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蓸蓸

1-exp - xi-a1
滓

P（H
=
j
n）

1 a1<xi≤a2

蓸蓸

exp - xi-a2
滓

蔀

2

0 xi<a0 or xi>a3

蔀

蔀

2

蔀

a0≤xi≤a1
（1）

a2<xi≤a3

式中：
a0、a1、a2、
a3 分别用于构造以 c i 为界限值的相邻
状态等级的模糊隶属区间，
其中，
a0=c i-啄、a1=c i、a2=c i+1-啄、
a3=c i+1；啄 为区间间隔距离，取 啄=0.1；
滓 为高斯函数的
图 1 油液状态评估指标系统

1.1 油液数据模糊化变换

标准方差，取 滓=0.01；P（H
为第 j 类指标（j=1，2，…，
j
n）
r）综合隶属于等级 H（n=1，
2，
…，N）的程度。
n
在状态评估过程中，不同指标的影响程度不同，

油液数据模糊化变换的目的是综合各种监测指

故需要对其影响程度进行加权修正。针对油液信息的

标对于滑油状态的影响权重，对同类油液指标状态等

不确定性，本文采用联合主观和客观权重计算方法[9]

级进行加权评估。方法设计包括 3 个步骤。

得到指标的综合权重。采用 AHP（Analytic Hierarchy

（1）数据归一化处理。由于不同油液指标数据的

Process）方法基于专家经验计算的主观权重能够消除

维度和大小不一致，状态评估时需要应用分段线性函

随机波动对综合权重的影响；采用熵权重方法基于监

数进行数据归一化处理。将油液监测数据分为效益型

测数据计算的客观权重能够反映油液实际监测过程

指标值和成本型指标值。效益型指标值与油液品质成

中数据的变化。将 AHP 和熵权重法计算的权重值进

正比，如添加剂质量分数、总碱值（TBN）、润滑油体

行综合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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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

wi swi o

（2）

s

撞i=1 wi swi o

式中：wi 为指标的综合权重值；wi0 为 AHP 方法计算
的指标权重值；wis 为熵权重法计算的指标权重值。
同理，油液指标状态权重为

式中：mj (H N1)为最大信度；mj (H N2)为除mj (H N1)外最大信
度；mj(专)为不确定度；着0、着1 分别为推理结论冲突性和
不确定度的评估阈值；油液状态评估等级为 H N1。

2 基于模糊推理算法的油液二次评估
基于模糊证据理论的方法实现油液多指标状态

s
i=1wji
wj= ∑
r
m
撞j=1 撞i=1 wji

（3）

多指标的油液隶属状态可以通过式（3）进行加权
计算，计算结果表示第 j 类指标的状态等级为 H n 的
信度是 M（H
，H n 为油液指标状态的评估等级。
j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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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H
=撞i=1 撞j=1 wiP（H
j
n）
j
n）

（4）

的综合评估，在按式（4）进行证据推理时往往会由于
不确定度 mj(专)大于一定门限值（如 0.04）而无法进行
推理决策，这是证据合成中证据冲突导致的结果。证
据冲突产生的原因包括：
由于证据不足而导致的不确
定性大，
由指标状态提供的证据信息无法证明油液的
状态；油液多指标信息受不同因素影响，指标信息模
糊化评估的状态等级不一致。模糊推理算法是 1 种模

1.2 油液状态模糊证据理论评估

油液状态模糊证据理论评估的目的是将油液数

仿人类思维进行推理来解决问题的人工智能技术，能

据模糊化变换的多指标参数通过证据理论进行证据

够使用模糊的语言变量和规则将不精确的数据合成

合成，从而推理评估油液状态等级的信度和不确定

1 个近似的解决方案[13]。基于模糊推理算法的油液状

度。方法设计包括 2 个步骤。

态评估流程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基于模糊推理

（1）多指标证据合成。假设存在 2 条表征油液状

算法进行油液状态推理的 3 个步骤为模糊评估、模糊

态 专 的证据，可以证明油液状态等级为 H c 的基本概

推理规则制定、
去模糊化。最终通过基于多条规则的激

率分配函数分别为 m 和 m ，通过 D-S 证据理论对

活权与规则输出的加权平均得到量化的油液状态值。

1
c

2
c

这 2 条证据进行合成，得到更全面准确的状态信息。
信度 茁 表示油液状态评估等级属于 H c 的可能性；m
(专) 表示油液状态的不确定度。信度 茁 可通过式
茁=∑c

1

∩c2 =Hc

m1cm2c
进行合成。当油液状态由
1-∑c ∩c =覬m1cm2c
1

2

多条指标状态证据和多个状态评估等级构成时，依据
ER（Evidential Reasoning）证据推理算法[10]进行证据合
成，得到油液状态评估等级信度 茁 和不确定度 m(专)，
从而实现油液状态的综合评估。
属性状态为 Mi 和与 Mi+1 的油液相邻评估等级
H c 和 H c+1 的证据合成参照文献[10]。对包含多个油液
状态的多属性油液指标进行证据合成，得到油液状态
属于 H n 等级的信度 茁i，即{H n，茁i}，以及油液状态信息
n

的不确定度 m(专)，m(专)=1-撞i=1 茁i。

2.1 油液状态模糊推理量化表征
油液状态模糊推理量化表征的目的是基于油液状
态等级的模糊化评估结论，进一步实现油液状态的量

（2）模糊证据推理。油液状态等级的信度和不确
定度通过式（5）所示证据推理规则

图 2 基于模糊推理算法的油液状态评估流程

化评估。设计方法包括属性规则制定和模糊规则推理。

对油液状态进

（1）属性规则制定。应用模糊逻辑来构建油液指

行评估。满足式（5）中约束条件的油液状态即为油液

标状态的模糊表征与油液状态量化指数之间的映射

综合评估状态。

关系。将模糊变换的油液指标状态作为属性前规则，

[11-12]

m（H
-m（H
>着0
j
N1）
j
N2）

扇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设
墒

m（专）
<着1
j
m（H
>m（专）
j
N1）
j

应用“IF-THEN”推理方法，通过训练相应的激活权得
（5）

到线性组合的量化指标。模糊推理算法中针对油液多
指标状态[M1，
M2，
…，
Mr]的第 k 条推理规则定义为R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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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

势，
基于模糊推理算法推理得到的 H I 指标趋势与实际

k

R k：
IF M1 is H 1 ∧M2 is H 2 ∧… ∧Mr is H n

状态趋势具有更好的一致性。

THEN：
k

k

k

2.2 油液不确定状态复查

k

H Ik=姿0 +姿1 M1(H 1)+姿2 M2(H 2)+…+姿r Mk(H n)

式中：R k 中属性前规则{M1,M2 ……Mr}为不同的油液
k

指标状态；H n 为油液对应的模糊状态评估等级，所有

油液状态等级集合为{H 1，
H 2，…，H n}；属性后规则中

油液不确定状态复查的目的是针对不确定程度
较大的油液评估结果，引入新的证据指标以消除证据
冲突，经过模糊证据理论评估后得到新的油液综合状
态。设计方法包括不确定油液状态判定和二次评估。

[姿1，姿2，…，姿r]为实值参数集，由所有输入变量线性组

（1）不确定油液状态判定。通过上述公式能够对

合训练获得；H Ik 是第 k 条规则的量化输出；r 为油液

多指标的油液状态进行量化表征，实现基于油液状态

指标状态数，
r 取值越大越容易导致规则条数产生指

指数 H I 的趋势分析。通过大量监测数据计算制定油

数爆炸。

液趋势分析中判定阈值如式（6）所示。同时满足式（5）

（2）模糊规则推理。推理规则 R k 的输出是油液模

和式（8）判定条件的油液需要二次评估。

嗓

糊状态等级与实值参数集[姿1，
姿2，…，姿n]的线性组合，
即可量化的 H Ik。模糊推理算法的总输出是 滋 条推理
规则量化输出的加权平均值
∑k=1 H Ik·wk

（6）

滋

∑k=1 wk

式中：滋 为规则总数；H I 为叠加所有有效的激活权重
结果产生的 1 个明确输出，其量值表征油液综合状态
值，定义该精确的推理结果为油液状态指数；wk 为第
k 条规则的激活权，由 T 范数算子计算得到，选择代
数乘积法计算为
N

H IN+1>啄

（8）

式中：H IN+1 为不确定状态油液的量化状态指数；H IN 为
不确定状态前一次监测的量化状态指数；着、啄 为经验

u

H I=

H IN+1-H IN>着

阈值。
（2）不确定油液状态二次评估。做进一步复查的
油液数据需要引入新的证据以消除证据冲突。新证据
的信度和不确定度分别采用式 mj （H）=0.9×M（H）
、
j
m（专）
=0.1×wj/wmax 进行计算。引入新的指标状态经
j
过模糊证据理论评估后，得到新的油液综合评估状
态。油液不确定状态诊断实施流程如图 4 所示。从图

r

wk=装n=1 装j=1 PMj(H n)

（7）

中可见，
该流程主要包括 2 个算法步骤：
（1）基于模糊

式中：PMj 为属性状态 Mj 中油液监测数据隶属于对应

变换的油液指标状态进行 ER 证据推理，得到油液状

评估等级的概率，由式（1）中隶属函数计算得到。

态信度及不确定度，根据不确定度的判定筛选出不确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模糊推理算法的油液

定油液状态；
（2） 基于模糊变化的油液指标状态进行

状态量化表征的准确性，选择文献[14]中对发动机滑

模糊推理算法计算，
得到油液量化状态值 H I，
基于历史

油进行油液监测的数据进行模糊推理算法量化表征，
计算结果如图 3 所示。图中，黑色点线表示 400 h 运
行周期内酸值 TAN，化学元素 O、N、S 吸光度峰，添加
剂 ZDTP 吸光度峰等 5 个油液监测指标属性变化后
的趋势分析，中间红色点
线表示应用模糊推理算
法进行油液综合状态量

1.0
0.8
0.6

化表征的趋势。为了验证

0.4

量化表征的油液综合状

0.2

态的可行性，图 3 右下方

0

是基于专家经验对油液
状态进行的诊断结果。对
比油液实际监测状态趋

O

TAN
N

0

ZDTP
Time/h
0 100 300
S

100

H5
H4
H3
H2
H1
200
Time/h

300

400

图 3 油液多指标监测的
全面量化表征
图 4 油液不确定状态诊断实施流程

75

孔祥兴等：
考虑多监测指标不确定性的滑油状态综合评估方法

第4期

监测数据进行趋势分析。根据相应的判定准则决定是

进行指标状态一致的油液状态评估，应用模糊证据理

否需要引入新的属性证据，
进行油液状态的二次评估。

论推理得到的油液状态不确定度均小于 0.04，表征该

3 案例分析

评估结果能够反映油液的综合状态，油液状态随着时

通过分析 2 个油液状态评估案例来验证本文提
出方法的有效性，其中案例 1 为指标信息一致的油液
监测数据，案例 2 为指标信息不一致的油液监测数
据。在案例分析时，
根据 2 个阈值判断来决定是否进
行下一步分析：
（1）在模糊证据理论推理结果中，不确
定度大于 0.04 的不确定油液状态；
（2）在模糊推理算
法油液状态趋势分析中，状态指数 HI 大于 0.5 的油
液状态。为了评估本方法的准确性，
分别构建 2 个评
估结果评价指标，即准确率 A 和一致率 C。通过样本
数据分析结果，
对比模糊评估方法、
模糊证据理论方法
与本文提出的方法对多信息油液状态评估的准确性。
3.1 案例 1
首先选择文献[14]的表 1 中 14 组发动机滑油监
测数据进行状态评估，
该数据监测指标之间具有较好
的一致性和相关性。将监测数据按照指标反映的油液
状态分为 3 个类别：
（1） 反映油液理化性能的指标状
态，包括酸值 TAN（mgKOH/g）；
（2）反映油液氧化性
能的指标状态，包括 O （A/0.1mm）、N（A/0.1mm）、S
（A/0.1mm）吸光度峰；
（3）反映油液添加剂性能的指
标状态，包括添加剂 ZDTP（A/0.1mm）吸光度峰。应用
模糊证据理论算法对油液指标状态进行推理获得的
分析结果如图 5 所示。图中 5 种颜色分别对应状态集
[H 1，
H 2，H 3，H 4，H 5]中的油液状态，在直方图中，不同颜
色的面积表征油液状态属于该状态等级的信度。图 5
的上部为采用模糊证据理论推理得到的油液状态的
不确定度 m（兹），不确定度大于 0.04 的油液状态被评
估为不确定状态；图 5 的下部点线表示采用模糊推理
算法推理得到油液状态指标 H I 的趋势分析。

间变化由 H 1～H 5 逐渐衰变；应用模糊推理算法推理
得到的油液状态指数 H I 表征的油液状态随时间的变
化呈现衰变趋势，
与模糊证据理论推理的结果一致。
3.2 案例 2
在油液状态监测的实际应用中，
由于工况变化的
随机性和状态变化的突发性通常导致获取的油液信
息不一致。并且为了获取油液的全面信息，不同的油
液指标状态相关性越小，
应用模糊证据理论推理得到
的状态不确定度越大。案例 2 针对实验室模拟条件下
的油液进行监测，并进行多信息状态评估，对样本进
行包括理化性能指标黏度、酸值 TAN，污染物指标
Particle、H2O，添加剂指标 Zn 在内的 5 项指标的测
试。应用模糊证据理论对油液监测数据进行状态评
估，得到的证据推理结果如图 6 所示。图 6 的上部为
模糊证据理论推理结果的不确定度，可以发现多组油
液样本由于不确定度大于 0.04 而无法得到明确的油
液评估结果。图 6 的下部点线表示基于模糊推理算法
推理得到的油液状态 H I 的变化趋势。若油液量化状
态 H I ＞0.5，同时与上次监测状态值的差值 ΔH I ＞
0.1，表明该油液的状态已经发生较大变化。为了避免
油液失效状态无法被检出，
对不确定度大于 0.04，
而且
量化状态 H I 发生较大波动的油液需要进行二次评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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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案例 2 油液多指标状态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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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案例 1 油液多指标状态评估结果

从图中可见，应用模糊证据理论和模糊推理算法

通过筛选，图 6 中 12 组监测样本需要进行二次
评估。为了对 12 组样本进行复检，
选择油液中金属元
素质量分数信息作为新的证据，进行油液状态二次评
估。由油液中金属元素 Fe、Cu 质量分数组成的磨损
指标状态构成新的证据，
基于模糊证据理论进行二次
评估得到新的油液评估状态，二次评估的油液不确定
度均小于 0.04。计算结果如图 7 所示。图中红色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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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重复和不一致的指标信息，导致评估中可能出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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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状态好的样品被指标状态差的样品污染。从图中还

H4

可见，模糊证据理论方法的性能低于本文方法的，其

H3
H2

原因为：
信息不一致导致证据冲突是模糊证据理论的

H1
5#

9#

10#

11# 12# 18# 23# 24# 28# 29# 34#
Sample Number

结果不确定性大、准确率低的主要原因 [18]，而本文提

36#

出的联合方法在模糊证据评估的基础上考虑了油液

图 7 油液再评估前、
后状态等级对比

状态的失效判定，
有效地解决了油液不确定状态评估

图表示应用模糊证据理论和复查模糊证据理论得到

的问题。

评估结果不一致的样本。

4 结论

3.3 计算结果评价
针对 1 组实际监测状态进行指标准确性评价，精
度是评价这些方法性能的常用关键指标。然而，由于
高精度的方法可能具有较低的一致性，导致泛化效果
较差，
精度本身是不够的。因此准确性和一致性在进
行液压油状态评价时都应该考虑。参照文献[11,15]提
出模糊证据理论评估模型的准确性和一致性评价方
法，实现评价本文提出模型的泛化能力。由模型计算
得到的结果与已知的油液状态结果进行比较计算获
得 A 和 C，评价结果见表 1。从表中可见，针对信息一
致的数据，应用模糊证据
理论评估方 法能够得到

表 1 油液状态评估方法
%

性能比较

很好的准确率和一致率；

方法

准确率 A 一致率 C

而针对信息 不一致的数

Case1

100

100

据，应用二次评估的模糊

Case2

77.8

64.0

证据理论方法评估的准

Case2（review）

94.4

91.2

确率和一致率更高。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方法的有效性，分别应用模
糊评估 [16]、模糊证据理论 [12,17]和本文的模糊证据理论
与模糊推理算法联合的方法对案例 2 中不确定油液
状态进行评估，
评估结果如图 8 所示。图中红色直方
图表示评估结果与专家诊断结果不一致的样品，蓝色
直方图表示专家诊断结果一致的样品。从图中可见，
模糊评估方法的性能低于本文方法的，其原因为：模
糊评估方法是基于属性权重的多指标加权评估，未考
H5
H4
H3
H2
H1
H5
H4
H3
H2
H1
H5
H4
H3
H2
H1

为了表征滑油油液在多指标监测时的状态，本文
提出针对油液多指标信息进行状态评估的方法，解决
了当监测信息不一致时油液状态无法表征的问题，得
到如下结论：
（1）该方法针对油液信息的不确定性，应用模糊
证据理论算法实现其多指标状态的融合及评估。当油
液指标信息表征的状态不一致时，应用模糊证据理论
无法得到清晰的评估结果，应用模糊推理算法构建油
液状态量化表征指标 H I。通过油液状态监测中 H I 的
趋势分析，筛选不确定度大的样本进行二次评估。
（2）通过指标信息一致的监测数据和指标信息不
一致的监测数据的 2 个案例分析来验证本文提出方
法的有效性，计算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够有效
地识别多指标油液监测状态，尤其是由于工况变化的
随机性和状态变化的突发性导致油液信息不一致时，
应用该方法获得的状态评估准确率和一致率很高。并
且与模糊评估方法和模糊证据理论方法相比，本文提
出的方法明显地提高了油液状态评估的准确率和一
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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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尖间隙对涡轮性能影响的试验研究
谷雪花，
郝晟淳，
张东海，卢俊崧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获取叶尖间隙对涡轮性能的影响规律，通过对某型发动机高压涡轮第 1、
2 级叶尖间隙的主动调控，进行叶尖间隙
对涡轮性能影响的试验研究。采用精密传感器对叶尖间隙进行测量，
通过试验得到不同叶尖间隙下涡轮效率、换算流量、换算功以
及出口流场的变化数据。结果表明：第 1、
2 级叶尖间隙每增大 1%，
涡轮效率约降低 0.58%～0.69%；
存在 1 个叶尖间隙变化对涡轮效
率影响较明显的敏感区；
叶尖间隙变化对叶尖出口流场有明显影响。
关键词：叶尖间隙；
涡轮效率；
气动性能；
高压涡轮；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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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Influence of Tip Clearance on Turbine Performance
GU Xue-hua袁HAO Sheng-chun袁ZHANG Dong-hai袁LU Jun-song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r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the influence of tip clearance on turbine performance袁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tip

clearance on turbine performance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active control of tip clearance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turbine stage of a

high pressure turbine of a certain engine. The precision sensors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tip clearance. The change data of turbine

efficiency袁conversion flow袁conversion work and outlet flow field under different tip clearance were obtained by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urbine efficiency decreases by about 0.58%耀0.69% when the tip clearance of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age increases by 1%. There

is a sensitive area where the change of tip clearance has obvious influence on turbine efficiency. The change of tip clearance has obvious
influence on the tip outlet flow field.

Key words: tip clearance曰turbine efficiency曰aerodynamic performance曰high pressure turbine曰aeroengine

0 引言

首次实现了高压涡轮第 1、
2 级叶尖间隙的分级和主

涡轮叶尖间隙对涡轮的流场结构、流场品质有着
重要影响[1-3]，从而对涡轮效率、发动机推力和油耗产
生重大影响，
进而影响到航空发动机的经济性和可靠
性 [4-6]。研究结果表明，叶尖间隙与叶高之比每增加
1%，涡轮效率就会降低约 0.8%～1.2%，发动机的耗
油率增加约 2% 。为了揭示涡轮转子内部的流场结
[7]

构，国外开展了大量的试验研究工作 [8-9]，分析了叶尖
间隙对涡轮性能的影响规律[10-12]、对涡轮效率的影响
因素[13-14]。国内綦蕾等[15-16]学者也在叶尖间隙对涡轮的
性能影响方面开展了相关的试验研究。
本文基于某型发动机高压涡轮性能试验，在中国

动调控，
进行各级叶尖间隙对高压涡轮级性能的影响
试验，获取涡轮效率、
换算流量、
换算功率以及出口流
场随间隙的变化规律，
为深入探索某型发动机高压涡
轮性能提供依据。

1 试验设备
可用于全尺寸动力涡轮、低压涡轮、高压涡轮性
能试验的试验器主要性能参数见表 1。

2 试验方法
压缩气体自气源站经过滤、干燥、流量调节后进
入孔板测量其流量，然后经进气调节进入涡轮，作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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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或经环形引射器抽吸后排入大气。试验过程控制方

的测试精度高，
测量的参数可靠，可满足涡轮效率、换

法如下：

算流量等数据的误差要求。
表 1 涡轮试验器参数

参数

技术指标

表 2 试验参数测量精度

参数

技术指标

参数

测量精度

参数

测量精度

进气压力 / MPa

≤1.0

涡轮进口压力 / MPa ≤0.6

温度 /℃

±1～2

气流角 /（毅）

±0.5

进气流量 （kg/s）
/

≤100

涡轮膨胀比

≤5

压力 /%

±0.3

扭矩 /%

0.2

冷气流量 （kg/s）
/

≤30

涡轮转速 （r/min）
/

≤8800

转速 /%

±0.1

叶尖间隙 /%

6

涡轮进气温度 / K

≤800

涡轮功率 / kW

≤22500

（1）试验状态控制。通过调节进气管路上阀门开
度调节进气压力；通过调节涡轮出口排气阀门开度调
节抽吸压力；通过调节水力测功器进、排水阀门开度
控制转速；通过调节空气系统阀门改变主气与冷气的
流量比，到达预定状态后，
即可采集所有测试参数。
（2）叶尖间隙控制。高压涡轮机匣单元体间隙调
节原理如图 1 所示。第 1、
2 级中层机匣采用盒型整环
结构，盒型结构内腔通有加热气，通过控制加热气的

3 试验结果及分析
单独调控第 1、2 级叶尖间隙至某数值后，会保持
在一个稳定状态。为探究第 1、2 级相对叶尖间隙分别
对涡轮性能的影响规律，并比较二者的影响因子，分

别进行第 1、
2 级相对叶尖间隙 驻R 变化时涡轮性能
变化规律的试验研究，
驻R＝R/h×100，
其中，
R 为叶尖

间隙值，
h 为叶高，
R 的设计变化范围为 0.3～2.0 mm。
叶尖间隙变化测试工况见表 3。
表 ３ 各级叶尖间隙变化测试矩阵

温度控制中层机匣的变形，随中层机匣径向位移调整
叶尖间隙。
加热气体

加热气体

盒型
结构

盒型结构

驻R 2

0.65

驻R 1
0.96

1.54

0.43

√

√

√

0.64

√

√

√

0.99

√

√

√

3.1 叶尖间隙对涡轮效率的影响
试验获得的第 1、
2 级叶尖不同间隙值下涡轮效

导叶

动叶

导叶

率见表 4，涡轮效率随涡轮第 1、2 级叶尖间隙的变化

动叶

分别如图 3、4 所示。
表 4 各试验工况下的涡轮效率
驻R 2

0.65

驻R 1
0.96

1.54

（3）测试布置。高压涡轮测试截面布置如图 2 所

0.43

0.9201

0.9191

0.9155

示。从图中可见，
涡轮导向器进口 A-A 测量截面布置

0.64

0.9178

0.9162

0.9124

有总温测试探针、总压测试探针，B-B 截面周向均布

0.99

0.9172

0.9141

0.9115

图 1 叶尖间隙调节原理

壁面静压探针，涡轮转子出口 C-C 测试截面布置总
温、总压、
壁面静压、气流方向探针。总温、总压、气流
方向 探针 沿 径 向 测 点 的

A B

分布 均采 用 等 环 面 方 式
布置 ，各 探 针 沿 周 向 均
布。第 1、2 级涡轮动叶叶
尖沿 周 向 各 均 布 4 支 传

C
导 动
叶 叶

导
叶

动
叶
C

A B

图 2 各探针布置截面

感器，实时测量间隙动态
变化值。
各测试参数测量精度见表 2。从表中可见，
传感器

92.1
ΔR 2=0.64
92.0
ΔR 2=0.43
91.9
ΔR 2=0.99
91.8
91.7
91.6
91.5
91.4
91.3
91.2
91.1
0.4 0.6 0.8 1.0 1.2 1.4 1.6
第 1 级相对叶尖间隙

92.1
92.0
91.9
91.8
91.7
91.6
91.5
91.4
91.3
91.2
91.1
0.2

ΔR 1=0.96
ΔR 1=0.65
ΔR 1=1.54

0.4
0.6
0.8
1.0
第 2 级相对叶尖间隙

图 3 涡轮效率随第 1 级相对 图 4 涡轮效率随第 2 级相对
叶尖间隙的变化

叶尖间隙的变化

从图 3 中可见，在第 2 级叶尖间隙不变的前提
下，当第 1 级相对叶尖间隙由 0.65 增大至 0.96 时，涡
轮效率降低 0.16%，当相对叶尖间隙值再增大至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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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涡轮效率降低 0.38%。从图 4 中可见，在第 1 级叶

涡轮流通能力提高。

尖间隙不变的前提下，当第 2 级相对叶尖间隙由 0.42

3.3 叶尖间隙对出口流场的影响

增大至 0.65 时，涡轮效率降低 0.29%，当相对叶尖间

在不同的第 1 级动叶相对叶尖间隙下，出口总

隙值再增大至 0.96 时，涡轮效率降低 0.21%，涡轮效

压、总温、气流角沿径向的分布分别如图 7～9 所示。

率降低趋势变缓。

从图中可见，在不同的相对叶尖间隙下，从叶根到叶

综合考虑涡轮效率随第 1、2 级叶尖间隙的变化
情况进行等效换算可知：

尖各参数分布趋势较为一致，叶尖间隙变化对各参数
沿径向的分布基本无影响。

（1）当第 1 级涡轮相对叶尖间隙增大 1%时，涡

在不同的第 2 级动叶相对叶尖间隙状态下，出口

轮效率降低约 0.58%；当第 2 级涡轮相对叶尖间隙增

总压、总温、
气流角沿径向的分布分别如图 10～12 所

大 1%时，涡轮效率降低约 0.69%；第 2 级叶尖间隙变

示。与第 1 级动叶变间隙状态相似，
出口总压、
总温的

化对效率的影响更明显。

分布趋势基本一致，但在叶尖处的测点有轻微差异，

（2）涡轮效率随叶尖间隙的变化规律并非线性。

尤其出口角度受第 2 级动叶叶尖相对间隙的影响较

依据获取的试验数据可知，当第 1 级动叶相对叶尖间

为明显，且随着间隙的增大，出口角度与主流区的气

隙在 0.9～1.5 范围内、第 2 级动叶相对叶尖间隙在

流角差异变大。

0.4～0.6 范围内变化时，对涡轮效率的影响较明显。
间隙变化对效率的影响存在 1 个敏感区：在敏感区
内，涡轮效率随叶尖间隙的变化较明显，在敏感区外，
叶尖间隙变化对涡轮效率影响较小。
通过分析可知产生这种规律的机理为：在敏感区
内，随着叶尖间隙的增大，
气流泄漏量增加，降低了涡
轮的有效作功能力；同时泄漏的气体在涡轮周围形成
气流场，降低了涡轮叶片叶盆与叶背的气压差。这 2
种因素导致叶尖间隙增大时涡轮效率降低。当叶尖间
隙增大到一定程度时，气流泄漏量和气流场对涡轮叶
片压差的影响接近饱和状态，
进而会出现在敏感区之
外叶尖间隙变化对涡轮效率影响减小的现象。
涡轮换算流量随第 1、
2 级叶尖相对间隙的变化
分别如图 5、
6 所示。从图 5 中可见，
当 1 级动叶相对
叶尖间隙由 0.65 增大至 1.54 时，涡轮换算流量增加
了 0.4%；当第 2 级动叶相对间隙由 0.43 增大至 0.99
时，涡轮换算流量增加了 0.1%。随间隙值的增大，换
算流量略有增加，其主要原因是当涡轮叶尖间隙增大
时，叶尖处气流的泄漏量增加，叶尖流速增大，从而使
1075
1070
1065
1060

驻R 2=0.64
驻R 2=0.43
驻R 2=0.99

1055
1050
0.4 0.6 0.8 1.0 1.2 1.4 1.6 1.8
第 1 级相对叶尖间隙

1080
1075
1070
1065
1060
1055
1050
1045
1040
0.3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ΔR 1=0.65
ΔR 1=0.96
ΔR 1=1.54

1.00 1.02 1.04 1.06
出口相对总温

图 7 出口相对总压随第 1 级 图 8 出口相对总温随第 1 级
相对叶尖间隙的变化
1.0
ΔR 1=0.65
0.9
ΔR 1=0.96
0.8
ΔR 1=1.54
0.7
0.6
0.5
0.4
0.3
0.2
0.1
0
60
80
100
出口径向角度 （毅）
/

相对叶尖间隙的变化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0.080

ΔR 2=0.43
ΔR 2=0.65
ΔR 2=0.99

0.085
0.090
出口相对总压

图 9 出口气流角随第 1 级相 图 10 出口相对总压随第 2 级

3.2 叶尖间隙对流量特性的影响

1080

1.0
0.9
0.8
0.7
0.6
ΔR 1=0.65
0.5
ΔR 1=0.96
0.4
ΔR 1=1.54
0.3
0.2
0.1
0
0.75
0.80
0.85
出口相对总压

对叶尖间隙的变化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282

ΔR 2=0.43
ΔR 2=0.65
ΔR 2=0.99

284
286
288
出口相对总温

相对叶尖间隙的变化
1.0
0.9 ΔR 2=0.43
0.8 ΔR 2=0.65
0.7 ΔR 2=0.99
0.6
0.5
0.4
0.3
0.2
0.1
0
60
80
100
出口径向角度 （
/ 毅）

图 11 出口相对总温随第 2 级 图 12 出口气流角随第 2 级
相对叶尖间隙的变化

相对叶尖间隙的变化

4 结论
驻R 1=0.96
驻R 1=0.65
驻R 1=1.54

通过叶尖间隙对涡轮性能影响的试验研究，得出
如下结论：

1.3

（1）随着涡轮叶尖间隙的增大，涡轮效率逐渐降

图 5 涡轮换算流量随第 1 级 图 6 涡轮换算流量随第 2 级

低，相对叶尖间隙每增大 1%，涡轮效率约降低 0.58%

相对叶尖间隙的变化

0.5

0.7
0.9
1.1
第 2 级相对叶尖间隙

相对叶尖间隙的变化

～0.69%。且间隙对效率的影响存在 1 个敏感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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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区内，效率受间隙变化的影响较明显；在敏感区
外，间隙对效率的影响减弱，其主要原因为：在敏感区
内，随着叶尖间隙的增大，
气流泄漏量多，降低了涡轮
的有效作功能力；当叶尖间隙增大到一定程度时，气
流泄漏量对涡轮叶片压差的影响接近饱和状态，减小
了对涡轮效率的影响作用。
（2）随着叶尖间隙的增大，涡轮换算流量略有增
加，其主要原因为：
当叶尖间隙增大时，叶尖处气流的
泄漏量增加，叶尖流速增大，从而使涡轮流通能力提
高，且随着叶尖间隙的增大，叶尖部位的气流角与主
流区的气流角度差异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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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旋流燃烧室喷嘴雾化性能试验研究
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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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获得三旋流燃烧室喷嘴雾化性能与喷嘴几何尺寸的相互关系，针对供油压力以及旋流槽长宽比和旋流槽角度等关
键结构参数对燃油流量、
喷雾锥角和雾化性能的影响进行了试验研究。采用 3 维相位多普勒粒子分析仪测量了某一直线上各点的
索太尔平均直径和数密度分布，
以及 Rosin-Rammler 分布的特征直径和均匀度指数。结果表明：当供油压力提高时，燃油流量和喷
雾锥角增大；旋流槽几何尺寸的变化对燃油流量和喷雾锥角有不同的影响，当旋流槽长宽比和旋流槽角度增大时，燃油流量减小，
喷雾锥角增大。研究所获得的规律为三旋流高温升燃烧室的喷嘴优化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燃油流量；
喷雾锥角；
几何尺寸；
离心喷嘴；
三旋流燃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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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Atomization Performance of Triple Swirler Combustor Atomizer
MO Da1袁DOU Yi-tao1袁ZHAO Zhen2,LI Xue-tao1袁LI Mei-ye1
渊1.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 2. Air Force Armament Department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Changchun, Changchun 130102,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tomiz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geometry parameters of the triple swirler

combustor atomizer袁the influence of the fuel supply pressure and the key geometry parameters such as length-width ratio and angle of swirl

port on fuel flow rate袁spray cone angle and the atomization performance were studied experimentally. A three-dimensional Phase Doppler
Particle Analyzer渊PDPA冤was used to measure the Sauter Mean Diameter渊SMD冤and number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points on a line and the
characteristic diameter and uniformity index of the Rosin-Rammler distrib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uel flow rate and spray cone

angle increase when the fuel supply pressure increases. The change of swirl port geometry parameters has different influence on fuel flow
rate and spray cone angle. When the swirl port length-width ratio and swirl port angle increase袁the fuel flow rate decreases and the spray
cone angle increases. The law obtained by the study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tomizer optimization design of the triple
swirler combustor.

Key words: fuel flow rate曰spray cone angle曰geometry parameters曰swirl injector曰triple swirler combustor曰performance test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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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三旋流燃烧室温升高，燃油雾化效果好

1944 年，前苏联的 Aboramovic 便提出了离心式喷嘴
，能在

的流动理论，但该理论未考虑黏性作用和喷嘴结构形

更为宽广的油气比范围内稳定而高效地工作，在小状

式影响；
随后，吉洪诺夫、傅维标、
杨立军等[5]在对其模

态时不会由于贫油而熄火[3]。燃烧室喷嘴的燃油浓度

型进行多次修正和补充的基础上，提出喷口长度等其

分布对燃烧效率、火焰稳定、点火、出口温度分布、排

他影响因素；Taylor 等 [6] 以无黏理论对旋流室几何尺

气污染物都有很大影响[4]。三旋流燃烧室采用的离心

寸与喷雾锥角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表明喷雾锥角只

喷嘴是国内外现役航空发动机中广泛使用的 1 种燃

由旋流室几何尺寸决定；Rizk 等 [7-8] 通过理论方法得

油喷嘴，大量学者对其进行了广泛细致的研究。早在

到黏性流体喷雾锥角的计算公式，并通过分析大量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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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得到流量系数的计算公式；Simmons[9]提出平均
直径及分布指数是影响离心喷嘴液滴尺寸分布的 2
个参数；金如山[4]提出雾化平均直径和喷嘴直径的平
方根成正比；Takahashi 等[10]试验研究了脉冲式供油离
心喷嘴雾化油滴速度分布；杨立军等 [11]采用高速照像
的方法研究了离心喷嘴的喷雾场轴向速度分布等。
上述研究中针对旋流槽尺寸对离心喷嘴性能影
响的研究较少，Taylor 只基于无黏理论对几何尺寸进
行了研究。本文考虑了航空煤油的黏性对喷嘴性能的
影响，针对三旋流高温升燃烧室的副油路离心喷嘴，
在不同压力工况下试验研究了旋流槽长宽比和旋流
槽角度对喷嘴流量、锥角和雾化性能的影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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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设备和试验条件

激光器
位移控制器

2.1 试验设备

激光发射器

喷嘴雾化试验器由 3
接收器

维相位多普勒粒子分析仪
（Phase

Doppler

3 维位移系统

垂直雾化室

图 3 喷嘴雾化试验器

Particle

Analyzer，PDPA）系统、抽风系统、供油系统和测试系
统组成，如图 3 所示。本试验采用美国 TSI 公司的 3
维 PDPA 系统，包括氩离子激光器、光耦合器、布拉格
盒、光导系统、探测器和接收器等。3 维 PDPA 可同时

获得粒径（测量范围为 1.92～774 滋m）和速度信息。
通过配套的后处理软件可以得到其他流体参数，如湍
流度、索太尔平均粒径 DSM、粒径分布均匀度指数 N

试验方案

和特征直径 D 等。

离心喷嘴的 2 维几何模型如图 1 所示，该喷嘴为

2.2 试验条件

低流量的离心喷嘴，由旋流器、喷口转接段组成。旋流

针 对 7 个 方 案 测 取 了 供 油 压 力 分 别 为 0.17、

器上共有 4 个周向均布的旋流槽，
旋流槽的长宽比为

0.54、
2.73 MPa 时的燃油流量和喷雾锥角，开展距喷

2.2，宽 深 比 为 1，喷 口 长

口端面 70 mm 处的雾化粒度试验，测量的雾化参数

旋流器
旋流室

径比为 0.3。在喷嘴工作

Rammler（R-R）分布 [13] 的特征直径和均匀度指数 N。

时，燃油在油压驱动下通
过喷 嘴内 的旋流 槽后 在
旋流室内旋转，以旋转液

转接段

喷口

图 1 离心喷嘴的 2 维
几何模型

膜的形式喷出喷口。在低

其中特征直径为对应 63.2%累计质量的滴径。

压力测量误差为±0.5%，且压力测量点距试验

件进口的管线长度不大于
0.3 m，锥角测量误差不大

供油量条件下，可获得雾

喷嘴端面

于±1毅。为减小测量误差，

化良好的油雾，确保燃烧

兹

试验研究的几何参数

图 2 旋流槽局部

旋流槽相对于轴线方向的倾斜角度 兹，
如图 2 所示。
试验方案见表 1。共 7 个方案，方案 1～4 的旋流
槽角度相同（均为 50毅），在其他几何尺寸不变的前提

A /2

触针式测量装置在距离喷

A =2arctg（X/H）
A —喷雾锥角
——
X——
—触针位置读数
H——
—测量副喷口喷雾锥角时为 11.5

口端面 10 mm 轴向位置的

图 4 喷雾锥角测量

严格控制其精确度。采用

下高效稳定燃烧[12]。

2 个相互垂直平面上测量喷雾锥角，如图 4 所示。试
验介质为 3 号喷气燃料，其温度为（20±1）℃，密度
为 786.6 kg/m3。
Q1
琢1

下，只改变槽的长宽比；方案 1、
5～7 的旋流槽的长宽

Q2
琢2

Q3
琢3

燃油流量
喷雾锥角

120

比相同（均为 2.2），
只改变槽的角度。

100

表 1 试验方案
方案

L d /b

1

2.2

5

2

2.5

6

3

2.0

4

1.8

兹/（毅）

50

方案

7

80

L d /b
2.2

兹/（毅）
35
65
15

触针

X

由专人进行数据采集，并

室点 火及在 低功 率状 态

为旋流槽的长宽比 L d/b 和

有：某直线上各点的 DSM 和数密度分布，以及 Rosin-

60
40
20
0

1.8

2.0

2.2

2.5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旋流槽长宽比 L d/b

图 5 旋流槽长宽比对燃油流量和喷雾锥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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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验结果

Q1
琢1

Q3
琢3

燃油流量
喷雾锥角
90

140

3.1 燃油流量和喷雾锥角
燃油流量 Q 和喷雾锥角 琢 随旋流槽的长宽比 L d/b
变化的曲线如图 5 所示。Q1~Q3 和 琢1~琢3 分别对应于压
力为 0.17、
0.54、
2.73 MPa 时的燃油流量和雾化锥角。

70

100

60

80

50

60

40

40

比增大时，燃油流量 Q 减少，喷雾锥角 琢 增大；在相

20

同长宽比条件下，Q 和 琢 随供油压力的增大而增大。

80

120

从图中可见，在相同压力工况下，当旋流槽长宽

30
20
10
0

0
20

槽面积移f 减小，喷嘴的几何特性数 A 增大，A 的表
达式为
A = DSd0sin兹
移f

（1）

式中：DS 为旋流室直径；d0 为喷口直径；兹 为旋流槽
角度。
几何特性数 A 与流量系数 滋 和 琢 的关系曲线 [14]
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当 A 增大时，流量系数减
小，锥角增大。

35

50

65

旋流槽角度 兹/（毅）

其原因是当长宽比增大且其余几何尺寸不变时，旋流

图 7 旋流槽角度对燃油流量和喷雾锥角的影响

示。3 种压力下对应的喷雾锥角分别为 68毅尧77毅尧79毅。
从图中可见，在压力为 0.17 MPa 时，燃油喷射速度

小，主要是表面张力和惯性力起作用；随着压力增大，
喷射速度增大，燃油与空气的相对运动加剧，燃油破
碎为小液滴；当压力达到 2.73 MPa 时，燃油离开喷口
后便形成浓雾；
随着压力的升高，喷雾角度增大，会使
液滴更充分地暴露于周围空气或燃气中，使雾化效果
改善并提高了传热传质速度[15]。

2琢1

110
100

1.0

90

0.9

80

0.8

70

0.7

60

0.6

50

0.5

40

0.4

30

0.3

20

0.2

10

0.1

0

Q2
琢2

琢2

2琢

（a）0.17 MPa
渍

1

2

A

3

4

5

方案 1 在不同压力下的数密度分布如图 9 所示。
从图中可见，3 条曲线都呈现双峰趋势，随着压力的

6

提高，双峰处的数密度值

图 6 A 与 滋 和 琢 的关系曲线

燃油流量 Q 的计算式为

减小，其原因为在压力较
[14]

Q=滋FC 姨2籽f驻Pf

（c）2.73 MPa

图 8 方案 1 的喷雾情况

滋

0

（b）0.54 MPa

高的情况下雾化的燃油粒
（2）

子浓度较高，激光穿透油

0.17MPa
16000
14000
12000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0
-100
-50

0.54MPa

2.73MPa

式中：
Fc 为喷口面积；籽f 为燃油密度；驻Pf 为燃油压力。

雾时的能量损失和来自雾

流量系数增大，燃油流量也随之增大。

影响测量，致使大部分小 图 9 方案 1 的数密度分布

从式（2）中可见，当喷口面积和燃油压力不变时，
旋流槽角度 兹 与燃油流量 Q 和喷雾锥角 琢 的变

化曲线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相同压力工况下，

化燃油粒子的反射光都会

0
径向距离 /mm

50

100

粒径粒子没有被测到。
方案 1 在不同压力下的 DSM 分布如图 10 所示。

兹 增大时，Q 减小，琢 增大。其原因是在式（1）中，兹 增

从图中可见，在相同压力下喷雾中心区域的 DSM 较

大时，A 增大，流量系数 滋 减小，琢 增大。

小，靠近喷雾边缘处的 DSM 较大。随着供油压力的提

3.2 雾化性能参数

高 DSM 值减小，其原因是燃油在旋流室内旋转喷出

方案 1 在不同供油压力下的雾化情况如图 8 所

后，液雾主要集中在喷雾边缘，当压力提高时，燃油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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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动量增大，与空气的
相对速度增加，雾化效果
增强。压力为 0.54、2.73
MPa 时 DSM 比较接近，其
原 因 是 PDPA 激 光 的 能
量损失，实际采集的粒子
数量有所减少。

0.17MPa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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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MPa

2.73MPa

化曲线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见，
旋流槽角度对离心
喷嘴雾化性能也有一定影响。在相同压力下，兹 大的
0
50
径向距离 /mm

100

图 10 方案 1 的 DSM 分布

化曲线如图 11 所示。D1~D3 和 N1~N3 分别对应于压力
为 0.17、0.54、
2.73 MPa 时的特征直径和分布指数。
D2
N2

D3
N3

力升高时，喷嘴雾化质量得到改善。
特征直径 D 和分布指数 N 随旋流槽角度 兹 的变

特征直径 D 和分布指数 N 随旋流槽长宽比的变

D1
N1

85

转，因而有利于雾化。但随着燃油压力的升高，旋流槽
角度对雾化质量的影响逐渐减小。当 兹 相同时，供油
压力升高时，喷嘴雾化质量变好。

4 结论
本文在不同压力工况和其余几何尺寸相同的情况
下，针对离心喷嘴的旋流槽长宽比和角度对燃油流

特征直径
分布指数

160

雾化质量优于 兹 小的，因为 兹 大有利于燃油的离心旋

4

量、喷雾锥角、雾化性能的影响进行了试验，得到如下
结论：

140
3
120
2

100

（1）当喷嘴的几何尺寸相同时，随着供油压力的
提高，燃油流量和喷雾锥角同时增大，有利于改善雾
化质量。

80
1
60

（2）旋流槽长宽比和旋流槽角度对离心喷嘴的喷
雾特性有很大影响。在相同供油压力下，旋流槽的长

0

40
1.7

1.9

2.1

2.3

2.5

旋流槽长宽比 L d /b

宽比和旋流槽角度增加时，燃油流量减小，喷雾锥角
增大，雾化质量变好。

图 11 旋流槽长宽比对特征直径和分布指数的影响

从图中可见，旋流槽长宽比对离心喷嘴雾化性能
有一定影响。在相同压力下，L d/b 大的雾化质量要比
L d/b 小的好，说明 L d/b 大有利于燃油的离心旋转，因
而有利于雾化，其原因是当 L d/b 增大时，流动阻力增
大，燃油经过旋流槽时的压降增大，即有更多的压力
能转化为动能，燃油与空气的相对速度增加，使得雾

（3）几何特性数 A 与流量系数和喷雾锥角的关系
对喷嘴设计校核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将其与获得的性
能规律进行比较，
可验证研究所得到结论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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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气机转子带凸肩叶片掉块故障分析
贾朝波，
陈

勇，侯东旭，李春波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沈阳 110043）

摘要：针对某压气机转子带凸肩叶片掉块故障，通过外观检查、断口分析、成分分析、组织检查、加工制造质量复查及有限元计
算，明确了叶片断裂的性质，分析了掉块故障的原因。结果表明：故障叶片断口符合高周疲劳断裂特征，叶片波纹度不符合设计要
求，叶片凸肩上、
下截面的叶型厚度异常减薄，
分析认为该异常改变了叶片的振动特性，
降低了共振裕度，
在气流激励下可能引发叶
片进气边局部共振，
最终导致叶片疲劳失效。
关键词：带凸肩叶片；掉块；振动特性；
型面检查；
故障分析；
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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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ure Failure Analysis of a Shrouded Blade of Compressor Rotor
JIA Chao-bo袁CHEN Yong袁HOU Dong-xu袁LI Chun-bo
渊AECC Shenyang Liming Aero-Engine Co.袁Ltd.袁Shenyang 110043袁China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fracture failure of a shrouded blade of compressor rotor袁the properties of the blade fracture and the causes of

the failure were clarified by means of appearance inspection袁fracture analysis袁composition analysis袁tissue inspection袁manufacturing quality

review and finite element calc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acture surface of the fault blade conforms to the fra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cycle fatigue and the ripple degree of the blade does not meet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The thickness of the upper and lower section of
the blade shoulder is abnormally thinned.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is anomaly changes th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lade袁reduces the
resonance margin袁and may lead to the local resonance of the blade inlet edge under the excitation of the air flow袁finally leads to the fatigue
failure of the blade.

Key words: shrouded blade曰fracture曰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曰profile inspection曰fracture analysis曰aeroengine

0 引言

效故障，
指出失效起始于蚀坑；刘博志等[3]、李洋等[4]研

叶片失效是航空发动机的常见故障，引起压气机

究了某风扇叶片初期裂纹及压气机叶片断裂故障，指

转子叶片出现裂纹或发生掉块故障的主要原因包括

出叶身基体组织不均匀及叶片局部晶间腐蚀是导致

强度设计裕度不足、外物打伤、异常碰摩、冶金缺陷、

叶片疲劳失效的主要原因；佟文伟等 [5]、范顺昌等 [6]研

加工制造缺陷及使用不当等。统计表明，疲劳断裂是

究了某风扇叶片裂纹及某高压压气机转子叶片掉角

引起转子叶片失效的最常见形式，排查叶片疲劳失效

故障，认为叶片失效主要原因是叶片与机匣之间发生

故障原因，分析叶片失效机理，对改进提升发动机使

了异常碰摩；卜嘉利等 [7]、姜涛等 [8]对某风扇转子叶片

用可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及某压气机转子叶片进行了失效分析，
认为叶片裂纹

在压气机叶片失效分析研究方面，傅国如等 系
[1]

萌生与表面加工痕迹有关；Poursaeidi 等 [9] 和 Salava-

统阐述了压气机转子叶片典型失效模式、失效机理、

tian 等[10]通过试验及数值计算分析了某叶片的失效原

失效规律及失效原因，
并结合实例对典型失效模式特

因，认为一弯共振造成了叶片高周疲劳失效；Ker-

征进行了分析；Lourenco 等 [2]研究了某发动机叶片失

manpur 等[11]分析了 Ti6Al4V 压气机叶片的失效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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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出叶根位置耐磨性差，同时叶根和燕尾槽接异常

的 95%以上。主疲劳源区局部形貌及向叶尖扩展的

导致叶根疲劳断裂；芦才军等 研究了某带凸肩转子

疲劳区局部形貌如图 3、4 所示。

[12]

叶片发生断裂故障的原因，初步判断是由共振引发了
叶片疲劳断裂；王婧等[13]针对尾流激振引起的某压气
机叶片进气边高阶共振掉角故障，通过对叶片进行动
态优化设计及改变前 1 级静子叶片分布来改变激振
力，改善了转子叶片的振动状况。

图 3 主疲劳源区局部形貌

图 4 向叶尖扩展的疲劳区
局部形貌

本文针对某压气机转子带凸肩叶片掉块故障，通
过宏观检查、断口分析、加工制造质量复查及仿真对
比计算，分析了叶片断裂性质及掉块故障原因。

2.2 扫描电镜观察
通过扫描电镜观察断口主疲劳源区形貌如图 5
所示。主疲劳源区未见冶金缺陷，也未见打伤痕迹。

1 故障情况
某发动机在工作中突发异响，经流道检查发现第
2 级转子有 1 片叶片进气边掉块，同级转子叶片、前
一级静子叶片排气边及后几级转、静子叶片均有不同
程度打伤，但无明显掉块；
检查进口整流器及帽罩，无

疲劳扩展区疲劳弧线形貌和放大观察疲劳扩展
区疲劳条带形貌分别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疲劳
区疲劳条带细密，间距小于 0.5 滋m，符合高周疲劳断
裂特征。

打伤痕迹；复查运行参数，
在发动机工作期间无超温、
超转及振动异常情况。根据叶片形貌特征判断掉块故
障叶片为首断件，其他故障叶片均为二次打伤件，掉
块故障叶片形貌如图 1 所

100 滋m

（b）500 倍

（a）100 倍

示。经检查，
故障叶片凸肩

10 滋m

图 5 主疲劳源区放大形貌

无搭接错位等异常现象，
故障叶片叶尖及机匣涂层
未发现异常刮磨痕迹。该
级转子叶片材质为钛合
金，发生故障时已工作超

100 滋m

（a）57 倍

过 100 h，复查该型发动机
历史使用情况，该级叶片

图 1 掉块故障叶片

未出现过类似掉块故障。

宏观形貌（叶盆侧）

（b）1 万倍

图 6 疲劳扩展区疲劳条带形貌

2.3 能谱分析
利用能谱分析仪对叶片断口源区和扩展区进行

2 断口分析

成分分析，叶片材质成分符合标准要求，断口上及打

2.1 断口宏观形貌
通过实体显微镜观察故障叶片的断口宏观形貌
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
叶片断口呈灰色，
主疲劳源
位于叶盆侧，靠近凸肩（进气方向）与叶身转接圆弧
处，如图中箭头所示区域；在断口叶盆侧边缘有多处
底部呈银白色、带有金属光泽的打伤痕迹，位置均不
在疲劳源区；疲劳裂纹从叶盆向叶背及两侧扩展，扩
展较为充分，主疲劳源在

伤痕迹底部均未见外来异常元素。
2.4 金相组织检查
从断口下方约 30 mm 处横向截取金相试样，打
磨、腐蚀后观察显微组织
形貌如图 7 所示。其金相
组织为等轴 琢+茁 两相组
织，符合标准要求。
2.5 断口分析结果

扩展过程中又形成多个疲
劳源，疲劳区占整个断口

1 滋m

断口分析结果表明，
图 2 断口宏观形貌

主疲劳源位于叶盆侧，靠

50 滋m

图 7 叶身横向金相组织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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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凸肩（进气方向）与叶身转接圆弧处，主疲劳源区未

比，
见表 1。叶片从叶尖向叶根过渡时，
最大厚度 Cmax 应

见冶金缺陷，
也未见打伤痕迹。整个断口为多源疲劳

呈逐渐增大趋势，
但故障叶片在 A 2 至 A 3 截面区间，
最

断口，在扩展过程中又形成多个疲劳源，疲劳条带细

大厚度 Cmax 出现先减小后增大的现象，
凸肩上、下方截

密，具有高周疲劳断裂特征。

面的 Cmax 较其他叶片的减小约 0.2 mm。

3 叶片加工制造质量复查

表 1 叶片各截面最大厚度 Cmax 对比

经检查，故障叶片榫头、凸肩转接圆弧尺寸及叶

mm

截面

故障叶片

其他叶片

截面

故障叶片

其他叶片

A1

2.05

1.90~2.05

A4

2.90

2.80~2.90

A2

2.20

2.16~2.21

A5

3.50

3.30~3.60

C2 及最大厚度 Cmax（如图 9 所示），除缺失区域外，故

凸肩上方

2.15

2.30~2.35

A6

4.00

3.90~4.10

障叶片的测量结果符合要求，
与其他叶片相比无明显

凸肩下方

2.20

2.35~2.40

A7

4.60

4.60~4.70

A3

2.50

2.45~2.50

片表面粗糙度均符合要求；根据设计图纸检查叶片
A 1～A 7 7 个型面（如图 8 所示）的进、排气边厚度 C1、

异常。

4 故障原因分析与讨论
+y

复查叶片设计资料及历史使用情况可知，该叶片
-x

C1

C2

Cmax

+x

O
b

强度储备符合设计要求，
在使用过程中未出现过类似
掉块故障，可排除叶片设计结构强度储备不足因素；
由断口分析结果可知，叶片断裂性质为高周疲劳，断

-y

口疲劳区未见冶金缺陷，成分及组织符合标准要求，
图 9 叶型特征尺寸

图 8 叶片厚度测量截面

对照标准样件对故障叶片进行波纹度目视检查，
发现故障叶片凸肩与叶身转接圆弧处过渡不符合要
求。通过 3 坐标方法测量从叶片叶尖到凸肩下部
x=14 mm 截面的叶展轮廓，测量结果如图 10 （a）所
示，理论模型对应叶展轮廓尺寸数据如图 10 （b）所
示。从测量结果来看，
故障叶片叶展轮廓在距离叶尖

叶片使用中无外物打伤、碰摩、凸肩搭接错位及载荷
异常等情况，说明该叶片掉块故障与材质、冶金缺陷
及使用无关；加工制造质量复查结果表明，叶片波纹
度不符合要求，叶型自叶尖向叶根过渡时，在凸肩上、
下方截面存在异常减薄，
分析该异常可能改变了叶片
的静强度或振动特性。
为进一步分析叶身截面局部减薄对叶片静强度

36.55~44.42 mm 区间（凸肩上方）及 56.34~58.80 mm

及振动特性的影响，依据掉块叶片的 3 坐标实测数

区间（凸肩下方），轮廓厚度比理论模型尺寸最大分别

据，结合理论模型参数重新构建了掉块叶片的完整 3

减薄了 0.27 mm 及 0.15 mm，
超出了设计要求。

维模型。在 UG 软件中重构模型时，
A 1～A 3 截面及凸
肩上、下方截面的数据点缺失近 1/4，不能拟合还原完

mm

mm

整的叶型轮廓。为近似还原，假设叶片叶盆和叶背曲

1.74

1.75
1.81

线为光滑 3 次曲线，叶片弦长与理论模型一致，叶型

1.83

1.86

1.85
1.63
凸肩位置
1.98
1.85
2.15
2.26

依据现有数据点进行拟合，向缺失部位进行插值得到

1.90

叶型坐标。最后利用各截面叶型，沿叶片高度方向放

1.98
2.00
2.05
2.10

样，得到叶身完整的 3 维模型。
在有限元计算中，叶片的约束边界为：在叶片凸
肩接触面施加法向位移协调约束 [14-16]，模拟叶片在工

（a）故障叶片

（b）理论模型叶片

图 10 叶片叶展轮廓测量结果

作状态时凸肩压紧状态，
在叶片榫头工作面施加固定
约束，模拟叶片在榫槽中的固定状态。

采用最大厚度测量工装，
打表测量故障叶片凸肩

静强度计算结果表明，实测模型在工作状态下

上、下方截面的最大厚度，并与其他叶片测量结果对

的应力分布与理论模型的基本一致，最大应力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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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背侧根部，叶片掉块区域为低应力区，叶片静强

-26.8715
-18.2111
-9.55063
-0.890182
7.77027
16.4307
25.0912
33.7516
42.4121
51.0725

度储备符合设计要求，如图 11 所示。

-47.5707
-35.4955
-23.4203
-11.345
0.730184
12.8054
24.8800
36.9559
49.0311
61.1063

（b）实测模型

（a）理论模型

图 13 第 8 阶振型

叶背侧
0.121189

72.3192

144.517

216.715

叶盆侧
288.913

361.111

433.309

505.507

应力 /MPa
577.705

649.903

图 11 实测模型叶片等效应力分布

采用模态分析方法计算了叶片前 10 阶振型、频

-20016.1
-9238.28
1539.57
12317.4
23095.3
33873.1
44051
55428.8
66206.7
76984.5

-22995.1
-12102
-1207.79
9686.38
20580.6
31474.7
42368.9
53263.1
64157.2
75051.4

（a）理论模型

（b）实测模型

图 14 第 8 阶相对振动应力分布

率及相对振动应力。根据发动机压气机结构特点，考
虑转子不平衡引起的机械激振、进口支板数 19 及前

了叶片的振动特性，降低了叶片共振裕度，在气流激

后静子叶栅数 53、67 引起的气流激振，分析可能存在

励作用下，叶片在最大工作转速附近可能引发第 8 阶

1E、19E、53E、67E 激振源，绘制理论模型及实测模型

共振，最终导致叶片疲劳断裂失效。

叶片共振坎贝尔图，
如图 12 所示。

5 总结
（1）故障叶片断口符合高周疲劳断裂特征，可排
除设计、
外物打伤、异常碰摩、冶金缺陷及使用不当等
影响因素。
（2）故障叶片叶身的波纹度不符合要求，疲劳源
所在截面叶型厚度异常减薄，计算结果表明该异常改

（a）理论模型

（b）实测模型

图 12 叶片共振坎贝尔图

叶片各阶振动频率线 f 与激振线交点 E 的对应

变了叶片的振动特性，降低了共振裕度，在气流激励
下可能引发叶片局部共振，最终导致叶片疲劳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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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热载荷下 CMAS 侵蚀对 EB-PVD 热障涂层
微裂纹特性的影响
王

婕

（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
北京 100097）
摘要：为考察钙镁铝硅酸盐（Calcium-Magnesium-Alumino-Silicate，CMAS）侵蚀对柱状晶间微裂纹附近温度场、应力场以及能
量释放率的影响规律，建立含微裂纹的电子束物理气相沉积（Electron Beam-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EB-PVD）热障涂层数值模
型。分析了材料常数、
裂纹角度及裂纹长度对微裂纹尖端场的影响，
详细讨论了循环热载荷下 CMAS 对微裂纹特性的影响规律，
获得
了 CMAS 侵蚀对应力场分布影响的 3 个不同阶段。结果表明：裂纹尖端应力随 CMAS 侵蚀深度和涂层间热失配的增加而显著增大；
随着 CMAS 侵蚀时间的延长，涂层的隔热性能降低，裂纹尖端应力显著增大，易造成涂层的分层剥落失效；随着 CMAS 侵蚀深度的增
加，
裂纹尖端温度场和应力场以及能量释放率明显变化，
且受裂纹角度影响显著。
关键词：热障涂层；
钙镁铝硅酸盐；
循环热载荷；
裂纹；
应力；
能量释放率；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3.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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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MAS Infiltration on the Microcrack Characteristics of EB-PVD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under
Cycle Thermal Loading
WANG Jie
渊Aero Engine Academy of China袁Beijing 100097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MAS infiltration on temperature field，
stress field and energy release rate near columnar

intergranular microcracks，
a numerical model of EB-PVD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with microcracks was established. The effects of material
constant，
crack angle and crack length on microcrack tip field were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CMAS on microcrack characteristics were
discussed in detail under cycle thermal loading，
and the three different stages of effects of CMAS infiltration on stress field distribution were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ess at the crack tip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with the increase of CMAS infiltration depth and thermal
mismatch between coatings. With the increase of CMAS infiltration time，
the thermal insul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coating decreases，
and

the stress at the crack tip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which is easy to cause delamination and peeling failure of the coating. With the increase of
CMAS infiltration depth，
the temperature field，
stress field and energy release rate of crack tip change obviously，
and are affected by the
crack angle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thermal barrier coating曰CMAS曰cycle thermal loading曰crack曰stress曰energy release rate曰aeroengine

0 引言

zirconia，
YSZ），耐热腐蚀性好、熔点高、导热系数小，

热障涂层（Thermal Barrier Coating，TBC）广泛用

热膨胀系数较大[2]。TBC 制备工艺主要包括大气等离

于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1]，
包括高温合金基底、陶瓷顶

子喷涂（Atmospheric Plasma Spray，APS）和电子束物

层（Top Coat，
TC）、黏结层（Bond Coat，BC），以及生长

理气相沉积 （Electron Beam-Physical Vapor Deposi-

氧化物层（Thermally Grown Oxide，TGO）。TBC 通常采

tion，EB-PVD）[3]。

用 7%～8%氧化钇部分稳定氧化锆 （Yttria stabilized

钙镁铝硅酸盐 （Calcium-Magnesium -Alum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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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icate，
CMAS） 侵蚀是影响 TBC 的关键因素之一 [4]。
服役环境下，
CMAS 与火山灰、粉煤灰等进入发动机
并沉积在叶片上。当柱状晶表面温度超过 CMAS 熔点
时，
发生 CMAS 熔融浸入 TBC 空隙。由于黏性阻力的
增大，CMAS 侵蚀率会随着厚度增加而逐渐降低 [5]，
CMAS 温度随进入 TC 层的深度增加而逐渐降低[6-7]。为
减轻 CMAS 侵蚀影响，国内外开展了大量研究。研究

宽度 d=1 滋m。H TC、HBC 和 H SUB 分别为 TC、
BC 和基底层

的厚度。HCMAS0 为 TC 层顶部以上的沉积高度，
H CMAS 为 CMAS 侵蚀 EB-PVD 体系柱间隙的深度。假定

基底的厚度 H SUB=300 mm，并选择 H TC=H BC=100 滋m[3]，
H CMAS0=20 滋m[11]。此外，考虑了长度为 2a 的裂纹，裂

纹深度定义为从 CMAS0/TC 界面到裂纹中心的距离
H CRACK（图 1）。

表明，侵蚀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结晶形态，如钙长石

d

[4]
（CaAl2Si2O8）[8]、磷灰石（Ga2Gd（SiO
以及石榴
8
4）
6O2） ，

YSZ

石类型晶体 。新的结晶会阻止 CMAS 侵蚀，但也会
[6]

H TC

TC 层

温度梯度和 CMAS 的硬化也是影响 CMAS 侵蚀的重
要因素。冰岛埃亚菲亚德拉火山喷发事故使得火山灰

B

的问题受起了极大关注[9]。火山灰黏附在涂层表面形
时，导致侵蚀层具有较高的模量和导热性 [10]，且会引

H CMAS0
H CMAS

H CRACK

导致涂层丧失其多孔特征。此外，TC 层的化学成分、

成 CMAS，在高温下迅速侵入 TC 层间隙。冷却凝固

CMAS

D

a

BC 层

H BC

基底层

H SUB

A

起热失配，使涂层应变韧性变差，导致裂纹萌生、扩
展，引起涂层剥落失效[11]。了解 CMAS 侵蚀过程中的

图 1 CMAS 侵蚀 EB-PVD 热障涂层系统

[12]

涂层断裂失效机制至关重要。Chen 指出 CMAS 的热
弹性特性显著影响界面脱层的能量释放率；Su 等 [13]

1.2 材料参数

[14]

本文所建立的有限元模型包括约 45000 个 4 节

研究了CMAS 引起的瞬态热应力。当前，热循环载荷

点四边形单元（热传导分析为 DC2D4，热应力分析为

作用下的研究多集中在 TGO 生长 [15]、裂纹扩展 [16]、均

CPE4R）。靠近裂纹尖端和 YSZ/CMAS/ 高孔隙率氧化

匀温度场的裂纹竞争等

方面，只有少数考虑了

界面采用更为精细的网格捕捉奇异点，并开展网格敏

CMAS 渗滤过程对微观结构和非均匀温度分布的影

感性分析，以保持计算的收敛性[23]。为了进行热应力

响[18-19]。因此，亟需开展热循环载荷环境下 CMAS 侵

分析，将温度场作为预定义场，采用传热程序模拟了

蚀行为对 TBCs 微观结构及性能影响的研究。

3 个热循环过程中的瞬态温度场。

发现面内模量降低会增大应变能释放率；Zhang 等

[17]

本文建立温度梯度下 CMAS 侵蚀 EB-PVDTBC

本文假定高温下 TBCs 杨氏模量、泊松比和热膨

的数值分析模型，并通过温度场、应力场和能量释放

胀系数等为黏弹性，密度、导热系数和比热容为常数。

率定量描述 CMAS侵蚀对 TBC 的影响规律。

TBCs 各层的温度相关材料参数见表 1。需要强调的
是，所选的温度相关的高孔隙率氧化物的材料具有相

1 数值模型

对较小的杨氏模量和热传递系数。

1.1 有限元模型

1.3 载荷及边界条件

本文选用有限元软件 ABAQUS

6.14 进行数值

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对称特性，数值模型采用半周

TBCs 微观结构的 2 维平面

期几何模型，数值模型左侧设置为对称边界条件，右

模型如图 1 所示。EB-PVD 涂层的高孔隙率间隙为主

侧设置为周期性边界条件（图 1）。模型的左侧边界不

裂纹，
其余裂纹视为微裂纹。所建立的有限元模型包

允许沿水平方向移动，
右侧边界可自由移动，
但右侧边

括 11 个含间隙的 YSZ 柱状晶，从左至右以此编号为

界上所有节点的水平位移约束一致。CMAS 的上边缘

分析。含裂纹 EB-PVD

#1～#11；其中柱状晶宽度和间隙宽度分别记为 D 和
d。考虑到实际制备的 TC 孔隙率约为 10%

[20-22]

，在本

文模型中假设 YSZ 柱宽 D=9 滋m，高孔隙率氧化间隙

不受任何约束。为了忽略模型中的弯矩，
底部边缘固定
在垂直方向。同时，
假设裂纹表面自由且与热流绝热。
所施加的热载荷历程曲线如图 2 所示。在每个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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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BCs、
CMAS 和多孔氧化物的材料性能参数[19，24-28]
材料

TC

BC

基底
高孔隙

温度 模量 泊松比
T/℃ E/GPa

密度

导热系数

籽/（kg/m ） K/（W/m·K） a/（×10 /℃） c/（×10 J/kg·K）

淄

-6

-6

48

0.2

5650

1.05

9

483

1100

22

0.2

5650

1.05

12.2

483

20

200

0.3

7320

6.4

13.6

592

1100

110

0.33

7320

6.4

17

592

20

220

0.31

8220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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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0.35

8220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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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25

1000

0.2

9

483

2

0.25

1000

0.2

12.2

483

20

100

0.25

2540

1.78

8

875

1100

90

0.25

2540

P

P

875

循环中，
TBCs 的温度场都

1200

是随时间变化的。假设

1000

TBCs 在 20 ℃下为无初始

800

应力状态。在 300 s 内将

CMAS 侵蚀过程。

2 结果与讨论
2.1 温度场分布
在高温保温过程中，温度为 800～1100 ℃，如图
4 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TC 层的热导率 （1.05 W/m·K）在
TBCs 系统中是最低的，提供了将近 150 ℃的隔热效

到 TCMAS 的 1100 ℃，将基

0

差代表了 TC 顶部界面（CMAS0/TC）与 TC/BC 界面之

间的温度差。H CRACK=65 滋m，且 ，并在图 1 中 #6 柱状
15000

30000

45000

时间 /s

图 2 热障涂层系统的热载荷
时程曲线

保 持 14400 s， 以 模 拟

℃。为了考虑传热的影响，
采用加热、
保温和冷却过程
来确定每个热循环的瞬态热负荷条件。
1.4 CMAS 侵蚀
假设初始阶段 YSZ 柱状晶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隙。
随后，沉积的 CMAS 在毛细作用下侵蚀到空隙中。
[6]

采用 2 种真实的火山灰和 1 种合成的

CMAS 粉末试验确定了 CMAS 侵蚀的材料特性，为化
学反应形成结晶相阻止熔

0.75

融玻璃相的侵蚀分析提供

0.65

了 1 种有效手段。本文根
材料数据进行拟合，得到

拟合曲线
试验值（R.Naraparaju 等）

0.45
0

的拟合曲线如图 3 所示，
用以评估侵蚀深度 H CMAS

1150
1100
1050
1000
950
900
850
800
750

140
TC
BC

基底

K=1.78 W/m·K
K=3.00 W/m·K
K=4.00 W/m·K

138
136
134
132
130

3.0

2.5

2.0

1.5

1.0

0.5

距离 /mm

0

128

0

2

4

6
8
时间 /h

10

12

14

图 4 400 s 时涂层

图 5 不同 CMAS 热导率下

系统的温度

陶瓷层隔热效果

时，裂纹尖端附近存在 1 个较大的温度梯度，且垂直

0.55

0.40

的隔热性能；随着 CMAS 热导率提高，CMAS 侵蚀高

流分布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裂纹倾角 琢＝园毅

0.60

据该试验结果 ，
对 CMAS

裂纹。结果表明，较高的 CMAS 热导率会降低 TC 层

在高温过程中不同角度微裂纹附近的温度和热

0.70

0.50

[6]

晶 H CRACK=65 滋m 的位置处预置 1 条长度为 4 滋m 的

孔隙率氧化物更加有损于涂层的隔热性能[23]。

CMAS 侵蚀过程。然后，
在 300 s 内将 TBCs 冷却到 20

Naraparaj 等

果。在高温过程中（忽略加热和冷却过程）具有不同
CMAS 热导率的 TC 层隔热性能如图 5 所示。图中温

400
200

TSUB 的 800 ℃。恒定高温

隙率氧化转移到以式 （2） 所定义的侵蚀率来模拟

TSUB
TCMAS

300

14400

field”
（为用户子程序 USDFLD 更新材料点的场变量）
模拟 CMAS 侵蚀过程，这使得能够将材料特性从高孔

600

CMAS 顶部从 20 ℃加热
板 底 部 从 20 ℃ 加 热 到

300

应的情况。本文采用 ABAQUS 中的“depvar”
（指定与
解决方案相关的状态变量的编号） 和“User defined

比热容

热膨胀系数

3

20

氧化物 1100
C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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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

15

20

时间 /h

图 3 侵蚀深度随服役
时间变化

（t）随时间的变化为
H CMAS（t）=0.7-3e

裂纹不会影响温度分布。在 CMAS 侵蚀过程中不同角
度裂纹右端裂尖区域的归一化热流分布如图 7 所示。
其中归一化数值为裂纹倾角 琢＝园毅时的热流值。结果
表明，随着裂纹倾角的增大，
热流密度逐渐减小。在此
阶段 CMAS 开始到达微裂纹，在第 2 次热循环加载期

（1）

间热通量逐渐减小。另外，由于垂直裂纹基本不会阻

（2）

塞热流路径，因此垂直裂纹的热通量与没有裂纹时的

式（2）即为 CMAS 侵蚀率表达式。
需要强调的是，

基本相同。基于以上讨论可以发现，温度和热通量场

H CMAS（t）=5.1e

-1.7t

-1.7t

侵蚀深度与侵蚀时间关系反映了温度分布和化学反

明显受到微裂纹的倾角和侵蚀深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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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30毅
琢=60毅
琢=90毅

200
150

150

100

100

50

50

0

0

-50

-50
0

2

琢=0毅
琢=30毅
琢=60毅
琢=90毅

200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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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裂尖 B 点

（a）裂尖 A 点

图 8 在 CMAS 侵蚀过程中不同裂纹倾角下裂纹尖端的
张开型应力
20

（a）琢=0°

（b）琢=30°
HFL,Magnitude
（Avg:75%）
+7.537e+03
+6.600e+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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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裂尖 B 点

（a）裂尖 A 点

图 9 在 CMAS 侵蚀过程中不同裂纹倾角下裂纹尖端附近的
滑移型应力

NT11
+1.013e+03
+1.012e+03
+1.010e+03
+1.009e+03
+1.007e+03
+1.006e+03
+1.005e+03
+1.003e+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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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CMAS=40～55 滋m），微裂纹周围的应力场基本不受

CMAS 的影响，应力相对较小且趋于稳定；第 2 阶段：
CMAS 接近微裂纹时（H CMAS=55～63 滋m），由于 CMAS

对环境的剧烈转换，应力逐渐增大，此时，渗入的
CMAS 熔体将凝固并占据 EB-PVD 柱间的空隙，导致
（c）琢=60°

（d）琢=90°

应变容限和分层严重退化，并导致微裂纹扩展；第 3
阶段：微裂纹（H CRACK=65 滋m）被 CMAS 完全或部分覆

图 6 在不同裂纹倾角下陶瓷层内热流和温度

2.2 应力场分布

1.4

没有裂纹
琢=0毅
琢=30毅
琢=60毅
琢=90毅

1.2

本节主要分析在

1.0

CMAS 侵蚀 过 程中微裂

0.6

0.8

纹尖端的张开型应力（垂

0.4

直于裂纹平面的拉伸应

0

盖时（H CMAS=63-67 滋m），应力持续稳定在一个较高的
水平。此外，当微裂纹的倾斜角度为 60毅或 90毅时，微

裂纹近似表现为张开型断裂，如图 8 所示。当微裂纹
的倾斜角度为 30毅或 60毅时，微裂纹表现为滑移型断

0.2
0

2

4

6
8
时间 /h

10

12

力）和滑移型应力（平行

图 7 在 CMAS 侵蚀中不同

于裂纹平面的剪应力）的

裂纹倾角下裂尖处热流

变化。当微裂纹嵌入 #6

裂（图 9）。值得注意的是，在第 2 热循环加载期间，在
琢=30毅时裂尖 A 点处的滑移型应力值大于在 琢=60毅时
的值（图 9（a））；然而，在图 9（b）中，在 琢=30毅时裂尖 B
点处的滑移型应力的值小于 琢=60毅时的值。这是由于

柱（H CRACK=65 滋m）时，不同裂纹倾角下微裂纹尖端处

裂纹尖端与 CMAS 之间的距离不同造成的。图 9（b）

其 中 ，H CRACK=65 滋m，琢CMAS=8.5 ×10-6 ℃ ，K CMAS=1.78

在 琢=30毅时的值。这是因为在 琢=60毅时裂尖 B 点和

W/m·K。从图中可见，应力随加热时间的延长而增大，

CMAS 之间的距离小于在 30毅时裂尖 B 点和 CMAS

随冷却时间的延长而减小。在第 2 次热循环加载过程

之间的距离。与之相反，在 琢=60毅时，裂尖 A 点与

中，当 CMAS 到达微裂纹处时，应力出现剧烈振荡现

CMAS 之间的距离大于在 琢=30毅时裂尖 A 点与 CMAS

象。CMAS 侵蚀对应力的影响可分为 3 个阶段。第 1

之间的距离。此外，CMAS 侵蚀对水平裂纹的张开型

的张开型应力和滑移型应力大小分别如图 8、
9 所示。

阶 段 ： 微 裂 纹 （H CRACK=65 滋m） 远 离 CMAS 时

表明，在 琢=60毅时，裂尖 B 点周围的滑移型应力大于

应力和滑移型应力影响较小。综上所述，CMAS 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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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裂纹尖端应力状态有显著影响，且与裂纹角度明显
相关。
2.3 能量释放率
当能量释放率 （Energy Release Rate，
ERR）G 的
最大值超过其临界值时，微裂纹开始扩展，导致 YSZ
柱状晶局部失效，从而导致陶瓷涂层最终剥落。本节
中所有 G 的结果均由参考值 GMAX 标准化。由于裂
纹尖端 A 与 B 变化趋势相似，本节将重点讨论尖端
A 的变化情况。
在不同倾斜角下 G 随渗透时间的变化趋势如图
10（a）所示。当 CMAS 到达微裂纹时，
张开型应力和滑
移型应力都会急剧增大。因此，G 在第 2 热循环中迅
速增大。随着倾斜角度的增大，尖端 A 的 G 单调增
大。下面仅讨论微裂纹倾斜角为 60毅的情况。在 CMAS
渗透过程中，
CMAS 的热膨胀系数对高温下 G 的影响
如图 10（b）所示。需要注意的是，高温下 CMAS 的热
膨胀系数减小会导致裂纹扩展驱动力显著增大。热失
配应力的增大将促使裂纹分层。CMAS 和 TC 层之间
的热膨胀失配越大，YSZ 柱层中的 G 值越大，从而导
致微裂纹扩展。裂纹高度对 G 的影响如图 10 （c）所
示。对于不同的裂纹高度，
由于 CMAS 到达裂纹的时
间不同，G 值急剧增大的发生时间也有所不同。例如，
当裂纹高度为 52、60 和 68 滋m 时，
G 值急剧增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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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是对于位于 ＃6 柱状晶的裂纹，
裂纹数量 NCRACK=1；
第 2 种是分别位于 裕3，裕6 和 裕9 柱状晶的裂纹，数量
NCRACK=3；第 3 种是分别位于 裕2，裕4，裕6，裕8 和 裕10 柱

状晶的裂纹，数量 NCRACK=5。结果表明，裂纹数量为 3

和 5 时的 G 均小于裂纹数量为 1 时的。这意味着可
以通过增加微裂纹密度来降低微裂纹急剧扩展的可
能性。

3 结论
本文建立了柱状晶中含微裂纹的 EB-PVD TBC
系统数值模型，
研究了 CMAS 侵蚀对EB-PVDTBC 隔热
性能、裂纹周围温度场与应力场以及能量释放率分布
的影响规律，得到以下结论：
（1）CMAS 的导热系数、热膨胀系数、微裂纹位置
和密度等对陶瓷层的温度场及隔热效果有重要影响；
（2）当 CMAS 侵蚀到达微裂纹时，微裂纹附近的
应力水平和能量释放速率都急剧增大。随着服役时间
的延长，CMAS 侵蚀会严重降低 TBC 隔热性能，并引
起较大的应力，
容易导致涂层剥落失效；
（3）CMAS 侵蚀对裂纹尖端的温度场、应力场以
及能量释放率的影响程度与裂纹倾角显著相关，其影
响可以分为 3 个显著不同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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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 在航空发动机工艺尺寸链计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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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航空发动机零件加工过程中，为了减小由于加工、设计和测量基准不统一而导致的误差累积和加工工序中形位公差
的综合影响，
从工艺尺寸链计算的难点闭环的判断和形位公差的处理分析入手，
总结闭环判断的原则和判断技巧，应用尺寸链计算
（Dimensional Chain Calculation,DCC）对航空发动机输出轴零件的基准转换和形位公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DCC 软件相比传统的
手工计算，
具有计算效率高和精确度高的优势；
形位公差的处理结果更准确，
解决了工艺复合的尺寸链计算问题。
关键词：工艺尺寸链；形位公差；
封闭环判断；
计算机辅助公差分析；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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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CC in Process Dimension Chain Calculation of Aeroengine
LIU Ming1袁CHANG Hai-tao2袁DUAN Yan1袁LIU Shang-cheng2
渊1.AECC South Industry Co.袁LTD袁Zhuzhou Hunan 412002, China曰
2. Chongqing Chengzhipeng Technology Co.袁LTD袁Chongqing 400010, China冤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aeroengine parts machining袁in order to reduce the error accumul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Geometric Tolerance in machining process caused by the inconsistency of machining袁design and measurement袁the principle and skill of
closed loop judgment were summarized from the judgment of closed loop and analysis of Geometric Tolerance in process dimension chain

calculation. The reference conversion and Geometric Tolerance of aeroengine output shaft parts were analyzed by Dimensional Chain
Calculation 渊DCC冤.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manual calculation袁DCC software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The processing result of Geometric Tolerance is more accurate袁which solves the problem of dimension chain calculation of
process composite.

Key words: process dimension chain曰Geometric Tolerance曰close loop judgement曰CAT渊Computer-Aided Tolerancing冤曰aeroengine

0 引言

统的手工计算无法计算复杂的（平面和空间）尺寸链

由于航空发动机特殊的使用环境和安全性、可靠
性的要求，其零件功能越来越集成，结构越来越复杂，
精度越来越高，
材料工艺性越来越差，
制造技术要求越
[1]

和形位公差，已经无法满足现代航空发动机工艺尺寸
链计算的需要。
在航空发动机零件加工工艺规程制定过程中，正

来越高 。在实际生产中经常遇到加工、
测量和设计的

确地绘制、分析和计算工艺过程尺寸链是保证航空发

基准不统一的情况，必须通过工艺尺寸链计算工序尺

动机零部件加工精度的重要手段。随着计算机科学的

寸[2]；对于某些航空发动机的结构件，需要先装配后加

迅猛发展，计算机辅助技术已经贯穿于产品策划、设

工，其工艺尺寸链是装配和工艺复合的复杂尺寸链 ；

计、工艺规划、制造和管理的全过程。Hillyard[4]首次提

部分零部件要经过粗、
精加工工序才能保证零件的精

出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确定零件的几何形状、尺寸和

度要求，所以必然存在定位误差；为了保证零件的性

形位公差的概念；Bjorke [5]提出利用计算机进行尺寸

能，在部分加工工序中还会有形位公差的要求。而传

链公差设计和制造；徐华 [6]针对零件在同一方向上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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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尺寸较多，并需多次转换工艺基准的情况，提出图

工形成，A 0 是间接形成的，此时 A 0 为封闭环。

表法解决工艺尺寸链的方法：
把 1 个复杂的工艺过程

1.2 加工基准和设计基准不重合

用箭头直观地在 1 个图表内表示出来，并列出有关计

加工基准和设计基准不重合时，
通常加工后位置

算结果；杨琳[7]研究了计算机辅助工艺尺寸链的原理，

到设计基准的标注尺寸为封闭环，加工位置到加工基

以用 1 个有向图来形象地描述各加工面之间的关系，

准的尺寸为工序尺寸，如图 2 所示。表面 A 、
B、
C 均已

采用十字链表存储结构描述所有的工序；程春红等

[8]

加工，现以 A 面为加工基准来镗孔，尺寸 A 1 是镗孔

对工艺过程尺寸链中线性尺寸链计算程序的编制进

后间接获得的尺寸，
是封闭

行了论述，介绍了程序设计的思路和基本过程。工艺

环；
C 平面为 A 1 尺寸的设

尺寸链计算的难点是对封闭环的判断和形位公差的

计基准，封闭环 A 1 为孔中

处理。如果对封闭环判断错误，工序尺寸计算就会错

心到设计基准的设计尺寸。

mm

误，最终导致零件合格率降低，
成本提高。孙建 认为

孔中心到加工基准 A 平面 图 2 加工基准与设计基准

在判断封闭环时，凡是能直接加工得到的尺寸，都是

的尺寸 A 0 为工序尺寸。

组成环；不能直接加工得到，而要通过组成环间接得

1.3 测量基准与设计基准不重合

[9]

不重合

到的才是封闭环；陈培雄 将形位公差作为工艺尺寸

测量基准与设计基准不重合时，
通常待测量表面

链中的组成环或封闭环来分析形位公差要求在加工

到设计基准的尺寸是封闭环[14]，如图 3 所示。在车床

工艺中的影响。

上加工零件长度 A 1，加工大孔长度 A 2，加工后保证大

[10]

本文根据实践经验提出判断封闭环的技巧及处

孔底台肩面 C 到 A 端面设计尺寸 A 0。由于 A 0 不易测

理形位公差的一般原则，通过 DCC 软件在航空发动

量，加工中常用测量 A 2 来

机输出轴工艺尺寸链计算中的应用，
来探索计算机辅

控制孔底台肩面 C 到 A 面

助工艺尺寸链计算软件在航空发动机零部件机加工

的尺寸 A 0。已知 A 为设计

艺规程制定中的应用。以满足现代航空发动机工业对

基准，B 为测量基准；A 0 通

高集成度、高精度零部件加工的需要。

过测量 A 2 间接保证，是封
闭环；A 0 是测量面 C 到设

1 工艺尺寸链封闭环判断
工艺尺寸链计算的难点是确定尺寸链的封闭环。
封闭环是尺寸链中设计、加工或装配过程中最后（自
然或间接）形成的 1 个环，
承担各组成环的累积误差，
因此其公差值最大[11-12]。封闭环由工艺过程、加工方法
和测量方法所决定，在加工时定位装夹的方式、对刀
位置、走刀切削方法、刀具形状、测量方法、测量工具
都可能使工艺尺寸链的封闭环发生改变[13]。封闭环的
判断应该以实际加工和检测方法为依据，以封闭环定
义为原则，辅助一些技巧来进行。现针对航空发动机
零件机加工的特点，将封闭环判断技巧归纳如下。
1.1 设计基准、加工基准与测量基准重合
设计基准、加工基准与测量基准重合时，通常加
工余量为封闭环，如图 1

计基准 A 的尺寸，测量面
C 到测量基准 B 的尺寸 A 2
为工序尺寸。

图 3 测量基准与设计基准
不重合

1.4 在粗、精加工中的基础
在粗、精加工中，精加工如果以待加工表面为加
工基准，且在以固定加工余量加工的情况下，适用技
巧（2）加工后的表面到设计基准尺寸为封闭环；此时
目标尺寸通常公差较大。但在实际加工中通常精加工
后的尺寸精度较高，公差较小，以测量加工后的目标
尺寸是否合格来判断精加工是否完成。此时测量基准
与设计基准重合，适用技巧（1），
所以加工余量才是封
闭环。在粗、
精加工中封闭环的判断需要根据封闭环的
定义和误差累积的特点，
综
合考虑加工基准和测量基

所示。加工基准和设计基

准 2 个因素来判断。

准都在左端，先粗加工到

以 1 个案例来说明

A 1，再精加工到 A 2；
A1 和 A2

图 1 设计基准与加工

粗、精加工中封闭环的判

由前、后 2 道工序直接加

基准重合

断，如图 4 所示。零件加工

mm

图 4 粗、
精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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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为：1 加工总长 50 mm （0，-0.3）—2 粗加工 A 端

导致形位误差。是否需要考虑形位公差对工序尺寸的

面至 10.4 mm （0，
-0.2）—3 加工孔—4 热处理—5 靠

影响，主要基于形位公差与尺寸公差之间的关系，只

磨尺寸 10 mm（0，-0.01）。求工序 3 的钻孔位置尺寸

有真实确定二者都遵循共同公差原则的前提下，才可

和工序 5 的磨削量范围。由于本案例中未给出工序 3

分析该形位公差在尺寸链中对加工工序尺寸精度的

以哪个面为加工基准，分别以 B 和 A 表面为加工基

影响。公差原则分为独立原则和相关要求，而相关要

准来分析工艺尺寸链的封闭环。

求又分为包容要求、最大实体要求、最小实体要求和

（1）以 B 为加工基准。计算工序 3 尺寸时，孔 C

可逆要求[15]。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是否需要计算形

的设计基准与加工基准不重合，且尺寸（15±0.2）mm

位公差对工序尺寸的影响。

是工序 5 加工后间接获得的，承担所有的累积误差，

3 航空发动机输出轴工艺尺寸链计算

所以尺寸（15±0.2）mm 是封闭环。而该尺寸也是加
工后位置到设计基准的尺寸，符合第 1.2 节所述技
巧。计算工序 5 磨削量范围时，尺寸 10.4 mm（0，-0.2）
和 10 mm（0，-0.01）由直接测量获得；磨削量是由测
量目标尺寸 10 mm（0，
-0.01）是否合格来获得的，所
以磨削量是封闭环。而且此时测量基准与设计基准重

某航空发动机输出轴中间工序如图 5 所示。A 1=
（135.2±0.025）mm，已经加工；装夹定位如图 5（a）所
示，轴左端端面为对刀基准，车轴肩右侧至 A 2，保证
轴肩厚度 A 0=（6.2±0.05）mm。加工后保证轴肩右侧
端面跳动不超过 0.01 mm。计算工序尺寸 A 2。

合，符合第 1.1 节所述技巧，加工余量为封闭环。

mm

（2）以 A 为加工基准。计算工序 3 尺寸时，孔 C
的设计基准与加工基准不重合。由于尺寸（15±0.2）
mm 是由磨削后间接保证的，则该尺寸为封闭环。而
该尺寸也是加工后位置到设计基准的尺寸，符合第

（a）工序

（b）尺寸链
图 5 输出轴工序

1.2 节所述技巧。工序 3 尺寸、10.4 mm（0，
-0.2）和 10
mm（0，
-0.01）为组成环。计算工序 5 磨削量范围时，
可

由于轴肩厚度 （6.2±0.05）mm 是轴肩两侧平面

以采用（1）中粗、精加工的目标尺寸 10.4 mm（0，
-0.2）

最高点的间距，所以该尺寸已经包含端面跳动尺寸，

和 10（mm 0，-0.01）来计算，也可以使用孔的位置尺

此处工序尺寸计算不需要考虑该形位公差。

寸来计算。如果按照孔的位置尺寸来计算，
此时，孔的
设计尺寸（15±0.2）mm 为间接获得，
为封闭环。工序
3 尺寸和磨削量为组成环。通过 DCC 软件公差分析

计算工序尺寸 A 2 时，如果只是简单的把 A 1 和
A 0 相加，相当于以工序尺寸 A 2 为封闭环，计算结果
为（141.4±0.075）mm。但实际上由于 A 0 的设计基准

功能验证，采用（1）和（2）中的 2 种计算方法，磨削量

与加工基准不重合，A 2 不是封闭环。

的计算结果一致，说明磨削量不影响孔的实际位置，

3.1 闭环判断及环增减性判断

这符合实际情况，计算正确。

轴肩厚度 A 0 为加工间接获得的尺寸，为该尺寸

需要注意的是，
在加工 1 个表面同时产生 2 个或

链的封闭环；轴肩右侧到加工基准的尺寸 A 2 为工序

2 个以上的尺寸时，工艺上只能直接保证 1 个精度比

尺寸。在传统手工计算中，增减环的判断方法主要有

较高的尺寸，其余精度低的尺寸是间接保证的；间接

3 种：
（1）概念法：利用增减环的概念进行判断，适用

保证的为封闭环。另外，工艺尺寸链中各组成环的加
工误差会累积到封闭环，因此其公差值最大。也可根
据封闭环的公差累积特性合理设计加工工艺，降低加
工难度。

2 工艺尺寸链形位公差的处理
航空发动机零件功能和精度要求高，关重件加工
中通常要经过粗、精工序，
必然会存在定位误差，从而

于环数较少的情况。
（2）环绕法：
以封闭环上端为起点
绕虚线，将虚线视作“流水”，流经所有组成环及封闭
环，若某组成环处的水流方向与封闭环初始设定“水
流方向”
相反，则该组成环为增环，反之则为减环。
（3）
列式法：
如能直接列出等式，如 A 0=A 2+A 3-A 1，其中 A0
为封闭环，则等式右边所带“+”的项目为增环，而带
“-”的项目为减环。
本文采用 DCC 软件自动计算传递系数来自动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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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各组成环的增减性，传递系数为各组成环对封闭环

位公差对工序尺寸影响的一般原则，并在航空发动机

影响大小的系数。当传递系数为正时是增环，
为负时是

输出轴案例中加以分析应用。另外，传统工艺尺寸链

减环。对于复杂尺寸链增减性判断优势明显，
可以大大

的计算通常采用手工计算，
效率和精度低，容易出错；

节约工程师计算时间。通过计算，
组成环 A 2 的传递系

对于复杂尺寸链和形位公差要求无法计算。

数为正，为增环；
组成环 A 1 的传递系数为负，为减环。
DCC 自动计算传递系数及增减性判断结果见表 1。
表 1 DCC 自动计算传递系数及增减性判断
编号

基本尺寸

上偏差

mm

下偏差

增减性

A0

6.2

+0.05

-0.05

闭环

A2

141.4

+0.025

-0.025

增环

A1

135.2

+0.025

-0.025

减环

编号

公差

传递系数

贡献率

求解类型

A0

0.1

A2

0.05

1.000

50.000

求解值

A1

0.05

-1.000

50.000

已知

已知

（3）将 DCC 软件应用于航空发动机尺寸链计算
中，不仅提高了计算的效率和精度，同时还可以解决
航空发动机结构件中装配和工艺复合尺寸链计算和
形位公差、角度公差和装配公差处理的难题。
参考文献：
[1] 刘晓哲，吕泉，郑楠. 航空发动机结构件工艺技术及发展方向[J]. 机
械工程师，2016（2）：21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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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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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A 2 为封闭环和以 A 0 为封闭环计算的工序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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