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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发动机短舱雷电防护设计及验证
赵

天 1，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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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200241；2.西安爱邦电磁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西安 710077）

摘要：为了有效降低短舱雷电防护设计和验证的难度，针对短舱的雷电防护设计和验证，提出一种导电路径仿真与关键连接
结构仿真、试验迭代的研究方法。对整个短舱进行雷电流传导路径设计及简化建模，分别讨论不同传导路径方案对雷电直接效应和
间接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优化的多路径传导可有效减小传导结构的雷电流分量和短舱内的脉冲电磁场；依据整体短舱电流分布
仿真结果，可导出具体连接结构的电流分量作为其设计和验证的依据。所提出的方法可作为短舱雷电防护设计和验证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短舱；雷电防护设计；导电路径；电磁 - 热耦合；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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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Verification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in Civil Aeroengine Nacelle System
ZHAO Tian1袁WANG Wei1袁LI Xue1袁ZHANG Ying-jie1袁DUAN Yan-chao2
渊1.AEC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袁Ltd袁Shanghai 200241袁China曰
2.Xi忆an Airborne Electromagnetic Technology Co.袁Ltd袁Xi'an 710077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difficulty of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袁 a research method of electrical

path simulation袁key connection structure simulation and test iteration was proposed for the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of nacelle system

lightning protection. The lightning current conduction path design and simplified modeling of the whole nacelle system were carried out 袁an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duction path schemes on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lightning were discussed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ized multi-path conduction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lightning current component of the conduction structure and the pulse

electromagnetic field in the nacell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whole nacelle system current distribution 袁the current
component of the specific connection structure can be derived as the basis for its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be used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of nacelle system lightning protection.

Key words: nacelle system曰lightning protection design曰electrical path曰electromagnetic-thermal coupling曰aeroengine

0 引言
民用飞机动力装置通常处在雷电分布的 1 区和

合理的雷电流通路设计可大大降低此风险，故短舱雷
电流通路设计的优劣直接影响飞行安全[3]。

2 区 [1-2]，如果没有合理的防护设计，在遭遇雷击时将对

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张斌等 [4]和刘德刚等 [5]

飞机飞行安全造成极大威胁。短舱作为飞机重要设备

对飞机的燃油系统提出雷电效应防护方法；Aguilera

舱，在雷击发生时为发动机控制单元（Engine Electronic

等 [6-7] 对发动机控制系统间接效应防护进行了研究。

Control，
EEC）在内的核心控制单元提供良好的屏蔽作

在适航条款和相关标准中，在 SAE ARP 5416A[8]中规

用，以确保对雷电流合理传导，从而最大程度地减轻舱

定电弧引入试验及电流传导试验的试验方法；在 SAE

内电磁环境对其内部关键设备的影响；但短舱中的风

ARP 5412B[9]中规定试验用波形；在 SAE ARP 1870A[10]

扇舱和核心机舱被定义为火区，内部存在一定的燃油

中给出雷电搭接设计基本规范；在 CCAR-25-R4[11]中

蒸汽泄漏，击穿电压可能点燃燃油蒸汽引起舱内着火。

规 定 了 飞 机 结 构 雷 电 直 接 效 应 防 护 要 求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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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CA-DO160G[12]中规定机载设备闪电间接效应的试

电流可以通过机翼吊挂传导到短舱，最终从短舱后

验方法；在 SAE ARP 5415 中提供机载设备闪电间

缘 1B 区流出；当雷击发生在短舱上时，雷电流可以

接效应适航符合性验证方法。熊秀等 根据适航条款

通过机翼吊挂传导到机身其它部位后缘 1B 区流出。

和相关标准要求，对飞机重要系统如推进系统等雷电

根据短舱雷击出入点分析结果，结合短舱结构特征，

直接效应损伤机理进行全面剖析，并结合国内外学术

选择典型雷电出入点位置，同时考虑在这些典型工

成果，对飞机结构尤其是复合材料结构雷电直接效应

况下短舱可能的失效模式，对所有计算考察情况进

损伤机理进行总结；田宏星等 进一步提出动力装置

行统计，见表 1。

[13]

[14]

[15]

电搭接设计及验证方法。以上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
但都没有对关键的导电通路影响因素及其设计验证
方法开展进一步研究。
本文针对短舱雷电流通路设计与验证的难点问
题，如内部铰链结构考核电流如何选取、舱内空间电
磁环境如何控制等问题，提出一种利用整体仿真与局
（a）短舱雷电出

部试验相迭代的设计及验证方法，判断整个雷电流传

图 2 雷电仿真状态出入点

导路径的合理性，
提出设计优化方案。文中仿真计算分
析工具为多物理场耦合软件 COMSOL Multiphysics。

1 雷电分区及传导路径设计

（b）短舱雷电入

表 1 仿真状态统计
序号

出入点

仿真状态

1

出点 1

完整

在对短舱进行雷电防护研究时，必须明确短舱的

2

出点 2

完整

雷电分区，据此对短舱的雷电传导路径进行初步设

3

出点 3

完整

计。以某型动力装置短舱为例，其雷电分区如图 1（a）

4

出点 3

底部锁失效、
侧边插销失效

所示，雷电传导路径设计如图 1（b）所示。从图 1（a）中

5

出点 4

完整

可见，整个短舱都处在雷电的 1 区（初始附着区）和 2

6

出点 4

底部锁失效

区（电弧扫略区），可以判断整个短舱外壁结构都有可

7

出点 4

侧边插销失效

能传导雷电流。因此，在其雷电流传导路径设计时就

8

出点 4

底部锁失效、
侧边插销失效

要将整个短舱外壁结构进行大电流导通搭接。

9

出点 5

完整

10

出点 5

底部锁失效、
侧边插销失效

11

出点 6

完整

12

出点 7

完整

13

出点 8

完整

14

入点 1

完整

15

入点 2

完整

16

入点 3

完整

101.18"/2570 mm
51.2"/1300 mm
ES158.519 ES208.499

吊挂结构
1B 区尾喷管
前安装节

ES165.730 ES215.713
51.2"/1300 mm
Zone 1A Zone 1C Zone 2A Zone 1B

铰链点

1B 区
中心锥

1B 区移动外罩

101.18"/2570 mm

（a）雷电分区

（b）雷电流传导路径设计

图 1 短舱雷电分区及雷电流传导路径传导设计

2 雷电流分布仿真分析
2.1

雷击出入点

2.2

有限元建模
以状态 1 为例，建立有限元瞬态电磁仿真模型，

如图 3 所示。在模型中建
立雷电流出入路径，在外

在进行雷电流分布计算时要先根据雷电分区和

围建立求解域。整个短舱

实际情况确定雷电流的出入点。雷电出入点选取的标

结构极其复杂，因此在进

记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短舱可能成为雷电的出

行雷电仿真时对仿真件进

点，也可能成为雷电的入点。当雷击发生在机身时，雷

行简化。其简化原则为： 图 3 短舱雷电仿真模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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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1）不改变原有物理问题特征；

体：log10（mf.normJ）

体：log10（mf.normJ）

（2）不改变原有几何尺寸关系；
（3）保留可能成为雷电路径上的相关结构；
（4）简化掉细小结构、铆钉等；
（5）关键考察的风扇罩铰链不简化；
（6）复合材料金属网平板化等效处理。

9

8

8

7

7

6

6

5

5

（a）序号 1

（b）序号 5
体：log10（mf.normJ）

由四面体为基本网格单元
进行短舱模 型网格设计 ，
如图 4 所示。由于本项目

9

9

8

8

7

7

6

6

5

5

（c）序号 12

仿真件为具有较大尺寸比

（d）序号 13

图 5 短舱雷电流分布 1（6 滋s）

的模型，网格剖分必须遵
图 4 短舱网格设计

（1）满足最小网格尺寸小于模型的最小尺寸；
（2）先对仿真件表面进行剖分，再以仿真件表面
为基按照一定的增长率向内和向外扩展，直至模型的
最外边界，遇到交界面，网格增长率需先变小，过了交
界面再变大；
（3）必须按照点、线、面、体的顺序去设计网格，这
样可以尽可能的减少冗余网格，
提高计算效率及精度。
2.3

9

体：log10（mf.normJ）

本文为 3 维电磁数值仿真，选用稳定性较好的自

循以下原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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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分布特性
在电流分布的仿真计算中，均采用峰值为 200

和 16 的状态，电流分布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当
短舱头部成为雷电的入点时（图 6（a）），电流经短舱
头部分 2 部分传导：一部分电流经拇指罩直接至机
身，另一部分电流从短舱头部经风扇罩侧边插销传导
至风扇罩，再经过风扇罩铰链到拇指罩，传导至机身；
当拇指罩成为雷电的入点时（图 6（b）），电流同样分 2
部分：一部分电流从拇指罩直接传导至机身，另一部
分电流扩散至机舱头部，经风扇罩侧边插销传导至风
扇罩，再经风扇罩铰链绕回拇指罩，传导至机身。
体：log10（mf.normJ）

体：log10（mf.normJ）

kA 的雷电流 A 分量[15]，其它分量的分析类似。
当短舱成为雷电出点时，计算表 1 中序号为 1、
5、12 和 13 的状态，电流分布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
见，当短舱头部成为雷电出点时（图 5（a）），雷电流从

（a）序号 14

机身传导到拇指罩，电流在拇指罩分流成 2 部分：一
部分直接传导至短舱头部到达雷电出点，另一部分经
过风扇罩铰链传导至风扇罩，再经风扇罩侧面的插销
传导至短舱头部到达雷电出点；当雷击出点在风扇罩

9

9

8

8

7

7

6

6

5

5

（b）序号 16

图 6 短舱雷电流分布 2（6 滋s）

3 传导路径对雷电效应的影响
3.1

传导路径对雷电直接效应的影响

时（图 5（b）），雷电流从机身传导至拇指罩，电流在拇

雷电流传导路径的改变导致搭接或结构的电流

指罩同样分流 2 部分：一部分经过风扇罩铰链传导至

传导分量改变，为分析其影响计算表 1 中序号为 4、8

风扇罩到达雷电出点，另一部分绕行到短舱头部，再

和 10 的状态，考察对象以风扇罩铰链为例，这 3 种状

经风扇罩侧面的插销传导至风扇罩到达雷电出点；当

态均为同时底部锁失效和侧边插销失效，风扇罩铰链

反推移动外罩成为雷电出点时（图 5（c）），雷电流从

均成为雷电流的惟一路径，同时雷电流只能通过一侧

机身传导到拇指罩，电流从拇指罩经反推滑道（惟一

铰链结构，因此为最严酷状态。仿真计算时以峰值为

路径）传导至反推移动外罩到达雷电出点；当通风口

200 kA 的雷电流 A 分量进行说明。

尾部成为雷电出点时（图 5（d）），雷电流从机身传导

3 种失效模式 （风扇罩底部锁和侧边插销都失

到拇指罩，电流从拇指罩经反推滑道（惟一路径）传导

效）状态下的电流分布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无论

至短舱尾部雷电流出。

雷电的出点在风扇罩的任何位置，电流都将沿风扇罩

当短舱成为雷电入点时，计算表 1 中序号为 14

边缘流向风扇罩铰链，风扇罩铰链再将电流传导至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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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罩，流向机身表面。这种

雷电传导失效。考察对象以风扇罩内部空间为例，
仿真

体：log10（mf.normJ）
10
9
8
7
6
5

分布特性是由雷电流的时
变特性导致的趋肤效应造
成的。

分布如图 9、10 所示。当风扇罩侧边插销和底部锁也
（图 9（a）、
（c））；当风扇罩侧边插销和底部锁雷电通

体：log10（mf.normJ）
9
8
7
6
5

9
8
7
6
5

（b）序号 8

在 2 种状态下计算的电磁场在空间和时间上的
成为雷电通道时，风扇罩铰链两侧电磁场基本相同

（a）序号 4
体：log10（mf.normJ）

计算时以峰值为 200 kA 的雷电流 A 分量进行说明。

道失效时，风扇罩铰链单侧传导雷电流，导致单侧铰
链周围电磁场明显变大（图 9（b）、
（d））。
多切面：log10（mf.normH）

多切面：log10（mf.normH）

（c）序号 10

图 7 短舱和铰链的电流（6 滋s）

在表 1 中序号为 8 失效模式（风扇罩底部锁和侧
边插销都失效）情况下，风扇罩一侧成为雷电的出点
时 4 个铰链的电流分量，如图 8 所示。将 4 个铰链进

（a）序号 5（磁场）

（b）序号 8（磁场）

多切面：log10（mf.normH）

多切面：log10（mf.normH）
4.0
3.5
3.0
2.5
2.0
1.5
1.0

行编号，从机头到机尾方
向一致编号为 1、2、3 和 4
号铰链。从图中可见，风扇
罩铰链的雷电流分量波形

（c）序号 5（电场）

与雷电流 A 分量波形特
电流分量

3 种状态下铰链的电流分量峰值统计见表 2。从

4.0
3.5
3.0
2.5
2.0
1.5
1.0

（d）序号 8（电场）

图 9 短舱内雷电电磁场分布（6 滋s）

征一致，且各种状态每个 图 8 序号 8 状态风扇罩铰链
铰链的电流幅值不同。

5.5
5.0
4.5
4.0
3.5
3.0
2.5

5.5
5.0
4.5
4.0
3.5
3.0
2.5

从图 10 中可见，空间同一点的磁场信号与电流
信号波形类似，电场信号与电流信号的导数类似。

表中可见，2 号铰链的分量始终最小，4 号的始终最
大。原因在于雷电流向短舱的后方传导，导致 4 号铰
链一直最大，又因电流的趋肤效应导致雷电流沿风扇
罩的边缘传导，中间位置的 2 号铰链始终最小。风扇
罩铰链承受最大的雷电流峰值为 72 kA。因此，在最

图 10 舱内电磁场随时间变化

罩铰链设计时的考察电流。以同样方法得出鹅颈铰链
承受最大的雷电流峰值为 90 kA。
表2

将舱内电磁场在时间上的峰值进行统计，见表
3。从表中可见，雷电路径的失效或缺失将会导致风扇

kA

风扇罩铰链电流分量统计

序号

1号

2号

3号

4号

4

47

31

52

65

8

40

30

54

70

10

39

30

56

72

3.2

（b）电场

（a）磁场

严酷的失效情况下，72 kA 的电流分量可以作为风扇

传导路径对雷电间接效应的影响
雷电流传导路径的改变导致电流分布改变，空间

罩对应舱内雷电电磁场有较大的增加。电场增加约
4.1 倍，磁场增加约 2.5 倍。
表 3 风扇罩舱内电磁场峰值统计
磁场峰值 /

电场峰值 /

雷电传导结构

（A/m）

（V/m）

是否失效

5

18000

5800

否

8

45000

24000

是

序号

电磁场也会随之改变，为分析其影响，计算表 1 中序
号为 5、8 的状态，在 2 种状态下雷击在短舱风扇罩的
同一点，5 为完整状态，8 为风扇罩侧边插销和底部锁

从以上分析可知，多条雷电路径可以减小铰链上
的电流分量，从而改善舱内的电磁场环境。

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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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雷电路径上电流传导结构雷电损伤分析
对整体短舱电流分部仿真后将具体传导结构上
的电流分量进行提取，作为具体结构设计与验证的数
据基础。以风扇罩铰链和鹅颈铰链为例进行说明，根
据整体短舱的雷电流分布仿真，可以确定铰链的电流
分量（设定为 Is），再乘以一定的余量系数 琢 作为铰链
的考核电流（设定为 K）
K=琢·Is（琢≥1，K≤200 kA）

（1）

从图 12 中可见，雷电流越大，旋转处的温度越
高。将每个尺寸铰链最高点温度的峰值进行统计，见
表 4。从表中可见，随着连接结构的变厚，温度并没有
明显变化，可以说明 2 点：
（1）风扇罩仅靠铰链传导雷
电流是足够的；
（2） 增加连接结构厚度不能有效提高
雷电流传导能力，螺杆直径才是关键参数。
益

表 4 风扇罩铰链旋转结构最高温度统计
铰链规格 /mm

112.5 kA

150 kA

200 kA

8.0

21.2

22.2

23.9

8.5

21.3

22.3

24.0

9.0

21.2

22.1

23.8

9.5

21.1

21.9

23.5

120、150 和 200 kA。对风扇罩铰链和鹅颈铰链进行精

10.0

21.3

22.3

24.1

细建模。

10.5

21.2

22.1

23.7

11.0

21.2

22.2

24.0

此时以 K 为考核电流对铰链进行精细建模仿真
和试验研究。风扇罩铰链和鹅颈铰链的仿真电流分量
Is 的峰值分别为 72 和 90 kA。风扇罩铰链的考核电流
K 取 112.5、150 和 200 kA，鹅颈铰链的考核电流 K 取

对风扇罩铰链和鹅颈铰链雷电电磁 - 热耦合仿
真，计算时的环境温度设置为 20 ℃。风扇罩铰链的
电流分布和温度分布如图 11 所示，风扇罩铰链在温
度最高处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12 所示。
A/m2

×108
8
6
4
2

1.0
0.5

（a）风扇罩铰链电流分布

（b）风扇罩螺杆电流分部

℃

℃
26
25
24
23
22
21
20

25
24
23
22
21
20

（c）风扇罩铰链温度分布

温度见表 5。从表中可见，鹅颈铰链雷电流传导时温
A/m2

×108
1.5

以同样分析仿真方法计算出的鹅颈铰链的最高

（c）风扇罩螺杆温度分部

图 11 铰链精细建模网格设计（6 滋s，112.5 kA）

从图 11 中可见，雷电

度相比风扇罩铰链的要高很多，尤其在考核电流为
200 kA 时，最高温度达 230 ℃以上。
益

表 5 鹅颈铰链旋转结构最高温度统计
铰链规格 /mm

120 kA

150 kA

200 kA

3.0

91.7

132.1

219.8

3.5

89.5

129.5

220.8

4.0

86.8

124.3

201.9

4.5

96.7

128.7

234.2

5.0

85.8

122.8

202.7

5.5

77.8

110.6

188.6

6.0

84.7

121.1

201.6

6.5

85.3

121.6

200.6

7.0

80.9

115.2

189.1

流流经铰链时，风扇罩铰
从温度的统计数据可见与风扇罩铰链同样的问

链电流主要分布在其表面

题，增加连接结构的厚度并没有提高改善铰链的电流

和边角。在旋转结构传导
时，电流主要分布在旋转

图 12 铰链最高点温度

传导能力。边缘电流集中（容易导致击穿电压过大）且

结构的两侧，而在连接面

随时间变化

温度过高，容易出现非连接处的表面熔蚀（结构不可

处电流很小。可以分析出雷电流传导至铰链的连接结

以左右移动）或打火现象。

构，连接结构的宽度一定时，螺杆越粗，越有利于雷电

试验中给出验证结果，如图 13 所示。鹅颈铰链的

传导。从温度分布可见，整体铰链的温度都不高，温度

雷电通流能力相对不足，需要对结构进行导线搭接或

的最高点在螺杆上，并且在非接触区域。

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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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起动过程摩擦阻力矩计算分析
崔金辉 1，雷

杰2

（1.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2.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西安 710089）

摘要：扭矩特性分析是航空发动机起动仿真数学模型建立的重要环节，其中摩擦阻力矩因缺少相应的经验公式难以确定。为
了得到起动过程的摩擦阻力矩，借助于某型发动机台架试车数据，根据转速变化率与扭矩的关系，在冷态和热态 2 种条件下分别对
转速变化率和阻力矩进行计算，得到了冷、热态下发动机起动过程摩擦阻力矩，并分析了大气温度对冷态阻力矩的影响规律。以此
建立起动过程数值仿真模型，完成了摩擦阻力矩对起动过程转速的影响分析。计算结果表明：
摩擦阻力矩随着发动机转速的增加呈
减小趋势；
在冷态条件下，
随着大气温度的降低，摩擦阻力矩逐渐增大；起动过程转速变化率随之减小。
关键词：起动；摩擦阻力矩；数值仿真；转速变化率；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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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Friction Resistance Moment in Aeroengine Starting Process
CUI Jin-hui1袁LEI Jie2
渊1.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曰2. Chinese Flight Test Establishment袁Xi'an 710089袁China冤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torque characteristics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stablishing mathematical model of aeroengine starting

simulation. The friction resistance moment was difficult to be determined because of the lack of the corresponding empirical formula. In

order to obtain the friction resistance moment in the starting process 袁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tating speed and the
torque袁the rotating speed and the resistance moment were calculated by an engine bench test data under the cold and hot conditions. The

friction resistance moment in the engine starting process was obtained under the cold and hot conditions 袁and the influence law of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on the cold condition resistance moment was analyze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model of starting process was
established袁and the influence of friction torque on starting speed was analyze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iction torque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engine speed. Under the cold condition 袁the friction torque increases gradually with the decrease of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then the rotating speed decreases in the starting process.

Key words: starting曰friction resistance moment曰numerical simulation曰rotating speed曰 aeroengine

0 引言
起动性能是航空发动机总体性能中的重要性能

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科研单位和技术人员借助数
值仿真手段对起动性能方面的计算开展过较多研究，

之一，因此，针对起动性能方面的计算尤显重要，计算

发展并完善了相应的起动仿真数学模型，从而以一定

精度也成为仿真计算的关键。起动过程扭矩特性分析

精度模拟起动过程参数的变化。例如 Agrawal 等 [1]采

是起动仿真计算的基础，压气机气动扭矩、涡轮输出

用归纳法建立了燃气涡轮发动机起动过程数学模型，

扭矩和起动机带转扭矩可通过部件试验获得，有经验

分析了发动机的起动特性；Chappell[2]开发了一种实时

公式可循；而摩擦阻力矩受发动机冷热态工作条件、

模型，模拟发动机从起动到停车的整个过程；唐宏刚

单元体结构设计、轴承设计、滑油润滑效果的影响难

等 [3]对涡扇发动机起动和加速过程开展了数值仿真计

以确定，缺少经验公式可循。因而，大多数起动仿真模

算，提高了起动性能计算精度；屠秋野等 [4]利用一种涡

型对摩擦阻力矩不做考虑，
影响了计算结果的客观性。

扇发动机起动仿真数学模型，对起动过程的控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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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崔金辉（1987），
男，
硕士，
工程师，
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总体性能设计工作；
E-mail：
cjh66hero@163.com。
引用格式：

8

第 47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进行分析；周文祥等 [5]和黄金泉等 [6]在优化部件特性的

法不同。在热态条件下，滑油温度高、黏度小，发动机

基础上，对涡扇发动机高空起动模型进行了研究；王

处于最佳工作状态，阻力矩不随温度升高而有明显变

占学等

基于部件匹配技术完成了涡扇发动机起动

化；在冷态条件下，发动机未受热，滑油温度低、黏度

过程数值模拟，并对起动过程的气动稳定性做了计

大，
导致阻力矩偏大，冷态阻力矩的求解需考虑温度的

算；吴虎等[9]完善了小转速特性近似方法，基于部件匹

因素。

[7-8]

在热态条件下 （本文指发动机进气温度 T0≥15

配技术建立某型涡扇发动机起动过程计算模型；
Marsilio 和 French 在高转速部件特性基础上进行

℃）求解阻力矩，需计算发动机油门杆拉停后转子转

外插得到低转速部件特性，进而完成了发动机起动数

速随时间的变化率，从而根据转速变化率与扭矩之间

学模型的建立；杨帆等 开发了 1 种起动仿真计算模

的数学关系得到发动机在慢车转速以下的阻力矩特

型，以实际试车数据为基准对模型校对，使计算精度

性。在发动机油门杆拉停后，燃烧室切断供油，不再产

得到较大提高；刘建勋等 提出了改进部件特性描述

生涡轮功，在阻力矩的作用下转子转速逐渐减小，转

方法，有效地解决在低转速区域存在的效率适用性差

子转速的变化率反映了发动机阻力矩的大小。采用该

的问题；朱之丽等 利用积分方法建立混合排气加力

方法得到的阻力矩包括发动机所有的摩擦阻力矩和

涡扇发动机起动过程模拟模型，计算大气温度、压力

气动阻力矩。在冷态条件下（本文指 T0＜15 ℃）求解

及海拔高度等对起动过程的影响；居新星等 基于级

阻力矩，通过发动机在低温、不同大气温度条件下冷

累叠方法和相似原理，得到低转速部件特性，以此建

运转后的转速下降率来完成。选取冷运转试车数据，

立涡轴发动机起动模型。但以上研究均未考虑摩擦阻

排除发动机工作磨合时间对滑油温度和滑油黏度的

力矩对起动性能的影响。

影响。由于冷运转最大转速低于慢车转速，因此在冷

[10]

[11]

[12]

[13]

[14]

[15]

由于摩擦阻力矩存在于发动机各单元体及轴承

态条件下所求得的摩擦阻力矩适用范围仅限于转速

传动机构上，且温度较低时滑油黏度大、润滑效果差，

为 0 至冷运转最大转速之间。

摩擦阻力矩的影响更明显，仿真计算时不可忽略。为

2.2

改善起动仿真计算精度，本文重点求解起动过程摩擦

热态条件阻力矩计算与分析
以某型发动机为研究对象进行计算分析。选取该

阻力矩，对冷、热态条件下摩擦阻力矩计算方法进行

发 动 机 热 态 条 件（T0=20

研究。

℃）的试车数据，统计在该

1 起动过程分析

条件下从油门杆拉停后的

航空发动机起动是指发动机转子从转速为 0 或
空中稳定风车加速至慢车状态的过程。发动机地面起
动过程转速随时间变化曲线如图 1 所示。通常将起动
过程分为 3 个阶段：在起动机带动下转速从 0 增加至
点火转速 n（点火时间为
td）为第 1 阶段；起动机和涡
d
轮剩余功率二者共同驱动转子加速，直至起动机脱开
（脱开转速为 nt，脱开时间为 tt）为第 2 阶段；起动机脱
开后，在涡轮剩余功率的带动下转速从脱开增加至慢
车转速 nid （慢 车 时间 为

门杆拉停时刻，纵坐标 nH

图 2 停车后掉转过程

为无量纲化处理的高压转

（T0=20 ℃）

子转速。
在求解转速变化率之前，为降低拟合曲线与试验
数据曲线之间的误差，采取分段方式将试验数据曲线
拟合成可处理的函数表达式。针对该型发动机，在转
速大于 14%时采用一元三次函数
（1）

在转速小于 14%时采用指数函数

2 阻力矩计算方法

nH=47.546e -0.058t

（2）

将上述分段函数以几何表达方式显示在如图 3

计算方法说明

所示的试车数据曲线。从图中可见，分段函数能很好

发动机热态阻力矩
和冷态阻力矩的计算方

示。从图中可见，0 s 为油

nH=-0.0066t3+0.3276t2-6.7722t+72.35

tid）为第 3 阶段。

2.1

转速变化数据，如图 2 所

图 1 起动过程 3 个阶段

地逼近试车转速线（试车数据中的坏点已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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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油门杆拉停后，

间未工作后的起动，可视为工作日的第 1 次起动。因

转速变化率与合力矩的数

此，求解冷态条件下起动阻力矩时，需选取在低温天

学关系按扭矩平衡方程

气下发动机冷运转试验的数据，最大限度地排除发动

[16]

求解为

机工作状态、运转时间及初始滑油温度对摩擦阻力矩

MST+MT-MC/浊-MZ=
仔 J dnH
30 dt

的影响。
（3） 图 3 函数关系式的几何意义

式中：MST、MT、MC、MZ 分别为起动机输出轴扭矩、涡轮
剩余扭矩、压气机气动阻力矩、摩擦阻力矩；J 为转子
转动惯量；dnH/dt 为转速变化率。
发动机拉停后，作用在高压轴上的力矩只有阻力
矩，因此式（3）中的 MST 和 MT 均为 0，即发动机转子
在总阻力矩（MC+MZ）的作用下逐渐减速。摩擦阻力矩
没有相应的经验公式可循，而压气机气动阻力矩随转
速的增加逐渐增大
2

MC=A nH

停时刻记为 t=0，拉停后发动机转速变化情况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温度越低，相同时刻的转速越小，
即降转速度更快。
同样，当 T0=-5、-10、
-15 ℃时分别推导出逼近
3 条转速下降曲线的函数
nH=-0.0002t3+0.0221t2nH=-0.0002t3+0.0213t2- 图 5 不同温度下的转速下降
1.0757t+24.063

对式（1）、
（2）求导，
可得不同转速段的转速变化率
dnH =-0.0198t2+0.6552t-6.7722
dt

（5）

dnH =-2.758e -0.058t
dt

（6）

将式（5）、
（6）带入式（3）可求解发动机慢车转速
以下的总阻力矩，结合式（4）也可求解对应的摩擦阻
力矩。

nH=-0.0002t +0.028t -1.2084t+24.533
3

2

（8）
（9）

对以上方程式求导，
得出不同温度下的转速下降率
dnH =-0.0006t2+0.0442t-1.0786
dt

（10）

dnH =-0.0006t2+0.0426t-1.0757
dt

（11）

dnH =-0.0006t2+0.056t-1.2084
dt

（12）

将式（10）～（12）带入

发动机热态起动过

式（3）中 求 解 25% 转 速 下

程阻力矩计算结果如图 4

的总阻力矩；结合式（4）可

所示。纵坐标的阻力矩已

求 解 对 应 的 摩 擦 阻 力 矩。

做无量纲化处理。从计算

在发动机冷态条件下阻力

结果得出：
矩随转速的增加逐渐增大；

（T0=-5、-10、-15 ℃）下冷运转的试车数据。油门杆拉

1.0786t+24.205 （7）
（4）

式中：A 为与压气机具体型号有关的系数。

（1）起动过程总阻力

分析该型发动机在低温天气不同大气温度

矩 计 算结 果 如 图 6 所 示。
图 4 热态条件下阻力矩

（2）摩擦阻力矩随转速的增加逐渐减小，当转速
大于 17%时摩擦阻力矩不再随转速变化而变化；

从计算结果得出：

图 6 冷态条件下阻力矩

（1）当转速较低时，随着温度的降低，在相同转速
下的总阻力矩和摩擦阻力矩越来越大，说明温度对冷
态起动低转速段阻力矩有明显影响；

（3）在停车状态（nH=0%）下，由于存在摩擦阻力

（2）随着转速的增加，摩擦阻力矩逐渐减小，当转

矩，发动机转子系统总阻力矩不为 0，说明摩擦阻力

速大于 17.5%时 3 种温度下摩擦阻力矩趋于 1 个相

矩具有系统属性，无法完全消除，只能通过优化结构

同的固定值，不再受环境温度和转速影响。这是因为

设计或改善滑油品质而减小。

发动机转速的加快使转动件磨合程度加大，发动机内

2.3

部温度升高，导致滑油温度升高、滑油黏度降低，使机

冷态条件阻力矩计算与分析
冷态起动过程阻力矩的求解方法与热态的相同，

差别在于试验数据的选取。冷态起动是指发动机长时

械部件之间的摩擦力减小。

10

3 起动过程摩擦阻力矩数学模型的建立
3.1

机，受主燃烧室稳定工作边界的限制；起动机脱开参
数主要反映起动机带转能力，受起动机设计水平的限

基本方程
起动过程仿真数学模型的建立主要依据发动机

转子扭矩平衡方程（3），对其进行积分求解得到起动
时间为
t= 仔 J×
30

dn
乙 M +M -M
/浊-M
ST

T

C

（13）
Z

速段，步长尽可能小，在每一步长内运用式（13）进行
时间求解，直至转速达到要求的慢车转速为止。
起动时间计算
起动时间的计算可分段或不分段计算。分段计算
不仅便于比较每个阶段对整个起动时间的影响，也便
于研究特征参数对起动时间的影响[17]。因此本文采用
分段计算方法。
在起动第 1 阶段，仅有起动机带转，涡轮未产生
功率，起动时间为
tI= 仔 J·
30

乙

nd
0

dn
MST-MC /浊-MZ

tII= 仔 J·
30

乙

nt
nd

dn
MST+MT-MC /浊-MZ

（14）

（15）

在起动第 3 阶段，起动机脱开后仅有涡轮驱动转
子转动，起动时间为
tIII= 仔 J·
30

乙

为分析摩擦阻力矩对起动过程转速的影响，在
T0=20 ℃时分别在有、无摩擦阻力矩 2 种条件下对起
动过程进行数值模拟，并选取该发动机在 T0=20℃时
的试车数据作对比。
在计算时，将压气机、主燃烧室、涡轮等部件特性
带入模型中作为已知约束条件；该发动机采用某空气
涡轮起动机，其输出轴扭矩[18]为
1-k/k
MST= 30 （mST k RTST（1-仔t ）浊）/nST （18）
仔
k-1

式中：mST 和 TST 分别为空气涡轮起动机进口空气质量
流量和进口空气总温；k 为气体等熵绝热指数，对于

中的膨胀比；浊 为空气涡轮起动机效率；nST 为起动机
输出轴转速。
试验数据和仿真计算
结果对比如图 7 所示。在
不 考 虑摩 擦 阻 力 矩 时 ，计
算转速曲线整体上是在试
验数据曲线之上，转速上

nid
nt

dn
MT-MC /浊-MZ

（16）

总之，对于慢车转速 nid，总的起动时间为
t=tI+tII+tIII
3.3

机设计输入的限制和发动机加速性要求的制约。

空气，k=1.4；R 为气体常数；仔t 为空气在起动机涡轮

在起动第 2 阶段，主燃烧室点火后，涡轮开始产
生功率，起动时间为

制；慢车状态参数由发动机性能设计方案决定，受飞

4 摩擦阻力矩对起动转速的影响

在计算时，将起动过程的 3 个阶段划分为多个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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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数学模型的建立和约束条件
联立式 （14）～（16），根据已知部件特性约束条

件，完成起动过程数学仿真模型的建立，得到起动过
程各参数的变化规律，也可根据起动过程特征参数逆
向确定起动机扭矩或者发动机部件特性，为发动机部
件选型提供约束条件。
部件特性约束条件主要包括：压气机部件试验得
到的气动阻力矩 / 转速特性，主燃烧室稳定点火和工
作边界，涡轮部件试验得到的涡轮剩余功率 / 扭矩 /
转速特性，冷、热态条件下起动过程阻力矩特性。
发动机起动过程特征参数主要包括：点火转速、

升较快，起动到慢车的时

图 7 试验数据和仿真

间约为 40 s。在计入摩擦

数据的差异

阻力矩时，计算的转速上升曲线下移，转速上升变慢，
起动时间约为 46.9 s，计算转速曲线更加靠近试验转
速曲线，在转速小于 25%时二者基本重合。因此，进
行数值仿真计算时，应该考虑摩擦阻力矩的影响，计
算结果更为客观，与试验结果更加接近。另外，在优化
发动机起动性能时，若不调整供油，可考虑采用减小
摩擦阻力矩以提高转速上升率。
综上所述，仿真计算结果与试车数据吻合度较
高，仅在高转速段存在约 2%的差异，说明仿真模型
较为可靠。

5 结论
本文对航空发动机起动过程阻力矩的计算方法

点火时间、脱开转速、脱开时间、慢车转速和慢车时

进行了研究，完善并建立了仿真计算模型，对仿真结

间。主燃烧室点火参数主要影响涡轮投入工作的时

果和试验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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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着转速的增加，摩擦阻力矩逐渐减小，当转
速大于某一值时，摩擦阻力矩不再变化；
（2）冷起动时，发动机进气温度越低，在相同转速
下摩擦阻力矩越大；
（3）数学模型计算结果与试验数据吻合度较高，
可用于起动过程的仿真计算，为保证结果的客观性应
在计算时考虑摩擦阻力矩。

6 展望
摩擦阻力矩与发动机自身结构、滑油润滑效果、
发动机总工作时间相关，是发动机系统属性，不同型
号发动机或同一型号不同批次发动机的摩擦阻力矩
均不相同，给工程应用带来很大困难；另外，本文研究
未考虑飞机功率提取和引气对起动过程的影响，但由

[8] 王占学，乔渭阳，李文兰. 涡扇发动机起动过程气动稳定性的数值
计算[J]. 推进技术，2006，
27（3）：221-224.
WANG

Zhanxue，QIAO

Weiyang，
LI

Wenlan.

Computation

and

assessment of aerodynamic stability of turbofan engine startup and
acceleration [J]. Jour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
2006，27（3）：221224.（in Chinese）
[9] 吴虎，冯维林. 某型涡扇发动机起动过程数值模拟[J]. 航空动力学
报，
2007，22（12）：2068-2072.
WU Hu，
FENG Weilin.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startup process of
augmented turbofan engines [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07，
22
（12）：2068-2072.（in Chinese）
[10] Marsilio R. A computational method for gas turbine engines [R].
AIAA- 2005-1009.
[11] French M W. Development of a compact real-time turbofan engine
dynamic simulation[R]. SAE 1982-821401.
[12] 杨帆，樊丁，彭凯，等. 基于试车数据的航空发动机起动过程建模
[J]. 空军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14（16）：1-4.

于功率提取和引气一直存在于整个或部分起动过程，

YANG Fan，
FAN Ding，
PENG Kai，
et al. Modeling of an aero-engine

后续可继续完善仿真模型、提高计算精度。

in starting process based on the test data [J]. Journal of 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2013，
14（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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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尾喷管固体颗粒流动特性研究
张

豪，孙振生，胡

宇，王

广

（火箭军工程大学 导弹工程学院，西安 710025）

摘要：为了通过发动机尾喷管内固体颗粒的荷电水平来判断发动机的故障程度，对发动机尾喷管内固体颗粒的流动特性进行
研究。选取某型发动机尾喷管为研究对象，利用 ICEM 软件进行建模与网格划分，通过 Fluent 模拟仿真分析颗粒直径和初始速度对
颗粒分布的影响，探讨固相颗粒产生绳流、均匀弥散流、环流及层流等流型的条件。研究表明：局部注入的颗粒分布为绳流；对于面
均匀注入方式，随着固体颗粒直径增大，其分布由均匀弥散流逐渐变为环流；随着颗粒直径和速度的增加，颗粒与尾喷管壁面碰撞
加剧，部分区域出现层流；
当颗粒直径和速度达到一定程度时，颗粒的分布规律保持稳定。
关键词：尾喷管；
气固两相流；固体颗粒；流型；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1.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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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Solid Particles in Aeroengine Nozzle
ZHANG Hao袁SUN Zhen-sheng袁HU Yu袁WANG Guang
渊School of Missile Engineering袁Rcoket Force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袁Xi'an 71002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judge the engine fault situation by the static electricity level of solid particles in the engine nozzle 袁th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lid particles were studied in the engine nozzle. A certain engine nozzle was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袁and

ICEM software was used for modeling and grid generation. The influence of particle diameter and initial velocity on particle distribution was

analyzed by Fluent simulation袁and the conditions for solid particles to generate rope flow 袁uniform dispersion flow袁circulation flow袁laminar
flow and other flow patterns we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articles distribution of locally injected is rope flow. For the surface

injection mode袁with the increase of solid particle diameter袁the distribution of particle changes from uniform dispersion flow to circulation

flow. With the increase of diameter and velocity of particle 袁the collision between particles and nozzle wall is intensified 袁and laminar flow
appears in some regions. When the diameter and velocity of particle reach a certain degree 袁the distribution of particles remains stable.
Key words: nozzle曰gas-solid two-phase flow曰solid particle曰flow pattern曰aeroengine

0 引言

国的相关研究始于 21 世纪初 [3-4]，左洪福等 [5-7]主要在

在航空发动机工作时，其燃烧产物除 CO2、水蒸

静电信号监测与特征值提取方面做了大量分析研究。

气等气体之外，还会产生一些固体颗粒。这些固体颗

为准确获取颗粒的静电信号特性，需要建立基于荷电

粒由于燃烧和摩擦等原因而带电。当发动机正常工作

颗粒分布规律下的传感器静电感应模型。Ajeski[8]在建

时，其固体颗粒荷电水平稳定在某一范围内，而一旦

立传感器模型时，假设颗粒的分布是均匀的；Yan 等 [9]

发动机发生故障时，其电荷水平会显著上升 [1]。

给出单个带电固体颗粒在管道任意位置时的数学模

国外学者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了基于静电感

型，但未考虑颗粒群分布情况对模型建立的影响；楚

应的发动机气路故障监测技术 ，其基本原理是通过

孟琪 [10]、阚哲 [11]将故障颗粒分布状态假设为均匀弥散

静电传感器实时采集发动机气路固体颗粒荷电信号，

分布、绳流分布等简单模型，其建立的感应模型表明，

处理提取信号特征值，确定气路故障的严重程度；中

固相颗粒不同分布规律下的感应模型存在较大区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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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固相颗粒在尾喷管内的分布规律，对准确

相控制方程包括速度确定方程及位置确定方程 [18]，固

建立传感器静电感应模型，从而通过尾气中荷电水平

体颗粒速度为
mpdV p =F
p
dt

（2）

Fp= 仔 籽d2pCD|V -V p|(V -V p)
8

（3）

的测量判断其故障程度具有重要意义。对固体颗粒在
发动机尾喷管中的分布特性研究一般有 2 种方法：
（1）通过特定的检测方法获取流型特征。例如运用多普
勒激光诊断技术获取两相流流动特性 [12]，或通过基于

式中：mp 为颗粒的质量；Fp 为颗粒受到的拖拽力；V p
为颗粒的运动速度。

压力及浓度分布的方法辨识气固两相流流型 [13]，将概
率密度与测量静电信号均值相结合的方法判断两相
流流型 [14]，在光学层析成像技术的基础上利用学习矢

式中：dp 为颗粒的直径大小；CD 为拖拽系数。
固体颗粒位置为

量量化神经网络方法[15]或者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方法 [16]

軑p=X
軑0p+
X

进行流型识别。上述流型检测方法通常用于流速较慢

乙

t+驻t
t

軑pdt
V

（4）

的两相流中，而发动机尾喷管气体流速快，该方法不

式中：X 0p 为固体颗粒在 t 时刻的位置。

易获取颗粒分布状态；
（2） 通过建立发动机模型和气

1.2

本文运用标准的 k -着 模型进行计算。与 k 和 着

固两相的控制方程，利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固相颗粒
在发动机尾喷管内分布规律，从而获得其流型特征

湍流模型

对应的方程为

。该方法易于控制外界条件，分析各情况下的颗粒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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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状态。

G b-籽着-Y M

本文利用 ICEM 软件对某航空发动机尾喷管进
行建模和网格划分，利用 Fluent 对尾喷管中的气固两
相流流场进行数值模拟，在此基础上，分析在局部注

k

j

k

蓘 蓸 滋+ Pr滋 蔀 鄣x鄣k 蓡 +
t

着

（5）

j

2

G b 为由浮力引起的湍流动能的产生项；Y M 为可压湍
流中脉动扩张的贡献；C1着、C2着、C3着 为经验常数；Prk 和

控制方程
气流在发动机尾喷管内是可压缩流动的，因此需

求解 3 维瞬态可压气固耦合流场的控制方程和颗粒
相运动控制方程。

Pr着 分别为与湍流能 k 和耗散率对应的普朗特数。
1.3

尾喷管模型及计算验证
JetCat 系 列 发 动 机 是

目前采用较多的 1 款涡喷

气相控制方程的通用形式为
鄣(籽准) +div(籽u准)=div(祝准)+S
軋
鄣t

t

式中：G k 为平均速度梯度引起的湍流动能的产生项；

1 控制方程及尾喷管模型的建立
1.1

鄣(籽k) + 鄣(籽着ui) = 鄣
鄣t
鄣xi
鄣xj

蓘 蓸 滋+ Pr滋 蔀 鄣x鄣k 蓡 +G +

C1着 着 (G k+C3着G b)-C2着 籽 着
k
k

入和面均匀注入 2 种方式下，不同直径和不同流速的
颗粒在尾喷管内的分布规律。

鄣(籽k) + 鄣(籽kui) = 鄣
鄣t
鄣xi
鄣xj

（1）

发动机，其易操作控制，适
用于试验研究。选取某一

式中：籽 为气相密度；准 为通用变量，可以代表 u、v、w、

特定型号，根据其结构特

T 等求解变量；祝 为广义扩散系数；S 为广义源项。

点建立几何模型，如图 1

（1）准=1，祝=S=0 时，表示连续方程；
（2）准=ui，祝=滋，S=-鄣p/鄣xi+Si 时，表示动量方程。

所示。

图 1 尾喷管模型

利用 ICEM 软件，采用 4 面体网格对模型处理。

中：滋 为动力黏度；p 为作用在流体微元上的压强；Si

为证明网格设置对计算结果无影响，设置疏密不同的

为作用在流体微元上的质量力；

网格进行对比，结果见表 1。

（3）准=T，祝=k/c，S=ST 时，表示能量方程。其中：T

根据发动机结构设计，其最大推力为 97 N，出口

为流体微元的温度；c 为流体的比热容；k 为流体的传

气体质量流量为 0.24 kg/s，尾气平均速度为 396 m/s，

热系数；ST 为黏性耗散项。

出口截面积为 3017.54 mm2，尾气温度为 785~975 K。

本文以球形铁颗粒为例进行颗粒运动模拟，颗粒

在进行仿真计算时，入口设置为压力入口，总压为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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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网格划分对比
内部区域面

四面体

数量

单元

3738

59711

31017

19094

8495

203531

104376

3

57643

20967

508486

256873

4

143569

33329

1624056

822298

网格处理

节点数

边界面数量

5939

2

方式
1

（a）叶片与导流锥尾部碰摩

（b）叶片与壁面碰摩

图 3 叶片与导流锥、壁面碰摩颗粒轨迹

MPa，温度为 875 K；出口为压力出口；忽略壁面温度

大，其原因为颗粒质量较小，易被流场改变运动轨迹；

对颗粒分布的影响，设定外壁面及导流锥为绝热体。

局部碰摩产生的颗粒分布呈现绳流分布。4 种网格处

流场达到稳定后，不同处理方式的尾喷管流场在出口

理方式对应的叶片与导流锥尾部碰摩后颗粒分布与

某一直径上的速度分布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

轴向位置的关系如图 4 所示。颗粒在释放前的散布直

着网格密度的增加，流场出口气相流流速趋于稳定，

径为 1 mm，随着颗粒的运

出口中心的流速度较低；出口中心流速最低值为 304

动，颗粒散布直径先减小

m/s，流速最高值为 391 m/s，出口流速均值为 383.2

而后增大，在即将达到出

m/s。通过与发动机参数对比，仿真计算初始值设定合

口 时 颗粒 散 布 保持 稳 定 ；

2

理；当网格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气相流场计算结果

出现散布范围减小是由于

0

与网格划分不再有相关性，计算结果收敛。为避免网

此时颗粒速度较小，在重 图 4 轴向位置与颗粒散布
力影响下，直径较大的颗
直径关系

格处理方式对固相颗粒
分布的影响，在进行局部
注入颗粒时，对比不同处
理方式下的颗粒分布差
异，以验证当网格达到一
定数量后，颗粒分布规律
稳定，不再受网格划分的

400
350
300
250
网格划分 1
网格划分 2
200
网格划分 3
150
网格划分 4
100
50
0
-0.03 -0.02 -0.01 0 0.01 0.02 0.03
尾喷管出口某直径上的点到出口中心的距离

图 2 尾喷管出口气流速度
在直径上的分布

影响。

2 仿真结果分析
2.1

局部区域注入颗粒分析
在发动机工作时，由于部件结构出现问题，发动

机零部件之间将产生摩擦碰撞，从而产生固体颗粒，
一般出现碰摩的零部件是叶片与尾喷管壁面和导流
锥尾部，本节以局部注入颗粒来模拟发动机叶片碰摩
产生颗粒。在分析时，假定碰摩产生的颗粒初速度为
0，摩擦产生不同直径的颗粒，注入颗粒直径范围为

1～30 滋m。在第 3 种网格划分方式下，叶片与导流锥

10
8
6
网格划分 1
网格划分 2
网格划分 3
网格划分 4

4

20
40
60
80
颗粒分布轴向位置 /mm

100

粒受气流浮力较小，向重力方向运动。同时表明，当网
格数量达到一定值后，颗粒分布规律稳定，在下文研
究中，选取第 3 种网格处理方式进行仿真分析。
2.2
2.2.1

面注入颗粒分布规律分析
颗粒直径对颗粒分布影响分析
一般情况下，由于发动机燃烧室内部发生烧蚀和

富油燃烧等故障时，均会有异常固体颗粒产生。尽管
故障发生部位以及故障颗粒属性存在差异，但是随着
故障程度的加深，故障颗粒直径均会增大。本节通过
面注入颗粒的方式模拟燃烧室故障颗粒的产生。不同
直径的固体颗粒在尾喷管内的分布情况如图 5 所示，
颜色表示颗粒释放后运动到所在位置的相对时间。对
比颗粒在直径 0.1、2、10 和 40 滋m 的分布状态，明显
看出颗粒的直径大小影响其分布状态。当颗粒直径为
0.1 滋m 时，颗粒几乎充满了出口，此时可将颗粒分布
视为均匀弥散分布；随着颗粒直径的增大，颗粒不再

经过尾喷管出口中心区域，形成了以出口中心为圆

尾部和壁面发生 1 次碰摩产生的颗粒运动轨迹如图

心、以某长度为半径的空心圆，空心圆的半径与颗粒

3 所示。颗粒的颜色表示粒径的大小，红色颗粒直径

直径有关；当颗粒直径达到一定程度时，空心圆不再

最大，蓝色颗粒直径最小。

发生明显变化，颗粒分布呈现环状分布。

通过对比发现，局部碰摩产生的颗粒分布在不同
位置有着较大差异。叶片与壁面碰摩产生的颗粒，靠
近壁面运动，分布集中；与导流锥尾部碰摩的颗粒在
运动过程中逐渐分散，且直径较小的颗粒分散程度较

为形象描述二者之间的关系，各直径的颗粒与在
尾喷管出口形成空心圆的半径关系变化如图 6 所示。
从图中可见，当颗粒直径小于 20 滋m 时，随着颗粒直
径的增大，空心区域半径明显增大，此时颗粒质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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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上的作用力相互抵消，颗粒运动轨迹保持稳定；
当颗粒直径大于 50 滋m 后，由于重力因素的影响，颗

粒与壁面碰撞的占比有减小趋势。总之，因为颗粒的
碰撞，靠近壁面的颗粒数量增加，颗粒分布密度局部
增大，局部区域出现层流。这里的层流含义指颗粒分
布密度随着径向位置的改变而发生变化，那么颗粒在
径向上呈层状流型分布。
电荷量 /C
1.55e-04
1.39e-04
1.24e-04
1.08e-04
9.29e-05
7.74e-05
6.19e-05
4.65e-05
3.10e-05
1.55e-05
0.00e+00

（b） 2 滋m

（a） 0.1 滋m

电荷量 /C
1.55e-04
1.39e-04
1.24e-04
1.08e-04
9.29e-05
7.74e-05
6.19e-05
4.65e-05
3.10e-05
1.55e-05
0.00e+00

（a） 0.1 滋m

电荷量 /C
4.06e-04
3.66e-04
3.25e-04
2.84e-04
2.44e-04
2.03e-04
1.62e-04
1.22e-04
8.12e-05
4.06e-05
0.00e+00

（c） 10 滋m

（d） 40 滋m

小，惯 性 小 ，受 气 相 流 场
影响较大；颗粒直径在
20 ～40 滋m 的 变 化 过 程
中，空心区域增大趋势缓
慢，此时由于颗粒直径的

6
5
4
3
2
1
0

（c） 40 滋m

图 5 不同直径的颗粒分布

（b） 5 滋m

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颗粒直径 /滋m

（d） 颗粒直径与碰撞颗粒
占比关系

图 7 不同直径颗粒运动轨迹

18
16
14
12
10
8
6
4
2

2.2.2

颗粒轴向速度对颗粒分布影响分析
在分析颗粒直径时，为方便分析，设定颗粒的注

入速度为 0。然而，颗粒在燃烧室压力及涡扇的作用
0

20

40
60
80
颗粒直径 /滋m

100

增加 ，质 量 增 大 ，颗 粒 运

图 6 颗粒直径与空心圆

动受气相流场作用减小，

区域半径关系

运动状态不轻易发生改变；在颗粒直径大于 40 滋m
时，空心区域范围保持稳定。通过分析，颗粒的分布随
着其直径的增加而发生明显变化。
在分析颗粒直径与空心圆区域时，发现随着直径

下，进入尾喷管进口时已具有初速度，分为轴向速度
和径向速度，本文对这 2 类速度分别分析。保持进、出

口边界条件不变，颗粒直径为 10 滋m，分析在 3 维空
间内 10 滋m 颗粒在尾喷管的分布状态，其轴向速度

为 100 m/s，如图 8 所示。经观察，轴向速度为 100 m/s
时不改变颗粒对称分布，取某一轴向截面，针对不同
轴向速度进行分析。

的增加，颗粒与外壁面发生了碰撞，如图 7（a）、
（c）所
示，给出了 0.1、5 和 40 滋m 颗粒轨迹。随颗粒直径增
大，发生碰撞颗粒占总数百分比的关系如图 7（d）所
示。从图中可见，颗粒的直径不同，碰撞程度也存在区

别。直径为 0.1 滋m 的颗粒几乎未与壁面发生碰撞，这
是由于颗粒质量较小，气流对颗粒的运动轨迹影响较

大；随着颗粒直径增加，惯性增大，气流对颗粒的影响
减小，颗粒的轴向运动导致其与壁面碰撞，碰撞率增
加；但颗粒直径为 20～50 滋m 时，颗粒与壁面碰撞的
数量不再增加，原因在于颗粒的重力与气相流对颗粒

（a）入口时刻

（b）中间时刻

（c）出口时刻

图 8 轴向速度为 100 m/s 的颗粒分布

设置颗粒在尾喷管入口处获得的轴向速度分别
为 0、50、100 和 200 m/s，其运动轨迹如图 9 所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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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不同速度的颗粒运动轨迹，颗粒分布保持环状流

撞数量上升，且反弹后具有较高的能量，颗粒运动逐

型，但随着颗粒轴向速度的增加，颗粒与外壁面碰撞

渐分散。总之，颗粒轴向速度促使颗粒与壁面碰撞后

的数量增加；同时速度较大的颗粒碰撞壁面后反弹程

局部区域出现层流分布，而层流现象的程度与颗粒速

度较大，到达出口时，距离出口外边界较远；轴向速度

度密切相关。

导致颗粒分布密度发生改变，局部区域出现层流分

2.2.3

颗粒径向速度对颗粒分布影响分析
径向速度为 50 m/s 时的 3 维轨迹分布如图 12 所

布，轴向速度越大，层流现象越明显。

示。从图中可见，径向速度改变了颗粒的分布规律，径
向正方向颗粒分布集中，密度较大；径向负方向颗粒分
布稀疏，
密度小；颗粒分布以 XOY 面对称，为详细描述
径向速度对颗粒分布的影响，
取 XOY 截面进行分析。
（a） 0 m/s

（b） 50 m/s

（a）入口颗粒

（b）中间时刻

（c）出口时刻

图 12 径向速度为 50 m/s 的颗粒分布
（c） 100 m/s

（d） 200 m/s

径向速度为 0、10、30 和 80 m/s 时的颗粒运动轨

图 9 颗粒在不同速度下的轨迹

迹如图 13 所示。对比图 13（a）与（b），由于径向速度

颗粒轴向速度与之对应的碰撞壁面颗粒占颗粒总
数的百分比的关系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颗

的存在，颗粒与下壁面碰撞数量减少，与上壁面碰撞

粒速度的增加，碰撞颗粒
所占百分比也随之增加，
这与发动机的设计结构有
较大关系。导流锥尾部半
径与尾喷管出口半径相
近，导致颗粒轨迹随速度
增加而趋近直线，必然会
与壁面发生碰撞，且速度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50
100
150
颗粒轴向初始速度 （m/s）
/

200

图 10 颗粒初始轴向速度与
碰撞颗粒百分比关系

越大，碰撞颗粒越多，成正
相关。

（a） 0 m/s

（b） 10 m/s

（c） 30 m/s

（d） 80 m/s

根据图 10 的变化趋势，给出速度分别为 0、50、
100 和 200 m/s 时的颗粒 在出口处的 分布百分比曲
线，进一步说明颗粒的分布规律，单位长度内的颗粒
占总数百分比，如图 11 所

0.25

示 。 在 出 口 径 向 25 ～29

0.20

mm 处，颗粒分布百分比

0.15

较大；颗粒自身轴向速度

0.10

较小时，碰撞颗粒较少且

0.05

分布较为集中，导致局部

0 m/s
50 m/s
100 m/s
200 m/s

0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尾喷管出口径向位置 /mm

区域颗粒分布百分比较

图 11 不同速度的颗粒在

大；随着颗粒速度增加，碰

出口的分布曲线

图 13 不同径向速度的颗粒运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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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增多；径向速度达到一定程度后，下半部分的颗
粒与导流锥壁面发生碰撞，偏离原来轨迹；尽管径向
速度使固体颗粒与壁面发生碰撞，明显改变了颗粒原
有的运动轨迹，但颗粒分布仍然保持环状流型，只是
区域颗粒密度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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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航空学报，2010，31（11）：2174-2181.
ZUO Hongfu，
LIU Pengpeng. Experimental study on electrostatic monitoring of exhaust gas from a turboshaft engine [J]. Acta Aeronautica et
Astronautica Sinica，
2010，31（11）：2174-2181.（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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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2013，
34（8）：1786-1794.

通过对轴向和径向速度的分析，分别探讨了 2 类
速度对颗粒分布的影响，由于颗粒自身速度的存在，
加大了颗粒与壁面碰撞的几率，改变了颗粒的分布密
度；径向速度使得颗粒分布更加不规律；但是轴向和
径向速度并未改变颗粒总体呈环状分布的流型状态。

ZUO Hongfu. Study on electrostatic sensor technology for on-line monitoring of full-flow abrasive particles in lubricating oil system [J]. A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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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仪表学报，2016，37（1）：41-46.
ZUO Hongfu，
YIN Yibing. Study on measurement method of abrasive

3 结论

power of lubricating oil system by electrostatic sensor[J]. Chinese Jour-

本文采用局部注入和面注入 2 种注入颗粒的
方式，从颗粒的速度和直径 2 个方面研究了发动机尾

nal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
2016，
37（1）：41-46.（in Chinese）
[7] 刘鹏鹏，左洪福，孙见忠，等. 涡喷发动机气路滑油泄漏故障在线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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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2602-2606.

喷管气固两相流分布特性，分析了不同条件下颗粒的

LIU Pengpeng，
ZUO Hongfu，
SUN Jianzhong，
et al. Online monitoring

分布规律，得到以下结论：

of oil leakage fault in air path of turbojet engine [J]. Chinese Journal of

（1）局部注入的颗粒在流场中以绳流状态分布，
靠近尾喷管壁面注入的颗粒分布集中，贴近壁面运
动；靠近导流锥尾部注入的颗粒分布较为分散，在颗
粒运动过程中，其分布规律先趋于集中分布，而后又
分散分布，到达出口附近分散直径达到稳定；
（2）以面注入方式释放颗粒，当颗粒直径较小时，
颗粒的分布状态近似为均匀弥散流分布；随着直径的
增加，颗粒质量增大，当颗粒直径达到 40 滋m 时，颗

粒的分布稳定，呈现环状流型；而航空发动机的故障颗

粒直径一般处于 20～40 滋m ，
其颗粒分布呈现环状。
[20]

（3）颗粒具有轴向和径向速度，加大了颗粒与内

外壁面的碰撞几率，但并不改变颗粒分布的环状流
型；颗粒与壁面的碰撞改变了颗粒的运动方向及轨
迹，颗粒分布部分区域密度增大，出现局部层流分布。

Scientific Instrumen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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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级径向旋流器对燃烧性能的影响
呼

姚，赵传亮，白瑞强，闫东博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保证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具有良好的气动雾化性能并实现稳定、高效地燃烧，设计 6 种带有旋向相反的双级径向旋流
器方案的单头部燃烧室，通过双级径向旋流器设计参数对燃烧性能影响的数值计算，得到不同主、副旋流器旋流数对燃烧室性能的
影响规律，并进行试验验证。结果表明：数值计算与试验结果基本吻合。双级径向旋流燃烧室的燃烧效率超过 99.9%，双级径向旋流
器存在最佳的匹配方案，该方案使得燃烧室形成合适的回流区，并得到均匀的出口温度场。
关键词：双级径向旋流器；燃烧室；回流区；燃烧性能；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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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Dual-stage Radial Swirler on Combustion Performance
HU Yao袁 ZHAO Chuan-liang袁 BAI Rui-qiang袁 YAN Dong-bo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aerodynamic and atomization performance 袁as well as stable and efficient combustion in

aeroengine combustor袁six single-head combustors models with dual-stage counter-rotating radial swirler were designed. The influence of

swirl number of main and secondary swirlers on combustion performance was investigated through numerical calculation 袁 and the results
were verified by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numerical calculation results fit well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combustion

efficiency of the dual-stage radial swirler combustor is over 99.9%. There is an optimal matching scheme for the dual-stage radial swirler 袁
which can form a suitable recirculation zone in the combustor and obtain an uniform temperature profile at the exit of the combustor.
Key words: dual-stage radial swirler曰combustor曰recirculation zone曰combustion performance曰aeroengine

0 引言
旋流器是航空发动机燃烧室中的重要部件，其功

Doppler Velocimetry，LDV）测量结果，对双级旋流器结
构下游冷态速度场进行详细分析，并将采用不同湍流

用是在燃烧室头部产生高速旋转射流，形成热回流

模型模拟获得的速度场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

区，以保证火焰的稳定。同时高速旋转射流增加了气

Nair 等[5]对双级旋流器贫油熄火时的声学和光学特征

流与油滴的相对速度，改善了燃油雾化和混气的形

进行测量及分析；Mohammad 等 [6]采用 LDV 和粒子图

成。因此，旋流器的工作性能将全面影响燃烧室的综

像 测 速 仪（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PIV）对 CFM56

合性能。

发动机燃烧室单头部速度场进行测量，分析了燃烧室

国内外学者对双级旋流器燃烧性能进行了大量

结构上的微小变化对流场的影响；GE 公司在进行 E3

的基础研究。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 燃烧实验

双环腔燃烧室的研发过程中，亦进行了许多双级旋流

室采用多种试验测量手段对双级旋流器进行了一系

器的相关试验[7]。国内对双级旋流器结构也开展了一

列基础研究 [1-3]，包括套筒出口形式对流场的影响、试

些研究。林宇震等 [8-10]对双级旋流器燃烧室贫油熄火

验状态对性能参数的影响和结构参数对贫油熄火油气

特性、点火特性和燃烧性能进行了试验研究；党新宪[11]

比的影响等。Hsiao 等 [4]基于激光多普勒测速仪（Laser

针对 2 种双旋流矩形燃烧室模型，采用 PIV 分析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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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式旋流器、进口气流参数、火焰筒头部结构参数
等对冷态和液雾燃烧流场的影响；陈敏等

[12-13]

针对斜

切径向双旋流矩形燃烧室模型，采用可调谐半导体激
光 吸 收 光 谱 技 术 （Tunable Diode Laser Absorption
Spectroscopy，TDLAS）、相干反斯托克斯 - 拉曼散射技
术 （Coherent Anti-Stokes Raman Scattering，CARS）和
PIV3 种光学测量手段，在模化状态下对火焰筒内主
燃区多点温度、流动特性进行了测量及分析；张军峰 [14]
采用激光测试技术，分析了非限制域条件下副旋流数
对下游油雾尺寸及分布的影响；程明等 [15-16]结合 3 维
数值模拟技术和试验，研究了双级旋流器副旋流器相
对进气量和旋流数对燃烧室模型出口温度场、NOx 排
放量等参数的影响。但以上研究由于旋流器结构、旋
向以及试验状态的不同，无法总结出通用的设计方
法，因此有必要根据具体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
本文以不同主、副径向旋流器为研究对象，采用
数值模拟方法计算其对燃烧性能的影响，同时进行了
试验验证。

2 数值仿真计算
2.1

几何模型
带有双级径向旋流器的单头部矩形燃烧室的 2

维几何模型如图 2 所示。其主要包括主径向旋流器、
副径向旋流器、文氏管、套筒、挡溅盘、头部转接段、火
焰筒内外壁面及导流罩等
结构，对火焰筒内外壁面
分布的气膜冷却小孔简化
为气膜缝。
2.2

图 2 火焰筒的 2 维结构

网格划分
网格划分主要包括结构化网格、非结构化网格和

混合网格。本文采用商用软件进行网格划分，由于所
研究的单头部燃烧室头部结构复杂，采用非结构化网
格（如图 3 所示），并对旋流器叶片及小孔处进行加密
处理。在火焰筒的流域采用结构化网格，网格生成质
量较高，且减少了网格数量。将主燃孔和掺混孔处划
分成 O 型网格，在气膜缝处做加密处理。火焰筒流域
网格如图 4 所示。经过网格无关性验证后，最终各方

1 研究方案

案的网格数量约为 310 万。

双级径向旋流器结构如图 1 所示。为研究双级旋
流器的主要特征参数对燃烧室性能的影响，设计了 5
种双级径向旋流器结构方案，双级旋流器的旋向相
反，各方案中双级旋流器的主要特征参数见表 1。其
中方案 1～3 的副旋流器完全相同，主旋流器的叶片

（a）头部网格 （b）局部放大

出口喉道总面积、文氏管喉部面积均相同，通过改变
2.3

旋流数变化对燃烧室流动特性及燃

（b）主燃孔

处网格

处网格

图 4 火焰筒整体网格

图 3 头部整体网格

主旋流器叶片参数分析主旋流器的

（a）火焰筒

边界条件
采用商用 CFD 软件对单头部燃烧室进行全流动

烧性能的影响；方案 1、4、5 的主旋流
器完全相同，副旋流器的叶片出口喉

域计算，采用非预混 PDF 燃烧模型、Realizable 资-着 湍

道总面积、出口通道面积相同，通过

流模型，微分方程离散采用压力 - 速度耦合的 Simple

改变副旋流器叶片参数分析副旋流
器的旋流数变化对燃烧室流动特性

图 1 双级径向旋
流器结构

及燃烧性能的影响。

B组

文氏管的出口处，形状为中空的喷雾锥，喷雾粒度为

40 滋m，采用 Rosin-Rammler 函数分布。燃烧室入口选

为 Mass-flow Inlet，出口为 Outflow，其余均为无滑移绝

表 1 双级径向旋流器方案

A 组

方法，选用 JET-A 型喷气燃料，燃油的喷射点设置在

研究内容

方案

主旋流数

副旋流数

1

0.90

1.70

副旋流器相同，研

2

1.08

1.70

究 主 旋 流 器旋 流 数

3

2.73

1.70

的影响

1

0.90

1.70

主旋流器相同，研

4

0.90

1.22

究 副 旋 流 器旋 流 数

5

0.90

1.41

的影响

热壁面条件。燃烧室的进口参数见表2。
表2

燃烧室的工作参数

P3 / kPa

T3 / K

W3（
/ kg/s）

W f（kg/s）
/

500

773

0.4

0.00815

2.4

计算结果与分析
不同旋流器结构的组合对燃烧室的流场、油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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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混等都会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燃烧室的燃烧性能。

A 组 各 方 案 的 OTDF

本节将分别对 A 组和 B 组各方案的回流区、热态的

对比如图 8 所示。从图中

温 度 场 、 燃 烧 效 率 和 出 口 温 度 分 布 系 数（Outlet

可见，方案 2 的出口温度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Factor，
OTDF）进行比较分析。

场较均匀，而方案 3 的出

2.4.1

口温度场较差。在副旋流

A 组方案计算分析
A 组各方案中心截面回流区形状如图 5 所示。各

方案中心截面的回流区形状相似，基本呈对称分布，

图8

数不变的情况下，OTDF 随

A 组各方案 OTDF 随
主旋流数的变化

着主旋流数的增加而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

沿轴向方向回流区的后驻点位置由主燃孔的射流截

A 组各方案的燃烧效率见表 3。从表中可见，方

断形成，随着主旋流数的增加，回流区的前驻点向头

案 1～3 的燃烧效率均在 99.99%左右，说明各方案的

部方向延伸，其中方案 3 回流区的前驻点为主旋流器

双级旋流器的组合可以使

前端面位置，不利于头部组件的热防护。

油气充分掺混燃烧，因此

表 3 A 组各方案燃烧效率

燃烧效率较高。在方案 1～

方案

燃烧效率 /%

1

99.990

2

99.994

3

99.989

3 的主、副旋流器匹配区间
内，主旋流数的变化对燃
烧效率的影响并不大。
2.4.2

图5

B 组各方案中心截面回流区形状 （如图 9 所示）

（b）回流区局部

（a）截面

B 组方案计算分析

相差不大，且回流区的前驻点均脱离主旋流器的前端

A 组各方案中心截面回流区形状

A 组各方案中截面的热态温度场分布如图 6 所

面，副旋流器旋流数的变化对回流区的影响不大。

示。从图中可见，各方案中截面的温度基本呈对称
分布，在主燃孔气流的作用下都形成 1 个稳定燃烧

方案 4
方案 5
方案 1

的区域，高温燃气经过环腔气流的掺混和冷却后排
出火焰筒。
T/K

1000

8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a）截面

2200

图9

（b）回流区局部

B 组各方案中心截面回流区形状

B 组各方案中心截面的热态温度场分布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各方案中截面的温度基本呈对称
（a）方案 1

（b）方案 2

图6

（c）方案 3

区域，高温燃气经过环腔气流的掺混和冷却后排出火

A 组各方案中心截面处温度分布

A 组各方案出口截面温度场分布如图 7 所示。从
图中可见，高温区主要出现在出口中心和接近 4 个角
的位置。
T/K

950

1050

1150

1250

1350

1450

1550

1650

分布，在主燃孔气流的作用下都形成 1 个稳定燃烧的
焰筒。
T/K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1750

（a）方案 1

（b）方案 4

（c）方案 5

图 10 B 组各方案中心截面处温度分布

B 组各方案的出口温度场分布如图 11 所示。从
（a）方案 1
图7

（b）方案 2

（c）方案 3

A 组各方案出口截面温度分布

图中可见，高温区主要出现在出口中心和接近 4 个角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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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出口总温和出口燃气成分，测量后的气体通过水冷
T/K

950

1050

1150

1250

1350

1450

1550

1650

1750

段和喷水冷却段降温，
并经过阀门降低压力后排出。
后测量段在燃烧室出口截面上沿宽度方向均匀
排布 3 个测量耙，每个测
量耙上有 7 个测点，可同

（a）方案 1
（b）方案 4
（c）方案 5
图 11 方案 B 各组合出口截面温度分布

时测量燃气温度和燃气成
分。燃烧室出口测点分布如

B 组 各 方 案 的 OTDF

图 14 所示。燃烧室出口温

随 旋 流 数 的 变 化 如 图 12

度场由热电偶测得，燃烧效

所示。随着副旋流数的增

率由燃气分析法测得。

大，OTDF 呈现出先减小后

3.2

增大的趋势 ，其 中 方案 5
的 OTDF 较小，出口温度分

图 12

图 14 燃烧室出口测点编号

燃烧性能试验结果

表 5 燃烧效率试验结果

A 组和 B 组各方案的

B 组各方案 OTDF

随副旋流数的变化趋势

60.0
90.0

燃烧效率见表 5。从表中

方案

燃烧效率 /%

1

100.00

2

99.99

布更加均匀。

可见，燃烧效率均在

B 组各方案燃烧效率 表 4 B 组各方案燃烧效率
对比见表 4。各方案的燃
燃烧效率 /%
方案

99.9%以上，可见各方案的

3

99.99

双级径向旋流器的匹配可

1

100.00

烧效率均在 99.99%左右，

1

99.990

以对燃油形成良好的雾化

4

99.98

说明各方案的双级旋流器

2

99.987

场并进行充分燃烧，因此

5

99.94

的组合可使油气充分掺混

3

99.988

燃烧效率较高。

燃烧，燃烧效率较高。在方
案 1、4、5 的主、副旋流器匹配区间内，副旋流数的变

A组

B组

A 组 各 方 案 出 口 温 度 试 验 结 果 如 图 15 所 示 ，
OTDF 随主旋流数变化的试验结果如图 16 所示。

化对燃烧效率的影响并不大。
T/K

3 性能试验
3.1

1220

1245

1270

1295

1320

1345

1370

1395

1420

1445

试验系统
为了测量各方案的燃烧性能，开展单头部燃烧性

能试验，单头部矩形燃烧室试验系统如图 13 所示。试
验系统主要包括前测量段、燃烧试验段、后测量端、水

（a）方案 1
图 15

（b）方案 2

A 组各方案出口温度试验结果

冷段、喷水冷却段和高压阀门等。从压气机出来的高

从图中可见，方案 1～

压气流经过电加热器预热到试验所需的进口总温，通

3 的高温区分别主要出现

过前测量段上布置的测点分别测量其进口总温和进

在 中 心 及右 上 侧 位 置 、左

口总压；高温高压气体随后进入单头部矩形试验段中
组织燃烧，高温燃气经过后测量段时分别测量出口总

（c）方案 3

侧中心位置、右侧中心位
置。各方案的左下角和右
下角均为低温区，而方案 3
在右上角的位置也出现了

图 16

A 组各方案 OTDF

随主旋流数变化的试验结果

低温区。方案 1、2 的 OTDF
数值较小在 0.25 以下，而
随着主旋流数增加，方案 3
的出口温度场明显变差。
图 13 试验系统

B 组各方 案 OTDF 随 图 17 B 组各方案 OTDF 随
副旋流数变化的试验结果 副旋流数变化的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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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7 所示，出口温度试验结果如图 18 所示，从图
中可见，各方案的高温区主要出现在出口右上方区
域，其中方案 1 的中心偏上位置也出现了高温区，各
方案的低温区主要出现在出口左侧偏下的位置。B 组

23

4 结论
通过对带双级径向旋流器的单头部燃烧室进行
数值计算和试验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通过各方案的双级径向旋流器匹配设计可以

中各方案的 OTDF 均在 0.3 以下，方案 5 的出口温度

得到良好的雾化场并进行充分燃烧，燃烧效率较高，

分布较均匀，OTDF 数值为 0.156。

均在 99.9%以上。
（2）性能试验燃烧室出口的电偶测点有限，不利

T/K

1220

1245

1270

1295

1320

1345

1370

1395

1420

1445

于捕捉最高温点，且局部的高温区或低温区对平均温
度产生较大影响，所以 OTDF 的试验结果较数值计算
值偏低。
（3）在表 1 的 2 组方案中，当副旋流器不变时，

（a）方案 1
图 18

（b）方案 4

（c）方案 5

B 组各方案出口温度试验结果

OTDF 随主旋流数的增加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趋
势，当主旋流器不变时，OTDF 随着副旋流数的增加
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

由于双级径向旋流燃烧室各方案流场具有很强
的相似性，所以各方案出口温度分布也存在一定相似
性。各方案的低温区普遍出现在左下角及右下第 2 个
测点的位置，高温区主要集中在右上第 2 个测点的位
置，中心测点所测温度较接近出口平均温度。
3.3

数值仿真与试验结果对比
对比表 3～5 可见，数值计算和试验的燃烧效率

结果均在 99.9%以上，说明 A 组和 B 组各方案的双
级旋流器的匹配可以形成良好雾化场并进行充分燃
烧，同时进口温度较高，对雾化和燃烧过程有利。
对比图 8 和图 16 可见，当副旋流器结构不变时，
OTDF 随着主旋流数的增加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
趋势。对比图 12 和图 18 可见，当主旋流器结构不变
时，OTDF 随着副旋流数的增加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
的趋势。数值仿真与试验结果的变化趋势相同，数值
计算的 OTDF 相比于试验结果偏大。分析主要原因是
由于性能试验的出口测点数只有 21 个（3×7），且在
宽度方向上分布较少，局部的高温区或低温区将对平

（4）进行双级旋流器设计时，应注意主、副旋流器
的匹配，使得回流区的前驻点脱离主旋流器前端面，
有利于文氏管的热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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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3 航空煤油燃烧特性及其反应机理构建综述
马洪安，付淑青，吴宗霖，刘

宇，曾

文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发动机学院，沈阳 110136）

摘要：目前耦合航空煤油多步燃烧反应机理的数值模拟计算已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燃烧反应机理的构建已成为研究热点。详
细介绍了国内外关于航空煤油模拟替代燃料的选取、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构建和简化、着火延迟时间和层流燃烧速度等的实验规
律。依据国外研究进展，指出了中国在国产 RP-3 航空煤油燃烧反应机理研究方面应从基础研究做起，全方位、多维、立体地合作开
展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国产 RP-3 航空煤油化学动力学模型的建立、低温高压工况条件下航空煤油与模拟替代燃料的基础实验研
究与模型燃烧室研究，
以期丰富相关研究成果，推进航空发动机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RP-３ 航空煤油；模拟替代燃料；化学反应动力学机理；着火延迟时间；层流燃烧速度;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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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Reaction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RP-3 Aviation Kerosene
MA Hong-an袁FU Shu-qing袁WU Zong-lin袁LIU Yu袁ZENG Wen
渊School of Aeroengine袁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袁Shenyang 110136袁China冤
Abstract: At present袁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calculation of the multi -step combustion reaction mechanism of coupled aviation

kerosene had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袁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bustion reaction mechanism had become a research focus.
The experimental rules on the selection of aviation kerosene surrogate fuel 袁the construction and simplification of chemical reaction kinetic

model袁the ignition delay time and laminar burning velocity were introduced in detail.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progress abroad 袁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study of the combustion mechanism of domestic RP-3 aviation kerosene should start from the basic research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a comprehensive 袁multi-dimensional and stereoscopic way in China in order to enrich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and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aeroengine. These research mainly inclu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emical

kinetics model of domestic RP-3 aviation kerosene袁the basic experimental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model combustor of aviation kerosene
and simulated alternative fuel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low temperature and high pressure.

Key words: RP-3 aviation kerosene曰alternative fuel曰chemical reaction kinetic mechanism曰ignition delay time曰laminar burning

velocity曰aeroengine

0 引言

模型的建立，决定了燃烧室内燃料燃烧数值模拟的精

航空发动机作为飞机的心脏，直接影响飞机的推

度和可靠性。国内外很多学者通过测量实际航空煤油

进性能、可靠性和经济性等，是一个国家科技、工业和

的物理和化学性质，确定模拟替代燃料的组分；通过

国防实力的重要体现。作为航空发动机的主要燃料，

建立模拟替代燃料的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对其进行

航空煤油的成分十分复杂，无法对其所有成分的性质

不同工况下的数值模拟；通过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的

进行直接研究，因此国内外很多研究人员通过寻找模

比较，修订相应基元反应的系数，从而很好地表征其

拟替代燃料来表征航空煤油的物理和化学特性，航空

燃烧特性。

煤油模拟替代燃料组成的确定及其化学反应动力学

国内外常用的航空 煤 油 主要 有 Jet A、Jet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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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RP-3 航空煤油的具体组成成分

JP-7、JP-8 等 [1-10]，其成分主要包括链烷烃、环烷烃和

wt /%

芳香烃等。为模拟计算航空煤油的着火与燃烧特性，

研究者

烷烃

环烷烃

芳香烃

烯烃

其他

依据对不同燃料的成份测定

郑 东

53.000

37.700

4.600

2.000

2.700

组分及以上的模拟替代燃料[11-19]，其中，链烷烃常采用

范学军[6]

52.200

39.900

7.900

正癸烷和正十二烷等，环烷烃与芳香烃分别选用甲基

徐佳琪[7]

72.000

13.700

11.300

3.000

周 舟[8]

42.330

21.348

32.229

4.093

程泽源

50.520

5.650

27.030

，学者们选取 2 组分、3

[2-9]

环己烷、甲苯等化学物质进行替代，或者更大 C 数的
物质。在此基础上，航空煤油的详细燃烧反应机理得

[5]

[9]

5.320

1.470

以构建 [14-29]并简化 [21-25]，以模拟在高压力温度工况下的

3.0％的萘、3.3％的环烷烃等组成；Zheng 等 [5] 也使用

物理和化学特性。为使航空煤油燃烧反应机理得以验

GC-MS 测得 RP-3 航空煤油由 53.0％的烷烃、37.7％

证，学者们先后采用激波管、快速压缩机和定容弹等

的环烷烃、芳香烃和少量烯烃组成。由于航空煤油包

多种实验装置或设备

括成百上千种成分，建立包含所有成分的燃烧反应机

，开展了航空煤油在多个压

[27-43]

力温度工况下的着火延迟特性、燃烧特性实验研究，

理是不切实际的，通常采用替代燃料模型取代实际煤

以更好地推动燃料燃烧技术快速发展与应用。

油作为对象开展燃烧性质的研究。前人在研究中提出

本文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外不同型号航空煤油的

碳氢燃料替代物的概念，即采用由少数典型碳氢化合

多类模拟替代燃料、详细机理的简化方法、模拟替代

物组成的混合物去模拟真实的碳氢燃料，模拟替代燃

燃料与实际燃料的燃烧特性结果对比，针对 RP-3 航

料成分的选择取决于所要模拟的燃料特性，物理替代

空煤油模拟计算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处理

燃料具有与真实燃料相似的密度、比热、黏度、热传导

方法。

系数等物理特性，用来模拟燃料的储存、加热、流动等

1

RP-3 航空煤油的模拟替代燃料

过程；化学替代燃料具有与真实燃料相似的化学组

西 方 国 家 常 用 的 航 空 煤 油 有 Jet A、Jet A-1、

性，
用来模拟燃料的点火、
燃烧、积碳等化学过程。

JP-7、JP-8 等 ， 而 中 国 应 用 最 广 泛 的 航 空 煤 油 为
RP-3。不同国家航空煤油的具体成分有很大差异，其
主要的碳氢燃料成分见表 1。国产 RP-3 航空煤油是
一种多分子的碳氢混合燃料，主要是 C10~C16 的烷
烃类，包括链烷烃、环烷烃、芳香烃和烯烃等，其中链
烷烃占比最大，达到总量的 64%左右，其次是芳香烃
和环烷烃，还包括少量的烯烃和萘，不同批次的具体
成分也有所不同，不同研究者针对 RP-3 航空煤油得
到的具体组分见表 2。
表 1 不同航空煤油的主要组成成分
型号

烷烃

环烷烃

芳香烃

Jet-A[1]

68.2

6.3

25.5

Jet-A[2]

39.1

23.2

37.4

JP-7[3]

37.9

59.8

2.3

JP-8

[4]

RP-1

[3]

RP-3

[3]

60.0

20.0

18.0

29.0

62.4

8.4

53.0

37.7

4.6

烯烃

wt /%
其他

0.3

国内外很多科研人员针对不同煤油型号提出不
同的替代模型。在选择航空煤油替代燃料时，通过采
用纯净燃料组分来替代煤油中的具体组分，见表 3。
Lindstedt 等 [11]采用摩尔分数为 89%的正癸烷和 11%
的苯（或者甲苯、乙苯）的混合物作为煤油的模拟替代
燃料，可以准确地预测芳香烃摩尔浓度趋势，并且通
过与 Dout佴 等[12]的试验结果比较，认为苯不能代表煤油
表 3 煤油替代燃料统计
研究者

替代燃料

Lindstedt
Patterson

[11]

正癸烷、
苯

[13]

正癸烷、
甲苯

Huber [15]

0.2
2.7

Widegren 等 [10]使用气相色谱 - 质谱法（Gas Chromatography - Mass Spectrometry，GC-MS） 测得 Jet-A
航空煤油的成分由 68.2％的烷烃、25.5％的芳香烃、

R- 甲基十氢化萘、正十二烷、5- 甲基壬烷、
庚基环己烷
（RP-1）

Huber [15]

2.0

2.0

成、点火延迟、层流燃烧速度、化学反应速率等化学特

Huber[16]

裴鑫岩[17]
曾文[18]

R- 甲基十氢化萘、正十二烷、5- 甲基壬烷、
2，
4- 二甲基壬
烷、庚基环己烷（RP-2）
正壬烷、2，6- 二甲基辛烷、3- 甲基癸烷、
正十三烷、正十四
烷、正十五烷、
正十六烷（S-8）
正癸烷、
正十一烷、
1- 甲基 2- 戊基环己烷、1，3，5 三甲基
苯（RP-3）
正癸烷、
甲苯、
丙基环己烷（R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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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芳香烃，需要包括碳数更高的芳香烃；Patterson[13]

型，并建立 209 种组分、1673 步反应的详细动力学模

采用摩尔分数为 89%的正癸烷和 11%的甲苯作为煤油

型，结果表明，3 组分模型最适合用于模拟搅拌反应

的表征模型，并分别针对 Dout佴 和Dagaut 的试验，得

器（Jet Stirred Reactor，JSR）实验，同时成功模拟了煤

到与试验结果相符合的计算结果；Huber 等 [15]提出 4

油 / 氧气 / 氮气预混合富燃时的火焰结构；于维铭 [20]

组分模拟替代燃料来表征 RP-1 航空煤油的物理和

建立 4 组分模拟替代燃料模型，并发展了包含 168 种

热力学特性，还对 JP-A 航空煤油的模拟替代燃料进

组分、1089 步基元反应的详细机理，通过计算结果与

行热物性分析，发展了 7 组分的模拟替代燃料模型，

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发现，此四组分混合机理具有良好

并在试验验证中得到与真实燃料较为吻合的结果 ；

的模拟计算性能。目前详细机理主要来自劳伦斯利弗

裴鑫岩 在前人基础上建立 4 组分物性模拟替代燃

莫尔国家试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

料模型，并与试验测得的热物性结果进行对比验证，

tory，LLNL）、 美 国 国 家标 准 与 技 术 研 究 院（National

很好地预测了燃料的热物性，特别是对于拟临界温度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四川大学

的预测；曾文 参照 Dagaut 的 3 组分模型，通过对

等，研究人员通过简化单一组分机理、组合多个组分

RP-3 航空煤油成分的分析，选择了一种 3 组分模型

机理进行模拟仿真，构建最终的替代燃料反应机理。

模拟替代燃料，同时建立的反应机理能够很好地反映

2.2

[12]

[14]

[16]

[17]

[18]

[14]

反应机理的简化

出该模拟替代燃料的着火特性。由于不同产地、不同

目前的计算机技术水平很难实现详细化学动力

批次的 RP-3 航空煤油组分比例存在差别，要建立 1

学模型的直接模拟，因此航空煤油燃烧反应动力学模

个通用的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来描述不同航空煤油

型的简化是现阶段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燃烧数值模拟

的燃烧反应特性仍然存在困难，因此建立符合中国

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简化模型可以提高 CFD 数

RP-3 航空煤油的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是开展中国航

值模拟的计算效率，采用现阶段的技术能计算更加复

空发动机燃烧室燃烧特性数值研究的 1 个必要条件。

杂的流场，开展更准确的数值模拟。用于简化详细机

2 燃烧反应机理

制的方法可以分为 2 种：第 1 种称为骨骼机制，即删

2.1

掉不重要的组分和反应方程，只保留关键组分和反应

反应机理的构建

方程，例如：敏感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SA）法、直

在 RP-3 航空煤油初期的研究中，一般用单组分

接 关 系图（Directed Relation Graph，DRG）法 ，得 到 的

C12H23 作为其模拟替代燃料，构建的化学反应机理一

机理称为骨架机理，在 DRG 法的基础上，Manikan-

般为简单多步化学简化机理。为了有效地开展航空发

tachari [21]提出反应路径流量分析（Path Flux Analysis，

动机燃烧室数值模拟，提高航空煤油燃烧计算结果的

PFA）法，并对比正十二烷的半详细机理简化结果发

精度，需要在简单几步的基础上对航空煤油的反应机

现，PFA 法能够有效地减少详细机理的物种数目，同

理进行多步化学反应的研究，构建化学反应动力学模

时保留主要的反应路径；第 2 种是简化机理，即根据

型，以达到航空发动机燃烧室数值模拟的要求。RP-3

组分的特征反应时间区分稳态组分，采用数学方法对

航空煤油的主要成分为烷烃，其特点主要是高温燃烧

详细机理进行简化，例如：采用准稳态假设

反应以自由基的链反应为主，由于高温燃烧反应的种

（Quasi-Steady State-Analysis，QSSA）法 、计 算 奇 异 摄

类有限，了解每个基元反应的顺序及反应路径，在根

动（Computa-tional Singular Perturbation，CSP）法、本征

本上理解反应过程，对控制整个化学反应过程具有重

低维流形（Intrinsic Low-Dimensional Manifolds，ILDM）

要意义。

法，得到的机理称为简化机理。在传统的 CSP 算法基

数值模拟首先需建立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在航

础 上 ，吴 作 柱 [22] 对 准 稳 态 物 质 进 行 积 分 ，提 出 积 分

空煤油替代燃料的初步研究阶段，研究人员提出将正

CSP 算 法 （Integral Computational Singular Perturba-

[19]

癸烷或者正十二烷作为替代燃料。Nehse 等 提出详

tion，ICSP）生成简化机理。

细的正癸烷和正庚烷的动力学反应机制，模拟数值在

国内外研究者采用多种方法进行机理的简化，见

很宽的温度、压力、当量比范围内与试验的点火延迟

表 4。Montgomery [23]提出 4 组分模拟替代燃料详细化

数据非常吻合；Dagaut 等 [14]建立 4 种模拟替代燃料模

学反应动力学模型机理，并根据不同工况进行简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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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煤油替代燃料机理简化
替代燃料名称

研究者
Montgomery[23]
肖保国[24]
刘建文

[28]

烧产物。将模拟结果与实际燃烧结果进行比较，在替
简化后

简化前

组分数 反应数 组分数

正癸烷、
正十二烷、
丁苯、
甲基环己烷
正癸烷
正癸烷、正丙基
环己烷、
正丙基苯

代燃料的选择时具有指导意义；将模拟结果与实际中

反应数

间产物进行比较，在构建和简化机理时具有指导意
义；将模拟结果与最后燃烧产物进行比较，对于航空

164

1162

25/30

34

109

946

22

18 步总包

209

1673

24

20

5- 三甲基环己烷、 257

发动机的整体设计和改进具有指导意义。研究燃烧过
程中的中间产物，如自由基、原子、离子对燃料的燃烧
效率、污染物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为加强对燃烧过
程的认识和控制，发展出能够精确模拟航空煤油的替

正十二烷、1，3，
陈登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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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燃料的反应动力学模型，并将其应用于航空发动机

158

59

874

燃烧室燃烧过程的数值模拟计算中，对替代燃料的燃

正丙基苯

烧反应机理进行了研究。目前对于替代燃料在
均显示出良好的模拟结果；肖保国等 参考张若凌
[24]

[25]

Chemkin 中模拟结果的研究分为 3 方面：着火延迟时

提出的 RP-3 型煤油替代模型进行研究，构建了 1 个

间、组分质量分数、层流燃烧速度。迄今为止，中国对

包含 109 种组分、946 步基元反应的正癸烷单一组分

于替代燃料的研究仅停留在数值模拟结果与实际燃

煤油燃烧详细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并采用准稳态假

料对比验证方面。在对实际燃料进行化学特性研究

设方法对其进行简化，得到包含 22 种组分、18 步总

时，对于着火延迟时间和层流燃烧速度研究得较多，

包反应的简化反应模型，能够准确反映出 RP-3 航空

而对其组分质量分数的研究相对较少，应加大采用

煤油的点火特性，可对煤油燃烧问题进行准确的数值
模拟，此外，对点火特性和组分分布进行了验证，用于
比对 Freeman [26]和 Mullins [27] 针对 JP-8 的着火延迟试
验结果；刘建文等[28]针对法国 Dagaut[14]课题组提出的3

JSR 等设备对燃料中间产物进行研究的力度，这对于
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的建立具有指导意义。

3

RP-3 航空煤油着火延迟特性

组分模拟替代燃料机理，采用直接关系图法和稳准态

着火延迟时间是表征未燃混合气体着火特性的

假设法得到 84 种组分骨架机理和 24 种组分、20 步

主要特征参数，也是判定和验证模拟替代燃料选择是

反应的简化反应机理，在较宽的参数范围内得到的结

否合理的基础。为了验证和提高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

果与采用详细机理得到的一致；陈登炳等 对 RP-3

的准确性和适用性，国内外开展了大量关于航空煤油

煤油 3 组分模拟替代燃料详细机理进行简化，得到

着火延迟的试验，研究各种煤油在多种工况下的着火

59 种组分、158 步反应的简化机理，其数值计算结果

延迟时间，以及混合气压力 P、温度 T、当量比 囟（无量

与试验数据比较吻合。

纲）等因素对着火延迟的影响。

[29]

此外，Wang 对生物柴油燃料的雾化和燃烧进行

早期关于煤油的点火数据很少，国外近 30 年才开

模 拟 时 ， 提 出 解 耦 物 理 化 学 替 代（Decoupling

始利用激波管等设备对煤油燃料燃烧进行研究，不同

Physical-Chemical Surrogate，DPCS）的方法，先引入生

型号煤油的着火延迟时间如图 1 所示。Davidson 等[27-28]

物柴油的替代燃料来表征实际生物柴油主要成分的

用 激 波 管研 究 了 JP-5、JP-8、JP-10、Jet-A 等 燃 料 在

物理特性，同时构建的替代燃料机理很好地再现了实

一定条件下的点火延迟时间；Vasu 等 [33]在激波管中测

际生物柴油的化学特征。

量了 Jet-A 航空煤油的着火延迟时间，并对混合气当

2.3

量比的影响以及负温度系数特性进行了归一法分析。

[30]

反应机理的验证
建立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之后，模拟结果需要与

在中国，主要研究对象是 RP-3 航空煤油；Liang 等 [34]

实验结果进行对比，验证反应动力学机理的准确性，

利用加热激波管研究了煤油在高压条件下的点火特

并进行适当的优化，因此实验也是机理研究的重要组

性，获得了高压条件下煤油点火延迟时间与点火温

成部分。在验证机理时，大多数研究人员采用与实际

度、压力、化学当量比、煤油和氧气质量分数的依赖关

燃烧结果对比的方法，比如对于燃料的着火延迟时间

系；唐洪昌等 [35]通过在加热激波管中反射激波，测量

和燃烧速度，只有少数研究者测量了其中间产物和燃

了气相煤油和空气混合物的着火延迟时间；Zhang 等[36]

马洪安等：
RP－3 航空煤油燃烧特性及其反应机理构建综述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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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速度和马克斯坦长度进行了试验测量，同时分析
了初始压力、初始温度、当量比对层流燃烧速度的影
响；曾文等 [41]利用定容燃烧反应器试验装置对 RP-3

100

RP-a[32]
RP-3[34]
RP-3[36]

RP-b[32]
RP-3[35]
RP-3[37]

10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000/T（1/K）

（a）Jet-A-1 等 9 种

（b）RP-9 等 6 种

图 1 不同型号煤油着火延迟时间[31-32]

提出了正癸烷和 1，2，4- 三甲基苯的 RP-3 航空煤油
替代 燃 料 ，并 计 算 了 温 度 为 650~1500 K， 压 力 为
0.1~2.0 MPa，当量比为 0.2、1.0、2.0 条件下的着火延
迟时间，与实际 RP-3 航空煤油以及 Jet-A 航空煤油
实验数据吻合较好；张英佳等 [37]测量了航空煤油的着
火滞燃期，并对新的 3 组分煤油替代品进行数值模
拟，在整个模拟范围内有很好的吻合性。通过比较大

航空煤油的层流燃烧速度和燃烧稳定性进行了测量，
并分析了初始压力、温度、当量比对 RP-3 航空煤油
层流燃烧速度的影响；马洪安 [42]完成了国产 RP-3 航
空煤油燃烧特性试验，分析得到了燃料的层流燃烧速
率、马克斯坦长度等重要的预混层流燃烧特性参数；
方文等[43]以 RP-3 航空煤油预混预蒸发本生灯燃烧火
焰为对象验证其简化机理，表明此机理在保证计算精
度的条件下可用于 RP-3 航空煤油实际工程燃烧问
题的数值模拟。大量的试验研究表明：在不同工况下，
层流燃烧速度最大值出现在当量比为 1.0~1.2 时。

5 结束语

量试验研究结果可知，在不同压力和当量比下，在

本文介绍了 RP-3 航空煤油替代燃料的研究进

1000 K 以上高温下，RP-3 航空煤油着火延迟时间的

展；阐述了 RP-3 航空煤油替代燃料详细反应机理的

对数与着火温度的倒数成线性关系；而在 1000 K 以

构建及其简化；对简化机理的着火延迟时间以及层流

下时，碳氢燃料会出现随温度上升着火延迟时间呈指

燃烧速度进行了计算，并将计算结果与实际航空煤油

数减小的负温 度 系 数 （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

的实验数据进行比较，
验证了替代燃料选取的合理性。

cient，NTC）效应。

4

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建议：
（1）针对 RP-3 航空煤油的替代燃料化学反应的

RP-3 航空煤油燃烧特性
层流火焰理论是湍流火焰理论模型建立的基础，

也是多种预混与湍流燃烧模型研究的基础。通过试验
分析可获取燃料燃烧速率、马克斯坦长度、火焰稳定
性等预混层流燃烧特性参数；通过建立基于燃烧反应
动力学机理的理论模型对层流燃烧进行模拟计算；通
过与实际燃料的层流燃烧速度进行对比，判定和验证
模型的准确性与适用性。
国内外开展了大量层流燃烧特性试验，如图 2 所
示。Kumar 等[38]研究了 Jet-A 和 S-8 的层流燃烧速度
和熄灭拉伸率，表明尽管二者的火焰传播特性相似，
但其熄灭极限明显不同；
Singh 等 [39] 采 用 预 混 球 形

吻合；
（2）针对模拟替代燃料的着火与燃烧特性验证的
研究很少，也缺乏其在射流搅拌反应器等设备中生成
物试验数据，应加强此方面投入和研究；
（3）RP-3 航空煤油的模拟替代燃料反应机理由
成百上千个中间组分和基元反应组成，直接应用于
CFD 计算难以实现，在简化机理时可以采用解耦法
等方法进行简化。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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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验 测 量 ；Vukadinovic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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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用燃气轮机棘爪式离合器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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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棘爪式离合器因无法承受电机产生的过大冲击载荷而失效的问题，对棘爪式离合器的结构进行分析与优化。
在接口和外廓尺寸不变的条件下，采用棘爪柱销一体化设计和均载设计等方法，提出一种新的棘爪式离合器结构，并对其进行仿真
分析、关键承力部件静力与冲击强度试验和舰用燃气轮机整机考核试验。结果表明：新的棘爪式离合器承载能力至少提高 74%，在
过大的冲击载荷作用下仍能正常工作，完全满足舰用燃气轮机的使用需求。
关键词：棘爪式离合器；结构优化；承载能力；仿真分析；试验验证；
燃气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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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Optimization of the Pawl Clutch for Marine Gas Turbine
WU Sen 1袁ZHOU Yu2袁YANG Rui-heng3袁WANG Shao-jie3
渊1. The Second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the Navy in Shenyang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曰2. Key Laboratory of Power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on Aeroengine袁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曰3.Automotive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袁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袁Hefei 230009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claw clutch bear the excessive impact load of the motor 袁the structure of the claw

clutch was analyzed and optimized.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interface and the external dimension were constant 袁a new clutch structure

was proposed using the integrated design of the pawl and pin and load sharing design. The simulation analysis 袁the static and impact
strength test of key bearing components and verification test on marine gas turbine we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pawl

clutch can increase its load capacity by at least 74% and work normally under excessive impact load 袁which can fully meet the operation
demand of marine gas turbine.

Key words: pawl clutch曰structure optimization曰load capacity曰simulation analysis曰test verification曰gas turbine

0 引言
棘轮离合器是超越离合器的一种，具有尺寸小、

压源，无法采用液压马达启动，故改为电机启动 [8]。开
关磁阻电机具有结构简单、启动转矩大、性能可靠、可

质量轻、传动平稳、啮合可靠性高等优点，在船舶、航

实现频繁启停等优点 [9-10]，在该型燃气轮机装舰改进

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传动系统中应用十分广泛 [1-3]。某

时采用。但由于开关磁阻电机启动初期冲击转矩大

型燃气轮机完成启动后，启动装置不再工作，所以在

[11-12]

启动传动链上设计棘轮离合器，用于中断启动装置和

动系统失效 [4]。为保证燃气轮机正常工作，需要在不改

燃气轮机转子之间的动力传递[4-5]。该型燃气轮机原采

变棘爪式离合器布置空间和接口尺寸的前提下，对其

用液压马达进行启动，输出扭矩平稳、效率和可靠性

进行结构优化，提高其承载能力，保证优化后的离合

高

器在冲击载荷作用下仍能正常工作，以适应开关磁阻

，在该工况下棘轮离合器工作良好。当该型燃气

[6-7]

轮机用作舰船动力装置时，由于舰船上没有合适的液

，棘爪式离合器频繁断爪而导致燃气轮机起动传

电机的工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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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 NASA 就对直升机传动系统上

功作用下发生断裂。

的超越离合器进行了深入研究，Kish 通过一系列的

由结构分析可知，棘爪的板状挂耳为承载最薄弱

结构优化与性能试验测试工作，在严格的尺寸和质量

处，所以结构优化的方向是取消棘爪板状结构，更改

限制条件下，开发出工作转速达 20000 r/min，功率为

棘爪安装方式。更换扭簧安装位置，取消柱销，采用柱

1120 kW 的超越离合器。国内对超越离合器的研究较

销与棘爪一体化设计，将棘爪直接固定在离合器上，

晚，顾俊等 对斜撑式超越 离合器结构 设计进行研

并围绕自身转动。这样既可以减少离合器的零件数，

究，并开展试验验证；侯升亮等 对棘爪式离合器进行

又可以提高其承载能力和可靠性，这是棘轮离合器结

动力学仿真分析，探讨加工和装配误差对离合器脱开

构优化努力的方向。

转速的影响，并基于力学理论对影响因素及产生原因

2 棘爪式离合器结构优化

[13]

[14]

[5]

进行了分析。
本文在上述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针对棘爪式离合
器承载能力不足的缺点，通过对棘爪式离合器的结构
分析与优化，采用棘爪柱销一体化设计和均载设计等

根据棘爪式离合器结构分析情况，采用柱销与棘
爪一体化设计，新的棘爪式离合器结构如图 3 所示。
棘爪

离合器毂

扭簧

棘轮

方法，提出 1 种新的棘爪式离合器结构，经试验验证
新的棘爪式离合器承载能力至少提高 74%，在过大
的冲击载荷作用下仍能正常工作，完全满足燃气轮机
的使用需求。

（a）剖面

1 棘爪式离合器结构分析

图 3 优化后棘爪式离合器结构

棘爪式离合器结构如图 1 所示。在燃气轮机启动
过程中，棘爪离合器中的
棘轮
（连接启动电）

棘轮为主动件，棘爪安装
盘为从动件，棘爪安装在

并驱动 燃气轮机转子旋
转。当棘爪式离合器转速

棘爪安装盒
（连接燃气轮机）

图 1 棘爪式离合器结构

气轮机及其连接的棘爪安装盘在化学能作用下继续升
转，此时，棘爪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与棘轮脱离，中断启
动装置与燃气轮机的转子之间的动力传递。
棘爪的安装方式如图 2 所示。棘爪与扭簧置于棘
爪安装盘“U”型棘爪座内，并通过柱销连接。在承受
棘爪的板状挂耳

棘爪

转矩冲击时，棘爪的板状
挂耳处受力状况极 差，频

定，单个棘爪在 1060 N·m
静压载荷作用下产生塑性
变形，在 172 J 摆锤冲击

动件，处于离合器内部，离合器毂为从动件，棘爪是棘
轮与离合器毂之间的传力构件。棘爪尾部为半圆柱结

扭簧孔内，扭簧扭臂一端弹压在离合器毂上，另一端
弹压在棘爪上。在离合器分离过程中，棘爪在离心力
作用下向外摆动并脱开传动，棘爪脱离时机受扭簧扭
矩大小控制。
优化后的棘爪式离合器放弃了板状挂耳的连接
方式，采用扭簧外置的设计，将实心半圆柱体置于棘
爪尾部，轴向插装在离合器毂上开设的半圆柱槽内，
使棘爪由 2 个薄板状挂耳受拉应力状态变为整体受
压应力状态，极大改善了棘爪的受力状况，提高了单
个棘爪的承载能力。另外，优化后的棘爪形状从前到
后逐渐加厚、呈弧形设计，使棘爪在工作载荷作用下

扭簧

繁断裂。根据棘爪静压加
载试验和摆锤冲击试验确

均布的棘爪、离合器毂和扭簧等零件组成。棘轮为主

可在一定的角度范围内摆动。扭簧安置在离合器毂的

棘爪

达到 3260 r/min 时，启动电机及其连接的棘轮停转，燃

开关磁阻电机启动初期的

从图中可见，该棘爪式离合器由棘轮、3 个周向

构，轴向插装在开设于离合器毂上的半圆柱槽内，并

棘爪安装盘上，棘轮通过
棘爪带动棘爪安装盘转动

（b）3 维结构

能产生微量弹性变形，改善了棘爪间载荷分布不均的
现象，进一步提高了离合器的承载能力。

柱销
U 型棘爪座板状挂耳
（位于棘爪安装盘）

图 2 棘爪安装结构

3 仿真分析
3.1

模型建立
基于 Pro/E 对该棘爪式离合器进行 3D 建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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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ANSYS Workbench 有

力如图 7 所示，变形如图 8 所示。

限元分析软件中进行网

9.0952e8 Max
8.4456e8
7.7959e8
7.1462e8
6.4966e8
5.8469e8
5.1973e8
4.5476e8
3.8980e8
3.2483e8
2.5986e8
1.9490e8
1.2993e8
6.4966e7
255.56 min

格划分 与计算 [15-17]，如图 4
所示。
3.2

模型材料确定

最大应力位置
0

材 料 选 择 为

0.005

16Cr3NiWMoVNbE， 相 关

3.3

X

最大应力位置
0
0.01 m

Z

Y

X

0.005

Z

图 8 单爪受力变形

等效应力

从图 7 中可见，棘爪最大应力为 909 MPa，位于

表 1 材料参数
弹性模

密度

拉伸强

屈服强

量 /GPa

3
（kg/m
/
）

度 /MPa

度 /MPa

212

7850

1270

1130

16Cr3NiWMoVNbE

Y

图 7 单爪受力第 4 强度

图 4 网格划分

参数见表 1。

材料

0.01 m

0.00012033
Max
0.00011174
0.00010314
9.4549e-5
8.5953e-5
7.7358e-5
6.8763e-5
5.0167e-5
5.1572e-5
4.2977e-5
3.4381e-5
2.5786e-5
1.7191e-5
8.5953e-6
0 Min

棘 爪 侧面 凹 槽 边缘 。 从 图 8 中 可 见 ， 最 大 变 形 为
0.067 mm，位于棘爪前端。
3.5

仿真结果分析
本文对优化后的棘爪式离合器在理想状态下 3

爪均匀受力与极端情况下单爪单独受力的 2 种受力

3 爪均匀受力仿真分析
离合器工作转速较低，棘爪质量很小，受到的离

状态进行了仿真分析。结果表明，在 1500 N·m 的静

心力相对较小，所以忽略转速对计算分析的影响。结

力作用下，该棘爪式离合器棘爪最大应力小于材料屈

合图 3，在离合器毂上施加固定约束，在棘爪尾部半

服强度，符合不发生塑性变形的设计要求。

圆柱结构与离合器毂上的半圆柱槽之间施加接触约

4 试验验证

束，在棘爪前端与棘轮齿之间施加接触约束，在棘轮
内花键上施加 1500 N·m 的工作载荷。由于模型没有

4.1

静压加载试验

考虑制造安装误差，3 个棘爪应均匀受力，单个棘爪

通过静压加载试验，测量

应承受 500 N·m 的工作载荷。此时，棘爪的应力如图

棘爪在静力作用下是否产生塑

5 所示，变形如图 6 所示。

性变形，
试验装置如图 9 所示。
模拟棘爪在实际工作中的

4.6154e8Max
4.2857e8
3.956e8
3.6264e8
3.2967e8
2.967e8
2.6374e8
2.3077e8
1.978e8
1.6484e8
1.3187e8
9.8902e7
6.5935e7
3.2969e7
1922.3 Min

最大应力位置
0

0.01 m

0.005

图5

受力状态，
静压试验按单个棘爪

3.5442e-5 Max
3.291e-5
3.0379e-5
2.7847e-5
2.7847e-5
2.5316e-5
2.2784e-5
2.0253e-5
1.7721e-5
1.5189e-5
1.2653e-5
1.0126e-5
7.5947e-6
5.0631e-6
2.5316e-6
0 min

Y
Z

X

3 爪均匀受力第 4 强度

承受扭矩为 630、
1500、
1875 和
2250 N·m，换算成试验装置施
最大应力位置
0
0.01 m
0.005

加 的 静 压 力 分 别 为 17600、

Y
Z

X

图 6 3 爪均匀受力变形

等效应力

从图 5 中可见，棘爪最大应力为 461 MPa，位于

42000、
52400 和 63000 N，每段 图 9 静压加载试验装置
压力保压 2 min，检测棘爪长度
是否变化，以判断棘爪是否产生塑性变形，棘爪长度设
0

计值为 27-0.03 mm。静压加载试验记录见表 2。

棘 爪 侧 面 凹槽 边 缘。 从图 6 中 可 见 ， 最 大 变 形 为
0.028 mm，位于棘爪前端。
3.4

单爪受力仿真分析
本文第 3.3 节中进行了棘爪式离合器 3 爪均匀

表 2 静压加载试验结果
棘爪承受

换算静

棘爪原始

试验后棘爪

是否塑性

扭矩 （N
/ ·m）

压力 /N

长度 /mm

长度 /mm

变形

630

17600

26.98

26.98

否

1500

42000

26.98

26.98

否

1875

52400

26.98

26.98

否

2250

63000

26.98

26.98

否

受力时的仿真分析。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棘爪制造
安装精度以及在工作时受到振动冲击等原因，导致 3
爪无法均匀受力，极端情况时只有单爪受力，因此有
必要对该棘爪式离合器进行单爪受力仿真分析。
仿真分析约束条件与第 3.3 节中的一致，设定单
个棘爪承受 1500 N·m 的工作载荷。此时，棘爪的应

4.2

摆锤冲击试验
通过摆锤冲击试验，测量棘爪在冲击载荷下是否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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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断裂破坏或塑性变形，试

局部区域的应力状态，由此可以更好地对棘爪结构进

验装置如图 10 所示。

行优化和仿真验证。

冲击试验按 150、190、258

（3）通过 ANSYS 有限元分析软件与实际试验测

和 300 J 冲击功进 行试验，记

试的结果分析对比，可见仿真分析与试验测量结果极

录是否产生断裂破坏或塑性

为接近，证明了利用工具软件仿真为结构改进提供依

变形，试验记录见表 3。

据是可行的。

4.3

整机考核试验

参考文献：

将优化后的棘爪式离合器
装配 至 燃 气 轮 机 上 ， 进 行 了 图 10 摆锤冲击试验装置

出版社，2000：41-224.

表 3 摆锤冲击试验结果
冲击功 / 棘爪原始 冲击后棘爪 变形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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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 /mm

长度 /mm

mm

变形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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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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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2

0.16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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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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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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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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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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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Chinese）

图 11 棘爪式离合器分解检查

试验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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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聪慧. 航空发动机机械系统常见故障 [M].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
社，
2013：
156-165.
CHEN Chonghui. The common failures of aero-engine mechanical system[M]. Beijing：
Aviation Industry Press，2013：156-165.（in Chinese）
[5] 侯升亮. 某型航空发动机棘轮棘爪离合器动力学仿真与分析[D]. 哈
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7.

设计要求，且在 2250 N·m 静力作用下仍未发生塑性

HOU Shengliang. An aeroengine clutch the ratchet wheel and pawl dy-

变形，较原棘爪抗静压承载能力至少提高 112%。

namics simulation and anslysis [D]. Harbin：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

摆锤冲击试验结果表明，优化后棘爪式离合器满
足棘爪在 258 J 冲击功作用下不发生断裂破坏的设
计要求，且在 300 J 冲击功作用下仍未发生断裂破
坏，较原棘爪抗冲击承载能力至少提高 74%。
整机考核试验表明，优化后的棘爪式离合器在冲
击载荷作用下仍能正常工作，满足开关磁阻电机和燃
气轮机的使用要求。

5 结论
（1）优化后的棘爪式离合器采用棘爪柱销一体化
设计和均载设计等方法，极大改善了离合器棘爪受力
状况，使其能够承受较大的冲击载荷，完全适应开关
磁阻电机的启动特性。
（2）通过 ANSYS 有限元分析软件可以获得棘爪

nology，
2017.（in Chinese）
[6] 周巍，周春华，周善康，等. 高压高速下摆线马达输出轴的疲劳寿命
研究[J]. 机械设计与制造 ，2017（8）：
116-119.
ZHOU Wei，ZHOU Chunhua，ZHOU Shankang，et al. Failure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of output shaft of hydraulic motor under high pressure and high speed [J]. Machinery Design & Manufacture，2017（8）：
116-119.（in Chinese）
[7] 柯明纯. 液压马达和电液比例节流阀性能分析与测试的研究[D]. 杭
州：浙江大学，2006.
KE Mingchun. Research on performance analysis and testing of hydraulic motor and electro-hydraulic proportional throttle[D].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2006.（in Chinese）
[8] 栾永军，孙鹏，
俞世康. 船用三轴燃气轮机起动特性研究[J]. 舰船科
学技术，2010，32（8）：105-110.
LUAN Yongjun，
SUN Peng，
YU Shikang. Analysis of start behavior of
triaxial marine gas turbine[J]. Shi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0，32

36

第 47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8）：105-110.（in Chinese）
[9] 马庆庆，葛宝明，毕大强，等. 高速 SRM 无位置传感器控制[J]. 电机

[14] 顾俊，
严宏志，
朱自冰，等.斜撑式超越离合器楔块的曲线拟合及寿
命预测[J].现代制造工程，2009（3）：79-82.

与控制学报，2014，18（11）：1-7.

GU Jun，YAN Hongzhi，
ZHU Zibing，et al.Contract stress analysis of

MA Qingqing，GE Baoming，BI Daqiang，et al. In direct position control

sprag overrunning clutch and life prediction[J].Modern Manufacturing

of high speed switched reluctance motor [J]. Electric Machines and
Control，
2014，
18（11）：1-7.（in Chinese）
[10] 张云，王知学，付东山，等. 关断角优化的开关磁阻电机高速控制

Engineering，2009（3）：79-82.（in Chinese）
[15] 曾志华，虞伟建. ANASYS 结构优化技术在机械设计中的应用[J].
航空制造技术，2011（10）：68-71.

[J]. 电气传动，2017，47（3）：27-31.

ZHENG Zhihua，
YU Weijian. Application of ANASYS structure opti-

ZHANG Yun，WANG Zhixue，FU Dongshan，et al. Turn off angle op-

mization technology in mechanical design[J].Aeronautical Manufactur-

timization for switched reluctance motor high speed control[J]. Electric
Drive，
2017，
47（3）：27-31.（in Chinese）
[11] 朱维军，
余又红.某型船用燃气轮机起动过程故障分析[J].燃气轮机

ing Technology，
2011（10）：68-71.（in Chinese）
[16] 周晓，
马秋成，
张跃春，等.大功率自动同步离合器棘轮棘爪碰撞过
程仿真分析[J].机械科学与技术，2015（6）：836-839.

技术，2013，
26（1）：5-8.

ZHOU Xiao，
MA Qiucheng，
ZHANG Yuechun，
et al.Simulation analy-

ZHU Weijun，
YU Youhong. Fault analysis of starting procedure for a

sis of ratchet and pawl collision process in high power syn-

marine gas turbine[J].Gas Turbine Technology，2013，26（1）：5-8.（in

chronous-self-shifting clutch [J].Mechan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ese）

for Aerospace Engineering，
2015（6）：836-839.（in Chinese）

[12] 慕永云，
彭国印，张云，
等. 基于 STM8 位的高速开关磁阻电机控制
器[J]. 微电机，2017（2）：60-64.

[17] 沈小刚，
刘永文.船用同步离合器棘轮棘爪碰撞问题的仿真分析[J].
船舶工程，
2010（3）：24-26.

MU Yongyun，
PENG Guoyin，ZHANG Yun，et al.High speed switched

SHEN

reluctance motor controller based on STM8[J]. Micromotors，2017（2）：

chro-self-shifting clutch ratchet and pawl collision problem for ship

60-64.（in Chinese）

[J].Ship Engineering，
2010（3）：24-26.（in Chinese）

[13] Kish J G. Advanced overrunning clutch technology [J]. Advanced
Overrunning Clutch Technology Design Phase，1978（1）：120-125.

Xiaogang，
LIU

Yongwen.

Simulation

analysis

of

（编辑：刘

syn-

亮）

航空发动机

第 47 卷 第 1 期
2021 年 2 月

Vol. 47 No. 1
Feb. 2021

Aeroengine

加强盘式转子支承设计技术
张

岩，蒋琇琇，王

华，印雪梅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高速转子支承结构设计难点，以某加强盘式结构的高压压气机试验件为研究对象，基于该试验件具有
转子跨距长、质量大、轴向力大的设计特点，分析转子支承方案设计要求和转子动力特性影响因素，总结了转子支承设计技术特点
和需求条件；开展支承方案的确立及筛选设计，采用通过理论和数值计算分析优选出的 1-1-1 型支承方案，综合优化支点跨距、
转子质量、支承刚度和支点阻尼 4 个设计变量，
满足全转速范围内的性能录取需求。结果表明：优化方案在工作转速范围内存在 2
阶临界转速并均处于性能录取转速以下，应变能分别为 9.3%和 16%。试验件最终顺利完成了全部转速下的性能参数录取，在试验过
程中运行平稳，整体振动水平较低，轴向力始终处于轴承承载范围，验证了转子支承方案的合理性。
关键词：加强盘式转子；转子支承；结构设计；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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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Technology of Reinforced Disc Rotor Support
ZHANG Yan袁JIANG Xiu-xiu袁WANG Hua袁YIN Xue-mei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design problem of structure of aeroengine high-speed rotor support 袁a test piece of high pressure compressor

with reinforced disc structure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desig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st piece with large span 袁mass
and axial force袁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rotor support scheme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otor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袁
and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 conditions of rotor support design were summarized. The 1 -1 -1 type support scheme

selected by theoretical and numerical calculation analysis was adopted to comprehensively optimize the four design variables 渊fulcrum span袁
rotor mass袁support stiffness and fulcrum damping冤袁so as to meet the performance acceptance requirements over the full speed ran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two -critical speeds over the operation speed range of the optimization scheme 袁which are all below the
performance acceptance speed袁and the strain energy is 9.3% and 16% respectively. The test piece finally successfully completes the

performance parameters at all speeds. During the test袁the operation is stable袁the overall vibration level is low袁and the axial force is always

in the bearing load range袁which verifi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rotor support scheme.

Key words: reinforced disc rotor曰rotor support曰structural design曰aeroengine

0 引言

计变量包括支点数量、支点布局、支点跨距、转子质

航空发动机转子通过支承结构支承于静子机匣

量、支承刚度和支点阻尼等[2]。

上，转子承受的载荷如气动力、重力、离心力、惯性力

在航空发动机长期研制过程中，世界各航空发动

及惯性力矩等均由支承结构承受并通过静子机匣传

机公司逐步形成了独有的一系列设计技术、设计经验

递。转子支承方案的选取是航空发动机结构设计的 1

和设计准则，研制的各型产品考虑当时的技术水平、

个核心问题，需要综合考虑转子动力学特性、转子变

工艺条件和设计经验。陈光 [3]提出衍生改进发展理念，

形、转静子间隙控制、载荷传递以及结构间振动隔离

用以减小研制技术风险，提高可靠性并缩短研制周

等多方面因素 ，也是 1 个综合平衡的技术问题，其设

期。目前已发展出众多满足不同飞机需求的航空发动

[1]

收稿日期：2019-04-31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张岩（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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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压气机结构设计工作；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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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具有更加鲜明的技术特点。洪杰等 [4]总结 CFM 联

Pout 为出口压力，Pa；Pin 为 进 口 压 力，Pa；Pj 为叶 尖 压

合公司和通用公司航空发动机技术发展，如通用公司

力，Pa；A out 为出口面积，m2；A in 为进口面积 ，m2；A j 为

CF6 系列发动机，高压转子采用 1-2-0 支承，止推轴

叶尖泄漏面积，m2；G 为流量，kg/s；V out 为出口气流轴

承分布于 2 号支点，CFMI 公司 CFM56 系列发动机，

向速度，m/s；V in 为进口气流轴向速度，m/s。

高压转子采用 1-0-1 支承，止推轴承分布于 1 号支

从式中可见，流道静压产生的轴向力由转子进、

点；张津等 总结 PW 和 RR 公司航空发动机技术发

出口静压和面积决定；流道动压产生的轴向力由流量

展，如 PW 公司 PW1000G、PW4000 和 F110 等发动机

和进、出口气流轴向流速决定。

[5]

的高压转子采用 1-1-0 支承，止推轴承分布于 1 号

由于该试验件设计压比高、流量大，初步估算其

支点，RR 公司 RB211 系 列 发动 机 的 高压 转 子 采 用

流道轴向力达 45000 N，远超止推轴承的许用承载范

1-0-1 支承，止推轴承分布于 1 号支点，中压转子采

围，需采用相应措施减小转子轴向力保证使用安全。

用 1-1-1 支承，止推轴承分布于 2 号支点。综合分析

2

可知，航空发动机高压转子支点数量和布局更趋向于
固定化，不同航空发动机公司却展示出相同的经验和
设计规律，即支点数量通常不超过 3 个，布局包含
1-1-0、1-2-0、1-0-1 和 1-1-1 共 4 型，止推轴承分
布于高压压气机转子前部或后部。对于支点跨距、转
子质量、支承刚度和支点阻尼等设计变量，与发动机
固有的结构形式关联性大，其设计自由度较高。
本文以航空发动机高压转子构型为例，以某加强

设计要求和设计因素

2.1 支承方案设计要求[7-9]
2.1.1

整机质量
质量是发动机严控的设计指标之一，新结构、新

工艺和新材料应用技术成熟度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苛刻的质量指标要求。转子支点的设置伴随着承
力框架和润滑、密封系统的引入，影响整体结构布局
和质量。支点数量越少，承力框架和润滑、密封系统越

盘式转子结构的高压压气机试验件为研究对象，通过

少，结构越简单，越利于质量控制。

分析其支承方案确立、筛选及优化设计过程，总结加

2.1.2

叶尖间隙对航空发动机稳态性能和稳定裕度均

强盘式转子支承设计技术特点征及规律准则。

1

叶尖间隙

有一定影响。转、静子在工作过程中受离心载荷和温

试验件结构特点分析

度载荷的影响会发生变形，为保证试验安全，在设计

1.1 转子跨距长，质量大

过程中转、静子留有一定的安全间隙补偿变形。靠近

试验件压气机转子部件采用加强盘式转子结构，

支点的转子刚性较强，变形量较小，叶尖间隙的变化

如图 1 所示。该结构由 1 根细长轴和 11 级轮盘组成，

也相对较小；远离支点的转子刚性较弱，变形量较大，

轮盘采用带有中心孔的环形圆盘结构，通过细长轴将

叶尖间隙的变化也相对较大。支点布置在间隙变化敏

11 级盘连接成一体，细长轴和 11 级轮盘设置花键实

感级数，利于保持叶尖间隙。

现定心和传扭，相邻盘盘缘处设置定距环，转子叶片和

2.1.3

轮盘离心载荷由轮盘承受，转子的抗弯刚性由细长轴

安全性
合理的支点位置、数量及轴承类型能实现最优的

和定距环实现。压气机转

传力路线设计，保证载荷安全可靠传递；避免轴承过

子 部 件 轴 向 长 度 达 780

载情况发生，保证轴承安全使用寿命 [8]；降低转子断

mm，质量约为 162 kg。

图 1 压气机转子部件结构

1.2 转子轴向力大

裂 飞 出的 外 传 能 量 ，减 小 其 破 坏 性 影 响 ，提高 其 使
用安全 [9]。

转子轴向力通常由流道轴向力和盘腔轴向力叠
加组成 ，流道轴向力绝对数值较大，分为静压产生的
[6]

轴向力和动压产生的轴向力 2 部分
F1=Pout·A out-Pin·A in+P·
j Aj
F2=G·
（V out-V in）

2.2 动力特性设计因素
2.2.1

临界转速
影响试验件临界转速的因素包括转子的刚度、质

（1）

量和材料性质[10]。

（2）

在试验件设计过程中，应避免临界转速出现在工

式中：F1 为静压轴向力，N；F2 为动压轴向力，N；

作转速范围内，需采取措施将临界转速远离工作转

张

第1期

速。考虑到试验状态工作点较多，通常情况下临界转

结构。转子总长约为 1980

速不可能满足与全部转速间的裕度设计要求，在不平

mm，第 1、2 支点跨距约为

衡量和阻尼一定情况下，不平衡力大小与转子的工作

900 mm，悬臂段长度约为

转速成正比，在转子过临界时，临界转速越高，则不平

1030 mm，1-1-0 支承方案

衡力越大。因试验件主要关注高转速性能数据，在试

结构如图 2 所示。

验件质量及材料选定的情况下，通常采用降低转子刚

4.2

性来减小第 1、2 阶临界转速。
2.2.2

39

岩等：
加强盘式转子支承设计技术

支点阻尼
当转子的刚度比轴承刚度小很多时，可视轴承为

No.1 滚棒轴承分 布在压气机第 1 级盘 前 ，No.2
止推轴承分布在压气机末级盘后，No.3 滚棒轴承分
布在虚拟涡轮盘前，虚拟涡轮盘为悬臂结构。转子总
长 约 为 1980 mm， 第 1、2

度或与其数量级相当时，则轴承刚度对转子动力特性

点跨距约为 900 mm，悬臂

有显著影响，此时不能再视为“刚性铰支”，而应处理

段 长 度 约 为 780 mm，

为具有一定弹性的弹簧。

1-2-0 支承方案结构如图

区域。增加阻尼的方法是在振幅较大的轴承处设置挤

1-1-0 支承方案结构

1-2-0 支承方案

“刚性铰支”；当转子刚度及轴承座的刚度大于轴承刚

通过增加支点阻尼，使试验件安全通过临界转速

图2

3 所示。
4.3

图 3 1-2-0 支承方案结构

1-1-1 支承方案

压油膜阻尼器。为了有效减振，发动机通常采用 1 种

No.1 滚棒轴承分 布在压气机第 1 级盘 前 ，No.2

弹簧与阻尼器的组合，即带挤压油膜的弹性支承，弹

止推轴承分布在压气机末级盘后，No.3 滚棒轴承分

性支承的刚度影响转子动力特性，其简化模型为典型

布在虚拟涡轮盘后，虚拟涡轮盘为简支结构。转子总

的“弹簧”。

长 约 为 1900 mm， 第 1、2

3 支点布局确立

支点跨距约为 900 mm，第

考虑试验件轴向力大的技术特点，采用调节进口
节流比、提高级间封严效果等方法无法满足轴向力设
计需求，需采用设置虚拟涡轮盘减小转子轴向力的措

2、3 支 点 跨 距 约 为 500
mm，1-1-1 支 承 方 案 结 构

施 [11]。该压气机试验件同样包含压气机和涡轮 2 部

5

分，可借鉴发动机高压转子支点布局设计。此外，该压

5.1

气机部件转子跨距长、质量大，转子稳定性低，需要在
其前、后部分别设置支点提高整体刚性减小振动。
考虑压气机敏感级叶片叶尖间隙保持和由前向
后的载荷传递安全性等设计要求，止推轴承应设置在
压气机部件后端，滚棒轴承按需分布。考虑转子动力
特性设计因素，需开展临界转速优化设计，并适当设
置支点阻尼器降低振动外传能量。
综合以上分析，试验件支点布局可采用 1-1-0、
1-2-0 和 1-1-1 共 3 种方案，且 2 支点轴承应设置为
止推轴承；在满足轴向力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应尽量
缩短转子总长和悬臂段长度。

4
4.1

支承方案初步确立
1-1-0 支承方案
No.1 滚棒轴承分 布在压气机 第 1 级盘 前，No.2

止推轴承分布在压气机末级盘后，虚拟涡轮盘为悬臂

图4

1-1-1 支承方案结构

如图 4 所示。

支承方案筛选及优化
计算方法 [12-13]
以大型通用转子动力学有限元分析软件

Samcef/Rotor7.3 为计算平台，采用 Samcef field 软件对
已确立的 3 种支承方案进行建模分析，以获得最优方
案。在建模过程中考虑转子高速旋转引起的陀螺效应
影响，建立 2D 转子系统有限元模型，转子叶片简化
为集中质量点，转子系统包含传动后轴（与试验器动力
通过套齿连接传递扭矩），
承力系统简化为弹簧单元。
5.2

1-1-0 支承方案
相比其余 2 种支承方案，1-1-0 支承方案转子总

长和悬臂段长度均为三者中最高，转子刚性最弱，可
通过增大虚拟涡轮盘前轴直径以增加转子刚度。受压
气机部件结构尺寸限制，虚拟涡轮盘前轴直径最大为
320 mm，初步评估其转子刚度较其他 2 种方案的降
低约 33%，极大地削弱了转子传动稳定性和篦齿封
严效果，定性分析即可确定此方案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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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1-2-0 支承方案

轮盘质量增加 12 kg。

计算结果表明：在工作转速范围内存在第 1 阶弯

优化后的 1-1-1 支承方案在工作转速范围内存

曲型临界转速 3375 r/min，振动模态为压气机俯仰

在 2 阶临界转速。第 1 阶临界转速为 4047 r/min，振

型，转子应变能为 11.3%，不满足转子动力学设计要

型为压气机俯仰型，转子应变能为 9.3%；第 2 阶临界

求。第 2 阶临界转速为 5330 r/min，同样处于工作转

转速为 5881 r/min，振型为虚拟涡轮盘俯仰型，转子

速范围内，振动模态为弯曲型，转子应变能为 38.6%，

应变能为 16%。2 阶临界转速均处在性能录取工作转

远大于 20%的设计要求，不满足强度设计规范，第 1、

速以下，转子应变能均小于 20%，满足全转速范围内

2 阶临界转速振型如图 5、6 所示。

的性能试验要求，第 1、2 阶临界转速振型如图 9、10
所示。

图5

1-1-0 支承方案

第 1 阶临界转速振型

图6

1-1-0 支承方案

第 2 阶临界转速振型

图9

图 10

6

1-1-1 支承优化方案

第 2 阶临界转速振型

第 1 阶临界转速振型

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减小 2、3 支点跨距，减轻虚
拟涡轮盘质量，增加支承刚度和支点阻尼的优化设

1-1-1 支承优化方案

试验验证

计，优化结果显示，上述 4 种优化设计对减弱转子应

对试验件采用优化后的 1-1-1 支承方案完成设

变能的影响不显著，转子应变能始终高于 20%，表明

计，并开展试验验证。在试验时通过前、后承力机匣安

此方案不适用。
5.4

装边处布置的振动传感器监测试验件水平及垂直方

1-1-1 支承方案
计算结果表明：在工作转速范围内存在 2 阶临界

向振动情况。
共进行 2 轮性能试验， 在 2 次试验过程中试验

转速。第 1 阶临界转速为 4041 r/min，振型为压气机

件振动水平相当，前测点水平振动加速度总量小于

俯仰型，转子应变能为 7.4%；第 2 阶临界转速为

1.5g，垂直振动加速度总量小于 1.2g，后测点水平振

7059 r/min，振型为虚拟涡轮盘俯仰型，转子应变能为

动加速度总量小于 0.8g，垂直振动加速度总量小于

11.1%。2 阶临界中转子应变能均小于 20%，满足强度

0.6g，整体振动水平较低，试验件水平和垂直振动测

设计规范，第 1、2 阶临界转速振型如图 7、8 所示。

试结果如图 11、12 所示。
1.6

1.2

1.4

1.0

1.2

图7

1-1-1 支承方案

第 1 阶临界转速振型

图 8 1-1-1 支承方案

1.0

第 2 阶临界转速振型

0.6
0.4
0.2

考虑第 2 阶临界转速属于高转速区域，过临界时

界转速的方法满足高转速性能试验要求。
5.5

1-1-1 支承方案优化

0.6
0.4
01 次（前水平） 01 次（后水平）
02 次（前水平） 02 次（后水平）

0
3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激起的不平衡力较大，影响高转速区域试验安全，需
要对此方案开展进一步优化设计，通过降低第 2 阶临

0.8

0.8

工作转速 （r/min）
/

图 11 试验件水平振动测试

7

0.2
0

01 次（前垂直） 01 次（后垂直）
02 次（前垂直） 02 次（后垂直）

3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工作转速 （r/min）
/

图 12 试验件垂直振动测试

结论

围绕 1-1-1 支承方案初步计算及分析结果，为

本文以某加强盘式结构的高压压气机试验件为

进一步降低第 2 阶临界转速，采取支点跨距、转子质

研究对象，进行支承方案的确立、筛选及优化设计，得

量、支承刚度和支点阻尼共 4 个设计变量的综合优化

到以下结论：

设计

[14-16]

。具体方案为在 1、3 支点设置弹支调节支承

（1）在支承方案确立及筛选过程中，满足转子轴

刚度，并在外环增加阻尼器降低外传能量，保持转子

向力和转子稳定性等设计需求前提下，采用理论分析

总长不变基础上，2、3 支点跨距增大 200 mm，虚拟涡

和数值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从 4 种支承方案中优选出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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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支承方案；
（2）在优化设计过程中，通过调节支承刚度、支点
阻尼、支点跨距和转子质量实现将临界转速调低至性
能录取转速以下；
（3）对试验件顺利完成了全部转速下的性能参数
录取，在试验过程中试验件运行平稳，整体振动水平
较低，轴向力始终处于轴承承载范围内，验证了转子
支承方案的合理性，结构设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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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冰雹撞击仿真
张海洋 1，杜少辉 1，任

磊2

（1.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辽宁省航空发动机冲击动力学重点实验室，沈阳 110015；
2.北京三翼志航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100020）
摘要：为预估航空发动机风扇转子叶片受到冰雹撞击后的损伤情况，基于 PAM-CRASH 软件进行冰雹撞击风扇转子叶片仿真。
采用 SPH 方法和带失效应变的弹塑性材料模型建立冰雹数值模型，模拟冰雹撞击铝合金平板过程，仿真结果与试验数据吻合较好。
针对冰雹撞击旋转状态风扇转子叶片试验，建立 3 维风扇转子有限元模型，使用带失效模型的 J-C 本构模型定义叶片材料性能，
采
用该冰雹模型对试验过程进行仿真，获得的冰雹撞击过程和叶片损伤与试验结果基本相同，叶片凹陷深度误差小于 10%。仿真与试
验结果对比表明：风扇叶片冰雹撞击仿真方法能够预估叶片被冰雹撞击后的损伤情况，
可用于叶片抗冰雹撞击设计与评估。
关键词：冰雹撞击；风扇叶片；仿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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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Study on Hail Impact of Aeroengine Fan Blade
ZHANG Hai-yang1袁 DU Shao-hui1袁 REN Lei2
渊1.Liaoning Key Laboratory of Impact Dynamics on Aero Engine袁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 Shenyang 110015袁China曰
2.Beijing TRI-WING Technology Corporation袁Beijing 100020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estimate the damage situation of aeroengine fan rotor blades after hail impact 袁 the simulation of hail impact of

fan rotor blades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PAM-CRASH software. The SPH method and an elastoplastic material model with failure strain

were used to establish the hail numerical model袁 which was used to simulate hail impact on an aluminum alloy plat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test data. Aiming at the test of the hail model impacting the rotating rotor blades 袁 a three -

dimensional fan rotor finite element model was established 袁 and the J-C constitutive model with failure model was used to define the
blade material properties. The hail model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test process. The hail impact process and blade damage obtained by

simulation are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e test results 袁 and the error of blade depression depth is less than 10% . The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and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hail impact simulation method of fan blades can predict the damage of the blade after hail
impact袁 and can be used for the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the blade anti-hail impact.
Key words: hail impact曰 fan rotor blades曰 simulation曰 aeroengine

0 引言
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冰雹，由
于发动机进气道迎风面积大，遭遇冰雹时吸入冰雹的

力，被冰雹撞击后不允许出现严重的结构损伤。在风
扇转子叶片抗冰雹撞击设计中，通常采用仿真分析方
法预估风扇转子叶片被冰雹撞击后的结构损伤。

概率较大。当发动机吸入冰雹后，冰雹与发动机流道

针对冰雹撞击问题，国内外开展了大量研究。英

内零件发生碰撞，特别是高速旋转风扇转子叶片的相

国 皇 家 航空 局 的 Mcnaughtan 等 [5]、NASA 的 Thomson

对撞击速度高，极易损伤，引起发动机性能下降，甚至

等 [6]进行了冰雹撞击铝合金平板试验，研究不同冰雹

威胁飞行安全[1-2]。GJB 241A-2010[3]和适航条款 [4]中都

撞击工况参数的影响；
Kim 等 [7]、
Keune[8]、
Aughileri 等[9]、

对航空发动机吞咽冰雹能力做了严格要求，为满足这

Carney 等 [10]开展了冰雹数值模拟方法和材料本构模

些要求，风扇转子叶片必须具备足够的抗冰雹撞击能

型 研 究 ， 结 果 表 明光 滑 质 点 流体 动 力 学（Smoot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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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le Hydrodynamics，SPH）方法用于冰雹撞击仿真
时的求解精度和效率都较好。国内针对冰雹撞击也开
展了大量工作，例如冰雹的制备 [11]和发射技术 [12]，基于
国外研究理论的冰雹数值模拟方法研究 [13]，冰雹高速
图 1 冰雹的 SPH 模型参数和材料模型参数定义

伤研究 [16-18]等，已建立了高精度的冰雹模型和仿真分
析方法。

（b）材料模型参数定义

（a）模型参数定义

撞击仿真模拟方法研究 [14-15]及基于仿真的冰雹撞击损

模拟，针对英国皇家航空局的 Mcnaughtan 等 [5]开展的

目前国内外研究基本采用冰雹撞击铝板或复合

冰雹冲击铝合金平板试验进行仿真模拟，选择文献

材料平板这类静止构件进行高精度仿真模拟，但实际

[15] 中 25.4 mm 冰雹分别以 192、389.8、412 m/s 的速

中冰雹撞击高速旋转条件下的发动机风扇叶片属于

度撞击 0.91 mm 厚铝板的工况进行验证。铝板材料为

冰雹撞击高速旋转零件，与冰雹撞击相对静止物体存

AA2014T4 铝合金，试验时板的尺寸及约束方式如图

在较大差异。基于现有的冰雹模型和仿真方法能否高

2 所示。在分析时只建中间 200 mm×200 mm 部分，

精度地模拟冰雹撞击高速旋转风扇转子叶片的过程

按照单位尺寸为 0.5 mm 划分六面体网格，边界节点

还有待研究。本文基于 PAM-CRASH 软件，采用 SPH

进行 6 个自由度方向完全固定约束。铝合金材料模型

方法和冰雹材料模型，开展冰雹撞击风扇转子叶片仿

同样采用文献[15]中的材料数据，密度为 2800 kg/m3，

真分析，并通过对比试验结果，验证仿真方法的精度。

弹性模量为 72.4 GPa，泊松比为 0.33，材料的有效塑

1 冰雹数值模型

性应力应变曲线如图 3 所示，数据点取自文献[15]。建

根据 Aughileri 等 [9] 对不同冰雹模型方法的对比

立最终计算模型如图 4 所示。
305

研究，SPH 方法用于冰雹撞击仿真求解精度和效率都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较好，是目前国内外冰雹仿真中广泛采用的冰雹建模
方法。
SPH 方法是纯拉格朗日粒子算法，是无网格算法
的一种，将流体力学连续方程用粒子方程来替代，粒

0

1.2

1.4

1.6

0.8

1.0

1.2

有效塑性应变

子之间的作用通过插值方式来决定。由于 SPH 是一

200

种质点算法，计算空间导数时不需要使用任何网格，

mm

图 2 试验用铝板

而被插值公式中的解析微分式所代替，从而避免了高

图 3 AA2014T4 铝合金有效
塑性应力应变曲线

维拉氏差分网格中的网格缠结和扭曲等技术难题。近
年来 SPH 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处理结构动力学问题，
主要用于结构大变形解体、碎裂等分析（如高速碰撞、
流固耦合碰撞等），其特点是在模拟物体大变形时，既
可以克服 Euler 方法难以跟踪结构变形和不能识别
材料界面位形的缺点，又解决了传统 Lagrange 方法在
大变形下的网格扭曲问题。
对于冰雹的材料模型，本文采用 PAM-CRASH

Z
Y

X

（a）总体

（b）局部

图 4 冰雹撞击平板计算模型

仿真得到 3 种速度撞击后铝板的变形，如图 5 所

软件中第 16 号材料模型，为带失效应变的弹塑性材

示，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 [6]对比见表 1。从表中可见，

料，适用于结构模型和 SPH 模型。模型参数和材料模

冰 雹 相 对 低 速 撞 击 下 仿 真 与 试 验 误 差 最 大 ，为

型参数通过冰雹撞击平板试验反演优化获得，在软件

8.73%，随着撞击速度增大，误差逐渐减小，撞击速度

中定义方式如图 1 所示。

达到 412 m/s 时，仿真误差降低到 -1.43%。其原因为
[15]

为验证冰雹模型的精度，参考李静 的研究成果

冰雹的结构和材料参数是通过冰雹高速撞击铝板试

进行的基于 LS-DYNA 的冰雹冲击铝合金平板数值

验反演获得，试验撞击速度参考发动机撞击速度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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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相对较高，超过声速，在仿真时冰雹速度越大，越

伤 更 严 重 ， 长 度 约 为 45

接近反演试验 撞 击 速 度 ，

mm，最大深度约为 8 mm。

精度越高。
通过仿真和试验结果
对比表明，该冰雹模拟高
速撞击平板时误差小于
5%，能够较为真实地模拟
实际撞击损伤情况。

x 方向变形 /mm
1.077e+001
9.998e+000
9.229e+000
8.460e+000
7.691e+000
6.923e+000
6.154e+000
5.385e+000
4.646e+000
3.847e+000
3.078e+000
2.309e+000
1.540e+000
7.712e-001
2.331e-003
-7.666e-001

2.2

下风扇转子叶片试验仿真
针对冰雹撞击旋转状
态下风扇转子叶片试验进
行仿真分析，仿真时冰雹

X

速度为 75 m/s，叶片转速

Y

为9000 r/min，撞击位置为

（a）192 m/s 撞击后
x 方向变形 /mm

x 方向变形 /mm

3.089e+001
2.880e+001
2.671e+001
2.462e+001
2.253e+001
2.043e+001
1.834e+001
1.625e+001
1.416e+001
1.207e+001
9.977e+000
7.885e+000
5.794e+000
3.702e+000
1.611e+000
-4.806e-001

3.371e+001
3.142e+001
2.913e+001
2.684e+001
2.455e+001
2.226e+001
1.997e+001
1.768e+001
1.539e+001
1.310e+001
1.081e+001
8.516e+000
6.225e+000
3.935e+000
1.645e+000
-6.453e-001

X

（a） 叶片损伤

（b）12 号叶片损伤变形尺寸

图 8 冰雹撞击后叶片损伤情况

Y

（b）389. 8m/s 撞击后

图 7 冰雹撞击叶片瞬间

55%叶高位置。

X

Y

冰雹撞击旋转状态

风扇转子叶片为 TC4 合金制成的带凸肩窄弦叶

（c）412 m/s 撞击后

片。采用 8 节点 6 面体单元对叶片进行网格划分。由

图 5 不同速度撞击后板的塑性变形

于叶片结构复杂，为控制网格总量，只在被撞击位置
表 1 不同速度撞击后板凹陷深度试验与仿真结果对比
冰雹尺寸 /

冰雹速度 /

序号

mm

（m/s）

仿真结果

试验结果

1

25.4

192

10.8

2

25.4

389.8

3

25.4

412

板最大变形 /mm

前缘附近进行网格加密，网格尺寸约为 1 mm，并保证

误差 /%

在叶片前缘厚度方向网格不少于 3 层。同时为模拟叶

11.8

-8.73

片旋转时凸肩的刚度加强和约束作用，建立整圈叶片

30.1

29.5

2.00

33.7

34.2

-1.43

3 维模型，凸肩之间定义为碰撞接触。
为模拟真实叶片装配情况，装配轮盘结构并采用
8 节点 6 面体单元进行网格划分，由于轮盘主要起到

2 冰雹撞击风扇转子叶片仿真分析

安装叶片和刚度约束作用，
其网格尺寸较大。定义轮盘

2.1

与叶片间绑定，约束除旋转自由度外的其他自由度。

冰雹撞击旋转状态下风扇转子叶片试验

冰雹采用第 2 章方法建立的模型，尺寸为 50 mm，

为了解冰雹撞击后叶片的真实损伤情况，开展冰
雹撞击旋转状态下风扇转子叶片试验。试验用冰雹直

模型和材料参数通过平板试验反演优化确定。最终建

径为 50 mm，密度为 0.8～0.9 g/cm3，为便于观察，将

立叶片结构模型如图 9 所示。

冰雹涂为红色，如图 6 所
示。试验时风扇转子叶片
转速为 9000 r/min，撞击位
置为 55%叶高，在试验过

Y

程中采用高速摄像机记录

（a）总体

撞击过程，计算得到冰雹
撞击速度为 75 m/s。

Z

图 6 试验用冰雹

（b）局部放大

图 9 冰雹撞击风扇转子叶片模型

在试验过程中冰雹撞击瞬间如图 7 所示，试验后

由于冰雹相对撞击速度较高，撞击时应变率较

叶片损伤情况如图 8 所示。结果如下：
冰雹首先撞击到

大，达到 103 s-1，而钛合金对应变率非常敏感，因此叶

12 号叶片，然后继续撞击 13 号叶片，
2 个叶片均有非

片材料性能需要考虑应变率影响。本文采用带失效模

常明显的损伤，
被撞击位置前缘出现凹陷；
12 号叶片损

型的 J-C 本构模型，见式（1），J-C 失效模型见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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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材料动态性能试验确定具体参数数值，利用该材
料数据进行鸟撞击叶片仿真分析，能够精确获得鸟撞
击后的损伤情况 。

发生明显凹陷变形。
针对损伤最严重的第 1 片叶片进行凹陷尺寸测
量，结果如图 12 所示。图中不同颜色代表塑性应变大

[19]

*

n
滓e=[A +B着e ][1+Cln着觶e ][1-(T *)m]

（1）

式中：A 、B、n、C 为材料参数；滓e 为 Von Mises 流动应
*

*

力；着e 为等效塑性应变率；着觶e 为无量纲应变率，着觶e =着觶p 着觶0，

着觶p 为等效塑性应变率，着觶0 为参考应变率，通常取为 s-1。
*

着f=[D1+D2exp(D3滓*)](1+D4ln着觶e )(1+D5T *)

（2）

式中：D1～D5 为材料参数；滓*= p - 滓m =-浊，浊 为应力
滓 滓eq

小，深蓝色代表未发生塑性应变，颜色越红代表塑性
应变越大，永久变形越大，橙黄色网格为撞击前原叶
型。在图 12（a）中，凹陷最大位置相对原叶型偏移了
13.1 mm，由于被撞击后叶片会发生整体弹性弯曲，叶
片整体相对原叶型发生偏移，偏移距离约 4.4 mm，因
此叶片实际凹陷尺寸为二者差 8.7 mm。从图 12（b）中
可见，叶片径向损伤范围长度约为 77 mm。
长度 /mm

深度 /mm

3 轴度，p 为静水压力，滓 为等效应力。
仿真获得冰雹撞击风扇转子叶片过程如图 10 所
示。从图中可见，在计算后第 0.75 ms，高速飞行的冰

（a）叶片最大凹陷深度

雹撞击到第 1 片叶片，与图 7 中实际冰雹撞击第 12
号叶片情况基本相同，冰雹被切割下一部分；剩余冰
雹仍呈现大块状，继续在第 0.9 ms 撞击到第 2 片叶
片，并造成第 2 片叶片（实际试验过程中第 13 号叶
片）损伤；撞击后的冰雹破碎飞溅，在 1.20 ms 碎片撞
击第 3 片叶片，造成第 3

应变

图 12 第 1 片被撞击叶片凹陷尺寸

叶片损伤尺寸仿真与试验结果对比见表 2。结果
如下：
（1）模拟获得的径向损伤范围长度相比试验值误
差较大，分析认为主要是由于试验结果的测量方法误
差较大造成的。在仿真中能够量化显示塑性应变，而

片叶片轻微损伤。总体而

实际试验结果测量时无参照物，只能根据视觉粗略确

言，仿真基本复现了实际

定损伤区域，测量时一般无法准确选择损伤较小的区

试验中的撞击过程，特别
是撞击第 1 片叶片和第 2 （a）冰雹撞击到第 1 片叶片
片叶片过程基本相同。
（计算后 0.75 ms）
应变

（b）叶片径向损伤范围长度

应变

域，造成测量的损伤范围偏小，与仿真结果差异较大；
（2）模拟获得的凹陷深度与实际叶片损伤误差小
于 10%，在工 程 问 题 冲 击 仿 真 中，该精 度 满 足工 程
需求；
（3）在叶片抗冰雹撞击设计与评估中，主要考虑
叶片被撞击后发生大变形，最主要考虑叶片的局部凹
陷深度，由测量误差导致的径向损伤范围长度误差不

（b）冰雹撞击到第 2 片叶片

（c）冰雹碎片撞击到第 3 片

（计算后 0.09 ms）

叶片（计算后 1.20 ms）

图 10 冰雹撞击叶片过程

撞击后叶片的损伤如图 11 所示。共损伤 3 片叶
片，其中前 2 片叶片出现

影响叶片的抗冰雹撞击设计与评估。

应变

明显的前缘凹陷，第 3 片

表 2 冰雹撞击的第 1 片叶片损伤尺寸试验与仿真结果对比
误差 /%

类型

仿真结果 /mm

试验结果 /mm

径向损伤范围长度

77

45

71

最大凹陷深度

8.7

8.0

8.75

3 结束语

叶片损伤相对较小，无明
显凹陷。总体损伤情况与

采用SPH 方法和带失效应变弹塑性材料模型建

实际试验情况相同，在实

图 11 冰雹撞击后叶片

立了冰雹数值模型，能够准确地预估冰雹撞击平板情

际撞击中第 12、13 号叶片

损伤情况

况。该模型同样能够应用到冰雹撞击高速旋转状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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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转子叶片仿真，基于 PAM-CRASH 软件开展的冰
雹撞击旋转状态下风扇转子叶片仿真，能够准确预估
冰雹撞击过程，以及叶片损伤凹陷程度，可以为航空

mechanics of artificial hail based on ASTM F320-2010 [J].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2016，
16（16）：290-294.（in Chinese）
[12] 陈岭.1 种民用涡轴发动机吸冰适航符合性试验方法[J].航空发动
机，
2020,46（6）：78-81.

发动机风扇转子叶片抗冰雹撞击设计和评估提供新

CHEN Ling.A test method for airworthiness conformance of ice inges-

方法，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意义。

tion of civil turboshaft engine [J].Aeroengine，
2020,46（6）：78-81.（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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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燃气轮机压气机第一级转子叶片断裂分析
高志坤 1，张成龙 2，王

威 1，陈育志 1，刘明坤 1，卜嘉利 1

（1.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2.空军驻沈阳地区第二代表室：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明确某燃气轮机压气机第 1 级转子叶片在工作过程中断裂失效的性质和产生原因，通过外观检查、断口分析、表面
检查、成分分析、组织检查、硬度测试和强度计算等手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故障叶片为疲劳断裂；在工作过程中叶尖与机匣处理
环异常碰摩，使叶片承受非正常冲击载荷是导致故障叶片产生疲劳裂纹的主要原因；榫齿出现微动磨损及其未进行喷丸强化对裂
纹萌生起促进作用。提出了对叶片榫齿工作面进行喷丸表面强化，控制合理的叶片与机匣处理环之间的间隙的改进建议，避免类似
故障发生。
关键词：转子叶片；断裂；疲劳；碰摩；
喷丸；微动磨损；燃气轮机
中图分类号：V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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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ure Analysis of First Stage Rotor Blade of Heavy Gas Turbine Compressor
GAO Zhi-kun1袁ZHANG Cheng-long 2,WANG Wei1袁CHEN Yu-zhi1袁LIU Ming-kun1袁BU Jia-li 1
渊1.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
2.The Second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the Air Force in Shenyang袁 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properties and causes of the fracture failure of a gas turbine compressor first stage rotor blade during

operation袁th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y means of appearance inspection袁fracture analysis袁surface inspection袁component analysis袁tissue

inspection袁hardness test and strength calc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lade is fatigue fracture. In the process of working 袁abnormal
rubbing between the tip of the blade and the casing ring lead to abnormal impact load of the blade 袁which is the main cause of fatigue crack
in the fault blade. The fretting wear and no shot peening of tenon tooth were contributed to crack formation. The improvement suggestion of
shot peening of tenon tooth surface and controlling reasonable clearance between blade tip and casing ring are put forward to avoid similar
faults.

Key words: rotor blade曰fracture曰fatigue曰rubbing曰shot peening曰fretting wear曰gas turbine

0 引言

流程主要为：下料→探伤→锻造→切边→校正→检

压气机是燃气轮机的关键部件之一，其主要作用

验→粗加工→精加工→抛光→叶身喷丸→榫头涂敷

是提高工作介质的空气压力。转子叶片由于数量多、

干膜润滑剂等。类似故障在该型燃气轮机上首次发

形体单薄、转速高，以及载荷、工况复杂，使其成为使

生，因而探究其失效机理，对进一步完善设计和改进

[1]

用中故障率最高的零部件之一 。转子叶片中最常见
[2]

的失效模式为疲劳失效 ，引起叶片疲劳失效的原因
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共振、外物打伤、腐蚀、材质缺陷、
微动损伤、叶尖碰摩等

[3-5]

。某型重型燃气轮机工作时，

工艺有一定借鉴意义。
国内外对于碰摩故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方面：全周碰摩、碰摩系统的复杂动力学、碰摩与其他
故障的耦合动力学、
碰摩试验等。Yu 等[6]和 Muszynska[7]

1 片压气机 1 级转子叶片发生断裂故障，导致该级其

通过试验和解析对单盘转子的同步和反向涡动进行

它转子叶片及其后面的转子、静子叶片被打伤、变形。

研究，分析全周碰摩响应和稳定性，讨论不平衡量、摩

该叶片由综合性能较好的 TC4 合金模锻成形。工艺

擦因数、阻尼等系统参数对同步全周碰摩运动向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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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动转化的影响；李飞敏等 [8]考虑滚动轴承非线性赫

1.2

断口宏观观察

兹接触和轴承径向间隙，建立含碰摩故障的转子－滚

故障叶片断口宏观形貌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

动轴承系统动力学模型，研究系统响应随转速、轴承

见，断口整体呈灰色，根据粗糙程度和痕迹特征，断口

间隙、碰摩刚度、偏心量以及碰摩间隙的变化规律；

可分为 3 个区域（Ⅰ、Ⅱ和Ⅲ）。其中断口Ⅰ区较细腻，

Goldman 等 [9]同时考虑碰摩的接触力和热效应，提出

可见明显的疲劳弧线和放射棱线特征，表明故障叶片

了一种新的简化模型，并对系统的响应作了定性分

断口性质应为疲劳 [14]；根据疲劳弧线和放射棱线的汇

析；MA 等 [10]、Chu 等 [11]、卢文秀等 [12] 利用转子试验台，

聚方向可判定疲劳裂纹多源起始于尾缘叶盆侧（箭头

对单一碰摩和裂纹耦合碰摩故障进行模拟，研究发现

所示），与榫齿工作面呈一定角度扩展，约为 0.3 mm

在不同系统运动形式的分岔点，会出现关联维数的突

（图 3（b）红色区域）后，改变角度继续向前缘、尾缘和

变，同时重排小波尺度图也会出现频率成分的变化。

叶背侧扩展，且在红色区域内断口呈深棕色，以上特

然而，在碰摩使叶片承受非正常冲击载荷引起的叶片

征说明裂纹形成与微动磨损有关 [15]。断口Ⅰ区扩展区

微动磨损方面未见国内外相关报道，并且与传统叶片

隐约可见 8 条疲劳弧线，扩展区长约 92 mm，约占断

共振的失效模式差异性也未曾涉及。

口面积的 40%。断口Ⅱ区较粗糙、呈起伏的撕裂棱线

本文针对某型燃气轮机断裂叶片断口，通过宏微
观形貌观察、表面检查、成分分析、组织检查、硬度检

特征，为快速扩展断裂区，断裂方向由尾缘指向前缘。
断口Ⅲ区面积最小，呈剪切唇特征，为最后断裂区。

测和强度计算等方式进行分析，以明确其失效模式及
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1 试验与结果
1.1

（a）低倍

（b）放大

图 3 故障叶片断口宏观形貌

宏观检查
故障叶片宏观形貌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断

裂发生在榫齿工作面上方 R 处，基本沿榫头喉部分
布，在前缘缘板处有一小部分呈剪切唇特征，说明裂
纹应起源于尾缘侧。在叶片榫齿工作面两侧都有磨损
痕迹，均是尾缘比前缘磨损严重，尾缘盆侧磨损最重；
叶片榫齿未见喷丸痕迹，且与轮盘配合面上无干膜润
滑剂残留。

1.3

断口微观观察
在 SUPRA55 场发射扫描电镜中对故障叶片断口

进行观察，低倍形貌如图 4（a）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断口近源区有明显的疲劳弧线和放射棱线特征，由其
方向进一步表明故障叶片从尾缘盆侧向前缘、尾缘和
叶背侧疲劳扩展。疲劳分多个台阶从尾缘叶盆侧表面
线性起始，表明叶片为多源疲劳断裂、起始应力较大。
对疲劳源区放大观察，形貌如图 4（b）所示。从图中可
见，源区有一定程度磨损，未见明显冶金缺陷，表面粘

前缘

（a）叶盆侧

尾缘

（b）叶背侧

图 1 故障叶片宏观形貌

在燃气轮机转子分解过程中发现 （故障前一次），
故障叶片对应的第 1 级转子外环铝合金处理环有明显

有附着物，能谱分析结果（见表 1）表明含有叶片基体
以外的 Fe 元素（叶片配合盘主要成分为 Fe），说明故
障叶片榫头工作面与配合盘发生了微动磨损，磨损产
物在裂纹疲劳扩展过程中进入裂纹断口。此外，在疲
劳起始区和扩展区均可见到疲劳条带特征，如图 5 所

沿周向分布的刮磨痕迹，周向磨损不均匀、局部固定点
存在偏摩现象，深度约为 0.5～1.5 mm，轴向大致为叶
片宽度，且与叶片对应的
尾缘侧刮磨较重，表明转
子叶片叶尖与机匣铝合金
处理环发生异常碰摩[13]，如
图 2 所示。

（a）低倍（67 倍）
图 2 铝合金处理环损伤形貌

（b）放大（500 倍）

图 4 故障叶片断口疲劳源区微观形貌

示。快速扩展区与疲劳扩展区分界明显，快速扩展区

图 5 扩展区疲劳条带形貌

图 6 快速扩展区韧窝形貌

（10000 倍）

（2000 倍）

表面检查
利用视频显微镜和扫描电镜对叶片疲劳源区附

近表面进行观察发现，断口疲劳源位于尾缘叶盆侧榫
齿工作面转接 R 棱边下方，榫齿工作面未见干膜润
滑剂残留，源区附近榫齿工作面磨损明显严重，如图
7（a）、7（b）所示；在源区下方可见平行于断面的微裂
纹，进一步表明裂纹起始应力较大，如图 7（c）所示；

棕t /%

表 1 能谱分析结果

为韧窝形貌，如图 6 所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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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Al

Ti

V

Cr

Fe

疲劳源

10.10

6.78

60.69

2.38

2.71 17.34

源区侧表面

5.20

6.88

65.49

2.08

2.01 18.34

基体

6.50

89.30

4.20

标准要求

5.50～6.80

Bal

3.50～6.80

全洛氏硬度计测定洛氏硬度，HRC=32.4～33.2，符合
技术要求（HRC≥32）。
1.7

金相检查
从故障叶片疲劳源垂直榫齿工作面截取金相试

样，将试样打磨、腐蚀后观察显微组织，形貌如图 8 所
示。从图中可见，疲劳源区磨损最严重，深度约为 80
滋m；源区附近榫齿工作面存在微裂纹，有明显的塑性
变形特征以及磨损形成的产物层，且产物层大部分剥
落；基体组织为 琢+茁 两相组织，符合标准要求。

源区附近有明显的挤压、磨损形成的塑性变形痕迹，
塑性变形条带宽约为 1 滋m，与疲劳源平行位置的转

接 R 棱边下方同样存在微裂纹，如图 7（d）所示，进一
步表明在叶片榫齿与配合盘工作过程中发生了微动
磨损。

（a）源区低倍（120 倍）

（a）宏观低倍

（b）源区放大（2000 倍）

（b）宏观放大
50 滋m

（c）源区附近（1000 倍）

（d）基体

图 8 故障叶片组织形貌

1.8
（c）源区下方微裂纹（261 倍） （d）源区附近微裂纹（500 倍）
图 7 疲劳源附近表面形貌

1.5

成分分析
利用能谱分析仪对叶片源区、源区侧表面和基体

强度计算
在燃气轮机工作状态下压气机转子转速约为

3000 r/min， 利 用 Ansys 软 件 对 故 障 叶 片 进 行 强 度
计算。
在工作状态下，第 1 级工作叶片受进气气缸支板
和前、后静子叶片激振作用 （9E、36E、42E）
（E 为阶

分别进行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1。从表中可见，故障叶

次），同时考虑进气畸变或气缸椭圆度影响（2～6 E），

片基体成分满足标准要求；疲劳源区和源区侧表面除

叶片前 6 阶频率、共振裕度见表 2，并如图 9 所示。进

基体材料成分外，还含有一定量的 O、Fe、Cr 元素，表

气气缸有 9 块支板，工作转速下 9E 激振因素与叶片

明叶片榫头工作面与配合盘发生了微动磨损。

2 阶频率裕度较大，叶片不会因 9E 激振因素产生有

1.6

害的振动。

硬度测试
在故障叶片断口附近取硬度试样，用 TH320 型

3E 等低阶激振因素（低阶激振因素包括 2～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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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第 1 级工作叶片各阶频率与共振裕度

阶次

振型

1

计算裕度 / 实测频率 /

计算值 /Hz

按实测频率

静频

动频

%

Hz

计算裕度 /%

1弯

128

159

6.0（3 E）

116～122

-1.0～3.9

2

1扭

407

427

5.4（9 E）

398～402

6.7～7.8

3

2弯

522

538

4

复合

894

908

5

复合

1119

1126

6

复合

1293

1293

f10
2000 f9
f
1600 8
f7
1200 f5 f6
f4
800
f
f23
400
f1
0

42E
36E

9E
6E
5E
4E
3E
2E

应力 /Pa

0.112E+09
0.373E+08
0.745E+08
0.149E+09
60119
0.932E+08 0.130E+09
0.168E+09
0.187E+08
0.559E+08

图 11 脉冲力随时间变化

图 12 模拟脉冲力作用下
叶片振动应力分布

2 失效原因分析

注院表中未列出的共振裕度均大于 10豫遥
2400

Y
X Z

2.1

600 f3
550
500
450 f2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f1
100
5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n/(r/min)

（a）整体

0

通过对断口的宏观和微观检查表明，故障叶片断

9E
6E
5E
4E
3E
2E

失效模式

裂性质为疲劳断裂，疲劳起源于尾缘叶盆侧榫齿工作
面转接 R 棱边下方，源区呈多源、线性，在起始区即
可见到疲劳弧线和条带特征，表明故障叶片疲劳断裂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n/(r/min)

起始应力大。

（b）局部放大

2.2

图 9 第 1 级工作叶片各阶频率与共振裕度（计算值）

影响因素
故障叶片的材料成分、组织和硬度均满足标准要

一般由进气畸变或气缸椭圆度引起，3E 激振因素与

求，断口源区未见冶金缺陷，表明该叶片的断裂与材

叶片的 1 阶振动存在裕度不足的情况，因此重点对叶

质和冶金缺陷无关。

片的 1 阶振型进行分析。在 1 阶振型下，相对振动应

故障叶片对应的第 1 级转子外环铝合金处理环

力分布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1 阶振型下，振

有明显刮磨痕迹，且周向磨损不均匀、局部固定点存

动应力最大点位于榫头喉部（背侧中间）位置，与裂纹

在偏摩现象（测量结果从略），加之故障叶片与其对应

萌生位置（该处振动应力约为最大应力的 80.7％）偏

的尾缘侧磨损较重，以上特征表明转子叶片叶尖与机

差较大；此外，3E 等低阶激振因素激振能量相对较

匣铝合金处理环发生异常碰摩，从而使叶片承受非正

弱，一般不会引起较大的振动，综合以上说明裂纹故

常冲击力。模拟脉冲计算结果表明：在脉冲力作用下，

障不是 3E 激振因素引起的。

故障叶片裂纹萌生位置处的应力增大的幅度最大，为
碰摩过程中的危险部位。叶片与机匣每次碰摩近似 1
个冲击过程，在叶片与机匣接触阶段即发生了碰摩，
叶片的径向应力发生急剧变化。在极短时间段内，叶
尖、叶中和叶根的最大应力在叶片与机匣“接触 - 碰
撞”后依次发生，叶片沿叶高方向受到径向冲击加载

应 力 /Pa
0.231E+11
0.770E+10
0.154E+11
0.308E+11
948929
0.193E+11 0.270E+11
0.347E+11
0.385E+10
0.116E+11

（a）叶盆

应力 /Pa
0.231E+11
0.770E+10
0.154E+11
0.308E+11
948929
0.193E+11 0.270E+11
0.347E+11
0.385E+10
0.116E+11

（b）叶背

图 10 叶片共振条件相对振动应力

叶片叶尖与铝处理环碰摩时，叶尖一般受到方向

波的作用，叶身有明显的应力波传导，叶尖的碰摩瞬
时应力最大，叶根的平均应力水平最大，影响叶片叶
身应力的瞬时分布和变化规律 [16]。此外，故障叶片强
度计算结果表明：叶片的动强度储备满足要求；在共
振条件下，振动应力最大点位于榫头喉部（背侧中间）

为从盆侧指向背侧（与叶片旋转方向相反）脉冲力的

位置，与叶片真实裂纹萌生位置（尾缘叶盆侧）差异较

作用，假定的脉冲力大小、作用时间如图 11 所示，裂

大，可排除由共振导致叶片疲劳断裂的可能。综合以

纹萌生区域的应力分布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上表明：叶尖与处理环异常碰摩是导致叶片尾缘叶盆

脉冲力作用下，故障叶片裂纹萌生位置处的应力增大

侧榫齿工作面发生微动磨损、萌生裂纹的主要原因。

的幅度最大，
为碰摩过程中的危险部位。

钛合金耐磨性差，对微动损伤敏感。研究表明[17]：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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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试验条件下，微动使纯钛疲劳极限降低 38%，而

规律[J].失效分析与预防，2006，
1（1）：18-24.

使 TC4 合金的疲劳极限降低 62%。钛合金微动疲劳

FU Guoru.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common failure modes of rotor

强度与其常规疲劳强度之间不存在完全确定的关系，
钛合金的常规疲劳极限越高，对微动就越敏感，微动
疲劳强度也越低。对故障叶片榫齿工作面表面形貌和
截面组织的分析表明，疲劳源区的微动磨损形貌为典
型的混合滑移状态，即：中心为黏着区，边缘为微滑磨
损区，介于二者之间为塑性形变积累区。通常在混合

blades of air turbojet compressor [J]. Failure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2006，
1（1）：18-24.（in Chinese）
[3] 高志坤，韩振宇，佟文伟. 空心风扇叶片榫头裂纹原因分析[J].失效
分析与预防，
2012，
7（2）：114-117.
GAO Zhikun，
HAN Zhenyu，TONG Wenwei，
et al. Cause analysis of
tenon crack in hollow fan blade [J]. Failure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2012，
7（2）：114-117.（in Chinese）
[4] 姜涛，薛润东，刘高远，等.某发动机二级涡轮叶片断裂失效分析[J].

滑移和完全滑移状态时，存在裂纹萌生和磨损的竞争

材料工程，2003，
32（Z1）：162-165.

机制，在混合滑移状态下由于塑性形变严重，易产生

JIANG Tao，
XUE Rundong，
LIU Gaoyuan，
et al. Fracture failure analy-

微裂纹，在完全滑移状态下则以磨损为主 [18]。许多研

sis of secondary turbine blade of an engine [J]. Materials Engineering，
2003，
32（Z1）：162-165.（in Chinese）

究认为 [19-22]：在混合滑移状态下，黏着区边缘的塑性形

[5] 张栋，陶春虎. 失效分析[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
133-140.

变累积会导致局部疲劳失效而引发微裂纹萌生。在微

ZHANG Dong，TAO Chunhu. Failure analysis [M]. Beijing：
National

动疲劳失效中，在混合滑移状态下的这种微裂纹将作
为初始裂纹而显著降低试样叶片疲劳寿命，其不利影
响远高于完全滑移下的磨损损伤。在燃气轮机服役环

Defense Industry Press，
2005：
133-140.（in Chinese）
[6] Yu J J，Goldman P，
Bently D E，
et al. Rotor/seal experimental and analytical and study on full annular rub [J].Journal of Engineering for Gas
Turbines and Power，
2002，
124（2）：340-350.

境下，叶片榫齿工作面未残留干膜润滑剂，原始也未

[7] Muszynska A.Rotordynamics[M].Florida：
CRC Press，
2005：
120-128.

进行喷丸等强化处理，使混合滑移产生的局部形变进

[8] 李飞敏，陈果.碰摩故障转子－滚动轴承耦合系统非线性动力学研

一步恶化，促使微裂纹过早萌生，大大降低了叶片抗
微动疲劳能力。

3 结论
本文从断口的宏微观形貌观察、表面检查、成分
分析、组织检查、硬度检测和强度计算等多方面对故
障叶片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故障叶片断裂为疲劳性质，且与材质和冶金
缺陷无关；
（2）故障叶片叶尖与机匣处理环异常碰摩使叶片
承受非正常冲击力是叶片疲劳断裂的主要原因；
（3）叶片原始未进行喷丸等表面强化对疲劳裂纹
萌生起促进作用；
建议对叶片榫齿工作面进行喷丸表面强化，控制
合理的叶片与机匣处理环之间的间隙，避免产生异常
碰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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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叶片合金筏化量化表征及寿命退化研究
范永升，杨晓光，石多奇，谭

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针对单晶 / 定向凝固涡轮叶片服役过程中微观组织筏化及其造成的叶片力学性能劣化问题，发展了一种基于旋转割线
方法的微结构筏化参数提取方法，并提出筏化状态的量化表征因子。对不同组织筏化和粗化状态的定向凝固高温合金开展高温低
周疲劳试验，建立了量化筏化状态和合金疲劳寿命退化的映射关系。结果表明：无论是粗化还是筏化都会造成合金疲劳寿命的大幅
劣化，所建立的镍基高温合金筏化量化因子能够有效地表征合金疲劳寿命的衰减。
关键词：镍基高温合金；筏化；数字图像算法；量化表征；疲劳寿命；涡轮叶片
中图分类号：V231.9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01.010

Quantitative Characterization of Rafting State and Life Degradation of Superalloys for Turbine Blades
FAN Yong-sheng袁 YANG Xiao-guang袁 SHI Duo-qi袁 TAN Long
渊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 Beihang University袁 Beijing 100191袁 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icrostructure rafting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degradation of single crystal / directionally

solidified turbine blade in service袁 a method of extracting microstructure rafting parameters and quantitative characterization factors of

rafting state was developed based on rotating secant method. High temperature and low cycle fatigue tests were carried out on directionally
solidified superalloys with different rafting and coarsening states.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afting state and fatigue life degradation

was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tigue life of Ni-based superalloy will be greatly degraded by roughening or rafting 袁 and the

rafting quantitative factor can effectively characterize the fatigue life degradation of Ni-based superalloy.

Key words: Ni-based superalloy曰 rafting曰 digital image algorithm曰 quantitative characterization 曰 fatigue life; turbine blade

0 引言
定向凝固 / 单晶镍基高温合金消除了横向晶界，

相强化粒子 酌' 相和 酌 基体相所构成的共格结构所主
导，因而在诸多微组织损伤模式中以粗化和筏化尤为

使其比一般的多晶和等轴晶镍基高温合金具有更为

重要。而镍基高温合金的力学性能与其 酌' 相的尺寸、

优异的高温力学性能，因而在先进航空发动机和燃气

形貌、体积分数和分布密切相关，已有研究表明 酌' 相

轮机涡轮叶片等热端部件上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

的粗化和筏化会造成合金拉伸性能、疲劳寿命和蠕变

涡轮叶片长时间工作在高温、高压和高离心力等严酷

寿命劣化[4-5]，严重影响涡轮叶片的长时安全服役。因

热力耦合环境下，其内部微观组织将不可避免地发生

此，对于筏化以及其对镍基高温合金力学性能影响近

退化，大大降低合金的高温疲劳、蠕变等力学性能，导

些年来已经成为高温合金研究的热点与重点。

致涡轮叶片过早失去服役能力，影响发动机安全工

Leidermark 等 [6]对微组织退化单晶镍基高温合金在室

作，严重时可造成重大事故和经济损失[1-3]。

温下开展拉伸试验，发现长时失效会降低合金在[001]

对于定向凝固 / 单晶镍基高温合金涡轮叶片而

和[011]取向的屈服极限，并提出了 1 个无量纲的粗化

言，其高温力学性能主要由其内部高体积分数的第 2

参数用以表征合金拉伸性能的劣化程度；Namzy 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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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7-IV-0012-004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775019）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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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预损伤程度的 CMSX-4 高温合金在室温下开

像素值，xF,i 代表前节点，xB,i 代表后节点。若像素值为

展拉伸试验，并根据预加载时间、温度和应力提出了 1

1 则代表该处颜色为白色，反之像素值为 0 则代表该

个损伤参数用以表征合金屈服强度的降低。

处为黑色，酌' 相在值图像中像素表示为黑色。

本文针对定向凝固 / 单晶镍基高温合金组织筏化
过程中的微结构参数提取、筏化状态量化表征以及组

前节点判定准则
If

P（xi-1,i）=1，P（xi,i）=0，
P（xi-1,i）=0，j 代表第 j 条测试弦

织筏化涡轮叶片材料的疲劳寿命退化问题开展研究。
Then

1 镍基合金微结构参数提取方法
单晶 / 定向凝固镍基高温合金的典型微观组织
如图 1 所示。主要有 2 个典型的微结构参数：酌' 相宽
度 l、酌通道相宽度。

X F,i,i=xi,i

后节点判定准则
If

P（xi-1,i）=1，P（xi,i）=0，
P（xi-1,i）=1
Then

姿1
棕1

l1

（1）

X B,i,i=xi,i

（2）

式中：P（xi-1,i）为点 xi-1,i 处的像素值，X F,i,i=xB,i,i 为强化相
的前后节点坐标。
（3）棕、l 数据集运算。对步骤（2）中获取的相前后

5 滋m

酌'

酌'

酌'

节点矩阵进行逐次递减运算获取 棕、l 数据集。考虑到
图像边界对 酌' 相的截断，对于给定的测试弦考虑 2

001
010
kV
dat
WD
1500kV ES ED 7.3mm

酌'

100

（a）镍基合金立方形貌

（b）立方形貌 酌' 相

酌' 相 SEM

周期化结构

图 1 单晶 / 定向凝固镍基高温合金的典型微观组织

单相组织的 AR-CLD 算法基于材料微观特征的
边界和测试线的交点获取统计数据，只有单个需测量
的尺寸信息特征，因此所选处理区域边界截断对统计
结果没有干扰，只需要对节点矩阵进行逐次递减运
算。但是对于镍基高温合金 酌'/酌 两相微观结构，涉及

种情况分别处理：
酌' 相前节点首先检出
If
Then

X F,1,i<X B,1,i
棕i=X F,i+1,i<X B,i,j，li=X B,i,j-X F,i,j

（3）

酌' 相后节点首先检出
If
Then

X F,1,i>X B,1,i
棕i=X F,i+1,i-X B,i,j，li=X B,i+1-X F,1i

（4）

式中：棕i 和 li 分别为第 i 调测试线上的 酌 通道相宽度
和 酌' 相宽度。
（4）棕、l 数据统计分布分析。以 5毅为 兹 角增量对

的独立尺寸参数有 棕 和 l，显然简单地基于相边界利

测试弦进行旋转并重复步骤（2）、
（3），对计算得到的

用 AR-CLD 算法进行特征提取是行不通的。存在以

棕、l 数据集，利用正态分布拟合来获取给定方向上 棕

下 2 个问题：
（1） 仅利用微组织轮廓图像获取的节点

和 l 的长度。利用本文算法提取不同取向合金微结构

矩阵运算后无法区分 棕 和 l 这 2 个参量；
（2） 处理图

参数 棕 和 l 的结果，如图 2 所示。

像边界对相对截断会干扰节点运算结果。本文在传统
600
120
500
400
300 150
200
100
180
100
200
300 210
400
500
240
600

的 AR-CLD 算法基础上发展了一种适用于两相组织
的微观特征提取算法（MR-CLD），
主要操作步骤如下：
（1）图像二值化。对 酌'/酌 两相微观 SEM 图片进行
黑白值化处理，将晶体坐标系和测量坐标系的夹角记
为 兹。
（2）节点坐标矩阵获取。对于给定的，沿测试弦方
向进行 酌' 相边缘节点检测。此处定义 2 种节点类型：
沿测量方向测试弦进入 酌' 相的节点为 酌' 相前节点，
离开 酌' 相的节点为 酌' 相前节点。酌' 相前后节点根据
图像像素值进行判定。定义 P（xi）为 xi 位置处图像的

（a）参数 棕

90

60

酌' phase
酌 phase

30

0

270

300

330
010
100

（b）参数 l

图 2 不同取向合金微结构参数 棕 和 l 分布

2 镍基高温合金微组织状态量化表征
针对筏化对合金低循环疲劳性能的影响进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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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表征，采用一个无量纲筏化参数表征合金的筏化

金的微观组织如图 3、4 所示。

状态。该表征方法最早由 Fedelich 等 提出，其主要思
[8]

1 滋m 10KX

想是对合金和筏化、粗化对基体通道相宽度的影响进

1 滋m 10KX

行分离。在给定温度下，假设相只发生粗化行为，此时
通道相宽度为
棕c=姿(1-f1/3)

（5）

式中：姿 为当前状态下 酌' 相宽度和通道相宽度之和；f

（a）850 ℃/300 h

为酌' 相的体积分数。

1 滋m 10KX

反之，若只有筏化行为发生，通道相宽度为
棕r=姿(1-f)

（b）980 ℃/300 h
1 滋m 10KX

（6）

因此，无量纲筏化状态参数为
孜r＝ 棕-棕c
棕r-棕c

DS

（7）

式中：棕 为当前 状态下 酌 通道 相宽度，棕r 和 棕c 由式

（c）980 ℃/600 h

（d）980 ℃/1000 h

图 3 粗化 DZ12 合金枝晶干内 酌' 相形貌

（6）和（7）给出。
式（7）中分子代表合金 酌' 相尺寸的变化，而分母
则代表合金 酌' 相形貌的变化。孜r 取值范围为 0～1，0
表示未发生筏化，1 表示筏化已经完成。对于粗化而
言，酌' 相只发生尺寸的变化而不发生形貌的变化，因
此本文采用通道相尺寸的相对变化量来作为粗化程

-500 nm

度的度量
孜c＝ 棕-棕0
棕

-500 nm

（a）标准热处理状态

（8）

（b）100 h/100 MPa/950 ℃

式中：棕0 为标准热处理状态下合金的相宽度。

3 组织筏化 / 粗化镍基合金疲劳试验
3.1

组织筏化 / 粗化预处理
本试验采用材料为定向凝固镍基高温合金

DZ125。在标准热处理状态下合金相的体积分数为

-500 nm

-500 nm

（c）60 h/125 MPa/980 ℃

（d）30 h/50MPa/1050 ℃

66.12%，
宽度为 0.3835滋m；
通道相的宽度为 0.0634滋m。
无载荷粗化预处理选取涡轮叶片典型工作温度
为 850℃和 980 ℃，共设置 4 种粗化条件：
（a）850 ℃

DS

/300 h；
（b）980 ℃/300 h；
（c）980 ℃/600 h；
（d）980
-500 nm

℃/600 h。粗化处理直接用标准热处理下的 DZ125 合
金铸棒在箱式高温炉中进行。对于含载荷作用的筏化

（e）30 h/75 MPa/1050 ℃

化处理温度为 950、980 和 1050 ℃，载荷为 50～125

滓

（f）30 h/100 MPa/1050 ℃

图 4 不同筏化状态下合金 酌' 相形貌

处理，因为相易在高温低应力状态下发生筏化变形，
并且要防止试棒在筏化处理过程中断裂。因此选取筏

-500 nm

3.2

疲劳试验
筏化疲劳试样采用标准试棒形式，如图 5 所示。

MPa，加载时间为 30～100 h。共设置 5 组筏化处理条

筏化处理结束后，对筏化试样表面进行抛光处理去除

件：
（b）950 ℃/100 MPa/100 h；
（c）980 ℃/125 MPa/60

表面氧化层。试验温度为 850 ℃，采用应变控制，选

h；
（d）1050 ℃/50 MPa/30 h；
（e）1050 ℃/75 MPa/30 h；

取应变范围为 1.1%，应变比为 0，加载应变速率为

（f）1050 ℃/100 MPa/30 h。不同粗化和筏化状态下合

0.005 s-1。所有低循环疲劳试验在液压伺服疲劳试验

56
铸造
方向

0.001A-B

[001]

B

25

mm

A

0.8

15

1.6

90

0.02A-B

图 5 疲劳试样几何尺寸

基于筏化状态的合金寿命退化表征
组织粗化和筏化对

式中：R c 为粗化状态下的寿命影响因子，N 型和 P 型
筏化则相应的为 R N 和 R P；Nvir 为合金在初始状态下
疲劳寿命；Nc 为合金在粗化状态下的疲劳寿命，N 型

用时，R c，R N 和 R P 的值为介于 0～1 之间的正数；反

之若为强化作用，R c，R N 和 R P 的取值则小于 0，且取
作用越大。根据图 6 中合金组织状态和疲劳寿命的关

的影响如图 6 所示。从图

系，可以唯象地建立合金寿命影响因子和组织状态参

中可见，合金的疲劳寿命

数的定量映射关系（以粗化为例）

随着粗化程度的增加不断

寿命缩短了 90%，说明服

（9）

值越小说明组织状态的改变对合金疲劳寿命的强化

DZ125 合金低周疲劳寿命

为 0.6295 时，合金的疲劳

R c= Nvir-Nc
Nvir

当组织粗化 / 筏化对合金的疲劳寿命起劣化作

4 结果与讨论

缩短，当粗化程度由 0 变

对变化量提出 1 个寿命变化因子

和 P 型筏化则相应的为 NN 和 NP。

机（MTS 809）上开展。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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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化 / 筏化量化因子，孜c /孜r

图 6 组织粗化 / 筏化对
DZ125 合金疲劳寿命的影响

役过程中的粗化行为会劣化涡轮叶片材料的抗疲劳
性能。合金的疲劳寿命随着筏化程度的增加也不断缩
短。当筏化程度为 0.8890 时，其疲劳寿命中值由标准
热处理状态下的 8932 降低为 990，衰减超过 85%，可
见微组织筏化对于合金的疲劳性能有严重的劣化作
用 。 St觟cker 和 Krika 等 在 对 多 晶 镍 基 高 温 合 金
Nimonic 80A 和定向凝固镍基高温合金的等温疲劳和
热机械疲劳的研究中也发现相的粗化会缩短合金的
疲劳寿命 [9-10]，认为粗化使得相和通道相宽度增加，在
两相界面上产生附加位错网，这些高温下产生的位错
网松弛了合金两相结构的错配应力，同时降低了相颗
粒的抗剪切能力，最终导致疲劳寿命的缩短 [11]。从图

R c=A ln(孜·
c B)

（10）

式中：A 和 B 为拟合参数。

DZ125 合金寿命变化因子与组织粗化 / 筏化状
态 量 化 关系 如 图 7 所 示。
从图中可见，当粗化 / 筏化
参数超过 0.4 时，合金的寿
命变化因子开始逐渐趋于
饱和，意味着合金疲劳寿
命储备基本耗尽。

粗化 / 筏化量化因子，孜c /孜r

4.2 筏化致寿命劣化 / 强 图 7 DZ125 合金寿命变化
因子与组织粗化 / 筏化状态
化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试验结果表明微

量化关系

组织粗化和筏化对 DZ125 合金的疲劳性能的影响表
现为劣化作用。然而，
筏化对镍基高温合金疲劳性能的
影响到底是劣化还是强化目前国际上并没有定论。因

中还可见，当粗化 / 筏化程度小于 0.4 时，合金疲劳寿

此，本节基于本文 DZ125 合金的试验结果和 Krika[10]、

命缩短较为平缓；而当粗化 / 筏化程度超过 0.4 时，合

Ott[12]、
Epishin[13]和 Neu [14]等的工作，分析筏化对镍基高

金的疲劳寿命会快速缩短。据此可以推测微观组织退

温合金疲劳性能劣化和强化作用的影响因素。

化 DZ125 合金存在 1 个粗化 / 筏化程度的临界值，超

镍基高温合金在不同

过该值合金的疲劳性能会快速劣化。Ott 等 [12]认为筏

筏化类型下寿命变化因子

化对镍基单晶高温合金疲劳寿命的削减作用于相筏

随温度的变化如图 8 所

化状形貌对疲劳裂纹扩展的影响有关。值得说明的

示。从图中可见，所有的实

是，本文所提出的粗化 / 筏化表征参数将合金服役时

心散点均为 N 型筏化，空

间、应力和温度 3 个参量进行了综合考虑，可以有效

心散点为 P 型筏化；黑色

表征相的粗化和筏化对合金疲劳寿命的劣化作用。

与蓝色散点均为纯疲劳载

为了量化表征组织粗化和筏化对 DZ125 合金疲
劳寿命的影响程度，根据不同组织状态下合金寿命相

荷，红色散点为热机械疲 图 8 组织筏化状态对镍基
劳（TMF）。从图中还可见， 合金寿命影响的温度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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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结果表明在室温下 N 型筏化对镍基合金的疲劳

FENG Qiang，
TONG Jinyan，
ZHENG Yunrong，
et al. Service induced

寿命表现出强化作用，相反 P 型筏化则表现出劣化作

degradation and rejuvenation of gas turbine blades[J]. Materials China.

用。随着温度的升高，在纯疲劳载荷下 N 型筏化对疲

2012（12）：
21-30.（in Chinese）
[4] Holl覿nder D，Kulawinski D，Weidner A，et al.Small-scale specimen

劳寿命的影响开始变为劣化，且随着温度的升高劣化

testing for fatigue life assessment of service-exposed industrial gas

作用出现下降的趋势。P 型筏化在纯疲劳载荷下的影

turbine blad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atigue，
2016，92：
262-271.

响则开始转变为强化，且随着温度的升高强化作用更

[5] Li S，Wang B，Shi D，
et al. A physically based model for correlating

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Neu 对 CMSX-8 合金的试验
结果表明在 750 时 N 型筏 化 对 合 金 的 疲 劳 寿 命 仍
然表现出强化作用，这可能与合金成分和温度耐受

the microstructural degradation and residual creep lifetime of a
polycrystalline Ni-based superalloy[J].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19，783：
565-573.
[6] Fedelicha B，K俟neckea G，Epishin A，
et al. Constitutive modelling of

性的改变有关 [5]。另外，CM247LC-DS 在 TMF 含 180

creep degradation due to rafting in single-crystalline Ni-base superalloys

s 保载载荷也表现出较为显著的强化作用。综上所

[J]. Master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2009，
511：273-277.

述，筏化类型和温度对合金疲劳寿命的作用可以归纳
为表 1。不同筏化类型、载荷类型和温度范围下筏化
对镍基合金疲劳性能的影响还需要更为深入地研究。

[7] Leidermark D，Moverare J，Johansson S，
et al. Tension/compression
asymmetry of a single-crystal superalloy in virgin and degraded
condition[J]. Acta Materialia,2010，58（15）：
4986-4997.
[8] Nazmy M，
Epishin A，
Link T. A review of degradation in single crystal
nickel based superalloys[J]. Energy Materials，2006，1（4）：263-268.

表 1 不同筏化类型对镍基合金疲劳寿命的影响
N型

强化

and corresponding dislocation arrangements of polycrystalline Ni-based

劣化（CMSX-8 合金 700℃强化，CM247LC-DS

superalloys and pure nickel in the VHCF regime [J]. International

合金 TMF 带保载强化）
P型

[9] St觟cker C，Zimmermann M，Christ H J. Localized cyclic deformation

高温

筏化类型 低温

劣化

强化

5 结论
本文发展了一种可以应用于镍基高温合金微观
两相组织的图像处理算法，能够提取不同组织形貌下
单晶 / 定向凝固高温合金的微结构参数。通过对不同

Journal of Fatigue, 2011，33（1）：
2-9.
[10] Kirka M M，Brindley K A，Neu R W，et al.Influence of coarsened
and rafted microstructures on the thermomechanical fatigue of a
Ni-based superallo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atigue ，2015，81：
191-201.
[11] Argon A S. Strengthening mechanisms in crystal plasticity [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265-267.
[12] Ott M，
Mughrabi H. Dependence of the high-temperature low-cycle

粗化和筏化状态的 DZ125 合金开展疲劳试验发现：

fatigue behaviour of the monocrystalline Nickel-based superalloys

粗化和筏化都会造成合金高温疲劳寿命的降低，考虑

CMSX-4 and CMSX-6 on the 酌/酌'-morphology [J]. Master of Science

粗化和筏化过程中两相微观结构形貌和参数的变化
提出了用于表征粗化和筏化状态的无量纲参数 孜c 和
孜r，可以有效地量化表征粗化和筏化对合金疲劳寿命

and Engineering. A，1999，
272：
24-30.
[13] Alexander E， Thomas L， Mohamed N， et al. Microstructural
degradation of cmsx-4：kinetics and effect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C]//Superalloys. The United States：
Superalloys，
2008:1-7.

的劣化程度。

[14] Neu R W. Microstructure-sensitive crystal viscoplasticity for Ni-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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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材料性能分散性的航空发动机结构安全系数
确定方法
王

艺，杨

阳，吴晓丹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材料性能分散性与航空发动机关重件可靠性之间关系的定量表征问题，结合正态分布和威布尔分布参数特点，研
究了不同变异系数和形状参数条件下累积失效概率与安全系数确定方法，获取了材料性能分散性对结构可靠性的影响，给出了不
同分散性条件下的安全系数。数值计算结果表明：
结构设计选材应充分考虑材料性能分散性的影响；
对于分散性较大的材料，
单纯增大
安全系数并不能保证结构具有足够的可靠性裕度，应采取措施有效降低材料性能分散性，
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结构失效概率水平。
关键词：安全系数；可靠性；不确定性；失效概率；正态分布；威布尔分布；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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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ing Method of Aeroengine Structure Safety Factor Considering Material Properties Dispersion
WANG Yi袁YANG Yang袁WU Xiao-dan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quantitative representation proble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terial properties dispersion and the

reliability of aeroengine key components袁combined with the parameters characteristics of normal distribution and Weibull distribution 袁the
determination method of cumulative failure probability and safety factor was studied under different variation coefficients and shape

parameters. The influence of material properties dispersion on structural reliability was obtained 袁and the safety factors were given under
different dispersion conditions. The numerical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of material properties dispersion should be fully

considered in material selection of structural design. For materials with large dispersion 袁simply increasing the safety factor can not
guarantee that the structure has sufficient reliability margin.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material properties
dispersion in order to fundamentally control the level of structure failure probability.

Key words: safety factor曰reliability曰uncertainty曰failure probability曰normal distribution曰Weibull distribution曰aeroengine

0 引言

全。此外，由于离散度的不同，相同的安全系数所带来

安全系数反映航空发动机研制的真实水平，包括
材料、计算分析、加工等方面的分散性水平

的安全程度也是不同的。

。结构强

随着材料、设计、制造等技术的进步，安全系数也

度校核基本沿用传统的安全系数方法，这种方法简

在与时俱进，国内外研究人员已逐步从确定性设计转

单、可靠，但是随着航空发动机总体设计技术的发展，

变为在设计中考虑材料性能值的分散性与安全系数

结构减重需求日趋增强，对安全系数进行精细化设计

和可靠性指标之间的定量关系 [3-5]。刘克龙等 [6-8]对复

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若以强度均值和应力均

合材料分散性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材料性能分散性对

值之比作为结构安全系数，当应力与强度的离散度很

安全系数具有很大影响的结论；王磊等 [9]基于正态分

大时，尽管安全系数足够大，也保证不了所希望的安

布给出了飞机安全系数与可靠度之间的理论公式，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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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的设计现状，一般选取 S 为材料性能值

2024 铝合金为对象，预计了现有强度设计规范 [10]中安
全系数对应的可靠度值，表明现有的强度设计规范能

的均值，得到结构件的可靠度为

蓸

滋
R=P s臆 臆[S]
n

满足可靠性的要求，但是偏于保守，这与日益迫切的
[11]

减重需求相背离；孙旖 指出齿轮可靠性安全系数主
要依据可靠度，列出了基于美国 AGMA 计算方法的
不同可靠度下的安全系数值要求。为定量考虑设计中
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其他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工
作，但主要是针对简单结构安全系数的理论研究

。

[12-14]

美国军机适航性审查准则 MIL-HDBK-516C 中明确

值 50%置信度水平或者 -２滓 值 95%置信度水平”，
说明国外在型号研制中充分考虑了材料性能分散性
[16]

对航空发动机可靠性和安全性的影响 。

的性能值时，设计点最大应力值恒小于 滋 ，也即 P
n

蓸 s臆 滋n 蔀 =1，假设应力为一定值 滋n ，材料性能值服从

一定的分布（如图 1 所示），则构件的可靠度 R 为
R=P

蓸 滋n <S 蔀 = 乙

f(S)dS

滋
n

（4）

密度函数；滋 为材料性能值

强度分布
应力

均值；n 为安全系数。
当选取材料 -3滓 值作

在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方面，传统安全系数虽然综合

为材料的性能值时，设计

考虑了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但是没有定量考虑由于随

点最大应力值恒小于

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并不能从根本上控制产品可靠性

肄

式中：f(S)为材料分布概率

目前，中国采用的安全系数方法归纳起来主要存

机因素导致的应力和强度的分散性，缺乏定量依据，

（3）

按照目前的设计要求，当选取材料均值作为材料

提出“设计中的结构属性基于最小材料性能值 [15]。除
断裂韧度和裂纹扩展外的所有材料属性要基于 -3滓

蔀

蓸

滋-3滓 ，也即 P s臆 滋-3滓
n
n

滋
n

图 1 条件可靠度

蔀 =1，假设应力为一定值

较低所带来的风险[17-18]；另一方面，强度设计沿用过去

滋-3滓 ，材料性能值服从一定的分布（如图 1 所示），
n

的规范，并不能动态地反映中国材料的分散性。因此，

则构件的可靠度为

本文结合航空发动机研制现状及适航需求，研究了材

R=P

料性能分散性对可靠性的影响，为航空发动机设计选
材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给出了材料
性能服从正态分布和威布尔分布时考虑材料性能分
散性的安全系数确定方法，为优化航空发动机强度设
计准则提供理论依据。

肄
滋
n

（
f S）dS

（5）

2 基于不同分布的安全系数确定方法
2.1

正态分布
材料性能分散，将 S 看作连续型随机变量，假设

材料性能值服从正态分布，均值为 滋，标准差为 滓。

1 可靠性与安全系数的关系

正态分布概率密度函数为

在结构静强度设计中，判断构件是否安全，需对
引起构件失效的应力统计特征参数与构件抵抗失效
能力的强度的统计特征参数进行对比来实现。强度设
计准则要求
s臆[S]= S
n

<S 蔀 = 乙
蓸 滋-3滓
n

（1）

式中：S 为材料强度；n 为安全系数；s 为设计点最大

f(S)=

蓘 蓸

１滓 exp 1
2
滓 姨２仔

蓸

S-滋
滓

蔀

根据式（4）得到结构件的可靠度为
滋 -滋
R=１-椎 n
滓

蔀

2

蓡

（6）

（7）

式中：椎 为标准正态分布累积分布函数。
当选取材料的 -3滓 值作为设计值时，根据式（5）

应力。
根据式（1）可知，只有材料强度大于应力时才安
全，得到结构件可靠度
R=P（s臆[S]）
式中：P 为概率算子。

（2）

蓸

得到结构件的可靠度为
R=１-椎

滋-3滓 -滋
n
滓

蔀

（8）

正态分布的分散性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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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标准差决定了正态分布，而变异系数为二者的比

为更清晰直观地反映不同变异系数下累积失效

值，为了对比不同材料的性能分散性对可靠度的影

概率与安全系数之间的关系，将累积失效概率取对

响，将可靠度转化为变异

数，得到对数累积失效概率与安全系数之间的关系，

系数相关的函数，变异系

如图 5 所示。

数为样本标准差与均值
之比，即

滋-滓2

100

0.5

滋-滓1 滋 滋+滓1
滋+滓2

0.4

图 2 正态分布的分散性

0.3

C v= 滓
滋

（9）

10-2

Cv=0.02
Cv=0.06
Cv=0.10
Cv=0.20

0.2

10-6

0.1

将式（9）带入式（8）得到
R=１-椎（ １ - １ ）
nCv Cv

（10）

因此，研究材料分散性对失效概率和安全系数之

Cv=0.02
Cv=0.06
Cv=0.10
Cv=0.20

10-4

10-8

0
1.0

1.5

2.0

2.5

3.0

10-10
1.0

1.5

2.0

2.5

3.0

安全系数

安全系数

图 4 不同 Cv 条件下累积失效

图 5 不同 Cv 条件下对数累积

概率与安全系数的关系

失效概率与安全系数的关系

间关系的影响可以初步得出，分别取材料性能值的均
值 滋 和 -3滓 值作为设计值时，累积失效概率与安全

对比图 4、5 中不同变异系数下的曲线可以得出：

系数之间的关系为

（1） 材料性能分散性对累积失效概率有很大影

F（n）滋=椎（ １ - １ ）
nCv Cv

（11）

F（n）-3滓=椎（ １ - ３ - １ ）
nCv n
Cv

（12）

式中：椎(n)为正态分布累积失效概率函数；F(n)为累积

响，取相同的安全系数时，不同变异系数对应的累积
失效概率差别很大。以安全系数 1.25 为例，累积失效
概率见表 1。为保证相同的累积失效概率，材料分散
性不同时，对应的零件设计应该取不同的安全系数。
表 1 不同变异系数下的累积失效概率（n＝1.25）

失效概率；Cv 为变异系数。
材料性能值服从正态分布时，描述材料分散性的
最好参数是材料性能值的变异系数 Cv，与结构可靠

变异系数

0.02

0.06

0.10

0.20

累积失效概率

趋近于 0

趋近于 0

0.02

0.20

性直接相关，Cv 越大表明材料性能分散性越大。

（2）当累积失效概率相同时，不同分散性条件下

首先，分析取材料均值 滋 和 -3滓 值作为设计用材
料性能值时，
取 Cv=0.05，累

-10

积失效概率与安全系数之

-100

间的关系如图 3 所示。从

-101

图中可见，材料性能值不

-102

同时，相同累积失效概率
下的安全系数不同，所以
强度设计规范确定以后
还应该明确选取的材料

材料的安全系数值可能不同；给定相同失效概率指
标，不同材料分散性水平所对应的最低安全系数也不

-1

同。当设计过程中要求采用同一安全系数对不同材料

均值
置信下限

进行标定时，在选材上可以考虑更换分散性小的材料
来降低成本。

-103

（3）随着安全系数的增大，累积失效概率逐渐减
5

小，但是分散性越大，累积失效概率减小得越慢。分散

图 3 累积失效概率与安全

性很大时，当累积失效概率减小到一定程度还未满足

系数的关系(Cv=0.05)

要求时，随着安全系数的增大，累积失效概率的大小

1

2

3
安全系数

4

性能值。
其次，分析目前航空发动机轮盘及叶片常用材料

和数量级均几乎不变，对于分散性大的材料，单纯地
以增大安全系数的方式保证结构安全是不合理的。相
反，增大安全系数不仅使结构笨重，成本提高，失效概

的变 异 系 数 的 大 致 范 围 。分 析 了 强 度 变 异 系 数 为

率也没有明显减小，甚至保持不变，有时笨重的结构

0.02、0.06、0.10、0.20 时，安全系数与累积失效概率之

反而会增加结构失效的风险，要想保证结构的可靠

间的关系。取材料性能均值作为设计值（以下未作说

性，必须同时控制材料的分散性。

明时均是取材料性能均值作为设计值），累积失效概

2.2

率和安全系数之间的关系如图 4 所示。

威布尔分布
威布尔分布 [18]是 1 种相对比较完善的分布，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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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威布尔分布分析对航空工业领域的数据有很好

图 7、
8 中的方法确定基于可靠性指标的安全系数值。

的拟合效果。大量文献证明航空材料力学性能能够较

0.7

好地服从威布尔分布 [19]，本文研究了材料性能服从威

0.5

布尔分布时不同分散性下累积失效概率与安全系数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

茁=1.0
茁=2.5
茁=5.0
茁=10.0

0.6
0.4
0.3
0.2

之间的关系。
设样本 S1，S２，…，Sn 服从 3 参数威布尔分布，且
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3 参数威布尔分布的概率密
度函数和累积分布函数分别为
（
f S）= 茁
浊

蓸 蔀
S
浊

茁-1

蓘蓸 蔀蓡
蓘蓸 蔀蓡

exp - S
浊

茁

（13）
（14）

式中：茁 和 浊 分别为威布尔分布的形状参数和尺度参
数，且 茁>0,浊>0。
0.25

形状参数反映数据

0.20

分散性，随着 茁 增长到无

0
1

2

5

2

3
安全系数

4

5

3 实例应用
金制造，材料性能数据见表 2。不同材料性能分散性
具有很大差异，而且相同材料的同一性能值在不同温
度下的分散性也具有很大差异。即使同种材料在相同
同材料制成的关重件对应不同的失效模式应该取不
同的安全系数。
表 2 不同材料、不同温度下的变异系数

0.05

0，不同形状参数的威布
10

0

尔概率密度函数如图 6

4

图 7 不同 茁 条件下累积失效 图 8 不同 茁 条件下对数累积
概率与安全系数的关系
失效概率与安全系数的关系

0.10

逐渐减小，且无限接近于

3
安全系数

温度下，表征不同性能值的分散性也不一致。因此，不

茁=3.6，浊=10
茁=1.0，浊=10
茁=20，浊=30

0.15

穷大，威布尔分布的方差

0.1

茁=1.0
茁=2.5
茁=5.0
茁=10.0

航空发动机轮盘和叶片常用 GH4169 和 TC4 合

茁

F（S）=1-exp - S
浊

20

30

40

50

随机变量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

图 6 基于不同 茁 的威布尔

形状参数的增大，数据分

概率密度函数

材料

室温

400 ℃

TC4

0.03

0.045

0.02

GH4169

600 ℃

7.5×10-4

7.5×10-4

0.04（屈服强度）
注：未标注材料性能值为极限强度。

散性逐渐减小。

发动机部件的可靠度等级见表 3。为保证危险事

威布尔分布的均值为

件几乎不可能发生，各关重件的可靠度 [20]必须满足表

E（S）=浊祝(1+ 1 )
茁

(15)

由式（4）得到结构件的可靠度为

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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蔀

蓸

杉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删

蔀

1
E（S）
R=P S>
=exp - 浊祝(1+ 茁 )
n
n浊
杉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删

蓸

1
exp - 祝(1+ 茁 )
n
则相应的累积失效概率为
杉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删

蓸

蔀

茁

煽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闪

1
F=1-R=1-exp - 祝(1+ 茁 )
n

蔀

茁

煽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闪

3 中的可靠性等级 5，相应的可靠度 R ≥0.99999，即
累积失效概率 F≤0.00001。
表 3 可靠度等级

=

（16）

等级

1

2

3

4

5

后果

简单修理

一般损失

损失重大

危险性

灾难性

指标（≥）

0.9

0.99

0.999

0.9999

0.99999

为保证危险事件几乎不可能发生，由图 2、3 可知
茁

煽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闪

不同变异系数下的安全系数最低标准，见表 4。
（17）

取不同的形状参数，当 茁＝1.0、2.5、5.0、10.0 时，
累积失效概率与安全系数之间的关系如图 7 所示，对
数累积失效概率与安全系数之间的关系如图 8 所示。
确定形状参数后，根据可靠性指标要求，可以利用

表4

最低安全系数标准

变异系数

0.02

0.06

0.10

0.20

安全系数

1.10

1.15

1.75

6.80

研究关重件材料性能的分散性，确定材料性能值
的分布和分布参数，结合不同变异系数下累积失效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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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安全系数之间的关系，可以初步确定考虑材料性

the safety factor [D].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 Astronautics，
2009.（in Chinese）

能分散性的安全系数值。
以 GH4169 和 TC4 合金为例，
结合已查到的二者的

[8] 颜芳芳，
姚卫星，
刘海.复合材料构件安全系数的统计分析[J].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学报，
2009，
41（5）：655-659.

静强度分散性，
初步确定二者的变异系数，
为保证危险事

YAN Fangfang，
YAO Weixing，LIU Hai.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mposite

件极 少 可 能 发 生 ， 确 定 TC4 合 金 对 应的 关 重 件和

safety factor on strain criteria[J].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

GH4169 合金对应的高温关重件的最低安全系数见表 5。

nautics & Astronautics，
2009，
41（5）：655-659.（in Chinese）
[9] 王磊，刘文珽.基于容许安全系数的飞机结构静强度可靠性设计[J].
机械强度，2009，
31（3）：487-490.

表 5 不同变异系数下的安全系数
材料

变异系数

安全系数

累积失效概率

GH4169

0.01

1.05

0.00001

TC4

0.04

1.25

0.00001

WANG Lei，
LIU Wenting. Method of reliability design for aircraft
structural static strength based on tolerable safety factor [J].Journal of
Mechanical Strength，
2009，
31（3）：487-490.（in Chinese）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 军用飞机强度和刚度规范总则：GJB
67.1-85 [S].北京：总装备部军标出版发行部，
1985：2-7.

4 结论

PLA General Armament Department. Military airplane strength and

（1）材料性能分散性对累积失效概率有很大影响，
为保证结构件的可靠性，必须区分不同材料的分散

Military Standard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Section of General Ar-

rigidity specification general specification：
GJB 67.1-85 [S]. Beijing：

性。如果设计要求必须采用某一安全系数，选材时可
以考虑更换材料，即因为分散性而改变选材。针对不
同结构材料，不同结构位置，选用不同的安全系数。
（2）随着安全系数的增大，累积失效概率逐渐减
小，但是分散性越大，累积失效概率减小得越慢。对于
分散性大的材料，应该采用增大安全系数和控制分散
性相结合的方式保证其结构可靠性。
（3）采用本文基于可靠性指标的材料安全系数定
量确定方法，结合材料的分散性可以定量确定材料分
散性引入的风险，对工程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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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应急放油功能失效故障分析
郝

斌 1，张成龙 2，张秀云 1，胡玉德 1，林

霖1

（1.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2.空军驻沈阳地区第二代表室：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某型发动机在地面试车时发生的应急放油失效故障，通过分析故障现象、详细阐述应急放油系统工作原理及剖析
故障机理，制定了排故流程。结合排故流程，列举应急放油附件电磁阀、电气系统、加力燃油泵故障 3 种故障原因，通过对 3 种故障
原因逐条分析和排查，确定为加力燃油泵故障导致应急放油失效。更换加力燃油泵后进行试车验证，结果表明：发动机工作参数正
常，应急放油功能正常，故障排除。总结得出类似加力燃油泵故障的快速判断方法，为后续故障的排除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应急放油；加力燃油泵；应急放油系统；故障分析；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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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 Analysis of Aeroengine Emergency Fuel Discharge Function
HAO Bin1袁ZHANG Cheng-long2, ZHANG Xiu-yun1袁HU Yu-de1袁LIN Lin1
渊1.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
2.The Second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the Air Force in Shenyang袁 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failure of emergency fuel discharge in an engine ground test 袁the troubleshooting process was established by

analyzing the working principle, failure phenomenon and failure mechanism of emergency fuel discharge system. Combined with the

troubleshooting process袁three kinds of failure causes of emergency fuel discharge accessory solenoid valve 袁electrical system and afterburner
fuel pump were listed. Through analyzing and checking the three failure causes one by one 袁it was determined that the failure of the

afterburner fuel pump led to the failure of emergency fuel discharge. The ground test was carried out after replacing afterburner fuel pum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gine working parameters and the emergency fuel discharge function are normal 袁and the failure is solved. The
quick judgment method of similar failure of afterburner fuel pump is concluded 袁which provides a new idea for the troubleshooting of
subsequent failure.

Key words: emergency fuel discharge曰afterburner fuel pump曰emergency fuel discharge system曰fault analysis曰 aeroengine

0 引言
在飞机飞行过程中发生故障或特殊情况需取消

全产生不利影响[2]。
国外针对发动机燃油系统研究的公开文献较少。

战训任务时，为保证着陆安全，通过飞机座舱开关接

而在中国，马会宁等 [3]通过采用在应急放油附件管接

通应急放油系统，放出飞机各油箱多余的燃油[1]。应急

头通往加力泵接通活门管接头的内部增加节流嘴的

放油系统由飞机系统和发动机系统共同组成。飞机应

方式，使应急放油接通时主燃油喷嘴前、后压差最低

急放油系统主要由放油开关、自动起动装置及燃油自

值提高 200～700 kPa，解决了原有应急放油系统的问

动控制器组成，发动机应急放油系统主要由综合电子

题。陈战斌等 [4]通过分析适航条款的要求，对民用飞机

调节器、加力燃油泵及应急放油附件组成。应急放油

应急放油系统飞行试验方法进行了理论性的研究；杨

控制系统存在不同类型信号之间的转换，而且涉及到

福刚等 [5]通过建立以“不能正确进入加力状态”为顶事

多种部件的匹配问题，涉及面广且内容复杂，在实际

件的故障树，进行发动机试车典型故障分析，解决发

使用中经常出现应急放油功能失效的问题，对飞行安

动机故障；栾艳华等[6]通过解决燃油导管强度不足，排

收稿日期：2019-08-23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郝斌（1987），
男，
工程师，
主要从事发动机技术支持工作；
E-mail：
659528596@qq.com。
引用格式：

64

第 47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除某型航空发动机燃油导管在外场使用过程中连续

加力状态和 n2≥57%信号，燃油自动控制器向自动起

发生的断裂故障。

动装置发出剩余油量多于 1.5 t 的信号，打开应急放

本文基于应急放油系统控制原理

，列举导致应

油开关，输出 27 V 直流电至自动起动装置，自动起动

急放油功能失效的因素 [10-12]，分析排查故障原因，为后

装置经过逻辑判定输出 27 V 直流电至应急放油附件

续类似故障的排除提供了新思路。

的 2 个电磁阀，电磁阀打开后由应急放油附件和加力

1 应急放油失效故障现象

燃油泵通过机械液压控制实现应急放油功能。

[7-9]

在某飞机左发一次地面试车过程中，机务人员检
查时打开座舱内放油开关发现左发喷口无白色油雾
喷出，显示应急放油功能失效。
在试车结束后，判读飞参确认检查应急放油功能
时，发动机处于节流状态且参数稳定，高压转子物理
转速 n2=83%，飞机油箱余油量 Ty=4 t，均满足正常打
开应急放油功能的条件，故障数据见表 1。

应急放油系统机械液
压原理如图 2 所示。
在应急放油功能未工
作时，27 V 电信号指令未
加载至应急放油附件电磁

8
7

阀，电磁阀处于关闭状态，
进油活门 10 和活塞 15 在
弹簧力和燃油压力作用下
处于最上端，而柱塞 6 和分

表 1 故障数据

14
13
1
2
3
4
5
6

12
11
10
9
15

1- 加力燃油泵出口油路；2- 加力燃油泵进
口活门控制腔；3- 加力燃油泵进口活门；4节流嘴；5- 加力燃油泵至应急放油附件控制
油路；6- 应急放油附件柱塞；7- 应急放油附
件至加力燃油泵控制油路；8- 应急放油附件

发动机状态

n2 /%

Ty /t

流活门 12 处于最下端，放

电磁阀（2）；9- 应急放油附件电磁阀（1）；10-

放油条件

非加力

≥57

≥1.5

油活门 11 处于关闭状态。

放油活门；12- 应急放油附件分流活门；13-

检查时机

节流

83

4

对左发最近 5 次全程试车的飞参数据进行综合

在应急放油功能工作
时，27 V 电信号指令加载

应急放油附件进油活门；11- 应急放油附件

加力燃油泵转换活门；14- 加力燃油泵出口
活门；15- 应急放油附件活塞

图 2 应急放油系统机械

对比，发现本次试车最大加力状态喷口 D（喷口喉道
8

至 应急 放 油 附 件 电 磁 阀 。

直径）较之前偏小约 66 mm，数据见表 2。表中，n1 为

电磁阀 9 打开，进油活门

低压转子物理转速，T6 为排气温度。

10 的弹簧腔与放油腔相通，进油活门 10 下移；电磁

液压原理

阀 8 打开，分流活门 12 的弹簧腔与放油腔相通，柱塞

表 2 最大加力状态数据

6 上移，打开通向加力燃油泵进口活门控制腔 2 的高

油门刻度

n1/%

n2/%

T6/℃

D8/mm

1

114.1

96.6

98.8

797

898

2

113.8

96.4

98.7

798

897

进口活门 3 打开，增压泵向加力燃油泵供油，燃油经

3

114.0

96.5

99.0

798

896

过工作叶片后压力升高，打开加力燃油泵出口活门

4

114.2

96.6

98.9

797

896

14，加力燃油泵至应急放油附件供油通路打开，同时

本次

114.3

96.7

99.2

796

830

加力燃油泵转换活门 13 关闭，切断了由主泵吸油组

2 应急放油系统工作原理
实现应急放油功能需满足以下 4 个条件：
（1）发动机处于非加力状态；
（2）n2≥57%；
（3）飞机剩余燃油多于 1.5 t；
（4）应急放油附件电磁阀工作正常。
应急放油系统控制逻

压燃油通路 7，控制腔 2 燃油压力升高，加力燃油泵

件至加力燃油泵的燃油通路，打开加力燃油泵至应急
放油附件控制油路 5，分流活门 12 上移，活塞 15 的
弹簧腔经分流活门 12 下面的沟槽与放油腔相通，活
塞 15 下移，打开放油活门 11，从加力燃油泵来的燃
油经应急放油附件至加力燃烧室，通过尾喷口排放至
大气中，完成应急放油工作。

3 应急放油失效故障原因分析

辑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

基于应急放油系统工作原理 [13-15]，结合飞参判读

见，在满足应急放油条件

结果 （飞机和发动机状态满足应急放油接通条件；最

的前提下，综合电子调节

大加力状态喷口偏小），列出下列可能导致应急放油

器向自动起动装置发出非 图 1 应急放油系统控制逻辑

失效故障的原因：应急放油附件电磁阀故障、电气系

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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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故障 （飞机电气系统故

测试结果如图 6 所示。

障和发动机电气系统故

双发油压测量数据见表 3。

障）、加力燃油泵故障，故

表 3 双发油压测量数据

障分析如图 3 所示，为排

应急放油打开时

应急放油未打开时

故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

图 3 应急放油失效故障分析

根据图 3 中故障分
析，从简单工作入手，针对
性制定排故流程，如图 4

指令

泵出口

指令

泵出口

左发

0

3

0

3

右发

0

3

6

6

根据上述检查结果，可以排除左发应急放油附件

所示。

电磁阀、发动机电气系统和飞机电气系统故障，分析

根据排故流程，具体

认为左发加力燃油泵至应急放油附件的指令油压和

检查工作如下：

加力燃油泵出口油压异常。结合应急放油系统机械液

（1）排 查 应 急 放 油 附

压原理，判断左发加力燃油泵出口油压始终为 3 MPa

件电磁阀故障。测量应急
放油附件 2 个电磁阀阻

图 4 排故流程

值，正常、绝缘合格；模拟自动起动装置输出 27 V 直
流电，应急放油附件 2 个电磁阀接通声音正常。
（2）排查电气系统故障。打开座舱内应急放油开
关，测量自动起动装置输入 27 V 电压，正常；检查发
动机综合电子调节器至自动起动装置线路通断，正
常；检查燃油自动控制器至自动起动装置线路通断，
正常。
（3）排查加力燃油泵故障。试车测量左发加力燃
油泵出口油压（图 2 中 1 管路）和加力燃油泵至应急
放油附件的指令油压（图 2 中 5 管路），模拟应急放油

左右，是由于加力燃油泵断油活门（图 2 中 14）一直
处于关闭状态；而左发加力燃油泵至应急放油附件指
令油压始终为 0，是由于加力燃油泵转换活门 （图 2
中 13）一直处于打开状态。左发加力燃油泵出口油压
（3 MPa） 实际为主燃油泵调节器供给加力燃油泵的
燃油压力，远低于加力燃油泵正常工作时的油压（6
MPa），无法满足发动机最大加力状态对加力供油量
的需求，结合飞参数据分析中左发最大加力状态喷口
偏小的现象（证明该状态加力供油不足），最终判断应
急放油功能失效原因为加力燃油泵故障。

4 应急放油失效故障结论

功能失效时状态，将发动机参数稳定控制在节流状态

基于以上分析，拆下

（n2=83%），且飞机油箱余油 4 t，打开座舱内应急放油

左发加力燃油泵，发现该

开关，左发喷口无白色油雾喷出，故障现象依旧，加力

泵进口活门紧固螺帽脱

燃油泵至应急放油附件

100

落，故障件与正常件对比

的指令油压始 终 为 0，加

60

力燃油泵出口油压始终
为 3 MPa 左右，测试结果
如图 5 所示。

高压转子物理转速 n2

80

加力燃油泵出口油压

40
20 应急放油功能
0 检查区域
08:56:00

加力燃油泵至应急放
油附件的指令油压

09:00:00

09:04:00

图 5 左发试车测量结果

如图 7 所示。

故障件

正常件

图 7 故障件与正常件

该现象印证了故障原因分析中对加力燃油泵故
障的判断：
（1）加力燃油泵进口活门紧固螺帽脱落导致进口

测量右发相同状态相同位置的油压，打开座舱内

活门不能打开，加力燃油泵无法正常工作，而主燃油

应急放油开关，右发喷口有大量白色油雾喷出，应急

泵调节器供油压力较低，加力供油不足，导致发动机

放油功能正常。在应急放油开关打开瞬时，加力燃油

最大加力状态喷口偏小；

泵至应急放油附件的指令油压和加力燃油泵出口油
压可达到 6 MPa；在应急
放油开关未打开时，加力
燃油泵至应急放油附件的
指令油压为 0，加力燃油
泵 出 口 油 压 约 为 3 MPa，

100

高压转子物理转速 n2

80

（2）进口活门不能打开，燃油增压泵不能向加力
燃油泵正常供油，加力燃油泵叶轮后油压偏低，无法

60

加力燃油泵出口油压

关闭加力燃油泵转换活门，使得加力燃油泵至应急放

40

加力燃油泵至应急放
油附件的指令油压

油附件的指令油压始终为 0，无法打开应急放油附件

20 应急放油功能
0 检查区域
10:12:00

10:16:00

10:20:00

图 6 右发试车测量结果

柱塞；加力燃油泵叶轮后油压偏低，加力燃油泵断油
活门一直处于关闭状态，使得加力燃油泵出口压力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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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无法打开应急放油附件的进油活门和放油活门。
上述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应急放油系统无法正常工
作，应急放油功能失效。
左发更换故障加力燃油泵后，试车验证最大加力
状态喷口与正常状态相符；验证应急放油功能，打开
座舱内应急放油开关，喷口有大量白色油雾喷出，符
合应急放油功能正常表征现象，故障排除。
通过总结故障机理分析过程，得出类似问题加力
燃油泵故障的快速判断方法：判读飞参可以发现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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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48-51.（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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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波兰式优化算法在航空发动机测试系统中的应用
哈

圣，陈震宇，徐

昊，朱赤洲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适应新一代航空发动机测试系统的发展要求，提高测试系统对计算参数的处理能力，结合航空发动机测试系统的
自身特点，将逆波兰式算法应用到测试系统的参数计算中，并对逆波兰式算法进行改进和优化。结果表明：逆波兰式算法可提高发
动机测试系统代码的可移植性与重复性，优化后的逆波兰式算法可提高测试系统的容错性、计算结果准确性，从计算程序的运行时
间来看，优化后的算法较未优化算法的计算效率提高 20%～40%。
关键词：测试系统；逆波兰式算法；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9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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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Optimal Reverse Polish Algorithm in Aeroengine Test System
HA Sheng袁CHEN Zhen-yu袁XU Hao袁ZHU Chi-zhou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aeroengine test system and improve the processing

ability of the test system to calculate the parameters 袁the reverse Polish algorithm was applied to the parameter calculation of the test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eroengine test system. The reverse Polish algorithm was improved and optim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verse Polish algorithm can improve the portability and repeatability of engine test system codes. The optimized reverse Polish

algorithm can improve the fault tolerance and accuracy of calculation result of the test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running time of the
program袁the optimized algorithm improves the calculation efficiency by 20%~40% comparing with the unoptimized algorithm.
Key words: test system曰reverse polish algorithm曰aeroengine

0 引言

国外在测试系统的通用性研制上进行了深入探

在航空发动机试验过程中，对于发动机性能考核

究，如美军下一代通用测试标准 NxTest[5]、法宇航研制

常会涉及到截面参数、修正系数以及一些直接或间接

的通用自动测试平台[6]。而中国专家、学者主要对航空

测量参数的计算[1-3]。伴随试验的开展，需要布置大量、

发动机测试系统测量方式、数据图形化显示、框架结

多种测试仪器以获取各类数据，有时 1 次上台测试项

构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如李富亮 [7]关于全流程参数

目超过 1000 点，对于测试系统的测试性能要求较高[4]。

试验设计以及数据处理方式的研究，在测试系统的通

目前，对于中国航空发动机测试系统或数据采集系统

用技术研究方面还稍显不足。虽然张毫等 [8]对测试系

普遍采用给定固定通道以底层代码写入计算公式的

统的通用设计基于动态链接库（DLL）技术使得测试

方式来得出计算结果，代码的通用性、复用性与可移

系统整体通用性得到提升，但仍避免不了重新编写程

植性较低。随着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制能力的不断提

序代码，使得测试系统程序的通用性、复用性与可移

高，航空发动机测试系统测量参数的数量也越来越

植性难以得到保证。

多，上台准备周期逐渐缩短，这种方式的弊端也愈发
明显。

本文结合航空发动机测量参数常用的计算方法
与表述形式，利用逆波兰式算法对字符表达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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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计算，满足用户实现对测量数据的复杂运算以及

目数或个数的数字元素进行运算并将计算结果存入

分析需求 ，并对逆波兰式算法进行优化处理提高测

该计算位置；
（3）重复（1）、
（2）步骤，直到所有非数字

试系统数据处理能力。

元素都进行了相应计算后，后缀表达式存储单元存储

1 逆波兰表达式原理及应用

的数字即为最终计算结果。

[9]

1.1

逆波兰表达式转化与计算
逆波兰表达式又称后缀表达式，由波兰逻辑学家

Lukasiewicz J 提出。其主体思想在于将复杂的中缀表
达式通过既定的运算符与函数优先级比较，以适合于
计算机存储的进栈、出栈方式转化为适合计算机计算
的后缀表达式[10-12]。逆波兰表达式的计算方式为：在扫
描后缀表达式的过程中，如果当前字符为变量或数
字，则压栈；如果是运算符或函数，则根据运算符的运
算目数或函数所需变量数弹出对应数量的元素，对弹
出元素进行相应运算后，将计算结果入栈。经过几轮
进栈与出栈后，栈中所存元素为相应中缀表达式的计
算结果。
将中缀表达式转换为逆波兰表达式的一般算法为：
（1）分别建立 1 个栈存储单元与 1 个后缀表达式
存储单元，其中栈存储单元用来存放运算符，栈中元
素遵循栈底至栈顶优先级逐渐递增原则；
（2）扫描中缀表达式的字符串，从第 1 个字符串
开始判断，若该字符是数字，对该数字进行正负数判

1.2

逆波兰式算法在发动机测试系统中的应用

1.2.1

发动机测试系统逆波兰式算法功用分析
在航空发动机测试系统中需要在试车现场对发

动机测量参数进行计算或采用较为简单的分析算法
来反映发动机的整机性能。通常采用平均线法 [14]对截
面参数进行平均值计算来反映某一特定截面工作时
的宏观性能，并且还会对测量参数做一些基本计算，
因此需要具备最基本的加、减、乘、除、幂运算、指数计
算等。为了解决某些测量参数测量范围较宽，而传感
器和显示器分辨率一定造成测量精度降低的问题，发
动机测试系统往往需要具备自动切换功能 [15]，一般在
使用过程中采用并、串联不同测量范围仪器或仪表的
方式来达到对发动机不同状态的测量精度要求 [16]，例
如对燃油流量的测量采用如图 1 所示结构，通过对
W 1、W 2、W 3 不同量程的流量计进行并串联以及 K 1、K 2
这 2 个电磁阀门在不同状态的先后打开来实现对燃
油流量测量的自动切换功能。因此算法本身需要具备
比较运算来对开关量进行判断的同时进行逻辑运算。

断，若为负数，在该负号前添加“0”字符处理 [13]，直至
中缀表达式扫描结束；
（3）扫描处理过正负号的新中缀表达式，若该字
符是数字，将该数字字符串写入已创建好的后缀表达
式存储单元，并添加数字标识；

图 1 燃油流量测量系统

（4）若该字符为运算符且非右括号，将该运算符
与栈顶元素进行优先级比较，若该运算符优先级高于

基于数据的快速交换原则，航空发动机测试系统

栈顶运算符则将该运算符入栈，否则将栈顶元素出

对于开关量的数据显示往往通过对 1 个单精度浮点

栈，写入后缀表达式存储单元，并添加运算符标识；

数进行二进制转化，将二进制的不同高低位数值作为

（5）若该字符为右括号“）”，则将自栈顶开始弹出
栈中元素，直至该元素为左括号“（”，并将出栈元素依

各开关量的数值，因此算法需要具备位运算符计算的
功能。

次写入后缀表达式存储单元中，并添加运算符标识，

在测试系统中加入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等较为

但此过程不将括号字符写入后缀表达式存储单元中；

普遍的计算功能进行扩展。此外，为了提高测试系统

（6）重复（3）～（5）的步骤，直至全部扫描完中缀
表达式，
确定所有字符都得到正确处理。
逆波兰表达式的计算，即对后缀表达式进行计

测试结果的准确度和便于了解发动机的工作特性，针
对某些部件温度场变化较大的特性，对发动机工质测
量加入变比热计算、焓值计算等自定义函数功能 [17-20]，

算，基本算法为：
（1）对存储在后缀表达式存储单元中

以满足复杂测试系统对参数的计算要求。在测试系统

的各元素进行扫描；
（2）对扫描的元素进行判断，若遇

中逆波兰式算法运算优先级定义见表 1。表中，
“！”表

到非数字运算符或函数时提取该非数字元素前相应

示不等号，count 为栈中存储的左括号“（”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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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运算优先级
运算类别

优先级

运算符与函数

括号

10+count*10

（ 、）

单目运算 5+count*10

双目运算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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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算法优化设计
2.1

算法容错性提升
航空发动机测试系统对于算法的稳定性要求较

sin、cos、逻辑非、函数等

4+count*10

逻辑与、
或

高，为避免在输入中缀表达式的过程中出现输入错误

3+count*10

* 、/ 、^ 、\、
取余、位运算

而导致逆波兰式算法对表达式语法上的识别错误，对

2+count*10

+ 、-

逆波兰式算法所计算的中缀表达式进行核查。核查项

1+count*10

>、<、=、>=、<=、!

包括以下几项：
（1）中缀表达式的完整性核查，主要包括对空格

算例
为了检验第 1.1 节中的算法逻辑正确性及发动

机测试系统算法功用使用情况，以空气流量计算为
例，计算过程采用变比热计算，计算方法采用的参数
公式见表 2。表中“sqr”为平方根运算符；k 为气体比
热比；
“^”为幂运算符；
R 为气体常数；P 为气体静压；Pt
为气体总压；Tt 为气体总温；A 为气体流经截面面积。
表 2 参数计算公式

字符的移除和无法识别的运算符及函数关键字的提
示功能。
（2）运算功能正确性核查，包括运算符使用规范
性，如除零、方根为负、位运算溢出等检查及定义函数
的使用错误提示功能。
2.2

计算结果准确性保证
在航空发动机试验过程中，传感器大多处在高

温、高压并伴有一定振动的环境中，并且为保证测量

参数

计算公式

气体常数 K

sqr（k/R*（（2/（k+1）
）（
^ （k+1）（
/ k-1）
）
）
）

速度因数 姿

sqr（（1-（P/Pt）（
^ （k-1）（
/ k+1）
）
）*（（k+1）（k-1）
/
））

车间恶劣环境及受感元器件所处的高负荷影响，有时

（（k+1）/2）（1/
^ （k-1）
）*姿*（1-（k-1）（k+1）
/
* 姿^2）^

会使测量线路损坏，包括传感器、测试线路及测量设

（1/（k-1））

备受损等，造成个别测点的测量结果有误。某些重要

K*Pt/sqr（Tt）*A *q（姿）

测点受发动机结构影响，测点较少，需要保持测点测

流量函数 q（姿）
流量 W a

为了方便观察和检验逆波兰式算法计算的正确
性，将测量数值和变比热计算结果代入公式，计算结

结果的准确性，测量设备往往位于测试点附近，受试

量值的有效性，并且对某些间接测量量影响较大。因
此引入测点准确性功能函数
Boolean Check（参数名称，阀值）

果如图 2、3 所示。

（1）

对 Check 函数中的参数名称进行标准差计算，通
过比较标准差与阀值测点判断是否异常。
考虑到在试验过程中测量通道改变会引起计算
表达式因疏忽未能将与之关联的间接测量量计算通道
号完全更改，引起测量结果有误。为此，加入按名称查
找通道号的功能，以适应因通道更改引起部分间接测

图 2 速度因数计算算例

量量计算结果有误的情况，
并减少试验人员工作量。
2.3
2.3.1

算法计算速度优化
算法计算速度优化原理
航空发动机测试系统在不同试车阶段对数据量

的处理能力要求不同，虽然引入逆波兰式算法提高了
测试系统的通用型与试验过程中的维护性，但该算法
对于后缀表达式的计算时间会受到后缀表达式长度
的限制，因此有效地控制后缀表达式长度对于提高发
图 3 流量计算算例

动机测试系统的计算效率有关键作用。本节将对逆波
兰式算法中缀转后缀机理进行研究，通过缩短后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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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式长度达到优化算法的目的。

起的计算机编译时间增加给测试系统计算参数变量

通过人为添加标识符，对航空发动机计算参数的

带来的时间增加的可能性，对同一计算表达式采用 3

表达式中的一些常数项或只需计算 1 次的部分表达

种方法计算：逆波兰式算法；未加预先计算标识符优

式进行预先计算，将计算结果放到原后缀表达式中，

化算法；对部分常数项添加预先计算标识。

缩短了每次计算的后缀表达式的长度，减少了后缀表
达式中计算运算符数量。
为了提高标识符内中缀表达式的计算速度，在分

本文给出 1 组较为复杂的算例进行说明，对该逆
波兰表达式进行 100 万次计算，计算结果如图 5 所
示，图中“{}”为预先计算标识符。

析第 1.1 节中的逆波兰表达式计算原理后，发现在后
缀表达式中运算符或函数的排列顺序取决于栈存储
单元弹出元素的先后顺序，而预先计算标识符内的元
素为一次计算项，可以在栈存储单元中的元素出栈时
对后缀表达式存储单元中的元素进行相应功能的计
算，并将计算结果存入后缀表达式存储单元，经过几
次计算后后缀表达式存储单元内的元素为计算结果，
省略对标识符内的中缀表达式转化为后缀表达式过
程和对标识符内后缀表达式的计算过程，达到即弹即
算的效果。
优化后的逆波兰式算法如图 4 所示。图中逆波
兰表达式的转换和具体计算过程参考第 1.1 节中的
算法。
图 5 算例对比

从图中可见，优化后的算法所增加的代码编译时
间并未对算法本身造成过多影响，而添加了预先计算
标识符的优化算法，由于预先计算了常数项及一次计
算项，使得逆波兰表达式计算项目减少。从计算程序
的运行时间来看，优化后算法较未优化前的计算效率
提高 20%～40%。

3 结论
利用逆波兰式算法对表达式计算的灵活性，提高
了航空发动机测试系统对多参数计算的能力，以及测
试系统代码的通用性、复用性与可移植性。得到如下
结论：
图 4 优化后的逆波兰式算法

2.3.2

优化算法与逆波兰式算法的对比
优化算法由于添加了预先计算标识符，减少了逆

波兰表达式的计算长度。为比较优化前、后算法的计
算速度，考虑发动机测试系统计算表达式中无常数项
或存在多次计算项，由于添加预先计算部分代码而引

（1）基于测试系统对参数计算方法与逆波兰式算
法的基本原理，得出运算符种类与优先级，确立了逆
波兰在航空发动机测试系统中的基本算法，并通过算
例验证了逆波兰式算法的可行性与正确性。
（2）增加算法的容错性与计算结果的准确性，提
高了测试系统的稳定性。
（3）根据逆波兰式算法的计算机理，对计算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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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进气总压畸变地面试验数据处理方法综述
钟亚飞 1，马宏伟 1，2，郭君德 2，李金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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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空发动机进气总压畸变试验研究中，带有畸变发生器的地面模拟试验在发动机稳定性评定中具有重要作用。试验
中通常采用多孔探针 / 探针梳 / 探针耙 /PIV 等测试方法对 AIP 及其他截面的流场参数进行测试。为了准确描述进气总压畸变的稳 /
动态特性，需要采用合适的数据处理方法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基于国内外关于进气总压畸变地面模拟试验数据处理方法的研究
现状，总结了试验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处理方法，分析了不同畸变指标、稳定性评定参数的特点，总结了滤波截止频率选取的方法及
原则、相似原理在缩比模型试验中的应用以及总压畸变图谱的类型，对比分析了功率谱密度函数、相关性分析、幅值概率密度函数、
小波分析、
神经网络、POD 分析及 DMD 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特点。最后对航空发动机进气总压畸变地面试验数据处理方法的
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进气总压畸变；地面模拟试验；畸变发生器；数据处理方法；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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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Ground Test Data Processing Method of Aeroengine Inlet Total Pressure Distortion
ZHONG Ya-fei1袁MA Hong-wei1袁2袁GUO Jun-de2袁LI Jin-yuan1
渊Research Institute of Aero-Engine1袁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2袁Beihang University院Beijing 102206袁China冤
Abstract: The ground simulation test with distortion generators was important in engine stability assessment in the investigations of

aeroengine inlet total pressure distortion tests. The porous probe/probe comb/probe rake/PIV and other test methods were usually used to
measure the flow field parameters of AIP and other sections in the tes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describe the steady/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let total pressure distortion 袁the appropriate data processing methods were required to analyze the test data. Based on the research

status of ground simulation test data processing method of total inlet pressure distortion at home and abroad 袁the relevant data processing

methods involved in the test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distortion indexes and stability assessment parameters

were analyzed. The methods and principles of filter cut-off frequency selection 袁the application of similar principles in scale-down model

tests and the types of total pressure distortion maps were summarized. The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ower spectral density function 袁
correlation analysis袁amplitude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袁wavelet analysis袁neural network袁POD analysis and DMD analysis in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Finally袁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ground test data processing method for aeroengine

inlet total pressure distortion is forecasted.

Key words: inlet total pressure distortion曰ground simulation test曰distortion generator曰data processing method曰aeroengine

0 引言
在航空发动机进气总压畸变试验研究中，需要通
过一系列的畸变指标描述进气总压畸变的稳动态特

变指标包括 CDI/MPR/RDI/DC60/DC90 等 [1-3]，而中国
引进俄罗斯稳定性评定方法后，采用的畸变指标为综
合畸变指数 W 、稳态周向总压畸变指数 Δ滓0 以及面

性，同时需要将畸变指标和稳定裕度相结合评定进气

平均紊流度 着cp[1，4-6]。在进气总压畸变试验对发动机稳

总压畸变对发动机稳定性的影响。国内外所采用的畸

定性的评定中，在国内通常需要计算稳定裕度损失和

变指标不同，欧美等国家在总压畸变研究中常用的畸

压力畸变敏感系数 [7]。在动态测试数据的处理中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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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行滤波，选取合适的滤波截止频率至关重要，在

以及美国 PW 公司提出的周向总压畸变指数 K兹 和径

工程上，国外通常采用 0.5～1.0 倍转频作为截止频率

向总压畸变指数 KRA [1]。在国内，发动机稳定性研究

；而在国内，滤波截止频率可以采用与发动机的扰动

引鉴俄罗斯稳定性评定办法，采用的畸变指标为综合

频率、进口最大流速、进口截面直径相关的公式进行

畸变指数 W 、稳态周向总压畸变指数 Δ滓0 以及面平

工程估算 。对于截止频率的选择，应该以实际采样

均紊流度 着cp[1，4]。

率、发动机扰动频率等因素考虑选取 [10]；不同截止频

1.1.1

[8]

[9]

率对测试结果的影响，国内外均开展过相关的试验研

周向畸变强度 CDI
周向畸变强度 CDI 表示第 i 个环的总压损失大小

究。例如，Stanley H. Ellis[11]开展的不同截止频率对进
口紊流度影响的试验研究表明，随着滤波截止频率的

CDI=（ ΔPC ）i=（PR,AV）i-（PL,AV）i
P
（PR,AV）i

增加，进口紊流度逐渐趋于恒定；惠增宏等[9]进行的不

式中：(PR,AV)i 为 i 测环的平均总压，i 为测环序号；
（PL,

同滤波截止频率对动态畸变指数的影响研究表明，截

AV i

止频率取 2270 Hz 时，动态畸变指数变化很小。在缩

1.1.2

） 为 i 环面低压区平均总压。
周向畸变范围 兹-i
周向畸变范围 兹-i 表示第 i 个环低于平均总压的

比模型试验中，对于模型试验的截止频率需要考虑尺
寸因素，即截止频率与特征尺寸成反比 [2]。

（1）

角度区间

在进气总压畸变试验中，利用探针梳以及 PIV 可
以测得 AIP 截面的稳 / 动态总压场以及稳 / 动态速度
场，可以绘制总压 [12-15]、静压 [16]、马赫数 [17]、速度 [18-20]、紊
流度 [12]等参数的畸变图谱，可以很直观的显示畸变流
场特性。除此之外，统计分析的方法在发动进气总压
畸变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包括功率谱密度函数

Q

周向低压区个数 MPR

1.1.3

周向低压区个数 MPR 表征的是第 i 个环的“有
效”的低压区个数
撞k=1（ 驻PC ）ik兹ik
P
（MPR)i=
驻PC
max[（
）ik兹ik ]
P
Q

小波分析[25]、
SWT 变换[26]、
神经网络[27]以及 POD 分析[28-30]
的关键频率、模态以及失速先兆的变化等，进而利用
相应的控制手段达到畸变抑制的效果[31-33]。
本文针对国内外进气总压畸变地面模拟试验中

原理的应用、畸变图谱的绘制以及不同统计分析方法
的使用范围。可为进气总压畸变模拟试验研究中数据
处理方法的应用提供建议和启示。

-

（3）

径向畸变强度 RDI

1.1.4

径向畸变强度 RDI 建立了第 i 个环的平均总压
与整个面的平均总压之间的联系
RDI=（ 驻PR ）i= PF,AV-（PR,AV）i
P
PF,AV

涉及的数据处理方法，总结了不同畸变指标及发动机
稳定性评定参数的计算、滤波截止频率的选取、相似

（2）

i

式中：k 为低压区序号。

（PSD）[21-23]、相关性分析、幅值概率密度函数（APD)[2，24]、
等。通过统计分析方法可以获取畸变流场中压力脉动

-

（兹-）i=撞k=1 兹ik

（4）

式中：PF,AV 为面平均总压；
（PR,AV）i 为 i 测环平均总压。
畸变系数 DC60/DC90

1.1.5

DC60/DC90 是 1 种常用的畸变参数，表征的是固
定扇形低压区的畸变程度，适用于周向只有 1 个低压

1 畸变指标及稳定性评定

区的情况，DC60 表示面平均总压与畸变程度最严重

1.1

的 60毅扇形区平均总压之差与进口截面 /AIP 平均动

畸变指标
畸变指标是评估总压畸变的范围、程度以及对稳

态总压的比值 [3]；同理，DC90 表示 90毅扇形区的畸变

定性影响的关键指标。目前，国内外所采用的畸变指

程度。DC60 在应用中有一定限制，目前大部分文献采

标不同，例如，AIR1419 中列出的畸变指标为周向畸

用 DC90 来描述畸变的影响 [35]

变强度 CDI、周向畸变范围兹 -i、周向低压区个数 MPR

t兹
DC兹= PtAIP -P
q2

以及径向畸变强度 RDI ；此外还包括英国 RR 公司
[2]

提出的畸变系数 DC60 /DC90[3]，美国 GE 公司提出的畸
变指数 DI、
周向畸变指数 IDC 和径向畸变指数 IDR ，
[34]

（5）

式中：PtAIP 为面平均总压；Pt兹 为 兹 扇形区平均总压最
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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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变指数 DI

1.1.6

x

畸变指数 DI 是最小和最大总压之差与面平均总
压的相对值，没有考虑低压区以及周向 / 径向的总压
变化

试验数据确定。
1.1.11

综合畸变指数 W

综合畸变指数 W 为稳态周向总压畸变指数

DI= Pmax-Pmin
PF,AV

（6）

Δ滓0、稳态径向总压畸变指数 Δ滓p 和面平均紊流度
着cp 的加和。但根据俄罗斯的相关研究，径向畸变指数

周向畸变指数 IDC

1.1.7

式中：Di 为测环径向位置直径的加权因子，次方 x 由

周向畸变指数 IDC 表征的是 2 个相邻 IDC 最大
测试环的平均值
IDC=max[ 1 （IDCi+IDCi+1）]
2
IDCi= Pti -Ptmin,i F兹i
PtAIP

对发动机稳定性的影响很小，通常不予考虑。因此综
合畸变指数通常只考虑周向总压畸变与面平均紊流
度的影响[1]

（7）
（8）

式中：Pti 为第 i 个环的平均总压；Ptmin，i 为第 i 个环的

W =Δ滓0+着cp
1.1.12

稳态周向总压畸变指数 Δ滓0

稳态周向总压畸变指数 Δ滓0 表征的是面平均总
压恢复系数与低压区总压恢复系数的差
Δ滓0=1- 滓0
滓AV

最小总压；PtAIP 为面平均总压；F兹i 为低压区的函数。
径向畸变指数 IDR

1.1.8

径向畸变指数 IDR 表征的是靠近轮毂的测试环
与靠近机匣的测试环最大的 IDR 值。IDR i 的表达式
（9）

IDR=max（IDR in,IDR out）

（10）

周向总压畸变指数 K兹

1.1.9

均总压恢复系数。
滓0= 1
兹
滓AV=

滓r(兹)=

谐波特征以及畸变强度
n

K兹=

蓘 蓸 AN 蔀 蓡 Pq
N
2

max

n
撞i=1 A iy
Di

i

Ai
y
F,AVD i
F,AV

（11）

式中：A N 为测环中压力沿周向分布函数的 N 阶富式

1

径向总压畸变指数 KRA

径向总压畸变指数 KRA 表示每测环平均总压与
全流场面平均总压的相对差值
KRA 2=

蓘

蓡

蓘 驻P
蓡 =P
P
AV

F,AV

i

-（PR,AV）i
PF,AV

F,AV

滓（兹）
d兹
r

（16）

（17）

2

乙

1
r軃
hub

rd軃
r
2滓（r軃
,兹）軃

（18）

之比。
軃
滓(r軃
,兹)= Pt2（r ,兹）
Pt0

（19）

軃
r =r/rt

（20）

在 滓（r軃
，兹）周向分布图线中，按 滓（r軃
，兹）<滓AV 划分

验数据确定由实验数据确定。

撞i=1

滓（兹）
d兹
r

r 为发动机进口任一环半径与轮缘半径
流总压之比； 軃

y

驻PAV PF,AVA i
i
y
PF,AV
q F,AVDi
n
撞i=1 A iy
Di

兹1

2仔

1-r軃
hub

动压头；Di 为测环位置直径的加权因子，次方 y 由试

n

0

兹2

式中：滓（r軃
,兹）为 AIP 各测点总压与进气道前未扰动气

谐波系数，N 为富式谐波系数；q F.AV 为面平均总压和

1.1.10

乙

2x

乙

式中：滓（兹）
为极角固定时径向平均总压恢复系数
r

周向总压畸变指数 K兹 考虑了周向压力分布的
撞i=1

（15）

式中：滓0 为低压区平均总压恢复系数；滓AV 为截面平

与 RDI 的相同
IDR i= PF,AV-（PR,AV）i
PF,AV

（14）

出扇形低压区 兹-，起始角度为 兹1，终止角度为 兹2。
兹-=兹2-兹1

（21）

当存在 2 个或更多扇形低压区时，
要对每个扇形区
分别计算 兹- 和 Δ滓0。当 兹->60毅时，
选用各扇形区中最大
（12）

的 Δ滓0 值作为确定值；当 兹-<60毅时，比较 Δ滓0· 兹 的
60毅
-

值，
选最大者。
（13）

1.1.13

面紊流度 着cp

面紊流度 着cp 表示气动界面上总压脉动 的定量

特征

进气畸变引起稳定边界的下降，从而使稳定裕度
n

着AV=

撞i=1 着i
n

（22）

式中：着i 等于脉动压力的均方根值与总压平均值 P

减小。在等换算流量条件下稳定压比损失为
驻PRS=

*

的比值
着i=驻P */P *

驻P *=

姨 乙
1
T

*
軈*）2d子
（P （子）
-P

0

P =1
T

乙

T

c1

cDS

a,c

c1

（27）

因此，稳定裕度损失为
驻SM=

（24）

蓘 仔 仔-仔 蓡 w =const×100%
c1

cDS

a,c

c1

（28）

稳定裕度损失与压比损失的关系为

P （子）d子

驻SM= 仔c1 ×驻PRS×100%
仔c0

（25）

*

0

蓘 仔 仔-仔 蓡 w =const×100%

式中：仔cDS 为畸变条件下稳定边界点压比。

（23）

T

*

式中：T 为脉动气流取样时间，随着取样时间的增加，
紊流度趋于 1 个常数，为了简化数据处理量，通常取
样时间设为 5 s[4，36]。
通过上面的介绍可知，畸变指标各不相同，需要

1.2.2

一种等换算转速的稳定裕度是在等转速线条件
下确定的
SM=

场特性，国内外研究人员均开展过相关研究。例如，黄
熙君等 开展过不同畸变指标在反映畸变范围、畸变
位置、测量布局等方面的对比研究，结果表明 K兹、

SM=

KRA 、DC 是较好的畸变指标；Jiri Pecinkaa 等 对不同
[3]

指标与质量流量有很大关系，而 DC60/DC90 相比于
其他畸变指标具有优势；周游天 开展了压气机插板
[38]

位置 及 高 度变 化 对 压气 机 性 能 的 影 响 研 究 ， 使 用
DC60 作为衡量畸变程度的指标，结果表明，DC60 畸
变指标在面对插板畸变流场时不能有效评定畸变流
场对压气机性能的影响。

蓘 仔 仔-仔 蓡 n =const×100%
c1

c0

c

c0

（30）

而另一种则考虑换算流量变化的影响

[37]

畸变指标进行比较，结果表明 IDC、IDR 和 SA E 畸变

（29）

等换算转速的稳定裕度

对比评定哪个或哪些畸变指标能更好地反映畸变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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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杉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删

蓸 w仔 蔀 - 蓸 w仔 蔀
蓸 w仔 蔀
c

a,c

c

a,c

1

0

c

a,c

0

衫煽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闪

nc=const×100% （31）

等换算转速下的稳定裕度损失为
驻SM=
1.2.3

山杉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山
删

蓸 w仔 蔀 - 蓸 w仔 蔀
蓸 w仔 蔀
c

a,c

c

a,c

1

c

a,c

0

0

衫煽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衫
闪

nc=const×100% （32）

压力畸变敏感系数

压力畸变敏感系数表示为压气机可用稳定裕度
与临界综合畸变指数之比，临界综合压力畸变指数指

稳定性评定
关于进气总压畸变试验对发动机稳定性的评定，

将稳定裕度降为零的综合畸变指数值
琢w= SM
war

主要是指进气总压畸变对发动机稳定裕度的影响。为
了确定发动机的稳定裕度，需要明确发动机的工作边
界，工作边界通常由压缩系统的气动不稳定性决定，

（33）

2 滤波截止频率

由压气机试验获得。稳定裕度一般分为等换算流量的

根据前面的介绍，进口紊流度与动态采集信号的

稳定裕度和等换算转速稳定裕度。除了稳定裕度，还

各频率成分有关，对发动机的稳定性有很大影响。由

需要获得压力畸变敏感系数，以建立综合畸变指数与

于动态传感器所能采集到的动态压力频率往往比畸

稳定裕度之间的联系。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变试验中的特征频率高很多，通常需对采集的信号进

1.2.1

行滤波，选取合适的截止频率至关重要。截止频率取

等换算流量稳定裕度
等换算流量稳定裕度在工作点换算流量不变的

条件下确定 [2]
SM=

蓘 仔 仔-仔 蓡 w =const×100%
c1

c0

c0

a,c

小，会滤除有用的信号；截止频率取大，则起不到滤除
高频噪声的效果 [9]。在工程上国外通常采用 0.5～1.0

（26）

式中：仔c1 为稳定边界点压比；仔c0 为工作点压比。

倍转频作为截止频率 [8，41]；在国内滤波截止频率的工
程估算方法 [9]为
2×H Z/D1≤fc≤2×V max/D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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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 z 为发动机的扰动

1.6

频率；V max 为发动机 进 口

1.5
1.4

处最大质量流速；D1 为发

1.3

动机进口截面直径。

1.1

关于截止频率的选

3 相似原理
在开展带有畸变发生器的进气总压畸变风洞试

1.2

验以及压气机 / 发动机整机试验时，可能会面临风洞

Shock position 507
Shock position 509

1.0
100 200
500 1000 2000
Full scale filter cutoff freouency/Hz

5000

择，应该以试验结果为标 图 1 进口紊流度与滤波截止
频率的关系

准选取 [10]，国内外均开展

过相关研究。Stanley H. Ellis 开展的过截止频率对进
口紊流度影响的试验研究结果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
见，随着滤波截止频率的提高，进口紊流度逐渐趋于
恒定 。国内惠增宏等 研究了不同滤波截止频率对
[11]

[9]

动态畸变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截止频率取 2270 Hz
时，动态畸变指数变化很小。王勤等 [24]开展的滤波截
止频率对进口紊流度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换算转速为
80%以上时，滤波截止频率在 500 Hz 以上时对紊流
度影响较小。杜军等关于上限及下限截止频率的选择
对紊流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
低通滤波截止频率选择 500Hz 比较合理，高通滤波
截止频率对紊流度的计算影响比较大，可不进行高通
滤波处理 [35]。

寸的情况，此时只能开展相应的缩比模型试验，以此
研究真实发动机内部的流动情况。AIR1419 指出，风
洞模型试验的特征尺寸应大于或等于 10%真实进气
道尺寸，以确保几何相似性。但实际上，进气道风洞模
型通常为 15%或更大，以提供与雷诺数无关的畸变
数据 [2]。根据 AIR5687 的介绍，对于模型试验，需要在
与全尺寸试验的马赫数 Ma 和 1 个修正的斯特劳哈
尔数 St 相同、雷诺数 Re 相似的条件下开展，雷诺数
相似是指缩比模型试验应保持雷诺数大于入口恢复
和畸变发生显著变化的雷诺数。也就是说，即使不能
达到全尺寸雷诺数，最终的进气道恢复和畸变至少应
该与模型比例无关。AIR5687 表示在风洞缩比试验
中，为了获得流动相似性，雷诺数极限值阈值约为
5×106。AIR1419 指出，斯特劳哈尔数是无量纲数，用
于表征与非定常流相关的频率，定义式为 L·f/v，其中
f 为频率，L 代表长度，v 为流体速度。对于缩尺模型试

1s
2s
3s
5s
7s
8s

4.9
4.7
4.5
4.3
4.1
3.9
3.7
3.5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f1/Hz

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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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
7s
8s

5.0
4.5
4.0
3.5
2.5

0

10

20

f1/Hz

30

40

（b）高通滤波截止频率对

紊流度的影响

紊流度的影响

50

关于滤波器的选择，
国内外均开展过相关研究[10，42]。
AIR1419 中表示无论选择贝塞尔滤波器还是巴特沃兹
滤波器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滤波效果；
文献[2]中建议滤波
器阶数取为 4～6 阶时，
计算结果更精确。不论采用哪种
0.40

力信号进行滤波，而不是
对计算的参数进行滤波
（如图 3 所示），
如果对畸变
指数进行滤波会导致计算

0.32

着移动平均值取样数的增
加，动态结果无法达到稳

止频率以及记录时间长度需要考虑尺寸因素，频率与
特征尺寸成反比，记录时间与特征尺寸成正比 [2，41]。
国内的 GJB94/
变相关的相似 原理

AVG
4
8
12
Samples in moving avg

图 3 不同滤波方式下的
结果对比

时间延迟

F.S

蓸 渍（f）P姨 T 蔀

。

[7，
43]

2L

功率谱

尔数相等以 及雷诺
均方根值
（RMS）
协方差

M.S

蓸 子 姨L T 蔀 = 蓸 子 姨L T 蔀

记录长度与

数相等、斯特劳哈

的相关换算公 式见

Steady
State
16

F.S

全尺寸试验的 马赫

缩比模型试验采用

MAX

蓸 姨fLT 蔀 = 蓸 姨fLT 蔀

（strouhal 数）

进行了描述，在与

表1
0.24
0

表 1 缩比模型数据换算公式
频率

数相似的条件下，

Filtered distortion
Filtered pressures

0.36
0.34

的畸变指数偏高，并且随

哈尔数可以用 L·f/squrt（T）表示，其中 T 为绝对温度。

GJB2004 对 进 气 畸

图 2 低 / 高通滤波截止频率对紊流度的影响

滤波方式都需要对采集压

验，当在相同雷诺数和马赫数下换算频率时，斯特劳
为了保证斯特劳哈尔数的相似性，对于模型试验的截

3.0

（a）低通滤波截止频率对

态结果[2，42]。

尺寸以及试验台尺寸小于真实进气道 / 发动机的尺

蓸

=
F.S

蓸 渍（f）P姨 T 蔀
2L

蔀 蓸
C（子）
=蓸
蓸 C（子）
P 蔀
P 蔀
驻PRMS
P
2

F.S

M.S

驻PRMS
=
P
F.S
2

M.S

蔀

M.S

M.S

注：F.S 指的是全尺寸；M.S 指的是缩比模型尺寸；L 为进
气道唇口到发动机进口的距离；T 为总温；风洞试验需要
满足自由流紊流度小于 0.5%，频率范围为 0～4000 Hz。

4 畸变图谱
在进气总压畸变试验中，利用探针梳测得的稳 /
动态总压数据可以获得 AIP 的总压、紊流度和畸变指
数分布等各种畸变图谱，直观显示畸变流场特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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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所示。

90

120

60

150

120
30

240

-4

-6

-2

0

2

压力脉动均方根

240

300
270
轴向速度 / 面平均轴向速度

（a）进口上游 1 倍直径

0.95
0.90
0.85
0.80
0.75

（b）进口上游 0.17 倍直径

图 7 发动机进口上游不同截面的速度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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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动态总压均方根图谱

（a）总压畸变图谱

图 4 总压畸变图谱和动态总压均方根图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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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角度畸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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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重构的压力场

图 8 压力场和重构的压力场[45]

（b）径向畸变模式

5.1

图 5 不同模式下的畸变指数图谱[3]

根据上一章的介绍，PIV 能够获得 AIP 的高分辨
率速度场，如图 6、7 所示。如果在速度场的基础上获
得压力图谱，则需要通过泊松方程或动量方程进行计
算，重构结果和数值模拟的结果，如图 8 所示。

功率谱密度函数 PSD
功 率 谱 密 度 函 数 PSD 表示 每 个 频率 下 的 能 量

值，能够直观的观察到影响较大的频率分量，如图 9
所示。通过对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进行 PSD 处理，可
以看到影响较大的压力波动分量，并且在低湍流度的
条件下，数字信号极易受较大电磁的干扰，在该正弦
频率上产生较宽的峰值信号，因此在数字信号输入
时，尽量增大信号的信噪比，减弱电磁信号的产生的
额外干扰[2]。此外，利用功率谱密度函数还可以计算涡
旋尺度[47-48]。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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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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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a=0.60

10

（a）数字量的 PSD

[38]

变 换 、AWT 变 换 、神 经 网 络

[27]

以 及 PIV 数 据 的

10000

10-8

10

100

10000

Frequency/Hz

（b）模拟量的 PSD

图 9 数字信号以及模拟信号的 PSD 处理

重要作用，主要包括功率谱密度函数 PSD [2]、相关性
分 析 、幅 值 概 率 密 度 函 数 APD [21]、小 波 分 析 [46]、SWT

10-7

10

Frequency/Hz

统计分析方法在发动进气总压畸变研究中具有

POD 分析 等。

1

1900
2000
4600

10-8
100

5 统计分析

[28]

330

-7

图 6 不同 Ma 下风洞出口的速度场[44]

[26]

10-6

10-6

5.2

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主要分为自相关分析和互相关分析。

自相关分析是描述一段信号在 t 时刻与 t+子 时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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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关系，主要用来检测在随机信号中确定的周期

析方法，可以获得失速前频率分布、起始的时间、失速

信号，去掉大量的白噪声，
显示原始信号的主要频率 ；

团范围及频率、失速团个数、失速团沿轴向 / 径向传

互相关分析描述的是 2 组数据间的相关程度，如图

播过程以及畸变对失速团传播影响等信息，如图

10 所示。图中表示探针梳上 2 个相对靠近和 2 个相

12、13 所示。

[1]

对远离的探头测试数据之间的相关程度，可见对于 2
个相对靠近的探头测得的数据，具有低频相关性，对于
2 个相对远离的探头测得的数据之间，相关性很小[2]。
互相关分析还可以测量进气道不同截面时间延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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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PTCFD27

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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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个相对靠近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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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Hz

1000

1

0

用来描述个别压力以及畸变指数出现的频率，可定量

17

反映分布偏离对称的程度以及在某个范围内峰值出

0

现的频度，进气道出口、发动机进口动态总压畸变流
场中动态压力数据的幅值概率密度函数一般为正态
分布，否则脱离实际情况[24，48]。压力信号和畸变指数的
分布概率[2]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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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径向畸变下 AWT 变换

5.5

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的方法
目前，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的方法在多参数建模

时具有很好的精度[49]。神经网络在进气总压畸变试验研
究中也得到了应用。夏爱

0.0460

0.0263

0.4

国等[27]将神经网络建模的

0.3

方法应用在可调双插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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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影响的试验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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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压力信号和畸变指数的分布概率

5.4

0

10000

幅值概率密度函数 APD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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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距离探头测试数据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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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径向畸变下失速信号的小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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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紊流团尺度以及传播速度 [21，48]。
1.0

A:Original time series 3-4 blade passage
1
0
-1
886.0
1
0
-1
-2
881

时频分析方法

建立了变形参数与挡 板
位置之间关系的模型，模
型误差如图 14 所示。

6000

Training
Validation
Test
Zero error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0.04470 -0.02431 -0.00391

0.16480 0.03688

Error

图 14 神经网络建立
模型的误差

在测试方案设计中，需要考虑多个因素之间的关

在研究进气畸变对压气机失速影响的试验中，通

系。例如，畸变发生器位置与进口马赫数、转速、试验

过采用小波分析 、SWT 变换 、基于 SWT 变换的模

台特征尺寸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探针梳测试方案与布

态分析、小波相干性分析以及 AWT 变换 等时频分

局、探头尺寸、采样率、采样时间等众多因素的关系

[46]

[2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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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如果通过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的方法建立模型，
就可以通过模型的计算获得试验方案，极大程度提高

×10-4

0.6
×10-4

0.2

0.4

了试验效率，降低了试验成本和风险。
5.6

0.1

POD 分析及 DMD 分析

0.2

在进气总压畸变的 PIV 试验中，关于瞬态数据的
0

分析 ， 国 内 的 研 究 较 少 ， 在 国 外 的 研 究 中 ，Daniel
Gil-Prieto、
Grant McLelland 等采用本征正交分解 POD
分析 与 功 率谱 密 度 函 数 PSD 结 合 的分 析 方 法 [28，30]。

0.5

1.0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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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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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

（b）SVM 模态

（a）FVM 模态
×10-4
0.10

×10-4
0.10

POD 是 1 种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的方法，源于数理
统计，其核心是 1 种求解空间互相关函数的线性分解

0.05

0.05

问题[50]。POD 分解有以下重要特性：
（1）POD 模态系数满足
〈aman〉=

嗓

0

姿m，m=n

0.5

1.0
St

1.5

2.0

（d）SSM 模态

根据图 15，基于 POD 分析方法，可以识别出 AIP
所受哪种类型旋涡的影响，但是通过频谱曲线无法确

M

E=(u(x),u(x))=撞m=1 姿

0

2.0

图 16 模态系数功率谱密度曲线

（2）POD 模态是正交的，即(鬃i(x),鬃j (x)赘=啄ij，任意场
的总能量为

1.5

1.0
St

（c）FSM 模态

（35）

0，m≠n

0.5

m

（36）

定哪种频率的旋涡对截面流场的影响最大。目前 1 种

若 u(x)代表速度场，那么 E 是动能的 2 倍，这样

动力学模态分解的方法 DMD 可以分析 PIV 瞬态结

特征值就与能量的概念建立起联系。将 POD 分解得

果在时间上的相关性 [52-56]，可以描述为，有 1 组从1～

到的特征值 姿m 及其对应的 POD 模态按照特征值的
降序排列，即 姿m>姿m+1 这样低阶模态对应于能量较高
的结构，而高阶模态对应于携带能量较低的模态。
Gil-Prieto D 等主要分析了前 2 阶的模态以及对应模

N 时刻的数 据{x1，x2，x3..，xN}，假设 xi+1 与 xi 有 映射关
系，xi+1=A xi，则 1～N 时刻的数据可以构建 2 个数据矩
阵 X= [x1，x2，x3..，xN-1] 和 Y = [x2，x3，x4..，xN]，其 关 系 为
Y =A X，可见 A 携带着周期性和准周期性的流动结构

态时间系数的频率信息，如图 15、16 所示。从图中可

的频率以及增长率信息，A 矩阵求解是其中的核心。

见，前 2 阶模态主要受上游的展向涡脱落以及顺流交

Schmid 使用时间解析 PIV 技术测量了水的射流 [52]，并

替涡脱落的影响，受展向涡脱落的模态的 St 集中在

且使用 POD 和 DMD 方法进行分析，其计算模态大小

0.6～1.0，受交替涡脱落影响的模态的 St接近 0.42[51]。

的方法是将数据序列投影到已经辨识出的动力学模
态上，这种投影系数的大小表明了特定动力学模态的
显著程度。在国内，张青山等 [56]对双圆柱绕流开展了
PIV 试验，并对瞬态结果进行了 POD、DMD 分析，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POD 和 DMD 的模态系数功率谱曲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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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VM 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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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如图 17 所示。从图中可见，POD 模态系数功率谱包

有一定的发展的潜力。

含很多频率分量，
而 DMD 模态只包含 1 个频率分量。

6 实例总结

目前在国内外研究中，还没有在进气总压畸变的
PIV 试验中对瞬态数据进行 DMD 分解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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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部分国内外已开展的进气总压畸变试验研

但是根据上文介绍，DMD 分解具备单一频率模态分

究，总结了不同试验目的下对应的数据处理方法，见

解的优势，在进气总压畸变 PIV 试验的数据处理中具

表 2。

表 2 国内外进气总压畸变试验数据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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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内外进气总压畸变试验数据处理方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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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喷嘴雾化特性试验研究
顾大鹏，胡文成，窦义涛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检验某型航空发动机燃油喷嘴改进设计效果，利用相位多普勒粒子分析仪对燃油喷嘴的雾化性能参数进行试验研
究。得到雾化液滴的索太尔平均直径的空间分布、轴向平均速度、脉动速度及其湍流度的分布情况。结果表明：轴向平均速度呈凹盆
状分布，脉动速度呈双峰状分布；喷雾中心湍流度大，喷雾边缘湍流度小。随着供油压力增大，
在相同测试截面上，喷雾的范围和中
心区域粒径变大，边缘位置粒径变小。在相同供油压力下，随着与喷嘴距离的增加，喷雾范围增大，喷雾的轴向平均速度和脉动速度
减小，轴向速度的湍流度波动幅度减小。
关键词：相位多普勒分析仪；燃油喷嘴；雾化性能；湍流度；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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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Spray Characteristics of a Fuel Atomizer
GU Da-peng袁HU Wen-cheng袁DOU Yi-tao
渊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check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roved aeroengine fuel atomizer 袁the spray performance parameters were

experimental investigated by Phase Doppler Particle Analyzer 渊PDPA冤.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auter mean diameter 渊SMD冤渊d32冤and
the distribution of axial mean velocity袁fluctuation velocity and turbulence intensity of spray droplet were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xial mean velocity is concave and basin-like袁and the fluctuation velocity is bimodal. The turbulence intensity is large in the spray center

and the turbulence intensity is small in the spray edge. With the increase of fuel-supplying pressure 袁the range and the particle size of spray

droplet become larger in the central area and the particle size becomes smaller in the edge position at the same test section. Under the same

fuel -supplying pressure袁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distance from the atomizer袁the spray range increases袁the axial mean velocity and
fluctuation velocity of the spray and the fluctuation amplitude of the turbulence intensity of the axial velocity decreases.

Key words: Phase Doppler Particle Analyzer渊PDPA冤曰fuel atomizer曰spray characteristics曰turbulence intensity曰aeroengine

0 引言
燃油喷嘴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件之一，其

寿命和发动机工作的稳定性均带来不利影响[1-3]。液滴
的速度分布主要取决于油滴在燃烧室内的空间分布，

主要作用是将液体燃料离散成小液滴，以增大燃料表

进而影响燃烧室内的温度场分布。液滴速度过快容易

面积，加速燃烧，提高燃烧性能。雾化性能直接影响发

造成燃烧不完全，产生积碳或冒烟；液滴速度过慢则

动机能否顺利点火并稳定工作。表征燃油喷嘴雾化性

可能造成燃烧室头部烧蚀。

能的主要参数有：索太尔平均直径 d32 和液滴速度分

根据雾化原理的不同，燃油喷嘴可分为压力型喷

布（平均速度、脉动速度和湍流度等）。索太尔平均直

嘴、气动雾化喷嘴、旋转喷嘴及蒸发管式喷嘴等，根据

径与油雾的最小点火能量成正比，粒子平均直径越大

特殊需要还可以对以上几种类型进行组合。本文的研

点火越困难，大油滴容易引发油滴碰壁、火焰后移及

究对象是压力雾化喷嘴中的双路离心式喷嘴，在航空

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不均匀等问题，从而对火焰筒的

发动机广泛应用 [4]。国内外很多学者对离心式喷嘴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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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性能进行了研究。杨建辉等 [5]对离心式喷嘴雾化参
数的计算方法进行研究；杨立军等

利用高速相机对

[6-8]

液体离心喷嘴的喷雾场进行拍摄并对喷嘴的动态特
性进行数值模拟；岳明等 [9]利用数值计算方法研究不
同供油压力下，喷嘴的速度分布情况；陈晓东等 [10]
利用数值计算的方法研究喷嘴液膜厚度与平均速度
间的关系；金如山 [11]提出索太尔平均直径与喷嘴直径
的平方根成正比；Feikema [12] 通过试验研究同一测量
截面上的轴向速度分布情况；Simmons [13]提出影响离
心式喷嘴的喷雾场的主要参数为索太尔平均直径及
分布指数；Liao 等 [14]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对离心式喷
嘴的喷雾场进行研究；Takahashi 等[15]研究离心喷嘴在
脉冲式供油条件下的粒子速度分布特点。
本 文 利 用 相 位 多 普 勒 粒 子 分 析 仪（Phase
Doppler Particle Analyzer，PDPA） 对某型燃油喷嘴喷
雾的索太尔平均直径、雾化液滴的平均速度、脉动速
度及其湍流度进行测量，得到在不同供油压力下的喷
雾雾化参数及速度分布规律。

1

试验件及测试系统

如图 1 所示。主、副喷口直

主油路

径分 别 为 11 和 3 mm，旋
流器 1 安装在副油路上 ，

副油路

的分布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分布曲线以喷口为
中心呈对称式凹盆型分布，这符合离心式喷嘴索太尔
平均直径的分布规律，中心点最小直径为 30 滋m 左
右，在 X=-20～20 mm 范围内，粒径变化不大，这与该
范围内喷雾主要由副 油路产生有 关，在 X=-60、60
mm 附近达到喷雾边缘，随着测试截面距喷口距离的
增加，喷雾的范围随之增

160

加，这与喷雾呈圆锥状分

140

布规律相吻合，在X=20～

100

60、-20 ～-60 mm 范 围 内

0.5-40 d32
0.5-50 d32
0.5-60 d32

120
80
60

随 着 供 油 压 力 的 增 大 ，主

40

油路逐渐打开，在相同位

0

20
-60 -40 -20

0
20
x/mm

40

60

置上粒径变小，主油路喷 图 3 供油压力为 0.5 MPa
雾在该位置雾化过程起主
时不同距离 d32 分布

直径沿径向的分布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供油
压力为 0.5、0.8 MPa 下，分布规律基本相同且供油压

主喷口

供油压力下，喷嘴副油路单独工作有关，随着供油压
开。在供油压力为 1.3 MPa 时，在 X=-40～40 mm 范
围内，其粒径大于小状态时的粒径，这是由于喷嘴主、

PDPA 测试系统如图 2 所示。该测试系统主要包
括：激光发生器、激光发射组件、激光接收组件、光电信
号转换器、信号处理器、计算机及位移机构。该系统为
3 维 PDPA 系统，试验过程中可根据试验需求开展 1～
3 维雾化液滴速度测量，本次试验中只进行喷口轴向
方向的速度测量，
定义该方向为 Z，定义径向为 X，
喷嘴
喷口位于坐标系原点上，

均直径（d32）分布曲线。

Z=40、50、60 mm 3 个截面上索太尔平均直径沿径向

力为 0.8 MPa 的喷雾边缘位置粒径更小，这与在上述

图 1 喷嘴结构

1.2 测试系统

度湍流度 着 及索太尔平

副 油 路 单 独 供 油 （供 油 压 力 为 0.5 MPa） 时 ，

力的增大，在供油压力为 0.8 MPa 时，主喷口部分打

叶片几何旋流角为 45毅。

动速度均方根 u，轴向速

2.1 雾化粒度试验结果

副喷口

为径流式直叶片旋流器， 旋流器

方向上的平均 速 度 U、脉

试验结果分析

在 Z=50 mm 截面上不同供油压力下索太尔平均

试验件喷嘴为压力雾化双路离心式喷嘴，其结构

向。通过测试可以得到该

2

要作用。

1.1 试验件

沿喷雾流动方向为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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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器

激光控制器

加
频
移
信
Beam Separater(分光器)
号
到
布
拉
Transmitting Probe 发射组件 格
盒

3 维位移机构

Receiver 接收组件

PDM1000（波形检测器） PSA4000 信号处理器

图2

计算机

PDPA 系统

副喷口同时供油，喷雾中
心范围内的单位体积内粒
子数量多引起的。随着距
喷口中心位置距离加大，
粒径小于小状态粒径值，
这与在大状态下，该位置
上雾化主要由主喷口雾化
效果决定有关。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80 -60 -40 -20

0.5-40 d32
0.8-50 d32
1.3-60 d32

0 20
x/mm

40

60 80

图 4 相同测试截面不同
供油压力 d32 分布

2.2 速度场试验结果
对喷嘴不同工作状态下的喷雾速度场进行了试
验测量，所得参数主要包括雾化液滴的平均速度、脉
动速度及其湍流度。
2.2.1

副喷口单独供油测试结果
在供油压力为 0.5 MPa 下，喷雾在不同截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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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平均速度分布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距离

这些都与流通面积一定

8

喷口径向距离相同的位置上，随着距喷口距离的增加，

时，供油压力的增大，燃油

6

轴向速度减小。同时在轴

7

流量随着增大，喷嘴出口

4

向距离上 X 轴 负方向的

6

速度小于 X 轴正 方向的

4

速度，这与副喷口中的旋

2

平均直径增大，粒子离开

流器结构有关，在 X 轴正

1

喷嘴后受到的空气阻力增 图 8 供油压力为 0.8 MPa 时

方向为旋流器出口位置，
喷雾 在 刚 离开 旋 流 器 出

0.5-40 U
0.5-50 U
0.5-60 U

5

处的轴向速度随之增大有
关；同时流量增大，粒子的

3

0
-80 -60 -40 -20 0 20 40 60 80
x/mm

图 5 供油压力为 0.5 MPa

5
3
2
1
0
-80 -60 -40 -20

0 20
x/mm

40 60

80

轴向平均速度分布

加，引起不同截面上速度
梯度的增大。

时轴向平均速度分布

口位置上的速度较大。

0.8-40 U
0.8-50 U
0.8-60 U

7

在供油压力为 0.8 MPa 下，喷雾在不同截面上的

在供油压力为 0.5 MPa 下，喷雾在不同截面上的

轴向脉动速度均方根分布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

轴向脉动速度均方根分布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

其分布特点与供油压力为 0.5 MPa 时的相同，但均方

在距 喷 口 径 向 距 离 相 同

3.0

根数值有所增大，表明在供油压力增大时，速度场内

的位置上，随着距喷口距

2.5

离的增加，轴向脉动速度

2.0

减小。脉动速度呈双峰状
分布，最大值出现在喷雾
边缘位置上，约为 3 m/s，

0.5-40 U
0.5-50 U
0.5-60 U

的速度波动值随之增加。
在供油压力为 0.8 MPa 下，喷雾在不同截面上的

1.5

轴向速度湍流度分布如图 10 所示。其分布特点呈现

1.0

出喷雾中心位置上的湍流度大，随着距喷口中心位置

0.5
0
-80 -60 -40 -20 0 20 40 60
径向距离/mm

80

距离的增加，湍流度呈先降后升的分布特点，在 X=30

这与喷雾边缘，油雾粒子

图 6 供油压力为 0.5 MPa

mm 处的湍流度最小，其值为 20%左右。与供油压力

与空气相互摩擦、碰撞引

时轴向脉动速度均方根分布

为 0.5 MPa 时的相比，该状态下湍流度更小，表明随
着燃油流量的增加，速度波动幅度与平均速度的比值

起的速度扰动过大有关。
在供油压力为 0.5 MPa 下，喷雾在不同截面上的
轴向速度湍流度分布如图 7 所示。湍流度主要是反映
喷雾液滴速度脉动程度的 1 种标准，定义为脉动速度
均方根与平均速度的比值，表征了脉动速度相对于平
均速度的波动程度。从图中可见，在 X=0～-40 mm 范
围内湍流度较大，这与在范围内粒子的平均速度较小
有 关 ，X=-40 ～-60 mm
范围内湍流度变小，在 X

200

轴 正 方 向 上湍 流 度 值 较

150

小，这与该范围内粒子的

100

平均 速 度 和 脉 动 速 度 均

50

方根 的 变 化 趋 势 基 本 一

0.5-40 着
0.5-50 着
0.5-60 着

呈减小趋势。
4.0
3.5
3.0
2.5
2.0

0.8-40 着
0.8-50 着
0.8-60 着

100

0.8-40 U
0.8-50 U
0.8-60 U

80
60

1.5
1.0
0.5
0
-80 -60 -40 -20 0 20 40 60
径向距离 /mm

40
20
80

0
-80 -60 -40 -20

0 20
x/mm

40 60

80

图 9 供油压力为 0.8 MPa

图 10 供油压力为 0.8 MPa

时轴向脉动速度均方根分布

时轴向速度湍流度分布

2.2.3

主、副喷口同时供油测试结果
在供油压力为 1.3 MPa 下，喷雾在不同截面上的

0
-80 -60 -40 -20

0 20
x/mm

40 60

80

轴 向 平 均 速 度 分 布如 图 11 所 示 。 从 图 中 可 见 ，在

致有关。同时随着距喷口

图 7 供油压力为 0.5 MPa

X=0～20 mm 范 围 内 轴 向

轴向距离的增加，湍流度

时轴向速度湍流度分布

速度为负值，表明该测量

7

呈减小趋势。

点上轴向速度向上，这是

5

2.2.2

因为，供油压力变大，喷口

3

过渡状态测试结果

8
6

1.3-40 U
1.3-50 U
1.3-60 U

4
2

在供油压力为 0.8 MPa 下，喷雾在不同截面上的

出口速度变大，喷雾粒子

轴向平均速度分布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其空间

将喷雾中心附近的空气带

分布特点与供油压力为 0.5 MPa 时的相同，速度最大

走，中心区域空气向附近 图 11 供油压力为 1.3 MPa
时轴向平均速度分布
区域补充，从而在中心区

值有所增加，不同测量截面上的速度梯度有所变大。

1
0

-80 -60 -40 -20 0 20 40 60 80
x/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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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形成负压区，
喷雾粒子随雾锥下方空气向上运动，从
而形成负速度。中心区域以外区域各测量点间的速度
梯度增大。

度相对波动值大；
（5）该喷嘴的雾化参数分布特点符合离心式喷嘴
雾化参数的分布特点。

在供油压力为 1.3 MPa 下，喷雾在不同截面上的
轴向脉动速度均方根分布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见，
随着供油压力的增大，喷嘴主、副油路同时供油，速度
的波动值减小，不同截面间分布曲线形态基本一致，喷
雾更稳定。
在供油压力为 1.3 MPa 下，喷雾在不同截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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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涂层热电偶测温技术
徐

毅 1,2，黄明镜 2，程新琦 2，马宏伟 1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北京 100191；2.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四川绵阳 621000）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测温难题，设计了一种与叶片一体化集成的涂层热电偶温度传感器。利用热喷涂技术进行温
度传感器的原位制造与微加工，并对样品进行了静态标定试验、高温高速燃气冲击试验、高速旋转轮盘试验等系列性能考核，通过
理论模型的建立，讨论了涂层对测温结果的影响规律。试验及仿真计算结果表明：涂层热电偶传感器测量精度达到Ⅰ级标准热电偶
允差等级，并能在高温、高转速、
复杂的气动激振力及大离心载荷下可靠稳定工作。该技术可实现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表面温度实
时监测与精确测量，为叶片设计定型及改进提供了 1 种新的技术手段。
关键词：涡轮叶片；热喷涂；温度测量；
热电偶；传感器；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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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ting Thermocouple Measurement Technique of Aeroengine Turbine Blade Temperature
XU Yi1,2袁HUANG Ming-jing 2袁CHENG Xin-qi2袁MA Hong-wei1
渊1. Research Institute of Aero-Engine,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2.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袁Sichuan
Mianyang 621000袁China冤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of aeroengine turbine blade 袁 a kind of coating thermocouple

temperature sensor integrated with blade was designed. In-situ fabrication and microfabrication of temperature sensor was studied by using

thermal spraying technology袁and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such as static calibration test 袁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speed gas impact test and
high speed rotating wheel disk test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samples for verifying their performance.The influence of coating on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results was discussed by establishing theoretical model. The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asurement

accuracy of coating thermocouple sensor comes up to the standard thermocouple allowable tolerance level I 袁 and it can work reliably and

steadily at high temperature袁 high speed袁 complex aerodynamic excitation force袁and large centrifugal load. This technology can realize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accurate measurement of turbine blade surface temperature of aeroengine 袁 and it provides reliable data support for
blade design and improvement.

Key words: turbine blade; thermal spraying;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thermocouple; sensor 曰aeroengine

0 引言
为了提高推重比，航空发动机的压气机压缩比、

电偶进行测量，然而该方法破坏了叶片结构，使叶片
传热性能发生改变，降低了测量精度，且在叶片尾缘

转速及涡轮前温度都在不断提高，转子叶片不但承受

等薄壁结构中无法埋设 [4]；红外辐射测温属于非接触

着巨大的热负荷，而且要在炽热的高温高压燃气流中

测量技术，测温上限高，能得到连续的温度场数据，但

高速旋转，巨大的热梯度将使涡轮叶片经受严重的热

受发射率测量影响，存在测量误差大、温度分辨率及

应力和应变，使其蠕变寿命大幅度降低，导致叶片发

空间分辨率低等问题 [5-7]；示温漆、晶体测温技术无需

生烧蚀、断裂等故障 [1]。因此，实时监测及精确测量涡

测试引线 [8]，但只能获得试验状态的最高温度，不能实

轮叶片表面温度极其重要 [2-3]。

时监测 [9-11]；薄膜热电偶具有结构尺寸薄、响应速度快

在冷效试验中，通常在叶片表面开槽埋设铠装热

等优点，但存在引线连接困难，热电特性一致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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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 [12-14]。

护。为避免不同材料间因热膨胀系数不同导致涂层开

针对涡轮叶片测温需求及现有技术的局限性，本
文介绍了一种自行研制的与试件一体化集成的涂层

裂、
脱落，
防护层材料选用与绝缘层相同的 Al2O3 材料。
1.2

热电偶温度传感器[15]。

涂层热电偶制备工艺主要分为表面处理和热电
偶安装。

1 涂层热电偶的设计与制备
1.1

传感器制备

1.2.1

传感器设计
测试主要针对单晶高温合金涡轮叶片，不同于常

规热电偶，需将其制备在涡轮叶片表面上，并与叶片
结构一体化集成。同时，

表面处理
将高温合金平板试片表面不需喷涂绝缘涂层的

部位用高温胶带不锈钢薄皮包裹保护好，仅露出需喷
涂高温绝缘涂层的部位；用石英砂或金刚砂在 0.4～
0.6 MPa 压力下进行喷砂处理 （砂石颗粒度为 20～

传感器需适用于高温、高

180 目），去除试件表面的氧化层和其它污染物；用高

压 、热 冲 击 、高 转 速 等 涡

压气体吹净残留的砂粒；再用纯度为 99.9%的无水乙

轮叶片试验工况，因此设
计了如图 1 所示的传感器

醇进行不少于 5 min 的超声清洗；最后利用热风枪烘

结构，基底为高温合金试

干试片表面。

片，其上依次制备 Al2O3 绝

1.2.2

缘 层 、NiCr/NiSi 测 温 层 、

热电偶安装
首先利用热喷涂技术喷涂 Al2O3 材料制备绝缘

图 1 涂层热电偶传感器结构

涂层；接着利用窄带状高温胶带将 囟=0.08 mm 的 K

使用热电偶测温时，除了测量端以外，其他各部

型微细热电偶丝正极、负极紧密粘贴在绝缘涂层表

分之间要求绝缘良好，否则会因热电极短路而产生误

面，采用喷涂 Al2O3 材料将偶丝预固定；最后，去除窄

差。因此需要在温敏层与金属基底间制备绝缘层。选用

带状高温胶带，对半固定状态的温度传感器再次进行

4 种常见的耐高温绝缘材料，其主要物理参数见表1。

热喷涂，使其全部被涂层覆盖保护，完成防护层制备。

Al2O3 防护层。

制备的涂层热电偶样品如

表 1 4 种常见绝缘材料的物理参数
绝缘
材料

热膨胀
熔点 /K

系数 /
（10-6/K）

图 2 所示。

热导率 /

禁带宽度 /

（W/m·K）

eV

2.1

SiO2

1996

0.55

1.1~1.4

9.0

Al2O3

2327

8.00~9.00

30.0

8.8

YSZ

2956

10.00~11.00

2.2

≈5.0

Si3N4

2173

2.70

18.4

4.0~5.0

图 2 涂层热电偶样品

2 性能试验及分析
静态标定
采用标准温度检定炉
KRJ-300 进行热电性能标

表 2 静态标定数据
检定点

涂层热电偶

温度 /K 输出电势 /mV

误差 /K

定。在试片正反面相同测

773

20.665

0.49

点位置分别安装 K 型涂层

873

24.936

0.73

热电偶与 K 型铠装热电

973

29.147

0.43

1073

33.283

0.20

偶。共选取 8 个温度点进

1123

35.330

0.42

可快速将表面热量向下传递，避免热量在表面堆积而

行数据采集，静态标定数

1173

37.360

0.85

积累过高的热应力。

据见表 2。

1223

39.363

1.24

1273

41.341

1.67

选用 Al2O3 材料用于制作绝缘层，主要依据为：
（1）Al2O3 材料与 Si3N4 材料均具有较高的热导率，

从表中可见，测量绝

（2）YSZ 在高温环境下是电解质材料，表现出良好
的导电性，
不适合作为高温下的单一绝缘材料使用。
（3）Al2O3 材料的禁带宽度远大于 Si3N4 材料的，在
高温下绝缘性能更优。
此外，为提高涂层热电偶在恶劣环境下的可靠
性，延长其使用寿命，在测温层上制备防护层进行保

对误差随温度升高而增大，但最大误差仅为 1.67 K
（标定温度为 1273 K 时），达到Ⅰ级标准热电偶允差
等级±0.4%|t| 的要求。
2.2

高温高速燃气冲击试验
在高温合金支杆上布置涂层热电偶传感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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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涡轮叶片实际工况中的可靠性。模拟试验在某加

3 涂层影响因素分析

力燃烧室模型试验器上进行，设备原理如图 3 所示。

涡轮叶片涂层热电偶
采 用 多层 涂 层 结构 组 成 ，
总厚度约为 0.2 mm，但涂

图 7 叶片试验后情况

层结构的存在对测试结果的影响尚不明确。为此，基
于瞬态热 / 流耦合理论，采用有限元 / 边界元方法进
行瞬态热冲击数值仿真，针对涂层叶片和光滑叶片在
同样边界条件下展开测点温度变化研究，讨论气动、
图 3 设备原理

涂层及叶片结构对测温结果的影响。

试验段位于 2 级加温器出口，总长 400 mm，由水
冷转接段 和 测 量段 组 成 ，

3.1
3.1.1

计算模型
几何模型

试验段外壳体及测量段内

采用的模型为普通直板叶片，其尺寸（长×宽×

隔热屏均采用 20# 钢材料

高）为 40 mm×30 mm×2 mm，与其相对应的中空叶

制 作 ，2 个 水 管 接 嘴 用 于

片壁面厚度为 0.4 mm。叶片结构及温度测量点位置如

引入冷却水冷却隔热屏和

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涂层附着于试片外表面的叶盆

掺混温度场，试验段上相

面，其尺寸（长×宽×高）为 16 mm×12 mm×0.2 mm；

对位置 安 装 4 个试 验 件，
如图 4 所示。

图 4 试验件安装

宽度 V 1、长度 H 1 的尺寸分别为 7.5 mm、9.5 mm，其中
红心表示热电偶所在位置。外流道的几何模型如图 9

点火后，增大加温器进口流量和燃油流量，在马

所示。其中进口面积为 2856 mm2，内流道进口面积为

赫数不低于 0.1 的工况下，将燃气气流总温分别调

35 mm2。同时，为避免流道两侧采用周期性壁面影响

至 900、1000、1100、1200、

计算结果，采用 5 排叶珊计算模型。

1300、1400 K，每种状态下

20

稳定 5 min 后采集记录涂

V1

30

层热电偶温度传感器的温
度值，高低温冲击 / 循环 3

H1

次。抗气流冲击能力测试

图 5 测试原理

图 8 直板叶片几何模型

原理如图 5 所示。
试验后，拆下试验件，
涂层的热电偶涂层附着完
好，无脱落现象，试验前后
试验件情况如图 6 所示。
2.3

（a）安装角为 45毅

高速旋转轮盘试验
为考核涂层热电偶在

热力、离心力双重负荷下

（b）安装角为 30毅

（c）安装角为 15毅

图 9 外流道在不同安装角下的几何模型
（a）试验前

（b）试验后
图 6 试验前后试验件情况

的附着强度，选用某型发

3.1.2

网格划分
采用 CFX 软件的前处理工具 ICEM 建立结构化

动机涡轮转子叶片进行涂层热电偶制备，利用某立式

网格。考虑到瞬态换热计算的精度，需要较密的网格

轮盘循环旋转试验器进行试验验证。试验共进行 5 轮

结构，因此设置最大网格尺寸为 0.15 mm。分别将叶

次变转速循环，总时长达 75 min，最大试验工况为：最

片、外流道及内流道网格数划分为 3 万、40 万、4 万，

高转速 13000 r/min，叶片表面温度 873 K。试验后涂

对涂层区域进行局部加密，其网格节点数为 6 万。各

层热电偶附着牢靠，如图 7 所示。

部分网格结构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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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对比如图 13 所示。

流速 /
（m/s）

从图中可见，叶片前

133
119
106
93
80
66
53
40
27
13
0

后缘首先被加热，热量逐
渐向内及叶片前后表面扩
散，最终在叶片中心处形
（a）流体

（b）叶片

（c）支座

（d）完整

网格

网格

网格

计算网格

图 10 模型网格

3.2

温度场计算

3.2.1

成稳定的热场。由于叶片

上下端部换热平板的存在 （a）涂层叶栅 （b）光滑叶栅
有效地控制了叶片表面温

图 12 不同叶栅的速度

度的分布，因而其温度场更接近于叶片真实的加热状

前处理
试片材料假 设为 DD6 高温合 金 ，涂层 材 料 为

Temperature Contour 1/K

Temperature Contour 1/K

Temperature Contour 1/K

Temperature Contour 1/K

Temperature Contour 1/K

Al2O3。在 CFX 软件中设置流场进口总压为 290 kPa，
出口设置静压为 270 kPa。对于中空叶片设置内部气
体为 25 ℃标准空气模型，并将整个域设置成固体材
料以避免出现换热流动现象。换热支板同样采用与叶
片相同的材料进行计算。选取普朗特数为 7.24，边界
设置为无滑移壁面，交界面网格连接方式为交界面网
格（General Gird Interface，GGI）。湍流模型采用剪切
输运（Shear Stress Transport，SST）湍流模型。
3.2.2

0.3 s

9.8 s

18.3 s

态。在非稳定条件下，
涂层影响了叶片中截面处的温度

进而探讨其对温度的间接影响。45毅直板叶片周围燃

场，
且在涂层的前后缘形成

1400

气的流线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增加涂层后流速

局部的高温集中，这主要是

1200

略有上升，叶背方向大涡形成位置变化较小，但由于

由于局部气流的不稳定流

1000

靠近涂层的区域几何结构存在较大变形，在涂层前后

动造成的。
图 9 中叶片待测位置

定影响。涂层的存在减小了该处流道的截面面积，因

处的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如

此提高了叶栅内空气流速，进而使得实际测量的温度

图 14 所示。

速度 /
（m/s）
129

速度 /
（m/s）
125

42

43
0

600
400

0

（a）涂层叶片流线

（b）光滑叶片流线

图 11 直板叶片流线

不同安装角下流场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见，增

0

600
400

400
0

0
20

5
40

60

（a）安装角为 15°
1200

1200

涂层实心
涂层空心
光滑实心
光滑空心

1000
800

800

600

1400

1200
1000

涂层实心
涂层空心
光滑实心
光滑空心

1000

时间 /s

1400

83

86

1200

800

缘处易形成小涡，这种涡旋会对叶片表面换热产生一

偏低。

38.8 s

图 13 涂层叶片与光滑叶片瞬态温度分布对比

流速变化对温度场的影响
以 45毅直板叶片为例，分析涂层对流场的干扰，

2.8 s

800
600
400
0
20

5
40
时间 /s

（b）安装角为 30毅

60

1000

1200

涂层实心
涂层空心
光滑实心
光滑空心

1000
800

800

600

600

400

400
0
20

0

5
40

60

时间 /s

（c）安装角为 45°

图 14 不同安装角下测点温度随时间的变化

加涂层后，不同角度的叶栅流场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从图中可见，测点在 5 s 内不同叶片计算结果偏

响，随着安装角的减小，
涂层对流场的影响有所削弱。

差较大。当涂层存在时，短时间内起到保护测点的作

3.2.3

用，涂层本身的隔热性能使待测点温度短时间内无法

瞬态温度计算结果
安装角为 45毅时涂层叶片与光滑叶片瞬态温度

直接接触主流燃气。因此，当测试瞬态温度变化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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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涂层覆盖热电偶的方式可能会使测量结果低于实
际叶片表面温度。当加热至 60 s 后，这种隔热效果变
得微乎其微，不同叶片的测量结果基本相同。

4 结论
本文从涂层热电偶传感器的制备、性能试验及涂
层影响因素分析等研制过程进行论述，得出如下主要
结论：
（1）设计了一种与涡轮叶片一体化集成的涂层
热电偶传感器结构，并利用热喷涂技术进行了传感
器试制。
（2）涂层热电偶测温的最大绝对误差为 1.67 K
（检定温度为 1273 K），测量精度满足Ⅰ级标准热电
偶允差要求。
（3）涂层热电偶可承受的燃气冲击速度不低于 0.1
Ma，燃气温度不低于 1400 K，同时可在 13000 r/min、
873 K 的高温高速旋转条件下稳定工作。
（4）在进行稳态测量时，当叶片温度达到平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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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载荷下热障涂层表面裂纹 - 界面裂纹的相互作用
赵

凯 1，陈

智 1，贾文斌 1，黄红梅 1，方

磊 1，周柏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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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针对热障涂层在热循环载荷下陶瓷层表面和氧化层 / 黏结层界面形成裂纹而导致涂层失效的问题，采用扩展有限元和
内聚力单元建立陶瓷层表面裂纹与氧化层 / 黏结层界面裂纹相互作用的有限元模型，得到不同裂纹附近应力分布和开裂程度，分
析了这 2 种裂纹之间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表面裂纹对界面裂纹影响较大，而界面裂纹对表面裂纹影响较小；氧化层几何参数以
及材料参数对 2 种裂纹演变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氧化层正弦幅值和厚度主要影响界面裂纹，在热载荷下，氧化层越粗糙，界面裂
纹扩展速度越快。黏结层弹性模量主要影响界面裂纹扩展程度，而陶瓷层弹性模量主要影响表面裂纹扩展程度，对界面裂纹间接地
产生较大影响。
关键词：热障涂层；裂纹扩展；内聚力单元；扩展有限元；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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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between Surface Crack and Interface Crack in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under Thermal Load
ZHAO Kai1袁CHEN Zhi1袁JIA Wen-bin1袁HUANG Hong-mei1袁FANG Lei1袁ZHOU Bai-zhuo2
渊1.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袁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袁Nanjing 210016袁China曰2.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袁Shenyang 110015袁China冤
Abstract: The cracks accured in the surface of Top ceramic Coating 渊TC冤and the interface of Thermally Grown Oxide 渊TGO冤/ Bond

Coating渊BC冤 can bring out cracks under thermal cycle load. To fix the failure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urface

crack of ceramic layer and the interface crack of TGO/BC was established using extended finite element and cohesive element.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and cracking degree near different cracks were obtained 袁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cracks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rface crack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interface crack 袁while the interface crack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surface
crack. The influence result of the geometrical parameters and the material parameters of TGO on the two kinds of cracks evolution show that

the sinusoidal amplitude and thickness of TGO mainly affect the interface crack. Under thermal load 袁the rougher the TGO is袁the faster the

interface crack propagation speed is. The elastic modulus of BC mainly affects the degree of interface crack propagation 袁while the elastic
modulus of TC mainly affects the degree of surface crack propagation 袁which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interface crack indirectly.
Key words: thermal barrier coating曰crack propagation曰cohesive element曰extended finite element曰aeroengine

0 引言

（Thermally Grown Oxide，TGO）[3] 4 部分组成。热障涂

热障涂层作为 1 种有效的高温防护手段被广泛
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的防护，从而提高发动机
热端部件工作温度，进而提高发动机效率，延长发动
机使用寿命

[1-2]

。典型的热障涂层系统由陶瓷层（Top

层结构复杂，服役环境恶劣，其失效的影响机制和因
素复杂多样。
热障涂层系统在服役过程中，在热膨胀失配应
力、高温氧化生长应力等驱动下，各层内部和不同层

ceramic Coating，TC）、黏结层（Bond Coating，BC）、超合

界面会形成裂纹导致涂层失效。近年来，学者们关于

金基 底 （Superalloy Substrate，SUB）、 热生 长 氧 化层

热障涂层裂纹和失效机制开展了很多试验和仿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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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Zhou 等[4]研究发现不同的表面裂纹形貌（例如：裂

是研究重点，网格加密，同时 TGO/BC 界面采用网格

纹长度和密度） 对界面裂纹有很大的影响；Wang 等

[5]

编辑技术 Insert Cohesive Seam 嵌入 1 层零厚度内聚

分析了陶瓷层内单一垂直或水平裂纹位置对应力分

力单元 COH2D4，初始界面无裂纹（如图 2 右下方所

布的影响，并结合试验讨论了陶瓷层内裂纹与界面裂

示）。选择平面应变单元 CPE4，共计 20230 个单元。

纹的聚合机制；Wei 等

[6]

综合 TGO 生长与热失配应

力，分析热循环下 TC 层内近 TC/TGO 界面与 TGO 内
裂纹的相互作用，并总结了 3 种失效机制；Song 等

1.2

材料参数
TC 层和 SUB 层采用线弹性材料假设，TGO 层和

[7]

研究 TC 层内裂纹与 BC/TGO 界面裂纹的竞争行为，

BC 层看作弹塑性材料，各层材料均视为各向同性，且

以及保温时间、TGO 初始厚度的影响；吕凯等 结合

参数均与温度有关，在 t=900、1000 ℃时，TGO 层屈服

围线积分和内聚力单元，分别以裂纹断裂参数和开裂

强度 滓y=10、1 GPa [10]，其余相关参数（弹性模量 E，热

状态表征表、界面裂纹状态，分析了热载荷下陶瓷层

膨胀系数 琢，泊松比 淄）见表 1、2。同时，对于 BC 层还

不同长度和位置的表面裂纹和 BC/TGO 界面裂纹的

需考虑高温条件下的蠕变，采用 Norton 幂律来描述

相互影响。

其蠕变行为

[8]

着觶cr=B滓n

目前对表面裂纹与界面裂纹相互作用的研究大
多集中在应力分布和静态断裂参数的变化方面

，而

[4-6]

式中：B 和 n 是与温度相关的经验常数，见表 3。

在实际过程中表面裂纹与界面裂纹相互作用并扩展
演化

。本文结合扩展有限元法和内聚力单元，建立

[7-8]

陶瓷层表面裂纹与 BC/TGO 界面裂纹相互作用的演
变模型，主要以裂纹开裂程度表征表、界面裂纹状态
并讨论了 2 种裂纹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几何参

表 1 BC 层塑性参数[6]
t/℃

塑性
参数
滓/MPa
着P

600

400

800

1100 2500 1100 2200 300
0

数和材料参数对 2 种裂纹的影响。

0.24

0

0.30

0

t/℃

E/

v

211

14.8

0.33

200

197

15.2

0.33

400

188

15.6

热障涂层有限元模型如图 2 所示。模型包括 4

600

176

层：SUB、BC、TGO、TC，厚度分别为 1.6 mm、0.1 mm、1

800

层表面裂纹和 TGO/BC 界面裂纹。表、界面裂纹同时
存在的情况[9]如图 1 所示。
有限元模型

滋m、0.25 mm。其中，采用正弦曲线来简化 TGO 与
TC、BC 之间的界面，其正弦幅值 A =10～20 滋m，波长

为 80 滋m。TC 表面预制 10 滋m 的垂直裂纹，且周围

网格加密（如图 2 右上方所示）。TGO 两侧界面起伏，
TC
BC

Equation
constraint

SUB

20 滋m

y
x

TBC 热循环试验后扫描
电镜形貌[9]

10

15

0.02

0

0.02

0

0.01

TGO

cohesive element

图 2 热障涂层有限元模型

E/

琢×10-6/℃ -1

v

200

14.13.6

0.33

190

14.2

0.33

0.33

175

14.6

0.33

16.2

0.33

160

15.2

0.33

157

16.9

0.34

145

16.1

0.34

1000

120

17.5

0.35

120

17.2

0.35

1100

118

18

0.35

110

17.6

0.35

GPa
20

GPa

TGO(Al2O3)
t/℃

E/
GPa

Pre-crackPre-crack

图1

60

BC(NiCrAlY)

琢×10-6/℃ -1

Surface crack

1000

45

SUB (DZ125)

分别采用扩展有限元法和内聚力单元法模拟 TC

Interface crack

900

380

表 2 不同层材料参数[11]

1 模型和参数

1.1

（1）

TC(ZrO2+Y2O3)

琢×10-6/℃ -1

v

E/
GPa

琢×10-6/℃ -1

v

20

400

8

0.23

48

9

0.1

200

390

8.2

0.23

47

9.2

0.1

400

380

8.4

0.24

44

9.6

0.1

600

370

8.7

0.24

40

10.1

0.11

800

355

9

0.25

34

10.8

0.11

1000

325

9.3

0.25

26

11.7

0.12

1100

320

9.6

0.25

22

12.2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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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BC 层与温度相关的 Norton 蠕变参数[12-13]
B/(

t/℃

1
)
sMPan

裂能。
当等式右边幂方之和等于 1 时，内聚力单元完全

n

≤600

6.54×10-19

4.57

失效并删除，裂纹扩展，本文将指数设为 1。

700

2.20×10-12

2.99

1.5

800

1.84×10

-7

1.55

采 用 扩 展 有 限 元 法 （Extended Finite Element

≥850

2.15×10

-8

2.45

Method，EFEM）模拟陶瓷层表面垂直裂纹在 TC 层内

1.3

的扩展。

载荷和边界条件
从图 2 中可见，在热障涂层左右两侧分别施加对

称边界条件和周期性边界条件。左侧边界约束 x 方向
位移，右侧边界约束所有结点与参考点在 x 方向上有
相同的位移，底部边界约束 y 方向的位移。

忽略新裂纹的萌生，裂纹扩展基于虚拟裂纹闭合
技术（Virtual Crack Closure-integral Technique，VCCT）
准则 [16]，扩展方向垂直于最大切向应力方向，假设由
混合模式主导，同样采用幂法则控制裂纹扩展

蓸

G equiv = G Ⅰ
G ⅠC
G equivC

有限元模型中单个循环热载荷谱如图 3 所示。考
虑单次热循环，包含 300 s

蔀 蓸
琢m

GⅡ
+
G ⅡC

蔀 蓸
琢n

GⅢ
+
G ⅢC

蔀

琢o

（4）

式中：G Ⅰ、G Ⅱ、G Ⅲ分别为模式Ⅰ、Ⅱ、Ⅲ的实际能量释

1150

升 温 、3600 s 保 温 、300 s

放率；G ⅠC,G ⅡC,G ⅢC 分别为模式Ⅰ、Ⅱ、Ⅲ的临界能量

降温过程。各层温度分布

释放率；琢m、琢n、琢o 均取为 1。

均匀，不考虑氧化层高温

25

生长应力，蠕变仅发生在

0

300

600

3300 3600 3900 4200
子/s

图 3 有限元模型中单个循环

保温阶段，对裂纹演化影

热载荷谱

[14]

响较小 。
1.4

TC 层表面裂纹模型

当等式右边幂方之和等于 1 时裂纹扩展。TC 层
的断裂韧性在一定范围内 [17]，此处取为 50 J/m2，由于
缺少与断裂模式相关的试验数据，本文假设不同断裂
模式的临界能量释放率相等 [6]。

BC/TGO 界面裂纹模型
在 BC/TGO 界面采用内聚力单元来模拟界面裂

2 模拟结果和讨论

纹的萌生与扩展。内聚力单元力学行为由双线性牵引

模拟结果显示表面裂纹主要在升温阶段扩展，且

- 分离法则表征，如图 4 所示。对于平面问题，主要包

扩展方向基本垂直向下，而界面裂纹在降温阶段萌生

含 6 个参数：
法向、
切向的

和扩展，在两侧波峰区域萌生裂纹，并沿界面向波谷

Traction

最大 牵 引 力 和 临 界 位 移

Damage initiation

0

滓n,s

滓0n、滓0s 和 啄0n、啄0s，以及临

根据文献[8,19]的结论，位于波谷上方的表面裂纹扩

K

界断裂能 G nc、G sc，根据文

0

献[15] 设置相关参数，取

扩展，符合文献[18]涂层失效前的裂纹演化试验结果。

（1-D）
i K
0

啄n,s

Final failure

展最长，而越靠近正弦界面，对界面裂纹的萌生与扩

f
啄n,s Separation

展影响也就越大。因此，下文主要讨论位于波谷上方

图 4 双线性牵引 - 分离法则

啄ratio=啄0n，s／啄fn，s=0.25[6]。

内聚力单元损伤起始是指单元刚度开始退化的
时刻，对应图 4 中的顶点，采用二次名义应力准则来

蓸

蔀 蓸 蔀
2

蓸

G = Gn
G nc
Gc

=1

（2）

蔀 + 蓸 GG 蔀 =1
琢

2.1.1

表面裂纹对界面裂纹的影响
无表面裂纹时界面裂纹状态分析

了解不含表面裂纹时界面裂纹的变化情况。不含表面

2

界面裂纹行为由混合模式主导，内聚力单元损伤
演化满足幂法则

2.1

为了对比分析表面裂纹对界面裂纹的影响，需要

表征界面初始损伤[16]，即

〈滓n〉
滓
+ 0s
滓0n
滓s

的表面裂纹与界面裂纹之间的相互作用。

s

sc

裂纹时界面裂纹的主要断
裂形式如图 5 所示。图中 x
轴表示热障涂层模型的横

琢

（3）

式中：G n、G s 为由牵引力引起的法向、切向的断裂能；
G nc、G sc 为单元完全失效，即界面断裂所要求的临界断

MMIXDIMI
（Avg:75%） y
1.0
0.5
0
-1.0
x

向，即长度方向；y 轴表示 图 5 BC/TGO 界面裂纹的
纵向，即厚度方向，下文中

断裂形式（A =20 滋m）

所有 S22 和 S12 分别表示沿 y 轴的正应力和作用在 yz
平面沿 y 轴的剪力。参数 MMIXDMI 表示初始损伤时

赵

第1期

99

凯等：热载荷下热障涂层表面裂纹 - 界面裂纹的相互作用

内聚力单元的混合断裂模式比，0~0.5 以拉伸为主，
0.5~1.0 以剪切为主，-1.0 表示未发生损伤。从图中可
见，界面裂纹的主要断裂形式初始是以拉伸为主，随
后在向波谷扩展的过程中逐渐以剪切为主。
BC/TGO 界面在降温阶段的 S22 和 S12 随时间变
化的应力分布如图 6 所示。图中，横坐标 x 为上文所
述的界面节点到模型左边界的距离，虚线 CT1（t=4102

（b）S12

（a）S22

图 9 表面裂纹对 BC/TGO 界面 S22 和 S12 应力的影响

s）、CT2（t=4152 s）、CT3（t=4200 s）表示不同时刻裂纹尖

2.2

端随时间逐渐向波谷靠近。图中显示裂纹尖端拉应力

2.2.1

界面裂纹对表面裂纹的影响
无界面裂纹演化时表面裂纹状态分析

在尖端附近出现局部最值，随着时间变化，其幅值逐

界面远离 TC 层表面，对其应力分布基本无影

渐减小；相反，裂纹尖端附近剪切应力局部最大值随

响。Abaqus 中扩展有限元与内聚力单元联用时，无法

时间逐渐增大。S12 和 S22 局部应力幅值都随裂纹扩展

计算表面裂纹动态变化的断裂参数，采用围道积分计

逐渐向波谷移动。

算静态表面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如图 10 所示。从图
中可见，表面裂纹扩展主要受Ⅰ型裂纹主导，即横向应
力诱导陶瓷层内表面裂纹在垂直方向扩展，与文献[20]
中试验结论相吻合。
2.2.2

界面裂纹对表面裂纹的影响
界面裂纹对表面裂纹长度变化的影响如图 11 所

图 6 降温阶段 BC/TGO 界面应力 S22 和 S12
随时间变化的分布（A =20 滋m）

2.1.2

示。从图中可见，表面裂纹在升温阶段的扩展基本不
受界面裂纹的影响。

表面裂纹对界面裂纹的影响

引入表面裂纹后的应力分布如图 7 所示。从图中
可见，S22 最大拉应力在界面裂纹尖端未脱粘的一侧
界面，最大压应力在 TGO/BC 脱黏界面，这是由于裂
纹张开后，界面之间失去约束，在降温阶段温度载荷
的作用下，失去约束部分的 TGO 界面产生较大收缩，
同时 TGO 弹性模量相对较大，产生较大的负应变和

图 10 静态表面裂纹

图 11 界面裂纹对表面裂纹

应力强度因子

长度变化的影响

负应力。表面裂纹对界面裂纹应力场和裂纹长度的影
响如图 8~9 所示。得到以下规律：
（1） 表面裂纹使得

2.3

BC/TGO 界面的应力幅值减小；
（2） 表面裂纹使界面

2.3.1

裂纹扩展长度有所增加，但表面裂纹还未扩展到界面
较深处，影响程度有限（如图 7 所示）。

影响表、界面裂纹相互作用的因素
界面形貌
热障涂层实际结构的界面形貌更为复杂，为了研

究界面形貌对表、界面裂纹的相互作用，将界面形貌

简 化 为 不 同 幅 值 （A 10=10 滋m；A 15=15 滋m；A 20=20
滋m）的正弦曲线，分析结果如图 12~13 所示。总结出

S,S22/MPa
（Avg:75%）
229.97
67.72
-94.53
-256.78
-419.03
-581.28
-743.53
-905.78
-1068.03
-1230.29
-1392.54
-1554.79
-1717.04

规律如下：
（1）界面正弦幅值越大，界面裂纹萌生时间

越早，扩展程度也越大。结合 2.2.2，界面形貌虽然影
响界面裂纹扩展长度和萌生时间，但对表面裂纹影响

图 7 表、界面裂纹相互

图 8 表面裂纹对界面裂纹

作用的应力

长度变化的影响

很小。界面正弦幅值为 20 滋m 的表面裂纹最终扩展
长度小于 15 滋m 的，可能与扩展有限元只能扩展到
单元边界，而不同形貌网格尺寸不一致有关；
（2）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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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A 20H（代表正弦幅值为
20 滋m，厚度为 3 滋m，其他
3

类似）裂纹扩展增幅相较于其他几个模型的更大；
（2）
氧化层逐渐增厚，裂纹尖端位置发生变化，BC/TGO
界面裂纹附近的应力幅值位置也发生变化，但幅值大
小变化很小。
（a）界面裂纹

（b）表面裂纹

图 12 不同幅值对界面裂纹和表面裂纹扩展长度的影响

综上可知，氧化层界面幅值和厚度主要影响界面
裂纹，随着热循环的不断进行，氧化层逐渐增厚，界面
形貌越不平整，对界面裂纹演化的影响程度加剧，导
致界面更易失效。因此氧化层的热生长是一个需要高
度重视的问题。
2.3.3

不同层的弹性模量
热障涂层服役环境复杂，包含热、力、化学等多种

耦合场，材料参数易发生各种变化，且变化空间较大，
（a）S22

（b）S12

图 13 室温下不同幅值 BC/TGO 界面 S22 和 S12 应力分布

不同结构之间的材料参数匹配对裂纹演化存在很大
影响。为了研究这种影响，将 TC、TGO、BC 层材料的

界面正弦幅值的增大，裂纹附近正应力幅值逐渐减

弹性模量进行简化，采用单一弹性模量，其取值来自

小，而剪切应力幅值逐渐增大，即界面裂纹对产生裂

文献[21]，同样仅考虑 1 次热循环作用，载荷谱与第

纹的界面应力影响程度随界面正弦幅值增大而增加。

1.3 节的一致。

2.3.2

分析结果并见表 4，如图 16~19 所示。从表 4 和

氧化层厚度
热障涂层在热循环过程中，氧化层会在热生长应

图 16 中可见，BC 层弹性模量的变化对表面裂纹能量

力的作用下逐渐增厚，对表、界面裂纹的演化产生影

释放率和扩展程度影响很小，而 TC 层的弹性模量则

响，本文通过改变氧化层厚度研究氧化层增厚的影

正好相反，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在研究不同层的弹性

响。分析结果如图 14~15 所示。总结出的规律如下：

模量对界面裂纹的影响时，需要考虑是否存在表面裂

（1）氧化层逐渐增厚（1~7 滋m），扩展程度加剧，同时

表面裂纹的影响减小。界面形貌对表面裂纹影响很

纹的影响。总结出的规律如下：
（1）分析图 17，可忽略
表 4 表、界面裂纹相互作用下 TC 层和 BC 层弹性模量对

小，长度不同的原因与第 2.3.1 节中的分析一致，也导

表面裂纹扩展长度的影响
ETC/GPa

（a）界面裂纹

EBC /GPa

滋m

50

100

150

200

20

195

195

195

195

30

196

196

196

196

50

256

256

256

256

60

262

262

262

257

（b）表面裂纹

图 14 不同厚度对界面裂纹和表面裂纹扩展长度的影响

（a）ETC=20 GPa
（a）S22

（b）S12

图 15 室温下不同厚度 BC/TGO 界面 S22 和 S12 应力分布

图 16

（b）EBC=50 GPa

TC 层和 BC 层弹性模量对静态表面裂纹能量
释放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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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裂纹的影响，发现 BC 层弹性模量的变化极大影

19（a）验证了这一结论；
（2）分析图 18，随着 TC 层弹

响界面裂纹的演化，随着 BC 层弹性模量的增大，界

性模量的增大，表面裂纹扩展长度增加，对界面裂纹

面裂纹萌生时间提前，并且最终扩展程度也加剧，图

的影响程度加剧，使得界面裂纹最终扩展长度大幅增
加，而观察 2 组表面裂纹相近的数据，可以发现在忽
略表面裂纹的影响时，TC 层弹性模量对界面裂纹影
响较小，使萌生时间小幅延迟，图 19（b）验证了这一
结论。
综上可知，各层的弹性模量对表、界面裂纹存在
较大影响，合理选择材料，控制热障涂层内不同裂纹

（a）ETC=20 GPa

（b）ETC=30 GPa

的萌生与扩展。

3 结论
通过模型模拟结果对比，分析了热障涂层表面裂
纹和 BC/TGO 界面裂纹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几何参
数和材料参数对其相互作用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c）ETC=50 GPa

（d）ETC=60 GPa

图 17 表、界面裂纹相互作用下 BC 层弹性模量对界面裂纹
萌生与扩展的影响

（1）表面裂纹主要在升温阶段扩展，以张开型裂
纹为主，界面裂纹主要在降温阶段萌生与扩展，在波
峰处以拉伸破坏为主，随着裂纹向波谷处扩展，逐渐
转变为以剪切破坏为主。表面裂纹对界面裂纹演变影
响较大，主要体现在表面裂纹改变界面附近应力场，
促进表面裂纹两侧界面裂纹扩展，使界面裂纹最终扩
展长度增加。而界面裂纹对表面裂纹的影响较小。
（2）氧化层界面形貌和厚度主要影响界面应力和
界面裂纹演化，随着界面正弦幅值和氧化层厚度的增

（a）EBC=50 GPa

（b）EBC=100 GPa

大，界面裂纹萌生时间提前，且最终扩展程度加剧；
TC 层弹性模量主要影响表面裂纹，随着弹性模量的
增大，表面裂纹扩展程度加剧，更靠近界面，使得表面
裂纹对界面裂纹的影响加剧；BC 层弹性模量主要影
响界面裂纹，随着弹性模量的增大，界面裂纹萌生时
间提前，扩展程度加剧。

（c）EBC=150 GPa

（d）EBC=200 GPa

图 18 表、界面裂纹相互作用下 TC 层弹性模量对界面裂纹
萌生与扩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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