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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elphi-模糊 Petri 网的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
张光宇，张福光，程继红
（海军航空大学 岸防兵学院，山东烟台 264001）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的实际问题，给出了模糊 Petri 网的定义，同时在各类模糊式规则的基础上，建立了故障诊断
推理方法及故障原因判断准则。通过对航空发动机滑油系统最小滑油压力信号灯燃亮故障的实例分析，将 Delphi 法与模糊 Petri
网结合，综合 2 种方法的优势，采用反向故障诊断，用 Delphi 法计算出所有可能的故障原因的置信度，验证了 Delphi- 模糊 Petri
网在故障诊断方面的有效性与所建立模型的可行性，为航空发动机的故障定位与故障原因推理提供了 1 种可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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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engine Fault Diagnosis Based on Delphi-fuzzy Petri Net
ZHANG Guang-yu袁ZHANG Fu-guang袁 CHENG Ji-hong
渊Coast Defence College袁Naval Aeronautical University袁Shandong Yantai 264001袁China冤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actical problem of aeroengine fault diagnosis 袁the definition of fuzzy Petri net was given袁and on the basis of

various fuzzy rules, the reasoning method of fault diagnosis and the judgment criterion of fault cause were given. By analyzing light up fault

of minimum oil pressure signal lamp of aeroengine lubricating system 袁the Delphi method and the fuzzy Petri nets were combined.By
integrating the advantages of two methods using backward fault diagnosis, the confidence coefficients of all possible fault causes were

calculated by Delphi metho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lphi - fuzzy Petri net is effective in fault diagnosis 袁and the established model is
feasible for aeroengine fault location and fault cause rea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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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同步等关系，Petri 网方法比其他方法的描述更方便，

航空发动机为飞机或其他航空器提供动力来源，

并且其独有的运算方法的修改与改进更为便捷 [5]。将

具有高度复杂与精密的特点。飞机整体的可靠性和经

Petri 网理论用于故障诊断目前在电网系统、工程液

济性与航空发动机息息相关[1-2]，未来的发动机还将使

压系统、航空航天、高铁运输等领域中有很多应用实

用综合智能化的数字电子控制系统 ，更会增加其复

例，基于模糊 Petri 网（Fuzzy Petri Net）的故障诊断方

杂性。如何准确定位发动机的故障部位，判断故障原

法将 Petri 网与模糊理论相结合，将运算规则、置信度

因，一直是其维修保障过程中的关键问题 。目前国内

及变迁等模糊化，把知识表示和诊断推理融为一体 [5]。

发动机故障诊断方法有神经网络法、深度学习法、模

Delphi 法是 1 种传统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

糊粗糙集法、支持向量机方法、软件仿真法等，针对不

法，具有较好的综合性。

[3]

[4]

同类型故障有着各自特点。
Petri 网方法是德国科学家 Carl Adam Petri 提出
的 1 种建模方法。对于进程或部件的顺序、冲突以及

本文将模糊 Petri 网的理论与 Delphi 法相结合，
用于航空发动机的故障诊断，讨论其故障诊断模型的
建立及运算规则，并进行了实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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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针对故障诊断的模糊 Petri 网
模糊 Petri 网可以用来描述系统不确定性知识，
是 1 种较好的图形化建模工具 [6]，而故障诊断过程就
是充满着模糊性及不确定性的过程，用模糊 Petri 网
来处理这种模糊规则的故障诊断事件，解决了传统
Petri 网只能处理精确知识，无法处理现实事件中不
确定性知识的问题[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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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的 1 种模糊关系，在这里采用在 MYCIN 专家系
统中的 1 种推理方法，即基于可信度的不精确推理[8]，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0-11]：
（1）基本型。如图 2（a）所示。R i：if p i，then p（CF
j
pi=
滋i），在该型规则下，变迁 t 的前与后只有 1 个输入库
所与输出库所，输出库所的置信度 滋j=滋·
即输入库
i 滋t，
所的置信度 滋i 与变迁的置信度 滋t 的乘积。
（2）
“与”型。如图 2（b）所示。R i：if p 1 and p 2 and…

模糊 Petri 网
在 Petri 网中，有以下几个基本的构成要素 [8]：

and p n，then p（CF
，在该型规则下，变迁有多个输
j
pi=滋i）

（1）用库所（Place）来表示状态，一般用圆表示。

入库所，但是只有 1 个输出库所，输出库所的置信度

（2）用变迁（Transition）表示事件或者转换过程，

滋j=滋i ·滋t），其中滋i 为 滋1，滋2，…，滋n 的均值（i=1，2，…，

一般用矩形来表示。
（3）用流关系（Flow Relation）表示事件发生的条
件，或者用弧（Arc）来表示库所与变迁之间的关系。
（4）标志（Token）一般用库所里的点来表示，或者

n）。
（3）
“或”型。如图 2（c）所示。R i：if p 1 or p 2 or…or
p n，
then p（CF
，在该型规则下，变迁 t1 到 tn 的输出
j
pi=滋i）

库所都是 p j，且每个变迁对

直接写成数字，表示系统

应自身的输入库所，输出

中的数据、状态或者资源。

库所的置信度 滋j=max {滋·
i

（Net）的基本结构，如图 1

（a）基本规则

滋ti }，即其中最大的置信度。

以上要素构成了网
图 1 基本 Petri 网的结构

所示。
不同的文献在不同的应用背景下，对模糊 Petri

…
…

…
…

网给出过多种定义，将模糊式产生规则与基本 Petri
网的定义相结合，那么模糊 Petri 网就有了如下的 8
元组[9]定义

（b）
“与”规则

FN=(P,T,琢，茁，I，O，滋，兹)

图 2 模糊式产生规则

式中：P={p 1,p 2,噎,p n}为所有库所节点的有限集合；T=
{t1,t2,…,tm}为变迁节点的有限集合；琢哿（P伊T）和 茁哿

（T伊P）分别为库所到变迁和变迁到库所的流关系，在
模型中也就是有向弧；I 和 O 分别为变迁到库所的输
入函数和库所到变迁的输出函数；滋∈[0,1] 为库所为
真或变迁发生规则的置信因子；兹 为变迁规则发生的
阈值，当变迁的置信度 滋>兹 时，变迁才会发生。
不同于传统 Petri 网，模糊 Petri 网并不存在并发
与冲突的问题；库所内的标志的个数也只有 0 或 1 这

（c）
“或”规则

以上 CF={滋1，滋2, …，滋n} 为有限的规则置信度集
合，置信度 滋i∈[0,1]，在此范围内 滋i 的值越大，表示库
所代表的故障事件或者变迁代表的故障行为越有可
能发生。
1.3

基于 Delphi- 模糊 Petri 网故障诊断的推理过程
Delphi 法适用于没有精确资料的问题研究 [12]，综

合性较强，常被用在预测及评价领域，但该方法具有
主观性，将其与模糊 Petri 法相结合，进行故障诊断问
题的推理。

2 种状态，这是因为在模糊 Petri 网中，库所代表的是

故障诊断的过程一般是对故障现象进行分析，推

故障模式，只有故障不发生和故障发生 2 种模式；同

理出故障的具体原因及故障结论，也就是所谓的反向

时在变迁上也多了 1 个介于 0 和 1 之间的可信度。

推理 [13]，找出所有可 能 导致 故 障 发生 的 输 入库 所 以

1.2 模糊式产生规则

及 传 播 路径 ，并 比 较 置信 度 大 小，从 而 判 断 故 障起

模糊式产生规则表示的是输入库所与输出库所
的模糊关系，在故障诊断模型中即为故障事件与故障

始原因。
在 Delphi- 模糊 Petri 网故障诊断方法中的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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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14]如下：
（1）根据实际故障情况进行分析，确定故障模式。
（2）采 用 Delphi 法 ，通 过 调 查 问 卷 的 形 式 综 合
分析专家的观点及日常工作经验，确定置信度等定
量数据。
（3）对库所的权重进行赋值。
（4）根据置信度 滋 与阈值 兹 的比较，选出导致最
终故障的变迁规则置信度最大的库所。
（5）依次计算所有库所的概率，根据预先设定的
初始置信度与模糊规则计算每个初始库所到最终库
所的置信度，并与阈值 兹 进行比较，若大于阈值，则命
图 3 故障关系

题成立。
（6）比较所有命题成立的库所置信度大小，按照
置信度越大越优先的顺序排列，推理过程结束。

2

基于 Delphi- 模糊 Petri 网的航空发动机

故障诊断实例模型
在进行故障诊断时，如何尽快定位故障原因，减
少不必要的冗余推理，并将各类故障的可能性尽可能
排列出来，是 Delphi- 模糊 Petri 网故障诊断方法要解
决的问题。
2.1

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实例描述
某型军用教练机现单发装备某型涡扇发动机。根

据部队实际工作调研，在日常飞行过程或地面检查试
车中，会出现最小滑油信号灯燃亮、滑油压力摆动过
大、滑油压力超规定值等故障。由于滑油系统部件较

2.2

故障诊断模型建立与分析
在模型分析中，阈值的选取很关键，阈值定得过

大，故障可能无法被检出，造成漏诊；而阈值定得过
小，系统又容易产生误诊。根据该型发动机在实际使
用过程中的滑油系统故障报告统计及 FMECA 方法[15]，
结合 Delphi 方法，按照文献[16]中的单因素确定方法
的计算流程，制定出合理的故障检测阈值，选取故障
阈值 兹=0.6，其他各初始库所的置信度以及各变迁的
置信度皆可由以上方法得出。
根据之前的故障分析与故障关系，结合模糊 Petri
网，用库所来表示故障模式，变迁表示故障行为，按照
各类故障的从属关系建立起的故障诊断模型如图 4
所示。

多，滑油工作条件恶劣，发动机对滑油系统的要求又
较为严格，给地勤维护保障人员的排故工作带来一定
的挑战。
结合保障一线的实际情况，选取某型发动机滑油
系统故障中的 1 种：最小滑油信号灯燃亮，进行基于
模糊 Petri 网的模型构造。该故障关系如图 3 所示。
从图中可见，造成最小滑油信号灯燃亮的 3 个主
要原因是滑油压力异常、压力传感信号异常和其他非
典型故障（此类故障出现可能性小，多为意外故障）。
滑油压力异常是指滑油在工作过程中压力确实超过

图 4 最小滑油信号灯燃亮故障诊断模糊 Petri 网模型

了规定值，其原因主要包括滑油油量不足、滑油系统

模型中库所、
变迁的含义以及置信度等见表 1。

存在气塞、调压活门故障、滑油泵故障、滑油箱损坏；

根据建立起来的模糊 Petri 网模型，分析计算过

压力传感信号异常是指仅为信号问题，而滑油压力正

程如下：

常，其原因主要包括最小滑油压力信号器故障、温度

（1）p 12 为最终库所，也就是最小滑油压力信号灯

与金属屑信号器故障、磁性堵塞或滑油滤有金属屑。

燃亮，可知引发 p 12 发生的路径有 3 条，分别为 p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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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库所

故障模式

库所、变迁含义及置信度
置信度

滑油油量

p1

不足

变迁

故障行为

0.83

t1

滑油压力
异常

置信度
0.80
滋p2=0.78

p2

滑油系统
存在气塞

0.78

t2

滑油压力
异常

0.80

p3

调压活门
故障

0.72

t3

滑油压力
异常

0.80

p4

滑油泵
故障

0.65

t4

滑油压力
异常

0.80

p5

滑油箱
损坏

0.52

t5

滑油压力
异常

0.80

p6

最小滑油压力
信号器故障

0.65

t6

出现虚警

0.75

p7

温度与金属屑
信号器故障

0.63

t7

滑油压力
信号异常

0.78

p8

磁性堵塞或滑
油滤有金属屑

0.81

t8

滑油压力
信号异常

0.85

p9

其他非典型
故障

0.2

t9

其他意外
问题

0.60

滑油箱内部
原因

t10

滑油压力
异常

0.90

传感器故障

t11

滑油压力
信号异常

0.80

p 10
p 11
p 12

滋t1=0.8
滋p1=0.83

滋t2=0.8

滋p8=0.81
滋t8=0.85

图 5 可能的故障原因路径

在实际工作中，一线机务人员的排故过程是先检
查磁性堵塞与滑油滤以及信号故障，再检查滑油箱内
部，
在油箱内部先检查油量与气塞情况，基本与推理分
析的结果一致。目前此种检查模式已经在一线机务排
故手册中采用。该方法有效减少了在故障诊断过程中
的冗余推理，
节省故障诊断时间，
提高故障诊断效率。

3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故障诊断的建模计算与分析，得到与

实际情况一致的推理结果。将 Delphi 法与模糊 Petri

最小滑油压
力信号灯燃亮

网的应用优势结合在一起，采用反向推理，在推理计
算过程中只需考虑与目标库所有联系的路径，逻辑关
系简单清晰，减少了故障诊断中的冗余推理，并且能
够在推理过程中通过计算将所有故障可能性自动排
列清楚，提高了故障诊断效率，能较好地处理故障事

p 12，p 11→p 12，p 9→p 12；属于它们的变迁规则的置信度里
最大的为 滋t10=0.9，故优先选择路径 p 10→p 12。
（2）再分别计算路径 p 1→p 10，p 2→p 10，p 3→p 10，p 4→
p 10，p 5 →p 12 的置信度分别为：滋１＝滋p１·滋t１=0.664，滋2 ＝
滋p2·滋t2=0.624，滋3 ＝滋p3·滋t3=0.576，滋4 ＝滋p4·滋t4=0.52，滋5 ＝
滋p5·滋t5=0.416，可知 滋１>滋2>兹，故变迁 t1 与 t2 会发生。
（3）再选择 p 11→p 12 路径，分别计算出 p 6→p 11，
p 7→
p 11，p 8 →p 11 路 径 的 置 信 度 为 ：滋6 ＝滋p6·滋t6，滋7 ＝滋p7·滋t7，
滋8＝滋p8·滋t8；可以看到 滋8>兹，故变迁 t8 会发生。
（4）路径 p 9→p 12 的置信度为：滋9＝滋p9·滋t9=0.12，远
小于 兹。
经过推理分析可知，导致最终库所 P12 发生的起

件中的模糊信息，为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提供了 1 种
可行方法。
在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中将重点解决阈值与置信
度选取、加入时间因素等问题，以求更直观地反映故
障诊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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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与发动机性能匹配分析
王晓蓉 1，刘虎平 1，李瑞军 2
（1.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西安 710089；2.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在设计初期快速实现飞 / 机发动机一体化设计，确定 1 套系统的飞机 / 发动机性能匹配方法和流程，开发飞机 / 发
动机性能匹配计算程序，对某型飞机 / 新研发动机性能匹配特性进行分析。根据确定的新研发动机方案，针对新研发动机 / 原喷管
性能匹配问题进行计算分析。结果表明：通过研究分析为新研发动机设计提供了牵引性设计指标，确定了发动机循环参数，可为后
续方案的迭代和优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飞机；航空发动机；性能匹配；喷管性能
中图分类号：V235.1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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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Matching Analysis of Aircraft and Engine
WANG Xiao-rong1袁LIU Hu-ping1袁LI Rui-jun2
渊1.AVIC the First Aircraft Institue袁Xi爷an 710089袁China曰2.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integrated design of aircraft / engine quickly in the early stage of design 袁a method and process of

performance matching of aircraft / engine was determined. An aircraft / engine performance matching calculation program was developed to

analyze the performance matching characteristics of an aircraft / new engine. According to the new engine scheme 袁the performance

matching problem of the new engine / original nozzle was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provide

the traction design index for the design of the new engine and determine the engine cycle parameters 袁which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ter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subsequent scheme.

Key words: aircrafts曰aeroengine曰performance matching曰nozzle perfomance

0 引言

的基本理论，为实现飞发一体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基

纵观飞机的发展过程，发动机性能的不断提高对

于以上理论基础，国内开展了多项不同研究背景下的

飞机性能的改进一直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飞机的发

飞 / 发一体化研究。陈玉春等 [11-12]完成基于一体化设

展又促进了发动机的发展。飞机的种类繁多，根据不

计技术的多用途战斗机用涡扇发动机循环参数优化

同的用途，对发动机的要求也各不相同。要成功地设

研究，建立飞航导弹 / 涡扇发动机一体化设计的优化

计出高性能的现代飞机，需要考虑飞机性能要求以及

设计模型，并给出了算例和分析；张冬青等 [13]采用飞

飞机与发动机的相互影响，进行飞机和发动机之间的

机 / 发动机一体化分析方法，开展 2 种典型组合循环

协调和匹配

发动机方案总体性能对比研究。以上研究都获得了有

。开展飞机 / 发动机的匹配研究能够在

[1-2]

飞机方案设计阶段为发动机的选型提供指标支持，提
出飞机对发动机的性能需求。同时，通过性能匹配与
优化，使飞机 / 发动机的性能达到最优
Daniel 等

。

[3-4]

意义的结论，
但仅适用于特殊的应用场景。
面对飞行器的任务和配装发动机不同，以及考虑
到飞机和发动机研制初期适用于工程的思路。本文建

进行飞机 / 发动机性能匹配评估研

立了 1 套基于一体化设计技术的飞机 / 发动机性能

究；Mattingly 等 [10]发展基于飞机 / 发动机一体化设计

匹配评估模型，并开发了相应的计算程序，对某型飞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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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与新研发动机进行性能匹配分析。

剖面的计算，确定飞机起飞总质量、发动机最大安装

1 飞机 / 发动机性能匹配方法与流程

推力和机翼面积，从而对所研究的飞机和发动机有量

飞机 / 发动机性能匹配技术的核心是在已知飞

级的初步共识。
飞机起飞总质量 W TO 为

机作战和使用需求的前提下，从一体化角度通过任务
分析和约束分析、发动机设计点主要热力循环参数
（涡轮前温度 TTIT、涵道比 RBP、总增压比 ROP、风扇
压比 RFP 等）的多目标优化分析和选择、飞机 / 发动
机性能的迭代分析和评估，确定出飞机和发动机的优

W TO=W P+W E+W F

（2）

式中：W P 为负载质量，包括投放载荷和永久载荷；W E
为 飞 机空 质 量 ，利 用文 献 [5]中 Roskam 模 型 进 行 预
估；W F 为燃油质量，为使用燃油质量和余油储备燃油
质量之和，使用燃油质量与各航段的燃油因子有关，

选技术方案。飞机 / 发动机性能匹配评估流程如图 1

可根据各航段的飞行条件和耗油率计算燃油因子，例

所示。

如巡航或作战 / 待机任务段燃油因子为
飞机 设计任务书
任务 分析：确定飞机 起飞总 重量

预估 动力
装置 性能

约束分析：确定 飞机推 重比 和翼载

发动机 设计 点 循环 分析

参
数
重
新
优
化

参
数
重
新
优
化

设计 点循环 分析
推力
耗油率
几何重 量
否

是

为飞机升阻比。
匹配

1.3

机性能参数（主要是推力和耗油率）和设计极限（最大

是

的允许涡轮温度和最大转速、极限流量等）、飞行状态

飞机气 动力特 性曲线
发动机非 设计点 循环 分析
气动性能 参数
推力
耗油率

否

（高度和马赫数等）与设计选择（压气机压比、风扇压

进排气 损失
功率 和引气提 取
稳 定性评估

比、涵道比、涡轮前温度等）之间的关系。以发动机性

飞机效 能评估

能指标为前提，计算分析比较得出设计点参数的取值

飞 机综 合评估
效能
成本

可行范围。

是
最 优飞机 / 发动 机技术方 案？

发动机非设计点循环分析是根据给定的设计点

内为发动机模 块

是

参数，通过所有重要航段的飞行性能计算，确定整个

输 出飞机 / 发动 机 技术 方案

工作包线内所有工作状态的发动机性能。

图 1 飞机 / 发动机性能匹配评估流程

1.1

1.4

约束分析

可行域，
从中选出初步设计的飞机起飞推重比和翼载。
确定起飞推重比与翼载解空间的主要设计手段

蓸

2

蔀

点选定后，估算当前飞机性能 [14-15]，并与飞机设计任务
书相比较，评估发动机是否满足飞机设计任务要求。
若满足要求则可进行具体设计，否则仍须重复上述分

是求解由飞机受力分析得到的“主控方程”
d(h+ V )
q(CD+CDR) + 1 ·
2g
茁(W TO /S) V
dt

飞机性能计算
飞机性能计算，主要是在发动机循环参数和设计

约束分析的目的是确定满足飞机战术技术要求的

TSL = 茁
W TO 琢

循环分析
发动机设计点循环分析的目的在于估算出发动

否

确定设计点 循环参数

发动机控 制规律
研究 和优化

（3）

C 为发动机安装耗油率，利用文献[5]进行预估；L/D

满足飞机 指标要 求
推 力 / 耗油 / 几何重 量？

最优设 计点方案？

·C
蓸 -驻T
L/D 蔀

式中：W i 为第 i 个航段的飞机质量；驻T 为飞行时间；

电 子样机
物 理统计

飞 机机 体设计
几何
重量
气动 力

设计 点热 力参数
OPR、TIT、BPR
参
数
优
化

fi=W i/W i=dxp

预 估飞机气 动数 据

析，直至满足方案要求。
（1）

式中：TSL/W TO 为起飞推重比；W TO /S 为机翼载荷；茁 为

瞬时质量比；琢 为推力比；q 为动压；CD、CDR 为阻力系
数；V 为飞行速度；h 为飞行高度。
式（1）可相应简化，从而提供不同航段下 的 TSL

1.5

综合评估
综合评估是对已经得到的 1 组可行设计方案进

行分析，以判断该设计方案是否达到了某些特定的性
能要求。最后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要求的前提下得到
最佳设计方案，以供飞机、发动机进行具体设计。

/W TO 和 W TO /S 的关系式。

2 算例与分析

1.2

2.1

任务分析
任务分析是在约束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整个飞行

确定飞机的起飞推重比和翼载
为获得可匹配某飞机的新研发动机方案，需依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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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对新研动力的要求进行多约束条件分析，而飞机

本文利用“飞机 / 发动

0.40

对新研动力的具体要求，必须通过一体化计算的方法

0.35

机 性 能 匹配 仿 真 平 台 ”约

起 飞（热 天）

0.30

巡航

来获得。
参数，也是确定发动机优选方案的重要参考指标。本
分析、任务分析，确定飞机的最大起飞质量及组成。
某型飞机的典型任务剖面如图 2 所示。设计约束

作战
着 陆（标 准 天）

定起飞推重比和翼载,如图

0.15

4 所示。

0.05

选取图 4 目标点为起
飞 推 重 比 TSL/W TO=0.24、机

4
投 放 载 荷 5 min

8

着陆

6
待机

3

爬升

7
0 暖机
起飞

图 4 起飞推重比与翼载解空间

Fto=（T/W）×W TO/Ne=98.98 kN

（4）

考虑到某型飞机安装因素（功率提取、引气、进排
损失为 15%，则所需发动机提供的台架推力为
Fto，Required=98.98×1.154=114.22 kN

油因子以及瞬时质量比，如图 3 所示。

11 km 0.75Ma 出航

2
翼载 （N/m
/
）

气损失等）会引起较大的性能损失，假设起飞时安装

根据上述飞机典型任务剖面，计算得到各航段燃

下降

目标 值

翼载 W TO/S=4067 N/m2，从而确定飞机起飞推力需求为

作战半径：4500 km；起飞 滑跑距离：2450 m；着陆滑

13 km 0.75M 出 航

着 陆（热 天）

0.10
500 1500 2500 3500 4500 5500 6500

如下：负载质量：17.2 （投放载荷
t
17 t，永久载荷 0.2 t）；
跑距离：1800 m。

实用 升限

0.20

文利用“飞机 / 发动机性能匹配仿真平台”进行约束

2

0.25

束 分 析 模块 进 行 计 算 ，确

起飞推重比和翼载是飞机总体设计首要确定的

5

起 飞（标 准 天）

1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2.2

发动机循环参数选取

2.2.1

发动机巡航性能指标
选取巡航状态作为发动机设计的目标状态，以

巡 航 单位 推 力 与巡 航 耗 油率 作 为 发 动 机 设 计 的 目
标参数。
2.2.1.1

巡航推力

Fer=W 蓸 K -1+酌 蔀 /Ne

图 3 航段瞬时质量比

图 2 飞机典型任务剖面

（5）

依据第 1.2 节计算模型，可得飞机的最大起飞质
量 W TO=168 t，见表 1。

（6）

式中：Fcr 为巡航推力；W 为巡航段飞机质量；K 为巡航
段升阻比；
酌 为巡航段爬升梯度；Ne 为发动机数量。

表 1 质量组成参数

假设巡航高度为 11 km，马赫数为 0.75，巡航升

估算质量 /t

质量系数

阻比为 14.8，根据式（6）计算得飞机所需巡航推力为

设计最大起飞质量

168

1.0

使用空机质量

78.5

0.47

26.46 kN，但考虑到发动机引气、功率提取等推力损

燃油质量

72.2

0.43

负载质量

17.2

0.10

质量类型

通过飞机的受力分析，选取典型约束航段求解第

失以及未来载质量需求的增加，提出将安装推力增大
15% 的 要 求 ， 则 发 动 机 提 供 的 巡 航 推 力 目 标 值 为
29.45 kN。
2.2.1.2

耗油率

1.1 节的式（1），计算起飞推重比和翼载所满足的解空

考虑到巡航耗油率对航程的影响及可达到的技

间，并在解空间里选取合理的起飞推重比和翼载。其

术水平，要求在原配装发动机巡航耗油率基础上降低

中典型约束航段的约束条件见表 2。

5%，则新研发动机巡航耗油率为 0.0679 kg/ (N·h)。

表2

典型约束航段的约束条件

序号

航段名称

1

起飞

2

2.2.1.3

单位推力

考虑到尽可能降低新研发动机的换装成本，以及

约束条件
大气条件：ISA、ISA＋15

与飞机原装进排气系统的接口尺寸兼容，假定进口尺

起飞滑跑距离：
不大于 2450 m

寸及流量与原配装发动机的相当，进口换算流量为

巡航

11 km，Ma=0.75，爬升率：
不小于 1.5 m/s

295 kg/s，则物理流量为 105 kg/s。得到巡航单位推力

3

实用升限

15 km，Ma=0.85，爬升率：
不小于 0.5 m/s

为 289.49 m/s。

4

作战

11 km Ma=0.85，爬升率：
不小于 0.5 m/s

2.2.2

5

着陆

大气条件：ISA、ISA＋15
起飞滑跑距离：
不大于 1800 m

发动机设计点循环参数分析
发动机优选方案的选取根据发动机需求指标，进

行发动机主要热力循环参数（涵道比 RBP、风扇压比

9

王晓蓉等：飞机与发动机性能匹配分析

第6期

RFP、总压比 ROP、涡轮前温度 TTIT）对发动机性能

总增压比 =45.0
35

的影响分析，选取合适的 1 组热力循环参数。

31

本文选取双轴混排
涡扇 发 动 机 进 行 建 模 分

外 涵道

2121
22

1
进气道

风扇

44

33

2121

燃 烧室

压气机

7%
2.43%

析，发动机模型如图 5

67

0.073

27

喷管

25

7%
5%

0.071

23

环参数分析的基础。本文

风扇内涵效率

0.908

参考文献[10]，并 考 虑 到

风扇外涵效率

0.878

技术水平的发展，选取具

压气机效率

0.908

0.900

有前瞻性的部件效率，见

燃烧室总压损失 0.945

0.960

表 3。

燃烧效率

0.995

0.995

涡轮效率

0.918

0.890

0.069

21
19

发动 机部 件 效 率 的 表 3 部件多变效率和总压损失
合适选取是进行 热力循
选取值 参考值
部件特性

（1） 风扇压比的选

0.075

29

2225

4545
55
低压 涡 轮
混合室
高压涡轮

图 5 双轴混排涡扇发动机模型

所示。

0.077

33

0.067

17
15
1.4

0.890

1.6

1.8

2.0 2.2 2.4
风扇压比

2.6

2.8

0.065
3.0

涵道比 =2.0
涡轮前温度 =1400 K
涵道比 =2.5
涡轮前温度 =1500 K

涵道比 =2.5
涡轮前温度 =1400 K
涵道比 =2.5
涡轮前温度 =1500 K

涵道比 =3.0
涡轮前温度 =1400 K
涵道比 =3.0
涡轮前温度 =1500 K

涵道比 =2.0
涡轮前温度 =1600 K

涵道比 =2.5
涡轮前温度 =1600 K

涵道比 =3.0
涡轮前温度 =1600 K

（c）R OP=45
图 6 风扇压比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

从图中可见，当其他热力循环参数确定时，存在

取。选取总压比为 35、
40、
45，涡轮前温度为 1400～
1600 K，涵道比为 2.0、2.5、3.0，风扇压比对发动机单

着最优的风扇压比使得单位推力最大，耗油率最小。

位推力及耗油率的影响如图 6 所示。

且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可知，过大或者过小的风扇压比
使得内外涵气流能量不匹配，反映在内外涵出口总压

总增压比 =35.0
35
33
31
29

0.079

比（P16/P6）的值偏离 1.0，此时造成单位推力减小或者

0.077

耗油率增大。因此，在循环分析时，要考虑内外涵出口

0.075

总压比（P16/P6）保持在 1.0 附近，使得方案最优。

27
0.073

25

0.071

23
21

0.069

综合图 6 中的计算数据及所需发动机单位推力
和耗油率需求，选取最优的风扇内涵压比为 2.5。

19

15
1.4

（2）其他循环参数的选取。确定风扇内涵压比为

0.067

17
1.6

1.8

2.0 2.2 2.4
风扇压比

2.6

2.8

0.065
3.0

涵道比 =2.0
涡轮前温度 =1400 K
涵道比 =2.5
涡轮前温度 =1500 K

涵道比 =2.5
涡轮前温度 =1400 K
涵道比 =2.5
涡轮前温度 =1500 K

涵道比 =3.0
涡轮前温度 =1400 K
涵道比 =3.0
涡轮前温度 =1500 K

涵道比 =2.0
涡轮前温度 =1600 K

涵道比 =2.5
涡轮前温度 =1600 K

涵道比 =3.0
涡轮前温度 =1600 K

（a）R OP=35

得内外涵气流能量（P16/P6）
达到最优。选取涵道比分
别为 2.0、2.5、3.0，总压比
为 29.4～49.0，涡轮前温度
为 1400～1700 K，各循环

总增压比 =40.0

35

2.5，迭代风扇外涵压比使

0.079

33
31

0.077

29

0.075

参数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
如图 7 所示。

0.073

23
21

0.071

的发动机耗油率与单位推

0.069

力指标 （图 7 中红点），即

风扇内涵压比

2.5

0.067

可确定发动机设计点的热

风扇外涵压比

2.42

力循环参数，见表 4。

涵道比

2.5

2.3

总压比

39.2

19
17
15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0.065

风扇压比
涵道比 =2.0
涡轮前温度 =1400 K
涵道比 =2.5
涡轮前温度 =1500 K

涵道比 =2.5
涡轮前温度 =1400 K
涵道比 =2.5
涡轮前温度 =1500 K

涵道比 =3.0
涡轮前温度 =1400 K
涵道比 =3.0
涡轮前温度 =1500 K

涵道比 =2.0
涡轮前温度 =1600 K

涵道比 =2.5
涡轮前温度 =1600 K

涵道比 =3.0
涡轮前温度 =1600 K

（b）R OP=40

图 7 循环参数分析

基 于 第 2.2.1 节 确 定 表 4 优选的发动机循环参数

27
25

1600 K
0.074
0.073
TTIT
0.072
1500 K
R BP=2.0
0.701
1400 K
0.070
R BP=2.5
0.069 R OP
29.4
0.068
1700 K
0.067
39.2
R BP=3.0
0.066 49.0
1700 K
0.065 1400 K
1600 K
0.064
1500 K
0.063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单位推力·g/（m/s）

其他飞 / 发性能匹配
第 2.2 节计算分 析 确

循环参数

计算优选值

燃烧室出口温度 /K 1500～1600

定了新研发动机的循环参数，得到满足飞机基本需求
指标的新研发动机方案。进一步判断该设计方案是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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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某些特定的性能要求，
对飞机 / 发动机匹配方案进
行综合评估。
考虑到低成本的换装新研发动机，需评估其与
飞 机 原 装 排气 系 统 的性 能 匹 配是 否 满 足 原 位 换 装
的需求。
排气系统属于推进系统的重要部件，对发动机性
能和共同工作线有非常大的影响。发动机出口 / 喉部
面积为
A 8= W 8·R·Ts8
（7）
Ps8·V 8
式中：W 8 为喷管出口燃气流量；R 为气体常数；Ts8 为
喷管完全膨胀时出口喉部静温；Ps8 为喷管完全膨胀
时出口喉部静压；V 8 为喷管出口排气速度。
从式（7）中可见，喷管的喉部面积除与流量相关
外，还与气动热力参数密切相关，且喷管喉部面积对

发动机性能有很大影响。经过计算分析，一般混排涡
扇发动机喷管喉部面积增大，会使喷管进口压力降
低，风扇共同工作点向流量增加、压比降低方向移动，
风扇喘振裕度增大。喷管落压比减小，导致推力减小，
耗油率增大。
新研发动机和原配装发动机的热力循环参数差
异较大，很难保证其理想的喷管喉部面积一致。相较
原配装发动机，新研发动机喷管出口喉部面积初步理
论计算结果减小 4.7%，二者设计值的不匹配导致巡
航推力减小 6.7%，巡航耗油率增大 4.5%，起飞推力
减小 5.2%，起飞耗油率增大 3.8%。因此，
若换装新研发
动机而不重新设计原装喷管，
对飞机性能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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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升燃烧室综合燃烧性能超大涡模拟
张宏达 1，万

斌 1，张成凯 1，林宏军 1，尚守堂 1，韩省思 2

（1.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为了对高温升燃烧室性能进行计算分析，运用超大涡模拟方法开展数值模拟，并同步开展了雷诺平均数值模拟作为对
比。计算结果表明：旋流器设计与火焰筒开孔设计的匹配合理，Rothstein 提出的射流迹线公式能够合理预测主燃孔的射流穿透。超
大涡模拟计算得到的出口径向温度分布系数的剖面曲线趋势和最大值位置均与试验结果符合较好。通过与试验结果进行定量比较
发现，在相同计算网格条件下，超大涡模拟方法预测高温升燃烧室综合燃烧性能的精度明显高于雷诺平均方法的。
关键词：高温升燃烧室；旋流；超大涡模拟；雷诺平均模拟；综合燃烧性能；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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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Large Eddy Simulation of Comprehensive Combustion Performance in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
ZHANG Hong-da 袁WAN Bin 袁ZHANG Cheng-kai1袁LIN Hong-jun1袁SHANG Shou-tang1袁HAN Xing-s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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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calculate and analyze the performance of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 袁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very large eddy simulation渊VLES冤method袁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Reynolds-averaged Navier-Stokes 渊RANS冤was carried

out simultaneously as a comparison.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tching between the swirler design and flame tube opening hole

design is reasonable袁and the jet trajectory formula given by Rothstein can predict the jet penetration of main combustion hole reasonably.
The profile curve trend and maximum position of the outlet radia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 obtained from the VLE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test results. Quantitative compared with the test results 袁it is found that the precision of VLES method to predict the

comprehensive combustion performance of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RANS method under the same
grid condition.

Key words: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曰swirling flow曰very large eddy simulation渊VLES冤曰Reynolds-averaged Navier-Sto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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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提高燃烧室温升是增大发动机推重比的重要手
段之一

[1-3]

高燃烧效率。相比于单级和双级旋流器，多级旋流器
形成的流场结构更加复杂，旋流的流场特性不仅受到

。为了解决在慢车状态下宽熄火边界和在大

每级旋流器的设计参数影响，同时与多级旋流器之间

状态下不可见冒烟等设计难题，对高温升燃烧室多采

的设计匹配有关。旋流形成的回流区形状及可能引起

用分区、分级的燃烧组织方式。与常规燃烧室相比，高

的流动不稳定现象均对燃烧室性能有重要影响，如引

温升燃烧室头部空气量增加，同时头部旋流器的级数

发出口温度场品质恶化和振荡燃烧等[4]。

也相应增加。头部旋流器形成的中心回流区能够驻定

随着数值方法和数值燃烧学的长足发展，数值模

火焰，同时提高空气与燃料之间的混合效率，从而提

拟在燃烧室方案筛选、优化设计、性能评估等方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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鄣籽 鄣籽軃
j
+ u軌
=0
鄣t
鄣xj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雷 诺 平 均（Reynolds-Averaged
Navier-Stokes，RANS）方法的 计 算 量小，因此 在 工 程

u軌
u軌
鄣籽軃
軌
i
iu
j
+ 鄣籽軃
=- 鄣籽軃+
鄣t
鄣xj
鄣xi

上应用最为广泛 [5-6]。然而，对于复杂流动（例如由多级

蓘

旋流器结构组成的高温升燃烧室内 部流动），RANS

通过亚格子模型模化小尺度对可求解尺度湍流的作
用。亚格子尺度湍流趋于各向同性，因此 LES 方法的
计算精度较高。但由于近壁区湍流尺度很小，导致

发 展 的 超 大 涡 模 拟 （Very Large Eddy Simulation，
VLES） 方法为代表的联合 RANS/LES 方法很好地结

S軌
力黏性；S軌
啄ij 为单位张量。
ij、
kk 均为应变率张量；
滋t 通过 Fr 进行调整

滋t=Fr 籽軃
k/棕

k-棕 湍流模型的方程一致[10]
u軌
鄣籽軃
k + 鄣籽軃
jk
=Pk-茁1 籽軃
k棕+
鄣t
鄣xj
*

蓘

鄣 (滋+滓k 滋t) 鄣k
鄣xj
鄣xj

因此 VLES 方法能够以较少的计算网格实现高精度计
本文采用 VLES 方法对高温升燃烧室开展数值

蓡

（４）

酌棕 P -茁* 籽棕2+2籽（1-F ）滓 1 坠k 坠棕
軃
k
1
2 軃
棕
k
棕 坠xj 坠xj

模拟，同步开展了 RANS 数值模拟对比。基于计算结

2

其中，混合函数 F1 的计算公式与 RANS 中 BSL

（5）
k-棕
酌、

湍流模型的相应变量表达式一致，同时模型常数

茁 、茁 ，滓k、滓棕bsl、滓棕２ 取值也与 RANS 中 BSL k-棕 湍流
*
1

1 数学物理模型
1.1

蓘

蓡

鄣棕
u軌
鄣籽軃
棕 + 鄣籽軃
j棕
= 鄣 (滋+滓棕bsl 滋t)
+
鄣xj
鄣t
鄣xj
鄣xj

算，是高温升燃烧室数值模拟中 1 种极具潜力的方法。

果进行对比验证。

（3）

式 中 ：k 为 湍 动 能 ，棕 的 控 制 方 程 与 RANS 中 BSL

和计算网格尺度实现在 RANS 和 LES 之间的转换，

法预测高温升燃烧室综合燃烧性能的精度，与试验结

（2）

为密度；p 为压力；ui 为 i 方向速度分量；滋 为流体动

合了 RANS 和 LES 方法的优点，根据局部湍流尺度

果分析燃烧室流场和燃烧场结构，针对采用 VLES 方

蔀蓡

式中：顶标“-”表示空间过滤，
“～”表示 Favre 过滤；籽

LES 求解近壁湍流所需的网格分辨率很高，限制了
LES 方法在实际燃烧室中的广泛应用。以韩省思等 [7-9]

蓸

鄣 (滋+滋 ) 2S軌- 2 S軌啄
ij
kk ij
t
3
鄣xj

方 法 的 计 算 精 度 较 低 。 而 大 涡 模 拟 （Large Eddy
Simulation，LES）方法可直接求解流动中大尺度结构，

（1）

*
2

模型的相应变量取值一致 [10]，湍动能的产生项 Pk 为
軌
Pk越2滋tS軌
ij Sij

燃烧室模型
高温升燃烧室模型如图 1 所示。其燃烧室头部由

云r 是 VLES 方法的核心

蓸 蓘

3 级旋流器和双油路喷嘴组成。在慢车工况下，副油

云r=min 1.0， 1.0-exp(-茁L c/L k)
1.0-exp(-茁L i/L k)

路喷嘴和第 1、2 级旋流器形成值班火焰，第 1、2 级旋

（6）

蓡

２

蔀

（7）

流器出口的旋流形成中心回流区以驻定火焰，在小状

式中：茁 取值为 0.002；L i、L c 和 L k 分别为积分尺度、截

态下副油路喷嘴能够保证燃油具有良好的雾化效果，

断尺度、Kolmogorov 尺度，

1/3
L c=C（驻
x
x驻 y驻z）

从而保证在慢车工况下稳定燃烧；在设计点工况下，
双油路喷嘴和 3 级旋流
器形成主燃级火焰，保证
在大状态下的燃烧效率
符合要求，并且燃烧室不
冒烟。
1.2

L i=k 3/2（茁
/ *1k棕）

主级火焰
值班火焰

图 1 高温升燃烧室模型

超大涡模拟方法

（8）

L i=（滋/籽）3/4（茁
/ *1k棕）1/4

式中：Cx 取值为 0.61；驻i 表示 i 方向的网格尺度；Fr 的

取值范围为 0～1，根据网格空间分辨率的改变而变
化，从而确定湍流模化程度，实现在 RANS 和 LES 之
间转换。

流动 过 程 计 算采 用 基 于 BSL k -棕 湍 流 模 型 的

燃烧过程计算采用基于化学反应平衡的化学热

VLES 方法，VLES 方法是在 RANS 方法基础上，引入

力学建表模型，即通过化学反应平衡计算构建化学热

分辨率控制函数 Fr 和修正湍流黏性 滋t，其求解的质

力学表，将多维的复杂化学反应信息映射到几个特征

量和动量方程为

标量中，从而实现降维处理。为了得到燃烧场信息，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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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解描述化学热力学状态的特征标量 （混合物分

零的等值线，用来反映回流区的大小。从速度分布和

，而放弃求解

回流区形状来看，气流在前置扩压器内减速，在火焰

所有组分的输运方程。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将多尺度化

筒头部下游主燃区形成 1 个较大的中心回流区 a，在

学反应计算和多尺度流动计算进行解耦，显著降低了

火焰筒内外壁与头部转接段的夹角处形成 2 个角回

燃烧过程的计算成本。

流区 b，在头部转接盘处形成 2 个较小的台阶回流区

数、混合物分数方差、焓）的输运方程

[11-12]

2 数值方法

c。头部中心回流区 a 是由第 1、2 级旋流器出口的旋
流形成的，回流区内速度较低，同时提高了空气与燃

采用 ICEM 软件进行网格划分，网格形式为四面

料之间的混合效率，有利于稳定燃烧并提高燃烧效

体非结构网格，在燃烧室头部（旋流器叶片）、扩压器

率。主燃孔和掺混孔的射流穿透深度接近各自腔道高

型面、冷却孔等流动参数变化剧烈的区域进行局部加

度的 1/2，主燃孔射流起到对回流区的截止作用，同时

密，同时在近壁面处采用增强的壁面函数进行处理。

有一部分受回流区的卷吸作用参与了回流。综上所述，

最大网格尺度为 4 mm，最小网格尺度为 0.2 mm，网

旋流器方案与火焰筒开孔规律设计的匹配比较合理。

格总数约为 1500 万。选取发动机热力循环设计点燃
烧室工作参数作为数值模拟状态点。计算区域入口采

|U|/（m/s）

|U|/（m/s）
0

30 60 90 120 150

0

30 60 90 120 150

用质量流量进口边界条件，出口采用自由出流边界条
件，在固体壁面处采用无滑移边界条件。
在欧拉框架下求解气相的动量和标量输运方程，
在拉格朗日框架下求解油滴离散相的轨迹方程，通过
随机颗粒轨道模型来考虑两相间的相互作用，相间采
用耦合计算。喷嘴燃油的初始位置、锥角、粒径等参数
根据喷嘴的喷雾特性试验结果进行设置，以便进行燃
油离散相轨迹和雾化燃烧的计算。采用有限体积法对
气相的控制方程进行离散，动量方程的对流项采用有
界的 2 阶中心差分格式，标量方程的对流项采用 2 阶
迎风格式，扩散项采用 2 阶中心差分格式，时间项采
用有界 2 阶中心隐式推进。采用 SIMPLE 算法求解速
度和压力的耦合问题。计算时间步长为 4×10-5 s，为
确保流场的充分发展，计算 10子 后进行统计（子=L/U，L
为燃烧室的轴向长度，U 为燃烧室进口的平均速度），
进一步统计 10子。
为了研究湍流模拟方法对燃烧室综合燃烧性能
预测精度的影响，同时采用 RANS 方法进行燃烧室的
数值模拟。VLES 和 RANS 数值模拟所采用的几何模
型、计算网格、燃烧室工作参数等均相同，区别仅在于
湍流黏性 滋t 的模型，VLES 数值模拟计算的 滋t 中分辨
率控制函数 Fr 基于式（7）确定，而 RANS 数值模拟中
Fr 取 1。

3 计算结果与分析
3.1

流场结构分析
头部中心截面的瞬时速度和统计平均速度分布

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黑色实线为轴向速度等于

（b）统计平均结果

（a）瞬时结果

图 2 头部中心截面速度分布

射流迹线的演化决定其穿透深度，而射流穿透深
度是火焰筒大孔设计需要关注的重要参数之一，表征
射流在主流中的穿透能力。很多学者给出了射流迹线
的预测模型，
Rothstein 等[13]推导了射流迹线发展幂定律

蓸 蔀

y =2.173J0.276 x
D
D

0.281

（9）

Gruber 等 [14]通过 Mie 散射研究了不同动量通量
比下射流穿透，给出射流迹线的拟合公式

蓸 蔀

y =1.2 x
JD
JD

0.344

（10）

式中：D 为射流横截面直径；J 为动量通量比。二者均
为燃烧室设计参数。
同时采用 VLES 数值模拟得到的头部中心截面
上起源于火焰筒大孔中心的射流流线作为迹线 [15]，与
射流迹线的预测模型进行

200

对比。头部中心截面火焰

160

筒大孔射流穿透如图 3 所

80

示。其中坐标原点设置在

0

主燃孔
主燃孔
主燃孔
掺混孔
掺混孔
掺混孔

120

-Rothstein
-Gruber
-VLES
-Rothstein
-Gruber
-VLES

40
0

20

40
60
x/（mm）

80

100

大孔中心，横、纵坐标分别 图 3 头部中心截面火焰筒
大孔射流穿透
定义为沿燃烧室进口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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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和垂直于燃烧室进口气流方向。从图中可见，式

从图中可见，VLES 数

（9）给出的射流迹线与 VLES 数值模拟得到的主燃孔

值模拟结果得到的出口径

中心射流流线基本一致，而式（10）给出的射流穿透比

向温度分布系数的剖面曲

VLES 结果要高，表明采用 Rothstein 等 [13]提出的射流

线 趋 势与 试 验 结果 一 致，

迹线幂定律表征主燃孔射流穿透是合理的。然而，式

其最大值位于火焰筒出口

（9）、
（10） 预测的掺混孔射流穿透均比 VLES 结果要

截面的径向相对位置 60%

高，这是由于射流穿透不仅与动量通量比有关，上游

左右，与试验结果符合得

主燃孔射流与来流相互作用形成的复杂涡结构也会

很好。RANS 数值模拟结果

影响下游掺混孔的射流迹线演化。

得到的出口径向温度分布

3.2

系数最大值位于火焰筒出

燃烧场结果分析

图6

燃烧室出口径向温度
分布系数

头部中心截面的瞬时温度场和统计平均温度场

口截面的径向相对位置 40%左右，与试验结果偏差

分布如图 4 所示，燃烧室出口统计平均温度场分布如

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在火焰筒出口截面的径向相对

图 5 所示。从图 4 中可见，在火焰筒头部，由于燃油不

位置 60%以下，数值模拟结果得到的出口径向温度

T/K

分布系数取值均大于试验结果。分析认为，为了降低

T/K
900 1250 1600 1950 2300

900 1250 1600 1950 2300

数值模拟中网格划分的难度和数量，在保证流量分配
一致的前提下，将火焰筒壁面实际冷却结构简化处理
成若干冷却环缝，导致燃烧室出口近壁区域气膜和高
温燃气之间的混合程度考虑不足，引起近壁区域温度
预测偏高，从而导致上述偏差。
3.3

为了进一步研究 VLES 数值模拟方法预测高温

（b）统计平均结果

（a）瞬时结果

图 4 头部中心截面温度场分布

升燃烧室综合燃烧性能的精度，给出了基于 VLES、

断蒸发吸热，蒸发的燃气被卷吸进入头部中心回流
区，回流区内较低的气流速度为燃烧创造了有利条
件，同时存在着不断补充的新鲜空气，大部分燃料在
回流区中燃烧，导致燃料快速消耗，温度迅速升高。另
外，火焰筒大孔射流对回
流区产生了截断作用，大

T/K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RANS 以及试验测试得到的燃烧室综合燃烧性能的
定量比较结果，如图 7 所示。
100

100

98
96

94.83

94.16

94

90

94.20

94
92
试验结果

RANS

VLES

90

0.3

发生掺混。从图 5 中可见，
图 5 燃烧室出口统计平均

0.2

温度场分布

0.1

性较好，出口热点分布在

0

喷嘴对应的出口几何区域的两侧。
燃烧室出口径向温度分布系数如图 6 所示。其表
达式为
啄r= T4,r-T4ave
T4ave-T3ave

（11）

试验结果

RANS

VLES

（b）燃烧效率
0.10

0.4

另一部分与高温燃气来流

98.15
96.74

96

（a）总压恢复系数

的卷吸作用参与了回流，

99.90

98

92

孔射流中一部分受回流区

燃烧室出口温度场的均匀

综合燃烧性能对比分析

0.2899

0.2935
0.2432

0.08
0.06

0.0722

0.0637

0.0453

0.04
0.02
试验结果

RANS

（c）OTDF

VLES

0

试验结果

RANS

VLES

（d）RTDF

图 7 燃烧室综合燃烧性能定量比较

从图中可见，基于 VLES 和 RANS 数值模拟得到
的燃烧室总压恢复系数均与试验结果很接近，VLES

式中：T4，r 为沿周向平均的径向 r 处燃烧室出口温度；

和 RANS 计算值与试验值的相对误差分别为 0.56%

T3ave、T4ave 分别为燃烧室进、出口平均温度。

、0.71%；相比于 RANS 的计算结果，VLES 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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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到 的 燃 烧 效 率 、 出 口 温 度 分 布 系 数（Overal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Factor，OTDF）、径向温度分
布系数（Radial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Factor，RTDF）

of flow fields in swirling flow around a bluff-body using large eddy
simulation [J].Acta Aeronautica et Astronautica Sinica，
2014，35（7）：
1854-1864.（in Chinese）
[5] 程明，林宏军，李锋.旋流杯设计参数对燃烧性能的影响[J].航空动力

均与试验结果更为接近，进行定量比较可知，VLES

学报，2014，
29（10）：2355-2361.

得到的燃烧效率、OTDF、RTDF 计算值与试验值的相

CHENG Ming，
LIN Hongjun，
LI Feng.Effect of swirl cup design pa-

对误差分别为 1.75%、1.24%、45.03%，RANS 得 到的

rameters on combustion performance [J].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燃烧效率、OTDF、RTDF 计算值与试验值的相对误差
分别为 3.16%、16.11%、59.38%。综上所述可知，在相

2014，29（10）：2355-2361.（in Chinese）
[6] 尚守堂，高贤智，郭瑞卿，等.基于中心分级的高温升燃烧室性能预
估[J].航空动力学报，
2014，29（5）：1001-1007.

同计算网格条件下，采用 VLES 数值模拟方法预测高

SHANG Shoutang，
GAO Xianzhi，
GUO Ruiqing，et al.Capability pre-

温升燃烧室综合燃烧性能的精度明显高于采用

dic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rise center-staged combustor [J].Journal of

RANS 数值模拟方法的预测精度。

Aerospace Power，
2014，
29（5）：1001-1007.（in Chinese）

4 结论
本文采用VLES 方法对高温升燃烧室开展数值模
拟，同步开展了 RANS 数值模拟作为对比，得到如下
结论：
（1）旋流器方案与火焰筒开孔规律设计的匹配合
理，Rothstein 提出的射流迹线公式能够合理预测主燃
孔的射流穿透。
（2）燃烧室出口温度场的均匀性较好，VLES 计算

[7] Han X，
Krajnovi S.Very-large-eddy simulation based on k -棕 model
[J].AIAA Journal，
2015，53（4）：1103-1108.
[8] Han X，
Krajnovic S.An efficient very large eddy simulation model for
simulation of turbulent flow[J].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Fluids，
2013，
71：
1341-1360.
[9] Han X，Krajnovi S.Validation of a novel very large eddy simulation
method for simulation of turbulent separated flow[J].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Fluids，
2013，
73：
436-461.
[10] Menter F R.Two-equation eddy-viscosity turbulence models fo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J].AIAA Journal，
1994，
32：
1598-1605.
[11] 张宏达，叶桃红，
陈靖，等.湍流贫燃预混射流火焰的大涡模拟[J].推

得到的出口径向温度分布系数的剖面曲线趋势和最

进技术，2015，
36（7）：1027-1035.

大值位置均与试验结果符合较好。

ZHANG Hongda，
YE Taohong，
CHEN Jing，
et al. Large eddy simula-

（3）通过与试验结果进行定量比较，在相同计算网
格条件下，采用 VLES 方法预测高温升燃烧室综合燃
烧性能的精度明显高于采用 RANS 方法的预测精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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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顶形扰流柱冲击冷却系统综合换热效率数值模拟
李润东，李明春，郭曾嘉，贺业光，杨天华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环境学院，沈阳 110136）

摘要：为了分析扰流柱对冲击冷却效率的影响，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穹顶形扰流柱冲击冷却系统进行研究，获得其换热与流
动特性，并与平板靶板冲击冷却系统和圆形扰流柱冲击冷却系统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穹顶形扰流柱冲击冷却系统可以同时获
得良好的换热效果与较小的流动阻力系数。与圆形扰流柱靶板相比，穹顶形扰流柱靶板的 Nu 增大了 13.8%，而流动阻力却减小了
5.3%；其综合换热效率提高了 17.9%。从综合换热效率的角度看，穹顶形扰流柱冲击冷却系统优于平板靶板冲击冷却系统和圆形扰
流柱冲击冷却系统。
关键词：冲击冷却；扰流柱；换热特性；流动特性；综合换热效率；燃气轮机
中图分类号：V23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6.004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Gross Cooling Effectiveness of Impingement Cooling System with
Dome-like Pin-fins
LI Run-dong袁LI Ming-chun袁GUO Zeng-jia袁HE Ye-guang袁YANG Tian-hua
渊College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袁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袁Shenyang 110136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the pin-fins on impingement cooling efficiency 袁the impingement cooling system with dome-

like pin-fins was studi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袁and its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and flow characteristics were obtained. The
impingement cooling system with target plate pin -fins and circular pin fin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with the impingement cooling

system with dome -like pin -fi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ingement cooling system with dome -like pin -fins can obtain good heat

transfer and small flow resistance coefficient simultaneously. Compared with the target plate in circular pin-fins system 袁 the Nu of target

plate in dome-like pin-fins system increased by 13.8% 袁while the flow resistance decreased by 5.3% 袁and the gross cooling effectiveness
increased by 17.9%. From the point of gross cooling effectiveness 袁the impingement cooling system with dome-like pin-fins is superior to
that of target plate and circular.

Key words: impingement cooling曰pin-fins曰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曰flow characteristic曰gross cooling effectiveness曰gas turbine

0 引言

横流。Hollworth 等 [5]对带有横流的多孔冲击冷却系统

为了提高燃气轮机的效率，透平进口温度不断提

进行了研究，发现横流会导致在冲击通道内产生压

高，与此同时，材料的发展却跟不上燃气轮机对性能

差，从而使换热情况不均匀，导致冲击冷却换热效率

的要求，必须采取有效的、先进的冷却技术以保证燃

降低。最近，一些研究学者尝试将冲击冷却与扰流柱

气轮机的安全运行和寿命 。冲击冷却作为 1 种高效

或肋片等其他强化传热技术相结合，从而减少横流的

的冷却方法被广泛地应用在燃气轮机热端部件的保

影响，增加靶板表面的换热面积和湍流度，以期能够

护中 。Weigand 等 、Martin 采用试验与数值的方法

获得更好的换热效率和更均匀的换热效果。对此，国

研究分析了不同参数对冲击冷却效率的影响。从以往

内外研究人员已经展开了研究。Ligrani 等 [6]、El-Gabry

的研究来看，降低射流冲击冷却效率的最大因素就是

等 [7]对平板和扰流柱靶板进行了研究，发现扰流柱靶

[1]

[2]

[3]

[4]

收稿日期：2019-08-17
基金项目：国家
“万人计划”
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组厅字〔2016〕37 号 -286）项目、辽宁省攀登学者奖励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李润东（1973），
男，
博士、
教授、
博导，
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增值能源；
E-mail：
Leerd@sau.edu.cn。
引用格式：

17

李润东等：穹顶形扰流柱冲击冷却系统综合换热效率数值模拟

第6期

板不仅换热效果好，而且其换热均匀性也要优于平

出。在试验段布置了热电偶以及压力传感器，用于测量

板的；Hansen 等 对 6 种扰流柱冲击冷却系统进行研

温度与压力。信号由 Labview 数据采集系统获得。

[8]

究，表明扰流柱的形状对靶板换热效率的提升效果影

试验测试了 3 种冲击靶板，分别为平板靶板、圆

响非常大；贺业光等 [9]对圆柱形、正方形、菱形、椭圆形

形扰流柱靶板、穹顶形扰流柱靶板。试验件均由 10

扰流柱进行了研究，表明扰流柱可以将靶板平均换热

mm 厚的有机玻璃制成。靶板尺寸为 400 mm×250

效果提高 1~1.3 倍；Yu R 等 、陈鹏等 对具有微小

mm。冲击孔排布为 5×7，冲击孔直径 D=10 mm，冲击

[10]

[11]

W 型肋表面的冲击冷却进行了试验与数值研究，表
明在较小的冲击间距下，微小 W 型肋可以在压力损失

孔间距比 X n /D=Y n /D=5，孔板与靶板间距为 2 倍孔
径，
X n、
Y n 分别为横向相邻两冲击孔及纵向相邻两冲击

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冲击靶板的换热能力；
Son 等

孔的孔间距。扰流柱截面形状以及扰流柱、冲击孔、热

[12-13]

对具有粗糙元的表面增强冲击传热性能进行了试

电偶的排布分别如图 2、3 所示。其中穹顶形扰流柱弧

验研究，表明圆形、菱形扰流柱可以使总体传热性能

形侧对应冲击冷却横流上游侧。为保证冲击冷却系统

提升 22%~35%，而压力损失仅增加 10%；万超一等

的冲击通道水力直径近似相同，圆形扰流柱直径与冲

、饶宇等 [15]对具有全高度针肋的冲击冷却进行了试

[14]

击孔直径相同，穹顶形扰流柱中 a=D、
b=0.2D、c=0.6D，

验和数值模拟研究，表明狭窄空间的针肋靶板端壁上
的平均传热性能比平板靶板的提高 7.0%，压力损失
a

提高 17.9%。
由于冲击冷却系统内部流场变化的剧烈性和结

b

构的复杂性，不同扰流柱对冲击冷却的换热与流动的

c

影响会产生很大的区别。在国内外文献中，大多数研

（a）圆形扰流柱

究只针对常规形状的扰流柱以及扰流柱在冲击冷却
系统中的几何参数和排列等因素，不能完全改善扰流
柱冲击冷却系统在换热效果增强与流动阻力增大之
间的矛盾。因此，为了使扰流柱冲击冷却系统能够同
时获得良好的换热效果以及流动阻力，本文提出 1 种
穹顶形扰流柱，通过试验与数值模拟的方法，获得冲
击冷却系统的换热与流动特性，分析扰流柱与冲击射
流之间的作用机理，计算其综合换热效率，并与平板
靶板和圆形扰流柱冲击冷却系统进行对比分析。

（b）穹顶形扰流柱

图 2 扰流柱形状

扰流柱的高度均为 2D。扰
流柱与冲击孔为顺排排
列，扰流柱间距 Px=Pv=5D，
扰流柱的中心与冲击孔圆
心的水平间距为 2.5D。试
验采用单边出流，即最大

图 3 扰流柱、冲击孔和

横流工况，基于冲击孔直

热电偶的排布

径 和 射 流 速 度 的 雷 诺 数 为 15000、20000、25000、

1 试验装置与原理

30000、35000。从图 3 中可见，在中间 1 排 7 个冲击孔

1.1

处分别布置 K 型热电偶以测量射流温度，为了减小

试验装置
冲击冷却系统试验装置如图 1 所示。主要包括变

误差，选取中间 1 排 7 个冲击孔及其对应的冲击靶板

频风机、热式气体流量计、压差变送器、进口与出口稳

作为观测区域。

压箱、丝网加热器、红外热像仪、压力和温度测量系统

1.2

以及试验段。压缩空气通过变频风机进入试验入口段，
其质量流量由热式气体流量计测得。大功率丝网加热
器可以在 1 s 内将气体加

本文中的射流雷诺数定义为
Re= 籽uD
滋

（1）

式中：籽 为冷却射流密度；u 为冲击孔入口射流速度；滋

热至 320 K 以上，并且维

为冷却射流动力黏度。

持稳定 1~2 min。加热后的

局部努塞尔数定义为

气体进入冲击冷却试验
段，最后从出口稳压箱排

数据处理

图 1 冲击冷却试验系统

篆u= hD
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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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 为对流换热系数；姿 为流体导热系数。

型网格切分，同时对冲击壁面、冲击孔、扰流柱及其表

冲击靶板平均努塞尔数定义为
篆u=

qD
姿(Tave-Tg)

面附近区域网格加密处理。为使数值计算的结果与网
（3）

式中：q 为冲击 靶板热流密 度；Tg 为冷却气 体温 度；
Tave 为冲击靶板迎风侧平均温度。

格数量无关，对 Re=25000、网格总体数量分别为 350
万、460 万、590 万、700 万、830 万的网格进行无关性
检验，圆形扰流柱冲击冷却系统中靶板的 篆u 变化如
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网格数量的增加，篆u 的

流动阻力定义为

变化小于 0.24%。综合考虑选择数量为 590 万的网格

f= 2Δp
籽u2

（4）

进行计算。

式中：Δp 为进、出口的静压压差。
综合换热效率[16]定义为
軘軈 0
I= 篆u/篆u
(f/f0)1/2

（5）

式中：篆u0 与 f0 分别为平板靶板冲击冷却系统的平均
努塞尔数和流动阻力。
1.3

图 5 计算模型网格划分

误差分析

图 6 圆形扰流柱冲击冷却
系统中靶板的平均努塞尔数

[17]

采用 Kline 等 的方法分析试验结果的误差。热
式气体流量计的测量误差为 2%，压差变送器的测量

变化（Re=25000）

误差为 2.5%，温度测量精度为 0.3 K，试验件尺度加

3 计算结果与分析

工误差为 1%，有机玻璃热导率误差为 0.01 W/（m·K），

3.1

依据 Kingsley-Rowe 等 [18] 的方法，靶板横向导热带来

试验与数值计算结果验证
射流 Re=15000~35000，试验与 CFD 计算所获得

的不确定度低于 2%，因此试验中雷诺数误差为 3%，

的平板靶板冲击冷却系统的平均努塞尔数与文献中

压力损失误差为 2.5%，平均努塞尔数的最大误差为

数据的比较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所计算的 Re

8.5%。

范围内，试验结果与文献[7]数据的偏差在 6.2%以内，
与文献[20]数据的偏差在 2.1%以内 CFD 计算结果与

2 数值计算

文献[21]数据的偏差在 7.1%以内，而 CFD 计算的结

冲击冷却系统的数值模拟计算采用商业软件
ANSYS Fluent 17.0 进行。采用压力基进行稳态求解，

果与试验结果偏差约为 5.6%，是可以接受的。
圆形扰流柱靶板冲击冷却系统与穹顶形扰流柱

各物理量的离散格式均为 2 阶迎风格式，压力 - 速度

靶板冲击冷却系统的 CFD 计算所获得的平均努塞尔

耦合采用 Simple 算法，收敛的标准是相对残差小于

数与试验数据的对比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数值

10-6。采用 SST资-棕 湍流模型可以获得与试验较为一
致的结果 [19]。冲击冷却模型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
数值计算入口设为质量流量入口，所需质量流量由冲
击射流的雷诺数确定，冲

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比较吻合，圆形扰流柱靶板冲击
冷却系统的平均努塞尔数的数据偏差约为 4.78%，穹
顶形扰流柱靶板冲击冷却系统平均努塞尔数的数据
偏差约为 4.49%。

击 射 流 进 口 温 度 为 303
K；出口设为压力出口；采
用恒定温度的方式加热冲
击靶板下表面，给定温度
为 333 K；其他固体壁面

图 4 冲击冷却模型

均为无滑移绝热壁面。
采用网格划分软件 ANSYS ICEM CFD 划分结构
性网格，如图 5 所示，在冲击孔以及扰流柱处进行 O

图 7 平板靶板的平均努塞尔数 图 8 Nu 的数值计算结果与
与文献数据比较

试验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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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试验以及 CFD 计算获得的结果与文献

在 Re=25000 时，冲击

数据的对比可见，试验数据与文献数据吻合较好，表

靶板端面和扰流柱表面的

明本试验测试系统准确可靠。同时 CFD 计算结果与

换热量分布如图 12 所示。

试验结果以及文献结果之间的偏差也在允许范围内，

从图中可见，扰流柱靶板

说明在所研究的 Re 范围内，通过 CFD 计算可以较好

端面的换热量均高于平板

地预测冲击冷却系统的换热与流动特性。

靶板的，说明扰流柱可以

3.2

通 过 增 加气 流 湍 流 度 ，减 图 12 平板靶板与扰流柱靶板

冲击靶板换热特性分析

各部分换热量分布

在 Re=25000 时，平板靶板、圆形与穹顶形扰流

小边界层以及横流等不良

柱靶板表面局部努塞尔数分布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

影响强化靶板表面的换热

见，在 3 种冲击靶板冲击驻点处的 Nu 都很大，但向

效果。同时扰流柱表面的换热量在冲击冷却系统的总

周边很快减小。在扰流柱冲击冷却系统中，扰流柱的

换热量中占有很大比例，说明在扰流柱冲击冷却系统

存在可增强其周边区域的 Nu。由于扰流柱后方气流

中，扰流柱可以增加冲击冷却系统换热表面积，从而

的流通量和流动速度因扰流柱的存在而降低，该区域

增强冲击冷却系统的换热效果。其中，穹顶形扰流柱

存在小范围的低换热区

靶板端面的换热量虽然低于圆形扰流柱靶板的，但是

Nu: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域。因此在扰流柱群中，

其 扰 流 柱表 面 的 换热 量 却 比圆 形 扰 流 柱 的 提 高 了
（a）平板靶板

远离扰流柱柱身区域的
Nu 较小，环绕每个扰流
柱的前缘都会出现 1 个

展，U 形强化换热区会更
加明显。

29%，表明虽然穹顶形扰流柱通过增加气流湍流度以
及阻碍横流等方法强化对流换热的能力不如圆形扰

（b）穹顶形扰流柱

U 形的强化换热区，并且
随着流动向下游区域发

（Re=25000）

流柱的，但是可以通过强化扰流柱表面换热量的方式
使冲击冷却系统的总体换热效果强于圆形扰流柱冲

（c）圆形扰流柱
图 9 在 Re=25000 时冲击
靶板上局部努塞尔数分布

冲击靶板的 Nu 分布和换热强化系数分布分别

击冷却系统的。
3.3

冲击通道内部流动特性分析
强化传热总是伴随着流动阻力所带来的不利影

响。流动阻力的增大意味着进气时需要额外的功率，

如图 10、11 所示。从图中可见，靶板的表面 篆u 随着

而燃气轮机中的冷却气体通常由压气机排入，因此流

Re 的增大而增大，但是 篆u/Nu0 却与 Re 相关性很小。

动阻力的增大也意味着燃气轮机系统的整体效率降

当 Re 增大时，篆u/Nu0 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且最

低。燃气轮机冷却系统设计的最佳目标就是达到更好

大相差仅为0.3%，因此认为扰流柱冲击冷却系统的

的换热效果的同时保证流动阻力在一个合理范围内。

篆u/Nu0 只与自身的结构有关。其中，扰流柱冲击冷却
系统的 篆u/Nu0 均大于1，说明 2 种扰流柱均可强化冲
击换热效果。穹顶形扰流柱靶板的 篆u/Nu0 高于圆形
扰流柱靶板的，说明穹顶形扰流柱对靶板表面换热效

冲击冷却系统的流动阻力系数(f / fn)1/3 如图 13 所示。
从图中可见，(f / fn)1/3 与 Re 均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其
中，扰流柱冲击冷却系统的(f / fn)1/3 均大于 1，表明在
冲击冷却系统的总流动阻力中，虽然射流的冲击作用

果的提升幅度最大，相比于圆形扰流柱，其对靶板表

较大，但是扰流柱也会在

面换热效果的提升约为 13.8%。

冲击冷却系统内产生额外
的不可忽略的流动阻力。
而穹顶形扰流柱所产生的
额外的流动阻力最小。

图 13 标准化的流动阻力系数

在研究强化冲击冷却效率的过程中，综合换热效
率可用来综合评价冲击冷却系统的换热效率与流动
阻力。综合换热效率越高表明这种冲击冷却结构可以
图 10 冲击靶板的 Nu 分布

图 11 换热强化系数分布

在获得更好的换热效果的同时产生更小的流动阻力。
综合换热效率大于 1，则表明此冲击冷却系统优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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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靶板冲击冷却系统。扰

3497-3509.
[3] Weigand B，
Spring S.Multiple jet impingement-a rview[J].Heat Transfer

流柱冲击冷却系统的综

Research，2011，
42（2）：101-142.

合换 热 效 率 分 布 如 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见，扰流

图 14 综合换热效率

柱冲击冷却系统的综合换热效率均大于 1，表明这 2
种扰流柱对冲击冷却系统总体换热性能的提升已经
超过了流动阻力增大的幅度，即这 2 种扰流柱对提高
冲击冷却系统的整体效率是有利的。其中，穹顶形扰
流柱冲击冷却系统具有最高的综合换热效率，表明穹

[4] Martin H. Heat and mass transfer between impinging gas jets and solid
surfaces[J].Advances in Heat Transfer，1977，13（1）：1-60.
[5] Hollworth B R，
Cole G H.Heat transfer to arrays of impinging jets in a
crossflow[J].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
1987，
109（4）：564-571.
[6] Ligrani P M，Ren Z，
Buzzard W C.Impingement jet array heat transfer
with

small-scale

cylinder

target

surface

roughness

array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 Mass Transfer，
2017，
107 （3）：
895-905.

顶形扰流柱对冲击冷却系统整体效率提高的效果更

[7] El-Gabry L A，
Kaminski D A.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local heat

好，相比于圆形扰流柱，其对冲击冷却系统综合换热

transfer distribution on smooth and roughened surfaces under an array

效率提高的幅度可达 17.9%。如果在进行扰流柱设计
过程中将换热效率与流动阻力同时作为考虑因素，相
比于圆形扰流柱而言，穹顶形扰流柱是更好的选择。

4 结论
本文采用试验与数值模拟的方法对穹顶形扰流
柱冲击冷却系统进行研究，获得了穹顶形扰流柱冲击
冷却系统的换热与流动特性，并且与平板靶板冲击冷
却系统以及圆形扰流柱冲击冷却系统进行了对比分
析，得到如下结论：
（1）随着 Re 的增大，靶板表面的 Nu 都会增大，
但冲击靶板表面的局部 Nu 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而
换热强化系数仅与冲击冷却系统的结构相关。其中，
穹顶形扰流柱对冲击靶板换热效果提升的幅度最大，
比圆形扰流柱的提升幅度高 13.8%。
（2）扰流柱冲击冷却系统的流动阻力系数(f / fn)1/3

仅与其自身的结构有关。穹顶形扰流柱相对于圆形扰
流柱的冲击冷却系统可获得更小的流动阻力系数。

of angled impinging jets[J].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
2005，127（3）：
532-544.
[8] Hansen L G，Webb B W.Air jet impingement heat transfer from
modified surfaces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 Mass Transfer，
1993，36（4）：989-997.
[9] 贺业光，郭曾嘉，李润东，等.扰流柱形状对冲击冷却综合换热效率
影响研究[J].推进技术，2019，
40（3）：624-634.
HE Yeguang，GUO Zengjia，
LI Rundong，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efficiency index of impingement cooling system with different pin fins
shapes[J].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2019，40（3）：624-634.（in
Chinese）
[10] Yu R，Chen P，
Wan C.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impingement heat transfer on the surface with micro W-shaped ribs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 Mass Transfer，2016，
93：
683-694.
[11] 陈鹏，
饶宇，万超一.具有微小 W 型肋的结构化表面冲击冷却实验
[J].航空动力学报，2017，
32（9）：2110-2117.
CHEN Peng，
RAO Yu，WAN Chaoyi.Impingement cooling experiment
of structured surface with micro-W-shaped ribs [J].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17，
32（9）：2110-2117.（in Chinese）
[12] Son C，
Dailey G，
Ireland P，et al.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roughness elements to enhance heat transfer in an impingement
cooling system[J].Journal A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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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穹顶形扰流柱可以使冲击冷却系统同时获得

[13] Son C，
Ireland P，
Gillespie D. The effect of roughness element fillet

更好的换热效果以及较小的流动阻力系数，因此其对

radii on the heat transfer enhancement in an impingement cooling

冲击冷却系统的整体效率提高的效果最佳。相比于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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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for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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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扰流柱，穹顶形扰流柱可使冲击冷却系统的综合换
热效率提高 17.9%，因此穹顶形扰流柱可以实现高效
低阻的冷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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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燃烧技术及其在同心分级燃烧室中的应用
赵传亮，郭

舒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解决军、民用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火焰筒头部加入更多空气参与燃烧而导致在地面慢车状态下贫油熄火性能变差的
问题，广泛采用分级燃烧技术。分级燃烧相对常规燃烧室而言，其燃油或空气分别从不同位置进入燃烧室，在火焰筒内形成局部富
油区，以提供足够的稳定边界。同心分级的值班级位于正中心，起到点燃与在发动机小功率状态下稳定火焰的作用。主燃级环绕于
值班级外侧，油气混合物与值班级的油气混合物呈同心分布。根据其技术特点，油气匹配技术、燃油喷嘴热防护、燃烧室出口温度场
控制、燃油系统供油控制等是研制中需要密切关注的关键技术。
关键词：同心分级；燃烧组织；
燃烧技术；燃烧室；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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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ing Combustion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oncentrically Staged Combustor
ZHAO Chuan-liang袁GUO Shu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more air was added to the dome of liner of the military and civil aeroengine combusto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bustion袁which le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lean blowout performance in the ground idling 袁the staged combustion

technology was widely used.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combustor袁the fuel or air entered the staged combustor from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formed a local rich fuel zone in the liner to provide sufficient stable margins. The pilot stage of concentrically staging was located in the

center袁which ignited and stabilized the flame at sub-idle condition of the engine. The main stage was surrounded by the outer side of the

pilot stage袁and the mixture of the fuel and air for the two stages was set in the form of concentric circle. According to its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袁the fuel-air matching technology袁fuel nozzle heat shield袁outlet temperature pattern control and fuel supplying control of fuel
system are the key technologies that need close attention in the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ncentrically staging曰combustion organization曰combustion technology曰combustor曰aeroengine

0 引言
随着飞机对航空涡轮发动机的要求越来越高，对
于主燃烧室的温升能力要求也相应提高。与现有常规
温升主燃烧室相比，高推比军机燃烧室的温升预计将
达 1100～1200 K 以上，燃烧室的总油气比也将有大
幅度提高。而随着燃烧室油气比的提高，需要在主燃
区加入大量空气参与燃烧，导致在地面慢车状态下贫
油熄火性能变差。对于民用航空发动机燃烧室而言，

也会导致在地面慢车状态下贫油熄火性能变差。分级
燃烧技术可以有效解决上述军民机燃烧室面临的熄
火性能变差的问题。
本文概述了分级燃烧技术的发展、同心分级燃烧
室技术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同心分级燃烧室关键技
术进行了分析。

1 分级燃烧技术的发展
与常规燃烧不同，分级燃烧的燃油或空气从不同

为了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可以在火焰筒头部加入大量

位置进入燃烧室，在火焰筒内形成局部富油区，以提

空气以降低火焰温度，从而抑制 NOx 污染物的生成，

供足够的稳定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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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常规燃烧组织方式的 CF6-50 发动机燃烧

率；在大功率状态下，2 级旋流器打开，可以为主燃区

室 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其空气与燃油均从同

提供贫油或适合的工作条件，有效降低污染物的排放

一头部位置进入燃烧室。而分级燃烧室与常规燃烧

与冒烟量。但由于在低温升条件下，2 级旋流器关闭，

室的 主 要 区 别 在 于 ：分 级

使整个燃烧室的流通面积减小，导致整个燃烧室的损

燃烧室在不同工作状态

失增加。

下，燃 油 或 空 气在 火 焰 筒

1.2

[1]

内不同区域的分配比例是

燃油分级
燃油分级是工程上应用最多的分级技术。在

图 1 CF6-50 发动机燃烧室

[1]

CFM56-2 发 动 机 上即 采 用 在小 状 态 下 分 区 供 油 技

分级燃烧按分级方式又可以分为空气分级、燃油

术，以降低 UHC 与 CO 的排放量，提高燃烧效率，并

变化的。

分级以及空气与燃油同时分级。

改善燃烧室的贫油熄火边界。其分区供油方案如图 4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小功率状态下，上面 5 个喷嘴是

空气分级
空气分级主要采用变几何方式实现，通过调节火

不供油的，燃油从下面 15 个喷嘴进入火焰筒。这样，

焰筒不同位置的开孔面积实现不同工况下火焰筒头

在保持整个燃烧室供油流量不变的情况下，其余 15

部空气流量分配的变化。可以通过在火焰筒导流罩、

个火焰筒头部的油气比相应变大，改善了整个燃烧室

旋流器、壁面大孔以及组合来实现火焰筒物理开孔面

的贫油熄火边界。

积的变化。从燃烧性能角度来说，由于采用变几何旋
流器可以在低温升条件下提供低的主燃区空气流量、
在高温升条件下提供高的主燃区空气流量，是 1 种非
常好的变几何方案。这种方案可以直接对影响主燃烧
室性能最大的主燃区空气流量进行调节。从结构设计
角度来说，对旋流器进行变几何控制比其他方案更难
实现。但是几乎所有的变几何方案都涉及到复杂的机
械机构，从机械设计角度考虑并不受欢迎。
GE 公司在 NASA 的宽 馏分燃油燃 烧技术项目
Broad Specificaction Fuels Combustion Technology

（a）15 个喷嘴工作

（b）20 个喷嘴全部工作

（小功率状态）

（大功率状态）
图 4 燃油分级

Program，BSFCTP）[2]支持下，在 CF6-80 发动机燃烧室
上改装的可调旋流器燃烧室如图 2 所示。旋流器的几

GE 公司在 CF6-50 发动机燃烧室上开展了分级

何面积通过调节可旋转 2 级旋流器叶片与固定 2 级

供油与燃烧室贫油熄火特性关系研究[2]，如图 5 所示。

旋流器叶片之间的通道面积来实现[2]，如图 3 所示。可

从图中可见，采用分级供油后，燃烧室贫油熄火油气

旋转 2 级旋流器叶片装配于文氏管上，由协调环驱

比 R 明显减小。

动，每个旋流器上都有 1 个驱动销连接于协调环上，
协调环由转动驱动杆与杠杆连接驱动。在小功率状态
下，2 级旋流器关闭，可以为主燃区提供低的流速与
相对富油的工作状态，以保持工作稳定性与燃烧效
转动驱动杆

（a）30 个喷嘴全部

杠杆 协调环驱动销
协调环

供油，R=0.0062

12 个 2 级
旋流器槽

文氏管

图5

主旋流器
燃油喷嘴

（b）间隔供油（16 （c）4 喷嘴供油 /2
喷嘴供油），

喷嘴不供油 /5 区，

R=0.0041

R=0.0032

CF6-50 发动机燃烧室的分级供油

固定 2 级旋流器叶片

燃油分级燃烧室的主要缺点是对燃烧区边缘化

可旋转 2 级旋流器叶片

图 2 空气分级燃烧室[2]

图 3 可变几何旋流器[2]

学反应的淬熄，会增加 UHC 与 CO 的排放，从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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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效率。此外，由于燃油的间隔性供入造成周向出
口温度分布不均匀，也会降低涡轮效率 。

1.3.3

同心分级
同心分级是指值班级与主燃级的燃油与空气以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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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与空气同时分级

同心圆形式分布的燃烧组织方式。值班级位于正中

燃油与空气同时分级的燃烧组织方式也已经得

心，起到点燃与在发动机

到工程应用。常用的结构形式有径向、轴向与同心分

小功率状态下稳定火焰的

级 3 种。

作用。主燃级环绕于值班

1.3.1

径向分级

主燃级燃油
主燃级空气
值班级燃油
值班级空气

级外侧，油气混合物与值

采用径向分级燃烧组织方式的双环腔燃烧室 如

班级的油气混合物以同心

图 6 所示。其主要特点是在小功率下只有外环腔（值

圆形式分布，主要在慢车以

班级）供油，在大功率下内外环腔同时供油。其中，外

上状态下使用。典型的同心

环腔按照燃烧室低状态优化设计，可以保证在慢车工

分级方案[4]如图 8 所示。

[1]

图 8 燃烧室同心分级
油气混合装置[4]

况下的综合性能。在大功率条件下，燃烧室的燃油多

同心分级燃烧组织技术是目前在役的航空发动

供入内环腔进行燃烧，由于进入内环腔的空气流量比

机燃烧室中应用的最为先进的分级燃烧技术。下文重

例很大，设计时有意将主

点论述该技术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关键技术。

燃区容积减小，一方面保
证燃油与空气混合均匀，
另一方面缩短火焰的停留
时间，从而实现低 NOx 和
冒烟排放。

Split Duct
Diffuser
Pressure Atoaizing
Fuel Nozzle Assenbly
Counterrotating
Swirlers

Pilot Done
Centerbody
Dilution
Main Done
Shiogled Liner
Construction

图 6 双环腔燃烧室

[1]

径向分级燃烧室也有许多缺点：
（1） 喷嘴数量较
常规燃烧室增加很多，会增加成本；
（2）火焰筒结构复
杂，同时存在 2 个环腔，需要的冷却面积大，使可用于
掺混的空气量大大减少，造成出口温度分布变差；
（3）
2 个区中间的位置很容易受两侧高温而烧蚀；
（4）燃
烧室出口径向温度分布曲线会随着燃料的分级而变
化，对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存在不利的影响[1]。
1.3.2

轴向分级
RR 公司的轴向分级燃烧室专利 [3]如图 7 所示。

该燃烧室除了与径向分级燃烧室一样可以降低污染
物的排放，改善稳定工作范围外，由于其主燃级位于
值班级下游，通过值班级

2 同心分级燃烧组织技术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 GE 公司已经投入使用的 GEnx 与 LeapX 发
动机上均采用基于 TAPS（双旋预混）技术的同心分级
燃烧室，并申请了大量专利 [5-8]，其中 1 个专利原理如
图 9 所示。GE 公司采用该技术主要从降低污染物排
放角度考虑，为了降低排放，取消了传统燃烧室火焰
筒内、外壁面的主燃孔和掺混孔，使大量空气从火焰
筒头部进入，以降低主燃区的火焰温度，成功实现
NOx 排放比 CAEP/6 的降低 50%以上。目前，TAPS 技
术 已 经 发 展 到 了 第 III 代 。 另 外 ，GE 公 司 正 在 与
NASA 合作，以同心分级技术为基础开发能在更高油
气比下稳定工作的先进高温升燃烧室。
俄罗斯的同心分级燃烧室方案如图 10 所示。采
用数值模拟分析了旋流角等关键几何参数对气流结
构的影响，并用冷态试验数据验证了 CFD 仿真方法
和结果。

引燃主燃级既快速又可

54 200

靠，并且，来自值班级的高

56

温气流进入主燃级可有效
保持在低工作状态下主燃

图 7 轴向分级燃烧室[3]

级的燃烧效率。另外，值班
级位于内环腔，可有效防止在暴雨条件下，压气机将
水分离至二股气流的外环腔而引起的燃烧室熄火。
轴向分级燃烧室的主要缺点是轴向布置增加了

58
预燃级 160
燃油
142

图9

194 59
204 196
202
主燃级

190 192 主燃级
168 170
166
150
燃油
52
57
162
164

174
143

206
106

208

GE 公司的 TAPS
专利[5]

主喷嘴
预燃级
副喷嘴

图 10 俄罗斯研究的同心
分级方案

日本某公司的同心分级火焰筒头部方案如图 11

燃烧室额外的长度；2 级喷嘴的分开布置会削弱机匣

所示。采用高速 OH-PLIF 技术对燃烧场进行了测试，

结构刚性。

并对同心分级燃烧室热声振荡机理进行了研究，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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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燃级燃油热释放与旋流流动的耦合作用导致燃烧

名 为 搅 拌 旋 流 低 排 放 技 术 （Technology of Low

室内出现高频振荡的结论。

Emission of Stirred Swirl，TeLESS）。秦皓等[15]开展的同
心分级旋流结构的动态响应特征试验表明：预燃级旋

40
Main fuel

流区域存在周期性流动结构，而主燃级出口区域没有

20

Pilot fuel

0

25
50
x/mm

Main fuel

周期性流动结构；当外界激励的频率与流动固有频率
-20

耦合时，会引起预燃级流场畸变，并导致周期性流动

-40

的流速振荡幅值急剧增大，在试验件（如图 15 所示）[16]

190 mm

上开展工况压力对分层火焰系统中压力振荡的影响

图 11 日本的同心分级方案[9]

从以上不同国家的同心分级燃烧组织方案可见，
同心分级燃烧组织方式在结构上均采用多级旋流装
置进行燃油雾化与火焰稳定，不同旋流器的空气形成
同心圆结构，并且主燃级和预燃级燃油均从 2 个不同
位置喷入燃烧室。
国外在同心分级燃烧领域开展了大量的预研及
工程应用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且已经应

研究 表明：当进口 压力从 2.6 MPa 降 低 至 1.4 MPa
时，压力振荡频率规律性地减小约 4%；而相对振荡
幅值保持在 0.2～0.3 MPa 时，没有明显规律。
Effusion liner
cooling flow 32.5%

Dump plate
cooling flow 5%
Main stage fuel
supply orifices

Main stage
air flow 52%

用于产品燃烧室中。同心分级是 1 项有着广阔应用前

Pilot 1st stage

景的燃烧组织技术。

Pilot injector

3 同心分级燃烧组织技术国内研究现状
颜应文等 [10-11]的同心分级燃烧室方案如图 12 所
示，对该方案进行了流场数值计算（如图 13 所示）[10]
与 PIV 试验研究，获得了值班级角度与回流区大小的
Pilot
atomizer
Pilot
swirler

Primary
atomizer

Symmetric line

Pilot 2nd stage

Pilot stage
air flow 10.5%

Velocity-magnitude/
（m·s-1）
5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图 15

TeLESS 同心分级燃烧室方案[16]

邹博文等 [17]开展了同心分级燃烧室耦合回流区
贫油熄火机理研究，其采用的火焰筒头部结构方案如
图 16 所示。通过研究可知，与常规燃烧室的贫油熄火
机理不同，同心分级燃烧室的贫油熄火油气比是由预
燃级和主燃级共同形成的耦合回流区所决定的。
高贤智等[19]开展了油气比为 0.045 的超高温升同
心分级燃烧室数值模拟，所采用的同心分级方案如图
17 所示。从图中可见，其实质为 3 级旋流器进气的同

Pilot
swirler

LRZ CRZ

PRZ

心分级结构。通过数值模拟得出了同心分级燃烧室比

图 12 同心分级燃烧室

图 13 同心分级燃烧室内部

试验件头部[10]

流场数值模拟[10]

关系，并对如图 14 所示的
2 种单头部同心分级燃烧
室进行了热态 试验 研 究 ，
获得了值班级喷嘴安装位

主级旋流器叶片

温度分布等的影响规律。

度场更好的结论。

主级多点燃油
直接喷射小孔

CRZ
主 预
燃 燃 预燃
级 级 级Ⅱ
外

值班级 2 级
旋流器叶片

主
燃
级
内

S2
S3

Main fuel
S1

值班级喷嘴安
装位置 1（X0）

置、燃烧室进口参数等对污
染物排放、燃烧效率、出口

常规双旋流燃烧室损失更低、效率更高、排放更低、温

Polit spray
PRZ

Pilot fuel
值班级 1 级
旋流器叶片

值班级喷嘴安
装位置 2（X1）

图 16 同心分级燃烧室

图 17 同心分级燃烧室

试验件头部方案[17]

试验件头部方案[20]

林 宇 震 等 [12-14] 对 同 心

常峰等 [19]开展的同心分级结构在高温升燃烧室

分级低排放燃烧技术开展

上应用的数值模拟研究采用的头部油气混合装置为

了大量研究，申请了很多

图 14 同心分级燃烧室

2 级旋流器结构，值班级与主燃级燃油和空气分别从

专利，并将其技术特征命

试验件头部方案[11]

2 个位置进入燃烧室，如图 18 所示。通过数值模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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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双旋流同心分级燃烧室在速度场和温度场上都表

级旋流装置以实现“同心”功能，不同点是有的采用多

现出明显的分区流动和分区燃烧特性，可有效保证高

级轴向进气旋流装置进行组合，有的采用轴向与径向

温升燃烧室的高空点火特性和地面慢车稳定性，并可

进气旋流装置相组合的结构形式。无论结构形式如何

防止在大工况下出现冒烟情况。

变化，其燃烧机理是一致的，均利用中间的旋流装置
实现火焰稳定，通过外面的旋流装置实现高温升或低

Main nozzle

排放燃烧功能。各种结构形式的分级燃烧室匹配参数

Cooling air slot
Main module
swirler
Pilot module
swirler
Pilot nozzle

众多，很难说哪种结构形式最好。虽然国内开展的研

Dilution holes

究较多，但技术成熟度相比国外还远远不足，真正实

Dome cooling
holes

Liner

现工程应用的屈指可数。

Casing

4 同心分级燃烧技术

图 18 双级旋流同心分级燃烧室试验件[19]

邓远灏等 [20]开展的同心分级贫油预混预蒸发燃

根据国内外已有研究可知，同心分级燃烧室最大

烧室的排放试验所采用的试验件如图 19 所示。通过

的技术优势是在保证足够的贫油熄火边界和点火边

试验证明了该种燃烧组织方式在降低污染物排放方

界以及 CO 和 UHC 污染物排放满足要求的条件下，

面的应用潜力。

大幅度降低全工况范围内 NOx 的排放量。
文献[25]中试验数据表明，采用同心分级技术的

陈浩等 [21]开展了基于同心分级技术的高温升燃
烧室油气掺混特性计算分析，采用的同心分级燃烧室

燃烧室其 CO 和 UHC 排放量要高于其他燃烧室的，

结构如图 20 所示。通过计算分析，明确了主燃级内级

但由于 GEnx 和 Leap 系列发动机均通过了严格的适

与预燃级外级旋向以及主燃级燃油喷点径向高度变

航认证，其 CO、UHC 以及碳烟的排放量均应满足认

化对燃烧室性能的影响。

证要求。同时，1000 余台 Leap-1A 和 Leap-1B 发动机
的商业运行也足以证明其具有足够的稳定边界。

Flow direction

不同燃烧室 NOx 排放量对比 [23]如图 22 所示。从
图中可见，在起飞状态下，采用同心分级结构的 AST

Main fuel
Pilot fuel

TAPS_SM 燃烧室 （图中蓝

R/L DI combustion

色）的 NOx 排放量比 GE90
发动机双环腔燃烧室 （图
中粉色）的降低了 54%。这

图 19 同心分级贫油预混

图 20 同心分级试验件

[21]

预蒸发试验件

[20]

是 1 个非常有竞争力的指
标，是同心分级燃烧组织

角度对燃烧与喷雾性能的影响研究，采用的同心分级

能和燃烧性能的影响开展
研究，得出了主燃级旋流角

3nd swirler Flame tube
（main）
multi-injector
main flame
2nd swirle
（pilot）
pilot
flame
1st swirle
（pilot）
Pressure swirl
atomizer

度增加有利于改善燃烧室
贫油熄火性能的结论。

30
20
25

30

图 21 同心分级试验件[22]

35

40
OPR

45

50

图 22 不同燃烧室 NOx
排放量对比[23]

5 同心分级燃烧室关键技术
根据同心分级燃烧组织技术的特点，总结出同心

燃烧室结构如图 21 所示，通过采用 PLIF、
PIV、数值模
度与燃烧室内流场、
喷雾性

GE 90DAC2
ASTTAPS_SM
50%C AEP2
30%C AEP2
GE 90·115B
AST TAPS_FAR
Trent800
PW4000Serie sTalon II
GE 90Teart800TAION

70 Rich-Dome NOx
Reduction Technology
60
54% NOx Reduction
2
50 y=0.0799x 2-3.6717x+80.326
R =0.9885
40

技术最大的技术优势。

刘存喜等 [22]开展了同心分级燃烧室主燃级旋流

拟等手段，
对主燃级旋流角

80

分级燃烧室的关键技术。
5.1

油气匹配技术
同心分级燃烧组织技术在高温升和低排放燃烧

室中应用时，其油气比差别很大，需要根据燃烧室的
需求进行油气匹配设计。一般而言，在慢车状态以下，
为了保证燃烧室的稳定工作和燃烧效率，需要保证燃

目前，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发展出了多种结构

烧区有足够高的油气比，只在值班级进行供油。而在

形式的同心分级燃烧室头部方案，共同点是均采用多

大状态下，对于低排放燃烧室而言，需要保证主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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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值班级的当量比不大于 0.8，以保证足够低的 NOx

多为直射式喷嘴，喷口数量多，需要达到一定的压差

排放量，但在当量比低到一定程度时，又易出现震荡

才能形成良好的雾化，因此，为了保持良好的燃烧效

燃烧问题，所以需要在燃烧稳定工作与 NOx 排放之间

率，必须在主燃级喷入足够的燃油。而为了保证发动

进行权衡。另外，对于低排放燃烧室而言，油气混合得

机在主油供入瞬间的推力平稳，在主燃级供入大量燃

越均匀，燃烧区中的高温点越少，越有利于降低 NOx

油的同时，需要相应减少值班级的燃油供入量，这种

的排放，但均匀的预混同样存在震荡燃烧风险。军机

燃油控制模式目前在国内尚没有成熟的应用经验，需

燃烧室在工作时油气比变化较大，需要更大的稳定工

要开展深入的研究工作。

作范围，不适合采用预混燃烧组织技术。另外，虽然目

6 结束语

前军机燃烧室没有 NOx 排放的限制，但由于 NO 和
NO2 均是有毒气体，而且 NO2 是可见的棕红色气体，
随着对于先进战机的隐身要求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增
强，在设计军机燃烧室时还是需要考虑 NOx 的排放
控制问题。同样，为了保证军机燃烧室工作的稳定性，
较少采用贫油燃烧，多数燃烧室主燃区在起飞状态下
均是偏富油设计，如果油气匹配不好，即使采用了分
级燃烧，也会发生排气出现可见烟问题，无论是从发
动机的红外隐身还是从环保角度考虑，都是不允许
的，GJB 241A-2010[24]中的第 3.8.8.1 节中对此有明确

分级燃烧技术可以有效解决先进高温升及低排
放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在地面慢车状态下贫油熄火性
能变差的问题，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与应用。而同心分级燃烧技术具有结构紧凑、性能优
异的特点，更是近些年来燃烧技术的研究热点之一。
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对油气匹配技术、燃油喷嘴热防护
技术、燃烧室出口温度场控制技术和燃油系统供油控
制技术等关键技术进行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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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式矢量喷管热态内流特性试验
盛

超，滕

状，李庆林，张宝华，王

慧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获取塞式矢量喷管的几何偏转角（0毅、
10毅、15毅）和落压比（2～6）对喷管的总压恢复系数、推力系数和气动矢量角的
影响规律，开展了塞式矢量喷管热态内流特性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在非偏转及偏转状态下，塞式喷管的总压恢复系数均高于
0.99，表明喷管具有良好的内流特性；塞式喷管在低的可用压比情况下仍具有较高的推力系数，验证了塞式喷管在较低的可用压比
情况下仍具有较高的推力系数；在几何偏转角固定时，气动偏航角基本稳定；在几何偏转角为 15毅时，气动矢量角最大可达 15.5毅，
即喷管气动偏转角度与几何偏转角度相匹配，二者呈正比关系。
关键词：内流特性；塞式矢量喷管；
测力台架；超声速探针；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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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on Hot Internal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Plug Vectoring Nozzle
SHENG Chao袁TENG Zhuang袁 LI Qing-lin袁 ZHANG Bao-hua袁 WANG Hui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geometric deflection angles (0 毅袁 10毅袁 15毅) and nozzle pressure ratios (2-6) on the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袁 thrust coefficient and aerodynamic vector angle of the plug vectoring nozzle,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hot internal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ug vectoring nozzle were carried ou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of the plug nozzle is higher than 0.99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on deflection and deflection 袁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nozzle has good internal flow characteristics. The plug nozzle still has high thrust coefficient at low available pressure ratio 袁 which verifies

that the plug nozzle still has high thrust coefficient at low available pressure ratio. When the geometric deflection angle is fixed 袁 the

aerodynamic yaw angle is basically stable.The maximum aerodynamic vector angle can reach 15.5 毅 when the geometric deflection angle is
15毅袁 that is to say袁 the aerodynamic deflection angle of nozzle matches the geometric deflection angle 袁 and the both are proportional to each
other.

Key words: internal performance曰 axisymmetric vectoring exhaust nozzle曰 force balance曰 supersonic probe曰aeroengine

0 引言

喷管进行了大量的数值分析，如国外 Ruf 等建立 3 维

飞机推力矢量技术是通过改变发动机排气方向
[1]

为飞机提供更强的转向力矩的技术 ，塞式矢量喷管
[2]

Navier-Stokes 方程求解塞式喷管流体的程序，研究了
外流干扰机理，对于正确认识外流干扰对塞式喷管性

是矢量喷管的 1 种典型形式 ，具有简单、轻质、低风

能影响很有帮助；Tokua 等采用欧拉方程对塞式喷管

险的特点，对飞机、发动机的改装要求小，是实施推力

进行了数值模拟，假定流体为无黏可压缩情况下，通

矢量技术的优选喷管方案。内流特性研究是塞式矢量

过 2 维无黏的计算对线性塞式喷管周围的流场在 3

喷管研究的重要内容，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塞式

个不同压比情况下进行研究，并分析了塞锥上激波产

喷管技术在国内外受到了广泛关注和研究

[3-5]

。

其中利用计算流体力学（CFD）技术对塞式矢量

生的损失[6]；在国内，赵春生 [7-9]等采用自主研发的程序
对塞式喷管在非加力和加力 2 种特定工况下的内流

收稿日期：2019-07-05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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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进行了数值分析，证明塞式喷管在设计工况下具
有良好的内流特性，并且几何矢量角、喷管落压比对
内流特性具有影响；罗静 [10-11]等利用不同的湍流模型
计算了塞式矢量喷管的内流特性。
经过理论研究和大量数值分析，塞式喷管型面
设计和优化方法逐渐成熟，但对塞式矢量喷管内流
特性的试验研究 [12]开展得很少。本文对原有的喷管

图 4 试验件矢量状态

图 3 试验件非矢量状态

试验台进行了部分适应性改造，设计了台架篦齿密
封结构 [13-15]，开展了塞式矢量喷管热态试验研究，获

2 试验工况及测试方案

得了塞式喷管总压恢复系数、推力系数、气动矢量角

2.1

等气动性能参数。

试验工况
采用该试验件进行地面中间状态下的常规非矢

1 试验设备和模型

量状态和不同偏转角下矢量偏转状态的内流热态吹

1.1

风试验。试验中给定喷管

表 1 试验状态

落 压 比 和入 口 气 流 总 温 ，

矢量偏

试验设备
试验在喷管试验器上进行，最大供气流量为 60

kg/s，最高供气温度为 1200 K，可测量喷管的轴向推

喷管外部环境为试验舱环

力、俯仰力。最大落压比为 10，根据试验件情况确定。

境，具体状态见表 1。

试验状态包含矢量 / 非矢量 2 种。在试验件平直排

2.2

测试方案

转角 （毅）
/
H=0，
Ma=0

0/8/15

进口温
落压比

2~6

度 /K
780

气时，采用平直排气段；在试验件偏转排气时，平直排

试验件进气空气流量采用 DN600 mm 标准孔板

气段不满足试验要求，为使喷管在矢量状态下顺利排

测量，测量范围为 5～50 kg/s，测量精度为±1.5％；试

气，设计了矢量偏转的排气段，偏转角度可调，实现在

验件压力参数采用压力扫描阀测量，精度为±0.5%；

有限空间将高温、高速、

温度采用 K 型热电偶测量、VXI 进行采集，测量精度

偏转气流快速收集并顺

加油器 转接段
主流 进气
测力
进气 涡壳
试验件 排气段
台架

试验采用 3 分力测力台架，分力布置如图 5 所示。

利排出试验厂房，如图 1
图 1 试验件安装

所示。

为±1％。
图中，Fx 和 Fz 为发动机主推力和侧向力，F1 和 F2 为测

对喷管试验件进行推力测量时，测力段管道及试

得的发动机推力分力，F3、
F4

验件安装在测力台架的动架上，整体作为 1 个受力

和 F5 为测得的发动机侧向

体，通过挠性组件与测力台架的定架连接，为了排除

力分力，
fx 为标定主推力作

供气管道对受力体的干扰，试验器采用径向进气的非

用点，
即在前端密封芯体处

接触篦齿密封连接方式

拉钢筒前端，f3 和 f4+5 为标

图 5 分力布置

定侧向力作用点。

（如图 2 所示），供气管与

塞式矢量喷管试验件的入口气流参数通过位于稳

受力体间保留一定间隙，
气体由于泄漏产生的气动

压平直段上 2 个相互垂直的测压耙测量，
测压耙通过安

力前后抵消，无附加的干

装座与稳压平直段连接，测点按等环面布置，总计 5 处
总压、
4 处静压、
1 处总温。

扰力，理论上对测力的干
图 2 篦齿结构

扰为零。
1.2

塞式矢量喷管试验件出口气流参数通过固定于
喷管壁面上的 3 个周向均布测压耙测量，总计 2 处总

试验模型
塞式矢量喷管热态吹风试验件采用缩比模型，根

据相似准则，试验件按 1颐4 缩比，喷管长 0.61 m，喷管
喉部面积约为 0.018 m 。试验件非矢量状态如图 3 所
2

示，矢量状态如图4 所示。

压、2 处静压、2 处总温，测点位于喷管外壁出口处，如
图 6 所示。
本次试验喷管出口气流速度为超声速，因此，需
要采用超声速总压静压探针来测量喷管出口气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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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静压。将探针置于超声

'

'

已知 P0P∞PtwPswPt Ps 滓s 滓t Ma k

速气流中，会在探针头部

假设 Pt 已知

产生附体激波，探针测量

'

值实 际 为 激波 后 的 数 据 ，

由 滓t=

而试验需要的是激波前的

Pt
求得 滓t
Pt

由 Ma 与 滓t 的对应关系

数据，二者有很大差别。在

插值或曲线拟合

超声速气流中，探针的测

得到 Ma'

'

由 Ma' 与 滓s 的对应关系

图 6 出口测点位置

量值不是真实值。需要联

合校准数据来求解探针测量真实值。
在实际试验中总静压探针测量如图 7 所示，风洞

蓸

1+
由 Ps=P·
t

k-1 ·Ma'2
2

蔀

k
1-k

'

得到 滓s

求得 Ps

校准如图 8 所示。已知量有：
"

赫数 Ma，探针在风洞中的实测总压 Ptw、实测静压 Psw；

"

Ptc

Psc
风洞：P0，P∞，Ma

图 9 求解流程

试验测得的数据采用格拉布斯判据剔除粗大误
差。总压恢复系数为
滓= Ptc
（1）
Ptj
式中：Ptj、Ptc 分别为喷管进、出口总压。
推力系数 CF 为

'

Pt
'

Ps

图 7 实际试验中总静压

图 8 风洞校准

探针测量

由校准数据 得到以下 2 种关系：Ma-滓t 关系 和

Ma-滓s 关系。

利用这 2 种关系进行求解。采用迭代方式求解，
假设试验中探针处的真实总压 Pt 已知，那么总压恢
复系数 滓t= P忆t ，由风洞马赫数 滓t 与总压恢复系数
Pt
的对应关系，通过插值或曲线拟合可得试验中探针处
k

k+1·Ma忆 2) k-1 可
气流的真实马赫数 Ma忆，由 Ps=P·
t (1+
2
得试验中探针处气流的真实静压 Ps，同样由马赫数

Ma忆与风洞静压恢复系数 滓s 的对应关系，通过插值或
曲线拟合可得试验中气流的静压恢复系数 滓忆s，那么

P义S=PS·滓忆S，当 |P义S-P忆S|≤啄 时，啄 为计算精度，认为 Pt

否

认为 Pt、Ps 为解

（3）假设在试验过程中探针所处气流流场与风洞

静压 Ps。

'

是

测静压 P忆s；

待求解量为：试验中探针处的真实总压 Pt、真实

"

计算 Ps -Ps <啄

（2）试验数据：探针在试验中的实测总压 P忆 t、实

中探针所处气流流场均为匀直流流场，温度相同。

'

由 Ps =P·
s 滓s 得 Ps

（1）校准数据：风洞总压 P0、静压 P∞，风洞气流马

姨

CF= F
Fid

（2）

F= 姨 F2X+F2Y
Fid=m·V id

（3）
（4）

2k ·R·T ·[1-( p b )]
（5）
tj
k-1
Ptj
式中：F 为测力台架所测喷管推力，由台架实际
V id=

k
k-1

所测轴向力 FX 和俯仰力 FY 合成得到；m 为设备测得

的喷管流量；V id 为 1 维理想完全膨胀气流速度；Ttj 为
喷管进口总温；p b 为环境静压。

气动矢量角 兹 为喷管出口气流方向与中心轴线

的夹角
兹＝arctan (FY /FX)

（6）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进气管道采
用篦齿结构后排除进气管
道对试验件测力的干扰，采
用标准的效力喷管进行试

为试验中探针测量的气流真实总压，Ps 为真实静压。

验验证，
数据对比结果如图

流程如图 9 所示。

10 所示。若以标准喷管试

0.98
0.94
0.90

试验数据

0.86
0.82
1

校力喷管原始数据
2

3

4

5

6

图 10 台架推力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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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数据为基准，测力台架最大偏差为 1.4%，平均偏差
为 0.65%，进气管道采用篦齿结构后，排除进气管道
对测力台架的测力干扰，测量精度达到预期目标。

合理。
（3）落压比对喷管推力特性有影响。随着落压比
的增大（即由过膨胀 - 完全膨胀 - 欠膨胀），推力系

试验时，在排气装置边缘布置多处丝带显示气流

数先增大后减小，在设计落压比附近喷管推力性能参

走向，结果显示排气装置可以收集气流，并将其顺利

数值相对较高，且在低的可用压比情况下推力系数仍

排出，避免产生溢流、堵塞或影响排气背压，达到预期

很高，显示塞式喷管性能优越；

目标。

（4）喷管气动偏转角度与几何偏转角度相匹配，

试验研究了落压比和喷管几何偏转角对喷管总
压恢复系数影响规律，
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落压
比和几何偏转角对喷管总压恢复系数影响甚微，即塞
式喷管偏转后 （偏转角 兹≤15毅） 仍具有较低的流动损
失，说明矢量偏转前后，整
个流路内不存在较大的气

20毅

1.00
0.99 2

10毅
3

4

5

6

数影响规律，如图 12 所示。在偏转状态下，落压比低
于 2.75 时，喷管产生的俯仰力较小，超出俯仰力测量
量程，在此不予讨论。从图中可见，随着落压比的增大
（即由过膨胀 - 完全膨胀 - 欠膨胀），推力系数先增
大后减小，设计落压比附近喷管各性能参数值相对较
高，即该喷管在设计状态下具有较好的性能。而在低
的可用压比情况下仍具有很高的推力系数，试验结果
与理论曲线一致。矢量角增大，推力系数略微减小，矢
x+0.1
x
2

15毅

0毅

3

4

5

图 12 推力系数

在落压比较小时，气动矢量角与喷管几何角最大差值

角差值稳定在 0.5毅。气动
矢量角主要随几何偏转
角的变动而变动。

试验方法和结果对于进一步研究塞式矢量喷管具有
一定的参考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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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设计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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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对称矢量喷管空间运动学建模仿真
柳亚冰 1，符大伟 2，蔡常鹏 2，孙丰勇 1，张海波 2
（1. 中国航发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为了获得轴对称矢量喷管动态偏转轨迹的最优路径，提出了 1 种基于运动学位移解算的解决方法。通过空间运动约束
分析建立了描述轴对称矢量喷管复杂空间运动的平衡方程，经解算建立了描述矢量角与作动筒位移映射关系的 2 维插值模型。基
于运动学模型仿真中喷管喉道截面与出口截面几何中心距离不变的结论，建立矢量角与中心坐标的简化关系并设计各控制周期下
矢量角动态指令偏转规律。仿真结果表明：该解决方案基本可以保证动态偏转下矢量轨迹满足预期要求。
关键词：轴对称矢量喷管；空间运动学建模；动态偏转轨迹；偏转规律；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57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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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Spatial Kinematics of Axisymmetric Vectoring Nozzle
LIU Ya-bing1袁FU Da-wei2袁CAI Chang-peng2袁SUN Feng-yong1袁ZHANG Hai-bo2
渊1. AECC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袁Wuxi Jiangsu 214063袁China曰2.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the optimal path of the dynamic deflection trajectory of axisymmetric vectoring nozzle 袁a solution was

proposed based on kinematic displacement calculation. An equilibrium equation describing complex spatial motion of axisymmetric
vectoring nozzle was established by space motion constraint analysis. A 2 -D interpolation model describing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vector angle and actuator displacement was established by solving the equation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geometric center

distance between nozzle throat section and outlet section was constant in kinematics model simulation 袁the simplified relationship between
vector angle and center coordinate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deflection law of vector angle dynamic command was designed in each control
cycl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lution can basically ensure that the vector trajectory meets the expected requirements under
dynamic deflection.

Key words: axisymmetric vectoring nozzle曰spatial kinematics modeling曰dynamic deflection trajectory曰deflection law曰aeroengine

0 引言

其连杆的运动则由作动筒带动控制环的整体偏转来

轴对称矢量喷管由 GE 公司于 20 世纪 80 年代

控制 [4-6]。在矢量喷管实际控制试验中，常出现喷管动

中期首先研制成功并应用在 F-15、F-16 推力矢量验

态控制效果不佳，矢量轨迹不理想的情况。虽然在稳

证机上

。而在中国，轴对称矢量喷管应用于歼 10B

定状态下喷管能运动到位，但是在过渡状态下的推力

推力矢量验证机并在 2018 年珠海航展上亮相，系列

矢量方向存在不确定性，给飞行稳定性带来隐患 [7]。需

高难度超机动飞行验证了轴对称矢量喷管能够赋予

要设计偏转控制规律,以实现对动态轨迹的要求。目

战机更为优异的机动性能。在普通喷管的基础上，轴

前国内外鲜有矢量偏转规律方面的文献报道。

[1-3]

对称矢量喷管通过结构上拓展扩张段的功能，使喷管

本文从轴对称矢量喷管的运动学分析着手，建立

在产生超声速气流的同时方向发生偏转。扩张段的偏

描述喷管矢量参数与作动筒位移之间映射关系的运

转由各扩张调节片的空间运动组合而成，各调节片及

动学模型，并基于运动学仿真结论，设计了用于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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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2 个互为空间垂直的 R 副）连接在 A 8 截面上，分

动态控制的偏转规律。

别通过 D、C 点处的 2 个 R 副实现扩张调节片在径向

1 喷管空间运动学建模分析
轴对称矢量喷管推力矢量方向为矢量偏转角 琢
和矢量方位角 茁，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令 A 8 喉

平面和周向平面内的偏转，角度分别为 v i 和 棕i。每个
连杆 - 调节片单元如图 3 所示[9]。

道截面中心与 A 9 面中心的连线为喷管几何推力矢
量，则该矢量与发动机轴线的空间夹角即为矢量偏转
角 琢；该矢量在 A 8 平面上的投影与发动机机匣坐标系
y 轴的夹角为矢量方位角 茁。喷管作动系统从功能角度
可以分为 A 8 调节系统和 A 9 调节系统，
如图 2 所示。A 8
调节系统由控制装置、
作动筒、A 8 调节环、凸轮副、收敛
调节片、
收敛段密封片等组成。多个作动筒同步输出推
动 A 8 调节环，经过凸轮副的作用，将水平位移转化为
收敛段调节片的旋转，
从而改变 A 8 喉道面积[8]。
A 9 面投影

A9 面

E

A8 面
D8

琢

D9

A 8 平面

图 1 轴对称矢量喷管推力矢量定义
图 3 A9 调节系统单元

从图 3 中可见，在 A 9 系统作动筒起始端所在的
机匣平面上分别定义 2 个坐标系：机匣坐标系 Oxy0z 0
和基准坐标系 Oxy1z 1。机匣坐标系为定坐标系，基准
坐标系上矢量方位角始终为 0。通过建立这 2 个坐标
系，采用运动的分解原理 [10]，将 A 9 调节系统的空间运
动分解为：
图 2 轴对称矢量喷管结构

（1）控制环先绕 Oz 3 坐标轴（机匣坐标系 Oz 0 坐

A 9 调节系统包括控制装置、作动筒、A 9 环定心机

标轴沿 x 轴平移到环定心点 O3 处）旋转 兹，该运动下

构、A 9 转向控制环、拉杆、扩张调节片等。当给定各作

控制环的法向量始终位于 Oxy0 平面内，运动结果为

动筒的位移不同步时，A 9 环发生偏转，从而带动了 A 9

A 9 环法线矢量偏转角为 兹，A 9 面矢量偏转角为 琢，而

截面面积和推力矢量方向的变化。

方位角仍为 0。

A 9 调节系统是非常复杂的空间运动结构，A 9 面

（2）再将控制环及杆系绕 x 轴旋转 孜，使环法线

（琢、茁、A 9） 的控制基本上是由 3 个球铰链 - 移动副 -

矢量偏离 Oxy0 平面而落到 Oxy1 平面内，则 A 9 环及

球 铰 链 （Spheric hinge- Sliding pair- Spheric hinge，

A 9 面的矢量方位角变为 茁 或 孜。

SPS）作动筒协同作动实现的。A 9 环的 3 自由度特性

由 A 9 面求解 A 9 环的研究在基准坐标系下进行；

参数包括平台法线矢量偏转角 兹、矢量方位角 孜、环定

由 A 9 环求解作动筒位移的研究在机匣坐标系下进行。

心侧中心与机匣平面的距离 l0。A 9 环和拉杆通过旋转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王玉新 [11]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

副 R 副相连，旋转角度为 啄i，拉杆 A B 通常连接在扩

简化了推导过程，提高了模型平衡方程的准确性。

张调节片的中部，B 点与扩张调 节片之间的距离为

从空间运动学的角度来看，A 9 调节系统需要在

lh。扩张调节片的末端中点为 P 点，A 9 截面可看作是

保证结构完整稳定的基础上使面积和偏转矢量角满

由一系列离散 P 点组成的。扩张调节片通过十字转接

足指令需求，因此存在 3 个约束：结构稳定性 B（拉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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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长）约束、矢量角度 琢 约束、面积 A 9 约束，可分别描

在 B0 处的平衡方程 f1、f2 为

lBCCv 0-lhSv 0+lCDCv 0+x4=

述为
Bi=[TIVi]BIVi=[TIi][TIIi]BIIi
琢=arccos

G x-x4
=琢r
姨 (G x-x4)2+G 2y+G 2z

（3）

式中：TIVi 为环上任意一点 A i 处的连杆坐标系变换矩
0

（5）

lAB(S兹C啄0-C兹S啄0)+R 2C兹+ltS兹

（6）

lBCSv 0+lhCv 0+lCDSv 0+R 4j=

（2）

A 9=仔a(b 1+b 2)/2=A 9r
阵；BIVi= [lAB 0

lAB(C兹C啄0+S兹S啄0)-R 2S兹+ltC兹+l0

（1）

1]T 为 Bi 在连杆坐标系下的相对

在 P2 处，椎0=π，棕=0，代入式（4）中得到 B2 处的平衡
方程 f3、f4 为

坐标；TIi 为 CiDi 构件坐标系还原为基准坐标系的变
换矩阵；TIIi 为扩张调节片 CiPi 构件坐标系 相对 CiDi

面几何中心沿坐标轴 x、y、z 的坐标；a、b 1、b 2 分别为出
口截面 2 个半椭圆的轴长，即 P1G、P0G、P2G。通过坐

lAB(C兹C啄2-S兹S啄2)+R 2S兹+ltC兹+l0

（7）

lAB(S兹C啄2+C兹S啄2)-R 2C兹+ltS兹

（8）

lBCSv 2-lhCv 2-lCDSv 2-R 4j=

坐标系的变换矩阵；BIIi= [lBC,0,-lh]T 为 BIIi 在扩张调节
片坐标系下的相对坐标；G x、G y、G z 分别为喷管出口截

lBCCv 2-lhSv 2+lCDCv 2+x4=

在 P1 处，椎0=π/2，代入式（4）中得到 B1 处的平衡方程
f5、f6、f7 为

lBCCv 1C棕1-lhSv 1+lCDCv 1+x4=

标系转换可以获取上述变换矩阵

lABC兹C啄1+ltC兹+l0

Bi=[TIVi]BIVi=[TIi][TIIi]BII=

山杉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删
山杉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删

lAB(C兹C啄i+C准iS兹S啄i)-R 2C准iS兹+ltC兹+l0
lAB(S兹C啄i-C准iC兹S啄i)+R 2C准iC兹+ltS兹
lABS准iS啄i+R 2S准i
１

lBCCv iC棕i-lhSv i+lCDCv i+x4

衫煽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闪

lBCS棕1=lABS兹C啄1+ltS兹

lBC(S准iSv iC棕i-C准iS棕i)+lhS准iCv i+lCDS准iSv i+R4jS准i

衫煽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闪

Pi=[TIi][TIIi]PIIi

统需要满足的定长约束、面积约束以及角度约束等，

A 9 出口截面可以看作由 2 个半椭圆拼成，如图 4
所示。选择 4 个特殊端点，包括 2 个非对称位置 P0、P2
和 2 个对称位置 P1、P3。定义偏转矢量与发动机轴线
构成的平面为偏转平面，该平面 A 9 截面的交点即为
P0、P2，分别对应于图 2 中截面下、
上两侧的扩张调节片
P1

角度 琢 约束公式（2）中的
G 点为出口截面 A 9 的几
何中心，即为P1、P3 的中
心，且在偏转平面上。

P2

综上所述，f1~f9 9 个平衡方程描述了 A 9 调节系

（4）

节片转接头喉道截面半径。

中间调节片的末端；矢量

（12）

进而代入式（2）、
（3），构成平衡方程 f8、f9。

为 sin 的缩写；R 2 为 A 9 转向控制环半径；R 4 为扩张调

P3 分别 为 偏 转 平 面 两 侧

（11）

PIIi=[lCP,0,0]T 代入式（12）求解

式中：C 为 cos 的缩写；椎i 为第 i 个位置点方位角；S

的末端。2 个对称位置 P1、

（10）

几个特殊位置 Pi 点的基准坐标通过将相对坐标

=

lBC(C准iSv iC棕i+S准iS棕i)+lhC准iCv i+lCDC准iSv i+R4jC准i
１

lBCSv 1C棕i+lhCv 1+lCDSv 1+R 4j=-lABS啄1+R 2

（9）

G

P0

构成了轴对称矢量喷管的运动学模型
F(x)=[f1,f2,…,f9]T

未知参数为 x=[v 0,啄0,v 2,啄2,v 1,棕1,啄1,兹,l0]T，输入参数为 y=
[琢,A 9,A 8]T。可以采用 Newton-Raphson 算法求解。其
中，根据运动的分解中由 A 9 面求解 A 9 环的研究在基
准坐标系下进行，故 茁 未考量。在求解出 A 9 控制环的
l0 和 兹 后，再结合 孜=茁，在机匣坐标系下根据作动环的
位姿[l0,兹,孜]T 可对 3 个作动筒的位移进行求解 [12]
T1Q 1= 姨 R 21+R 20+l20-2R 1l0S浊-2R 0R 1C浊

姨
T Q = R +R +l +R l (S浊+ 姨 3 S滋C浊)- 1 R R (C浊- 姨 3 S滋S浊+3C滋)
2
姨

T2Q2= R 21+R 20+l20+R 1l0(S浊- 姨 3 S滋C浊)- 1 R 0R 1(C浊+ 姨 3 S滋S浊+3C滋)（14）
2
2
1

3 3

P3

图 4 A9 出口截面

结构稳定性约束公式（1）中的 Bi 点分别选在这 4
个特殊位置处。在 P0 处，准0=0，棕=0，代入式（4）中得到

（13）

2
0

2
0

10

0 1

2 喷管空间运动学模型仿真

首先以喷管未偏转状态作为设计点进行几何尺
寸参数整理和确定，喉道面积取为 0.302 m2，A 9/A 8=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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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尺寸参数设计结果见表 1，此时各组件空间
运动参数见表 2。
表 1 几何尺寸参数设计结果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拉杆长度 lAB /m

0.500 A 8 喉道截面至机匣平面距离 x4 /m

1.160

作动环厚度 lt /m

0.147 十字转接头连接点半径 R 4j /m

0.310

作动筒与机匣连接点 T 半径 R 0 /m

0.600 十字转接头段长度 lCD /m

0.040

A 9 环左平面连接点 Q 半径 R 1 /m

0.600 扩张调节片长度 lCP /m

0.930

A 9 环右平面连接点 A 半径 R 2 /m

0.600 B 点在调节片上投影与 C 点距离 lCB/m

0.500

B 点与扩张调节片距离 lh /m

0.050

拉杆径向旋转角度 啄0（
/ 毅）

拉杆径向旋转角度 啄1 （
/ 毅）
拉杆径向旋转角度 啄2 （
/ 毅）

扩张调节片径向旋转角度 v 0 （
/ 毅）
扩张调节片径向旋转角度 v 1（
/ 毅）

（f）A 9 截面长短轴变化

图 5 不同偏转角下的运动学参数变化

和 3 位置处的调节片和连杆的径向偏转角度则基本
不变，而调节片切向旋转角 棕1 与 琢 之间基本呈 棕1=琢
的变化关系，说明本文设计的喷管作动系统的 A 9 面

表 2 设计点下参数求解结果
参数

（e）作动筒轴向位移

数值

参数

数值

扩张调节片径向旋转角度 v 2 （
/ 毅）

矢量偏转角主要由对称位置扩张调节片的切向偏转

26.13

2.12

决定。随着 琢 增大，y 轴正方向上的作动筒 L 1 的位移

0

量增大，与之夹角均为 120毅而对称分列两边作动筒

0

L 2 和 L 3 位移量相同且减小，幅度比 L 1 的略小。作动

26.13
26.13
2.12

扩张调节片切向旋转角度 棕1 （
/ 毅）
A 9 环矢量偏转角 兹 （
/ 毅）

A 9 环左面中心至机匣面距离 l0 /m

0.899

2.12

筒变 琢 曲线基本呈线性，1 维线性插值结果与模型解
算结果基本一致，根据该曲线即可由输入参数 琢 插

设计点的计算表明，当推力矢量不发生偏转时，各
调节片和拉杆的空间状态相同，A 9 出口截面为圆形。
矢量偏角 琢 从 0 增大到 20毅，模型解算各参数变

值出 3 个作动筒的位移指令并进行控制。A 9 截面以
对称位置为界分为 2 个半椭圆，由于对称位置扩张调
节片的径向 偏转角 v 1 在 不同 琢 下基本 不变，因 此
为定值；受相关约束的影响，两非对称位置调节片末

化如图 5 所示。
随着 琢 增大，矢量方向对应的 0 位置的扩张调节
片偏转角度逐渐增大，连杆偏转角度减小；对应的反

端与几何中心的距离均随 琢 发生改变，但根据式（3）
中的面积约束，b 1+b 2 保持为定值。

向 2 位置处的调节片偏转角度减小，连杆偏转角度增

令矢量偏转角 琢 恒定为 17.2毅，矢量方位角 茁 从

大，从而带动 A 9 面中心向最远位置一侧偏移。两侧 1

0毅逐渐增大到 360毅，此时 A 9 转向控制环的矢量偏转
角 兹、l0 保持恒定，而方位角 孜 随 茁 变化。因此除了特
殊位置所对应的实际扩张调节片 - 连杆系在不断变
化外，其他所有参数均保持不变。此外，由于作动筒的
空间位置均固定，因此需
要每个作动筒的位移相应
地 改 变 ，根 据 式（14）得 到

（a）扩张调节片径向偏转角度

（b）连杆径向偏转角度

矢量方位角变化对 3 个作
动筒位移指令要求的影响 图 6 不同方位角下作动筒
规律如图 6 所示。

位移变化

将 琢 和 茁 的影响规律相结合，基于空间运动学模
型计算建立 2 维插值模型，如图 7 所示。该 2 维插值
模型可以看作是上述 1 维等偏转角和等方位角曲线
分别在偏转角和方位角维度上的延伸。当 琢=0 时，3
（c）A 9 环偏转角及对称调节片
切向偏转角度

（d）A 9 环轴向位移

个作动筒的等 琢 线均为 1 条定值直线。随着 琢 增大，
等 琢 线开始呈现出与图 6 相似的变化趋势，且幅值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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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增大；等 茁 线则描述了与图 5 相似的变化趋势，且

与发动机控制周期相同，均为 20 ms，通过偏转规律

每条等 茁 线都是单调的。

计算每个控制周期下的偏转指令，阶跃信号转化为类

上述 2 维插值模型描述了在 A 8、A 9 几何面积固

斜坡信号，再通过误差综合耦合器和控制算法在每个

定的前提下，矢量偏转角及矢量方位角与 3 个作动筒

控制周期内对当前指令信号进行跟踪，从而实现喷管

之间的输入输出关系。在空间运动学模型迭代求解时

矢量偏转的动态可控性。
喷管矢量 琢 和 茁 的动态变化情况可转化为 A 9 面

间较长，占用内存量大，通
过插值模型可以较快地根

100
95
90
85
80
75
17.2
14.3
11.5
8.6
5.7
2.9

据矢量角指令插取轴对称
矢量喷管开环控制下 3 个
作动筒的输入指令。完整
的插值模型维度为 4，即在
2 维模型的基础上，加上

360300
240180
120 60
茁/（毅）

0

[13]

（a）1 号作动筒

100
95
90
85
80
75
17.2
14.3
11.5
8.6
5.7
2.9

L 2/cm
102.2
100
99.51
95
96.82
94.13
90
91.44
85
88.75
80
86.06
75
83.37
17.2
80.68
14.3
77.99
11.5
75.30 360300
8.6
240
5.7
180
2.9
120 60
0
茁/（毅）

（b）2 号作动筒

（c）3 号作动筒

A 8 和 A 9 2 个维度 。

360
300
240
180
120 60
0
茁/（毅）

图7

L 1/cm
102.2
99.51
96.82
94.13
91.44
88.75
86.06
83.37
80.68
77.99
75.30

几何中心 G 点空间运动的轨迹。第 2 章的研究表明，
当 A 8、A 9 面积固定，G 点空间坐标的秩为 2 且 琢、茁 的
改 变 对 Gx 的 影 响 较 小 可
忽 略 时 ，琢、茁 的 变 化 转 化
为 G y、G z 的变化，即简化为
G 点空 间 运 动 轨 迹 在 Oyz
平面内的投影。为了使喷

L 3/cm
102.2
99.51
96.82
94.13
91.44
88.75
86.06
83.37
80.68
77.99
75.30

管的矢量状态切换直接快
速，偏转规律的设计约束
之 一 为 该 投 影 是 1 条 直 图 9 设计规律下的喷管矢量
线，如图 9 所示。
投影面轨迹
从图中可见，O 点为发动机轴线 Ox 的投影。由于
偏转中矢量长度 lGO4 基本不变，因此[琢, 茁]T 与坐标之
间的转换可简化为
y=lGO4 sin 琢 cos 茁

2 维插值模型

3 喷管偏转规律初探

z=lGO4 sin 琢 sin 茁

（15）

当喷管稳定在初始状态 1 时，作动筒液压力与喷

由于喷管的矢量角度、面积等参数不能直接被传

管内壁气动负载力相平衡；当给出偏转指令后，作动

感器测得，因此轴对称矢量喷管采用开环控制；对单

筒滑油流量逐渐改变，液压力逐渐改变，受力失衡，作

个作动筒可通过位移传感器获取反馈量，采用闭环控

动筒开始产生位移；观察 G 点轨迹，运动加速度和速

制。控制的动态性能和稳态性能受偏转指令反解作动

度大小均从 0 开始缓缓增加。为了避免作动筒活塞突

筒位移控制指令的插值模型精度、偏转规律、单作动筒

然停止带来的控制困难和构件冲击，当喷管运动逼近

小闭环控制器、作动筒协同控制规律共同影响[14]，如图

状态 2 时，运动加速度和速度大小均缓缓降为 0。因

8 所示。喷管矢量偏转通常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由

此，从 G 1 到 G 2 的过程中，几何中心移动速度先增大

初始状态[琢1, 茁1]T 转变为目标状态[琢2, 茁2]T，若无合适的
偏转规律，位移插值由终了状态直接输入作动筒的位
移指令可以看作是阶跃信号。令矢量喷管的控制周期

再减小，加速度先为正再为负，变化曲线设计为正弦
函数 [15]
a=A sin 2仔 t
T

（16）

式中：T 为矢量偏转时长；A 为待求系数。
积分并代入(t,v)边界条件：
（0,0）和（T,0），得速度
曲线为余弦曲线
v=

乙 A sin 2仔tdt=A 蓸 2仔T cos 2仔T t+ 2仔T 蔀

（17）

继续积分并代入(t,s)边界条件：
（0,0）和（T,ls），解
图8

轴对称矢量喷管 A9 调节系统控制

得系数 A 及位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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蓸

T2 sin 2仔 t+ T t
s= 2仔2 ls=
4仔2
T
2仔
T

蔀

（18）

式中：ls= 姨(z 1-z 2) +(y1-y2) 。由于位移曲线是线性的，
2

2

因此 G 点坐标轨迹方程为

蓸

T sin 2仔 t+ T t
z=z 1+ 2仔2 (z 2-z 1)
2
4仔
T
2仔
T
2

蓸

T2 sin 2仔 t+ T t
y=y1+ 2仔2 (y2-y1)
4仔2
T
2仔
T

蔀

蔀

（19）

蓸

2
2
a=arcsin 姨y +z
lGO4

茁=arctan z
y

蔀

位移插值模型，解算得到
3 个作动筒的位移指令，
变 化 规 律 如 图 11 所 示 。
进一步令稳态数学模型
代替实际喷管开展数字

（20）

再结合式（15），将中心坐标变化规律转化为喷管
矢量角度 琢、茁 的偏转规律

运动学稳态数学模型或

仿真验证，检验在该调节

图 11 作动筒调节规律

规律下各控制周期内 A 9 几何中心的轨迹。
在作动筒调节规律中，作动筒之间位移差距随时
间呈减小趋势，原因在于偏转角 琢 随时间减小而使作

（21）
（22）

令 喷 管 初 始 状 态 [琢1,

动筒位移幅值减小，满足 2 维仿真规律；各作动筒随
时间的增减趋势也与变 茁 仿真中方位角 茁 减小时的
规律相一致。该位移调节规律与实际作动筒的运动特
性曲线相接近，容易控制实现，具有较好的工程应用

茁1]T 为 [11.46,仔/6]T，目 标 状

价值。

态[琢2, 茁2] =[5.73, 2仔/3] ，偏

设计调节规律下几何中心轨迹验证结果如图 12

转时间定为 1 s。上述偏转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该调节规律下几何中心轨迹的

规 律 的 仿 真 结 果 如 图 10

投影与终末连线的偏差微乎其微，从而验证了该调节

所示。

规律设计理论推导的正确

T

T

（a）几何中心加速度变化规律

性。但是在实际中，每个控
制周期下几何中心的位置
还与作动筒控制器、作动
筒间协同控制算法的控制
效果有关，也是本文围绕
轴对称矢量喷管的后续研
（b）几何中心速度规律

（c）几何中心位移规律

图 12 设计调节规律下几何
中心轨迹验证

究方向之一 [16-17]。

4 结论
本文针对喷管矢量轨迹动态可控的技术需求，
在轴对称矢量喷管模型方面做了相关研究，得出以
下结论：
（1）通过空间运动学分析揭示了轴对称矢量喷管
（d）矢量偏转角调节规律

（e）矢量方位角调节规律

图 10 喷管偏转规律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表明，由于起步和结束时的缓冲作用，
几何中心轨迹曲线分别呈现加、减速的效果。矢量方

系统中作动筒位移与喷管出口矢量之间的映射关系，
建模仿真结果表明矢量偏转角主要由对称位置扩张
调节片的切向旋转角决定，矢量方位角的影响体现在
作动筒位移的周期性变化上。

位角变化规律为一单调的曲线，佐证了矢量状态切换

（2）针对矢量喷管动态控制的研究需求，本文在

的直接性；偏转角变化规律则不是单调的，琢 最小值

传统的协同控制方案的基础上提出设计偏转规律的

出现在 0.65 s 左右，这是因为 O 点到 G 1G 2 连线上任

解决方案，结合作动筒的实际运动规律将加速度和速

意点的最短距离出现在垂足位置。

度规律设计为三角函数。仿真结果表明该调节规律可

根据每个控制周期内的 琢、茁 角度指令，代入空间

较好地使喷管矢量的动态轨迹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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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涡轮工作叶片与导向叶片振动疲劳性能差异分析
薛志博 1，杨金侠 2，由宝财 1
（1.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2.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 110016）

摘要：针对某型航改燃气轮机动力涡轮工作叶片与导向叶片振动疲劳性能差异较大、导向叶片疲劳极限较低的现象，开展了
表面状态检查、内部冶金质量检查、断口分析、组织分析、叶身取样疲劳性能对比分析等工作。结果表明：工作叶片和导向叶片表面
和内部冶金质量均满足标准要求，内部晶粒度和显微疏松等级相当；工作叶片和导向叶片裂纹均为靠近“叶根”
进排气边处的疲劳
裂纹；导向叶片未采用细晶工艺，叶身表面晶粒较粗；导向叶片使用返回料导致枝晶间组织粗大、
局部区域存在针状 TCP 相。
关键词：涡轮工作叶片；涡轮导向叶片；疲劳性能；疲劳裂纹；晶粒度；显微疏松；TCP 相；航改燃气轮机
中图分类号：V23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0.06.008

Analysis on Difference of Vibration Fatigue Properties Between Blade and Vane of Power Turbine
XUE Zhi-bo1袁YANG Jin-xia2袁YOU Bao-cai1
渊1.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曰
2. Institute of Metal Research袁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袁Shenyang 110016袁China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henomenons that the vibration fatigue properties between the blade and the vane were quite different and

the fatigue limit of the vane guide blade was low袁 the surface condition inspection袁internal metallurgical quality inspection袁fracture
analysis袁microstructure analysis袁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lade and vane sampling fatigue properties were carried out for an aero derivative gas turbi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rface and internal metallurgical quality of blade and vane meet the standard

requirements袁and the internal grain size and porosity elimilation grade are equivalent. The cracks of blade and vane are fatigue caused by

near the leading and trailing edge of root. The vane does not adopt fine grain process 袁the surface grain of the vane body is thicker. The use
of the return material in the vane leads to the thick inter-dendritic structure and needle like TCP phase in the local area.

Key words: turbine blade曰turbine vane曰fatigue poperties曰fatigue crack曰grain size曰porosity elimilation曰TCP phase曰aero -derivative

gas turbine

0 引言

关研究。叶能永等 [5]通过模拟分析某型高温合金叶片

涡轮叶片是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的关键部件，

在振动疲劳试验过程中的动力学应力响应，获得叶片

其性能直接影响发动机性能和可靠性 。发动机涡轮

在共振时应力幅值随时间改变的变化规律，分析了残

叶片在工作过程中除承载着转动产生的离心力、气动

余应力和粗糙度对叶片振动疲劳寿命和疲劳极限的

产生的弯矩和轴向力以及温度差产生的热应力外，还

影响；张东明等 [6]采用电感应加热法加热和电磁振动

承载因强迫振动或自激振动引起的共振载荷[2-4]，在工

台施加振动载荷等方式，提出了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

作中所产生的振动疲劳失效是叶片主要失效形式之

高温振动疲劳试验方法；Massimo 等 [7] 通过对涡轮叶

一，因此，对涡轮叶片振动疲劳寿命进行研究对保证

片振动疲劳影响因素的研究，提出了可用于预测叶片

发动机正常稳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疲劳寿命的有限元模型。

[1]

在国内外针对涡轮叶片振动疲劳性能开展了相

为研究某型航改燃气轮机动力涡轮叶片振动疲

收稿日期：2019-06-04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薛志博（1987），
男，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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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航空发动机材料设计与应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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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性能，评估叶片制造工艺，对动力涡轮工作叶片和
导向叶片进行振动疲劳试验，采用升降法测试叶片疲
劳极限，并开展了叶片冶金分析等试验研究工作，分
析和探讨了冶金质量等对叶片疲劳性能的影响。

1 叶片振动疲劳试验
工作叶片和导向叶片材料均为 K438 高温合金。

（a）工作叶片叶身宏观

（b）导向叶片叶身

（c）工作叶片进排气边柱状晶粒

（d）工作叶片叶冠

K438 合金是镍基沉淀硬化型高温合金，其成分、性能
与国外的 IN738 合金相当 [8]。该合金具有良好的组织
稳定性、高温强度及抗腐蚀性，广泛用于舰船、工业地
面及燃气轮机的长寿命涡轮叶片 [9-12]。为进一步提高
叶片抗腐蚀能力，工作叶片表面喷涂 SKHC-9 涂层，
导向叶片表面渗铝硅。
利用升降法测试叶片疲劳极限，具体试验方法

图 2 叶片表面晶粒度分布

为：采用专用工装对叶片一端施加顶紧力和夹持力，

和导向叶片叶身的显微疏松分布与含量无明显差别，

通过检测应变得到叶片最大应力点，并标定最大点应

为 1~2 级，局部较重部位为 3~4 级，均符合标准要

力与叶尖振幅的关系，最终通过检测叶尖振幅控制应

求，如图 3 所示。检查叶片不同截面晶粒度，内部晶粒

力。试验结果显示，工作叶片疲劳极限约为 250 MPa；

都在 5 级左右，如图 4 所示。

导向叶片疲劳最低仅为 90 MPa。动力涡轮工作叶片
与导向叶片振动疲劳性能差异较大，导向叶片疲劳极
限较低。

2 叶片检查与分析结果
2.1

表面状态检查

（a）工作叶片叶根

对叶片进行荧光检

（b）导向叶片叶根

图 3 叶片显微疏松分布

查，叶身部位除疲劳试验
产生的裂纹外未发现超标
缺陷，而裂纹多产生于进排
气边且靠近“叶根”位置，如
图 1 所示。
对 叶 片 表 面 进 行 腐 （a）工作叶片 （b）导向叶片
蚀，检查叶片晶粒度。工作

图 1 叶片裂纹荧光显示

（a）工作叶片

图 4 叶身内部晶粒度

叶片叶身经细晶处理，叶身表面晶粒细小均匀，晶粒
度小于 1 级；叶身中部（浇口处）、叶冠和榫头处晶粒
较粗大，晶粒度为 5 级。导向叶片表面未经细晶处理，

（b）导向叶片

2.3

断口分析
选取部分工作叶片和导向叶片，沿裂纹将断口打

晶粒明显粗大，晶粒度为 5 级或 5 级以上。此外，工作

开，工作叶片和导向叶片断口形貌特征相近，断口较

叶片和导向叶片叶身进排气边均存在横向的柱状晶

平坦，呈银白色，隐约可见疲劳弧线及放射棱线形貌，

区，如图 2 所示。

表明断口为疲劳断口。根据疲劳弧线的方向判断，疲

2.2

劳起源于叶片前缘表面和次表面区域，位置如图 5

内部冶金质量检查
对叶片进行 X 光检查，未探测出超标缺陷，在工

（a）、
（b）中标记区域所示，裂纹放大形貌如图 5（c）、

作叶片和导向叶片内部缺陷等级上无明显差别。解剖

（d）所示。细密的疲劳条带可以进一步表明该断口的

叶片检查发现叶片叶身不同截面显微疏松，工作叶片

疲劳属性。此外，工作叶片和导向叶片裂纹微观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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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见显微疏松缺陷，如图 6 所示。

5 mm

5 mm

（a）工作叶片裂纹起源

（b）导向叶片裂纹起源

图 8 导向叶片叶身中部组织结构
3 滋m

3 滋m

（c）工作叶片裂纹放大（3000 倍） （d）导向叶片裂纹放大（2000 倍）
图 5 叶片裂纹断口整体形貌

能试样，
进行常温下高周拉 - 拉疲劳试验，试样尺寸如
图 9 所示。试验方法按

两端
0.02 A-B
覫0.02 A-B

GB/T 3075-2008 标 准 ，应

0.2

力比为 0.1，试验结果见表
1。从表中可见，
在同一应力

15
A

状态下，工作叶片循环周次
明显高于导向叶片的。
（a）工作叶片

200 滋m

20 滋m

2.4

组织分析
在工作叶片叶根取样进行组织分析，叶根组织如

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组织中枝晶间和枝晶干区域
酌忆相细小均匀，碳化物弥散分布在晶界、枝晶间区，未
观察到 TCP 相。

图 9 高周疲劳试样

表 1 高周疲劳性能

（b）导向叶片（500 倍）

图 6 叶片裂纹断口疏松分布

B

45.2

应力 /MPa

导向叶片循环 / 次

工作叶片循环 / 次

440

5.9×10

6.3×105

400

1.1×106

>107

360

1.9×106

3.5×106

320

1.4×106

6.6×106

280

2.8×105

>107

280

8.5×105

>107

240

>107

>107

5

3 分析与讨论
由断口分析可知，叶片裂纹断口平坦光滑，可见
疲劳弧线及放射棱线，表明叶片裂纹的性质为高周疲
劳裂纹。鉴于工况环境恶劣、温度高、交变载荷大、要
求使用寿命长的原因，涡轮叶片成为对疲劳性能要求
图 7 工作叶片叶根组织结构

最高的零件之一[13]。通常零件疲劳强度受很多因素影

在导向叶片叶身中部取样进行组织分析，组织结

响，如零件表面状态、内部冶金质量、材料本身的组织

构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组织中枝晶干区域 酌忆相

结构等，在制造过程中叶片的材质、冶金加工工艺、加

细小均匀，枝晶间 酌忆相粗大，碳化物弥散分布在晶

工残余应力、加工使用环境等因素变化均会影响零件

界、枝晶间区。在局部区域观察到针状 TCP 相。

疲劳性能 [14]。

2.5

叶身取样疲劳性能测试
分别沿工作叶片和导向叶片叶身纵向切取力学性

通过对工作叶片和导向叶片进行表面状态检查、
内部冶金质量检查、断口分析、组织分析和对比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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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间在表面缺陷、内部缺陷、显微疏松等方面不存
在明显差异，主要差异为：
（1）工作叶片表面喷涂 SKHC-9 涂层，导向叶片
渗铝硅；

标准要求，内部晶粒度和显微疏松等级相当；
（3）细化叶片表面晶粒，可以一定程度地提高叶
片的抗疲劳性能；
（4）导向叶片叶身表面晶粒较粗、枝晶间 酌' 相粗

（2）工作叶片表面晶粒度更细；

化及局部区域存在 TCP 相，上述差异是工作叶片和

（3）导向叶片枝晶间 酌忆相粗大，在局部区域存在

导向叶片力学性能试验疲劳性能差异的主要原因。

针状 TCP 相。
在渗铝硅过程中叶片表面形成的铝化物涂层硬
度较高，脆性大，承受交变应力作用的能力较差，影响
叶片的疲劳强度。研究表明，随渗铝次数的增加，叶片
的疲劳强度呈降低趋势，但 1 次渗铝对疲劳性能影响
较小，疲劳强度只降低 1%左右 [4]，本文分析是对导向
叶片采用 1 次渗铝硅，
其对叶片疲劳性能的影响较小。
高温合金涡轮叶片通常晶粒比较粗大，以保证材
料在高温下具有良好的抗蠕变性能，但晶粒粗大会导
致疲劳性能降低。为此，在具有粗大晶粒的零件表面
形成 1 薄层细小晶粒组织，有助于提高叶片抗疲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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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外部管路系统的卡箍布局多目标优化
徐培原 1，刘

伟2

（1.航空工业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湖北襄阳 441003；2. 西北工业大学 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西安 710129）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外部管路系统卡箍布局不合理而导致发动机发生共振或振动过大问题，对发动机复杂管路的卡箍布局
进行优化设计。将卡箍简化为末端固定的线性约束弹簧单元，建立管路系统的整体有限元模型；进行卡箍在复杂 3 维管路上的位置
参数化处理；通过相对灵敏度分析获得对固有频率以及随机振动响应影响较大的 5 个关键卡箍位置参数；确定 2 个优化目标分别
为前 4 阶固有频率远离发动机工作频率和随机振动应力均方根响应最小化；采用多目标遗传算法对 5 个关键卡箍参数进行优化。
结果表明：
通过优化设计同时实现了多阶频率调节和随机振动应力均方值的减小；对不同优化方案的效果进行对比发现，不同的优
化方法各有优劣，无法使 2 个优化目标同时达到最优结果。
关键词：外部管路；卡箍布局；相对灵敏度；多阶频率调节；随机振动；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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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of Clamps Layout for Engine External Pipeline System
XU Pei-yuan1袁LIU Wei2
渊1.AVIC Aerospace Life-Support Industries Co.袁Ltd袁Xiangyang Hubei 441003袁China曰2.School of Mechanics and Civil and Architecture袁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袁Xi'an 710129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xcessive resonance or vibration of the engine caused by unreasonable layout of clamps in the

external pipeline system of aeroengine袁the optimal design of clamp layout was carried out for complex pipeline of aeroengine. The clamp was

simplified to a linear constrained spring element with fixed end 袁and the whol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pipelin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he

positions of the clamps on the complex 3D pipeline were parameterized. Through the relative sensitivity analysis 袁five key clamp position
parameters which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natural frequency and random vibration response were obtained. Two optimization objectives were

determined as follows院first four natural frequencies were far away from the engine operating frequency and the root mean square response of
random vibration stress was minimized. Five key clamps parameters were optimized by multi-objective genetic algorith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ultiple natural frequencies adjustment and the mean square value of random vibration stress are reduced simultaneously by optimization

design. The results of different optimization schemes are compared 袁and it is found that different optimization methods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袁which can not make the two optimization objectives achieve the optimal results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external pipeline; clamps layout曰relative sensitivity曰multiple natural frequencies adjustment曰random vibration曰

aeroengine

0 引言

位置和数量是从原型机上直接比对移植过来的；一些

管路系统是航空发动机介质传输和动力传递的

局部管路的卡箍有时还需要技术人员现场调整，随机

通道，布局走向复杂。卡箍是固定与支承管路的重要

性较大，缺乏具体的理论指导，卡箍布置的经验性与

装置，对提高管路刚度、实现管路频率调节具有重要

随意性可能会导致管路结构的固有频率落入发动机

作用，合理的卡箍布局是抑制管路系统振动的最有

工作频率附近，从而引发共振或局部振动应力过大。

效、最简便的方法。目前，在工程中很多卡箍的选型、

因此，研究发动机复杂管路的卡箍布局优化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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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第 n 阶固有频率，工程中通常取 0.75<λ<1.25

具有重要意义。
管路系统的卡箍位置优化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

的区间为共振区[7]，由此可以近似推导出，当结构的第

的关注。顾文彬 [1]研究了直管在不同激励形式下的卡

n 阶固有频率满足 0.8棕<棕n<1.3棕 时，结构有发生共振

箍位置优化问题，表明自由振动、瞬态响应和随机响

的风险。为了使第 n 阶固有频率离开共振区，该阶固

应下的卡箍位置具有不同的最优解；Wang[2]采用启发

有频率 Pn 需要满足
Pn=(棕n-0.8棕)(棕n-1.3棕)>0

式优化算法，以减小形变和增大基频为目标，对直梁

（1）

和支撑板结构进行卡箍位置优化；刘伟等 对多卡箍

同时，为了比较不同的卡箍布局下第 n 阶固有频

管路进行动力灵敏度分析，找出对目标影响较大的若

率远离共振区的程度，令 Qn=|棕n-1.05棕|，Qn 即为第 n

干个卡箍位置参数，分别进行 1 阶频率调节和降低随

阶固有频率相对于共振区中心的偏离程度，优化的过

机振动应力的卡箍位置优化；智友海等 [4]基于疲劳累

程是在满足式（1）的同时尽可能使 Qn 最大化。

积损伤的破坏准则方法，研究了随机振动下管路系统

1.2

[3]

发动机管路处在复杂的振动环境中，需考察管路

卡箍的位置对管路结构可靠性造成的影响；陈艳秋等
基于有限元法以频率调节和调幅为目标，对发动机

[5]

应力均方根响应

的随机振动响应。

导管卡箍刚度进行优化；李鑫等 [6]将管路 - 卡箍系统

随机振动可视为概率统计问题，无法获得某一瞬

的激励振源频率点的特征阻抗加权和最小设置为评

时具体响应数值，随机振动的响应分布可近似看作高

价指标。目前卡箍优化研究存在 2 个问题：
（1）研究对

斯分布，主要考察各物理量的均方根响应，某个物理

象主要为直管或者平面管路，然而在实际工程中管路

量的均方根响应可看作该物理量响应分布的标准差。

结构多样，走向复杂。而且，发动机管路和卡箍需要布

取管路结构 x 方向的最大应力均方根响应 RS1 为优

置在机匣曲面上，需要研究曲面复杂管路的参数化方

化对象，在优化中尽可能减小 RS1 的数值 [8]。

法；
（2）现有优化的频率调节目标主要是单频段，然而

2 遗传算法

发动机激励经常是 1 个较宽的频段，结构的多阶固有
频率都可能与激励频率接近，易引发管路其他频段的
共振，诸如频率调节或者随机振动的单一目标的控制
方法难以满足需求。因此，需要探讨发动机复杂管路
卡箍布局优化的多目标优化方法。

遗传算法是目前在工程领域中极为常用的 1 种
优化算法，是受自然界生物进化过程的启发而产生
的。基于生物进化原则，根据每代种群个体对环境的
适应程度来对个体进行筛

实际问题参数集

选，适应度高的个体将被

本文采用灵敏度分析的方法确定了对发动机曲

编码

保留，适应度低的个体将

群体 t

面上管路系统动力学特性影响较大的若干卡箍位置

被舍弃，之后被保留的个

计算适值

参数，以前 4 阶固有频率远离发动机工作频率和随机

体再经历交叉、变异 2 个

振动应力均方根响应最小化这 2 个原则为优化目标，

步骤的处理，将其遗传信

运算：复制
交叉
变异

对关键卡箍位置参数进行优化设计，以期为复杂管路

息传递给下一代。在逐代

的振动控制提供参考。

的遗传过程中，个体对环

1 优化设计

境的适应程度越来越高，

对发动机外部管路卡箍布局进行优化设计，首先
需要确定优化目标，本文的优化目标有 2 个：
（1）实现
频率调节，使结构前 4 阶固有频率远离外界激励；
（2）
随机振动的应力均方根响应最小化。
1.1

频率调节
根据振动设计要求，卡箍的安装应当使得结构的

固有频率远离共振区（即发动机工作频率附近）。
令频率比 姿=棕/棕n，棕 为发动机工作频率，棕n 为结

越来越逼近最优解。遗传算
法的主要流程如图 1 所示。

群体 t+1圯群体 t

群体 t+1
满足要求？
Y
解码

N

改善或解决实际问题

图 1 遗传算法主要流程

在工程实际中多为多目标优化问题，本文选用的
NSGA-II[9~11]算法是 1 种较为常见的多目标遗传算法。

3 复杂管路系统的建模
3.1

卡箍模型
由于卡箍在整个管路系统中所占的质量分数与

体积分数较小，在分析计算时忽略卡箍的质量与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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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管路系统带来的影响，重点研究卡箍对调整管路系

3.4

统刚度的作用。

原始管路结构的动态特性分析
在优化计算中，若设发动机在某一试车工况下的

在工程中使用的卡箍

工作频率为 100 Hz，根据式（1），对应的共振频段为

虽然种类繁多，但作用基

[80 Hz，130 Hz]。结构受到的随机振动功率谱密度见

本相似，主要是限制管路

表 1。功率谱采用标准中规定的机载设备谱，激励沿

径向位移。将卡箍简化为

如图 3 所示坐标系中的 x 方向加载在结构整体上。

弹簧单元，一端连接管路，

表 1 结构受到的随机振动功率谱密度

与发动机连接的另一端全
约束，对沿管路径向的位 图 2 卡箍限制管路的 2 个
径向位移

移进行限制，如图 2 所示。
3.2

管路模型
发动机外部管路由直管、弯管、端口接头等组成，

管路两端固定，其结构如图 3 所示。与一般的直管优
化不同，该结构的卡箍分布在圆柱曲面上，不仅需要
考虑卡箍在直管上的直线移动，还需要考虑卡箍在弯

频率 /

功率谱密度 /

频率 /

功率谱密度 /

Hz

（G2/Hz）

Hz

（G2/Hz）

15

0.04

1000

0.40

53

0.04

2000

0.04

300

0.40

对原管路结构进行模态分析与随机振动分析，前
4 阶固有频率与 x 方向最大应力均方根见表 2。
表 2 原管路系统优化前 4 阶固有频率和

管上的弯曲移动。

应力均方根计算结果

管 路 材 料 为 1Cr18Ni9Ti 不 锈 钢 ， 密 度 为 7.8
g/cm3，弹性模量为 206 GPa，泊松比为 0.31，管径为 8
mm，壁厚为 1 mm，所受内压为 21 MPa。
发动机管路结构主要由 2 段长度不同的直管与
1 段圆弧弯管组成（图 3），

L1

L 1 为长直管，长 2700 mm；

z

L 2 为短直管，长 1200 mm；

优化前

数值

棕1/Hz

47.10

棕4 /Hz

116.89

棕2 /Hz

107.82

棕5 /Hz

164.72

棕3/Hz

114.18

R S1 /MPa

34.318

方根响应为 34.318 MPa，且第 2、3、4 阶固有频率均
处于共振区[80 Hz，130 Hz]之内，有引发共振的风险，

图 3 发动机外部管路结构

240毅。
3.3

L2

L3

为 720 mm， 旋 转 角 度 为

数值

从表 2 中可见，结构在优化前 x 方向最大应力均

x
y

L 3 为圆弧弯管，旋转半径

优化前

需要对卡箍位置进行优化。

4 卡箍位置的参数化与灵敏度分析

原始卡箍位置分布
原始管路系统结构的卡箍分布如图 4 所示。从图

4.1

卡箍的参数化建模

中 可 见 ， 管 路 结 构 中 有 23 个 卡 箍 ， 依 次 编 号 为

参数化设计可以修改原有的模型以使其达到新

K 1~K 23，L 1 上卡箍数量为 9 个（K 1~K 9），L 2 上卡箍数量

的目标状态，便于在不同的设计参数下对结构进行分

为 4 个（K 10~K 13），如图 4（a）所示；L 3 上卡箍数量为 10

析。在所研究的管路系统中，卡箍数量众多，分布方式

个（K 14~K 23），如图 4（b）所示。每个局部坐标系代表 1

复杂，选取卡箍模型的安装位置作为参考变量，可以

个卡箍所在的位置，卡箍径向刚度为 1×10 N/mm。

随时调整卡箍的位置参数，从而通过仿真计算评估不

4

K1

K2

K3

K4

K5

K6

K7

K8

K 13

同的卡箍布局对于管路系统刚度的影响，对管路系统

K9

K 12

K 11

的动态响应特性做出预测，对多卡箍复杂管路系统的

K 10
K 23
K 22
K 21
K 20
K 19

（a）直管上卡箍

K 14

卡箍安装提供指导。

K 15

4.2

K 16
K 18 K 17

（b）弯管上卡箍

图 4 在直管和弯管上卡箍的布局

卡箍位置的参数化
为了对结构进行优化设计，首先需要将卡箍位置

参数化，如图 5（a）所示。对于 L 1 上的卡箍 K 1~K 9，设
L 1 左端约束处为参考零点，卡箍 K i 到 L 1 参考零点的
距离为 m（i=1，
2，…，9）；对于 L 2 上的卡箍 K 10~K 13，设
i

L 2 右端起始处为参考零点，卡箍 K i 到 L 2 参考零点的

0.3
0.2
0.1
0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0.1
-0.2
-0.3
-0.4
卡箍编号

距 离 为 mi （i=10，11，12，13）； 对 于 L 3 上 的 卡 箍
K 14~K 23，设 L 3 与接头连接处为参考零点，参考零点绕
圆弧管路圆心旋转到达卡箍 K i 位置时所转动的角度
为 兹i，为了便于卡箍编号与位置参数对应，参数 兹i 由
i=14 开始计数（i=14，15，…，23），如图 5（b）所示。mi
与 兹i 即为表达卡箍位置的参数，当全部参数确定时，
管路上有惟一 1 种卡箍布局与之对应。
K 23

K1

K9

m1

m9

兹23
K 13
m13

K 10
m10

的相对灵敏度

（b）在弯管上

的相对灵敏度

设函数 y=f （x），x 为设计参数，当 x=x0 时增加

Δx，设计响应变化为 Δy，用 lim 驻y 来表述在 x0 附
驻x→0 驻x
近 x 对 y 的敏感程度，往往设计响应同时与几个设计

图 6 卡箍对各参数的相对灵敏度分析

对第 1～4 阶固 有 频 率 影 响 最 大 的 参 数 分 别 为 兹14、
m13、m9、m10，对应 力 均 方 根响 应 影 响最 大 的 参数 为

5

指定的 2 个优化目标，优化设计所设定的目标函数为
扇设
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设
墒设

（棕n-80）
（棕n-130）>0
max Qm

数对设计响应的敏感程度。
由于发动机管路卡箍数量众多，对所有卡箍进行
位置优化是复杂且效率极低的工作，需要选择对优化
目标影响较大的卡箍来分析，因此在优化前需要对参
数进行灵敏度分析，挑选灵敏度较大的参数来进行控
制与优化，关于灵敏度的求解问题，文献[3]中有详细
说明。
求解各参数对前 4 阶固有频率以及 x 方向应力

NSGA-II 算法下卡箍布局的适应度评估
卡箍布局的适应度由优化的目标函数决定，根据

参数有关，故用响应对该参数的偏导数来表述设计参

5.1

灵敏度进行比较，依据归一化公式（2）进一步求解各
y

参数的归一化灵敏度 dx ，归一化灵敏度表达函数相
对增量与参数相对增量之比称为相对灵敏度

果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
见，挑选对前 4 阶固有频

0.6
0.5
0.4
0.3
0.2
0.1
0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0.1
卡箍编号

率 和 应 力 均 方 根 响 应 影 （a）各卡箍对第 1 阶固有频率
响最大的卡箍位置参数，

的相对灵敏度

（n=1,2,3,4）

（3）

min R S1

Pareto 非支配解集
为了对卡箍布局的适应度进行评估，首先对

Pareto 非支配解集的概念进行说明。
对于最小化多目标问题，n为任意正整数。
min F（X）=[f（X）
,f（X）
,…，f（X）
]T
1
2
n

（4）

为目标向量函数给定 1 个变量
X=（x1, x2, …，xm）T

均方根的灵敏度，由于 mi 与 兹i 的单位不同，为了对其

相对灵敏度计算结

的相对灵敏度

兹21，着重对这 5 个变量进行优化设计。

卡箍位置参数灵敏度分析

（2）

0.30
0.25
0.20
0.15
0.10
0.05
0
-0.05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0.10
-0.15
-0.20
卡箍编号

（d）各卡箍对第 4 阶固有频率 （e）各卡箍对应力均方根响应

图 5 在直管和弯管上卡箍位置的参数化

y
dx = x ·鄣y
y 鄣x

的相对灵敏度

0.30
0.25
0.20
0.15
0.10
0.05
0
-0.05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0.10
卡箍编号

兹14

（a）在直管上

0.25
0.20
0.15
0.10
0.05
0
-0.05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0.10
-0.15
卡箍编号

（b）各卡箍对第 2 阶固有频率 （c）各卡箍对第 3 阶固有频率

K 1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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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该变量的约束条件为

嗓

g（X）
≥0，
（i=1,2,…，I）
i
j（X）
≥0，
（k=1,2,…，K）
k

（6）

根据多目标优化问题的数学表达方式来看，最终
要求的解是 1 个设计变量组合，在满足约束条件的前
提下，使优化目标达到最优，但是由于在多目标优化
问题中，目标函数之间可能会有相互竞争的关系，所
以最终只能得出相对较优的方案。优化得到的不是 1
个最优解，而是一系列相对最优解组成的解集，称为
Pareto 最优解集或 Pareto 非支配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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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2 个向量 X u 和 X v，当且仅当对于任意正整
数w
有

坌w∈{1,2,…，n}
f（X
《f（X
w
u）
w
v）

较之后，留在 Y 中的解即为非支配序号为 1 的个体。
将序号为 1 的解移出种群，继续上述操作，直到所有

（7）

卡箍布局都获得序号，这个序号可以用来初步辨别种
群中个体的优劣程度。

（8）

（2）密度估计值。

且至少存在 1 个正整数 e
e∈{1,2,…，n}

在无支配性排序之后为了让个体之间的优劣得
（9）

使得

某个个体相邻的 2 个个体目标函数之间的距离，用来
f（X
≤f（X
e
u）
e
v）

（10）

则称 X u 支配 X v。
埚w∈{1,2,…，n}

f（X
<f（X
w
u）
w
v）
同时
使得

判别种群在选定的个体位

f2

置附近的密集程度，也称为

对于 2 个向量 X u 和 X v，当且仅当对于
使得

到进一步区分，NSGA-II 采用的方法是计算出指定的

埚e∈{1,2,…，n}
f（X
>f（X
e
u）
e
v）

拥挤度。在指定个体附近种
（11）

i-1

群的分布越稀疏，则对于种

i
i+1

群的多样性越有利，该方法
（12）

称为密度估计法（如图 7 所

f2

图 7 密度估计值

示），在搜索过程中可兼顾
（13）

种群的多样性。
卡箍布局解 i 的密度估计值为
r

P[i]disance=移|P[i+1]·fk-P[i-1]·fk|

（14）

则称 X u 与 X v 互不支配 [12-13]。
非支配解集概念的提出，为多目标遗传算法的个
体优劣评估提供了重要途径，解决了多目标遗传算法

k=1

（15）

式中：P [i+1]·fk 为第 i+1 个卡箍布局解对应的第 k 个
目标函数值。

中适应度函数难以构建的问题，也为卡箍不同的优化

每个卡箍布局对应的最终适应度可以由上述 2

方案的优劣提供判断依据。

种方法得到的数值相结合而得出，评价准则为：
（1）在

5.2

2 个解处于不同的无支配前沿的情况下，认为无支配

适应度评估
在单目标遗传算法中，基因信息被遗传至子代个

程度序号低的卡箍布局解适应度更高；
（2） 在 2 个解

体的概率主要由适应度函数决定，然而在多目标优化

处于同一无支配前沿的情况下，认为密度估计值较大

中，适应度函数的构建比较困难，无法适当地评估每

的卡箍布局解适应度更高。

个优化目标，因此 NSGA-II 定义了 1 种比较运算符，

6 基于 NSGA-II 算法的卡箍布局优化流程

用来对种群中的某 2 个随机选择的个体进行优劣评
估，该运算符与以下 2 个参数相关。
（1）无支配前沿分类。

6.1

编码
遗传算法首先需要编码，其意义是将优化问题中

NSGA-II 对整个种群进行排序，以种群中每个个

的变量参数化，即将卡箍的布局转化为遗传算法所能

体的无支配程度为评价标准，将拥有相同的无支配性

搜索的参数形式，飞机液压管路系统的优化设计变量

的个体集合在一起成为 1 个无支配前沿，从而将种群

卡箍布局的变化具有连续性，所以液压管路系统卡箍

划分为多个无支配前沿。

的优化设计采用浮点数编码方式，卡箍的位置由矩阵

以约束条件式（3）为例，开始时将种群的第 1 个

来表示，矩阵第 1 行表示卡箍的编号，由 1～n，之后

卡箍布局解 x1 放入空集 Y 中，之后的每个卡箍布局

的几行分别表示各卡箍需要优化的参数。本次优化只

xi 都与 Y 中的每个解进行比较，若 xi 支配 Y 中的某

考虑卡箍的布局，所以只对卡箍的布局进行编码。卡

一解，则将那个解从 Y 中移除；若 xi 被 Y 中的解支

箍的布局用向量 L={l1,l2,l3,…,ln}来表述，则卡箍在优

配，则忽略 xi；若 xi 不被 Y 中的任何 1 个解支配，则

化中的编码为

将 xi 留在 Y 中。当种群中所有卡箍布局都进行了比

蓘

…

n

l1 l2 …

ln

1

2

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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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种群生成

(U)

(L)

S2,i=S1,i+(S1,i -S1,i )啄i

进化操作的第 1 步是要生成 1 个由若干初始解

(U)

（20）

(L)

组成的初始种群，在工程中面对的优化问题大多是拥

式中：S1,i 、S1,i 分别为第 i 个变量的左、右极限。

有复杂结构和多参数的，一般很难对解空间拥有先验

6.6

循环

知识，所以初始种群中的个体以随机方式产生，种群

在经过选择、交叉、变异的操作之后，形成新一代

内的个体数需要在计算前设置，设每代的个体数为

的 12 个卡箍布局解重新进行适应度评估，循环计算直

D，设置 D=12。
6.3

至达到设定的计算代数，
本文设置的代数为 20。

适应度评估与选择
依据第 5.2 节对所有初始解进行无支配前沿分

7 卡箍位置优化设计

类和密度估计值计算。根据求得的非支配序号和密度

根据灵敏度计算结

估计值对解进行筛选，其准则为：
（1）在 2 个卡箍布局

表3

参数取值范围

果，选择出需要进行优化

参数

下限

上限

解处于不同的无支配前沿的情况下，选择无支配序号

的 5 个卡箍位置参数，其

m9/mm

2410

2690

低的解；
（2） 在 2 个卡箍布局解处于同一无支配前沿

取值范围见表 3。

m10 /mm

10

290

m13 /mm

910

1190

/
兹14（毅）

2

22

兹21 （毅）
/

170

190

的情况下，选择密度估计值较大的解。被选择的解会

优化要求前 4 阶固

被放入“交配池”。

有频率最大限度远离共

6.4

振区[80 Hz，130 Hz]，并使

交叉操作
NSGA-Ⅱ算法每次从“交配池”中随机选择 2 个

随机激励下的应力均方根最大值尽可能减小。

个体，对应不同的 2 种卡箍布局 S1 和 S2，采用交叉算

采用多目标遗传算法进行优化计算，
设置遗传代数

子，产生 2 个新的子代 S1’和 S2’。对于第 i 个变量，其

Q=20，每代的种群数 D=12，交叉分布指数 浊c=10，变异

交叉过程如下：

分布指数 浊m=20，
优化计算主要流程如图 8 所示[14-15]。

（1）随机产生 1 个数字 uc，i∈[0，1]。

计算结束

（2）通过多项式概率分布计算参数 孜i，控制父子 2

是
按照设置的卡箍移动范围，随
机生成 D 组初始卡箍位置解

代相接近的概率
孜i=

ucj≤0.5

(2ucj)1/(浊c+1)

扇设
设
设
设
缮
设
设
设
墒设

1
(2-2ucj)1/(浊c+1)

其他

（16）

式中：非负参数 浊c 为交叉分布指数，浊c 的大小表示子

对卡箍位置进行编
码，实现卡箍位置
参数化

计算在对应的卡
箍布局下结构固
有频率

否

根据固有频率远离
激励频率的程 度，
对每个解进行优劣
评估，选择较优的
卡箍位置解参与下
一步计算

是否达到设定的计算
代数 Q

产生新的卡箍位置解集

代与父代之间的距离，参数越大表明二者越接近，参
数越小表明二者越疏远。

交叉生成新的卡箍
位置解

（3）交叉产生子代的计算式为

6.5

S′
1，
i=0.5[(1+孜i)S 1,i+(1-孜i)S2,i]

（17）

S′
2，
i=0.5[(1-孜i)S 1,i+(1+孜i)S2,i]

（18）

变异操作
NSGA-Ⅱ算法会在某个卡箍布局解 S1 的临近位

置产生变异后的布局解 S2。对于第 i 个变量其变异的
过程如下：

啄i=

嗓

(2um,i)

-1

1-(2-2um,i)

1/(浊m+1)

（3）变异子代的计算式为

um，i≤0.5
其他

计算结束后，从最后
一 代 的 12 个 卡 箍 布 局 解

150
130
110

中挑选出所有无支配序号

90

为 1 的解，并从中选择密

50

优化前
优化 1
优化 2
优化 3

70
30

1

2
3
固有频率阶数

4

果，3 种优化方案与优化前 图 9 优化前、后结构固有

（2）计算参数 啄i
1/(浊m+1)

图 8 优化计算主要流程

度估计值最大的 3 个结

（1）随机产生 1 个数字 um，i∈[0，1]。

变异生成新的卡
箍位置解

结构固有频率对比如图 9
（19）

频率对比

所示，优化结果见表 4。
从图中可见，优化后的结构固有频率都离开了共
振区[80 Hz，130 Hz]，实现了频率调节的目标，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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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优化结果

2014，
41（26）：7445-7458.

参数

优化前

优化 1

优化 2

优化 3

m9/mm

2550.000

2637.200

2646.900

2647.200

m10 /mm

150.000

61.286

72.174

72.922

m13 /mm

1050.000

916.070

932.950

920.130

[3] 刘伟，曹刚，翟红波,等.发动机管路卡箍位置动力灵敏度分析与优
化设计[J].航空动力学报，
2012，
27（12）：2756-2762.
LIU Wei，
CAO Gang，ZHAI Hongbo，
et al. Sensitivity analysis and dynamic optimization design of support’positions for engine pipelines[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2012，
27（12）：2756-2762.（in Chinese）
[4] 智友海，史向平.飞机管路系统卡箍位置的可靠性优化设计[J].飞机

兹14（
/ °）

12.000

20.992

17.410

17.984

/ °）
兹21 （

180.000

183.460

184.990

182.500

棕1 /Hz

47.100

39.382

41.263

40.844

locations for airplane pipeline system [J].Aircraft Design，
2010，30（6）：

棕2 /Hz

107.820

54.946

63.919

60.931

75-80.（in Chinese）

棕3 /Hz

114.180

136.890

134.390

135.940

棕4 /Hz

116.890

140.560

136.060

140.200

R S1/MPa

34.318

28.374

26.391

27.675

设计，
2010，
30（6）：75-80.
ZHI Youhai，
SHI Xiangping.Reliability optimization designs of clamp’s

[5] 陈艳秋，朱梓根.基于遗传算法的航空发动机管路优化设计[J].航空
动力学报，2002，
17（4）：421-425.
CHEN Yanqiu，
ZHU Zigen.Piping system design of aero-engine using
genetic algorithms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02，17（4）：
421-425.（in Chinese）

效避免结构因发动机工作而引发共振，而且卡箍位置

[6] 李鑫，
王少萍.基于卡箍优化布局的飞机液压管路减振分析[J].振动

优化后，管路结构的 x 方向最大应力均方根响应与优

LI Xin，WANG Shaoping. Vibration control analysis for hydraulic

化前的 34.318 MPa 相比也有不同程度降低 （至少降

pipelines in an aircraft based on optimized clamp layout [J].Journal of

低 17.3%）。
结合表 4、图 9 对 3 种优化方案进行进一步对比
分析，发现优化 1 使得结构的固有频率最大限度地远
离了共振区，但并没有最大限度地减小结构的 x 方向
最大应力均方根；优化 2 对应最小的应力均方根，但
共振频段偏离程度不如其他 2 个优化方案的，可能造
成某个频率的谐响应劣于其他 2 个优化方案的；优化
3 的频率调节和减小最大应力均方根的效果介于二
者之间。

8 结论

与冲击，2013，
32（1）：14-20.

Vibration and Shock，2013，
32（1）：14-20.（in Chinese）
[7] 张义民.机械振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36-38.
ZHANG Yimin.Mechanical vibration [M].Beijing：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12：
36-38.（in Chinese）
[8] 纽兰 D E. 随机振动与谱分析概论 [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1980：
71-84.
Newland D E.An introduction to random vibration and spectral analys
[M].Beijing：China Machine Press，
1980：
71-84.（in Chinese）
[9] Goldberg D E. Genetic algorithm in search，
optimiza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M].New Jersey：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89：
95-99.
[10] Zitzer E，
Thiele L.Multiobjective evolutionary algorithms：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and the strength pareto appreto [J].IEEE Transactions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1999，3（4）：257-271.
[11] Kalyanmoy D，
Samir A，
Amrit P，
et al. A fast elitist non-dominated

本文对发送机外部 3 维复杂管路系统的卡箍布
局进行了优化设计，得到如下结论：
（1）对于复杂管路多卡箍优化问题，某些卡箍对
结构的动态特性拥有更显著的影响，在优化计算前进
行灵敏度分析可以提高优化设计的效率。
（2）采用的多阶固有频率调节优化适用于任意频
段的外界激励，
可以保证多阶固有频率远离激励频段。
（3）引入转动角度作为参考变量，将传统的直管
卡箍位置优化扩展到弯管上，实现了发动机曲面上的
复杂管路系统的多卡箍位置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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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液滴蒸发测试及数据处理方法研究进展
王

方，武召阳，任

杰，高

涵，金

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在航空发动机燃烧室中的航空煤油雾化成液滴后蒸发燃烧，单液滴蒸发特性不但是燃烧室设计参数之一也是两相湍流
燃烧模型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液体燃料液滴蒸发特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单液滴蒸发测试及数据处理方法进行总结，综述了国
内外不同测试条件下的液滴蒸发试验装置设计、基本原理与操作步骤；对比了传统与新型液滴温度测量方法及液滴成像方法；分析
了不同液滴图像处理方法的优缺点，最后总结了造成液滴蒸发试验误差的主要因素为仪器误差、液滴尺寸换算误差、挂丝方式生成
的误差、挂丝带来的误差、图像测量误差。重力场、环境温度、环境压力及来流速度对液滴直径和液滴温度变化的影响分析，以及随
着测试技术的发展所应用的多种先进测试方法和技术，为单液滴蒸发试验装置的设计、测试技术的研究提供参考，为液滴蒸发试验
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单液滴蒸发；测量装置；
图像处理；航空煤油；燃烧室；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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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Progress of Single Droplet Evaporation Measurement and Data Processing Method
WANG Fang袁 WU Zhao-yang袁 REN Jie袁 GAO Han袁 JIN Jie
渊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Beihang University袁Beijing 100191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the combustor of an aeroengine袁 aviation kerosene vaporizes into droplets and then evaporates for combustion.

Evapo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ingle droplet is not only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ameters in the design of the combustor 袁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wo-phase turbulent combustion model group. The study of liquid fuel droplet evaporation characteristics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he single droplet evaporation experimental devices and data processing methods were summarized. Basic principles and
operating procedures of droplet evaporation test apparatus designed for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t home and abord were

summarized.Traditional and new droplet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droplet imaging methods were compar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droplet image processing methods were analyzed. Finally 袁 the main factors causing the error of droplet

evaporation were summarized as instrumental error袁droplet size conversion error袁error generated by wire hanging mode袁error caused by
hanging wire袁image measurement error. The influence of gravity field 袁 ambient temperature袁 ambient pressure袁incoming flow velocity on

droplet diameter and droplet temperature change were analyz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st technology 袁various advanced test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applie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the single droplet evaporation experiment and the study of the test technology 袁
and open up a new research idea for the droplet evaporation experiment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single droplet evaporation曰 measuring device曰 image process曰aviation kerosene曰combustor曰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燃烧室中的液体燃料雾化成液滴后

国内外学者对液滴蒸发过程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主要针对不同的环境温度、环境压力及来流速度对液

蒸发燃烧，蒸发过程直接受到温度、粒径等因素影响，

滴直径与液滴温度产生的影响。普遍采用高速摄影和

而单液滴蒸发特性对燃烧室两相燃烧组织设计、燃烧

图像处理技术对液滴蒸发过程的物理过程进行其随

效率、污染排放等具有重要意义。

时间的研究，同时利用液滴悬挂装置配合热电偶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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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装置对液滴温度进行测量。Javed 等 [1-3]研究得到了

所示 [14]；文献[15]提到液滴发生器通过调节输出矩形

液滴蒸发与温度、压力之间的关系，同时发现煤油液

波电压信号的电压幅值和高电平持续时间来调节发

滴蒸发时存在微爆现象。Ghata 研究表面张力对液滴

生器喷射液滴的稳定性，产生的液滴最大直径误差不

蒸发的影响，发现表面张力沿界面方向存在的梯度使

超过 1%，液滴自由下落并最终到达石英挂丝焦点位

液滴界面温度不均匀，即 Marangoni 效应。该效应下

置时间小于 0.05 s；文献[16]中液滴供给是由 5 ml 微型

液滴内的对流换热增强，蒸发更快，液滴温度较高。同

注射器通过软管与毛细金属管相连，液滴最终悬停在

时悬挂丝直径越大，Marangoni 效应愈明显

金属管管口处，
如图 2 所示，
该方式一般用于挂滴法。

[4]

。李兴刚

[5-6]

等 经对癸烷、Jet-A、Jet-A1 的替代燃料液滴直径分
[7]

布和速度的测量，迭代得到了蒸发常数 K 的 d2 定律，
为强迫对流条件下的液滴蒸发提供了一套有价值的

气体温度传感器

微量进样器

K 型热电偶
高速摄影

温度采集模块

数据。胡鹏[8]经试验发现液滴升温速率随对流强度增
LED 灯

加而增加，液滴温度升高后扩散系数增加，液滴寿命
显著减短。Dali Yang 等 [9]比较了不同环境温度下纯煤

电脑

热电炉 石英玻璃

图片
暂存器

图 2 液滴悬停[16]

油液滴与煤油凝胶液滴的蒸发率。由于煤油成分极其

图 1 液滴供给[14]

复杂，超临界状态蒸发研究以试验为主 [10]。在研究液

国内外实现空间中固定液滴主要方法有飞滴法、

滴蒸发特性方面，王方等 [11]通过试验发现不同对流速

悬滴法、
挂滴法等[17]。飞滴法[18-20]的原理是液滴生成后做

度下普通煤油的蒸发速率均大于航空煤油的蒸发速

自由落体运动，优点是完全排除了挂丝影响，缺点是液

率，这说明普通煤油的蒸发规律不能完全适用于航空

滴运动会引起周围流场干扰，测量过程不连续[18]；悬浮

煤油。Santosh G 等[12]分别选用挥发性差异较大与相近

法 [21-23]的原理是通过气悬、声悬或磁悬浮等方法克服

的组分组成的液体燃料液滴，耦合存在较重组分与较

液滴自身的重力，从而达到液滴悬浮蒸发的效果，优

轻组分的自由流，研究对双组分液滴蒸发特性的影

点是消除了挂丝的影响，缺点是液滴会上下浮动，液

响。龚景松等 [13]发现单液滴煤液化油的蒸发特性介于

滴图像测量不方便，文献[21]即用声悬法进行单液滴

煤油和柴油之间，蒸发时间与着火延迟时间随环境温

蒸发研究；挂滴法的原理是通过微量注样器提供液滴，

度的升高而缩短，而液滴直径增大会导致蒸发时间和

用纤维丝或热电偶（细石英纤维丝[24-25]、十字叉丝[26-27]、
K

着火延迟时间增长。

型热电偶[28]、
R 型热电偶丝[29]）悬挂液滴，优点是悬挂的

本文对较新的单液滴蒸发测试技术、数据处理方

液滴可达到稳定蒸发的效果，且便于试验测量，缺点是

法、造成蒸发试验误差的因素进行总结，旨在为单液

液滴尺寸稍大，测量结果受到挂丝的影响。

滴蒸发试验装置的设计和测试技术的研究提供参考，

1.2

为液滴蒸发试验开辟新的研究思路。

1 不同液滴蒸发装置
一般情况下，试验控制系统分为计算机、液滴生
成、温控、液滴推进及工控机 5 个模块。计算机模块主

挂滴式蒸发试验装置
在 3 种挂滴方法中，由于挂滴法不考虑辐射换热

对液滴蒸发的影响，易试验测量，挂滴时主要采用单
根石英丝，端头设计成椭球形进行挂滴，被广泛应用
于研究中，然而由于重力的影响，液滴在蒸发过程中
非球形的程度较大。

要负责温度、图像数据流的采集及图像处理；液滴生

为减小上述问题的

成模块负责液滴的生成及悬挂；温控模块负责试验容

影 响 ，铃 木 真 人 等 [30-31] 设

Thermal control N2 gas
unit
Outer chamber
Fumace
Heater
Quartz
Heat insulator
window
Thermocouple

腔的加热和温度维持；液滴推进模块负责将生成的液

计的液滴蒸发装置中首次

Back light

滴送至高温试验区域；工控机模块负责控制液滴推进

采用交叉丝方式来悬挂液

过程中步进电机的运作。

滴，
使得液滴形状更接近球

1.1

形，
如图 3 所示。

液滴生成方法及挂滴技术
通常由微量进样器提供液滴，液滴聚集在针头末

端毛细纤维的尖端，并将液滴附着在挂丝上，如图 1

High-speed
camera

Droplet generator
（准=40 滋m）
High- Droplet
pressure elevator
pump

Droplet
suspender
（准=7 滋m）
Computer
Fuel droplet
（准=500 滋m）

加拿大 Verwey 等 [32]搭 图 3 铃木真人等搭建的蒸发
建的高温高压高湍流单液

试验装置[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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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蒸发装置采用垂直叉丝

Heating coils

直径液滴，
如图 4 所示。

Fans

Frame

滴蒸发特性缺乏细致研究。

Long
thermocouple

Compressed
nitrogen

下 的 蒸 发 试 验 装 置 做 如 图 4 Verwey 等搭建的蒸发
试验装置

[32]

下总结。
1.2.1

低压环境，如苏凌宇等 [42]对低压环境及压力震荡环境
下液滴的蒸发特性进行分析。而对高温高压环境下液

High-speed
camera

现将不同试验环境

统的试验数据。
国内目前主要倾向于理论模型优化，且多局限于

Backlight

直径约为 0.1mm 的液滴，
是目前文献中可见的最小

Short
thermocouple

Heater
control
panel

方式来悬挂液滴，可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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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松等 [43]搭建了高温高压煤油液滴挂滴式蒸发
试 验装置，最高 压力可达 到 10 MPa， 温 度 可实 现
300～900 K 的调控，原理如图 9 所示；靳乐等 [44]搭建

高温蒸发试验装置

的试验台可实现 4 MPa 压力的要求。

华中科技大学张郁等[33-35]设计的高温单液滴挂滴

171615 14

7

式蒸发试验装置，可用于 1200 K 的高温环境，如图 5
所示。

6
5
4

冯立岩等 搭建的单液滴挂滴式蒸发试验装置，
[36]

原理与张郁等 [33-35]的相似，可用于 923K 的温度环境，

8

如图 6 所示。

9

Signalline Heating time Thermocouple line
4
1
6
2

3

5 11 14
9 13
7 10
8

17

Fuel
droplet

Droplet
elevator

Heater

18

15

12

1.Stepper motor controller
2.Computer
3.High speed CCD camera
4.Syringe pump
5.Microliter syringe
6.Micro camera
7.Thermal baffle
8.Heating rod
9.Alundum tube

16

10.Small droplet
11.Cantilever
12.Heating chamber
13.Stepper motor for tbermal baffle
14.Supporting seat for thermocouple
15.Electric pash device
16.LED lamp
17.Acquisition card for thermocouple
18.Temperrature controller

Back light

Thermal
Control
Fumace
Quartz window
Long-distance
Microseope

Thermocouple
Heat insulator

3
2
1
16

10
11
12
13
14

15

22

18

Ghasssemi 等搭建的

19

20

11

1
10

2
3
4

30
9

6
7

8

图 9 刘松等搭建的高压

试验装置[41]

High-speed
N2 gas camera

12

34

5

图8

13

试验装置[43]

二者均为目前国内能实现高压环境的试验装置，

Computer

但试验原理有所不同。刘松等搭建平台的试验原理是

图 5 张郁等搭建的

图 6 冯立岩等搭建的

在同一高压环境下设置高、低温 2 个试验空间，在低

试验装置[33-35]

试验装置[36]

温区生成的液滴通过机械结构迅速移入高温环境，研

Watanabe 等

[37-38]

设计的液滴蒸发试验装置可用

性；而靳乐等[44]的超临界环

于 1073 K 的温度环境。
由此可见高温蒸发试验装置的设计原理相似。在

准 性 ，例 如 Gan 等 [39] 的 试
验装置（如图 7 所示）采用
同步触发技术，即在液滴

Computer Light
Glass Shield
Source Droplet
Data Acquisition
High-Speed
Nitrogen
system
Camera
Thermocouples
Honeycomb
Glasss Beads
Heated Coils
Temperature 200 K-500 K
High-Speed
Controlier
Camera

蒸发开始时刻，同时触发
液滴温度记录器和高速摄

图7

Gan 等搭建的
试验装置

[39]

废液排放

高温高压蒸发试验装置
对于 高 温 高 压 环 境 下 的 液 滴 蒸 发 研 究， 国 外

3
13 9

3

RP-3
煤油
44
5
7
6

10 1115

高、低温分离空间，直接采
用壁面电热对容腔上方悬

12

1

手动卸压
18 14

8

2

1

16 17

1—高压氮气；2.—减压阀；3—热电偶；4—可

停 器 上的 液 滴 进 行 加 热，加热式储油罐 ；5—过滤器；6—电磁阀；7—
选用高压氮气对容腔进行
加压，完成试验。原理如图
10 所示。
1.3

影进行记录。
1.2.2

境是由压力和温度可调控

8

的柱形容腔提供，不设置

试验过程中应用一些辅助
技术将提升试验装置的精

究高温高压的液滴蒸发特

不同试验容腔设计

高压水箱；8—电动泄气阀；9—温度变送器；
10—恒 温导 油 管；11—超 临界 容 腔；12—水
箱加热器；13—高 速摄影仪；14—数据采集
系统；15—光源；16—压力变送器；17—真空
泵；18—废液收集箱

图 10

靳乐等超临界蒸发
试验原理[44]

试验容腔设有观察窗口，用于投放高速摄影镜头
与背景光源。有对流要求时，试验通道贯穿整个容腔。

在高温高压下对丁烷和乙醇进行了试

研究液滴超临界蒸发特性时，超临界环境由温度

验；Ghassemi 等 搭建的高温高压煤油液滴蒸发试验

和压力可调的柱形容腔提供，容腔外包裹硅酸铝纤维

台可实现高温 873K、高压 0.1～2.5 MPa 的要求，液滴

进行保温，压力控制由压力变送器、传感器、调节阀和

直径约为 1mm，如图 8 所示。以上试验得到了较为系

控制仪共同完成[45]。研究液滴高温高压下的蒸发试验

Hrioyasu 等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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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设计的试验容腔为高温高压容腔 [46]；研究高温常

传统测量液滴温度方法一

压环境下的液滴蒸发特性时，试验容腔的形状一般为

般选用热电偶，文献[18]中

圆柱体

或长方体 ，腔内固定有加热模块，腔外置

[47-48]

[49]

有温控装置，试验容腔内部四周和底部均附有保温材

液相热电偶

直径为 200 滋m 的 液 滴 直

气相热电偶

接 挂 到热 电 偶 节 点 上 ，该

料，以减少传热损失。对于有对流要求的试验，试验容

热 电 偶可 测 量 液 滴 温 度 ，

腔设计成圆柱型或矩形

同时在液滴附近放置另一

螺孔 6×1

通道，一侧与气流连通，
另一侧用于液 滴供给装
置的进出 [18,49]。而在常压
，如

1.4

图 14 传统液滴温度测量[18]

度，如图 14 所示。

红外热像仪或红外摄像机的温度测量原理是基
600

于辐射。红外摄像机捕捉 1 个表面的红外发射信号，
并预先校正，以转换在成像平面的每个像素的辐照强

[16]

图 11 所示。

液滴

个热电偶测量气相环境温

磁铁
开关

及低温环境下，试验容腔
一般不用保温材料

热电偶

图 11 加热箱体设计[16]

度为 1 个温标。红外测温的优点是可连续测量液滴在

液滴推进模块

整个蒸发过程中的温度变化，无接触测量，对液滴传

液滴生成后，有些试验系统的液滴生成位置即为

热无影响，测量过程简单；但不同于普通红外测温对

液滴图像测量位置（图 3～5），消除液滴推进过程中

象的是，球形半透明的液滴的表面曲率和工质辐射物

的干扰因素；有些则需要液滴挂好后通过滑轨 （图

性等参数在液滴不同状态、
不同位置下存在差异，故液

6）或 3 自由度位移台 或步进电机 - 滚珠丝杠模块

[50]

滴表面曲率会影响表观发射率，需要对测量温度进行

将其迅速推入高速摄影焦点位置。上述方法中 3 自由

修正。目前对液滴表面红外测温的研究大多未考虑上

度位移台的调节精度可达到 0.005mm，如图 12 所示；

述提到的差异影响，仅根据工质设置发射率，文献[53]

步进电机 - 滚珠丝杠模块运送液滴时间短的优点突

中使用的红外摄像机（FLIR

出，同时运动精度高，如图 13 所示。

~ 200 ℃，精度为±1 ℃）捕获，可同时获得液滴温度

[47]

[45]

热电偶采集卡
液滴温度保护装置
液滴发生器 低温高压腔
步进电机控制器
信号驱动电源
步进电机
z 三自由度位移台
温度控制器
y 高低温腔联接
液滴悬挂俯视图
液滴
x 法兰微型水泵
计算机
挂丝 光源
高
热
CCD 相机 温
高
电
高
压压 电热棒 偶
压
腔力
氮
表
计算机 气
温控仪

图 12 3 自由度位移台[45]

计算机
背光灯
热电偶
蒸发弹体
氮气瓶
高速相机

和大小信息。红外摄像机耦合显微镜变焦镜头
（FLIR

G3-F/2）专门用于
Acoustic
Levitator
Levitated Droplet

传输中程红外波长，该镜
头放大倍数为 3，工作距离
约为 40 mm。在液滴红外

Synchronizer

热 成 像 上 画 1 条 直 径 线，

图 13 步进电机 - 滚珠

将线上的平均温度作为瞬

丝杠模块[50]

态温度，但该方法未考虑
液滴边缘效应。红外装置

2 温度测量方法介绍

SILVER 校准范围为 -5

如图 15 所示。

Computer
IR Camera(Coupled
to Microscope lens)
Levitator
Controller

图 15 红外摄像机
（耦合显微镜头）[53]

从试验角度看，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温下液滴的蒸

文献[54]中用红外摄像机（FLIR SC 5600）配备三

发特性，在辐射加热条件下液滴蒸发的试验研究 在

脚架和 G3 F/3.0 微距镜头来获取水滴团以及水滴团

国内外开展均较少。在测量多组液滴的温度等热化学

下水层的图像。分析红外热成像发现，水面悬浮液滴

量方 面 是 一 个 挑 战 ， 有拉 曼 光 谱 、 形 态 依 赖 共 振

群的液滴顶部温度最低。该装置如图 16 所示。同时使

[51]

（MDR、彩虹折射法和激光诱导荧光（LIF）等方法 [52]。
上述方法都有其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而这取决于其
基本原理。例如，对温度敏感的荧光团发出的荧光信
号除了对温度有一定的依赖性外，一般还对其组成有
一定的依赖性。在液滴温度的测量方法中，红外、双色
激光荧光法等测量方法比传统研究方法有明显优势。

Infrared camera
Teflon disk
Nichrome wire
Epoxy

Heater

覫1 mm
39 mm

Water layer
Cuvette

覫10 mm

图 16 红外测量试验装置[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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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绝对误差约为 0.02 K 的接触探测器配置的小试管

但在高温环境下该方法的图像采集精度不能达到试

来直接测量水温。2 种测量方法的结合使得对水的红

验高精度的要求，在低温环境液滴蒸发量小时，不能

外测量的绝对试验误差仅为 0.16 K。

得到液滴直径精确的微小变化，
同时由于高速摄影数据

文献[47]中研 究 了 红

采集量较大，
人为筛选图像会产生一定的误差。Perrin[60]

外激光加热下液滴的蒸发
特性，选用的红外摄像机
型号为 Flir-SC620。红外
热像仪获取液滴温度的测

边缘逐渐下降，会产生边
缘模糊效应。试验装置如

1

3
石英丝
6

7
5

1.液滴架；2.红外激光器；3.显微摄像头；4.
红外热像仪；5.计算机；6.防护板；7.温湿度
测量系统；8.衰减片；9.半封闭外壳

图 17 试验装置[55]

图 17 所示。

（2CLIF） 被用来表征液滴
温度。文献[57-58]采用双
色激光诱导荧光法测量温
度，装置如图 18 所示。目
前基于 LIF 的温度测量的

高灵敏、高分辨率的优点，可用来测量液滴（柱）粒径
分布、温度、浓度以及折射率等参数，测量的液滴直径
达到微米量级，测量的直径变化可到纳米量级。彩虹
信号采集的原理是采用高速线阵 CCD，与面阵相机
相比具有成本低及采集频率高的优点[16]。彩虹测量技
术自提出以来，很多研究学者采用该方法来测量液滴
直径微小变化，韩香娥 [61]在彩虹测量理论利用 Airy 的

由 Lavieille 等 [56] 发 起
的双色激光诱导荧光

相对于上述传统方法，新兴的激光彩虹方法具有

8 光源照射方向

4

量精度为±2%。由于液滴
表面表观发射率从中心到

采用同步摄像方法得到了液滴的尺寸及速度。

2
9

基础上，结合彩虹的 ripple 结构完成了对直径及折射
Interference fiter Dichroic beam
(540 nm~560 nm) splitter
LIF O ptics
PMT1
Natch filter
Interference filter Cut-offat 542 nm
(610 nm~630 nm) Laser beams
PMT2
姿=532with
nm
Analog filters
selectable frequency
Amplifiers

Channel 2
Droplet
Channel 1
stream
Acquisition board

可行性已经深入地研究了

图 18 双色激光诱导

几种烷烃混合物（异己烷、

荧光法[57-58]

率微小变化的研究；Saengkaew 等 [62]用该测量方法对
液滴直径随温度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验证；
Promvongsa J 等 [63]应用彩虹的 Airy 理论，通过彩虹测
量方法研究了水和乙醇混合液滴的蒸发情况。然而，
彩虹测量方法作为精密测量方法，对试验环境要求较
高，搭建试验台相对高速摄影而言较困难。

4 图像处理技术
为了获得液滴蒸发曲线，赵鹏等 [14]分别采用基于

正庚烷、正癸烷、正十二烷
和正十六烷）。为了表征液滴蒸发速率和速度，将温度

Image Pro 软件测量技术和 Matlab 形态学原理对液滴

测量与基于定量阴影成像的有效方法相结合。

图片进行处理，发现基于 Image Pro 软件得到的液滴

上述传统与新兴方法均存在优缺点，例如激光彩

归一化直径偏大，而 Matlab 图像处理结果更为准确。

虹测量方法目前实现了对水及无水乙醇进行液滴蒸

在提取液滴直径过程中，悬挂于热电偶或者石英

发的测量，其余燃料如煤油、航空煤油因物性参数较

丝上的液滴并非规则球形，同时挂丝也影响液滴数据

为复杂，未开展相应研究。另外，传统测量方法试验炉

的提取，这是数据处理中的难题。此时多采用将挂丝

温度可达 1200 K，而新型方法对试验炉的要求较高，

与液滴接触的地方直接剪去，误差较大。目前获取液

温度可设范围较低，需对试验炉改进设计。

滴直径数据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3 液滴成像方法
高速摄影相机（图 1、3～7、12）和 CCD 相机作为

4.1

利用液滴投影面积计算
张 郁 等 [33-35] 在处 理 热

1.Original image

2.ROI

3.Binarization

电偶丝悬挂 液滴图片时 ，

传统的液滴成像工具应用广泛，成像系统易搭建且测

先 利 用 M atlab 程 序 直 接

量简单。相机成像条件需配备背景光源，并在加热容

剪去热电偶丝，然后 提取

腔的前后两侧开设相机及光源投放窗口，窗口处安装

感兴趣区域，对图 像进行

石英玻璃以隔绝外界环境。对于高速成像，乙醇的帧

二值化获取液滴投影部

率为 1000 帧 /s，煤油和柴油的帧率为 3000 帧 /s。空

分的像素值，进 而求出半

间分辨率在每个像素被增强到 2 um 时使用显微透镜

径，数据处理原理如图 19

为高速和红外相机，进一步的细节在文献[59]中说明。

所示。

300×300
1024×1024
5.The simllarity degree
4.Cut thermocouple

Two adjacent images
7.The deformation degree

6.Extract boundary

Proportion ratio

图 19 张郁等处理
液滴图像[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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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利用液滴面积积分求出液滴表面积来折算

结构来测量液滴直径和

35

ripple 结 构 平 移 时 对 应 的

30

取参数，利用公式计算液滴表面积，之后用式（1）、
（2）

相位差，以此实现液滴直

25

计算液滴直径。该方法如图 20 所示。

径微小变化的测量。均匀

20

球 1 阶彩虹 fripple 与直 径 d

15
1000

Manjunath 等 没有剪去石英丝，直接从图像获
[64]

乙 乙

A=

仔

２仔

准-准0

兹=0

sin准·

姨（bsin 覬）2{(bcos 兹)2+(asin覬 兹)2}+(abcos 兹)2 d兹d覬（1）
其中，覬0=cos-1

，
蓸 za 蔀 ，d覬= 仔-覬
n
0

0

d兹= 2仔 d= 姨A /仔
n

4.3

（2）

利用液滴面积积分求出液滴体积来折算
采用 Matlab 程序剪掉热电偶丝，利用积分法计

算液滴体积，从而求得液滴直径

，该方法计算精

[36,43,65]

度较高，可达到±2.7%，原理如图 21 所示。
准0

h

l1
b

h
a
500 滋m

l2

a
b

l3

y
Physical
image

o

兹
Physical
image

b

z

1250

1500
1750
diamater/滋m

2000

之间的线性关系如图 24 所 图 24 均匀球 1 阶彩虹 fripple
与直径 d 关系[16]

示。计算条件 m=1.332；角

度为 137～145.2毅；角宽度 8.2毅；
FFT 数据点 4096；直径
1000～2000 滋m。

5 试验误差分析
对于红外热像仪来说，液滴温度方面产生的误差
主要为仪器误差[54]，根据分析的发射率来修正。
液滴尺寸测量中的误差主要由以下因素引起：
（1）液滴尺寸换算误差；
（2）挂丝方式带来的误差；
（3）

驻v i
V =撞驻v i

o

驻x

x

z
collecting direction
y
驻yi
y
o
驻x

挂丝带来的误差；
（4）图像测量误差。其液滴生成误差
主要为微量移液器原有误差，试验液滴体积为 2.0 和
1.0 时误差分别为 1.5%和 2.7%。赵鹏等 [14]发现，采用
K 型热电偶挂滴法拟合得到的液滴直径大于采用十
字叉丝挂滴法得到的，如图 25 所示；同时指出 K 型
热电偶对液滴直径测量影响较大。文献[18]中介绍液

图 20 Manjunath 等计算液滴

图 21 付耿等计算液滴

直径方法[64]

直径方法[36,43,65]

滴生成器生成的液滴直径误差不超过 1%；而采用挂
滴法，挂丝经过液滴内部会导致液滴体积相对扩大，
挂丝穿过液滴中心位置时会产生最大的体积相对误

4.4

统计像素点面积大小而求

差，可达到 7.26%；图像测量时的直径由像素确定，由

文献[50]中先通 过形

像素引起的相对误差为 1.03%~3.75%，文献[50]中采用

态学图像处理方法剪掉热

形态学图像处理技术剪掉热电偶丝误差为 4.35%，低

电偶丝，建立圆形结构元，

于文献[66]中剪掉热电偶丝的误差 6.69%，而文献[18]

通过统计像素点面积大
小，从而求得液滴直径，原

（a）原图

（b）200×200

中的液滴直径误差范围

ROI

控制在±4%以内。因此

1.0

在尺寸测量方面产生的

0.6

误差可制定出试验中可

0.2

行的规则，以保证试验

0

理如图 22 所示。
4.5

取 相 同截 面 面 积 下

圆形直径折算
文 献 [44]通 过 Matlab
软件提取液滴部分像素
点，计算液滴部分的面积，

（c）灰度图 （d）二值图
图 22 液滴图像处理过程[50]
直杆段

阀球端

采用光学方法计算

K 型热电偶挂滴法

0.4

50

t/s

100

150

的准确性及精度。

图 25 采用不同挂滴法液滴

6 总结与展望

归一化直径平方随时间变化[14]

术，总结综述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随着测试技术

为需要研究的液滴尺寸，
4.6

十字叉丝挂滴法

0.8

本文针对液体燃料蒸发特性试验及数据处理技

折算该面积下液滴直径作
原理如图 23 所示。

1.2

悬垂液滴

图 23 液滴直径计算原理[44]

采用激光彩虹测量方法 [16]，通过 1 阶彩虹 ripple

的发展，对测试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各类液滴蒸发试验装置中，高温高压对流等与
实际应用相符的复杂环境的测试越来越成为主流。除

第6期

王

方等：单液滴蒸发测试及数据处理方法研究进展

了液滴直径变化，液滴温度等参数的测量研究逐渐增
加。在液滴温度的测量方法中，红外、双色激光荧光法
等测量方法较传统研究方法而言有明显优势。
随着测试技术及数据处理方法的发展，实验误差
分析越来越重要。传统误差中，测量仪器误差、液滴尺
寸换算误差、挂丝方式带来的误差、图像测量误差等
需要规范控制。新的测量方式对误差控制带来了新的
研究需求。对航空煤油蒸发特性试验研究的结果及其
误差仍然需要进一步分析
新兴测试技术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燃料种

59

Thermal and Fluid Science，
2018，
93：171-177.
[10] 张蒙正，
徐胜利.单液滴燃料超临界特性实验研究的新方法[J].火箭
推进，2011，
37（1）：7-16.
ZHANG Me ngzheng，
XU Shengli. A new method for experimental
study of supercri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ingle droplet fuel[J].Journal of
Rocket Propulsion，
2011，
37（1）：7-16.（in Chineses）
[11] 王方，刘睿，
张学智，等.煤油单滴在相对静止和强迫对流环境下的
蒸发规律[J].燃烧科学与技术，2017，
23（6）：485-491.
WANG Fang，LIU Rui，
ZHANG Xuezhi，
et al. Evaporation law of
kerosene single drop in a relatively static and forced convection environment [J].Journal of Combus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7，23
（6）：485-491.（in Chinese）

类、高温高压对流环境的构建等方面需要进行深入的

[12] Santosh G，
Sukumar P，
Som S K. Evaporation of multico mponent liq-

拓展研究。蒸发特性和燃料物性相结合，发展高精度

uid fuel droplets：
influences of component composition in droplet and

宽适用范围的我国航空燃料蒸发模型，可以为航空发

vapor concentration in free stream ambien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动机燃烧室数值模拟模型研究提供基础。

of Thermal Sciences，
2016，
105：83-95.
[13] 龚景松，陆奇志，何裕坤，等. 煤液化油的蒸发与着火特性[J]. 燃烧

参考文献：

科学与技术，2014，
20（2）：10-14.

[1] Javed I，Baek S W，Waheed K. Evapo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eptane

characteristics of coal liquefaction oil [J].Combustion Science and

GONG Jingsong，
LU Qizhi，
HE Yukun，
et al.Evaporation and ignition
droplets with the addition of aluminum nanoparticles at elevated temperatures [J]. Combustion and Flame，2013，160（1）：170-183.
[2] Javed I，Baek S W，
Waheed K. Effects of dense concentrations of alu-

Technology，2014，
20（2）：10-14.（in Chinese）
[14] 赵鹏，
钱叶剑，
陶常法，等.单液滴蒸发实验装置设计及测试技术研
究[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2019，
42（9）：1164-1168.

minum nanoparticles on the evaporation behavior of kerosene droplet at

ZHAO Peng，QIAN Yejian，
TAO Changfa，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elevated temperatures：the phenomenon of microexplosion [J]. Experi-

on design and measurement technology of single droplet evaporation

mental Thermal and Fluid Science，
2014，
56（5）：33-44.
[3] Javed I，
Baek S W，
Waheed K. Autoignition and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of kerosene droplets with dilute concentrations of aluminum
nanoparticles at elevated temperatures [J]. Combustion and Flame，
2015，
162（3）：774-787.
[4] Ghata N，Shaw B D. Computational modeling of the effects of support

device [J].Journal of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9，
42（9）：
1164-1168.（in Chinese）
[15] Kai H，
Hao C，
Bo Y，
et al.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droplet
burning characteristics of diesel-benzyl azides blend [J]. Fuel，
2017，
190（10）：32-40.
[16] 马坤林.基于激光彩虹法的液滴蒸发率温度特性测量[D].西安：西

fibers on evaporation of fiber-supported droplets in reduced gravity[J].

安电子科技大学，20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Mass Transfer，2014，77（4）：22-36.

MA Kunlin.Temperature characteristic measurement of droplet evapo-

[5] Yang V，Hsieh K C，
Shuen J S. Supercritical droplet combustion and

ration rate using rainbow refractometry [D].Xi'an：
Xidian Univesity，

related transport phenomena[R]. AIAA-1993-0812.
[6] Givler S R，Abraham J. Supercritical droplet vaporization and combustion studies [J]. Progress in Energy and Combustion Science，1996，
22
（1）：1-28.
[7] LI Xinggang，Leon Heister俟ber，Lydia Achelis，et al. Multiscale descriptions of particle-droplet interactions in multiphase spray processing[J]. Multiphase Flow，
2016，
80：
15-28.
[8] 胡鹏.基于乙醇柴油单液滴蒸发和湍流扩散燃烧模型的喷雾和燃烧

2019.（in Chinese）
[17] 马世博.单液滴生成试验、仿真研究与高温蒸发装置设计[D].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2013.
MA Shibo.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 of single droplet generation and
design of high temperature evaporator [D].Beij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3.（in Chinese）
[18] 韩凯，陈浩，马小康，等. 苄基叠氮对复合柴油液滴燃烧特性的影
响[J].内燃机学报，
2017，
35（5）：429-435.

过程研究[D].江苏：江苏大学，2014.

HAN Kai，
CHEN Hao，
MA Xiaokang，
et al.Effects of benzyl azides on

HU Peng.Study on spray and combustion process based on single

burning characteristics of diesel-benzyl azides blend droplets [J].

droplet evaporation and turbulent diffusion combustion model of ethanol

Transactions of CSICE，
2017，
35（5）：429-435.（in Chinese）

and diesel[D].Jiangsu：Jiangsu University，
2014.（in Chinese）
[9] Dali YANG，Zhixun Xia，Liya Huang，et al.Exprimental study on the evapo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erosene gel droplet [J].Experimental

[19] Maqua C，
Castanet G，Grisch F，
et al. Monodisperse droplet heating
and evaporation：
experimental study and modell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008，
51：
3932-3945.

60

航 空 发 动 机

[20] Holyst R，
Litniewski M，Jakubczyk D，et al. Evaporation of freely susp
ended single droplets：experimental，theoretical and computational
simulations[J].Reports on Progress in Physics,2013，76（3）：1-19.
[21] Shitanishi K，
Hasegawa K，Kaneko A，et al. Study on heat transfer and
flow characteristic under phase change process of an acoustically levitated droplet [J].Micrograv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4，
26（5）：
305-312.

droplets at moderately elevated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2018，
118：
1046-1055.
[33] Yu Zhang，
Ronghua Huang，
Shijie Xu，
et al.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n-butanol-fatty acid methylesters（FAME）blends on puffing characteristics[J]. Fuel，
2017，
208：30-40.
[34] Yu Zhang，
Ronghua Huang，
Zhaowen Wang，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n puffing characteristics of biodiesel-butanol droplet[J]. Fuel，2017，

[22] Walton D E. The evaporation of water droplets：a single droplet drying
experiment[J]. Drying Technology，2004，22（3）：431-456.
of

droplet

evaporation

in

an

acoustic

field

191：
454-462.
[35] Yu Zhang，
Ronghua Huang，
Yuhan Huang，
et al.Effect of ambient

[23] Belal A A Z，Cameron T. Evaporation of pure liquid droplets：
comparison

第 46 卷

versus

glass-filament [J]. Chemical Engineering Science，2011，
66（17）：
3914-3921.
[24] Ranz W，
Marshall W. Evaporation from drops [J]. Chemical Engin
eering Progress，1952，48（3）：141-146.
[25] Ghassemi H，
Beak S W，Khan Q S. Experimental study on binary
droplet evaporation at elevated pressures and temperatures [J]. Combus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6，178（6）：1031-1053.
[26] Chauveau C，
Birouk M，Kalp G I. An analysis of the d2-law departure
during droplete vaporation in microgravity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phase Flow，2011，37（3）：252-259.
[27] Nozomu H，
Hiroshi N，Masato S，et al. Evapo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 palm methyl ester droplet at high ambient temperatures [J].Fuel，
2015，
143：202-210.
[28] 王方，杨少锋，
张学智，
等.考虑自然对流的厚交换层液滴蒸发模型

temperature on the puffing characteristics of single butanol-hexadec
ane droplet [J]. Energy，
2018，
145：
430-441.
[36] Liyan Feng，
Ximing Di，
Wuqiang Long，
et al. The evaporation charac
teristics of cylinder oil of low-speed 2-stroke marine engines [R].
SAE-2017-01-0886.
[37] Hirotatsu W，Takuji H，
Yohsuke M，
et 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ffing of the carbonated emulsified fue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009，
52（15）：3676- 3684.
[38] Hirotatsu W，
Yoshiyuki S，
Takuji H，
et al.An experi 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breakup characteristics of secondary atomization of emulsified fuel droplet[J]. Energy，2010，35（2）：806-813.
[39] Gan Y N，
Qiao L. Evapo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uel droplets with the
addition of nanoparticles under natural and forced convec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011，54（23-24）：
4913-4922.
[40] Hiroyasu H，
Kadota T，
Senda T，
et al. Evaporation of a single droplet

及其检验[J]. 推进技术，2017，38(3)：620-629.

at elevated pressures and temperatures：
part1. experimental study [J].

WANG Fang，
YANG Shaofeng，ZHANG Xuezhi，et al. Natural con-

Transactions of The Jap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1974，339

vection thick exchange layer droplet evaporation model and its verification[J].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17，38（3）：620-629.（in
Chinese）
[29] Watanabe H，
Suzuki Y，Harada T，et al.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breakup characteristics of secondary atomization of emulsified
fuel droplet[J]. Energy，2010，35（2）：806-813.
[30] 鈴木真人，野村浩司，橋本望，等. バイオマス燃料液滴の蒸発·燃
焼と微小重力実験装置の開発[J]. 微粒化，2008，17（58）：38-44.
Masato S，Hiroshi N，Nozomu H，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n biomass
fuel droplet evaporation/combus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ircrogravity

（40）：3147-3154.
[41] Hojat G，
Seung W B，
Qasim S K. Experime ntal study on binary
droplet evaporation at elevated pressures and temperatures [J]. Combus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6，178：
1031-1053.
[42] 苏凌宇. 负压环境下燃料液滴蒸发过程的试验和理论研究 [D].长
沙：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04.
SU Lingyu.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study of fuel droplet evaporation under negative pressure [D].Changsh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2014.（in Chinese）
[43] 刘松，聂万胜，苏凌宇，等. 高温高压环境下煤油液滴蒸发过程试

experimental apparatus [J].Micronization，2008，17 （58）：38-44.（in

验研究[J]. 火箭推进，2017，
43（2）：25-39.

Japanese）

LIU Song，
NIE Wansheng，
SU Lingyu，
et al.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31] 金子堅太郎，野村浩司，橋本望，等. 高温·高圧力環境で蒸発する

on evaporation process of kerosene droplets at high pressure and high

パームメチルエステル液滴の温度および直径履歴の計測[J]. 微

temperature[J].Journal of Rocket Propulsion，
2017，
43（2）：25-39.（in

粒化，2014，
23（80）：19-26.

Chinese）

Kentaro K，Hiroshi N，Nozomu H.Measurement of temporal variations

[44] 靳乐，
范玮，
周舟，等.液滴初始温度对 RP-3 航空煤油超临界蒸发

of temperature and diameter of a palm methyl ester droplet evaporat-

特性的影响[J].燃烧科学与技术，2016，
22（3）：269-276.

ing at high temperatures and high pressures [J].Micronization，
2014，

JIN Le，
FAN Wei，
ZHOU Zhou，et al. Influence of initial temperature

23（80）：19-26.（in Japanese）

of droplet on supercritical evapo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P-3 aviation

[32] Cameron V，
Madjid B.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 of natural convection on the evapo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fuel

kerosene [J].Journal of Combus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6，22
（3）：269-276.（in Chinese）

第6期

王

61

方等：单液滴蒸发测试及数据处理方法研究进展

[45] 倪兆静，
韩凯，
庞博，
等.高温高压环境下燃油液滴蒸发的特性试验

滨工业大学，
2016.

[J].内燃机学报，
2019，37（6）：536-540.

JIA Zhuohang. Reasearch on evapo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pherical

NI Zhaojing，
HAN Kai，PANG Bo，et al.Experiment on evaporation

droplet under infired laser heating [D]. Harbin：
Harbin Institute of

characteristics of fuel droplet in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pressure
environment [J].Transactions of CSICE，2019，37 （6）：536-540.（in
Chinese）
[46] Nozomu H，
Hiroshi N, Masato S，et al. Evapo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
palm methyl ester droplet at high ambient temperatures [J].Fuel，
2015，
143：
202-210.
[47] 李金达.多组分燃料单液滴蒸发过程的实验及模拟研究[D].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2017.
LI Jinda.Experimentaland numerical study on the single multicomponent droplet evaporation [D].Wuhan：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7.（in Chinese）
[48] 韩凯，赵长禄，付耿，等. 苄基叠氮复合柴油液滴蒸发特性及影响
因素的试验[J].内燃机学报，2014，32（1）：32-37.
HAN Kai，
ZHAO Changlu，FU Geng ，et al. Experiment on vapor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esel-benzyl azides blend droplets and influence factors [J].Transactions of CSICE，2014，32（1）：32-37.（in Chinese）
[49] Fang Wang，
Xiang Gao，Yangchun Xiao，et al. Thick exchange layer
evaporation model with natural convection effect and evaporation experimental study for multicomponent droplet [J]. Chinese Journal of
Aeronautics，
2020，33（7）：1903-1918.
[50] 王继刚.纳米流体燃油液滴蒸发特性及微爆机理研究[D]江苏：江
苏科技大学，2018.
WANG Jigang.Research on evapo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icro-explosion mechanism of nanofluid fuel droplets[D].Jiangsu：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8.（in Chinese）
[51] Nan Fu，
Meng Wai Woo，Xiao Dong Chen. Single droplet drying technique to study drying kinetics measurement and particle functionality：
a review[J].Drying Technology，2012，30（15）：1771-1785.
[52] Lemoine F，Castanet G.Temperature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droplets by optical measurement techniques：a state of theart review
[J]. Exp Fluids ，
2013，54（7）：1-34.
[53] Abhishek S，
Ranganathan K，Saptarshi B. Infrared therm ography and
numerical study of vapor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ure and blended
bio-fuel drople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
2010，
53：
3862-3873.
[54] Alexander A F，LeonidA F，Andrey M S. The use of infrared self-emission measurements to retrieve surface temperature of levitating
water droplets[J].Infrared Physics & Technology ，2015 ，69：
238-243.
[55] 贾卓杭.红外激光加热下球形液滴蒸发特性研究[D]. 哈尔滨：哈尔

Technology，
2016.（in Chinese）
[56] Lavieille P，
Lemoine F，
Lavergne G，et al.Evaporating and combusting
droplet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 using two-color laser-induced fluorescence[J]. Exp Fluids 2001，
31（1）：45-55.
[57] Maqua C，
Castanet G，Grisch F，
et al. Monodisperse droplet heating
and evaporation：experimental study and modell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008，51（15-16）：3932-3945.
[58] Lionel P，
Guillaume C，
Fabrice 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evaporation
of interacting droplets using combined optical techniques [J].Experiments of Fluids，
2015，
56（2）：29.
[59] Basu S，
Saha A，
Kumar R. Criteria for thermally induced atomization
and catastrophic breakup of acoustically levitated droplet [J]. Heat
Mass Transf，
2013，
59：
316-327.
[60] Perrin L，
Castanet G，
Lemoine F.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evaporation
of interacting droplets using combined optical techniques [J].Experiments in Fluids，
2015，
56（2）：1-16.
[61] Han X. Study of refractometry of rainbow and applications to the mea
surement of instability and temperature gradient of a liquid jet [D].
Rouen：
Rouen University，
2000.
[62] Seangkeaw S，
Charinpanikul T，
Laurent C，et al. Processing of indivi
dual rainbow signals[J].Express Fluids，
2010，
48（1）：111-119.
[63] Promvongsa J，
Fungtammasan B，
Grehan G，
et al. A study on the evaporation of waterethanol mixture using rainbow refractomery[J].Journal of Energy Resources Technology，
2017，
139（6）：17-23.
[64] Manjunath M，
Vasudevan R，
Pramod S M. Vapor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uspended droplets of biodiesel fuels of Indian origin and their
diesel blends an experimental stud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t
and Mass Transfer，
2015，
88：
28-41.
[65] 付耿. 叠氮复合柴油液滴蒸发特性及影响机理研究[D].北京：北京
理工大学，2015.
FU Geng.Research on the evapo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esel-azides
blend droplet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D]. Beijing ：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5.（in Chinese）
[66] 史建伟. 苄基叠氮 - 正十六烷复合燃油蒸发特性试验研究 [D].北
京：北京理工大学，2015.
SHI Jianwei.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vapor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enzy azideshexadecane blend [D].Beij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5.（in Chinese）

（编辑：程

海）

航空发动机

第 46 卷 第 6 期
2020 年 12 月

Aeroengine

Vol. 46 No. 6
Dec. 2020

航空发动机进气总压畸变地面试验测试技术进展
钟亚飞 1，马宏伟 1，2，李金原 1，郭君德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发动机研究院 1，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2：北京 102206）

摘要：航空发动机 3 种常见进气畸变形式为总压畸变、旋流畸变和总温畸变。进气总压畸变涉及进气道 / 发动机兼容性评估、
发动机稳定性评估、飞行包线预测等多方面，是影响发动机稳定性和性能的重要因素。近些年国内外研究人员关于进气总压畸变开
展了大量进气道试验、发动机部件试验以及整机试验等地面模拟试验，其中利用畸变发生器模拟发动机进口畸变环境的地面试验
备受关注。结合国内外关于进气总压畸变地面模拟试验的研究现状，总结了试验中所涉及的畸变发生器类型和安装位置、AIP 选取
位置和总压测试方案以及其他截面测试方案等，分析了在畸变发生器安装位置和 AIP 位置选取中以及 AIP 总压测试方案设计中需
要考虑的因素，
并对发动机进气总压畸变地面试验测试方法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进气总压畸变；地面试验；畸变发生器；测试方法；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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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Ground Test Measurement of Aeroengine Inlet Total Pressure Distortion
ZHONG Ya-fei1袁MA Hong-wei1袁2袁LI Jin-yuan1袁GUO Jun-de2
渊Research Institute of Aero-Engine1袁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2袁 Beihang University袁 Beijing院 102206袁China冤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common forms of aeroengine inlet distortion 袁namely total pressure distortion袁swirl distortion袁and total tem-

perature distortion. The inlet total pressure distortion involves the assessment of inlet duct/engine compatibility 袁engine stability assessment袁
flight envelope prediction and many other aspects袁which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engine s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In recent years 袁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rs have carried out a large number of ground tests on the inlet total pressure distortion 袁such as inlet duct

tests袁 engine component tests袁 and engine tests. Among them袁 ground tests using a distortion generator to simulate the distortion
environment of the engine inlet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Combined with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inlet total

pressure distortion ground simulation test袁the type and installation location of distortion generators 袁AIP selection position袁total pressure

measurement scheme and other section measurement schemes were summarized. The factors that need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generator installation location袁AIP location and the design of the AIP total pressure measurement scheme were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ground test measurement method for the engine inlet total pressure distortion is prospected.

Key words: inlet total pressure distortion 曰ground test曰distortion generator曰measurement method曰aeroengine

0 引言

道吸入机身边界层以及飞机在大攻角、大侧滑角下飞

现代战机追求隐身、高性能、超机动的目标，需要

行时进气道入口气流分离造成的 [11]，导致发动机进口

在高速条件下完成大俯仰角、大侧滑角的飞行工作。

总压分布不均匀，这种现象很容易诱发压气机失速喘

对发动机来说，短型、S 型进气道的设计以及机身边

振、叶片颤振断裂等一系列问题 [12]，严重制约着发动

界层、地面涡、炮弹尾气的吸入使发动机进口面临各

机性能的提升以及飞机飞行包线的拓展。总压畸变严

种进气畸变的问题，给发动机稳定性带来挑战

[1-2]

。发

重影响进气道与发动机的兼容性及稳定性 [13]，为了评

动机进气畸变可分为总压畸变 [3-4]、旋流畸变[5-6]以及总

估这种影响，国内外开展大量的进气道试验 [14]、发动

温畸变 [7]3 种形式[1，8-10]，其中总压畸变主要是由于进气

机部件试验（通常为压气机试验）以及发动机整机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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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3]，用于分析研究进气道性能、进气道 / 发动机兼容

机 / 发动机稳定性影响的研究中至关重要[32]。畸变发

性、进气总压畸变对压气机以及整机性能的影响 [15-17]。

生器距离压气机试验台 / 整机试验台进口过远无法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欧美以及俄罗斯等国

起到降低压气机 / 发动机稳定性的效果[30]；畸变发生器

家根据之前的进气畸变试验所获得的相关数据及规

距离试验台进口过近会导致测试截面不符合进气道出

律，相继制订了许多关于进气总压畸变试验的规范指

口总压的分布规律[13]。关于畸变发生器的位置选取在

南，例如，美国 SAE S-16 委员会公布 的 AIR1419 [3]、

国内外研究中区别较大，国外大部分研究将畸变发生

AIR1420 、APR5687 等关于燃气涡轮发动机进气总

器安装在发动机进口上游 1～2 倍发动机进口直径位

压畸变的指南文件。根据文献[19]记载，英美稳定性评

置[33-34]，而国内大部分研究将畸变发生器安装在发动机

定方法最大的特点是要求模拟目标图谱，对应研制的

进口 / 发动机进气道气动界面 （Aerodynamic Interface

畸变发生器较多，除了进行常规的稳定性评定，还要

Plane，
AIP）上游 3 倍左右发动机进口直径位置[4，21，35]。

[18]

[7]

求进行稳定性评定的验证。而俄罗斯稳定性评定方法

进气道 / 发动机气动界面（AIP）是需要进行总压

不需要模拟特定的畸变图谱，利用 1 块插板即可满足

测试的重要截面，测得的总压数据主要用于描述进气

试验要求，在稳定性评定中，也不需要进行评定后的

道和发动机之间总压恢复水平和总压畸变程度[3]，AIP

试验验证。中国借鉴俄罗斯的评定方法，相继制订了

的选取在研究进气总压畸变对发动机稳定性的影响

GJB/Z 64-94[20]、GJB/Z 64A-2004[21]等关于燃气涡轮发

中具有重要作用 [30-31]。国内外进气总压畸变研究的指

动机进气总压畸变的规范指南。上述文件对进气总压

南文件中关于 AIP 位置选取的建议是尽量靠近发动

畸变的研究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机进口[3，20]。

进气道试验通常在风洞中进行，一般有 2 种形

目前大部分试验采用总压探针梳对 AIP 截面的

式：一种是将进气道和前机身综合做成缩比模型放在

总压进行测试，分为稳态测试和动态测试 2 部分。对

大型风洞中吹风，改变机身俯仰角和侧滑角模拟真实

于稳态测试，需要沿周向布置多支探针梳，但是探针

进气道畸变环境。例如，美国的大学、空军、海军和国

梳数目过多会对发动机进口流场造成堵塞，影响发动

家航空航天局实验室针对不同型号的飞机曾开展大

机性能[3]，因此在 AIP 上关于探针的位置和密度选择需

量的进气道和前机身综合的风洞试验[14]。另一种是在

要对测试精度和探针引起的堵塞问题进行折衷考虑。

小型风洞中安装畸变发生器来实现进气畸变条件，主

国内外已经开展了相关研究 [17，30-31，36]，例如，Schweikard

要用于新型畸变发生器的设计 [15]、出口畸变流场特性

W G 关于探针布局的研究表明，用不到 40 个总压探

的研究 [22]以及测试方案的验证 [17]等。对于压气机 / 发

头就可以获得相当精确的 AIP 的总压参数值 [31]；黄熙

动机整机进气总压畸变试验，国内外通常采用直接连

君等关于探针梳布局的研究表明，对于周向畸变研

接压气机 / 发动机整机试验技术

，将压气机试验

究，探针梳数应不少于 6 支，每支梳上测点应不少于

台 / 发动机整机试验台和空气供应管道直接连接，通

5 个[17]。根据 AIR1419 的介绍，AIP 截面周向布置 8 支

过在空气供应管道进口或者内部安装畸变筛网、模拟

探针梳，每支梳上等环面中心分布 5 个总压测点的排

板以及插板等来产生压气机 / 发动机进口总压畸变[25]。

列是精确测量所需最小的测点密度[3]。GJB/Z 64-94[20]、

[10，
23-24]

由此可见，畸变发生器被大部分进气总压畸变试

GJB/Z 64A-2004[21] 中也公布了典型的稳态总压测点

验所采用。但是利用畸变屏、模拟板模拟进气畸变时，

布局：周向均布 8 支探针梳，每支探针梳上 5 个测点

每次变形模式改变都需要中断测试并部分拆卸设备

位于等环面的质量中心。以上文献公开的探针梳为单

以更换畸变发生器。这种中断设备的方法给测试程序

孔总压梳，由于单孔总压探针梳无法测量气流偏转

增加了巨大的成本，并且畸变屏和模拟板不能复制由

角、俯仰角、静压、马赫数等气动参数，面对有偏转角、

湍流或飞行条件变化产生的时变失真。为了克服上述

俯仰角、静压、马赫数测试需求的研究任务，则需要采

困难，科研人员研制了一系列的瞬态畸变发生器，例

用多孔探针 / 探针梳测量AIP 的气流参数 [34，37-38]。对于

如，插头位置可变的随机频率畸变发生器、坡道位置

动态总压的测量，国内外典型测试方案相差较大，国

可变的随机频率畸变发生器等

外的动态总压测试方案与稳态总压测试方案相同，为

。

[15，
25-29]

选取合适的畸变发生器位置在总压畸变对压气

8 梳 40 测点，通常稳 / 动态测点封装在一起 [3，39]。在国

64

第 46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内，通常采用在 0.9 倍相对半径处，周向均布 6 个动
态总压测点的测试方案

本文总结了国内外采用畸变发生器的地面模拟

[13，
20-21]

。国内关于动态测试方

试验中所涉及的畸变发生器类型和安装位置、AIP 选

案采集的是 1 个环面的动态数据而不是整个测试平

取位置和总压测试方案以及其他截面测试方案等，分

面的动态数据，是否能用 1 个环面上的测点来测取面

析了在畸变发生器安装和 AIP 位置选取中以及测试

平均紊流度，国内江勇等 [40]关于动态测点的分布位置

方案设计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可为进气总压畸变模拟

对测试精度影响的研究表明，采用仅在 1 个环面上布

试验研究中新型畸变发生器的研制、测试方案的设计

置较少的测点来测取面平均紊流度误差较大。此外，

提供一些建议和启示。

探针头部尺寸

1 进气总压畸变模拟试验

、探针头部伸出支杆长度

[41-42]

、探针

[43-44]

头部间距 、采样率 以及采样时间 均会对测试结果
[44]

[3]

[45]

产生影响，国内外关于上述因素对测试精度的影响也
有相应的文献记载。
由于典型的探针梳测试方案分辨率较低，所以在
部分研究中利用探针梳进行 AIP 稳动态测试时，采用
更密集的测试方案 [10]，但测点密集意味着需要增加探
针梳的数量，探针梳数量增加则需要考虑支杆堵塞的
影响。为了利用较少的探针梳获得较高精度的测试结
果，旋转探针梳、旋转畸变发生器为上述问题提供了
解决方案，并且已被国内外许多相关研究机构采用。
随着光学仪器的发展，粒子 图像测速技 术（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PIV）被用于 AIP 的测试 [33，46-48]，例
如，Nelson M 等

[33]

在进气总压畸变的条件下，采用

SPIV 测量了发动机 进口的速度 场；Pavlos K. Zachos
等 [47]采用采样频率为 1 kHz 的高频 SPIV 系统测量了
S 进气道缩比模型出口截面的稳 / 动态速度场。相对

1.1

模拟试验
目前，国内外关于进气总压畸变开展了很多试验

研究，其中通过畸变发生器对总压畸变机理性试验研
究一直是科研人员所关注的重点。此类试验主要包括
进气道试验、压气机试验以及整机试验。单独的进气
道试验主要在小型风洞中安装畸变发生器

，在

[15，
17，
22]

风洞出口进行测试，用于新型畸变发生器的设计、出
口畸变流场特性的研究以及测试方案的验证等，如图
1 所示。对于压气机 / 整机进气总压畸变试验，国内外
通常将供气管道与压气机试验台 / 发动机整机试验
台直接连接 [25]，在空气供应管道进口或者内部安装畸
变筛网、模拟板以及插板等畸变发生器 [10，34-36]，如图 2
所示。在 AIP 和其他截面进行测试，研究 AIP 处的总
压恢复和畸变程度以及进气总压畸变对压气机 / 发
动机稳定性的影响等。

于典型 40 点的探针梳测试方案，PIV 可以提高 200
倍以上的分辨率，但是由于 PIV 只能测得 AIP 的速
度场，无法直接用于畸变指标的计算。基于泊松方程
以及动量方程可以将 AIP 的速度场重构出压力场[49，33]，
但此时必 须 考 虑重 构 误 差的 影 响 。 例 如 ，Pavlos K.
Zachos

[49]

利用 RANS 数值模拟方法获得了 AIP 速度

图 1 单独进气道总压
畸变试验

场，利用计算的速度场进行了稳态和瞬态压力场的重
构，利用重构的压力场计算了畸变指标 DC（60）、CDI

1.2

进气总压畸变发生器

和 RDI 等，最后将重构的压力场与数值模拟直接获

目前畸变发生器主要

得的压力场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对于稳态场的计算

分为稳态畸变发生器和瞬

结果，重构方法与数值模拟结果相比误差在 10%以

态畸变发生器 2 类 [25]，稳态

内。对于瞬态场的计算结果，畸变指标受压力重构的

畸变发生器主要包括畸变

影响较大，
误差大于 10%。除了考虑压力重构带来的误

筛网 [8,25]、模拟板 [54]等，如图

差外，在 PIV 测试过程中还需要考虑速度梯度较大[50]、

3、4 所示。

粒子播散不均匀 、粒子跟随性差 、图像中粒子的密
[33]

[33]

图 2 发动机总压畸变试验

在真实飞行过程中发

图 3 畸变筛网

度小、图像中粒子直径过小 [52]、光污染以及窗口拼接 [53]

动机进气总压畸变特性会变化，因此需要在地面开展

等因素造成的误差。

不同模式的进气总压畸变试验，每次变形模式改变都

65

钟亚飞等：航空发动机进气总压畸变地面试验测试技术进展

第6期

1.125
1 号板

2 号板

2.000
0.250

Element
Opening
Angle
0.125

图 9 插板式畸变发生器

图 10 分裂翼型畸变发生器

Strut
Surface

图 4 模拟板

Deployed
Elements

需要中断测试并部分拆卸设备以更换畸变发生器，这
种中断设备的方法给测试程序增加了巨大的成本，并

Retracted
Element

且畸变筛网和模拟板不能复制由湍流或飞行条件变
化产生的瞬时畸变。为了克服上述困难，科研人员研

图 11 多元件组合畸变发生器

制了一系列的瞬态畸变发生器。例如：插头位置可变

畸变流场稳 / 动态畸变指数比例接近 1∶1 [32]，无法适

的随机频率畸变发生器 [26]和坡道位置可变的随机频率

用于有畸变图谱需求以及发动机进口稳 / 动态畸变

[27]

[25]

畸变发生器 ，如图 5 所示；离散频率畸变发生器 和

指数偏离 1∶1 比例的相关研究。

空气射流畸变发生器 ，如图 6、7 所示；俄罗斯中央

畸变发生器的位置选取在进气总压畸变试验研

航空发动机研究所研制的瞬态总压畸变发生器 [28]，如

究中至关重要，国内对此开展了许多研究。吴森林等

图 8 所示；插板式畸变发生器 [35]，如图 9 所示；分裂翼

对插板后不同位置流场总压恢复系数的研究表明，距

[25]

[29]

型畸变发生器元件组合畸变发生器 ，如图 10 所示；
[15]

离插板 2.5～3.0 倍进口管道直径之间总压恢复系数

多元件组合畸变发生器 ，如图 11 所示。欧美等国家

提升非常明显，距离插板 3.0～3.5 倍进口管道直径之

通过研制上述畸变发生器实现了畸变流场实时变化的

间总压恢复系数逐渐平缓，说明插板距离进口越远，

目的。中国通过借鉴俄罗斯的进气总压畸变试验研究

产生的畸变效果越差 [30]。周游天等针对插板距离低速

方法，采用高度可调的插板式畸变发生器模拟进口畸

压气机进口 2 倍进口管道直径和 3 倍进口管道直径

变流场，虽然实现了不用停机也可调整进气畸变流场，

对压气机性能的影响研究表明，插板距离压气机进口

但大部分试验只是开展了准稳态畸变流场模拟

，插

为 2 倍进口管道直径时对压气机性能影响较大[38]。黄

板式畸变发生器能否适用于畸变流场实时变化的情

熙君等绘制了筛网型畸变发生器下游不同位置的气

况需要开展相应的研究。此外，插板式畸变发生器无

流角、静压的分布曲线，认为畸变发生器下游 1 倍管

法精确模拟真实发动机进口的畸变图谱，并且产生的

道直径后流场是均匀的，可以用总压畸变场来表示[17]。

[24，
55]

王勤等研究了动态总压探针与插板距离不同时对紊
Ramp
Jacks
39.85" Flow
SQ 43.4"

112.5"

P3G
Stator
Variable Speed
To Adjust Triple Mating
Frequency Rotor Holes
67.1"

Flow

Fan
Dwonstream
Fan Supplies
Energy to
Create Flow
Flow Thru System

Variable
Distance
To Adjust Pulse
Magnitude

图 5 随机频率畸变发生器
Engine First Rotor Stage
Inlet Pressure Measuring
Probes

图 6 离散频率畸变发生器
Upper View
Engine
Hydrodrives Inlet

Air Injection
System
Interceptor

Total Pressure
Prob es and Fluctuating
Tran sd ucer Rake
Front View

Interceptors

图 7 射流畸变发生器

流度计算的影响，绘制了相关的概率密度曲线，表明
在畸变发生器下游小于 1 倍管道直径进行动态总压
测量时，概率密度曲线偏离正态分布，不符合发动机
进气道出口真实流场的分布规律 [13]，说明畸变发生器
距离发动机进口以及 AIP 过近，无法获得真实的总压
畸变特性。
关于畸变发生器的安装位置在国内外的研究中
有所区别，欧美等国家主要采用畸变筛网进行试验，
在研究中将畸变筛网安装在压气机试验台 / 整机试
验台进口上游 1～2 倍发动机进口管道直径处 [33-34]；国
内大部分研究是利用可调插板畸变发生器进行试验，

图 8 俄罗斯航空研究院的

在选取畸变发生器安装位置时，主要采用 GJB2004

瞬态总压畸变发生器

建议的安装在试验台进口 /AIP 截面上游 3 倍左右管

66

第 46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道直径处的方案 [21]。

的情况，需要将气动截面

结合以上文献的研究内容，畸变发生器的位置选

的测量参数转换为靠近发

取需要针对不同的畸变发生器类型、不同的进口流场

动机进口截面的参数 [1，30]，

速度进行试验，需要结合数值模拟的结果、畸变指数的

换算方法通过大量模型与

要求以及概率密度曲线的分析结果等综合因素确定。

全尺寸试验建立。

2

AIP 流场参数测试

2.2

如前所述，单独的进气道试验主要用于畸变发生

畸变模拟试验通常需要研 图 14 安装在进气帽罩上游

器的设计、出口 AIP 畸变流场特性的研究以及测试方
案的验证等。压气机 / 整机进气总压畸变试验主要研
究 AIP 处的总压恢复和畸变程度以及进气总压畸变
对发动机 / 部件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测试过程中需
要确定 AIP 位置以及流场参数测试方案等，利用测试
数据计算相应的畸变指标以及稳定裕度，定量描述畸
变程度并评估畸变对发动机稳定性的影响。
2.1

测试仪器
航空发动机进气总压
的 AIP 测试探针梳

究总压畸变对压气机 / 整

机稳定性的影响，测试内容主要包括 AIP 的总压、静
压、气流偏转角、气流俯仰角、马赫数等流场参数测试
以及压气机 / 整机性能参数测试。压气机 / 整机性能
参数测试如压比、效率、耗油率以及推力等参数的测
试不在本节介绍范围。本节主要介绍 AIP 的流场参数
测试方案。

AIP 的位置
AIP 是主要测量截面，在总压畸变试验中主要用

来确定进气总压畸变特性。气动界面的位置选择取决
于试验研究的性质，以及进气道与发动机的具体设计，
根据国内外相关指南文件的描述，AIP 位置尽量选择
靠近发动机进口截面，发动机进口截面通常为发动机
前支板、导流叶片或工作叶片前缘所在的截面[1，3，20-21]，
文献[1]中指出气动界面通常选在距发动机进口 100
mm 以内。AIR1419 结合探针梳测试方案，针对发动
机进口有无导叶以及进气整流锥 / 进气整流罩是否
旋转等情况分别关于 AIP 的位置选择进行了讨论 ，
[3]

如果进口有导叶，可以将探头安装在导叶前缘，如图
12 所示；如果进口无导叶，发动机进口整流罩 / 整流
锥不旋转，需要靠近第 1 级动叶前缘安装探针梳，如
图 13 所示；如果进口无导叶，并且发动机进口的进气
整流锥 / 进气整流罩旋转时，AIP 测试探针梳无法靠
近发动机进口截面安装，只能安装在整流锥 / 整流罩
上游，如图 14 所示。对于这种进气锥 / 进气帽罩旋转

2.2.1

探针梳测试方案

2.2.1.1

探针梳测点布局

目前大部分总压畸变试验研究中采用探针梳测
试 AIP 的流场参数（主要为总压的测试），还有部分研
究采用 PIV 测试方法。探针梳的测试方法可以分为稳
态测试和动态测试 2 部分。对于稳态测试，需要在该
截面布置测点，根据相关文献的描述，测点数越多，参
数相关性越好，图谱越准确 [1]。但是测点数越多，意味
着探针梳数目较多，探针梳支杆会对发动机进口流场
造成堵塞 [56-59]，影响压气机 / 发动机性能 [60-63]，因此在
AIP 上关于探针梳布局设计需要折衷考虑图谱测量
准确度和支杆堵塞问题。国内外关于探针梳测点布局
已经开展了相关研究。利用旋转探针梳测得的探针梳
数目以及每支探针梳的测点数对周向与径向畸变系
数的影响研究表明，周向畸变研究中周向至少需要分
布 8 根探针梳；径向畸变研究中每支探针梳的测点数
至少为 5 个 [3，31]，如图 15 所示。
0.3

3

0.2

2

0.1

1

0

4

5

6

7

NO. OF RAKES
Max value
Min value

图 12 安装在导叶前缘的

图 13 安装在导叶前缘上游

AIP 测试探头

的 AIP 测试探针梳

8

0

4

5

6

7

NO. OF RAKES
For rotation of probe
array through 360degrees

图 15 周向 / 径向畸变系数与探针梳数目的关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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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黄熙君等关于探针梳布局的研究表明，

形孔口对压力测试最敏感，
长方形孔口可以降低测试噪

探针梳与低压区的相对位置以及探针梳测点数目对

声。文献[44]中提出边界层探针需要做成鸭嘴形，孔口

畸变指标值有影响，如果要求畸变指标的计算偏差小

呈扁矩形。

于 10%，探针梳数目应不少于 6 根，每根探针梳上测

虽然典型的“水”字型、
“米”字型测试布局方案在

点至少为 5 个 [17]；齐亦农等开展的不同探针梳数目的

国内外得到广泛应用，但是由于探针测试分辨率较

对比研究表明，探针梳由 5 支改为 6 支，测量精度大

低，如果对畸变指数的精度和图谱的准确度要求较

为提高，但 6 支探针梳与 8 支探针梳的测试结果精度

高，
仍需要增加测点数。采用相对更密集的测试方案[10]

相差不大[36]。

如图 20 所示。但增加测点数就意味着堵塞问题更为

在国内，6×5“ 水”字型测试方案（周向均布 6 支

严重，而旋转探针梳、旋转畸变发生器等方案的利用

探针梳，每支探针梳上等面积中心分布 5 个总压测

极大减少了探针梳的数目 [9，33-34，72]，并在一定程度上提

点）被大部分研究所采用[64-67]，测试布局如图 16 所示。

高了测试分辨率，如图 21 所示。旋转探针梳或旋转畸

吴森林等开展了 8×5 个

变发生器的测试方案主要针对稳态 / 准稳态畸变流

测点（周向均布 8 支探针

场的测试 [8，10，72]，测试过程中需要考虑单次旋转角度、

梳，每支探针梳等环面分

流量稳定时间、采样时间以及采样频率对测试结果的

布 5 个测压点）与插板相

影响。Jiri Pecinka 等对此开展的研究表明，单次旋转

对位置不同对畸变特性

角度最佳为 15毅，每次旋转后需要的流量稳定时间至

的研究，测试方案如图 17

少为 5 s，每次采样时间至少为 30 s，最佳采样频率为

所示，研究结果表明 2 种

1 kHz[8，72]。

测试方案所得到的结果差
异较小，
如图 18 所示 。
[30]

总压测点

动压测点

图 16 “水”字型测试方案
1

1.0

2

4

0.9

7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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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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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2 种测试方案布局

3

方案 1
方案 2

0.6

5
6

0.1

0.2

0.3
0.4
进口马赫数

0.5

旋转
机构

图 18 总压恢复系数对比

国内外研究机构相继公布的指南文件均推荐稳态
总压测试的测点分布方案为周向均布 8 支探针梳，每

图 20

60 点探头布局

图 21 旋转探针梳方案

AIP 的动态总压参数反映发动机进口气流的紊

。该

流度，紊流度越大对发动机稳定性的影响越大。如何

方案在总压畸变试验中被称为“米”字型测试布局方

获得 1 个截面的湍流水平，需要提出合理的动态总压

案，如图 19 所示。部分文献采用探针梳上的测点沿探

测点分布方案。国外关于动态测点的布局对畸变系数

针梳等距分布的方案，可以满足轮毂区需要详细测量

测量精度的影响开展了相

的要求[9]。“米”字型、
“水”字型以及测点等距分布的测

关研究。Stanley H.Ellis 等

试方案均未考虑边界层

开展的动态总压测点数目

支探针梳上等面积中心分布 5 个总压测点

0毅

内流场的测试，对于有边

层总压测点

[70]

。Pritchard

H. White 针对不同形状探
头孔口对边界层压力测试

51
41
31
21
11

315毅

界层总压测试需求的试
验，需要设置相应的边界

[3，
20-21，
68-69]

58
48
38
28
270毅

18

574737 27 17
16
26
36
46
225毅 56

52 45毅
42
32
22
12
13 23 334353

不同对平均紊流度测试精
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测点
90毅

14
24
34
44
25
54
35
135毅
45
55
180毅
15

精度的影响 研究表明，圆 图 19 典型的 40 点探头布局
[71]

数目越少，测得的结果不
确定 范 围 越大 [73]，如 图 22
所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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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紊流度测试误差

AIR1419 和 GJB 2004 推荐了典型的动态总压测
量方案，但 2 种方案相差较大，AIR1419 推荐动态总

68

第 46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压测试方案与稳态总压测试方案相同，为 8×5 的测

在 AIP 常用的测试探针梳为凸嘴型（图 20）和带

点分布，并且稳 / 动态测点通常封装在一起 ，如图 23

套型 [3，10]，如图 26 所示。从图中可见，头部套管很大，

所示。GJB 2004 推荐动态总压测试采用在 0.9 倍相对

过大的探针头部会对流场产生额外的影响 [74-76]，在满

半径处，周向均布 6 个动态总压测点的测试方案，并

足测试要求的同时，套管直径应尽可能小[42]。此外，为

且动态总压测试截面与稳态总压测试截面可以相同

了避免支杆以及其他探头对测试精度的影响，需要考

[3]

Engine
Face

4.5
Duct
Wall

总压 120毅

总压 60毅

型和带套型探针梳的结构尺寸进行了描述，如图 27

Removatle
Fairing
总压 180毅

Low Response Probe
0.125 OD Tubing

总压 0毅

所示。对于凸嘴型探针梳，探头伸出长度尽量取大，通
常取 a/D>2.5，探头间 距一般取 s/d=1.5～10；对 于 带
套型探针梳，探头间距一般取 s/D>3[44]，并且其受感部

Electrical
Disconnect

High Response Probe

虑探头伸出长度以及探头的间距。文献[44]中对凸嘴

总压 240毅

总压 300毅

图 23 AIR1419 推荐的稳 /

图 24 GJB 2004 推荐的动态

动态总压测点分布

总压测点分布

到套管前端面的距离也会对测试精度产生影响，受感
部距套管前端面越近，测试精度越高[43]，
如图 28 所示。

也可以不同，2 个截面之间的距离应不大于±10%管
道直径[21]，如图 24 所示[16]。
国内大部分研究中，动态压力测试方案是在 0.9
倍半径处周向均布探针，采集的是 1 个环面的数据，
通过这些数据计算 AIP 的紊流度。关于计算精度问

a

题，国内江勇等利用 8×5 的动态总压测点布局方案
开展的研究表明，每个环面的紊流度与面平均紊流度

图 26

数值相差较大，并且各环面紊流度与面平均紊流度随

1.000

插板深度的变化量不同，采用仅在 1 个环面上布置较
少的测点来测取面平均紊流度误差较大 [40]。
2.2.1.2

探针梳头部结构、采样率及采样时间

发动机进气总压畸变内部流场复杂，为了获取
准确的总压参数，需要考虑探头的不敏感角范围以
及探针的相关设计尺寸对测试精度的影响。稳态总
压探针梳上的头部为单孔总压探头，根据文献[44]
的描述，不同结构的单孔总压探头对气流不敏感角
范围不同，如图 25 所示。从图中可见，孔口直径越
大不敏感角范围越宽；不敏感角范围与头部形状相
关性 不 大 ；当 平头 管 外 加 1 个 套 管 时 ，虽 然 结 构 变
得复杂，但会很大程度提高不敏感角范围。
10

0

20

30

40

50

D

D

图 27 常见的探针梳

AIP 的带套型探针梳

1.00

0.995
0.990
0.985
0.980
0.975
0.970

0.99
茁=30毅
茁=25毅
茁=20毅
茁=15毅
茁=10毅
茁=0毅
-30 -20 -10

0.98
0.97

茁=30毅
茁=25毅
茁=20毅
茁=15毅
茁=10毅
茁=0毅

0.96

0 30
琢/（毅）

30

-30 -20 -10

30

0 30
琢/（毅）

（b）d=4.5 mm
图 28 测点距套管前端面距离对测试精度的影响

测试中常用的探针梳头部为单孔总压探头，由于
单孔总压探头无法测得气流静压、偏转角、俯仰角、马
赫数等参数，如果有气流角测试要求时，需要采用多
孔探针 / 多孔探针梳进行测试。5 孔 /7 孔探针以及多
孔探针梳被用于进气总压畸变研究中流场参数的测
量 [9，34，38，77-78]，如图 29、30 所示。
30毅

45毅
60毅
75毅

-0.10

15毅 0毅 345毅
330毅
315毅
330毅
285毅

90毅

-0.15

105毅

10

20

30
琢p （毅）
/

40

50

图 25 不同结构总压探头的不敏感性

270毅

265毅
240毅 Bypass
120毅
135毅
220毅
Core
150毅
210毅
Hub
165毅 180毅195毅
Five Hole Probe Location
Mid-Span Shroud
Blade Stiffener

-0.20
0

30

（a）d=1.0 mm

-0.05

-0.25

30

图 29

5 孔探针安装位置及测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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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
72% of the radll

机从不同的角度拍摄片光截面内粒子的图像，然后根

A1

A B CD

据 2 个相机拍摄的数据计算粒子垂直于激光截面的
速度分量。目前，SPIV 测试技术已用于进气总压畸变

A0

Supporting
Screen
Hub Distortion
Screen

图 30

研究中[33]。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 Michael A. Nelson 开

A-A Inlet

A B CD

展的进气总压畸变 PIV 试验研究的测试方案如图 34

5 孔探针梳安装位置

所示。将发动机进口上游 1 倍管道直径处选为 AIP，

根据 W. G. Steenken 的研究可知，在动态总压测
试中，动态探针头部尺寸会对测试结果产生影响，探

测试区域夹角为 45毅（如图 35 所示），通过旋转畸变
屏获得整个面的速度场。

[41]

针头部直径越小，可以测得的上限频率越高 ，如图

Laser Delivery Anm

Seed Exit

45°

31 所示。对于进口气流速度为 60.96~182.88 m/s 的发
动机，90%的频谱函数上限频率为 1350 Hz，AIR1419

Inlet to condition
the flow
Screen

推荐探头直径为 1.5～3.2 mm 时 [3]，可以获得稳定性

Optical Access

评估所需频率范围内的数据，如图 32 所示。
Turbofan Jet Engine
10-4

0.072 INCH DIA.
0.125 INCH DIA.
0.250 INCH DIA.
0.500 INCH DIA.

10-5

10000

图 34
D=0.63"
0.125"
0.250"

10-6
1000

PIV 测试方案

图 35 测试区域

根据上述研究，利用 PIV 测试技术可以获得截面
内流场信息，相对于进气总压畸变试验中典型的 40

10-7

点测试方案，PIV 的测 试 分 辨 率 可 以 提 高 200 倍 以

10-8
10-9

CCD Cameras

0 1 2

3 4 5 6
fx10-3/Hz

7 8 9 10

上，但是 PIV 只能测得 AIP 的速度场，无法测得压力

100
10

100
Uc-fps

1000

场，无法直接通过测量数据计算畸变指标并定量描述

图 32 稳定性评估所需频率

总压畸变程度，这也是 PIV 测试技术在进气总压畸变

在动态总压测试中，采样时间与采样频率对测试

研究中应用较少的原因之一。为了解决 PIV 速度场和

结果的精度有一定影响，国内外在进气总压畸变的研

压力场之间转换的问题，利用速度场通过泊松方程或

究中通常选取采样时间为 30～60 s[3]。采样频率与截

动量方程重构压力场。Pavlos K. Zachos 等开展了相

止频率相关，通常设置为截止频率的 4～5 倍 [45]，当传

关研究 [49]，结合 SPIV 的测试方案，利用 RANS 数值模

感器采样率足够高，达到截止频率 10 倍以上时，可认

拟方法计算了试验模型的内部流场，获得 AIP 速度

图 31 探头直径的影响

为数据在频率通带中失真极小 。

场，利用计算的速度场，基于泊松方程和动量方程进

2.2.2

行稳态和瞬态压力场的重构，从而计算畸变指标 DC

[40]

PIV 测试方案
PIV 是目前在流场测量中较为常用的非接触测

（60）、CDI 和 RDI 等，最后将重构的压力场与数值模

试方法，其测量的基本原理如图 33 所示。通过对成像

拟直接获得的压力场进行对比，同时将上述 2 种压力

记录系统摄取的粒子图像进行

场计算的畸变指标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泊

加入示踪粒子
的被测流场

激光器

松方程或动量方程重构的压力场云图和数值模拟获

自相关或互相关处理得到流场
中的 2 维速度矢量。PIV 实现了
对流场的无扰动测量，突破了
探针、热线和 LDV 等测量技术
单点测量的局限性。

数据采集

CCD 相机
数据后处理
第1帧
第2帧

I 时刻相关分析判断位移

图 33

t+dt 时刻

速度
V（0）

PIV 原理

随着 PIV 在叶轮机械测试领域的推广，国内外研
究人员开展了进气总压畸变试验应用研究

。经过

[79-81]

得的压力场云图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对于畸变指标的
稳态计算结果，重构方法与数值模拟结果相比误差在
10%以内。对于畸变指标的瞬态计算结果，其中 DC
（60）受压力重构的影响较大，误差大于 10%。
除了压力重构造成的误差，在 PIV 测试过程中，
误差还来源于较大的速度梯度[50]、粒子播散不均匀 [33]、

多年的发展，PIV 技术逐渐从 2 维测量（PIV）发展到

粒子跟随性差[33]、图像中粒子密度和直径过小 [52]、光污

了 3 维测量（Stereoscopic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

染以及窗口拼接等 [51，82]。

SPIV），SPIV 的基本原理与 PIV 类似，但需要 2 个相

较大的速度梯度主要产生于激波、涡流或者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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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内，会导致拍摄的粒子图像变形、粒子对丢失以及

斑或背景光过强等现象，造成粒子图像不匹配，部分

边界层粒子浓度低等问题。对于粒子图像变形的问

区域速度矢量计算错误。当 PIV 离发动机进口较近

题，国外有 BOS 方法 、多重网格迭代分析方法 等

时，测试结果有一定程度的失真，如图 37 所示 [33]。根

修正方法。由于涡流的存在，可能导致粒子在相邻 2

据图 34、37 中的测试方案可见，由于激光面尺寸限制

帧拍摄图片中丢失，导致粒子图像不匹配，产生错误

以及光路遮挡等原因，导致视窗无法覆盖整个 AIP，

的速度矢量 。对于边界层内的流动，由于流动速度

这时可以采用视窗拼接的方案，如果采用不同平面采

较慢，速度梯度较大，导致粒子浓度非常低，对于 PIV

集 方 案 ， 可 能 导 致 拼 接 时 视 窗 之 间 出 现 断 层 [53]。

来说，很难捕捉到边界层内部的流动结构[33]。

Michael A. Nelson 通过固定视窗、旋转畸变发生器的

[50]

[52]

[52]

粒子作为 PIV 测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能

方法解决了上述问题，但是不同视窗的结果是在不同

够获得 AIP 准确的速度场，需要保证截面内粒子分布

时间段采集的，视窗拼接的方案只能分析整个测试截

均匀和跟随性良好，研究人员关于粒子的播撒技术开

面的稳态结果，无法分析整个截面的瞬态结果，如果

展过相关研究

。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 Michael A.

需要分析瞬态场，
目前可以通过缩比试验开展高频 PIV

Nelson 进行了很多尝试，如图 36 所示。A 方案采用夹

测试技术研究。Pavlos K. Zachos、
Grant McLelland 等开

[33，
83]

角为 11.5毅的 3 根带孔的细钢管，安装在台架进口，均
匀喷洒在 45毅区域内；B 方案采用在离进口 2.3～3.6 m
位置处放置 L 型喷嘴；D 方案采用在离进口 3.6 m 位

展了 S 型进气道的缩比试验，利用采样率为 1 kHz 的
SPIV 系统获得进气道出口截面的瞬态速度场[6，47]，并利
用统计方法进行了分析。

置处放置 A 方案中的 3 根细管；E 方案采用在进口正

各位置轴向速度 / 面平均轴向速度（90 m/s）
30毅

前方并远离进口，放置 1 根 PVC 管喷洒粒子；F 方案

120

60

150

采用在进口前端地面安装喷头，发动机利用地面涡吸

30
0

180

入粒子；G 方案采用在进口同截面上方安装粒子喷洒

330

210

装置。通过对比，前几种方案对进口流场产生干扰，地
面涡吸入粒子导致拍摄区粒子分布不均匀，因此采用

90

240

270

300

1.10
1.05
1.00
0.95
0.90
0.85
0.80
0.75

图 37 离进口较近时，PIV 测试方案及测试结果

G 方案 [33]。对于粒子跟随性问题，需要保证生成的粒
子粒径均匀，大小维持在 1 滋m 左右 [83]。关于粒子图像
密度和粒子图像大小进行了详细介绍，对于在每个
32×32 像素的询问窗口中包含大约 10～15 个粒子；
对于 64×64 像素的询问窗口，粒子分辨率为 2.5 个
像素是最佳的；对于 16×16 像素的询问窗口，最佳粒
子分辨率约为 2 个像素 [84]，当粒子分辨率小于 2 个像
素时，峰值效应变得严重，影响测试精度 [52]。

3 进气总压畸变测试方案实例
结合国内外已开展的部分进气总压畸变试验结
果，列举了不同试验中的畸变发生器类型、畸变发生
器安装位置、AIP 选取位置和测试方案以及其他截面
测试方案。具体见表 1。

4 总结
本文结合国内外关于航空发动机进气总压畸变
的相关研究，主要总结了试验中所涉及的畸变发生器
类型和安装位置、AIP 选取位置和总压测试方案以及
其他截面测试方案等。
（1）飞机对机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导致发动机
进口总压的不均匀性、脉动性越来越严重，在地面模
拟试验中，为了模拟发动机进口实时变化的畸变状
态，传统的畸变筛、模拟板等稳态畸变发生装置已无

图 36 粒子喷洒方案

法满足当前进气总压畸变研究的需求。欧美等国家通

PIV 测试中，当激光打在壁面上或者测试截面离

过研制的离散频率型 / 射流型 / 分裂翼型 / 多元件组

壁面过近时，由于壁面反光导致采集的图像中出现光

合型畸变发生器已经实现了畸变流场实时可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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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外关于进气总压畸变研究的测试方案（续）

通过引进俄罗斯的进气总压畸变评估方法，采用高度

只是开展了准稳态畸变流场模拟，插板式畸变发生器

可调的插板式畸变发生器模拟进口畸变流场，虽然实

能否适用于畸变流场实时变化的情况需要开展相应

现了不用停机也可调整进气畸变流场，但大部分试验

的研究。此外，插板式畸变发生器无法精确模拟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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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进口的畸变图谱，并且产生的畸变流场稳 / 动

直接获得压力场进行稳定性评估，所以需要结合泊松

态畸变指数比例接近 1∶1，无法适用于有畸变图谱

方程或动量方程进行压力场的重构，但是需要考虑重

需求以及发动机进口稳 / 动态畸变指数偏离 1∶1 比

构误差是否在可接受范围之内。除了重构误差之外，

例的相关研究，因此亟需研制新型畸变发生器，并开

采用 PIV 进行稳态流场测试时还需要考虑较大的速

展满足新型畸变发生器设计要求的风洞试验以及功

度梯度、粒子播散不均匀、粒子跟随性差、图像中粒子

能性验证的压气机 / 整机地面模拟试验。

密度小、图像中粒子直径过小、光污染以及窗口拼接

（2）畸变发生器的位置对于发动机稳定性影响较

等因素带来的误差。当采用 PIV 进行瞬态流场测试时，

大。欧美等国家通常选取发动机进口上游 1～2 倍进

除了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需要进行缩比模型试验以

口管道直径位置安装畸变发生器，国内大部分研究将

及采用高频 PIV 测试系统，采样频率最低为 1 kHz。

畸变发生器位置选取在发动机进口 /AIP 上游 3 倍左
右管道直径处，但是畸变发生器不同、进口马赫数不
同都会影响发动机进口的畸变流场，因此在畸变发生
器位置选择时，需要考虑其类型、数值模拟的结果、畸
变指数的要求以及概率密度曲线的分析结果等综合
因素。
（3）AIP 靠近压缩系统 / 发动机进口，是总压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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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种民用涡轴发动机吸冰适航符合性试验方法
陈

岭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株洲 412002）

摘要：为了验证涡轴发动机对《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CCAR-33R2 条款要求的适用性，根据飞行实践中形成的不同冰型，选定明
冰作为被吸物。设计带有分离层的冰模来降低冰分离的难度，并提高冰的质量；反复测量制冰温降曲线，利用其特点制作出符合要
求的试验用冰。设计投冰系统并根据调试情况进行优化设计，确保其满足试验符合性要求。结果表明：在试验过程中参数正常，
发动
机未出现熄火、喘振及发生不可接受的损伤；验证了某发动机满足适航符合性要求。
关键词：适航；吸冰试验；冰块；符合性；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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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st Method for Airworthiness Conformance of Ice Ingestion of Civil Turboshaft Engine
CHEN Ling
渊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袁Zhuzhou Hunan 412002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verify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turboshaft engin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CAR -33R2 provisions of the

A irworthiness Regulations for A eroengine 袁 the bright ice was selected as the sucked object based on the different ice types formed in flight.
The ice mold with separation layer was designed to reduce the difficulty of ice separ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ce. The temperature

drop curve of ice making was measured repeatedly袁 and the test ice was made according to its characteristics.The ice-spraying system was
designed and optimized according to the debugging conditions to ensure that it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test con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rameters are normal during the test袁and the engine has no flameout袁 surge and unacceptable damage. It is verified that the
engine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airworthiness conformance.

Key words: airworthiness曰ice ingestion test曰ice block曰conformance曰aeroengine

0 引言

的吸冰数值模拟软件，包括 NASA 的 LEWICE 软件、

航空发动机吸入其进气部位结冰后脱落的冰块，

意大利的 CIR-AMIL 软件、 加拿大的 FENSAP-ICE

可能引起功率损失、喘振、熄火、停车等问题。在

软件，并在实际工程中应用。开展数值模拟的同时，

CCAR 33.77 中对民用航空发动机吸冰提出了要求，

NASA 利用冰风洞试验技术来模拟真实的飞行环境，

其根本目的是对航空发动机在预期自然吸冰条件下

进行了大量的结冰、吸冰试验 [5-7]。中国对发动机吸冰、

进行强度验证，即验证其不会对发动机叶片的正常工

结冰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多为发动机结冰研究。李

作产生不利影响

[1-2]

。

静 [4]通过分析不同转速对水收集系数以及结冰的影响，

西方航空发达国家针对航空发动机吸冰问题开
[3]

进行某型发动机旋转帽罩的 3 维结冰数值模拟和试

展了长期的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 ，从 20 世纪 50 年

验研究；申晓斌等 [8]开展对发动机进气道短舱前缘结

代即开始对冰块撞击叶片的角度和撞击位置进行数

冰 3 维模拟研究；杨军等 [9]对发动机进口支板结冰和

值模拟，在冰块撞击特性的分析、热载荷计算、冰形模

防冰试验进行了研究。在公开文献中，吸冰符合性研

[4]

拟等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开发了一批相对成熟

究较少，只有曾海军 [10]对发动机风扇叶片结冰、吸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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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航符合性设计与验证方法进行了研究。随着中国航

网格尺寸比发动机进气网罩的网格尺寸略小。冰模考

空工业的发展，在航空技术研究领域投入的人力、物

虑了由水制成冰过程中的物理特性后通过 3D 打印

力和财力不断增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而成。

等高校均开展了结冰风洞试验技术、防冰系统设计等
方面的研究，
并取得了一些成果[11-15]。

由于水变为冰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黏结性，导致
脱模困难、棱角易破损等，在设计时加入超疏水分离

本文对试验用冰、投冰系统及试验程序和结果的

层，分离层即为构造超疏水表面，通过改变疏水材料

符合性开展研究，介绍了 1 种民用涡轴发动机吸冰适

表面的微观结构实现改造表面粗糙度，达到疏水的目

航符合性试验方法。

的。分离层的超疏水性越好，水滴在分离层表面上越

1 试验用冰的符合性

接近球形，水滴的接触面积也越小，越易从分离层表面

1.1

1.3

滑落。分离层降低了冰分离的难度，提高了冰的质量。

冰的分类
在飞行实践中，当所遇到的结冰飞行条件和气象

条件不同时，就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结冰。各类冰的典
型特征如下：
（1）毛冰。毛冰是在过冷水滴接触飞机表面还没
来得及扩散就完全凝结而成，通常形成于气温相对较
低、飞行速度较慢的条件下，水滴尺寸较小、形成过程
非常快。毛冰的形状比较规则，颜色呈灰乳白色、表面
很粗糙、结构疏松、附着力较差，对发动机产生不可接
受的影响概率较小。
（2）明冰。明冰一般在温度较高、水滴尺寸较大、
液态水质量分数较大、飞行速度较快条件下形成。明
冰颜色透明，质地也比其他类型的冰更硬，冰型很不
规则，与表面的结合更牢固、不宜剥落，还会改变结冰
部件的形状。明冰是所有类型结冰中危害最大的。
（3）混合冰。混合冰的形成速度快、比较厚、表面
粗糙、形状不规则、表面冻结牢固。混合冰对进气机匣
外形会造成较大的改变，也很难脱落，一旦脱落，则会
对发动机产生很严重的破坏，其危害略小于明冰。
因此，为了在更加严酷的条件下考核发动机吸冰产生
的影响，本文选择明冰作为吸入物进行试验。
1.2

通过分析结冰试验数据确定本次用冰厚度；为更
严酷考核发动机，需尽量
保持冰块轮廓，结合进气

制冰在恒定的环境温度下进行，在制冰过程中蒸
馏水以一定速率持续冷却降温至相变平衡温度，当继
续冷却降温打破相变平衡温度后持续形成冰[16]。由于
测量精度所限，本文以 20 ℃降至 -4 ℃为例，多次测
量制冰温降数据，各测点取平均值后绘制曲线，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水温约以 0.21℃/min 降低，在
-3℃附近温降速率开始减缓，每单位温度所需温降时
间变长。参考国军标 [17]相关规定，本次试验制冰先在
-18℃的环境温度下放置 48 h 后，再在 -6℃的环境
温度下放置 24 h。文献[4]

15

中“水滴直径对冰形有决

10

定作用；随着液态水含量

5

增加冰霜均转变为明冰”。

0

冰模制冰具有大水滴直
径、液态水含量高等特点，
因此制作的冰即为明冰。

20

40

60

80

100 120

t/min

图 2 制冰温降

试验前在常温（日间气温为 6～8℃）条件下开展
调试：将冰块放置在漏斗中（漏斗有保温层）20 min 后
观察无水滴，冰块棱角清晰未融化，质量、温度经测量

2 投冰系统的符合性
2.1

分离层

-5
0

均满足适航条款要求。

冰模设计

底盒

冰块制作

冰格

投冰装置的符合性
该型发动机手册规定：在任何功率状态下，直升

网罩的网格间距，选择正

机进气道都不能在瞬间释放超过 50 g 的冰。若试验

方体为试验用冰形；综合

时吸冰 50 g，发动机未引发功率损失、喘振、熄火、停

上述条件设计冰模，其由

车等问题，则满足 CCAR33.77 条款。

底盒、分离层、及 4 块冰格
组成，如图 1 所示。

图 1 试验用冰模

为让冰块顺利通过发动机进气网罩的网格，冰模

投冰装置主要由漏斗、远程控制器、闸门、及进气
网罩组成。试验前需对投冰装置进行调试。在静态条
件下投冰，约有 22%的冰溅落在网罩外；在发动机最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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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续状态下投冰，约有 5.7%的冰溅落在网罩外。上
述结果表明：在发动机工
漏斗

作时气流对冰的轨迹有一
定影响，但不能确保冰全

闸门

部吸入发动机，因此吸冰
符合性试验失败后，对投

1.1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NXNPT
NXNH

开启投冰
2400 2600 2800 3000 3200 3400 3600
时间 t/s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图 5 试验转速

冰装置进气网罩进行优化
设计，优化后的投冰装置

图 3 投冰装置及网罩

结构如图 3 所示。

进气网罩增加防护网后可使投入的冰块全部吸

T45M
W TRQSD

开启投冰
2400 2600 2800 3000 3200 3400 3600
时间 t/s

图 6 试验扭矩及温度

冰试验规定范围内；发动

8

机未发生熄火、喘振及不

6

可接受的损伤。

4

VGSE2

7
5

入发动机。在试验时防护网对进气流场形成局部畸

33.77 条 款 要 求 试 验

3

变，增加了试验的风险和难度，但不影响试验结果，可

条件为 -4 ℃，而实际试验

1

2
0

开启投冰

满足适航条款要求。

条件为 6 ℃，由于吸冰试

2.2

验主要考核发动机吸入冰 图 7 燃气发生器振动总量

投冰速度的符合性
在飞行中发动机吸冰时，冰块进入发动机的瞬间

速度为

2400 2600 2800 3000 3200 3400 3600
时间 t/s

块后压气机部件是否有损伤，试验后的功率降低了
0.14%满足要求，而功率均是在换算到海平面标准大

v ln =v e +v lce

（1）

式中：v lce 为冰块飞行速度；v e 为发动机飞行速度。

气温度、压力条件下进行对比，因此发动机功率检查
与环境温度无关。发动机在最大连续状态下运行时，

在一般情况下，冰块脱落后作垂直运动。由于飞

压气机出口温度接近 400 ℃，在进入燃烧室之前，冰

行器为水平高速飞行，相对飞行器的水平速度为 0，

块经过双级离心叶轮的撞击已经气化，对燃烧室的工

冰块自身的下落速度可以忽略不计。在试验时，因发

作状态和发动机熄火特性没有影响。在发动机最大连

动机固定不动，冰块在发动机正上方投入进气网罩

续状态下运行时的喘振裕度差异很小，发动机有足够

内，冰块的水平速度相对发动机的速度为 0，垂直速

的喘振裕度；同时进口空气流量差异很小，冰块在发

度可忽略。因此在试验时吸冰速度能模拟飞行时被吸

动机进口被吸入的速度基本没有差异。因此不管是在

入发动机进气道的冰块速度。

-4 ℃还是 6 ℃条件下进行试验，对试验的符合性无
影响 [2，15]。本次试验满足适航 33.77 条款相关要求。

3 试验程序及结果的符合性
3.1

4 结论

试验程序
为验证发动机是在最

气象条件的不同，总结了各类冰的典型特征，并选定

大巡航功率下正面积聚最

最大连续

多数量的冰，试验在发动
机最大连续状态稳定后投
入全部 50 g 冰。完整的试
验程序如图 4 所示。
3.2

本文根据飞行实践中所遇到的飞行条件和结冰

状态

明冰作为试验被吸物，探索满足符合性要求的制冰模
具及制冰方法。得到以下结论：

慢车
投冰
t

O

图 4 试验程序

试验结果

（1）采用冰模分离层降低了冰分离的难度，提高
了冰的质量；冰块棱角清晰未融化，其质量、温度测量
值均满足适航条款要求。

发动机在投 冰后 52 s 内 吸 入 全 部 投 入的 50 g

（2）通过静态调试投冰装置，进行发动机吸冰试

冰。在试验过程中对发动机燃气发生器转速 NXNH、动

验验证：无防护网的进气网罩会导致符合性试验失

力涡轮转速 NXNPT、振动、涡轮进口温度 T45M 及扭矩

败；对进气网罩优化设计后，可使投入的冰块全部吸

W TRQSD 进行测量，将试验数据整理，如图 5～7 所示。

入发动机内，保证了试验的有效性。

从图 5～7 中可见，在吸冰过程中，发动机转速、
温度、振动及扭矩均未明显波动，各参数峰值均在吸

（3）在试验过程中发动机未出现熄火、喘振及不
可接受的损伤。试验温差对符合性的影响分析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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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试验符合 33.77 条款要求。
本次试验中由于国内技术尚不支持疏水材料 3D
打印，未能进一步降低冰块脱模难度。同时，据查阅，

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2002，28（3）：362-365.（in Chinese）
[10] 曾海军. 民用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适航符合性设计与验证方法研
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5.
ZENG Haijun. Research on airworthiness conformance design and

中国无相关文献论述冰块与叶片撞击有限元分析情

verification method for fan blades of civil aviation engine [D]. Nan-

况，因此本文缺少计算与试验对比结果，有待进一步

j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2015. （in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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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轴向变形的锥形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研究
王海舟，杨

雷，杨昌祺，卢

序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某型发动机高压压气机Ⅰ级盘采用锥形结构，在装配预紧力和离心载荷的作用下产生轴向变形。为了考核该轮盘的低
循环疲劳寿命，在传统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了 1 种考虑轴向变形条件的锥形轮盘低循环疲劳寿命试验方法。
针对轮盘结构与装配要求，计算分析工作状态下的轴向变形，优化设计了能够有效考核轮盘关键部位寿命的试验件、陪试件及试验
工装，对比试验件在整机与试验器状态的应力水平，并在卧式旋转试验器上完成了试验件的低循环疲劳试验。试验结果表明：采用
该方法可对高压Ⅰ级盘安全循环寿命进行有效考核。
关键词：锥形轮盘；轴向变形；低循环疲劳寿命；高压Ⅰ级盘；试验装置；试验方法；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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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ow Cycle Fatigue Test of Taper Disc Considering Axial Deflection
WANG Hai-zhou袁YANG Lei袁YANG Chang-qi袁LU Xu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The 1st stage disc of High Pressure Compressor (HPC) of a certain type of engine had taper disc configuration 袁which

provided axial deflection under the action of assembly preload and centrifugal load. In order to check the low cycle fatigue life of the disc 袁a
low cycle fatigue life test method of taper disc considering axial deflection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low cycle fatigue test

technique.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e of disc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assembly 袁the axial deflection in working condition was calculated and
analyzed袁and the test pieces袁accompanying test pieces and test tools which could effectively check the life of the key parts of disc were

optimized and designed. The stress level of the test piece in the engine and the test rig was compared 袁and the low cycle fatigue test of the
test pieces was completed on the horizontal rotary test ri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afe cycle life of the 1st stage disc of HPC is effectively
evaluated by this method.

Key words: taper disc曰axial deflection曰low cycle fatigue life曰the 1st stage disc of HPC曰test rig曰test method曰aeroengine

0 引言

研究工作，在轮盘低循环疲劳寿命预测方法[7-8]的基础

轮盘作为航空发动机的关键结构件之一，承载着

上，通过完善总应变寿命方程中参数的确定方法 [9]并

复杂交变载荷的作用，一旦破裂失效将会对飞机的安

考虑应力梯度和尺寸效应对寿命的影响 [10]，最终建立

全性和可靠性带来严重威胁。其中低循环疲劳破坏是

了 1 套轮盘疲劳寿命评估流程，并在以涡轮转子为模

最主要的失效模式

[1-2]

，各航空大国均在发动机设计规

型的实例中分析了寿命评估流程的实施过程 [11]。显

范中明确了关键件安全循环寿命设计的要求，并按照

然，开展轮盘的低循环疲劳试验是评定其寿命最直

关键件的定寿方法开展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3-4]。

接、最可靠的方法。从最初开展单级涡轮盘低循环疲

国外，有关轮盘低循环疲劳寿命按常规方法和断

劳试验 [12]，到模拟扭矩载荷作用的涡轮盘低循环疲劳

裂力学方法同时进行寿命分析 [5-6]，按常规方法分析得

寿命试验 [13]，再到采用高压 2 级涡轮盘联合低循环疲

到寿命 晕１，按断裂力学方法分析得到寿命 晕２，取二

劳寿命试验 [14]，都证明试验技术在沿着模拟发动机工

者中的低值作为轮盘的寿命值。中国也开展了大量的

作最真实状态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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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王海舟（1988），
男，
硕士，
工程师，
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转子强度试验工作；
E-mail：
397890290@qq.com。
引用格式：

83

王海舟等：考虑轴向变形的锥形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研究

第6期

高压压气机轮盘级数多，若采用整个多级轮盘转子按
发动机真实装配状态进行试验，较难模拟真实的温度

（内孔处） 与另外 10 级轮
盘间能平滑过渡连接。

状况。因此，本试验以压气机轮盘为研究对象，选择强

在高压压气机转子装

度储备最低的第 1 级轮盘进行单盘试验，试验结果所

配时，先将中间 2 级轮盘

得的寿命可应用于其他级轮盘。某型发动机高压压气

与 转 子轴 安 装 在 一 起 ，然

机Ⅰ级盘采用锥形结构设计，在 1 个寿命循环过程

后由内向外逐级推入压气

中，在装配预紧力和离心力的共同作用下，轮盘会产

机轮盘，为使整个转子轴

生轴向变形。在中国，采用单盘进行试验时，只施加离

向定位，约需 3×105 N 的

心载荷，导致锥形轮盘轴向变形不足或过大，难以真

力分别压紧Ⅰ级盘和Ⅺ级

实地模拟发动机工作状态时考核部位的应力情况，影

盘的盘心端面，在压紧力作用下使用约 2000 N·m 的

响应力分布的边界条件约束、变形等，从而使轮盘的

力矩拧紧转子轴两端的螺母，使之成为整体。

定寿工作产生较大的误差。刘大成等 提出采用油缸

2 锥形轮盘轴向变形分析

[15]

式旋转试验器进行高压压气机Ⅹ级盘试验的方案，通
过调整油腔中油的体积实现轴向力的变化，完成了对
压气机Ⅹ级盘的疲劳寿命试验。但在试验过程中需严

2.1

图 2 锥形结构轮盘

装配时的轴向变形要求
按照高压压气机转子的装配要求，在装配前测量

格控制油量的精度，且需反复拆装试验组件，对此产

自由状态下Ⅰ级盘盘缘与盘心端面间相对尺寸 T1。在

生的较大平衡问题难以解决。

转子装配后，在盘心压紧力及盘缘中介环的共同作用

本文基于传统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技术，提出了

下，
Ⅰ级盘外缘端面与盘心

考虑轴向变形的锥形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技术，并在

端面间相对尺寸增大，通过

卧式旋转试验器上完成试验件的低循环疲劳试验。

调整盘心压紧力、压紧螺母

MX

的拧紧力矩及转接短管的

1 锥形轮盘结构
早期的压气机转子多级轮盘间采用长螺栓连接，
在各级轮盘辐板上加工螺栓孔，导致轮盘的承载能力
降低，使用寿命缩短；改进后的压气机为无螺栓转子

装配状态

自由状态

轴向长度，保证装配完成后

T1'

盘缘端面与盘心端面相对

T1

尺寸 T1忆较 T1 的变形量 ΔS

MN

在 +0.55 ～+0.80 mm 范 围

结构，避免了螺栓孔处应力过于集中萌生裂纹而影响

内，在装配时Ⅰ级盘轴向

使用寿命 [16]，某典型发动机高压压气机转子结构如图

变形趋势如图 3 所示。

1 所示。

2.2

图 3 在装配时轴向
变形趋势

在工作状态下的轴向变形趋势
MX

在工作状态下，Ⅰ级
中介环

间隔套

工作叶片

盘受装配预紧力、离心力
Ⅺ级盘

Ⅰ级盘

共同作用，由于轮盘为锥

MN
装配状态

形结构，盘缘向后变形压
螺母

压紧螺母

工作状态
T1"

缩后 10 级盘缘与中介环，
盘心向前变形拉伸转子

T1'

MX

轴，在工作状态下玉级盘
图 1 高压压气机转子结构

该高压压气机转子共 11 级轮盘，采用前后螺母
压紧的方式固定于高压压气机转子轴上，其中Ⅰ级盘

T1" 尺寸较 T1忆变化趋势如
图 4 所示。
2.3

图 4 在工作状态下轴向
变形趋势

在工作状态下的轴向变形定量分析

为锥形结构（如图 2 所示），中心孔带有套齿，既可通

建立高压压气机转子 2 维有限元模型，如图 5 所

过转子轴传递扭矩，又能适当改善前端压紧螺母的受

示。通过 ANSYS 软件模拟Ⅰ级盘在装配预紧力下的

力情况。Ⅰ级盘后端通过中介环（外缘处）和转接短管

变形条件，分别调整固定螺母过盈量、间隔套尺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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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量 ΔS=+0.79 mm。在装配状态下，对高压压气机

示依次向前安装锥盘、Ⅰ级中介环、转接短管、Ⅰ级

转子施加离心载荷、温度载荷，获得在工作状态下Ⅰ

盘、测试环和压紧螺母，在施加压紧力和 T 形凸台的

级盘的轴向变形，如图 6 所示。通过分析表明，在工作

共同作用下，保证Ⅰ级盘在装配状态下的轴向变形。

状态下Ⅰ级盘 T1" 较在装配状态下 T1忆变化量 ΔS忆在
-0.85～-0.90 mm 范围内。

为此设计了 1 级挡盘和后端螺母来控制锥盘盘缘在
工作中的轴向变形量，在装配时选择适当尺寸的调整

2.09
2.034

2.056
2.024

（4）在工作状态下Ⅰ级盘盘缘向后变形（图 4），

垫圈并拧紧后端螺母，使压紧后Ⅱ级中介环和挡盘之
间保留一定间隙；在工作状态下，Ⅰ级盘和锥盘的盘

1.989

1.822

1.893

1.964

缘在离心力作用下向后变形，直到被挡盘挡住，利用
1.906
1.914
变形分量 /mm
2.036

2.107

图 5 高压压气机转子 2 维

图 6 在工作条件下Ⅰ级盘

有限元模型

轴向变形量

3 试验方案
3.1

位移传感器测量Ⅰ级盘的轴向变形量，若不满足要
求，则停车后下台分解 T 形凸台后端螺母与挡盘，维
持Ⅰ级盘的装配状态，通过调整垫圈的轴向尺寸来控
制Ⅰ级盘工作状态下的变形量。
（5）为降低试验成本、减小高速旋转时叶片的鼓
风影响，采用配重块替代真实叶片进行试验。

设计思路
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的主要目的是用试验件准

3.2

测试方案

确地模拟实际发动机轮盘危险部位应力应变的循环

在Ⅰ级盘的盘缘和盘心的前端分别安装位移传

过程。鉴于试验器的能力和试验成本，对高压压气机

感器，用于实时监测Ⅰ级盘的轴向变形。考虑在Ⅰ级

Ⅰ级盘在专门设计的陪试件配合下进行单盘试验。锥

盘盘心处安装压紧螺母，因径向空间不满足位移传感

形结构的轮盘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产生轴向变形，同时

器测量范围要求，为此设

受到其他级轮盘的影响，变形情况及应力状态难以有

计了与Ⅰ级盘材质相同的

效模拟。为考虑Ⅰ级轮盘所受主要载荷，有效考核轮

测试环，在工作状态下测

盘寿命关键考核部位，设计试验方案（如图 7 所示），

量测试环与盘缘处的相对

包括如下内容：

轴向位移来反映 ΔS忆的变

Ⅰ级
测试环 配重块 中介环 锥盘
垫圈
螺母
挡盘
压紧螺母
Ⅱ级中介环
Ⅰ级盘 转接短管

3.3.1

试验轴

测试环
压紧螺母

化。测试方案如图 8 所示。
3.3

Ⅰ级盘

位移传感器

图 8 测试方案

有效性分析
在工作状态下应力分析
采 用 有 限 元 计 算 软 件 ANSYS 建 立 2 维 模 型

（图 5）。通过调整转接短管的轴向尺寸和Ⅰ级盘左侧
图 7 试验方案

（1）考虑试验在卧式转子试验器上进行，设计双
支点试验轴模拟发动机轴，通过套齿对Ⅰ级盘传扭，

压紧螺母的过盈量来满足装配条件，再对轮盘施加离
心载荷、温度载荷，得到整机工作状态下高压Ⅰ级盘
的应力分布，如图 9 所示。在工作状态下Ⅰ级盘平均
应力较低，局部存在应力较高的情况，集中出现在槽

为尽可能模拟Ⅰ级盘的边界条件，保留了Ⅰ级盘前端
的压紧螺母和后端的中介环及转接短管。
（2）为模拟装配状态变形条件，设计了锥盘模拟
高压压气机后 10 级轮盘的刚性，锥盘前端分别通过
Ⅰ级中介环和转接短管与Ⅰ级盘相连，盘心后端设计
梯台结构与转子轴上的 T 型凸台配合。
（3）轴上的 T 型凸台设计对转子起到轴向和径向
双定位的作用。装配时以 T 形凸台为基准，如图 7 所

应力 /MPa

应力 /MPa

-75.011 101.282 277.634 453.986 630.338
-20.277 123.226 266.728 410.23 553.733
13.105 189.458 365.81 542.162 718.514
51.475 194.977 338.479 481.982

（a）径向应力分布
（b）周向应力分布
图 9 整机状态下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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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销钉孔和腹板排气侧与轮缘转接圆角处 （脖颈部

并按照图 12 所示的试验调

位），确定为考核部位。

试流程对Ⅰ级盘工作状态

建立试验方案的有限元模型，当满足装配条件

增速 器

试验件
两 用 双 支 点 前 单支 点

位移传感器
后单支点

下的轴向变形进行调试。

后，对轮盘施加离心载荷，得到试验工作状态下高压
Ⅰ级盘的应力分布，如图 10 所示。

真空 箱
电机

经过多次更换不同轴

图 11 试验装置

向尺寸的垫圈，保证了Ⅰ
级盘在规定的转速下满足
工 作 状 态 的 变 形 要 求 ，然
后进行正式试验。试验转
速下限为 500 r/min，上限
为 11970 r/min；上升时间

应力 /MPa

应力 /MPa

-94.736 83.461 261.658 439.854 618.051 -56.85 85.445 227.74 370.035 512.33
-5.637
172.559 350.756 528.953
14.297 156.592 298.887 441.182

图 10 试验状态下应力分布

3.3.2

由 于 试验 器 控 制原 因 ，需
要载荷稳定使得材料变形

（b）周向应力分布

（a）径向应力分布

为 20 s，下降时间为 17 s，

充分，确定上、下限转速各

考核部位载荷系数确定

保载时间为 2 s，试验全程

为验证试验设计方案的有效性，对比试验件考核

对盘缘、盘心的端面轴向

部位分别在整机与试验状态下的应力结果，需要确定

位移变化进行监控并记录。

载荷系数（试验器系数）

4.2

琢= 滓r 滓bst
滓st 滓br

最大应力；滓bst 为整机温度下材料的强度极限；滓br 为

试验温度下材料的强度极限；滓r /滓st 为应力比；滓bst /滓br

试验结果
选取试验各阶段上限转速对应Ⅰ级盘轴向变形，

（1）

式中：滓r 为试验状态下最大应力；滓st 为整机状态下的

结果记录见表 2。试验结果表明，Ⅰ级盘到达上限转
速要求的轴向变形 ΔS忆均在 -0.85～-0.90 mm 范围
内，试验方案可行且结果有效。
表 2 Ⅰ级盘轴向变形结果

为考虑温度差异对应力比值的修正。
根据式（1）确定考核部位的载荷系数，结果见表1。

图 12 试验调试流程

序号

上限转速 /

盘缘修正后

盘心修正后

变形量 /

(r/min)

位移 /mm

位移 /mm

mm

从表中可见在工作状态下载荷系数符合试验方案的

1

11980

-0.683

0.187

-0.870

设计要求 [17]，该试验方案能模拟Ⅰ级盘在整机状态下

2

11972

-0.669

0.195

-0.864

3

11974

-0.665

0.199

-0.864

4

11971

-0.664

0.205

-0.869

5

11970

-0.654

0.206

-0.860

6

11976

-0.660

0.204

-0.864

7

11975

-0.637

0.232

-0.869

8

11977

-0.614

0.259

-0.873

9

11975

-0.686

0.193

-0.879

10

11981

-0.676

0.200

-0.876

的应力水平。
表 1 考核部位的载荷系数
峰值应力 /MPa
考核
部位

整机

试验

温度 /℃
整机

试验

载荷
系数

条件

条件

条件

条件

销钉孔周向

315

349

110

20

1.05

脖颈径向

719

771

97

20

1.02

4 锥形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
4.1

试验过程
为满足试验件在工作状态下的变形条件，试验前

需进行调试。将平衡后的Ⅰ级盘试验组件以简支的形

在试验前进行目视检查，在试验过程中使用振动
传感器对试验器状态进行监测，经验表明振动变化能
有效监测轮盘裂纹产生，经过 3 个阶段下台荧光着色
检查，共完成 9240 次标准循环，在检查中未发现试验
件尺寸变化和裂纹出现。
按照上述方法对轮盘进行延寿试验，每隔 500 次

式安装在卧式旋转试验器真空箱内的 2 个单支点上，

循环后，使用孔探仪对轮盘进行无损检测，当轮盘出

通过联轴节与设备的传动双支点相连，如图 11 所示。

现长裂纹或轮盘破裂时，停止试验，根据完成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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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数来确定轮盘寿命。

5 结论
（1）提出了 1 种模拟锥形轮盘轴向变形的低循环
疲劳寿命试验方法，试验结果验证了采用该方法可使
该轮盘试验转子在旋转试验器上进行有效考核；
（2）锥盘和轴上 T 型凸台的设计在保证Ⅰ级盘装
配状态的同时，避免了在工作状态下试验件调试反复
拆装，提高了效率；
（3）对挡盘和调整垫圈轴向尺寸的设计，有效解
决了轮盘在工作状态下轴向变形控制难题；
（4）高压Ⅰ级盘的安全循环寿命通过了试验考核，
通过该试验方法结合裂纹监测等方法可持续进行轮
盘延寿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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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6 合金涡轮叶片裂纹失效分析
刘

欢，张开阔，佟文伟，李艳明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确定 DD6 合金涡轮叶片在工作过程中叶身排气窗处产生的裂纹的性质和产生原因，对裂纹叶片进行了外观检查、
断口分析、成分分析和组织分析。结果表明：DD6 合金涡轮叶片裂纹是叶片排气窗间隔墙内腔转接部位再结晶引起的疲劳开裂，再
结晶晶粒产生于叶片生产过程中固溶处理之后；叶片其他排气窗间隔墙内腔表面存在小裂纹，是在叶片生产过程的再结晶检测工
序中腐蚀液流进内腔侵蚀再结晶晶粒边界所致；并通过模拟试验再现了再结晶晶粒和小裂纹的产生。提出了增加叶片内腔再结晶
检测控制、改进叶片排气窗结构或铸造工艺的建议。
关键词：失效分析；涡轮叶片；
镍基单晶高温合金；DD6；再结晶；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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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ck Failure Analysis of Turbine Blade of DD6 Alloy
LIU Huan袁ZHANG Kai-kuo袁TONG Wen-wei袁LI Yan-ming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properties and causes of crack occurred on trailing edge of turbine blade of DD6 alloy 袁the

appearance inspection袁fracture analysis袁composition analysis and microstructure analysis of the cracked blades we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
show that the crack of the turbine blade of DD6 alloy is fatigue cracking caused by recrystallization at the boundaries of the blade trailing

edge partition wall袁and the recrystallized grain is produced after the solid solution treatment during the blade production. There are small

cracks on the inner surface of the other trailing edge partition wall of the blade 袁which is caused by the erosion of the recrystallized grain

boundary by the flow of corrosion liquid into the inner cavity during the recrystallization detection process of the blade production process.

The production of recrystallized grains and small cracks are reproduced by simulation test. The suggestions of increasing the detection and
control of cavity recrystallization and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of trailing edge or casting proces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failure analysis曰turbine blade曰nickel based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曰DD6曰recrystallization曰aeroengine

0 引言

研究主要集中在显微组织演化规律 [1-2]及其对性能的

在航空发动机工作过程中，涡轮叶片承受气动载

影响 [3-4]，常规 [5-6]及具有叶片结构特征的非标试样（如

荷、振动载荷、离心载荷和热载荷的共同作用，服役环

带气膜孔 [7-8]、再结晶层 [9]、二次取向 [10]）力学性能的试

境苛刻，是发动机中的关重件。DD6 是中国自行研制

验，材料试样的断裂行为 [11-12]等方面；而对复杂构件，

的 1 种第 2 代镍基单晶高温合金，具有高温强度高、

尤其是涡轮叶片零部件级的失效研究较少。胡霖等[13]

综合性能好、组织稳定、铸造工艺性能好等优点。与国

对室温振动疲劳试验后的 DD6 合金涡轮转子叶片裂

外广泛应用的第 2 代单晶合金相比，其拉伸性能、持

纹进行失效分析，表明异常的 酌忆筏排组织是导致该

久性能、抗氧化性能及耐热腐蚀性能等均达到甚至部

叶片早期疲劳开裂的主要原因；马健等 [14] 对 DD6 合

分超过其水平，广泛应用于制造具有复杂内腔的航空

金涡轮叶片在试车后缘板裂纹进行失效分析，表明叶

发动机涡轮叶片等高温零部件。目前，对 DD6 合金的

片缘板裂纹是由表面再结晶导致的疲劳开裂，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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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存在富钨白色析出相的枝晶界面有直接关系。
本文对某发动机在工作过程中产生裂纹的 DD6
合金涡轮叶片进行了外观检查、断口分析、成分分析
和组织分析，并通过模拟试验再现再结晶晶粒的产生
过程和形貌特征。

10 滋m

1 故障叶片检查与分析
1.1

（b）Ⅰ区（1500 倍）

（c）Ⅱ区（1500 倍）

图 3 断口微观形貌

外观检查
故障叶片荧光探伤图像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

见，裂纹位于叶身叶盆侧中间区域，与叶片尾缘排气
窗连通，呈折线扩展。裂纹较长部分与径向约呈 45毅
扩展；裂纹较短部分靠近叶片尾缘排气窗，呈近似弦
向扩展。为了便于描述，将裂纹较长部分定义为斜向
裂纹，裂纹较短部分定义
为水平方向裂纹。叶片整

裂纹
排气窗

图 1 叶片裂纹荧光显示

断口分析

断裂形貌特征。进一步放
大观察疲劳扩展区，可见
疲劳条带形貌，如图 4 所
示。根据水平方向裂纹断
口Ⅰ区宏、微观形貌判断，
此区域应为再结晶区域。
疲劳起源于叶片尾缘间隔

体未见超温变色现象。
1.2

10 滋m

将裂纹人为打开，断口宏观形貌如图 2 所示。从
图 2（c）中可见，水平方向裂纹断口呈浅灰（Ⅰ区）和
深灰（Ⅱ区）2 个不同颜色区域。Ⅰ区位于叶片尾缘排
气窗间隔墙处，无明显断裂形貌特征；Ⅱ区位于叶片
叶盆处，可见疲劳弧线和放射棱线特征。根据裂纹断
口宏观形貌特征判断，水平方向裂纹性质为疲劳裂
纹，疲劳起始于叶片排气窗间隔墙内腔转角处（Ⅰ区
边缘），如图 2（c）中红色箭头所指；斜向裂纹断口呈
灰白色，为河流状的类解理特征，根据河流花样判断，
斜向裂纹为水平方向裂纹的后续扩展。

2 滋m

图 4 疲劳条带（5000 倍）

墙内腔表面的再结晶晶粒边界。
1.3

故障叶片其他排气窗间隔墙检查分析
对故障叶片其他排气

窗间隔墙内腔进行放大观

1#

察，在部分间隔墙内腔存
在 不 同 程 度 的 小 裂 纹 ，多
位于间隔墙与叶盆 / 叶背
的转接部位，少部分位于
间隔墙中部，如图 5 所示。

图 5 部分排气窗间隔墙
内腔形貌

将图 5 中 1# 间隔墙沿虚线解剖制作截面试样进
行金相检查，在间隔墙处存在典型再结晶晶粒形貌，如
图 6 所示。在再结晶晶粒边界起始 1 条平直裂纹。金相
结果显示，再结晶晶粒与叶片基体显示出不同的衬度，
平直裂纹两侧显示出相同的衬度。根据故障叶片断口
分析的结果，疲劳起源于间隔墙内腔表面的再结晶晶

（a）断口低倍形貌

粒边界且扩展路径平直，可以判断此平直裂纹为沿再

Ⅱ区

Ⅰ区

（b）斜向裂纹断口

疲劳源区

50 滋m

（c）水平方向裂纹断口

图 2 裂纹断口宏观图像

结晶晶粒边界起始的疲劳裂纹。在扫描电镜中放大观
察，再结晶晶粒与叶片基体 酌' 相具有不同的位向，平
直裂纹两侧 酌' 相具有相同位向（如图 7 所示），进一步
表明平直裂纹是受机械载荷作用引起的疲劳裂纹。

在扫描电镜下放大观
察裂纹断口源区，形貌如图

内腔表面
微裂纹

Ⅱ区

3 所示。从图中可见，水平
方向裂纹断口Ⅰ区为颗粒
形貌，未见承受机械载荷
断裂的形貌特征，Ⅱ区为

平直裂纹
再结晶边界

Ⅰ区
20 滋m

（a）低倍（500 倍）

50 滋m

（a）抛光态
（b）腐蚀态
图 6 1# 间隔墙内腔截面金相图像

50 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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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试样表面可见明显的再
结晶，如图 11 所示。将腐
蚀 20 min 后 的 试 样 在 图 10 人工制备的再结晶晶粒
1000 ℃下保温 2 h，模拟
10 滋m

叶片在工作过程中所处的

2 滋m

（a）再结晶晶界（3000 倍）

（b）疲劳裂纹（5000 倍）

白色，再结晶晶粒形貌如

图 7 1# 间隔墙微观组织形貌

1.4

图 12 所示。再结晶晶粒边

成分分析
从故障叶片上取样，对其基体进行能谱分析，结

果见表 1。从表中可见，主要合金元素质量分数满足
标准要求。
wt%

表 1 故障叶片基体能谱分析结果
元素

Al

Cr

Co

Ni

Nb

质量分数

5.23

4.12

8.55

61.07

0.94

标准

5.2～6.2

3.8～4.8

8.5～9.5

余量

0.6～1.2

元素

Mo

Ta

W

Re

质量分数

1.7

7.24

8.91

2.24

标准

1.5～2.5

6～8.5

7～9

1.6～2.4

1.5

界形貌与故障叶片间隔墙
处 小 裂 纹 的 形 貌 相 近 ，如 图 11 人工制备再结晶试样腐蚀
图 13 所示。表明故障叶片

组织分析

晶界腐蚀的结果。
将 腐 蚀 20 min 后 在
1000 ℃下保温 2 h 的试样
沿图 9 中 yz方向制作截面
试样，经打 磨、抛 光 、腐 蚀 图 12 人工制备再结晶试样腐蚀
后的再结晶晶粒形貌如图 20 min，1000 ℃保温 2 h 后

（图 14 中箭头所指），这与
故障叶片间隔墙处再结晶

未变形连通，表明叶片组
模拟试验

再结晶晶粒

结晶晶界边缘有楔形缺口

取 样 进 行 组 织 分 析 ，酌' 相
织正常，如图 8 所示。

20 min 后再结晶晶粒

间隔墙处小裂纹是再结晶

14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再

从叶片裂纹附近部位

1.6

温度，保温后的试样呈灰

晶粒表面的楔形缺口形貌 图 13 故障叶片间隔墙处的
相同，如图 15 所示。此楔

2 滋m

图 8 叶片基体组织（10000 倍）

在故障涡轮叶片排气窗间隔墙内腔表面均存在
不同程度的小裂纹，为了明确小裂纹的产生原因，进

小裂纹

形缺口位置对应 xz 面的小裂纹，进一步表明故障叶
片间隔墙处小裂纹是再结晶晶界腐蚀的结果。

行再结晶腐蚀模拟试验。从故障叶片榫头处线切割取
样，在试验前对试样进行腐蚀检查，确保所取试样为
单晶，如图 9 所示，为了便于说明建立如图 9 所示的
坐标系。用人工敲击＋固溶处理的方法在试样上制备
再结晶晶粒，人工制备的再结晶晶粒形貌如图 10 所
示。为了模拟叶片生产中的再结晶检验过程，将固溶
处理后的试样用盐酸双氧水（1颐1）腐蚀液侵蚀，20 min

100 滋m

50 滋m

图 14 模拟试验 yz 方向截面

图 15 故障叶片间隔墙处

试样再结晶金相图像

再结晶晶粒金相图像

2 故障原因分析与讨论
叶
身
方
向

金属的再结晶是在一定量的塑性变形状态下，加
热到再结晶温度以上，通过形核和长大形成无应变的
z

等轴晶粒的过程。产生再结晶要同时满足 2 个条件：

y
x

（a）低倍

（b）放大

图 9 叶片榫头取样腐蚀图像

50 滋m

足够的塑性变形量和达到再结晶温度。故障涡轮叶片
排气窗间隔墙处结构复杂，流道截面变化大，在铸造
凝固成型过程中容易在间隔墙处产生较大的残余应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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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当残余应力超过此处材料的屈服强度时即产生塑

若按照 HB7782-2005 进行一般性再结晶检验，装机

性变形，为再结晶的形核提供了条件。在涡轮叶片制

的叶片内腔可能存在再结晶隐患，影响发动机使用安

作过程中，在定向凝固后进行真空热处理，标准的热

全。因此，对于复杂结构的空心气冷涡轮叶片，应增加

处理 制 度 是固 溶 处 理 ＋ 时 效 处 理 （1290 ℃ ，1 h＋

叶片内腔重点区域的再结晶检测控制。

1300 ℃，2 h＋1315 ℃，4 h，空冷＋1120 ℃，4 h，空

另外，模拟试验证实了故障叶片间隔墙处小裂纹

冷＋870 ℃，32 h，空冷）。固溶处理温度较高，超过 酌'

是再结晶晶界腐蚀的结果，小裂纹具有缺口效应，提

相的固溶温度

高此处的应力集中，促进疲劳裂纹的萌生。若叶片内

，为再结晶晶粒的形核提供了温度

[15-16]

条件。因此，在叶片生产过程中的固溶处理工序后，就

腔没有再结晶区域，腐蚀液也会优先侵蚀枝晶间区域。

已经具备在排气窗间隔墙处形成再结晶晶粒的条件。

因此，
在叶片再结晶宏观检查过程后，
应及时清洗。

对未经过试验的叶片新件进行解剖和金相检验，部分

由于故障叶片间隔墙内腔腔体较窄，在凝固过程

叶片的排气窗间隔墙内腔表面同样可见再结晶晶粒，

中，金属液体不易完全包裹陶瓷型芯，容易在间隔墙

如图 16 所示。这进一步表明了再结晶晶粒是在叶片

内腔表面形成下凹且底部尖锐的“沟纹”形貌，如图

制造过程中产生的。

17 所示。这些“沟纹”往往是最后凝固的枝晶间部位
（如图 17（c）所示）。
“沟纹”区域同样会提高应力集中
效应，促进疲劳裂纹的萌
生。另外，在“沟纹”处容易
残留叶片在再结晶宏观检

沟纹

查过程中的腐蚀液，从而
进 一 步 侵 蚀“ 沟 纹 ”，破 坏
叶片的完整性。
（a）低倍

（a）俯视

（b）放大

图 16 未经过试验的叶片新件金相图像

沟纹

沟纹

单晶涡轮叶片再结晶区增加了与应力轴相垂直
的横向晶界；另外，由于晶体取向不同，再结晶区域的
弹性模量等力学性能与叶片基体也不同。因此，单晶
叶片上再结晶的存在对叶片的整体力学性能，尤其是
持久和疲劳性能影响很大[16]。本文故障叶片的疲劳裂
纹在再结晶晶粒边界萌生，再结晶晶粒显著降低了叶
片的疲劳性能。
鉴于再结晶对单晶涡轮叶片性能的危害，在生产
制造过程中会对叶片进行再结晶检测。《定向凝固叶
片中再结晶的检测与评定方法》
（HB7782-2005）中介
绍了定向凝固涡轮叶片再结晶检测与评定的通用性
方法。再结晶检测分为再结晶宏观检查和再结晶深度
检测 。 叶 片 再 结 晶 宏 观检 查 采 用 低 倍 腐 蚀 的 方 法
100％进行；若发现再结晶区域，再对叶片进行解剖，
检测再结晶区域深度。然而，此标准中规定的再结晶

50 滋m

（b）侧视

（c）金相组织

图 17 叶片排气窗间隔墙内腔的“沟纹”形貌

3 结论
（1）故障 DD6 单晶合金涡轮叶片裂纹是叶片排
气窗间隔墙内腔再结晶引起的疲劳开裂，疲劳起始于
叶片尾缘间隔墙内腔表面的再结晶晶粒边界。
（2）故障涡轮叶片基体成分和金相组织未见异常。
（3）故障涡轮叶片排气窗间隔墙内腔表面的小裂
纹是叶片在再结晶检验腐蚀过程中腐蚀液对再结晶
晶粒边界侵蚀造成的。

4 改进建议
（1）建议改进叶片排气窗结构或改进铸造工艺，

检测仅是对叶片外表面再结晶的检测方法，而对于如

减小叶片排气窗间隔墙处的残余应力，消除再结晶。

故障叶片的空心气冷叶片内腔的再结晶，由于未延伸

（2）对于复杂结构的空心气冷涡轮叶片，在叶片生

至叶片外表面，不能通过此方法有效检验。因此叶片

产过程中建议增加内腔重点区域的再结晶检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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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叶片再结晶宏观检查过程后，应及时清洗，

DAI Shenggang，
YIN Ling，
QING Hua.Creep life study on the modeling
specimen of DD6 single crystal cooling turbine blade [J].Gas Tur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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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M56 发动机高压压气机转子平衡工艺分析
孙贵青，赵

哲，孙慧洁，李泽林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转子不平衡是航空发动机的主要激振源，直接影响发动机可靠性及部件使用寿命。为降低发动机振动，针对 CFM56 发动
机高压压气机转子，采用 SAE ARP4163 标准评定方法，深入研究初始不平衡量数值设定和多校正面平衡等技术难点。结果表明：
CFM56 发动机高压压气机转子初始不平衡量（≤3048 g·mm）、剩余不平衡量（G3.6 平衡等级）精度设计合理，
基于初始不平衡量控制
的多面平衡工艺方法有效；利用转子定位基准误差识别重要部位和计算分析配重块在各校正面上的影响系数等分析工作，可高效
实现平衡结果最优化。
关键词：转子不平衡；振动；高压压气机；多校正面；CFM56 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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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Balance Process of CFM56 Engine High-pressure Compressor Rotor
SUN Gui-qing袁ZHAO Zhe袁SUN Hui-jie袁LI Ze-li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Rotor unbalance is the main excitation source of aeroengine 袁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reliability of engine and the service

life of components. In order to reduce engine vibration袁the SAE ARP4163 standard evaluation method was adopted for CFM56 engine highpressure compressor rotor袁and th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setting the initial unbalanced quantity and balancing the multi-correction

planes were deeply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cision design of the initial unbalance quantity 渊臆3048 g窑mm冤and the residual
unbalance quantity 渊G3.6 balance grade冤of the CFM56 engine high-pressure compressor rotor is reasonable 袁and the multi-planes balance

process method is effective based on the initial unbalance quantity control. The rotor positioning reference error is applied to identify

important parts and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 of the counterweight on each correction surface is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袁 which can achieve
the optimal balance results efficiently.

Key words: rotor unbalance曰vibration曰high-pressure compressor曰multi-correction planes曰CFM56 engine

0 引言

问题。

航空发动机在工作中对其振动有一定的限制。产

目前，压气机转子在平衡机上仍采用低速平衡为

生振动的原因很多，其中以发动机转子质量不平衡而

主 [8-9]。在转子平衡精度设计方面，纪福森等 [10]分析压

引起的振动最为普遍。转子动平衡则是减小发动机振

气机转子初始动平衡、最终动平衡允许剩余不平衡量

动量的 1 个重要手段。高压压气机转子是航空发动机

控制方法，以及最终动不平衡量的分配方法；在研究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作转速高，气动负荷大 ，运行

装配工艺提高转子平衡精度方面，曹茂国 [11]提出 1 种

是否平稳可靠，与转子动平衡工艺合理性密切相关。

采用 Powell 法优化各级盘角向安装位置的工艺装配

虽然有设计手册 [2]、国家标准 [3-5]、机械行业标准 [6]等理

设计方法；李立新等 [12]采用遗传算法优化各级盘的角

论指导，但受转子结构、工作转速、长径比、转子本身

向安装位置；刘君等 [13]研究针对转子不同心度和不平

刚度和平衡精度要求等影响 [7]，在型号或试验件设计

衡量双目标优化原则，并采用蒙特卡洛仿真法进行仿

中，仍会经常出现设计要求偏高或工艺制定不合理的

真验证；琚易鹏等 [14]提出 1 种基于双目标优化理论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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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工程应用的装配工艺优化方法；在转子平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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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 CFM56 发动机高压转子系统设计中，将弯

艺方面，刘丛辉等 研究了带模拟转子平衡工艺；王

曲型临界转速调整到最大工作转速以上，将刚体（平

蕴奇等 进一步提出通过转位平衡法，消除模拟转子

动、俯仰）型临界转速置于慢车转速以下[23]。弯曲振型

自身不平衡量及同心度误差影响；杜立锋等 [17]对压气

的模态对不平衡分布很敏感，对于工作转速以下存在

机转子带模拟转子平衡工艺和整体平衡工艺进行了

弯曲临界转速的转子系统，需进行高速动平衡，而压

对比试验研究。国外针对航空发动机转子平衡工艺的

气机转子作为刚性转子，可用低速动平衡达到较为精

研究工作公开极少，Yang 等 [18-19]对航空发动机转子平

确的平衡；

[15]

[16]

对

（2）用户通常要求转子部件具有互换性或者在不

航空发动机转子装配时的偏心度和同轴度误差进行

显著增加不平衡量水平的前提下完成组件装配，在整

了最小化研究工作。

个航空发动机及各部、组件的制造和组装中，只有采

衡中的堆叠优化技术进行对比研究；Hussain 等

[20]

CFM56 发动机为民航发展史上最成功的机型。
1984 年，首台 CFM56-3 发动机开始运营，目前仍有
24000 余台在线运营 [21]，其具有寿命长、可靠性高、可

用多级平衡工艺才能满足要求，这也需要低速平衡才
能实现。
CFM56 发动机高压压气机转子由可拆卸的多个

维修性好等特点。装配平衡工艺经过充分实践验证，

圆盘和刚性轴段组成，对应的低速平衡方法有 2 种选

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本文以 CFM56 发动机高

择：装配前单部件平衡 + 双面平衡和装配期间分级平

压压气机转子为例，总结压气机转子平衡原理和方

衡。由于 CFM56 发动机高压压气机转子盘及盘鼓等

法，对其平衡工艺流程及技术要点进行分析，为其他

零部件全部组装后才能形成平衡轴，因此，适用前一

发动机转子平衡工艺设计及实施提供借鉴与指导。

种方法，其主要工艺要求如下：

1

CFM56 发动机高压压气机转子结构
CFM56 发动机高压压气机转子为盘鼓混合式结

构，主要由前轴颈、1～2 级转子、3 级轮盘、4～9 级转

（1）在组装前，将每个单部件（包括轴）作为刚性
转子分别单独做低速平衡，平衡校正到指定的不平衡
量要求之内。同时各单部件在轴上安装处的不同轴度
或其他定位配合面相对于旋转轴线的允差应该小；

子、压气机后篦齿封严盘组成，其中，1～2 级转子为

（2）双面平衡，如果组装后的转子不平衡主要分

1～2 级钛合金盘焊接成盘鼓式一体，4～9 级转子为

布在刚性相当大的轴段内且在该轴段上进行校正，那

4～9 级高温合金盘焊接成盘鼓式一体。在 3 级轮盘

么该转子在所有转速下都将平衡；

处用短螺栓将 2 段转子、前轴颈连接，在压气机后篦

（3） 当 1 个转子包括各独立部件成套同心安装

齿封严盘处，用螺栓将压气机转子和高压涡轮转子连

时，例如压气机叶片、连接螺栓等，应进行分拣后装

接组成发动机的高压转子。该结构兼具鼓式转子抗弯

配，以保证剩余不平衡量在允许公差内。

刚性好和盘式转子强度高的优点。同时连接止口均为

按照上述要求，
CFM56

过盈配合，保证各组件适当对齐并保持转子稳定 [22]。

发动机高压压气机转子主

第 1～3 级工作叶片用轴向燕尾榫头装在相应级中的

要平衡工艺流程如图 2 所

轮盘轴向榫槽中，而第 4～9 级工作叶片则分别装在

示，
不同轴度等允差要求如

各级轮盘的环形燕尾槽中

图 3 所示，不平衡量及不 图 2 压气机转子平衡流程
同轴度等允差要求见表 1。

通过锁紧螺钉锁紧，所有

从以上分析可知：

工作叶片均可在不分解转
子的情况下拆换。压气机

图 1 压气机转子平衡组件

转子平衡组件如图 1 所示。

2 转子低速动平衡方法
对 CFM56 发动机高压压气机转子进行低速动平
衡，主要原因为：

（1）转 子 组 合 件 的 不
同轴度等允差要求比较
小，基本与转子零部件等
单件加工精度相近，对装
配工艺提出了较高要求；
（2）定 位 面 端 面 跳 动 图 3 不同轴度等允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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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平衡量及不同轴度等允差要求
序号

名称

表 2 初始不平衡量及剩余不平衡量要求
要求

序号

名称

1

初始不平衡量

2

剩余不平衡量

1

第 1、
2 级盘组合件剩余静不平衡量 /g·mm

≤254 g·mm

2

第 3 级轮盘组合件剩余静不平衡量 /g·mm

≤254 g·mm

3

R 01（前轴颈后定位面柱面跳动）/mm

≤0.038 mm

4

R 02（前轴颈后定位面端面跳动）/mm

≤0.038 mm

5

R 01A（第 1、
2 级转子柱面跳动）/mm

≤0.089 mm

6

R 03（第 3 级轮盘后定位面柱面跳动）/mm

≤0.038 mm

7

R 04（第 3 级轮盘后定位面端面跳动）/mm

≤0.038 mm

8

R 05（第 4～9 级转子后定位面柱面跳动）/mm ≤0.038 mm

9

R 06（第 4～9 级转子后定位面端面跳动）/mm ≤0.03 mm

为转子组件质量；琢R 为定位接口柱面跳动端面跳动

10

R 07（篦齿封严盘后定位面柱面跳动）/mm

≤0.038 mm

引起的转子组件静不平衡量。

11

R 08（篦齿封严盘后定位面端面跳动）/mm

≤0.030 mm

12

R 09（篦齿封严盘盘心柱面跳动）/mm

≤0.030 mm

精度对转子组件最终不同心度和不平衡量影响较大，
且越接近轴颈处影响越大，
因此，端面跳动控制要求相
对严格，
目标值为 0.020 mm 以内；
（3）第 1、2 级盘组合件未处于高压转子旋转轴线

3.1

压气机转子动平衡工艺分析
校正面确定和平衡转速选择
在转子组装后的双面平衡中，2 个校正面为第 4

≤127 g·mm/ 面

（1）

式中：URS 为柱面跳动引起的转子组件静不平衡量；M

端面跳动引起的转子组件静不平衡量为

蓸 蔀

L
UAS=M·aA ·
RD
2

（2）

式中：UAS 为端面跳动引起的转子组件静不平衡量；琢A
为定位接口端面跳动；L 为定位接口端面至转子组件
重心的轴向距离；R D 为定位接口定位半径。
定位接口端面跳动引起的转子组件偶不平衡量为

蓸 蔀

R
UAC=M·R C·aA · C
RD
2

（3）

式中：UAC 为端面跳动引起的转子组件偶不平衡量；R C
为转子组件修正面修正块分布半径。
端面跳动引起的静不平衡影响和端面跳动引起
的偶不平衡影响分别如图

经平衡好的结果，且 2 个校正面之间距离比较大，位

4、5 所示。

间），这样可使得转子在平衡时所需的校正量小些。

5～8 级校正后：≤1016 g·mm/ 面

URS=M·aR
2

级盘截面和第 9 级盘截面，主要是防止破坏各部件已
于转子重心两侧 （压气机转子重心处于第 4～5 级之

初 始 状 态 ：≤3048 g·mm/ 面 ；第

定位接口柱面跳动引起的转子组件静不平衡量为

形成路径上，因此要求相对宽松。

3

要求

假设各部件转子剩余
不平衡量及不同轴度等允

平衡转速要求不低于 900 r/min。通常平衡转速

差处于最不利组合条件

图 4 端面跳动引起的

应尽量高，以有利于转子叶片充分甩开，提高平衡准

下，按照上面公式对定位

静不平衡影响

确性和稳定性，但受限于平衡机设备能力及从安全角

接口柱面跳动误差引起的

度考虑，该转速要求相对合理且经济。

静不平衡、定位接口端面

3.2

跳动误差引起的静不平

初始不平衡量和剩余不平衡量确定分析
当转子由已做过单独平衡的各单部件组装而成

衡、定位接口端面跳动误

时，不平衡状态可能仍不满意，只有在组装件的初始

差引起的偶不平衡进行计

不平衡量不超过规定值时，才允许在低速下做后续平

算，结果约为 4570 g·mm/

衡，初始不平衡量及剩余不平衡量要求见表 2。

面。考虑到各部件装配相

按照“Balancing Machines：Tooling Design Criteri-

位 优 化 和 第 4 ～9 级 叶 片

图 5 端面跳动引起的

a”
（SAE ARP4163）标准 ，定位接口对转子不平衡量

排 序 补 偿优 化 等 措 施 ，可

偶不平衡影响

的影响分为：
（1）定位接口柱面跳动引起的静不平衡；

将转子第 4、9 级校正面上的初始不平衡量控制为不

[24]

（2）定位接口端面跳动引起的静不平衡；
（3）定位接口
端面跳动引起的偶不平衡。

大于 3048 g·mm/ 面。
压气机转子质量约为 110 kg，工作转速为 1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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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r/min，按照 GB/T 9239.1 转子平衡品质计算方法，该

配重块在校正面上的分量影响

压气机转子剩余不平衡量精度约为 G3.6，介于 G6.3

级数

对第 4 级校正面影响系数

对第 9 级校正面影响系数

（航空燃气轮机）和 G2.5（压缩机、燃气轮机）之间，分

4

1.00

0

析该限度值是根据实际测试重复得到的最小不平衡

5

0.78

0.22

状态确定的，兼顾了平衡精度需要和实际可装配性。

6

0.55

0.45

7

0.36

0.64

8

0.18

0.82

9

0

1.00

3.3

采用模拟转子平衡工艺分析
CFM56 发动机为维修单元体设计，要求压气机

转子和高压涡轮转子间具有完全互换性，因此，压气

（2）当校正配重块越接近于 2 个校正面的一侧时，

机转子只需单独平衡，不需再进行组合平衡。
根据第 3.2 节中分析可知，压气机转子与高涡转

对于本侧校正面的校正影响越大，对另一侧影响越

子组合后，除了各转子自身不平衡量外，二者间的定

小，适用于 2 个校正面上的反相初始不平衡量（偶不

位基准偏心和倾斜还会产生附加不平衡量。因此，在

平衡）校正；

单独平衡时，需采用形位公差要求更高的模拟转子来

（3）通常以 90°作为同相和反相的相位区分点，

再现定位接口产生的附加不平衡量。模拟转子关键参

本 转 子 由 于 6 级 配 重 对 应 的 影 响 系 数 比 为 0.55：

数（质量、重心位置、转动惯量、刚性、配合尺寸及支撑

0.45，按照比例换算约为 100毅，即相位差不超过 100毅

跨距等）应与被模拟高压涡轮转子参数理论值一致。

时，认为是静不平衡表现为主，超过 100毅时是偶不平

模拟转子自身质量较大，即便是完全合格的模拟转

衡表现为主；

子，也会由于其微小的形位误差引起系统平衡误差，

（4）从强度和安全方面考虑，不能在锁紧叶片榫

在实践中可应用转位平衡方法尽量降低该影响 [16]。

头下方安装平衡块，同时为防止叶片锁紧块对发动机

3.4

转子工作构成危害，对每级平衡块数量进行如下限

多校正面平衡工艺分析及流程
根据压气机转子结构分析可知，在第 4～9 级叶

片下均可安装配重块进行校正。为了保证转子的功能

制：每级修正量不大于 2280 g·mm（相当于 2 g 配重
块 5 个，1.5 g 配重块 7 个）；

和部件强度，应根据初始不平衡量结果在第 4～9 级

（5）第 5～8 级叶片配重块校正结果会同时影响

叶片上沿转子轴向分散校正，可以有效减小旋转时由

第 4、9 级，为防止本侧修正合格、另一侧超出太大无

不平衡量离心力与校正量离心力不在同一平面或同

法继续修正情况，规定在靠近本侧的级数上初次修正

一体上而引起的内应力或内应力矩，降低转子高速时

时，只校正本侧最终修正面上约 1/3 显示不平衡量，

的阵型不平衡量 [25]。

再次在靠近本侧的级数上修正时，校正本侧最终修正

按照合成不平衡矢量静力学分解原理，第 4～9
级叶片上的各级校正配重 Ui 分解到第 4 级和第 9 级
2 个校正面上，对应的 2 个分矢量 U忆i 和 U义i 为[26]
U忆i= ai ·Ui， U义i＝ 1-ai ·Ui
l
l

（4）

面上约 1/2 显示不平衡量。
按照上述分析，CFM56 发动机在第 4 级和 （或）
第 9 级叶片初始不平衡量超差时，按照如图 6 所示工
艺流程方法安装配重块。
另外，对于新机或大修发动机，压气机转子组装

式中： ai 为 Ui 与 4 级校正面间的轴向距离；l 为 2

后会进行 2 次动平衡：磨叶尖前平衡和最终动平衡。

个校正面间的轴向距离。

磨叶尖前平衡主要用于减小压气机转子在叶尖高速

按照式（4）可以计算出在第 4～9 级叶片上安装
配重块的分量影响，见表 3。
根据转子结构及配重块在校正面上的影响系数
结果，分析如下：

磨床上的振动水平，确保叶尖直径精度；在最终动平
衡后进行整机组装，确保发动机可靠工作。因此，磨叶
尖前平衡还可以采用串动各级叶片位置的方法减小
不平衡量分布（剩余不平衡量精度允许较最终动平衡

（1）当校正配重块越接近于 2 个校正面的中间部

要求稍大，规定为 254 g·mm）。但压气机转子组件磨

位时，2 个校正分量的影响越相近，对于 2 个校正面

完叶尖后，串动叶片位置会影响压气机叶尖间隙，从

上的同相初始不平衡量（静不平衡）效果越显著；

而影响整机性能，只能采用在叶片下加平衡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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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航空发动机数字化装配工艺设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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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模型的定义技术在航空发动机结构设计中应用广泛。针对商用航空发动机装配工艺设计工具应用问题，以产品数
据模型为核心，提出基于 TeamCenter&Cortona3D 集成的设计思路。打通产品装配工艺设计业务链，构建基于模型的数字化装配工
艺设计环境，自上而下实现基于模型的装配工艺任务规划、基于模型的装配工艺 / 工装设计与仿真验证，实现面向装配制造的工艺
设计，从而提高商用航空发动机装配工艺设计效率和质量，缩短产品研制周期。
关键词：基于模型；数字化装配工艺；设计系统；
3 维装配作业指导书；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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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System of Digital Assembly Process for Commercial Aeroengine
LI Guan-hua袁YAN Xue袁YE Dai-yong袁SU Qiao-ling袁YIN Kai
渊AECC Shanghai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Manufacturing Co.袁Ltd袁Shanghai 200122袁China冤
Abstract: Model -based Definition 渊MBD)technology was widely used in aeroengine structural design. Aiming at the application

problem of commercial aeroengine assembly process design tools袁the design idea was put forward based on TeamCenter&Cortona3D
integration with product data model as the core. The business chain of product assembly process design was opened up and the design

environment of model -based digital assembly process was constructed. From top to bottom 袁the model -based assembly process task
planning袁model-based assembly process / tooling design and simulation verification were realized. The process design oriented to assembly

manufacturing was realized. The desig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commercial aeroengine assembly process were improved and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cycle was shortened.

Key words: model-based曰digital assembly process曰design system曰3D assembly work instructions曰aeroengine

0 引言

上的本质体现 [2]，其与 CAD 技术相结合，可以解决设

产品装配是制造企业形成交付产品的重要环节，

计与装配对象在研制过程中难以实现的动态性能仿

对产品质量和制造成本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占用了

真 [3]。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欧美航空航

企业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工艺设计是连接产品设计与

天领域各制造大国均已全面采用 3 维数字化设计和

产品制造的桥梁，是产品制造的关键环节 。其中，装

制造技术 [4]，波音公司的 777 实现了整机的 3 维虚拟

配工艺文件是指导零组件装配过程和工人操作的技

装配工艺设计与仿真 [5]，应用基于模型的预装配技术，

术指导性文件，是集件配套、技术安排、生产准备等工

使波音 777 的制造成本降低了 20%~40%[6]。

[1]

作的主要依据。因此，优秀的装配工艺设计方案对于

计算机辅助工艺设计 （Computer Aided Process

加速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可靠度，降低

Planning，CAPP) 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 1 门机械制造

产品研发费用，缩短研发周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企 业 应 用 系 统 ， 世 界 上 第 1 个 CAPP 系 统 由 挪 威

对航空航天产品来说，基于模型的数字化装配设计是

NAKK 提出，称为 Autopros[7]，从根本上改变了依赖于

虚拟制造的核心技术之一，是实际装配过程在计算机

个人经验和人工编制工艺规程的落后状况，促进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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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过程的标准化和最优化，提高了工艺设计的质量 [8]。

工艺设计资源未形成有效协同。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均有开发，如日本日

（5）没有生产现场工艺问题记录与反馈机制。

立制作所的 HIMTCS 工艺设计、美国的 Miplan 系统、

（6）工艺设计工具未与产品数据进行有效集成，无

国际机械制造研究会（CIRP)的 CAPP 系统等 [9]。中国

法充分复用前期工艺规划与设计成果，
造成重复设计。

于 20 世 纪 80 年 代 初 ， 开 始 计 算 机 辅 助 工 艺 设 计

2 系统构建整体方案框架

（CAPP)的应用研究，近 30 年来，在理论实践上均取
得了重大成就，并于 1995 年发布了 JB/T7701-1995
《计算机辅助工艺规程（CAPP)设计导则》[10]，标志着中
国 CAPP 研究开发进入成熟期。
基于现代工艺设计技术的发展现状，本文结合商
用航空发动机生产实际，提出了基于 Team Center &
Cortona 3D 集成的 CAPP 系统，构建基于模型的数字
化装配工艺设计环境。该系统能够有效提高商用航空
发动机装配工艺设计效率和质量，
缩短产品研制周期。

1 装配工艺技术现状

全球权威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PLM) 研究机构 CIMdata 认为，PLM 是应
用一系列业务解决方案，支持在企业内和企业间协同
创建、管理、传播和应用贯穿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产
品定义信息，并集成人、流程、业务系统和产品信息的
1 种战略业务方法 [13]。根据 CIMdata 对 PLM 应用成熟
度的定义，自下至上分为初始级、规范级、精细级、优
化级、智能级 5 个等级，如图 1 所示。目前，中国已初
步 构 建 起 工 艺 规 划 与 设 计 基 础 平 台（Teamcenter
Manufaturing，TCM)、装配工艺仿真系统（Tecnomatix)

中国的航空航天工业中，基于模型的定义

以及 3 维装配工艺手册设计工具（Cortona 3D，C3D)3

（Model-based Definition，MBD) 技术已得到广泛的应

个维度的数字化装配工艺系统应用环境。目前实现了

用 。中国某企业较早实现了数字化装配工艺方面应

工艺设计资源的结构化及实时共享，为了更好地解决

用 ， 基 于 工 艺 规 划 与 设 计 基 础 平 台（Teamcenter

行业问题，满足自身业务需求，在数据规范、流程规范

Manufacturing，TCM) 实 现 工 艺 结 构 化 ， 将 工 艺

上开展了数字化装配工艺设计系统的技术研究。

[11]

（Process)、工厂（Plant)、产品（Product)、资源（Resource)
智能级

知识向导

优化级

闭环优化

预计 2020 实现

精细级

深度应用

实现了工艺过程相关的业务管理，能接收设计产品数

（2018- 至今）
MBD-CAPP 二期

规范级

流程规范

论证中
引入 DMU 技术，进行
仿真难及工装提效

据 管 理 系 统（Product Data Management，PDM)的 工 程

（2016-2018）CAPP 一期

初始级

实时共享

基于 MBD 的工艺
流程梳理

统一关联管理 [12]，已经初步实现了零件装配、部件装

向导型工艺设计

配、组件装配以及整个发动机的装配工艺设计的数字

实测反馈优化工艺

化和虚拟仿真验证，输出各级装配的工艺指导文件。

物料清单（Engineering Bill of Material，EBOM)和相关
设计数据，保证工艺版本与研发过程中设计数据版本
相匹配。然而，这与理想中三位一体、3 维可视化、系
统全面集成、操作便捷、全面满足未来装配制造要求
的设计系统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工艺设计任务通过 Excel 进行表单管理，管
理效率低下，不直观。
（2）工艺分工以及工序、工步内容设计过程中没
有有效地与产品 3 维模型相结合，未形成连贯的基于
模型的装配工艺设计业务流程。
（3）工艺知识库和工艺资源库未进行合理的建设，
不便于工艺知识重用。
（4）工艺与工装设计、手动工具、设备、辅耗材等

图 1 数字化装配设计系统应用成熟度

对于整体的解决方案框架最终落地有 3 个层面，
如图 2 所示。第 1 维度是系统质量，包括系统功能、系
统架构的扩展和系统的开放性；第 2 维度是实施方案
质量，通过围绕方案的可执行性，有效、方便和规范标
准化，结合行业的先进经验以及自身的流程体系进行
业务流程
规划

系统解决
方案
系统功能
实现
系统平台
定义

基于模型的装配工艺设计体系
基于模型的装配工艺设计关键业务
工艺装配方案设计 工装协同设计管理
PBOM 构建与管理 工艺仿真管理
工艺资源库管理 工艺数据发布管理
装配工艺设计 工艺变更管理
C3D 或 Mockup 集成 3 维作业指导书
系统基础功能
属性 类型 编码 模板 分类
流程 报告 权限 组织 搜索
TCM 管理平台
统一架构的 Teamcenter 平台

图 2 整体解决方案框架

流程质量
- 及时的执行和交付
解决方案质量
- 可执行性
- 有效、方便
- 规范和标准化
系统质量：
- 系统功能
- 系统架构
- 系统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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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的构建；第 3 维度是基于系统质量和实施方

（3）工艺详细设计及工装设计阶段。进行装配工

案质量，最终实现基于模型的装配工艺设计的流程体

艺 BOP 的详细设计，包含工艺、工序、工步的创 建、

系的构建，支持数字化装配工艺设计的体系和工程的

PBOM 与 BOP 的制造目标关联以及 BOP 中的零件消

交付能力、产品制造能力的提升。

耗和工艺资源库的调用和指派；工装的申请、工装派

建设基于统一架构的数据化工艺设计平台，按照

工、工装的详细设计以及 BOP 和工装数据的预发布。

业务的需求实现系统功能，支持业务模型定义、属性

（4）工艺仿真验证阶段。根据装配工艺方案业务

定义、编码规则、分类、电子化流程等功能性要求扩

要求进行工艺工装的仿真分析；基于工艺仿真任务模

展，从业务实施方案维度来说，所有系统功能的实现

型（仿真内容、数据、检查项)驱动装配工艺仿真分析。

是为了满足业务导向实施方案的实现，基于模型的装

（5）工艺数据发布阶段。对装配工艺阶段产生的

配工艺设计关键业务方案主要包括装配工艺方案设

业务数据进行发布和归档管理，以达到数据的发布

计与评审、工艺物料清单 （Process Bill of Material，

共享。

PBOM)结构与管理、工艺资源库管理、基于模型的装

（6）工艺更改阶段。进行装配工艺阶段各业务数

配工艺规划、基于 3 维环境下的装配工艺详细设计、

据的变更管理和各业务数据的台账创建维护及管理。

工装协同设计管理、工艺仿真管理、工艺数据发布管

下文将对装配工艺规划、工艺仿真验证、工艺详细设

理、工艺变更管理以及工艺台账管理等关键业务。

计及工装设计 3 个主要业务场景进行介绍。

3 关键业务流程

3.1

装配工艺规划阶段
装配工艺规划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完成 EBOM 到

通过根据业务问题点

PBOM 之间的数据交换。EBOM 是由设计部门提供的

的梳理将装配工艺设计业

产品设计数据，包括产品名称、产品结构、明细表、汇

务流程分为 6 个 阶段 ：装

总表、产品使用说明书及装箱清单等信息 [14]，在其编

配工艺设计准备、装配工

写过程中往往只考虑到产品的功能和设计需求，无法

艺规划、工艺详细设计及

兼顾制造部门的产品制造过程和企业制造能力，需要

工装设计、工艺仿真验证、

处理后才能被生产制造部门所使用。

工艺数据发布、装配工艺

PBOM 为工艺设计部门以 EBOM 中的数据为依

更改，如图 3 所示。对这 6

据，将 EBOM 按照功能 / 系统进行分解后，重新按照

个阶段与系统相关的关键

装配制 造顺序 / 区 域 进 行 构 件的 物 料 清单 （Bill of

业务场景进行描述，以指

图 3 商用航空发动机装配

Material，BOM)数据，其中除了基本的 BOM 信息之外

导技术人员在今后的工作

关键业务流程

还包含工艺计划、工序信息等生产所需数据[15]。EBOM

中如何运用系统。

与 PBOM 的转化关系如图 4 所示。

（1）装配工艺设计准备阶段。接收研发端的产品
设计数据，并创建下发单进行产品研发数据的下发；
创建型号项目工艺知识库结构，用于后续开展工艺设
计、工装设计的数据统一管控；工艺资源的构建和维
护，对已由工艺资源结构的创建和工艺资源的导入、
工艺资源的废弃等业务过程管理。
（2）装配工艺规化阶段。进行 PBOM 上层结构的

按照功能 / 系统进行分解

E-BOM

模块分解
分解
0111-0001
模块变型
零件 / 总成
Representations Part#4713
模块
制造包

0111-0002
0111-0003

创建以及与 EBOM 的关联，指派 EBOM 的零件数据；
基于 PBOM 的装配主单元进行工艺任务的可视化派
工，PBOM 详细设计以及工艺任务进度状态的管控；
进行装配工艺工艺清单（Bill of Process，BOP)的上层
框架构建以及其他工艺文档文件的创建。

按照制造顺序 / 区域进行分解

图4

P-BOM

EBOM 与 PBOM 的转化关系

通过定制化在系统中创建 PBOM 顶层节点，依
据装配工艺方案，按照实际装配过程重构 EBOM，构

第6期

建 PBOM 中第 1 级装配单元。在本装配工艺设计系

结构化 3 维装配动作指令集

BOP

统中，用户可以直观地通过 3 维模型进行 PBOM 结

工艺

构的构件，并使用责信度检查确保相同零件在 EBOM

Process
ItemType

和 PBOM 中的消耗数量一致，解决了过去装配工艺
Process
ItemType
ME
Consumed
ME Resource

规划过程中表现形式不够直观的问题。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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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详细设计及工装设计阶段
通 过 继 承 PBOM 可 以 进 行 可 视 化 装 配 工 艺 分

工序
工步
操作
操作
操作

工步
工序

工，在进行分工的同时可查看相关产品的数据、模型

结构化工艺信息

信息。分派任务的同时可通过资源负载查看工艺工程

图 5 基于 TCM 与 C3D 集成的装配工艺设计思路

师当前时间段的任务负荷情况。任务下发之后会在工
艺分工任务窗口中按照任务执行的状态情况，通过
“红绿灯”的形式反馈任务的完成进度，使整体工作进
度更加直观地表现出来，实现了工艺设计任务与产品
研制任务的相匹配。
装配工艺对象可以细化以装配操作最小单元，通
过将装配资源有机结合的方式，将产品数据、装配工
艺设计内容、装配通用要求、装配工装设备以及装配
单元进行有机结合，实现工艺设计的“三位一体”，从
而完成 BOP 的设计，同时在设计过程中对装配资源
可以进行可视化调用和典型工艺 BOP 调用，将产品
模型、工装模型、工具模型以及装配单元进行比对，实
现快速装配路线设计的搭建和可行性分析。
采用定制化工艺资源库和知识库管理：工艺资源
指工艺设计过程中所有与制造工艺相关的各类对象，
常见的制造资源如标准件、通用工具、专用工装、量
具、检具、设备、原材料、辅料等。通过对典型装配工艺
进行归纳总结，梳理出具有典型装配工艺、工序、通用
要求以及装配测量项，以此作为工艺模板，形成工艺

引用信息，在文本与 3 维模型之间自动建立关联。工
艺设计人员进行 3 维装配动作指令操作 （Action）设
计，可以复用装配标准动作集，同时设计环境支撑现
有模型数据生成 2 维技术插图与 BOM 信息，以满足
多样的工艺文件发布需求。设计环境支持零部件图解
目录技术文档设计，支持 HTML、PDF、XML 等发布格
式，同时支持 ATA2200、S1000D、DITA 等适航技术出
版物的标准。
3 维工艺数据由 PLM 平台进行统一管理并完成
最终发布。通过采用 3 维工艺设计环境实现了工艺设
计与设计资源对象的交互协同、3 维工艺设计环境下
的装配工艺设计以及 3 维装配工艺文件的管理，过程
中设计数据资源的高效协同、数据共享与利用，同时
生成的装配工艺文件可以直接作为装配现场的工艺
数据供制造执行系统进行调用。
3.3

工艺仿真验证阶段
装配工艺设计为按照自顶向下的顺序搭建 BOP，

知识库。在进行工艺设计时，工艺人员可参考或者直

因此需要按照自底向上的顺序逐层进行仿真检查。在

接调用典型工艺生成新的工艺，提升工艺设计效率与

装配工艺设计过程中，需要在搭建完工序还未加入工

质量水平。

装与完全搭建完成这 2 个阶段进行工艺规程预发布

在完成 BOP 设计后，将结构化的工艺信息传递

并输入仿真软件进行仿真干涉检查，如若出现问题，

至 3 维装配工艺设计环境中。以 BOP 为对象将工艺

搭建者重新搭建并再次检查，直到没有问题发布最终

中工序结构化信息与产品、设备、工装、工具等对象的

的工艺装配顺序，如图 6 所示。

3 维模型建立关联并将信息转化为基于 Web 的 html
文本和 3D 工艺文件包，如图 5 所示。
通过 XML 中间件调用方式，使得 3 维装配工艺
设计环境可以访问 3 维轻量化模型与装配工艺详细
设计数据，进而生成结合 2 维、3 维图形与结构化文
本的装配工艺文件。包含轻量化的 3 维模型数据与在
工艺编制窗口中编写的工艺文本，根据文本中的模型

关注工艺级各
工艺 装配组件制造 工艺设计
集成问题

工艺方案
验证

工序验证

以工序主线关注各
工序 工序之间的工序路 工序设计
线安装问题

以工步主线关注
工步设计 装配工步操作的
可 达 性 （工 装 、
Jack、详细活动）

工步设计
工装设计

工步验证
工装验证

图 6 工艺仿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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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仿真验证之前，首先填写评审任务计划，
通过验证项库逐一添加验证项对象，并将 BOP 与评
审任务关联；之后输入到工艺过程仿真环境中，结合
具体装配工步要求，确定零部件安装顺序，创建零部
件的安装路径进行仿真分析。如无法通过仿真检查，
则由工艺编制人员重新调整 BOP 结构、工艺资源或
者装配顺序并再次进行仿真验证直至验证通过。

4 结束语
针对商用航空发动机装配工艺设计工具应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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