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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扇发动机自适应加减速控制研究

王 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针对涡扇发动机加减速过程特性参数变化大的不确定系统，提出一种带执行机构的涡扇发动机自适应加减速伺服控制

设计方法。采用变阻尼修正的自适应控制规律，抑制了自适应加减速过程中的参数漂移。在自适应加减速控制算法中，设计目标

是使被控对象的输出能够伺服跟踪任意加减速指令信号，这一指令与涡扇发动机加减速过程中对带有条件限制的指令要求一致，

为使控制系统具有加减速伺服跟踪和对外界扰动信号抑制的能力，在控制回路中内嵌积分环节，实现闭环加速伺服跟踪鲁棒性

能，结果表明：自适应控制适用于涡扇发动机过渡态控制。在仿真时，在系统中加入白噪声干扰的情况下，自适应参数被限制

在 ±0.003的范围内，没有出现参数漂移现象；在快速加减速过程中，加减速燃油流量未出现大幅超调和下垂，加减速时间不超过4 s。
关键词：自适应；过渡态伺服控制；参数漂移；涡扇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02.001

Research on Adaptive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Control of Turbofan Engine
WANG Xi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uncertain system of turbofan engine with large variation of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in acceleration and decel⁃
eration process，a design method of adaptive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servo control for turbofan engine with actuator was proposed.
The adaptive control law of variable damping correction was adopted to restrain the parameter drift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ve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In the adaptive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control algorithm，the design goal was that the output of the controlled ob⁃
ject could servo track any command signal，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conditional commands in the acceleration and de⁃
celeration process of turbofan engine. In order to make the control system have the ability of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servo tracking
and external disturbance signal suppression，an integrator was embedded in the control loop to realize closed-loop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
ation servo track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daptive control is suitable for the transient control of turbofan engine. In the simulation，the
adaptive parameters are limited in the range of ±0.003 when white noise interference is added into the system，and there is no parameter
drift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the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fuel flow does not appear large
overshoot and droop and the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time is not more than 4 s.

Key words：adaptive；transient state servo control；parameter drift；turbofan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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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飞机的机动敏捷性需要航空发动机的快速推力

变化才能实现，涡扇发动机过渡态性能是评估高性

能发动机的 1项重要指标。在慢车以上的过渡态下，

加减速控制包括开环油气比控制和闭环Ndot控制 2
种方法[1-3]。在 20世纪 80年代前，应用于航空发动机

液压机械控制的加减速控制普遍采用带有主燃油流

量限制的开环油气比供油规律 [3-4]；在 80年代以后，

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器（Full Authority Digital Elec⁃
tronic Control,FADEC）逐步取代了液压机械控制器，

在现代高性能航空发动机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

用[5]。针对液压机械控制改进数字电子控制的过渡

态控制设计问题，苗浩洁等[6]提出一种不含温度参数

的油气比加减速控制规律，可避免温度传感器动态

响应滞后而影响发动机加减速性能的问题；针对

FADEC用过渡态控制的设计问题，孔祥兴等[7]提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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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外推加减速开环油气比供油规律的设计方法。由

于开环油气比控制规律存在外界环境适用性较差的

问题，为了保证发动机在空中起动的成功率，F100发
动机采用闭环Ndot控制取代了开环油气比控制，在

空中停车或熄火的情况下，在燃烧室燃油被成功点燃

之前采用开环供油方式，一旦确认高压涡轮后温度传

感信号明显上升，燃油供油方式和压气机放气控制立

刻进入闭环控制方式，其中，闭环变燃油控制采用受高

压涡轮后温度超温限制的N2dot = f ( PLA,P2,T2,Ma )
的控制策略[8]。转子加速度的过渡态控制律已应用

于先进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设计中，以保证同一型

号发动机加减速性能的一致性，而不随发动机加工制

造误差、材料差异及部件性能退化等因素变化。针对

双转子涡扇民用发动机，党伟等[9-10]提出一种 N-dot
过渡态控制律的设计方法，基于差分进化算法，设计

了相应闭环N-dot的PI控制律，采用增益调度计划构

建了全飞行包线内的N-dot过渡态控制律。但是，闭

环控制反馈回路中需要转速的微分信号，所带来的测

量噪声问题给闭环控制在工程上的应用带来一定的

难度[2]；针对这一问题，杨舒柏等[11]提出一种不采集转

速微分信号的间接Ndot闭环控制方法，并对比了直

接Ndot闭环控制和间接Ndot闭环控制的优缺点。

近年来，多变量控制在理论方面已得到了长足发

展[3-4]。其中，基于内点法求解线性矩阵不等式（Lin⁃
ear matrix inequality-LMI）问题已成为设计多变量控

制律的一种有效手段，为了实现对涡扇发动机高精准

稳态控制，在静态输出反馈渐近稳定条件的基础上考

虑控制系统的鲁棒稳定裕度。崔颖等[12]提出了一种

多变量控制系统闭环极点配置圆的线性矩阵不等式

LMI设计方法；针对涡扇发动机过渡态多变量控制设

计难的问题，缪柯强等[13]基于增益调度可作为非线性

动态控制策略这一基本原理，将稳态多变量控制规律

的 LMI方法推广到涡扇发动机过渡态主控回路闭环

控制的设计中，提出一种过渡态主控回路闭环控制律

的优化设计方法。

自适应控制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50年代，源自于

高稳定性和高动态性能的飞机自动驾驶装置系统设

计。由于自适应控制能够对系统中存在的不确定性

实施有效控制，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14-15]，可以广义

描述为基于可测的被控对象输出参数在线实时调整

控制器的增益设计参数以适应系统不确定性的变化，

其中可调控制器参数称为自适应参数，而将 1组用数

学微分方程描述的调整机制称为自适应律。显然，自

适应控制是被控对象动态特性存在不确定性的一种

更为灵活的控制方法。王浩楠等[16]以飞机纵向运动

的三自由度动态系统为背景，研究了以油门杆角度和

升降舵偏转角为控制输入、以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为

被控输出的 6状态三自由度飞机多变量自适应控制

问题，仿真结果表明多变量自适应控制方法有助于提

升控制系统的动态性能。

显然，涡扇发动机在宽广的飞行包线范围内工作

时，其表现的动态特性变化很大。本文针对涡扇发动

机加减速过程特性参数变化大的不确定系统，研究带

执行机构的涡扇发动机自适应加减速伺服控制的设

计方法，并考虑抑制自适应加减速过程中的参数漂移

问题。

1 不确定系统的自适应伺服控制描述

设带执行机构的涡扇发动机多输入多输出参数

匹配不确定系统Σ1可描述为

∑1: ìí
î

ẋp = Apxp + BpΛ ( u + f ( xp ) )
yp = Cpxp （1）
f ( xp ) = ΘTΦ ( xp ) ∈ Rp （2）

式中：Ap ∈ Rn × n、Bp ∈ Rn × p、Cp ∈ Rp × n，为已知的常量矩

阵；Λ ∈ Rp × p，为未知的具有正对角元素的常量对角矩

阵，用于描述控制系统回路的潜在缺陷；系统状态向

量 xp ∈ Rn全部可测；控制输入向量 u ∈ Rp；被控输出

向量 y ∈ Rp全部可测；f ( xp ) :Rn → Rp，为与状态相关

的参数匹配不确定性向量；Θ ∈ Rs × p，为未知的不确定

性常量参数矩阵；Φ ( xp ) ∈ Rs，为 s维已知的局部 Lip⁃
schitz连续的有界回归函数向量；系统不确定性集合

为 { }Λ,Θ ，( Ap,BpΛ ) 可 控 ；由 于 不 确 定 性 f ( xp ) =
ΘTΦ ( xp )出现在控制输入矩阵B的作用范围内，不确

定性 f ( xp ) = ΘTΦ ( xp )称为参数匹配不确定性；矩阵B

的列空间由所有Bu的乘积构成；在理想自适应情况

下，控制输入u能够完全抵消参数匹配不确定性。

令 ycmd ( t ) ∈ Rp为被控输出向量 y ∈ Rp的跟踪有界

指令向量，涡扇发动机多输入多输出MIMO不确定系

统Σ1的自适应控制设计目标可描述为：在系统存在

不确定性集合{ }Λ,Θ 的条件下，采用全状态反馈，使

被控输出向量 y能够伺服跟踪任意有界的时变指令

向量 ycmd ( t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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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控制系统具有伺服跟踪和对扰动信号抑制

的能力，期望在控制回路中内嵌积分环节，以实现闭

环系统的伺服跟踪鲁棒性能，为此，定义跟踪误差向

量为

e ( t ) = ycmd ( t ) - yp ( t ) （3）
并考虑误差的积分

e i ( t ) = ∫0t e ( τ ) dτ （4）
对系统Σ1增广，定义增广系统Σ2的状态向量为

x = é
ë
ê

ù
û
ú

xp
e i
∈ Rn + p，则Σ2可表示为

∑2: ìí
î

ẋ = Ax + BΛ ( u + f ( xp ) ) + B refycmd
y = Cx （5）

其中，增广系统Σ2的系数矩阵分别为

A = é
ë
ê

ù
û
ú

Ap 0n × p-Cp 0p × p ∈ R
( n + p ) × ( n + p )，B = é

ë
ê

ù
û
ú

Bp0p × p ∈ R
( n + p ) × p

B ref = éëê
ù
û
ú

0n × p
Ip × p

∈ R( n + p ) × p，C = [ ]Cp 0p × p ∈ Rp × ( n + p )
为 使 ( A,BΛ ) 可 控 ，要 求 ( Ap,BpΛ ) 可 控 ，且

det ( )Ap BpΛ
Cp 0p × p ≠ 0。
因此，涡扇发动机MIMO不确定系统Σ1的自适应

内模控制设计目标为：对于MIMO不确定系统Σ2，在

存在不确定性集合{ }Λ,Θ 的条件下，采用全状态反

馈，使得被控输出向量 y能够伺服跟踪任意有界的时

变指令向量 ycmd ( t )。
2 参考模型设计

对于系统 Σ2，令 Λ = Ip × p，Θ = 0s × p，可得 Σ2的基

准动态系统Σ3为

∑3: ìíî
ẋ = Ax + Bu + B refycmd
y = Cx （6）

对 于 系 统 Σ3，设 ycmd 为 常 量 指 令 ，以 z = ẋ =
é
ë
ê

ù
û
ú

ẋp
ė i
∈ Rn + p为状态向量，以 v = u̇ ∈ Rp为输入向量，构

建系统Σ4为

Σ4:{ż = Az + Bv （7）
系统Σ4在状态反馈

v = -Kz z ∈ Rp,Kz ∈ Rp × ( n + p ) （8）
的作用下，考虑线性二次型性能指标最小化的调节器

设计问题，即

minJ ( v ) = min ∫0∞( )zTQz + vTRv dt （9）
式中：Q = QT ≥ 0，为对称半正定加权矩阵，Q对状态

向量 z进行性能约束；R = RT > 0，为对称正定加权矩

阵，R对输入向量 v进行性能约束，则系统Σ4的最优

LQR解为

v = u̇ = -R-1BTPz = -Kz z = -( )Kp K i ( )ẋpė i ∈ Rp （10）
式中：Kz为系统Σ4的全状态反馈增益矩阵

Kz = ( )Kp K i = R-1BTP ∈ Rp × ( n + p ) （11）
式中：P为下述代数Riccati方程的惟一对称正定解。

ATP + PA + Q - PBR-1BTP = 0 （12）
对式（8）积分，则Σ3的线性二次调节器LQR的解为

Kx = Kz = ( )Kp K i ∈ Rp × ( p + n )，Kp ∈ Rp × n，K i ∈ Rp × p（13）
则Σ3在状态反馈

ub = -Kx x （14）
的作用下，其闭环系统的动态模型为

∑ref : ìíî
ẋ ref = A refx ref + B refycmd
y ref = C refx ref （15）

式中：A ref为Hurwitz矩阵，A ref = ( A - BKx )；C ref = C。
3 不确定系统的自适应控制律

设系统Σ2的控制输入由基准控制 ub和自适应控

制uad 2部分组成，即

u = ub + uad = -Kx x + uad ∈ Rp （16）
则系统Σ2等价为

ì
í
î

ï

ï

ẋ = A refx + BΛ[ ]uad + f̄ ( xp,ub ) + B refycmd
y = C refx （17）

其中

f̄ ( xp,ub ) = ( )K Tu ΘT ( )ub
Φ ( xp ) = Θ̄

TΦ̄ ( xp,ub ) ∈ Rp（18）
K Tu = ( )Ip × p - Λ-1 ∈ Rp × p （19）
Θ̄T = ( )K Tu ΘT ∈ Rp × ( p + s ) （20）

Φ̄ ( xp,ub ) = ( )ub
Φ ( xp ) ∈ R

( p + s ) （21）
设 Θ̂̄ ∈ R( p + s ) × p为自适应参数估计矩阵，定义自

适应参数估计误差矩阵

ΔΘ̄ = Θ̂̄ - Θ̄ ∈ R( p + s ) × p （22）
设

uad = - Θ̂̄TΦ̄ ( xp,ub ) ∈ Rp （23）
定义状态跟踪误差向量为

ex = x ref - x （24）
则状态跟踪误差动态方程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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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 A refex + BΛΔΘ̄TΦ̄ ( xp,ub ) （25）
构造Lyapunov二次候选函数

V ( ex, ΔΘ̄ ) = eTxP refex + tr ( ΔΘ̄TΓ-1ΔΘ̄Λ ) （26）
式 中 ：自 适 应 参 数 速 率 加 权 矩 阵 为 Γ=ΓT >
0,Γ∈R( p + s )×( p + s )，并定义 P ref =P Tref >0，P ref ∈ R( n + p ) × ( n + p ) 为
下述代数Lyapunov方程的惟一正定对称矩阵解

ATrefP ref + P refA ref = -Q ref （27）
式中：Q ref = QTref > 0，为设计过程中根据动态性能要求

需要选择的正定对称阵。

由于ΔΘ̇̄ = Θ̇̂̄ ∈ R( p + s ) × p，则
V̇ ( ex ,ΔΘ̄ ) = ėTxP refex + eTxP ref ėx + 2tr ( ΔΘ̄TΓ-1 Θ̇̂̄Λ )=
( A refex + BΛΔΘ̄TΦ̄ ( xp , ub ) )TP refex + eTxP ref ( A refex +

BΛΔΘ̄TΦ̄ ( xp,ub ) ) + 2tr ( ΔΘ̄TΓ-1 Θ̇̂̄Λ ) =
eTx ( ATrefP ref + P refA ref ) ex + 2eTx P refBΛΔΘ̄TΦ̄ ( xp,ub ) +

2tr ( ΔΘ̄TΓ-1 Θ̇̂̄Λ ) =
-eTxQ refex + 2tr ( ΔΘ̄TΦ̄ ( xp,ub ) eTxP refBΛ ) +

2tr ( ΔΘ̄TΓ-1 Θ̇̂̄Λ )= -eTxQ refex +
2tr é

ë
ê

ù
û
úΔΘ̄T ( Φ̄ ( xp,ub ) eTxP refB + Γ-1 Θ̇̂̄ ) Λ （28）

设自适应律为

Θ̇̂̄ = -ΓΦ̄ ( xp,ub ) eTxP refB （29）
则

V̇ ( ex, ΔΘ̄ ) = -eTxQ refex ≤ 0 （30）
上述推论表明，对于任意的有界指令 ycmd ( t )，在

自适应律式（29）及自适应控制式（23）作用下，当

t→ ∞时，式（17）表示的闭环系统输出 y能够全局渐

进跟踪参考模型输出 y ref，同时 y ref以有界误差跟踪任

意的外部有界指令 ycmd ( t )，因此，y也能以有界误差跟

踪任意的外部有界指令 ycmd ( t )，实现了MIMO任意指

令的跟踪。

进一步对自适应速率权矩阵Γ进行分块

Γ = é
ë
ê

ù
û
ú

Γku 0 p × s0 s × p ΓΘ
∈ R( p + s ) × ( p + s ) （31）

则

Θ̇̂̄ = ( )K̂uΘ̂ = -é
ë
ê

ù
û
ú

Γku 0 p × s
0 s × p ΓΘ ( )ub

Φ ( xp ) e
TxP refB = -

( )ΓkuubeTxP refB
ΓΘΦ ( xp ) eTxP refB （32）

其中，Γku ∈Rp×p，ΓΘ∈Rs×s，Φ̄ ( xp,ub )=( )ub
Φ ( xp ) ∈R

( p + s )，

且

K̇̂u = -ΓkuubeTxP refB ∈ Rp × p （33）
Θ̇̂ = -ΓΘΦ ( xp ) eTxP refB ∈ Rs × p （34）

则

u = ub + uad = ub - K̂ Tu ub - Θ̂TΦ ( xp ) = ( )I - K̂ Tu ub - Θ̂TΦ ( xp ) =
( )I - K̂ Tu

é

ë
ê

ù

û
ú-Kpxp - K i ( ycmd - yps
) - Θ̂TΦ ( xp ) ∈ Rp

（35）

当MIMO不确定系统中存在噪声 ξ时，上述自适

应控制系统将会产生参数漂移现象，其被控对象模型

可表示为

ẋ = A refx + BΛ[ ]uad + Θ̄TΦ̄ ( xp,ub ) + B refycmd + ξ（36）
如果信噪比较小，自适应控制会改变控制策略，

试图通过自适应律来减速噪声，而不是继续跟踪误

差，导致自适应控制律对外界进入系统的噪声不断进

行积分，跟踪误差将会逐渐放大，产生了跟踪参数的

漂移。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需要对自适应律进

行修正，采用变阻尼σ - e修正方法，则变阻尼修正自

适应律为

Θ̇̂̄ = -Γ{ }Φ̄ ( xp,ub ) eTxP refB + σ eTxP refB Θ̂̄ （37）
在上述自适应律修正项中引入 1个σ常数的阻

尼，以限制自适应参数不超出其边界，但σ阻尼修正

无法实现渐进跟踪特性。为此，引入误差 e的修正，

以跟踪误差范数的速率来减小定常σ阻尼的作用，使

自适应律的修正能够实现变阻尼的效果，当误差 e趋

于零时，阻尼作用也随之消失，恢复了参考模型自适

应控制的理想渐进跟踪特性，具有鲁棒抗噪声干扰的

特性。

4 涡扇发动机自适应加减速控制仿真

在上述推论中，采用自适应控制能够实现被控对

象的输出 y伺服跟踪任意的外部有界指令 ycmd ( t )，由
于 ycmd ( t )是任意的，这一结论表明适用于涡扇发动机

的加减速过渡态控制。设带执行机构的双转子涡扇

发动机归一化状态空间不确定模型为

ẋp = Apxp + BpΛ ( u + f ( xp ) ) + [ ]ξ1 ξ2 ξ3
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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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p = Cpxp
其中

xp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N2
N1
W f

,up = W fcmd, yp = N2

Ap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0.1894 0.5752
6.786 -3.593 -1.252
0 0 -10

，Bp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0
0
10

，

Cp = [ ]1 0 0 ，Dp = [ 0 ]
ξ1max = 0.05, ξ1min = -0.05, ξ2max = 0.05,
ξ2min = -0.05, ξ3max = 0.05, ξ3min = -0.05

采用上述方法设计的基准动态系统的状态反馈

控制律为

ub = -Kxx
其中

Kx = ( )Kp K i ，Kp = [ ]421.71 -21.505 140.62 ，

K i = -774.6
参考模型为

ẋ ref = A refx ref + B refycmd ，y ref = C refx ref

A ref =
é

ë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úú
ú

ú
-1 -0.1894 -0.5752 0
6.786 -3.953 -1.252 0
-4217.1 215 -1416.2 7746
-1 0 0 0

，C ref = C

参考模型的单位阶跃响应如图 1所示（采用无量

纲化处理）。调节时间约2.1 s，无超调，无静差。参考

模型的Bode如图 2所示。谐振峰值Mp = 1，带宽ωB=
1.5 rad/s，相角穿越-900的角频率ω-900 = 1.84 rad/s。

设计变阻尼σ - e修正的自适应律

Θ̇̂̄ = -Γ{ }Φ̄ ( xp,ub ) eTxP refB + σ eTxP refB Θ̂̄

式中：Φ̄ ( xp,ub )=ub；自适应速率增益Γ = 0.0001；σ =
1000；P ref为下述代数 Lyapunov方程的正定对称矩

阵解

ATrefP ref + P refA ref = -Q ref
给定Q ref = diag ( 0.1, 0.1, 0.1, 1 )，得

P ref =
é

ë

ê

ê
êê
ê

ê
ù

û

ú

ú
úú
ú

ú
-0.581 0.466 1.077 0.5
0.466 1.049 -0.445 0.143
1.077 -0.445 7.264 1.926
0.5 0.143 1.926 0.62

抑制不确定性的自适应控制为

uad = - Θ̂̄Tub
可得涡扇发动机自适应加减速控制律为

u = ub + uad
构建双转子涡扇发动机自适应加减速控制系统，

加入零均值白噪声的干扰进行加减速性能仿真验证，

仿真时间为 100 s。假设加减速过程中高压转子转速

加减速指令信号、模型参考指令和被控对象响应曲线

如图 3所示（采用无量纲化处理），图中包含了快速加

减速和慢速加减速的多种组合情况。从图中可见，在

加减速过程中尽管发动机的动态特性变化很大，高压

转子转速也能够自适应加减速过程中发动机动态特

性的变化而进行加减速控制参数的适应性调节，高压

转子转速响应曲线非常接近参考指令曲线，2条曲线

几乎重合，在第 20～30 s局部放大图形曲线如图 4所
示（采用无量纲化处理）。

对应的自适应参数响应曲线如图 5所示（采用无

量纲化处理）。从图中可见，在系统中存在白噪声干

扰的情况下，自适应参数被限制在 ±0.003的范围内，

没有出现参数漂移现象。

加减速过程中对应的控制器输出曲线如图 6所

图1 参考模型的单位

阶跃响应

图2 Bode

图3 高压转子转速指令信号、模型参考指令曲线和

跟踪响应曲线

图4 在第20～30 s局部放大高压转子转速指令、

模型参考、响应曲线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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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加减速指令
模型参考指令
加减速高压转子转速响应

Time/s
100908070605040302010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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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采用无量纲化处理）。从图中可见，在加减速过程

中燃油流量未出现大幅超调和下垂。

5 结论

本文针对带执行机构的涡扇发动机参数匹配不

确定系统，研究了涡扇发动机自适应加减速控制的设

计方法，考虑到系统中存在的噪声会使自适应加减速

控制产生参数漂移现象，采用了变阻尼修正的自适应

控制规律，得到以下结论：

（1）自适应控制能够实现被控对象输出 y伺服跟

踪任意的外部有界指令 ycmd ( t )信号，由于 ycmd ( t )是任

意的，表明自适应控制适用于涡扇发动机的加减速过

渡态控制；

（2）在系统存在白噪声干扰的情况下，自适应参数

被限制在±0.003的范围内，没有出现参数漂移现象。

（3）在快速加减速过程中，加减速燃油流量未出

现大幅超调和下垂，加减速时间不超过4 s。
参考文献：

[1]王曦，程茵 .国外航空推进控制技术的发展[J].航空发动机，2009，
35（3）：4-7.
WANG Xi，CHENG Yin.Development of thrust control technology for
foreign aeroengine[J]. Aeroengine，2009，35（3）：4-7.（in Chinese）

[2]赵连春，杰克马丁利 .飞机发动机控制：设计、系统分析和健康监视

[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2：96-110.
ZHAO Lianchun，Jack D M. Aircraft engine controls：design，system
analysis and health monitoring[M]. Beijing：Aviation Industry Press，
2012：96-110.（in Chinese）

[3] Jaw L C，Garg S. Propulsion contro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R]. NASA-TM-2005-213978.

[4] Spang H A，Harold B. Control of jet engines[J]. Control Engineering
Practice，1999，7：1043-1059.

[5] Jeffrey C，Ryan D M，Jonathan S L，et al. Control design for a generi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R]. AIAA-2010-6629.

[6]苗浩洁，王曦，杨舒柏 .基于相似参数的加速供油规律反设计方法

研究[J].推进技术，2019，40（3）：675-681.
MIAO Haojie，WANG Xi，YANG Shubo. Reverse design method of fu⁃
el supply law for acceleration based on similarity parameters [J]. Jour⁃
nal of Propulsion Technology，2019，40（3）：675-681.（in Chinese）

[7] KONG Xiangxing，WANG Xi. An extrapolation approach for aeroen⁃
gine’s transient control law design[J].Chinese Journal of Aeronautics，
2013，26（5）：1106-1113.

[8] Tony K C，Frank W B. Preliminary flight evaluation of F100 engine
model derivative airstart capability in an F-15 airplane[R]. NASA-
1984-86031.

[9] Dang W，Wang X，Wang H，et al. Design of transient state control
mode based on rotor acceleration[C]//Applied Sciences and Technolo⁃
gy（IBCAST），2015 12th International Bhurban Conference，IEEE
Press，2015：126-132.

[10] 王曦，党伟，李志鹏，等 . 1种N-dot过渡态 PI控制律的设计方法

[J].航空发动机，2015，41（6）：1-5.
WANG Xi，DANG Wei，LI Zhipeng，et al. A design method of N-dot
transient state PI control laws[J]. Aeroengine，2015，41（6）：1-5.（in
Chinese）

[11] Shubo Yang，Xi Wang. A comparative study on N-Dot acceleration
technique[R]. ASME-GT-2016-57341.

[12]崔颖，王曦 .涡扇发动机极点配置圆的多变量PI控制设计[J].航空

发动机，2019，45（3）：31-38.
CUI Ying，WANG Xi. Multivariable PI control design for pole placing
circle of turbofan engine[J]. Aeroengine，2019，45（3）：31-38.（in
Chinese）

[13] Keqiang Miao，Xi Wang，Meiyin Zhu. Full flight envelope transient
main control loop design based on LMI optimization[R]. ASME-GT-
2020-16048.

[14] Eugene L，Kevin A W. Robust and adaptive control with aerospace ap⁃
plications[M]. London：Springer-Verlag London，2013：211-223.

[15] Nhan T N. Model-reference adaptive control：a prime[M]. Berlin：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2018：1-9.

[16] Haonan Wang，Xi Wang. A robust model reference adaptive control
framework for integrated flight propulsion system [R]. ASME-GT-
2020-16228.

（编辑：刘 亮）

图5 自适应参数响应曲线

图6 控制器输出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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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超声速民机的变循环发动机研究进展

王占学，郝 旺，张晓博，周 莉
（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129）

摘要：虽然自“协和”式民机退出蓝天后，在役民机止步于高亚声速，但是研究人员追寻超声速民用运输的脚步却从未停止，并

且自第 1代超声速民机以后，对超声速民机的研究就从未脱离过变循环发动机的技术探索。叙述了国外超声速民机用变循环发

动机的发展历程，着重介绍了美国超声速巡航研究（SCR）计划、美国高速研究（HSR）计划、欧洲超声速研究（ESRP）计划、日本高超

声速运输机推进系统研究（HYPR）计划、美国商业超声速（CST）计划下的变循环发动机研制情况，总结了各计划下变循环发动机

的结构特点、性能优势及发展目标，论述了进/发匹配、低噪声、低排放等超声速民机用变循环发动机的关键技术及研究进展，为中

国超声速民机用变循环发动机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超声速民机；变循环发动机；进/发匹配；低噪声；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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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Variable Cycle Engine for Supersonic Civil Aircraft
WANG Zhan-xue，HAO Wang，ZHANG Xiao-bo，ZHOU Li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Abstract：Although the supersonic civil aircraft in service has stopped at the high subsonic since Concorde was withdrawn from the
sky，the footsteps of people in pursuit of supersonic civil transport have never stopped. Since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supersonic civil aircraft，
the research on supersonic civil aircraft has never been separated from the technical exploration of variable cycle engine.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variable cycle engine under supersonic program，such as American Supersonic Cruise Aircraft Research program，American High
Speed Research program，European Supersonic Research program，Japan Hypersonic Transport Propulsion System Research program and
American Commercial Supersonic Technology program，were reviewed. The structural features，performance advantages and development
objectives of each program were summarized.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variable cycle engine for supersonic civil aircraft，such as inlet/en⁃
gine matching，low noise and low emission technologies were discussed.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
ment of variable cycle engine for supersonic civil aircraft in China.

Key words：supersonic civil aircraft；variable cycle engine；inlet/engine matching；low noise；low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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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世纪 60年代，美、英、法和前苏联开始研制超

声速民机。然而，在研发第 1代超声速民机的过程

中，各研究机构皆遭遇动力不“适”的难题。例如，作

为惟一投入商业运营的超声速民机——由英、法 2国
联合研制的“协和”式民机（安装了 4台Olympus 593
加力式双转子涡喷发动机）最终因高噪声和经济性差

的问题而退出历史舞台[1]；前苏联的图-144（安装了 4
台NK144加力式双转子涡扇发动机）虽是最早首飞

的超声速民机，但由于设计仓促而引发的技术问题导

致灾难不断[2-3]；美国在超声速运输机（Supersonic
Transport ，SST）计划下的波音 2707（安装了 4台GE4
单转子加力涡喷发动机）虽然设计指标更高（马赫数

2.7，载客234人），但也由于发动机噪声、臭氧层破坏、

经济性等问题无法解决而胎死腹中[4]。这些飞机无

论因为经济性不高还是因环保不达标（噪声和排放问

题）而失败，究其根本都与没有理想的动力装置有关。

虽然在第 1代超声速民机的研究热潮中各国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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铩羽而归，但这并未影响研究人员将民航运输推向超

声速的雄心。众所周知，亚声速民机的主流动力装置

是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但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不适

用于超声速飞行。若采用小涵道比涡扇甚至是涡喷

发动机作为超声速民机的动力装置，其较高的排气速

度会导致起飞噪声较大，且高的排气速度使得推进效

率显著降低，亚声速时的耗油率较高，会重蹈第 1代
超声速民机研究的覆辙。因此，急需一种兼具涡喷发

动机的超声速特性和涡扇发动机的噪声和经济特性

的推进系统。基于这些考虑，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

GE公司提出了变循环发动机（Variable Cycle Engine，
VCE）的概念，目的是融合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起飞低

排气速度（低噪声）、亚声速巡航低耗油率以及小涵道

比涡扇发动机超声速巡航低耗油率的优势[5]。

变循环发动机概念的提出给超声速民机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被公认为是适用于马赫数介于 2~3
超声速民机的理想动力装置。在第 1代超声速民机

之后，各国开展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超声速运输计划。

本文主要分析了变循环发动机在这些超声速运输计划

中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一些需突破的关键技术，为中

国超声速民机用变循环发动机的发展提供参考。

1 美国超声速巡航研究（SCR）计划

1973年，美国启动了超声速巡航研究（Superson⁃
ic Cruise Aircraft Research ，SCR/SCAR）计划，在其子

项目先进超声速推进系统技术研究中，对百余种发动

机方案（包括变循环发动机方案）进行了论证与对比。

1.1 GE公司

GE公司在 SCR计划的第 1阶段初步分析了变吸

气压气机、柔性循环、涡轮增强循环、涵道可调等变循

环方案以及混排加力涡扇、带外涵燃烧涡扇等常规循

环方案的性能[6]。其中涵道可调变循环方案（如图 1
所示）采用 3转子双外涵结构，以期解决常规循环发

动机在节流状态下安装损失过大的问题。在亚声速

节流状态下，前外涵打开，发动机工作在双外涵模式；

在最大推力状态下，前外涵关闭，发动机工作在单外

涵模式。涵道可调方案通过 2个外涵之间的调节，可

有效控制 3个转轴的转差，从而实现在不同飞行条件

下发动机与进气道的良好匹配，减少亚声速节流状态

时的安装损失。涵道可调变循环发动机虽然有效地

降低了发动机的安装损失，但其本身结构过于复杂（3

个转子、3个喷管、3个可调涡轮和2个外涵道）。

总的来说，涵道可调方案通过外涵道数量的变

化，实现了调节涵道比的目标，这一思想很好地协调

了发动机部件几何调节难度和涵道比大范围调节能

力之间的矛盾，在GE公司后续的变循环发动机研究

项目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了简化涵道可调变循

环方案，GE公司在 SCR计划的第 2阶段重点研究了

单外涵和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并将其与常规循环发

动机进行对比，证明了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相比于常

规循环发动机安装损失更小、耗油率更低、经济性更

佳以及相同噪声水平下航程更远，由此确定了双外涵

变循环发动机的基本结构，这就是GE21变循环发动

机[7-9]，如图 2所示。其涵道比调节范围为 0.25~0.60。
GE公司在 SCR计划的第 3、4阶段联合洛克希德公

司、麦道公司、波音公司3家飞机公司，分别进行了马赫

数2.55、载重26308 kg，马赫数2.2、载重25383 kg，马赫

数 2.32、载客 273人的超声速民机与变循环发动机一

体化设计的研究[10-12]。

1.2 PW公司

PW公司在先进超声速推进系统技术研究项目

中的工作方式与GE公司的一致，即第 1阶段为发动

机方案论证[13]；第 2阶段进行重点方案的详细参数研

究[14]；第 3、4阶段与飞机公司进行飞机/发动机一体化

研究[15-16]。然而其提出的变循环方案及定义的关键

技术却有所不同。PW公司在第 1阶段提出的串联/
并联方案变循环发动机（如图 3所示），通过 1个转换

气流阀门（Inverting Flow Valve，IFV）控制风扇和压气

机以串联或并联模式工作。在超声速巡航条件下，发

动机以串联模式工作，此时类似于常规小涵道比涡扇

发动机；在起飞和亚声速巡航条件下，发动机以并联

模式工作，IFV使前段风扇出口气流绕过后段压气

机，引至外涵喷管后排出；同时将外界大气绕过前段

风扇，直接引入后段压气机中，最终使得发动机进口

总流量增加，涵道比增大，排气速度减小且噪声降低。

图1 涵道可调变循环发动机 图2 GE21双外涵变循环

发动机

最小功率模式（外涵流量最大）

最大功率模式（外涵流量最小）

8



王占学等：用于超声速民机的变循环发动机研究进展第 2期

串联/并联变循环方案性能提升的关键在于 IFV的流

量转换范围，该方案的缺陷在于 IFV需保证同轴的 2
股内、外涵气流在不掺混的情况下，将内涵气流引到

外涵道，同时将外涵气流引至内涵道，因而 IFV设计

难度较大。其次，在模态转换过程中易引起压气机失

速或喘振[17-18]。虽然并联/串联变循环发动机未成为

PW公司在 SCR计划中的

最终方案，但其设计思想

在短距/垂直起降（Short /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
ing，S/VTOL）飞机用串联

风扇方案中得以延续[19-20]。

变流路控制变循环发动机是 PW公司在 SCR计

划中所选择的最终变循环方案，如图 4所示。其结构

与双转子外涵加力涡扇发动机的相同，通过变几何部

件和独特的控制规律，匹配不同工作条件下的主燃烧

室温度、外涵燃烧室温度

以及发动机流通能力，实

现独立控制风扇外涵及核

心机内涵气流的温度与速

度，从而满足起飞低噪声

以及亚声速、超声速巡航

低油耗的要求[21-22]。

由于变循环发动机性能优势突出，1976年，变循

环发动机项目被单独列出，成为 SCR计划后期研究的

重点。1981年，SCR计划因资金限制而终止。SCR计

划研究经费分布如图 5所示[23]。在此期间，变循环发

动机的性能特征得到了试验验证且结构形式得以确

定，GE公司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方案的试验验证过

程介绍如下[24-26]。

1.3 美国空军

1976年，美国空军在YJ101低涵道比涡扇发动机

上试验了后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Rear Variable Area
Bypass Injector ，RVABI）对发动机性能的改善，RVA⁃
BI将双喷管结构简化为单喷管结构，而且内外涵气

流掺混时的静压平衡条件

的适应性也大大增强。具

有 1个全长外涵道和 1个
喷管结构的单外涵变循环

发动机方案如图6所示[27]。

1976年，美国空军在 3转子涵道可调循环方案的

基础上验证了 1×2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方案。发动

机采用双转子结构，而且将3级风扇分为前后2段（分

布式风扇），第 1级和第 3级风扇后都有 1个外涵道，

这样就在双转子的基础上实现了双外涵结构，如图 7
所示。这也是GE公司第 1
个双外涵试验发动机，这

一设计思想大大简化了变

循环发动机的结构（双转

子、2个全长外涵道和 3个
喷管）[28]。

1.4 美国海军

1977年，美国海军验证了带RVABI和可变面积

涡轮的 2×1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方案及其加力燃烧

室特性。相比于之前的 1×2结构，2×1分布式风扇结

构将后段风扇安放在高压转轴上，以充分发挥高压涡

轮的作功能力，因此后段风扇被称为核心机驱动风扇

级。高压涡轮功率的增大可降低低压涡轮进口气流

温度，从而减少低压涡轮的冷气量，配合涡轮几何调

节还可进一步合理分配高、低压涡轮功率。另外，

RVABI结构将原来的 3个喷管简化为 2个喷管。具

有2个全长外涵道和2个喷管结构的双外涵变循环发

动机结构如图8所示[29]。

1.5 美国NASA
1978年，NASA验证了 2×1带前可变面积涵道引

图3 串联/并联方案的

变循环发动机

图4 变流路控制变

循环发动机

图5 SCR计划研究经费分布

相
对

投
入

稳定性和控制

同温层排放
变循环发动机部件

发动机/
飞机一体化

气动特性

材料和结构材料和结构

推进器

系统论证

年份
1973 1974 1975 19767T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图6 带RVABI单外涵

变循环发动机

图7 1×2双外涵

变循环发动机

图8 2×1带RVABI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

2个外涵道 2个喷管双外涵模式

2×1风扇
单外涵模式

核心机 可变LPT RVABI 加力燃烧室

并联

串联

主燃烧室 外涵燃烧室 变几何喷管

变几何压气机变几何风扇

RVABI 不加力时喷管位置

开加力时喷管位置

转换阀门关闭

转换阀门打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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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器（Forward Variable Area Bypass Injector，FVABI）
的变循环发动机。之前，2股风扇外涵气流各需要 1
个涵道喷管和 1个排气喷管将其排出。FVABI减少

了1个全外长涵道，使得2股风扇外涵气流有效掺混，

然后进入发动机外涵道，最后在RVABI处与涡轮出

口主燃气流掺混。FVABI可保证发动机在单外涵和

双外涵 2个模式之间顺利切换，并且有效控制风扇和

核心机驱动风扇级的工作状态以及内外涵的流量分

配。具有1个全长外涵道和1个喷管结构的双外涵变

循环发动机如图9所示[30]。

2 美国高速研究（HSR）计划

由于第 1代超声速民机的经济性差、噪声高、污

染物排放高等问题未得到很好地解决，1991年，由美

国NASA主持，GE、PW、波音和洛克希德公司等单位

共同参与了高速研究（High Speed Research，HSR）计

划[31-32]。部分文献中将HSR计划称为高速民用运输

机（High Speed Civil Transport，HSCT）计划，这样称呼

是不合适的，HSCT只是HSR计划的研究对象，HSR
计划的目的是为未来的HSCT提供环境相关问题的

解决方案。HSR计划分为 2个阶段，第 1阶段共投资

2.84亿美元，重点研究发动机污染物排放、机场噪声

和声爆问题，至 1996年结束；第 2阶段自 1994年底启

动，投资 13亿美元，主要研究推进系统（变循环发动

机）论证、推进系统关键部件及一体化技术、机体/推
进器一体化技术以及飞机飞行系统，选中的变循环方

案包括GE公司的双外涵、3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和PW
公司的串联/并联、变流路控制变循环发动机[33-34]。

HSR项目第 2阶段关于推进器的研究课题如图 10所
示。至 1999年结束时，HSR项目取得了非常丰富的

研究成果[35-36]。需要注意的是，NASA的工业推进团

队并没有选择变循环发动机作为其首选动力装置，而

是选择了混排涡扇发动机。这是因为随着技术的发

展，此时的混排涡扇发动机也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性

能，安装混排涡扇发动机比安装变循环发动机的超声

速民机起飞总质量更低，同时由于混排涡扇发动机风

险性和复杂性较低，使其可获取相比其余动力装置具

有最佳的直接运营成本，这也是在美国后期的超声速

计划中依然可以看到混排涡扇发动机方案的原因[37]。

3 欧洲超声速研究（ESRP）计划

1994年，法国宇航、英国宇航及德国戴姆克莱斯

宇航共同制定了欧洲超声速研究（European Superson⁃
ic Research，ESRP）计划，在 ESPR计划的支持下，英

国RR公司和法国的斯奈克玛公司分别提出了可适

用于超声速民机的变循环动力方案[38-40]。英国RR公

司提出了串联风扇概念的变循环发动机方案如图 11
所示。该方案是在常规双转子涡扇发动机的基础上，

在低压轴的前端（即主风扇之前）增加了 1段前风扇，

并且在前风扇和主风扇之间安装有轴向的辅助进气

道和辅助喷管。在起飞和爬升阶段，辅助进气道和辅

助喷管打开，从主进气道进入的气流经前风扇压缩后

由辅助喷管排出，从辅助进气道进入的气流进入下游

的涡扇发动机，并由主喷管排出，故而发动机进口总

流量得以增加。在超声速巡航阶段，辅助进气道和辅

助喷管关闭，从主进气道进入的气流由前风扇和主风

扇共同压缩，发动机的工况与常规涡扇发动机的类似。

图9 2×1带FVABI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

双外涵模式

分布式风扇分布式风扇 FVABI 可变LPT RVABI 环形声
学喷管

后支板（将外
涵 气 流 引 入
喷管塞锥中）

核心机2×1风扇
单外涵模式

图10 HSR计划推进器主要研究内容

图11 串联风扇方案的变循环发动机

99989796959493929190
HSR阶段1

低NOx燃烧室概念
低噪声喷管概念
首选的HSCT用发动机循环

HSR阶段2 关键推进器部件技术
大尺寸部件论证

（燃烧室/喷管/进气道/风扇）

HSR阶段2 关键推进器部件技术
大尺寸部件论证

（燃烧室/喷管/进气道/风扇）

HITEMP项目

HSR阶段2 推进器材料研究
陶瓷基复合衬垫（燃烧室，喷管）
金属基复合结构（喷管）

HSR阶段2 推进技术一体化
部件一体化论证技术

HSCT用变循环发动机

主风扇 高压压气机

主喷管低压涡轮高压涡轮
辅助进气门前风扇主进气道

小涵道比工作模式
（超声速飞行）

大涵道比工作模式
（亚声速飞行）

辅助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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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斯奈克玛公司提出了中间风扇概念的变循

环发动机（即MCV99变循环发动机）方案，如图 12所
示。MCV99发动机是在常规双转子涡喷发动机的基

础上，在高压压气机后增加了 1段由单独的动力涡轮

驱动的中间风扇。在起飞和爬升阶段，辅助进气道打

开，气流经辅助进气道进入中间风扇，动力涡轮的功

率来源于高压压气机向涡轮的引气流（或者级间燃烧

室的加热气流）。在超声速巡航阶段，辅助进气道和

高压引气关闭，发动机的工况与常规涡喷发动机的类

似。由于中间风扇靠近核心机，使得发动机的径向尺

寸不会大幅增加。

结合法国中间风扇概念和英国串联风扇概念，欧

洲又提出了中间串联风扇概念的变循环发动机方案，

如图 13所示。在起飞和爬升阶段，辅助进气道打开，

发动机进口总流量增加且涵道比可达到 2.0，因而使

发动机噪声大幅降低。在

超声速巡航阶段，辅助进

气道关闭，发动机涵道比

可降到0.7。
4 日本高超声速运输机推进系统研究HYPR
计划

为给研制超声速/高超声速运输飞机奠定技术基

础，日本从 1989年开始实施高超声速运输机推进系

统研究（Hypersonic Transport Propulsion System Re⁃
search，HYPR）计划，该计划有美、英、法等国公司参

与，总耗资约 3亿美元，已于 1999年 3月结束[41]。HY⁃
PR计划验证了组合循环发动机用于超声速/高超声

速运输飞机的可行性，试验机型HYPR90-C发动机由

双轴不带加力的变循环发动机和亚燃冲压发动机串

联组成。变循环发动机由 2级风扇、5级高压压气机、

环形燃烧室、单级高低压涡轮和与冲压发动机共用的

可变面积喷管组成。发动机可调部件包括：前后可变

面积涵道引射器、压气机可调静子叶片、低压涡轮导

向器和可调面积尾喷管。在起飞、着陆状态下，变循

环发动机涵道比增大，以减小排气噪声；在马赫数为

3以下工作时，变循环发动机的涵道比减小，发动机

单位推力更大，但会提高燃油消耗率；在马赫数为 3
以上巡航时，冲压发动机工作。前可变面积涵道引射

器控制风扇涵道出口压力，防止气流倒流到冲压进气

涵道；后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调整风扇工作点。用阀

门选择涡扇、冲压或涡扇-冲压同时的工作模式[42-44]。

在此基础上，1999年日本又实施了“与环境相适应的

下一代超声速运输推进系统”（Research and Develop⁃
ment of Environmentally Compatible Propulsion System
for Next - Generation Supersonic Transport ，ESPR）计

划，为期 5年，重点是为下一代超声速民机发动机开

发必要的技术，实现一种商业可行的超声速民机推进

系统。其发展目标是：机场噪声在 ICAO第 3阶段标

准上降低 3 dB；同温层NOx排放减少至 5×10-6；CO2排
放减少25%，该计划已于2004年完成。

5 美国商业超声速技术（CST）项目

为了保持美国在世界民航产业中的领先地位，

NASA于 2005年对未来 20~30年民航产业的长远发

展做出新一轮规划，即商业超声速技术（Commercial
Supersonic Technology ，CST）项目[46-48]。在该项目中，

按照时间顺序分为“N+1”、“N+2”和“N+3”3个阶段，

对应的超声速民机分别定位为超声速商务机、小型超

声速班机和高效高马赫民机项目发展目标及目前状

态见表 1[49-51]。从表中可见，目前已经基本实现了“N+
3”阶段的目标，同时NASA对每项关键技术都进行了

评估，并确定了主要风险技术，以确保所有技术都能

在 2030~2035年达到技术成熟度 6级[52]。项目技术方

案如图14所示。从图中可见，在第3阶段的技术研究

中，推进/动力系统研究包括在革新涡轮加速器（Rev⁃
olutionary Turbine Accelerator，RTA）的基础上开展的

高速风扇稳定性技术、低噪声喷管、变循环发动机和

超声速民机的一体化设计技术、几何可调低压涡轮设

计技术等；试验验证系统研究包括变循环发动机性能

模拟精度校核以及变循环发动机进气道、风扇、外涵

道、喷管部件的工作性能测试[53-54]。在“N+3”项目中，

洛克希德和GE公司合作开展了变循环发动机与涡扇

发动机对超声速民机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变循环发

图12 2×1中间风扇方案的变循环发动机

图13 中间串联风扇方案的

变循环发动机

主气流

超声速巡航
主进气道 低压压气机

高压压气机
风扇

动力涡轮高压涡轮
低压涡轮

主燃烧室
收/扩喷管
（带反堆）

掺混气流级间燃烧室辅助气流

亚声速巡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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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相比，涡扇发动机使得超声速民机的航程缩短了

444 km[55-56]。

6 超声速民机变循环发动机的关键技术

6.1 进/发匹配技术

进/发匹配是超声速飞行所需解决的经典问题。

众所周知，相同面积的长方形和圆形，圆形的周长最

短，因此轴对称进气道在结构层面上比二元进气道更

轻。然而轴对称进气道的中心体只能轴向移动，大大

限制了进气道各截面面积调节的灵活度，因此在轴对

称进气道设计时需要在总压恢复系数、溢流和流通能

力之间进行相互协调以实现综合性能最优。二元进

气道可灵活调节各斜板角度，从而实现各关键截面面

积的精准调节，这就使得二元进气道通常具有较好的

流动特性和较高的总压恢复系数。早期的 SST计划

中使用了一种具有变直径中心体的轴对称进气道，通

过改变中心体的直径可实现进气道截面面积的精准

调节，从而可使轴对称喷管也具有与二元喷管类似的

气动性能。然而，由于变直径中心体的泄漏和结构问

题，该进气道方案最终被放弃。洛克希德公司联合

GE公司开展了装备轴对称和二元进气道的变循环发

动机与超声速民机的一体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轴

对称进气道比二元进气道轻 635 kg，且装配轴对称进

气道的超声速民机的升阻比比装配二元进气道的大

0.19，最终前者的航程比后者长 65 km（设计航程为

7408 km）。在以上方案论证过程中发现 2种进气道

与发动机的流量匹配性都较差，GE公司随后对发动

机进行了进一步改进，主要包括发动机内在性能及其

与进气道流量匹配性的提升。最终装配轴对称进气

道的超声速民机的航程增加了 1082 km，其中 209 km
归功于发动机内在性能的提升，其余 873 km归功于

发动机与进气道流量匹配性的提升[11，57]。

PW公司提出了一种独特的逆向节流策略（In⁃
verted Throttle Schedule，ITS），可使发动机和进气道

在几乎整个飞行航段都保持良好的流量匹配，在 SCR
计划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ITS的核心思想是：代

表核心机功率水平的主燃烧室出口总温从起飞到超

声速巡航时会显著增加，加之风扇和喷管的调节，使

得核心机转速增大的同时风扇换算流量基本不变，核

心机转速的增大使得核心机的流量增加，从而使发动

机涵道比减小，这样就在保证发动机和进气道具有良

好流量匹配的同时实现了涵道比的大范围调节。ITS
的使用减少了对加力燃烧室的依赖，同时大幅降低了

超声速巡航时的耗油率，使得PW公司在 SCR计划中

的发动机方案达到了超声速巡航时的耗油率目标[58]。

6.2 低排放技术

为了降低排放，在 SCR计划中，NASA于 1972年
启动了为期 5年的洁净燃烧室试验（Experimental
Clean Combustor Program，ECCP）计划，旨在提高压比

为 20~35的用于常规起飞/着陆型飞机发动机的低排

放技术。ECCP计划分为3个阶段。

第 1阶段旨在初步识别并筛选出具有潜力的设

计概念，并获取足够详细的参数变化规律，为第 2阶

超声速民机

各方面目标

（技术可行）

设计目标

巡航马赫数

航程/km
载客量/人

环境目标

声爆强度/
PLdB
机场噪声*/
EPNdB
巡航状态NOx
排放量/mg

经济目标

油旅客航程/
km

N+1超声速

商务机

（2015）

1.6~1.8
7408
6~20

65~70

达到下限

与现亚声速

民机持平

3.544

N+2小型超

声速班机

（2020）

1.6~1.8
7408
35~70

85（修订后）

10

<10

10.632

N+3高效高马

赫数民机

（2030~）

1.6~2.0
7408~10186
100~200

65~70
（低声爆条件）

75~80
10~20

<5，降低颗粒

物和水蒸气的

排放

12.047~15.952

N+3目
标目前

实现状

态

1.6
8982
100

70~76

18.4

5

12.093

表1 CST项目发展目标及目前状态

图14 CST项目技术分级

*低于第4阶段噪声标准

层次4
层次3

层次2

层次1

4.01基于多学科特性的预估设计，分析、优化在宽广的超声速飞行
包线内飞行器操作性，并带有定量的不确定性和可确定的敏感性。

3.01推进/动力系统 3.03机身系统 3.04实验验证系统

2.01推进及动
力气动热力学

2.03声学

2.04音障

2.05材料及
结构

2.02机身与推进
系统飞机推进伺
服系统弹性力学

2.07气体
动力学

2.08实验
能力

1.03流体力学/传热

1.04反应流动特性

1.05声学
特性

1.01材料和
结构模型

1.07非定常弹
性力学及控制

1.10作动/传感
器/电子设备

1.12实验测量方法1.06计算方法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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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概念改进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能模拟发动机慢

车和起飞条件的 90°扇区试验台上测试了 32种燃烧

室概念。第 1阶段包括 2个附加工作，分别为先进超

声速技术和燃烧噪声。先进超声速技术附加工作的

目的是发展燃烧室设计技术，以减少超声速巡航时

NOX的排放。燃烧噪声附加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取

低排放燃烧室的试验噪声特性。

第 2阶段主要对第 1阶段确定的最有前景的概念

进行了改进和优化，选择的燃烧室概念是Vorbix燃烧

室和一种组合概念燃烧室。Vorbix燃烧室本质上是

一种多级燃烧室，利用旋流器将空气射入来自预燃室

的燃气，主燃区的燃油在旋流器之前射入燃烧室以使

燃油在进入主燃区之前就有一定的预蒸发，旋流的径

向不稳定性大大增强了油气混合的强度，从而达到提

升燃烧品质并降低排放的目的。组合概念燃烧室将

分级预混合燃烧室的预混区与旋流器燃烧室的主燃

区相结合以降低排放。针对以上 2种燃烧室概念进

行了更加全面的试验，以确定在全包线范围内燃烧室

的气动和排放性能。最终保留了Vorbix燃烧室，并致

力于其性能的提升。针对Vorbix燃烧室的 2级燃烧

方案还设计了相应的燃油控制系统，从而为第 3阶段

整机环境下的验证做准备。第2阶段包括2个附加工

作，分别为燃烧噪声和燃油替换。燃烧噪声附加工作

的目的是获取完整的噪声数据和燃烧室设计、气动参

数与噪声参数之间的关系。燃油替换附加工作的目

的是明确航空燃油降级对排放和性能的影响。

第3阶段在 JT9D发动机上详细评估了Vorbix燃烧

室稳态和瞬态加减速的排放和气动性能，以证明该燃

烧室可以显著减少污染，且能满足发动机的性能、运行

和安装要求。第3阶段包括2个附加工作，分别为压气

机出口湍流特性和联邦航空管理局的尾气取样探针评

估。压气机出口湍流特性附加工作的目的是通过热线

或热膜测量 JT9D压气机出口的湍流强度和尺度。EC⁃
CP计划结束后，与目标值相比，NOX、CO和UCH的排

放分别降低10%、26%和75%。与 JT9D相比，NOX、CO
和UCH的排放分别减少58%、69%和96%，遗憾的是，

烟雾的排放水平高于 JT9D发动机的[59-61]。

PW公司为了降低 SCR计划下变流路控制变循

环发动机中涵道燃烧室的排放水平，基于ECCP计划

中Vorbix燃烧室概念，提出了 3级Vorbix涵道燃烧室

概念[62]。ECCP计划中要求 NOX排放应小于 3×10-6，

PW公司将 NOX 的排放目标定为了更加激进的 3×
10-6，结果导致除了NOX，其余排放物在各工况下都达

到了目标。但即便如此，该燃烧室NOX的排放也远低

于现役的高性能燃烧室[63-65]。PW公司在先进超声速

推进系统技术研究中，在小尺寸、理想实验室环境下

证明了预混合和催化燃烧室具有将NOX的排放减少

到 1×10-6的能力，但是将这些有潜力的概念转化为工

程应用，还需要实施一个庞大、漫长且昂贵的计划[58]。

为了提高超声速飞行的效率，不断增长的燃烧室

的温度和压力使得NOX成为了最难减少的污染物[64]。

在同样的油气比条件下，油气掺混越差，产生的局部

高温区使得NOX的生成量越多，因此降低NOX排放的

关键在于如何提高燃油和空气掺混的均匀性。多级

燃烧技术可从根本上解决燃油和空气的掺混问题，因

此在随后的HSR计划中也基于复杂的多级燃烧技术

来降低NOX的排放[37]。

在过去的 40年里，NASA一直致力于减少航空工

业中NOX的排放，并以每 15年大约减少 50%的速度

在推进[64]。针对亚声速民机，NASA提出在“N+1”、
“N+2”和“N+3”3个阶段分别将发动机NOX排放降低

到比 CAEP/6（Committee on Aviation Environment Pro⁃
tection/6）标准低 60%、75%和 75%以上的水平[65]。针

对超声速民机，NASA提出在“N+1”、“N+2”和“N+3”3
个阶段分别将发动机NOX排放降低到现役亚声速民

机、10×10-6和 5×10-6以下的水平[54]。在NASA的环境

负责航空（Environmental Responsible Aviation，ERA）
项目中，GE和 PW公司分别将亚声速民机的 NOX排

放降低到比CAEP/6标准低 81%和 88%的水平，已经

超过了亚声速民机“N+3”阶段的目标[64]，这些宝贵的

燃烧室设计经验可以很方便地用于超声速民机项目

中。在超声速民机的“N+3”阶段项目中，洛克希德公

司的“超声速绿色飞机”方案中NOX排放量已经小于

5×10-6，达到了“N+3”阶段的目标[55]。

6.3 低噪声技术

统计表明，75 dB噪声即可造成人员听力损伤，

135 dB噪声能引起电子仪器的连接部位错动，140 dB
噪声能使窗户玻璃破裂，150 dB噪声会造成暴振性耳

聋，并且会严重损坏电阻、电容等电子元件[66]。NASA
于 1973年开展了噪声约束对长途运输飞机发动机的

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假设以 1979年的技术水平，如

果要将噪声降低到联邦航空条例第 36部（Fed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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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ation Regulation Part 36，FAR36）噪声水平低 10 dB
以下，需要发动机涵道比从 3增大到 8的同时配合使

用降噪技术，这会导致飞机起飞质量增加 14%，从而

导致直接运行成本增加 13%、投资收益减少 24%。经

济统计表明，对于拥有 280架巡航马赫数为 0.98的机

队，投资收益降低 1%意味着每年损失 8000万美元。

先进的降噪技术可以显著减少为降噪所付出的经济

成本，如果以 1985年的降噪水平，想要将FAR36噪声

水平降低 10 dB以下，只会使起飞质量增加 2%，并且

随着发动机性能的提升可以补偿甚至完全抵消由此

带来的经济成本的提高。该研究还表明，壁面处理是

一种具有潜力的降噪手段，以 1979年的技术水平为

例，壁面处理可以在降低 8 dB噪声的同时只减少

0.6%的投资收益。如果在保持发动机推力不变的情

况下增大20%喷管面积，还可以降低3.5 dB噪声[67]。

变循环发动机特有的流量保持能力使得变循环

发动机在全包线内都可以具有较大的流量，在相同推

力的条件下，流量的增加直接导致排气速度的降低，

增加 20%流量可降低噪声 4.2 dB[8]。GE公司将GE21/
J11变循环发动机的风扇放大 20%以增加发动机的

流量，从而降低起飞噪声。为了尽可能降低起飞噪

声，即使该发动机配备了加力燃烧室，在起飞时也不

开加力。此外，在洛克希德公司和GE公司合作的过

程中发现，将发动机布置在机翼上方，利用机翼的遮

挡作用，可减少噪声3~5 dB[11]。
在 SCR计划实施的前期，即便使用变循环发动

机，也无法满足 FAR36的噪声要求。在 SCR计划下

的降噪技术项目中，PW公司研制了一种可将噪声降

低 8~10 dB的同心环声学喷管（也称为反向速度剖面

喷管），随后GE公司也对该喷管的降噪有效性进行了

独立的验证，该项技术被认为是SCR计划中的重大突

破[58]。同心环声学喷管将风扇出口的气流通过喷管

支板导入喷管内环，而核心机的气流则通过喷管外环

排出，这样就构成了与常规喷管不同的反向速度剖

面，喷管外环的气流速度比内环的高 50%~70%，如果

外环具有较大的环形半径比，那么就可以显著降低噪

声。这个看似与降噪毫无关系的设计理念曾一度被

认为是“黑魔法”或“无中生有”，然而后期的SRC计划

中大量的试验都证明该喷管具有相当强的降噪能力，

装配同心环喷管的变循环发动机噪声达到了 FAR36
的噪声要求[8]。

日本于 1992年研究了引射喷管对发动机噪声的

影响，研究表明，为了达到 FAR36第 3阶段的噪声要

求，若不采取任何降噪措施，需要将排气速度控制到

400 m/s以下，但使用引射喷管在保证达到FAR36第3
阶段的噪声要求的情况下，排气速度可提高到 550~
600 m/s[68]。

在超声速项目的“N+2”阶段，RR和GE公司分别

对引射喷管和反向速度剖面喷管开展了详细设计。

RR公司在引射喷管设计中，由于堵塞和离散频率噪

声的产生使得降噪效果不佳；而GE公司在反向速度

剖面喷管设计中结合了流体屏蔽的概念，可降低噪声

6 dB[69]。NASA在“N+2”阶段设计了一种偏心降噪喷

管，喷管射流较厚的一侧由于掺混增强缩短了核心射

流区，从而减弱了马赫波辐射，可降低噪声 1 dB左

右[70]；目前，NASA在“N+3”阶段的噪声目标已经实现，

后续工作集中在将其技术成熟度提高到6级以上[55]。

7 结束语

超声速民机研制费用巨大、研制周期极长，需要

政府持久的支持，即便如此，未来超声速民机的发展

还需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以结合各家所长，并降低研

制风险。

变循环发动机通过可调机构的调节，获取良好的

内在循环性能并实现与进气道的最佳匹配，同时还具

有降低排气噪声的能力。目前来看，变循环发动机依

然是超声速民机动力装置的理想选择。

目前美国在超声速民机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在

排放、噪声等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且已经

达到了目标要求，预计到 2030~2035年，所有关键技

术都将提高到技术成熟度6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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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性能优势评价方法

李瑞军，王靖凯，吴 濛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综合评价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相比常规涡扇发动机的性能优势，提出了从发动机耗油率降低和质量增加 2个维度

以及从发动机耗油率、飞机燃油消耗量和燃油效率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评价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性能的 2种方法。结果表明：发动

机耗油率降低和质量增加之间存在某个平衡点，只有质量增加幅度小于耗油率降低幅度时，才能体现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的性能

优势，并且飞机航程越长，越能体现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耗油率降低带来的优势；发动机耗油率、飞机燃油消耗量和燃油效率之间

呈指数关系变化，当假设飞机巡航航程为3500 km、飞机升阻比为10.5时，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巡航耗油率相比常规涡扇发动机的

降低1%，可使飞机燃油消耗量减少约1.9%，飞机燃油效率提高约2.4%。

关键词：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燃油消耗量；燃油效率；耗油率；性能优势；评价方法

中图分类号：V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02.003

Performance Advantage Evaluation Method of Adaptive Variable Cycle Engine
LI Rui-jun，WANG Jing-kai，WU-Meng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advantages of adaptive variable cycle engines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turbofan engines，two methods for evaluating the performance of adaptive variable cycle engines were proposed from two
dimensions of engine specific fuel consumption reduction and mass increase and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ine
specific fuel consumption，aircraft fuel consumption and fuel 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balance point between the
decrease of engine specific fuel consumption and the increase of engine mass. Only when the increase of mass is less than the decrease of
specific fuel consumption can the performance advantages of adaptive variable cycle engine be reflected. The longer the flight，the better
the advantages of the reduced specific fuel consumption of the adaptive variable cycle eng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ine specific
fuel consumption and aircraft fuel consumption and fuel efficiency is exponential. Assuming that the aircraft cruise range is 3500 km and
the lift-to-drag ratio is 10.5，the cruise specific fuel consumption of adaptive variable cycle engine can be reduced by 1%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turbofan engine，which can reduce the aircraft fuel consumption by about 1.9% and increase the aircraft fuel
efficiency by abou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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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涡轮喷气发动机问世以来，航空发动机性能设

计人员就一直在为如何解决大单位推力和低燃油消

耗率之间的矛盾而努力工作。涡喷发动机单位推力

较大，但是耗油率太高；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耗油率

较低，但是单位推力太小[1-2]，需要更大的发动机尺寸

和质量来弥补。因此，需根据不同任务需求采取折衷

的设计思路，但却不能同时兼顾大单位推力和低耗油

率的要求。变循环发动机是通过改变发动机某些部

件的几何形状、尺寸或位置来改变其热力循环的燃气

涡轮发动机，利用变循环改变发动机循环参数，理论

上可以使发动机在各种飞行和工作状态下均具备良

好的性能[3-5]。

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是变循环发动机的一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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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型，相比变循环发动机具有更大的参数调节范围和

更好的性能。关于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的性能优势，

各种文献资料说法不一。美国空军实验室预计，变循

环发动机的耗油率将比 F135 发动机的低 25%，使飞

机的作战半径增加 25%~30%，续航时间增加 30%~
40%[6-8]；与常规循环结构涡扇发动机相比，自适应变

循环发动机完成相同的飞行任务可以节省 12%~17%
的燃油 [9]；美国“自适应发动机技术研发（Adapative
Engine Technology Development，AETD）”项目中研究

和验证的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与 F135发动机相比，

燃油消耗量减少 20%，净推力增大 5%，加力推力增大

10%，航程延长30% [10]。

以上数据大部分来源于外文资料或报道，其说法

和数据有较大差异，有的说是耗油率降低，有的说是

燃油效率提高或是燃油消耗量降低，概念很不统一，

对比的基础和边界条件也未知，很容易造成误解。似

乎凡是变循环发动机或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都能够

达到这样的性能优势。本文针对如何评价自适应变

循环发动机性能优势开展分析和讨论。

1 自适应发动机性能优势评价方法

航空发动机一般用耗油率、单位推力、推重比等

指标评价其性能先进程度或者优势，这些指标相对比

较单一，主要针对发动机自身技术优势，未与终端产品

飞机的使用结合，综合评价能力不足。本文引入 2种
评价方法用于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的性能优势评价。

1.1 评价方法1
该方法基于发动机与飞机起飞质量直接关联的

2个参数提出，即发动机耗油率和发动机质量。

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最大的优势是提升飞机航

程，因此在评价过程中有必要引入航程参数 R，假设

飞机巡航速度为V0，即可计算出飞行时间 t

t = R
V0

（1）
假设飞机所载燃油全部用于巡航，飞机载油质量

WF为[11-12]

WF=Isfc,cr·Fcr·t·i （2）
式中：Fcr为发动机巡航状态安装推力；i为配装在飞机

上的发动机台份数；Isfc.cr为发动机巡航状态耗油率。

飞机起飞质量WTO定义为[13]

WT0 = WS + WP + WE + WF （3）

式中：WS为飞机机体质量；WP为有效载荷质量；WE为

发动机质量；WF为飞机载油质量。

上式中与发动机性能相关的参数为发动机质量

和在一定航程下飞机需要消耗的燃油质量，由此引入

燃油质量和发动机质量单位推力之和

WE+F=WE + WF
Fcr

（4）
将式（4）代入式（2）可得

WE+F=γcr·Isfc,cr·t·i （5）
式中：γcr为高空巡航时发动机单位推力质量。

从式（5）中可见，在给定航程，即固定巡航时间之

后，可以按照巡航状态的安装耗油率和巡航状态单位

推力质量计算`WE+F ，该值越小越好。

1.2 评价方法2
类比运输机评价概念，引入飞机燃油效率 ηAero，

表示在消耗单位燃油流量时飞机完成任务的能力水

平（航程和有效载荷的乘积），即

ηAero = R·WP
WF

（6）

该参数即取决于飞机自身气动力和结构设计的

完善程度，也取决于发动机的耗油率。

为计算固定航程下的发动机燃油消耗，需引入航

程计算式[14]

R = L
D
·
V0
Isfc, cr

·ln ( )1
(1 - μ ) （7）

式中：L/D为飞机升阻比；V0为巡航速度；μ为飞机载

油系数

μ = WF
WTO

（8）

在给定有效载荷和航程的情况下，根据经验公式

获得飞机空重比，根据式（9）[15]可计算出飞机起飞质

量，然后根据式（8）得出燃油消耗量，将该值代入式

（6），即可得出飞机燃油效率。

1 = WP
WTO

+ WS + E
WTO

+ WF
WTO

（9）

2 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性能评价

2.1 利用方法1进行评价

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带来耗油率降低的同时，也

将带来发动机质量的增加。利用方法 1可评价自适

应变循环发动机耗油率降低与质量增加之间的平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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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从式（5）中可见，该平衡关系受到巡航时间的影

响，即与飞机的航程相关。

假设飞机燃油全部用于巡航，巡航高度为 11
km，巡航马赫数为 0.8。首先研究耗油率每降低 1%
和发动机质量每增加 1%对WE+F的一般规律。航程分

别按照 3500、4500 km计算，巡航耗油率和发动机质

量WE对WE+F影响的计算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中可见：

（1）当耗油率降低和发动机质量增加至某一平衡

点时，存在WE+F最小值，发动机性能方案最优。

（2）WE+F最优点对应的发动机耗油率降低值和发

动机质量增加值与飞机航程相关，航程越长，对应平衡

点的发动机耗油率降低值和发动机质量增加值越大。

（3）在本文假设的任务条件下，当航程 R=3500
km时，相比基准值，耗油率降低约 45%、发动机质量

增加约 80%时WE+F值最小；当航程增加至 R=4500 km
时，使WE+F最小的发动机耗油率降低值和发动机质量

增加值更大。

在同等技术水平条件下，假设自适应变循环发动

机相比常规涡扇发动机，在亚声速巡航状态下耗油率

降低 10%、质量增加分别为 30%和 20%的 2种情况

下，研究飞机航程达到多少时，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

相比常规涡扇发动机更有优势，航程 R 和质量 WE对

WE+F的影响如图2所示。

从图中可见：

（1）航程越长，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相比常规涡

扇发动机的优势越明显。

（2）假设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相比常规涡扇发动

机在巡航状态下的耗油率降低 10%，如果质量增加达

到 30%，则航程需超过 3500 km时，才能体现自适应

变循环发动机的性能优势；如果质量增加控制在

W
E+F
/%

W
E+F
/%

图1 巡航耗油率 Isfc.cr和发动机质量WE变化对WE+F的影响

W
E+F
/%

WE↑30%

（a）巡航耗油率对WE+F的影响

（b）WE对WE+F的影响

（a）R对WE+F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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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则航程在 3000 km以上即可体现自适应变循环

发动机的性能优势。

2.2 利用方法2进行评价

假设飞机有效载荷Wp=5 t，飞机巡航速度V0=850
km/h，研究飞机在不同升阻比 L/D 和航程 R 条件下，

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相比常规涡扇发动机降低不同

耗油率时，飞机节省的燃油消耗量和飞机燃油效率提

升值。飞机空重比参考文献[15]进行计算，载油系数

μ通过式（7）计算，通过反复的循环迭代，可计算出完

成假设任务时需要消耗的燃油流量和燃油效率。同

样假设飞机燃油全部用于巡航，巡航高度为 11 km，
巡航马赫数为 0.8。巡航耗油率 Isfc.cr对燃油消耗质量

WF和燃油效率ηAero影响的最终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

从图中可见：

（1）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相比常规涡扇发动机，

在耗油率降低时，其对飞机燃油消耗质量和燃油效率

的影响程度与飞机航程和飞机升阻比相关，飞机航程

越长、升阻比越小，耗油率降低带来的收益越明显。

（2）在巡航航程R=3500 km，L/D=10.5时，如果自

适应变循环发动机的巡航耗油率相比常规涡扇发动

机的降低 10%，可使飞机燃油消耗质量减少约 19%，

飞机燃油效率提高约24%。

（3）在巡航航程R=4500 km，L/D=10.5时，如果自

适应变循环发动机的巡航耗油率相比常规涡扇发动

机的降低 10%，可使飞机燃油消耗量减少约 24%，飞

机燃油效率提高约30%。

3 结论

本文开展了 2种评价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性能

优势的方法研究。第 1种方法以发动机重量和飞机

W
E+F
/%

WE↑20%

图2 航程R和质量WE变化对WE+F的影响

η A
ero
/%

图3 巡航耗油率 Isfc.cr变化对WF和ηAero的影响

（b）WE对WE+F的影响 （a）Isfc.cr对WF的影响

（b）Isfc.cr对ηAero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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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消耗量之和为评价目标值；第 2种方法以飞机燃

油消耗量和燃油效率为评价目标值，最终可得出如下

结论：

（1）性能评价方法 1既考虑了自适应变循环发动

机耗油率降低带来的优势，也考虑了发动机质量增加

带来的劣势，因此存在某个平衡点，要体现发动机耗

油率带来的优势，需尽可能控制发动机质量增加不要

过大。同时，当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用在航程更长的

飞机上时，其优势才能体现得更明显。

（2）性能评价方法 2仅考虑了自适应变循环发动

机耗油率降低带来的优势，未考虑发动机质量增加带

来的劣势，但考虑了升阻比的影响。该方法揭示了发

动机耗油率特性影响飞机机体及方案的设计，发动机

耗油率对飞机燃油消耗量的影响呈指数关系，并非线

性关系，而且受到航程和飞机升阻比的影响。原因是

在发动机耗油率降低的条件下完成同样任务时，飞机

起飞质量减小，需发动机提供的推力更小，则燃油消

耗质量必然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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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循环发动机模式转换对压缩部件的影响

陈 雷，潘若痴，杨 琳，史文斌，国 睿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变循环发动机在模式转换过程中模式选择阀回流对压缩部件产生影响的问题，建立了不同模式选择阀角度的压缩

系统模型，开展了多工况联合数值仿真，详细分析了在模式转换过程中外涵的流动特征以及回流对压缩部件的影响，针对回流发

生机理，从整机调节的角度提出了避免回流的措施并进行了数值验证。结果表明：变循环发动机在模式转换时直接打开模式选择

阀将导致气体发生回流，回流使风扇工作点升高、喘振裕度下降，模式选择阀打开至14°时风扇接近喘振边界，回流导致CDFS进口

产生进气畸变，压力畸变指数最高达到15%，从而影响CDFS的性能。在模式转换前打开喷口和后涵道引射器，再配合调节前涵道

引射器和CDFS进口导叶，可以避免发生回流，从而保证变循环发动机稳定工作。

关键词：变循环发动机；模式选择阀；风扇；核心机驱动风扇级；压缩系统模型；回流；数值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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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Variable Cycle Engine Mode Transition on Compression Components
CHEN Lei，PAN Ruo-chi，YANG Lin，SHI Wen-bin，GUO Rui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view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recirculation of the mode selection valve（MSV）on the compression componen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variable cycle engine（VCE）mode transition，a compression system model of different MSV angle was established，and a com⁃
bined 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with multi-working condition. The bypass flow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process of VCE mode
transi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recirculation on the compression components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According to the recirculation mecha⁃
nism，the measure to avoid recirculation was put forward and verified numerical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whole engine adjust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rect opening of the MSV in the VCE mode transition will lead to the recirculation of the gas. Recirculation in⁃
creases fan operating point and decreases surge margin. Fan approaches surge boundary when MSV opens to 14°. The recirculation causes
the inlet distortion of the core driven fan stage（CDFS），and the pressure distortion index reaches up to 15%，which affects the CDFS perfor⁃
mance. By opening the nozzle and rear bypass injector before mode transition and adjusting the forward bypass injector and the CDFS inlet
guide vane，the recirculation can be avoided，which can ensure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variable cycle engine.

Key words：variable cycle engine；mode selector value；fan；core driven fan stage（CDFS）；compression system model；recirculation；
numerical simulation

0 引言

变循环发动机（Variable Cycle Engine，VCE）兼具

持续高马赫数飞行时的高单位推力和长航程低马赫

数巡航时的低耗油率的技术特点。变循环发动机处

于单外涵工作模式时，模式选择阀关闭，发动机涵道

比减小，推力增大，此时发动机性能与涡喷发动机的

接近，用于实现爬升、加速和超声速巡航；当变循环发

动机处于双外涵工作模式时，模式选择阀打开，发动

机涵道比增大，以降低耗油率和噪声，此时发动机性

能与涡扇发动机的接近，适用于起飞和亚声速巡

航[1]。但是，在变循环发动机由单外涵模式转换至双

外涵模式的过程中，由于下游压力高，在模式转换时

模式选择阀易发生回流，影响压缩部件的性能和稳

定性[2-3]。

国外对变循环发动机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

美国GE公司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76~1981年，GE
收稿日期：2019-07-15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陈雷（1986），男，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风扇压气机气动设计及其复杂流动研究工作；E-mail：289764916@qq.com。
引用格式：陈雷，潘若痴，杨琳，等 .变循环发动机模式转换对压缩部件的影响[J].航空发动机，2021，47（2）：22-27.CHEN Lei，PAN Ruochi，YANG
Lin，et al.Influence of variable cycle engine mode transition on compression components[J].Aeroengine，2021，47（2）：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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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NASA先进超声速巡航飞行器研究计划的支

持下，以YJ101发动机为平台开展了变循环发动机技

术验证，验证平台在单/双外涵模式下均达到了设计

状态，并先后开展了可变几何调节规律优化、模式转

换和起动性能等相关研究[2-3]。此后，通过GE21/23技
术验证机、F120发动机科研试飞以及可控压比发动

机的研制逐步深化变循环技术验证及应用[4-6]，目前，

GE公司正在开展自适应发动机的研制。近几年，中

国也开展了大量变循环发动机模式转换的研究工作。

周红等[7]通过建立变循环发动机仿真模型，分析了涵

道引射器的调节方式对不同工作模式及转换过渡态

总体性能和整机稳定性的影响；王嘉瞳等[8]利用CFD
评估了前涵道引射器损失对变循环发动机稳定性的

影响；刘洪波等[9]研究了变循环发动机总体结构方案

和模式转换机构的可行性；骆广琦等[10]建立了 1个双

外涵变循环发动机总体性能计算模型，开展了组合变

几何调节的相关研究；刘增文等[11]发展了双外涵变循

环发动机性能数值模拟程序，计算了高度、速度和节

流特性，数值验证了变循环发动机的优势；苏桂英[12]、

陈仲光等[13]探索了基于常规涡扇发动机实现变循环

功能的技术路径，并初步研究了可调部件/机构对变

循环发动机总体性能的影响。

综上所述，国内外有关变循环发动机模式转换的

研究多集中在发动机总体性能、结构以及控制方面，

缺乏模式转换过程中气体流动特征以及对压缩部件

影响方面的研究。本文在某变循环发动机的基础上，

针对发动机实际调试过程，建立了不同模式选择阀角

度的压缩系统模型，对变循环发动机模式转换过程进

行了数值仿真，详细分析了不同状态的外涵流动特

征，定量评估了回流对风扇工作点和核心机驱动风扇

级（Core Driven Fan Stage，CDFS）进口场的影响。

1 研究对象和数值仿真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数值仿真的研究对象为某变循环发动机压

缩部件，计算域由 3级风扇、模式选择阀、前涵道引射

器和外涵道组成，如图 1所示。为了研究模式转换过

程的影响，建立了 3个不同模式选择阀角度的压缩系

统模型，模拟变循环发动机由单外涵工作模式逐渐转

换至双外涵工作模式的过程，模式选择阀角度定义如

图 2所示，选取的模式选择阀仿真角度 α见表 1。其

中，0°代表单外涵模式，角度太大会引入较大误差，因

此最大角度选取14°。

1.2 数值仿真方法

采用商用软件开展风

扇、带模式选择阀的中介

机匣、前涵道引射器以及

外涵道的联合数值仿真，

计算网格如图 3所示。叶

片通道采用O型结构化网

格，其他区域采用 H型网

格，总网格节点约 350万

（风扇 280万、外涵及前涵

道引射器 70万），网格节点

总数和模板经过试验数据校核，3维计算湍流模型选

择Spalart-Allmaras模型。

在模式转换过程中，前涵道引射器进口边界条

件按发动机总体专业匹配的CDFS性能给定，在转换

过程中假设不采取其他调节措施，假设风扇出口和

前涵道引射器进口边界条件不变，以分离出模式选

择阀单因素的影响机理。模式选择阀上下游交界面

采用完全非匹配周期边界，风扇和前涵道引射器进

口给定总温、总压、速度方向，风扇内涵和外涵出口

为静压边界，以调节风扇压比和前涵道引射器流量。

2 数值仿真结果及分析

2.1 外涵流动特征

模型A对应模式转换前单外涵工作状态，模型B
对应模式转换过程中模式选择阀打开至 7°时的工作

状态，模型 C对应模式转换过程中模式选择阀打开

至14°时的工作状态。

模型A（单外涵工作模式）的外涵静压及流线如

图 4所示。从图中可见，此时，前涵道引射器主流区

气流沿内壁面流动，受主流和壁面的剪切作用，在前

涵道引射器出口附近产生旋涡，加上气流突扩的作

用，会造成一定的总压损失，从而影响整机性能，因

此有必要对前涵道引射器流路进行优化。另外，除

模型代号 A B C
α/（°） 0 7 14

表1 计算模型的模式

选择阀角度

图1 计算域

模式选择阀

分流环 前涵道引射器

CDFS HPC

图2 模式选择阀角度

图3 计算网格

模式选择阀

分流环

外涵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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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涵道引射器出口主流区

外，外涵道其他区域流动

速度很低，数值仿真结果

显示，模式选择阀前后气

流静压比达到 1.5（模式选

择阀后方静压高），此时模式选择阀一旦打开，外涵气

流必然从阀片与分流环之间的缝隙回流至内涵，从而

对风扇和CDFS产生影响。

模型B的静压及流线如图 5所示。从图中可见，

模式选择阀打开后，外涵气流发生回流，前涵道引射

器出口主流区向上偏折，两侧形成旋涡，模式选择阀

与外壁面角区也出现旋涡，与模型A相比，旋涡的尺

度和强度都有所增大，总压损失增大。受风扇主流的

挤压，回流紧贴分流环流动，由于绕流速度较高，在分

流环下方发生小范围气流分离，随后进入CDFS。
模型C的静压及流线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见，

随着模式选择阀角度增大，回流流量继续增大，前涵

道引射器主流区继续向上偏折，旋涡尺度和强度继续

增大，分流环下方的流动分离加剧。

随着模式选择阀逐渐打开，外涵总压损失和回流

流量不断增大。外涵总压恢复系数如图 7 所示。从

图中可见，模式选择阀关闭（α=0°）时外涵总压恢复系

数较高，达到0.995，模式选择阀打开至α=14°时，外涵

总压恢复系数降至 0.96，将会对整机性能产生影响。

回流流量比例如图 8所示。从图中可见，模式选择阀

打开至α=14°时，回流流量占前涵道引射器流量和风

扇流量的比例分别达到75.6%和15.7%。

2.2 对压缩部件的影响

2.2.1 对风扇工作点的影响

在外涵设计反压下，

随着模式选择阀逐渐打

开，回流流量不断增加，分

流环下方的流动分离也不

断加剧，回流对风扇出口

的节流作用如图 9所示。

从图中可见，回流占据了一定的通道面积，相当于关

闭风扇出口节气门，使风扇出口静压不断升高，风扇

出口静压径向分布如图 10所示。从图中可见，各模

型风扇出口（近 3级静子出口）静压径向分布趋势基

本一致，说明回流未对风扇径向负荷分配产生影响。

在设计反压下风扇工作点的变化如图 11所示。

从图中可见，随着风扇出口反压逐渐升高，风扇工作

点压比不断增大，剩余喘振裕度越来越小，严重影响

风扇工作的稳定性。α=0~7°时，风扇工作点压比变

图4 模型A的静压及流线

Static pressure/kPa400
35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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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50100

图5 模型B的静压及流线 图6 模型C的静压及流线

Static pressure/kPa400
35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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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50100

Static pressure/kPa400
35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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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50100

图7 外涵总压恢复系数

图8 回流流量比例

图9 回流对风扇出口的

节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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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平缓，一方面因为此时回流速度接近声速，回流流

量随模式选择阀角度变化较小；另一方面因分流环下

方的分离区较小，回流占据的通道高度较小。α>7°后，

回流流量和分流环下方气流分离区都有所增大，回流

占据的通道高度大幅增加，使风扇工作点压比增大更

快。α=14°时风扇工作点已经接近喘振边界。

2.2.2 对CDFS进口流场的影响

回流使CDFS进口流场发生了显著变化，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见，模式选择阀打开至α=7°时，其与

分流环之间缝隙较小，回流流量不大，对 CDFS进口

流场影响较小，但已经呈现出各参数的变化趋势。模

式选择阀打开至 α=14°时，回流流量显著增加，CDFS
进口流场变化剧烈：首先，由于回流气体总温和总压

较高（经过 CDFS增压），与风扇出口主流区掺混后，
气流温度、压力和流动速度都有所增加；其次，回流气

体在绕过分流环头部时发生气流分离，使总压在 70%
叶高以上产生严重亏损，导致 CDFS进口出现温度、

压力径向畸变，风扇出口预旋、回流气流分离和与主

流区的掺混共同导致 CDFS进口产生旋流畸变；最

后，温度变化导致 CDFS换算转速变化，与进气畸变

共同作用，都会对CDFS流场和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采用俄罗斯的畸变定义方法对模型B、C的CDFS
进口温度、压力畸变进行了定量分析[14]，分析结果见

表 2。从表中可见，在设计反压下，模式选择阀打开

（a）风扇压比随模式选择阀角度的变化

（b）风扇工作点在特性线上的位置

图11 设计反压下风扇工作点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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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α=14°时，CDFS进口压力径向畸变指数Δσ̄P、温度

径向畸变指数ΔT̄2分别达到 15%、3.6%，采用文献[15]
的方法对 CDFS进口旋流畸变进行评估，此时 CDFS
进口 90%叶高以上涡角 β最大达到 9°。涡角变量定

义如图13所示，其表达式为

β = arctan ( )Uθ

Ux

（1）
式中：Uθ为旋流切向速度分量；Ux为旋流轴向速度

分量。

2.3 回流调节方法

2.3.1 回流裕度分析

综上所述，在变循环发动机工作模式转换过程

中，如果发生回流，将严重影响压缩部件工作的性能

和稳定性。模式选择阀发生回流的根本原因在于前

涵道引射器出口掺混位置静压和外涵下游反压较高，

而风扇出口压力较低。其中，外涵反压影响最大，不

同外涵反压和模式选择阀角度下风扇工作点的变化

如图 14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外涵反压的降低，风

扇工作点随之下降，外涵反压降至临界反压（模式选

择阀流量为 0 kg/s）时，回流消失，风扇工作点回到设

计点。模式选择阀角度越大，外涵反压变化对风扇工

作点的影响越大。但是，不同模式选择阀角度的临界

反压是相同的，只要外涵反压降至临界反压以下，各

模式选择阀角度回流均消失。

引入回流裕度Rm的概念进一步分析

Rm = ps22 - ps148ps22
× 100% （2）

式中：Ps22为 CDFS进口静压；Ps148为前涵道引射器出

口掺混位置静压。在模式

选择阀打开过程中，只要保

证回流裕度为正值，就可以

避免发生回流[2]。 Ps22 和

Ps148的位置如图15所示。

按式（2）计算了回流裕度，计算分析结果如图 16
所示。从图中可见，外涵反压对回流流量和风扇工作

点压比的影响趋势基本一致。随着外涵反压的降低，

回流流量逐渐减小，至临界反压时回流流量消失。在

各模式选择阀角度下，回流裕度随外涵反压的变化曲

线基本重合，呈线性变化趋势，随着外涵反压的降低，

回流裕度持续升高。当回流裕度大于-0.05时，在各

模式选择阀角度下回流消失（回流流量为正值时表示

发生回流）。

2.3.2 改进措施验证

根据回流裕度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可以考虑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

（1）开展前涵道引射器及外涵流路优化设计，以提

高前涵道引射器出口流速，降低掺混位置静压ps148。

（2）在变循环发动机工作模式转换之前打开后涵

道引射器和喷口，相当于本算例中降低外涵出口反

压，可以显著降低ps148，改善回流裕度。

（3）根据文献[2]，在模式转换过程中再配合调节

前涵道引射器和CDFS进口可调叶片，能够进一步提

高回流裕度，从而逐步平稳地完成变循环发动机的模

式转换。

在模型B的基础上，以改变边界条件的形式对改

进措施进行数值验证。采取降低外涵反压的措施后，

回流裕度由-0.50提高至-0.01，在此基础上，向关闭

方向调节 CDFS进口可调叶片角度 10°，关闭 20%前

涵道引射器面积，共同使 ps22升高、ps148降低，回流裕度

进一步提升至 0.05，改善回流裕度措施的效果如图 17
所示。降低外涵反压后静压及流线如图 18所示。从

图中可见，外涵反压降至临界反压后，回流消失，风扇

图15 静压Ps22、Ps148的位置

Ps22

Ps148

图16 回流裕度计算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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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涵气流正常向下游流动。

3 结论

本文开展了变循环发

动机模式转换过程中多个

工作状态的压缩部件联合

数值仿真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在变循环发动机由单外涵工作模式向双外涵

工作模式转换时，如果不预先采取其他调节措施，由

于外涵压力高于内涵压力，模式选择阀打开后会发生

回流，回流紧贴分流环进入CDFS并在分流环下方发

生分离。

（2）回流使风扇工作点升高、剩余喘振裕度降低，

模式选择阀打开至中间角度位置时，风扇进入喘振边

界。回流导致 CDFS进口产生径向温度、压力畸变，

同时在尖部区域产生一定程度的旋流畸变，对CDFS
的性能和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3）在工作模式转换过程中，预先开大后涵道引

射器和喷口的面积，同时关小前涵道引射器面积和

CDFS可调叶片角度，回流裕度由-0.50提高到0.05，回
流消失，保证了变循环发动机实现稳定工作模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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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模型B降低外涵反压

后的静压及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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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学”沟槽减阻仿真分析及机理研究

陈 璠 1，徐朋飞 2

（1.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北京 101300；2.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仿生学”沟槽结构在航空发动机叶片减阻和燃滑油系统减阻等领域有潜在的应用前景。为获得该结构构型参数和雷

诺数对减阻效果的影响规律，通过对鲨鱼及海豚表皮特征进行仿生设计了横向和纵向沟槽，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对不同沟槽构型在

不同雷诺数下的减阻效果开展了对比研究和机理分析。结果表明：横向和纵向沟槽构型减阻率均随雷诺数增大而减小，并且雷诺

数影响占主导地位。对于横向沟槽构型，沟槽间距较大的构型沿程阻力占主导，在相对高雷诺数下减阻效果较好；沟槽数量较多

的构型局部阻力占主导，在相对低雷诺数下减阻效果较好；无间距构型在相对低雷诺数下减阻效果最好，减阻率约为 4.14%。对

于纵向沟槽构型，减阻率比横向沟槽的高约1个百分点，雷诺数对减阻效果影响不大。

关键词：沟槽；减阻率；仿生学；局部阻力；沿程阻力；雷诺数；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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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Analysis and Mechanism Study on Drag Reduction of“ Bionics”Groove
CHEN Fan1，XU Peng-fei2

（1. Aero Engine Academy of China，Beijing 101300，China；2.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Bionics" groove structure has potential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fields of aeroengine blades drag reduction and fuel / oil
system drag reduction. In order to obtain the structure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Reynolds number on the drag
reduction，transverse and longitudinal grooves were designed with the bionics of the skin characteristics of sharks and dolphins.
Comparative study and mechanism analysis of drag reduction effect were carried out for different groove configuration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under different Reynolds numb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rag reduction rates of both transverse and longitudinal
grooves configuration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Reynolds number，and the influence of Reynolds number is dominant. For the
transverse groove with larger groove gap，the resistance loss along the way is dominant，and the drag reduction effect is better at relatively
high Reynolds number. The local drag is dominant with more grooves，and the drag reduction effect is better at relatively low Reynolds
number. The drag reduction effect of the no gap configuration is the best at relatively low Reynolds number，and the drag reduction rate is
about 4.14%. For the longitudinal groove configuration，the drag reduction rate is about 1%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ransverse groove
configuration，and Reynolds number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drag reduction.

Key words：groove；drag reduction rate；bionics；local resistance loss；resistance loss along the way；Reynolds number；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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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仿生学是指运用从生物界中所发现的机理和规

律，来解决人类实际复杂问题的一门综合性交叉学

科，“仿生学”在航空发动机领域最典型应用是沙丘驻

涡火焰稳定器和耦合降噪仿生前缘非光滑形态翼型

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歌教授[1]基于沙漠中新月

形沙丘研制出的沙丘驻涡火焰稳定器，可提高燃烧效

率和火焰稳定性，减小了流体阻力和振荡损失，大幅

度提高航空发动机合格率；吉林大学孙少明博士[2]通

过量化长耳鸮鸟翼形态与构型耦合消声降噪特征，建

立的耦合仿生非光滑形态及特殊翼型构型，可有效延

缓翼型绕流场边界层分离，减弱翼型表面流体压力脉

动，进而减少声能产生；西安交通大学的刘小民等[3]

通过提取苍鹰尾缘非光滑形态的降噪特征元素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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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仿生叶片结构模型，能够有效减小叶片表面的非定

常压力脉动和尾迹涡引起的气动噪声。近年来的研

究发现，部分生物如鲨鱼和海豚表皮具有沟槽结构可

实现流动减阻。因此，在航空发动机叶片减阻和燃滑

油系统流动减阻等方面，“仿生学”沟槽减阻方法具有

潜在的应用价值。对此，国内外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的

研究工作。其中，在纵向沟槽研究方面，最早由

NASA开展了系统化试验研究[4]，确定了该结构能有

效地减少表面摩擦阻力；Walsh[5-7]、Park等[8]通过试验

得出该结构可产生 4%-8%不等的减阻率；Wang等[9]

发现 V型沟槽三角翼在 6°攻角时减阻率高达 40%；

NASA兰利中心在 Learjet型飞机上开展的飞行试验

和李育斌等在运七飞机缩比模型上开展的试验均表

明沟槽结构可使其减阻率最大达到 8% [10-11]；Speedo
公司[12]研发带有凹槽结构的泳衣可使总阻力减小

4%，极大地提高选手的泳速。在横向沟槽研究方面，

Kramer[13]制备的仿生海豚皮减阻率达 50%；Scholle
等[14]对低速流动下横向沟槽减阻性能进行了理论分

析；De Angelis、Bechert等[15-16]分析了横向沟槽减阻效

果，研究了沟槽表面的速度场分布及表面边界层速度

分布对表面减阻性能的影响；宋保维、刘占一等[17-18]

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沟槽内产生的旋涡和沟

槽间距对减阻效果的影响。由此可见，目前研究成果

证实了“仿生学”减阻沟槽结构具有明显的减阻效果，

但对于航空发动机高效率叶轮机械及管流部件的优

化设计仍有差距，缺乏关键参数对于沟槽减阻效果的

对应关系。

本文基于国内外对仿生学结构的减阻效果研究

基础上，通过研究纵向沟槽及横向沟槽的减阻效果，

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对流场结构、仿生学沟槽减阻问题

进行机理分析。

1 模型与网格

1.1 模型简化及尺寸确定

便于对减阻效果进行量化，对减阻率进行定义

R = F - F1
F

× 100% （1）
式中：R为减阻率；F为原构型所受阻力；F1为运用仿

生结构的构型所受阻力。

针对单一沟槽结构，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地研

究，根据丛茜等[19]的研究成果表明，刀刃型结构沟槽

高应力区出现在刀刃尖端，减阻效果最理想，但该结

构容易失稳。而本文研究

的锯齿结构凭借其具有高

稳定性而被广泛采用。刀

刃型沟槽及锯齿型沟槽结

构如图 1所示，其中 s为沟

槽宽度，h为沟槽深度。

纵向沟槽锯齿结构的无量纲沟槽深度 h+和宽度

s+定义为

s+ = s uτ
ν

（2）
h+ = h uτ

ν
（3）

式中：v为流体黏度；uτ为壁面剪切速度

uτ =
τw
ρ

（4）
式中：τw为壁面剪切力；ρ为流体密度。

根据Walsh等学者的试验研究结果，纵向沟槽的

锯齿结构分别在（h+≤25，s+≤30）范围内具有减阻效果，

且当h+=s+时减阻效果最佳。

本文探讨低速流对结构减阻的影响，同时考虑模

型尺寸的可行性，单个沟槽的尺寸为

s+ = 0.17 × sURe-0.1
ν

（5）
h+ = 0.17 × hURe-0.1

ν
（6）

式中：U为来流速度。

选择来流速度为 5 m/s时，Re=1×106，计算流体为

水，温度为293 K，根据计算结果设定单个沟槽 s=h=0.1
mm，同时改变每个沟槽间的距离 x，分别在 x=0、0.05、
0.10 mm时，计算探讨沟槽间距对减阻效果的影响。

本文建立了1段沿流向的3维空间计算域，如图2
所示，设置流向尺寸为1750 mm，垂向尺寸为220 mm。
为保证流体流动达到完全湍流状态，沟槽放置在沿流

向尺寸为 1050 mm的位置，并且垂向尺寸满足流场上

下面互不影响。为了能在降低洞壁效应的同时控制

计算量，将沟槽数量 n设定为 5，为此设定展向尺寸为

1.2 mm；同样为使横向沟槽与纵向沟槽具有可比性，

沟槽减阻区表面为 1.2 mm×1.2 mm，沟槽形状如图 3
所示，具体尺寸见表1。

h

s

s

h

图1 锯齿型沟槽（上）和

刀刃型沟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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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网格划分

采用 GAMBIT6软件对计算域生成的 6面体结

构化计算网格如图4所示。

网格第 1层厚度为 10-5 m，
对沟槽附近局部加密，边

界 层 网 格 按 拉 伸 比 例

1∶1.1拉伸 10层，网格数

量约120万。

2 数值模拟

2.1 求解条件设置

流场介质为不可压缩黏性流体，流场为定常流

动。流体温度为 293 K，密度为 998 kg/m3，黏性系数

为 1.003×10-3 kg/（m·s）；采用速度入口，压力出口；下

壁面设置为固壁条件，上壁面以及左右壁面均设置为

对称边界条件。

2.2 数值方法验证

利用ANSYS CFX软件进行流场仿真计算，并采

用剪切应力输运 k-ω模型进行数值模拟，通过在光滑

平板计算得出的模拟结果与经验公式得出的理论摩擦

阻力系数进行对比来验证数值方法，对比结果见表2。

通过对比可知，在 Re=1.18×107的流场中出现最

大相对误差为 0.88%，说明该模型能较好地模拟沟槽

减阻性能。

2.3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选取雷诺数及沟槽构型作为变量进行CFD仿真计

算，通过比较沟槽表面与平板的阻力求得减阻率。

不同尺寸沟槽构型

如图 5所示。从图中可见

横向及纵向减阻率随雷

诺数的变化情况。MZ1、
MZ2、MZ3分别为构型 1、
2、3 的纵向沟槽；MH1、
MH2、MH3分别为构型 1、
2、3的横向沟槽。

对图中曲线分析可得：

（1）所有构型的减阻率随雷诺数的增加而降低，且

雷诺数在所有变量中对减阻率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当

Re=5.08×106时达到最大，在Re=1.18×107时为最小。

（2）纵向沟槽在计算范围内的任一雷诺数下减阻

效果均优于横向沟槽的，对于纵向沟槽，减阻率比横

向沟槽高约1个百分点。

（3）3种构型为纵向沟槽时，在不同雷诺数下减

阻效果趋势一致，在同一雷诺数下，随着沟槽数量增

加，沟槽减阻效果提高，但提升效果不大。

（4）从曲线斜率可见，对于纵向沟槽，随着雷诺数

的增加，沟槽减阻率降低趋势逐渐明显。而对于横向

分布的构型3，随着雷诺数的增加，其降低趋势减弱。

（5）3种构型为横向沟槽时，曲线差异较大，沟槽

构型的差异对横向分布影响较大，在横向沟槽减阻时

通过优化沟槽结构得到较好的减阻效果。其中无沟

槽间距的构型 1在Re=5.08×106时减阻率为 4.14%，减

阻效果优于其他 2种构型的，但在 Re=1.18×107时减

阻率接近 0，减阻效果最差；3种构型在横向分布的减

阻率均值为构型 2>构型 3>构型 1，沟槽宽度为 0.1
mm，深度为 0.1 mm，间距为 0.1 mm的构型 2减阻效果

最好，说明适当增加沟槽间距可提升减阻效果。

3 机理分析

3.1 横向沟槽

M2构型横向沟槽在 Re=8.46×106下的速度矢量

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见，在沟槽内顺时针旋转的涡

形成涡垫，使上方流体直接从沟槽越过，不与壁面直

接接触，可减小摩擦阻力，使顺时针涡顶部流向与主

流的一致，对流动有促进作用，也对减阻效果有积极

沟槽减阻区

湍流过渡区

U

h

x s

图2 3维计算域 图3 沟槽形状

构型序号

M1
M2
M3

s/mm
0.1
0.1
0.1

h/mm
0.1
0.1
0.1

x/mm
0.00
0.10
0.05

n

12
6
8

表1 沟槽形状及尺寸

Re

5.08×106
8.46×106
1.18×107

模拟结果

3.380×10-3
3.094×10-3
2.898×10-3

理论值

3.356×10-3
3.086×10-3
2.924×10-3

相对误差/%
0.73
0.28
0.88

表2 模拟结果与理论值对比

图4 计算域网格

MZ1MH1MZ2MH2MZ3MH3

5
4
3
2
1
0

R
/%

Re（×106）
12111098765

图5 沟槽减阻率随

雷诺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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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M2构型横向沟槽在 Re=8.46×106下的速度云

图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在沟槽内流体速度很

慢，形成死水区，壁面边界层变厚，使壁面的速度梯度

减小，流体耗散减弱，起到减阻效果。其他构型和雷

诺数与之机理类似。

分别从局部损失和沿程损失的角度，对几种构型

在不同雷诺数下的流动减阻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

明：局部损失与壁面形状变化的剧烈程度有关；沿程

损失与固体和流体接触的湿面积有关。沟槽间距段

越长，沿程损失越大；沟槽数量越多，局部损失越大。

通过对比不同构型，发现在低雷诺数工况下，构型 1
的减阻效果最优，其沟槽间距为 0，但沟槽数量远大

于其他２种构型的，说明在相对低雷诺数下以沿程损

失为主。而在高雷诺数工况下，沟槽间距最大的构型

2的减阻效果最好，说明在相对高雷诺数下以局部损

失为主。

3.2 纵向沟槽

Q判据在流场中用

于识别涡特征并可视化，

代表流场中速度梯度张量

的应变率、张量与涡张量

的差值，用于判断流场中

涡的情况。M2构型纵向

沟槽在 Re=8.46×106下基

于 Q判据的涡量如图 8所
示。从图中可见，流体在

向下游流动时产生方向相

反的涡对，该涡对与纵向

沟槽结构相互作用，在沟

槽底部形成稳定的低速

区，使流场稳定，同时产生

离散涡，逐步削弱来流涡对

强度，达到减阻效果。M2
构型纵向沟槽在Re=8.46×

106下的速度如图 9所示。从图中可见，纵向沟槽结

构使底部形成速度死水区，从而使速度梯度大大减

小，沟槽的存在使壁面的流场趋于稳定。其他构型和

雷诺数与之机理类似。

4 结论

（1）横向和纵向沟槽的减阻率均随雷诺数的增加

而减小，并且雷诺数在所有变量中对减阻率的影响占

主导地位。纵向沟槽在计算范围内的任一雷诺数下

的减阻效果均优于横向沟槽的；

（2）对于横向沟槽，沟槽间距增大使沿程损失变

大，在相对高雷诺数下减阻效果较好；而沟槽数量增

多使局部损失变大，在相对低雷诺数下减阻效果较

好。因此，适当增加沟槽间距可提升减阻效果；

（3）对于纵向沟槽，在不同雷诺数工况下减阻效

果趋势一致；在同一雷诺数工况下，随着沟槽数量增

多，减阻效果提升，但提升程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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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在航空发动机研发领域的应用探索

李大为，王 军，王 晨，王嘉瞳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110015）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研发领域内不同专业之间数据彼此孤立，相同专业的数据名称、符号、量纲不统一，无法应用大数据技

术进行深层次分析的问题，通过对发动机数据进行系统有效的管理，建立了航空发动机大数据平台方案，从而挖掘数据间隐藏的

规律，解决发动机复杂问题。通过系统梳理全寿命周期内发动机不同阶段、不同专业数据的现状及管理的不足，开展了航空发动

机大数据平台建立的需求分析，并利用工程经验开展了数据种类分析，首次定义了发动机元数据的概念及组成，创新性地提出了

一种多维度、多专业数据关联的命名方法，为后续科研院所及发动机承制厂商建立航空发动机大数据平台提供了数据间关联的支

撑，摸索出大数据技术应用的途径，从航空发动机设计的专业角度提出了大数据平台实施方向，具有较好的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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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problem that the data of different specialties in aeroengin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ere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the data name，symbols and dimensions of the same specialty were not unified and the big data technology could not be used for deep
analysis，the big data platform of aeroengine was established by systematically and effectively managing the engine data to excavate the hid⁃
den rules between data and solve the complex problems of engine. The requirement analysis of big data platform for aeroengine was carried
out by systematically comb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sufficient management of different stages and different professional data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Data typ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y engineering experience. The concept and composition of engine metadata were de⁃
fined for the first time，and a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professional data association naming method was proposed，which provided the
suppor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eroengine big data platform by subsequent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engine manufacturers. The ap⁃
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was found out，and the implementation direction of big data platform was put forward from the professional
view of aeroengine design，which had goo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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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在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及应用过程

中会产生海量的多维度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利用大

数据技术对海量的不同维度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可快速、直接地查找数据规律及参数影响因素，从而

找出产品在设计和使用过程中的不足[1-2]。在国外，

大数据技术已在航空发动机研发领域应用并取得了

可观的效益。RR公司早在 1997年就计划成立全球

服务中心平台，经过长期维护和完善，已于 2017年实

现了大数据中心的全部功能。该数据中心每天可以

处理数百亿条数据，可跟踪全球 13000余台在世界各

地运营的发动机的健康状况，并对每台发动机的数据

进行智能分析和预测；同时可以监控全球范围内

3700多架飞机的引擎运行情况，从而帮助航空公司

进行排故、维修预测、航油管理、航线规划等[3]。GE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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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基于大数据技术制定了数字解决方案来进行数据

管理，军用及民用发动机提供一系列服务保障，包括

对资产、健康诊断、燃油、航班风险、飞行员客户端、数

据交换系统、AirVault维护记录管理系统、数据智能

咨询系统、AirVault分析系统的管理，以及提供航班

状态分析等服务[4]。在国内，王岭[5]针对商用航空发

动机智能制造开展了相关研究与探索；李大为等[6]和

薛庆增[7]针对航空发动机起动数据及性能监控数据

开展了相关研究；刘桓[8]针对航空系统中数据挖掘技

术开展了相关研究；袁炳南等[9]针对航空工业领域应

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分析和论证；赵华等[10]对于国内外

元数据标准和内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于梦月等[11]针

对美国开放元数据标准及不同学科元数据标准开展

相关研究，指出元数据是开展自动聚合机制及更深层

次研究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宫夏屹等[12]对大数据平台

搭建技术进行了总结分析。从以上文献中可见大数

据技术在国内众多工业领域已成功应用，但在航空发

动机领域目前却未见成熟的大数据平台，尚未建立航

空发动机元数据相关标准，航空发动机数据并无统一

规范的格式，成为大数据技术应用于发动机数据管理

的一道难题。

为了深入挖掘航空发动机不同维度之间数据隐

藏的规律，解决不同专业耦合产生的复杂瓶颈问题，

必须利用大数据技术搭建数据平台以对数据进行有

效的利用。本文对航空发动机数据现状进行了梳理，

摸索出大数据技术应用的途径，以期为航空发动机大

数据平台搭建提供技术支撑。

1 国内航空发动机领域数据现状及需要解决

的问题

目前在航空发动机研制过程中，数据管理缺乏全

寿命周期数据的整理，跨专业数据并没有进行有效的

关联分析和挖掘，设计、装配、工艺、试验的数据之间

未充分关联分析和挖掘，导致一些复杂的问题迟迟得

不到解决，故障无法排除。初步总结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数据量大且种类多

航空发动机在设计、生产、使用的过程中均会产

生大量数据，如在设计过程中产生性能专业的计算数

据、结构专业的结构图形数据、强度专业的强度设计

数据等，以上数据又分为整机、部件、零件等不同维

度；在发动机制造和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生产、

装配数据及出厂试车数据，如在 1次历时 1 h的地面

试车过程中，数字式调节器记录的数据容量就可达到

3GB；发动机在外场装机后的使用过程中又会产生大

量的飞行数据和使用维护数据，如周期检查数据、滑

油光谱数据等；同时随着发动机的使用还会产生故障

信息、安装信息等数据；在发动机返厂大修后又会产

生大量的修理数据及试车数据。因此，全寿命周期的

发动机数据具有数据量大、种类多的特点。

1.2 跨专业数据未进行系统的整合和关联分析

目前在航空发动机研制过程中设计、试验过程数

据相对丰富，但各维度数据并未统一管理且彼此独

立，不利于解决复杂的系统问题。如发动机试车数据

往往表征发动机性能、功能方面的结果；在制造和装

配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往往表征发动机结构的技术状

态，而上述这些数据仅按专业保存，当发动机出现问

题时又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交叉和统筹考虑。因此，

目前发动机数据按专业独立保存的特点不利于进行

跨专业分析和找出不同专业参数之间的影响规律。

1.3 数据挖掘深度不够

目前在航空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并未对各维度数

据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存在潜在规律隐性化的情

况，如大量的试验和外场数据放在数据库中，大部分

数据没有进行有效处理，部分测试故障产生的无效数

据没有有效识别，并未进行跨专业分析，如性能专业

的Ａ参数与振动专业的Ｂ参数之间的关系能否建立，

完全依靠设计经验，特别是由于发动机具有复杂的系

统性，往往需要跨专业进行分析。因此，发动机数据

存在挖掘深度不够的问题。

1.4 数据的名称、符号、量纲不统一

目前航空发动机研发是按照项目进行管理的，按

装机对象要求的不同，标准化要求也不尽相同，有可

能产生对于同一参数、同一气动截面设定的符号和命

名不一致的问题。特别是具有相同核心机的发动机

系列发展时，该问题会暴露的更突出，同系列发动机

数据需在整机、部件、系统之间，以及不同项目之间传

输和有效处理，这就要求数据采集、存储、处理等一系

列环节要有统一的名称、符号及量纲，否则将会产生

大量错误信息数据。

2 航空发动机领域数据库建设需求

针对目前航空发动机数据管理的现状，结合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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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技术的特点，航空发动机数据库建设的需求主要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不同维度数据统一采集和管理

目前在航空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各维度数据并未

统一管理且彼此独立，同一台发动机在不同阶段的数

据未按发动机项目进行管理，不利于解决复杂的系统

问题，应将各维度数据统一集中管理，建立统一的数

据平台，打通研究所、承制厂、大修厂、不同专业、不同

领域之间的隐形壁垒。具体需求包括：可将发动机设

计过程中的数据，包括稳态和过渡态计算的性能参

数、质量和尺寸等结构参数、零部件的设计参数、各系

统的设计参数按一定规则进行存储汇聚；可将发动机

零部件及系统试验、地面整机试验、高空台试验、试飞

的数据按一定规则进行存储；可将发动机零组件、零

部件、单元体、整机装配的数据及生产、工艺、制造的

数据按一定规则进行存储。

2.2 数据深度挖掘

目前航空发动机数据挖掘深度不够，利用大数据

技术可对不同维度的核心数据进行有效抽取和精确

分析。可以利用画图、比对等方法对具有不同标签的

数据进行关联，如按环境参数、使用地点、装机情况、

使用时数分类，将不同维度、不同专业的数据进行对

比以寻找研发规律。

2.3 数据可视化

借助图形可视化技术手段，可以依据不同用户的

需求开展项目开发。目前航空发动机数据可视化需

求可以分为 2方面：从宏观角度了解发动机设计、制

造、使用、故障等各维度的概况信息；从微观角度以图

形或图表的形式具体展现发动机不同规律的数据。

可以按项目、地点、状态、故障等条件查询发动机相关

信息；宏观掌握发动机项目研制进展情况，如外场使

用情况、使用时数、故障信息，形式可以是图表或图

形；在进行发动机研发过程中，可以将不同维度的具

体发动机数据进行图形化表示，以便发现数据间的隐

藏规律，图形化包括 2维、3维云图以及表格等形式；

同时可以根据图纸或图形生成数据，实现对复杂结构

的观察、测量等功能。

2.4 数据名称、截面、量纲统一

为打通不同维度、不同项目数据之间的壁垒，全

面对比同系列发动机数据，分析发动机规律，需清洗

整理全寿命周期内的数据，因此数据统一的名称、截

面、量纲将是发动机数据对比的前提条件，在建立航

空发动机大数据系统前，需将发动机设计符号、测试

参数名称、截面进行统一。

2.5 数据实时监控及故障诊断

为保证航空发动机在飞行使用过程中安全可靠

工作，飞行结束后依靠飞参系统对飞行数据进行故障

筛查，目前尚未实现完全实时监控，部分发动机故障

或潜在故障不能及时被发现，从而影响发动机正常使

用，因此需开展发动机实时监控及故障诊断，具体需

求为：以发动机为对象建立发动机档案，包括发动机

生产、装配、使用、履历、故障信息等，在使用过程中实

时监控发动机参数，包括可按使用地点、使用时间、装

机类型进行展示等功能。提示使用维护信息，如根据

使用维护规程、发动机使用时数提示维护人员开展相

应的维护工作；通过对发动机参数规律进行总结，制

定发动机故障判据，在发动机使用过程中，当飞行、地

面试车、定检等参数出现异常时，及时提醒或提前报

出警告信息[8-9]。

3 大数据技术在航空发动机研发领域的建设

规划

航空发动机大数据系统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进

行建设：

（1）开发发动机大数据系统对各维度数据的整理

分析功能，提升发动机研发人员的设计能力，从而提

高发动机产品的设计水平。

（2）建立承制厂的发动机数据库，对发动机加工、

制造、装配过程中的数据（包括整机、部件、零组件）进

行管理，从而提升发动机工艺制造水平，缩小发动机

批生产的分散度，提高发动机产品的生产质量。

（3）建立发动机修理数据库，对发动机检修、大修

过程中的数据进行管理，从而摸清发动机寿命与性能

等指标的变化规律，解决发动机性能衰减大等制约发

动机发展的瓶颈问题。

（4）建立发动机使用维护数据库，方便用户/机关

及时了解发动机飞行时数、架次等使用信息，为发动

机后续发展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4 大数据技术在航空发动机研发领域数据管

理中的应用

为了解决跨专业的复杂问题，航空发动机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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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多维度获取，同时鉴于采集的基础数据量大且类

型繁多的特点，需对数据采集及入库过程进行详细记

录，即为信息数据。目前，航空发动机数据并无统一

的格式，即无航空发动机元数据标准。若要采用大数

据技术，统一标准的数据格式是数据入库的前提条

件。因此有必要首先开展数据标准的制定。根据不

同学科元数据标准定义[13-14]及分类[15-17]，航空发动机

元数据也应由 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发动机基础数据，

包括性能、结构等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另一部分是

与该次基础数据对应的信息数据，用于对数据产生的

过程、环境、背景、故障等描述信息进行记录。所谓元

数据是由基础数据和信息数据组成的数据，2部分数据

必须一一对应且同时产生，其组成结构如图1所示。

由于航空发动机数据种类众多，在录入数据平台

过程中，首先要有效地识别出数据的相关信息，为后

续数据有效处理打下坚实基础，因此数据命名就一定

要按某种统一的规律进行设置。本文对多年的工程

航空发动机数据类型进行总结，对于不同项目、科研、

批产、内厂、外场等不同过程的数据，提出了一种按发

动机项目、台份编号为主线进行框架搭建的发动机元

数据命名规则，例如：莱茵河项目-1001号-1-1-1-1-
相应数据，具体说明见表 1、2。其中生产装配、大修

类结构数据最底层的零组件数据标题应带有零组件

号；发动机数据应与发动机信息数据一一对应，即每

生成 1个发动机数据就产生 1个信息数据，这样可对

不同维度、不同过程的数据进行有效的统一管控，后

续设计人员、工艺人员、使用人员可根据自身需求统

计相关数据，大幅度提高数据利用效率，打破不同专

业/维度数据之间的壁垒。

5 结束语

目前大数据技术已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于各

工业以及军工领域，本文系统地总结了全寿命周期内

航空发动机产生数据的特点及数据管理方面存在的

不足，开展了航空发动机大数据系统建立的需求分

析，利用工程经验开展了数据种类及格式分析，首次

定义了航空发动机元数据概念及组成，创新性地提出

了一种多维度、多专业数据关联的命名方法，为后续

科研院所及发动机承制厂建立航空发动机大数据平

台提供了数据间的关联支撑，摸索出大数据技术应用

的途径，从专业设计角度提出了大数据平台建设具体

的实施方向。通过建立全寿命周期内航空发动机各维

度数据的管理系统，可以解决复杂的航空发动机瓶颈

问题，从而提高发动机性能与结构、强度寿命与可靠性

等方面的一体化设计水平，具有一定的工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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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连接结构力学特性稳健设计

雷冰龙 1，李 超 1，2，洪 杰 1，2，马艳红 1，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1，航空发动机研究院 2，北京 100191）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转子结构具有质量/刚度分布不均匀、界面连接和承受大弯曲载荷等结构力学特性，分析了转子连接结

构力学特性与界面接触状态之间的关联性，提出适用于工程设计的连接界面滑移和摩擦-疲劳损伤程度的界面接触状态、应变能

和摩擦功等定量评估参数。建立了基于连接界面变形协调和转子应变能分布控制的转子连接结构力学特性稳健设计方法。结果

表明：通过对转子结构几何特征参数进行优化，提高了连接界面在离心载荷作用下的变形协调性，改善了在工作载荷下转子弯曲

应变能分布，可以减少连接界面摩擦-疲劳损伤，从而降低连接结构力学特性对载荷环境的敏感度，保证转子结构力学特性稳健。

以高速转子系统中连接结构为例，通过仿真计算验证了带有界面连接的转子连接结构力学特性稳健设计的有效性。

关键词：转子连接结构；稳健设计；非连续性；界面损伤；损伤控制；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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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ust Design of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otor Connection Structure
LEI Bing-long1，LI Chao1,2，HONG Jie1,2，MA Yan-hong1,2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1，Research Institute of Aero-Engine2，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structural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eroengine rotor structure such as uneven mass/stiffness distribution，
interface connection and bearing large bending loads，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tor connection struc⁃
ture and the interface contact state was analyzed，and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s of interface contact state，strain energy and fric⁃
tion work were put forward for engineering design，such as interface slip and friction fatigue damage degree parameters. A robust design
method for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rotor connection structure based on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deformation of the connection inter⁃
face and the control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otor strain energy was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by optimizing the geometric charac⁃
teristic parameters of the rotor structure，the deformation coordination of the connection interface under the action of centrifugal load is im⁃
proved，and the bending strain energy distribution of the rotor under the working load environment can be adjusted to reduce the friction-fa⁃
tigue damage of the connection interface，thereby reducing the mechanics of the connection structure.The sensitivit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to the load environment ensures the robust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tor structure.Taking the connection structure in the high-
speed rotor system as an example，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obust design of the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tor connection structure
with interface connections is verified by simulation calculation.

Key words：rotor connection structure；robust design；discontinuity；interface damage；damage control；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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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现代航空发动机向轻质、高效、大功率发展，其安

全性、可靠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受加工、装配等因素

的限制，使得发动机转子系统中存在许多连接结构，

其局部接触状态改变以及相对滑移会造成其相对位

置关系的改变，使转子系统产生附加不平衡量，引起

整机振动问题。

在结构负荷不大的转子动力学设计中，可将转子

作为连续结构进行分析[1]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

连接结构对转子动力特性的影响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工作。Ma等[2] 进行了在非确定载荷作用下转子动力

响应的区间分析；Wang等[3] 研究了螺栓连接结构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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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刚度损失因素，并采用弹性模量修正方法进行航空

发动机复杂转子结构建模分析；金海等[4]建立了连接

界面变形对转子动力特性影响的力学模型，得出界面

变形将使得刚性转子系统产生附加激振力的结论；

Truman等[5] 针对连接界面导致的齿轮轮毂与轴过盈

配合失效，分析了微动作用与滑移 2种连接界面的失

效机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Han等[6] 对风扇轮

盘-鼓筒螺栓连接结构在弯曲载荷下的变形进行分

析，指明刚度损失会造成转子临界转速降低。在一定

条件下转子动力特性对界面接触状态特别敏感，连接

界面会随载荷循环发生宏观滑移和碰撞[7-8]。洪杰

等[9]研究了高速转子连接结构刚度损失的机理和连

接结构刚度损伤对转子动力特性的影响。

连接结构的界面接触损伤导致其力学特性在不

同载荷环境下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导致转子力学特性

产生非确定性，田口玄一博士[10]提出的稳健设计是以

降低工作载荷和载荷环境对结构力学特性的敏感度，

来提高结构系统力学特性的稳健性。岳伟等[11]建立

了止口连接结构刚度损伤模型，提出了止口连接结构

稳健设计方法；洪杰等[12]对转子连接界面失效进行了

分析，并基于容差模型法的设计流程，对转子结构系

统连接界面接触应力进行稳健设计；马艳红等[13]采用

有限元方法研究了影响套齿连接刚度以及接触应力

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套齿连接结构设计方法。

提高结构系统力学特性的稳健性，已成为当前工

程优化的主流方法[14]，而转子连接结构稳健性对转子

动力学设计具有重要工程应用价值。本文分析了航

空发动机转子连接结构力学特性与界面接触状态之

间的关联性，建立了基于连接界面变形协调和转子应

变能分布控制的转子连接结构力学特性稳健设计方

法，并通过仿真计算进行验证。

1 转子及连接结构特征

1.1 转子结构非连续性

典型高推重比涡扇发动机高压转子结构如图 1
所示。转子由前轴颈轮盘，鼓筒和后伸锥形鼓筒等组

成。转子结构几何构形的突变造成质量/刚度沿轴向

分布不均，因此，转子结构的力学特性上均会表现出

一定的非连续性。刚度/质量沿轴向分布如图2所示。

为充分利用材料性能和减轻结构质量，采用不同

材料制成轮盘、鼓筒轴等零部件，由于受加工装配的

限制，通常需要采用连接结构组成转子结构。构件间

的典型几何构形和连接结构如图3所示。

转子结构尺寸和材料力学特征参数非连续性所

产生的原因主要来自于 2方面：由于转子几何构形、

材料性能的不同，造成转子刚度/质量沿轴向分布的

突变；由于连接界面的存在，使结构在连接界面处的

受力状态产生突变和阶跃。由于结构几何构形突变

和界面的存在，对于承受工作载荷较大且产生弯曲变

形的转子系统设计，必须考虑结构非连续性及其对力

学特性的影响。

1.2 连接结构及界面接触特征

连接结构通过相互连接组件的界面进行承载和

传力。对于连接界面的功能可以分为承载特性和约

束特性2方面。连接界面的承载特性，即对连接结构

所受载荷具有传递作用；连接界面的约束特性，即连

接结构在载荷作用下接触界面对构件之间相对位置

关系的保持作用。转子连接界面一般同时具有承载

与约束特性作用。短螺栓连接结构接触界面如图4
所示。接触界面两侧的构件1和构件2在螺栓预紧力

F的作用下接触在一起，接触界面的力学行为描述图1 高压转子结构

图2 刚度/质量沿轴向分布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a）锥壳-轮盘

连接结构

（b）鼓筒-轮盘

连接结构

（c）鼓筒-锥壳

连接结构

图3 典型转子连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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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1 ( x ) + σ2 ( x ) = 0
τ1 ( x ) + τ2 ( x ) = 0
dn, 1 ( x ) - dn, 2 ( x ) = δdn ( x ), x ∈ [ 0,L ]
dt, 1 ( x ) - dt, 2 ( x ) = δdt ( x )

（1）

式中：σ，τ，dn，dt分别为接

触界面的法向应力、切向

应力、法向位移和切向位

移；下标 1、2表示构件 1、2
的接触界面。

由于接触界面长度为 L，因此 x的定义域为[0,L]。
如图 4（b）所示，当构件受到法向力Fn的作用时，接触

界面发生分离，其力学行为为

δdn ( x ) ≠ 0,∃x ∈ [ 0,L ] （2）
δd t ( x ) ≠ 0,∃x ∈ [ 0,L ] （3）

如图 4（c）所示，在切向力Ft的作用下，接触界面

如果发生相对滑移，其力学行为如式所示，连接结构

出现约束失效，其有可能导致约束界应力分布恶化。

此外，在不同外界载荷作用下，接触界面的应力σ和 τ
的分布虽然仍然满足式，但应力值发生变化，导致接

触界面的应力分布改变并进一步造成界面力学特性

的变化。

2 连接结构界面损失及力学特征分散性

2.1 连接结构力学特性

由于连接结构的接触界面只能承受压力不能承

受拉力，在连接结构承受具有区间分布特征的非确定

载荷时，连接结构力学特性表现为：有效接触面积不

连续、界面应力分布非线性、界面间转角不连续及界

面滑移等，这些连接界面力学特性变化在宏观力学特

性上的综合表现，使得连接结构产生弯曲刚度损失和

连接构件之间质心偏移。

以法兰螺栓连接为例，在较大弯矩载荷作用下，

法兰边张口，有效接触面积减小，连接位置发生转角

突变（如图 5所示），造成连

接结构弯曲刚度损失。刚

度损伤系数 kP定义为

kP=（k0-ks）/k0 （4）
式中：ks为考虑转子结构系

统中连接界面影响的实际

刚度；k0为连接界面固结时

的理想刚度。

转子连接结构的质心偏移是指连接界面随着工

作载荷变化产生逐渐积累的不可恢复变形，转子界面

变形在转子径向位置分布的不协调，造成转子质心相

对于旋转中心产生偏移量，使对应截面的形心Oin,1和

Oout,1发生径向偏移

d，对转子结构系统产生附加不平

衡量，如图6所示。

2.2 连接界面接触损伤及评估参数

由于结构几何参数、装配工艺参数和载荷环境相

对于初始装配状态发生变化，连接界面上的接触状态

变化会引起转子结构刚性和质心线发生变化，对结构

系统动力特性的分散性造成显著影响，这种力学行为

被称为连接界面接触损伤。连接界面接触损伤分为

在外载荷和变形作用下的界面滑移、界面接触应力疲

劳损伤和界面摩擦损伤 3方面[15]。针对界面损伤机

理提出连接界面接触状态系数Cconta、界面不可恢复变

形能E、接触面的摩擦功W对其进行评估。

2.2.1 界面滑移

连接结构在承受工作载荷时，在连接界面切向上

产生相对滑移变形，当所承受的工作载荷减小或者进

入停车状态时，由于连接界面上摩擦力的存在，使连

接界面上的一部分滑移变形不可恢复，可能导致转子

结构系统产生附加不平衡量。

针对不可恢复滑移损伤，可采用连接界面接触状

态系数Cconta进行定量评估。连接界面按照其相互约

束的紧密程度分为 4种接触状态：粘滞和滑移、准接

触、张开，其中只有界面处于粘滞和滑移状态可以传

递载荷，提供变形约束。为了保证在工作状态下连接

（a）装配状态

（b）受法向力作用 （c）受切向力作用

图4 接触界面的力学行为

图5 转角突变

图6 质心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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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功能稳定可靠，要求连接界面粘滞和滑移面积占

有一定的比例，即

Cconta=Asticking + AslidingA total
× 100% （5）

式中：Asticking、Asliding分别为粘滞状态和滑移状态的区域

面积；Atotal为连接界面的总面积。

2.2.2 界面疲劳损伤

连接界面在装配状态和工作状态下承受大法向

压力及变化，界面局部区域可能应力水平较高，甚至

产生塑性变形、裂纹或破坏，其损伤机理主要是连接

界面在接触应力作用下产生微动疲劳。

针对连接界面接触疲劳损伤，可采用界面接触应

力和不可恢复变形能参数评估其损伤程度。由于界

面接触应力分布具有不均匀性，同时采用最大接触应

力σmax和平均接触应力σaver进行评估。最大接触应力

用于评估界面疲劳损伤程度，其值不应超过表面微观

屈服强度 σms；平均接触应力 σaver用于描述连接界面

在各工作状态下的压紧程度，其数值越大连接界面越

难以松动，应保证其值处于较高水平。基于界面接触

疲劳损伤能量理论，在疲劳寿命中，每次应力循环产

生的耗散能量效应之和为常数。不可恢复变形能 E
表示每次应力循环损伤能量相对大小，采用数值积分

计算接触面的变形能

E =∑
1

n

σaiΔεi Ai （6）
式中：σai、Δεi和 Ai分别为接触单元节点法向应力幅

值、接触单元节点法向变形量和接触单元面积。

连接界面不可恢复变形能需要满足连接结构在

疲劳寿命内的使用要求。

2.2.3 界面摩擦损伤

连接界面在工作状态下承受离心和弯曲载荷导

致界面产生相对滑移趋势或者存在滑移区域，在接触

表面上产生巨大的切向摩擦力，造成界面摩擦损伤破

坏，其损伤机理主要是连接界面在摩擦力作用下产生

微动磨损。

针对连接界面摩擦损伤，采用界面摩擦功W进行

评估其损伤程度。由于接触摩擦功与微动损伤寿命

存在反比例关系，采用摩擦功作为评估连接界面磨损

的参数，反映微动磨损过程对界面的损伤程度，采用

数值积分计算接触面的摩擦功

W =∑
1

n

μ ||σni || δi Ai （7）

式中：σni、δi和Ai分别为接触单元节点法向接触应力、

接触单元节点相对滑移量和接触单元面积。

2.3 转子力学特征分散性

转子连接界面接触损伤会导致连接结构的力学

特性发生变化，进一步引起转子的动力特性发生变

化[16]。在外载荷激励下转子振动为

[M]{ẍ}+（[G]+[C]）{ẋ}+[K]{x}={p（t）} （8）
式中：{x}为位移响应；{ẋ}为相应的速度；{ẍ}为相应的

加速度；[M]为质量矩阵；[G]为陀螺力矩矩阵；[C]为阻

尼矩阵；[K]为刚度矩阵；{p（t）}为激振力。

连接结构刚度损失使得刚度矩阵各系数均有区

间分布，表示为

ì
í
î

[ K ] = [ ki ] ( i = 1, 2,…,m )
ki = kci + ki ∈ [ kci - Δki, kci + Δki ] （9）

解得共振频率[λ]=[fcr,i（k,m,c）]和响应特性{x（k,m,
c,p（t））}也为区间分布。以共振频率为例，fcr,i（k,m,c）
是[K]、[M]、[C]的函数，也具有非确定的区间分布

fcr,i（k,m,c）=fcr,j（k+δk,m+δm,c+δc）
=fcr,i（k,m,c）+δfcr,i（k,m,c） （10）
∈[fcr,i-Δfcr,i,fcr,i+Δfcr,i]

3 连接结构力学特性稳健设计

转子连接结构稳健性是指在工作过程中转子连

接结构的力学特性对装配状态和载荷环境变化不敏

感的能力，即在允许范围之内，要求连接结构具有尽可

能小的刚度损伤系数和质心偏移，而且随着工作状态

变化弯曲刚度保持稳定，不会引起转子动力特性变化。

的原因及界面损伤机理，高速转子连接结构稳健

设计应从连接界面接触损伤控制进行设计与优化。

转子连接结构稳健设计思路如图7所示。

3.1 连接界面接触损伤控制方法

连接界面接触损伤控制设计是多参数、多目标的

图7 连接结构稳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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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提出如下优化设计模型

ì
í
î

min F [Yconta (G,A,L ) ]
s.t. gj (Y joint ) ≤ 0 j = 1, 2,…, l （11）

式中：Yconta为连接界面的接触参数；G、A、L分别为连

接结构的几何参数、装配工艺参数和所承受的工作载

荷参数；Yjoint为连接结构力学特性参数。

界面接触损伤控制设计的目标是要保证连接界

面的接触状态及力学特性的变化最小。在工程中提

出了连接界面变形协调性设计和优化结构应变能分

布设计。

连接结构承受的载荷复杂多变，如果连接界面的

变形不协调，在附加约束的作用下，会造成连接界面

在局部产生过度的应力，从而造成应力损伤。

建立等厚轮盘与鼓筒模型（如图 8所示），得出其

在离心载荷作用下的径向变形[16]

ud = ρω2 rE
( 1 - μ ) ( 3 + μ )

8 ( )r 21 + r 22 + 1 + μ1 + μ
r 21 r 22
r2
- 1 + μ3 + μ r2 （12）

式中：r为径向位置；r1轮盘内径；r2轮盘外径；ud为轮

盘 r位置的径向变形；w为转速；μ为泊松比；ρ为密度；

E为弹性模量。

根据式（12）得出轮盘的径向变形ud与厚度b无关。

对于实心圆盘 r1=0，由式（12）得径向变形为

ud = ρω2 rE
( 1 - μ ) ( 3 + μ )

8 ( )r 22 + 1 + μ3 + μ r2 （13）
鼓筒可近似看为 r1≈r2≈r的特殊轮盘，得到离心载

荷作用下的近似径向变形

uc ≈ ρω2 rE
( 1 - μ ) ( 3 + μ )

8 ( )2r2 + 1 + μ1 + μ r2 -
1 + μ
3 + μ r2 =

ρω2

E
r3（14）

在式中，轮盘径向变形与半径成 3次多项式函数

关系，鼓筒径向变形与半径成 3次方关系，在一定转

速下绘制径向变形曲线，如图 9所示。从图中可见，

鼓筒与轮盘在不同径向位置时，配合界面的径向变形

变化规律不同。径向变形相同位置称为恰当半径。

令 ud=uc，假设材料参数不同，泊松比 μ相同，rcr为

恰当半径

ρd ω2
rcr
Ed

( 1 - μ ) ( 3 + μ )
8 ( )r 22 + 1 + μ3 + μ r 2cr =

ρdω2 r 3cr
Ec

（15）
整理可得

rcr
r2
= ρdEc

ρcEd
1 - μ
3 - μ （16）

式中：Ed、Ec分别为轮盘和鼓筒的弹性模量；ρd为轮盘密

度；ω为转速；ρc为鼓筒密度；ra为轮盘轮缘半径。

从式中可见，恰当半径的值与转速无关，仅与轮

盘、鼓筒的材料参数有关。

结构在外载荷作用下发生形变时，外力在形变位

移上的作功，并以能量的形式储存在结构内部，故称

作应变能，表示为U0，可用于定量描述在外力作用下

结构的损伤情况[17]

U0=12（σxεx+σyεy+σzεz+τxyγxy+τxzγxz+τyzγyz）（17）
式中：σx、σy、σz分别为单元 x、y、z方向正应力 εx、

εy、εz分别为单元 x，y，z方向正应变；τxy、τxz、τyz分别为

单元 xy、xz、yz方向切应力，γxy、γxz、γyz分别为单元 xy、

xz、yz方向切应变。

3.2 设计算例

鼓筒-轮盘连接结构设计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接触

界面的径向变形协调性，如图 10所示。选取A、B2个
轮盘-鼓筒法兰螺栓模型，2个模型差异为B模型螺栓

连接位置半径比A模型的低（Δr=20 mm），其余各条

件均相同。给定相同转速 10000 r/min，定心圆柱面径

（a）轮盘模型 （b）鼓筒模型

图8 径向变形模型

图9 轮盘鼓筒径向变形曲线（给定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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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变形计算值如图 11所
示。A、B模型定心圆柱面

径向变形差的平均值分别

为 0.554 与 0.295 mm，B模

型径向变形不协调性比A
模型的小46.8%。

对A、B模型施加相同

的螺栓预紧力 10000 N、转
速 10000 r/min，得到连接

界面接触状态与接触应力，如图 12所示。界面接触

状态与接触应力对比值见表 1。对比表 1中 2模型计

算数据可知，B模型在工作载荷作用下径向变形不协

调性比A模型的小，其界面接触状态更好，更有利于

连接结构的力学特性稳健。

典型高压转子涡轮后轴颈鼓筒-锥壳连接结构 2
种设计方法如图 13所示。2种方法的主要区别：直锥

壳结构的连接结构位置应变能占比为 8.3%，原因是

在一定的锥角范围内具有良好的抗弯刚度，在弯曲载

荷作用下变形较小，而连接结构的变形较大，表现出

连接结构的应变能分布较大，2种结构应变能分布如

图 14所示。折返锥壳结构，其连接结构位置应变能

占比为 1.2%，原因是折弯处弯曲刚度低，在弯曲载荷

作用下，有效地控制涡轮后轴颈的变形，将应变能调

整到连续结构中，避免在连接结构上应变能集中，减

小界面接触损伤。后轴颈设计为折返锥壳结构有利

于提高连接结构的稳健性。

4 结论

在转子结构及力学特性设计中，通过对连接结构

几何构形、初始装配状态以及载荷环境影响程度进行

综合优化设计，可提高界面连接转子结构力学特性的

稳健性，通过本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转子连接结构界面损伤的定量描述，可采用

连接界面接触状态系数、界面变形能、界面摩擦功等

工程适用的界面损伤评估参数。

图10 鼓筒-轮盘连接模型

图11 定心圆柱面径向变形

（a）A模型 （b）B模型

图12 界面接触状态与接触应力

模型

A

B

连接界面

定心圆柱面

接触端面

定心圆柱面

接触端面

粘滞状态

100.0%
20.5%
100.0%
62.7%

滑移状态

32.7%
-

21.5%

准接触

状态

46.8%
-

15.8%

接触应力/ MPa
最大

206
86
121
52

平均

89
36
63
30

表1 界面接触状态与接触应力对比值

（a）直锥壳结构 （b）折返锥壳结构

图13 高压转子涡轮后轴颈连接结构2种设计方法

（a）直锥壳结构 （b）折返锥壳结构

图14 连接结构应变能分布
Nearcontact Sliding Sticking Nearcontact Sliding Sticking

206.2 Max
185.14

164.08
143.02

121.96
100.9

79.835
58.773

37.711
16.65 min

85.639 Max
76.123

66.608
57.092

47.577
38.062

28.546
19.031

9.5154
0 Min

MPa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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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不同几何构形和材料性能的连接结构设计

中，保持全工作状态下连接界面变形协调，减少因离

心载荷对界面接触损伤的影响，合理优化转子连接结

构处弯曲刚度分布，调整弯曲应变能分布，减少连接

界面因弯曲载荷作用下产生的摩擦-疲劳损伤，可以

减小在工作过程中转子连接结构弯曲刚度的分散度。

（3）以高推重比涡扇发动机高压转子涡轮后轴颈

法兰-螺栓连接结构为例，进行的仿真计算表明，基

于变形协调和弯曲应变能控制的连接结构力学特性

低分散度设计方法，对现代高结构负荷、高结构效率

非连续转子结构动力学设计具有良好的工程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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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转子动力学特性及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

刘 棣 1，2，李 超 1，马艳红 1，洪 杰 1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北京 100191；2.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190）

摘要：叶片飞失极限状态下，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承受冲击载荷和大不平衡载荷，载荷通过转子结构传递到支承结构，对支承

结构造成严重损伤。从安全性的角度看，需要对航空发动机轴承-支承结构在极限载荷下的承载能力进行有效的定量评估。提出

一种新型缓冲阻尼支承结构，通过对支点刚度突降和高阻尼设计，实现在止推轴承支点处大幅降低横向冲击载荷的影响。建立考

虑支承结构刚度突变和阻尼特性的转子系统动力学方程，并计算突加不平衡激励下，转子系统支点动载荷分布的变化规律。结果

表明：通过优化设计支点刚度和阻尼参数，缓冲阻尼支承结构，能够有效降低突加不平衡激励下止推滚珠轴承的支点动载荷，提高

支承结构的安全性。

关键词：突加不平衡激励；柔性转子；动力特性；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止推滚珠轴承；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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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xtreme condition（fan blade off），the aeroengine rotor system was subjected to huge loads（such as impact loads，
large unbalanced loads），causing serious damage to the support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fety，it was necessary to design the
support structure to ensure the capacity of windmill operation under extreme loads. A new type of buffer-damp support structure was
proposed. The dynamic equation of the rotor system considering the buffer-damp support structure was established. The numerical
integr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tor system with buffer-damp support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uffer-damp support structur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support dynamic load for the rotor system under sudden-
unbalanced excitation，which is an effective design of support structure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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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具有高负荷、高转速、轻质

化特征，在遭遇叶片飞失、外物打伤等恶劣工况时，支

承结构的安全性问题成为决定航空发动机生存能力

的关键[1-2]。叶片飞失瞬时转子冲击和减速过临界会

对支承结构产生巨大载荷，严重威胁支承结构的承载

能力，有必要研究叶片飞失背景下支承结构的安全性

问题。

针对极限载荷下转子系统支承结构载荷分析，彭

刚[3]建立了大涵道比悬臂转子模型，揭示转子受到持

续的冲击、碰摩作用过程中，转子振动响应和轴承支

反力响应特征；洪杰等[4]通过试验证明了突加不平衡

瞬时具有显著冲击效应，转子系统瞬态振动响应加

剧；刘璐璐等[5]根据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结构特

征，设计了模拟叶片丢失的转子试验台，研究了发动

机叶片丢失后整机结构响应与载荷传递规律；陈雪莲

等[6]模拟了叶片脱落对转子-盘片系统振动响应的影

响；Wang等[7-8]通过理论和试验，分析了关键参数对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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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不平衡激励下转子系统的影响规律，为支承结构安

全性设计奠定了理论基础；Sinha等 [9]分析了风扇叶

片丢失对转子系统各支点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靠近

风扇的支点影响最大，其载荷的峰值远大于其他支

点；曹宏瑞等[10]进一步揭示叶片飞失极限载荷下转子

系统支承结构的轴承破坏机理；针对支承结构安全性

设计策略，Daniel G P[11]通过调整支点位置、数目，选

取合适的轴承及优化支承结构布局，改善支承结构刚

度特性，达到控制支点动载荷及优化转子动力特性的

目的；Kastl J A等[12]通过采用瞬断结构，使支承结构

在大冲击或大不平衡载荷下完全或部分破坏，降低转

子某个支承的刚度，降低转子临界转速，保证支承结

构的承载能力；Keven G[13]通过轴承-支承结构承力锥

壳的锥角参数优化，控制支承结构角向和径向刚度，

降低转子弯曲变形对轴承接触角变化的影响；Jadc⁃
zak E J[14]在轴承中设计一种缓冲介质，起到阻尼减振

作用，降低轴承所受载荷。

上述针对极限载荷下转子系统的动力特性分析

主要集中在叶片飞失瞬时产生的冲击载荷对转子的

影响方面，针对大不平衡量下转子减速过临界的研究

较少。此外针对支承结构的安全性设计大多为定性

分析，针对支承结构定量评估相关研究较少；且研究

对象主要针对大涵道比发动机，对于小涵道比（高推

重比）发动机支承结构的安全性研究较少，由于大、小

涵道比发动机的结构特征存在差异，导致转子系统具

有不同的力学特性，进而对支点载荷产生不同的影

响，因此有必要针对高推重比发动机进行动力特性分

析和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本文主要针对高推重比

发动机多支点柔性转子在突加不平衡激励不同时段

下的支承结构响应问题，建立具有结构几何特征的转

子力学模型，分析关键参数对支点动载荷的影响规

律，并提出一种适用于止推轴承安全性的支承结构。

1 转子系统动力学分析

根据高推重比航空发动机结构特征，建立多支点

柔性转子模型，并得到突加不平衡激励过程柔性转子

的运动学方程，为转子系统的瞬态响应分析提供理论

支撑。

1.1 多支点柔性转子模型

典型高推重比涡扇发动机柔性转子结构（如图 1
所示）由风扇和涡轮 2部分组成，二者通过涡轮轴传

递扭矩、轴向力、径向力以及弯矩；涡轮轴抗弯截面

小、轴向尺寸大，整体抗弯刚度较差。风扇转子部分

主要由轮盘、鼓筒和前后轴颈组成，通过前后 2个支

点支承，提高径向刚度。考虑小涵道比发动机低压转

子结构特征建立柔性转子动力学模型，如图 2所示。

图中，风扇轮盘质量 mc=120 kg、风扇轮盘极惯性矩

Jcp=8 kgm2、风扇轮盘直径惯性 Jcd=4 kgm2、涡轮轮盘

质量mt=100 kg、涡轮轮盘极惯性矩 Jtp=4 kgm2、涡轮轮

盘直径惯性矩 Jtd=2 kgm2、杨氏模量 E=210 GPa、泊松

比ε=0.3、密度 ρ=7800 kg/m3、结构阻尼比 ξ=0.1。

1.2 突加不平衡激励

本文所描述的突加不平衡激励是指转子系统发

生从叶片飞失到减速至风车状态的整个瞬态激励过

程，包含叶片飞失瞬时的冲击激励、减速过临界时的

大不平衡激励。对于正常工作的柔性转子支承系统，

在高精度加工和动平衡技术下认为轮盘质心与形心

重合，即偏心距 e = 0；叶片飞失后的叶盘结构发生突

变使得偏心距 e ≠ 0，此外在停车过程中转子转速随

时间变化使得转子的角加速度 φ̈ ≠ 0，并使转子系统

受到由角加速度所引起的切向惯性载荷激励。突加

不平衡激励[15]为

P ( t ) =
ì

í

î

ïï

ïï

{ }0, 0 T
t < tblade - off

mee{φ̈sinφ + φ̇2cosφ,
}-φ̈cosφ + φ̇2sinφ t ≥ tblade - off

（1）

式中：me为叶片飞失后的叶盘质量；φ为叶盘相角；

tblade - off为发生叶片飞失的时刻。

1.3 运动学方程

考虑转子支承系统的突加不平衡载荷激励，得到

图1 高推重比低压转子结构

图2 柔性转子动力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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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的动力学方程

Mq̈ + ( )C + G q̇ + Kq = P ( )t （2）
式中：M、G、C、K、P ( )t 分别为转子系统质量矩阵、陀

螺矩阵、阻尼矩阵、刚度矩阵、激振力向量；矩阵C仅

包含转子的结构阻尼，用瑞利阻尼表示 C ( t ) = ᾶM +

β͂K，其中 ᾶ和 β͂通过文献[16]得到。

2 转子系统瞬态响应

通过求解柔性转子运动学方程（2），得到不平衡

分布（风扇或涡轮轮盘发生不平衡）对支点载荷的影

响规律，为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策略和缓冲阻尼模型

的建立提供理论支撑。

2.1 突加不平衡激励物理过程

突加不平衡激励过程为瞬态过程，根据不同时间

段的激励特性，将柔性转子应激响应的物理过程分为

冲击、减速、风车 3个阶段[6]。冲击阶段所占时间为

10-3 ∼ 10-1s，转子受到冲击激励，冲击载荷通过转子

传递到支承结构可能会造成支承结构损伤[17]；减速阶

段所占时间为 10-1 ∼ 101s，柔性转子经过临界转速

时，临界转速点对应的支点载荷突增；风车阶段所占

时间为 101 ∼ 103s，转子转速低，支点载荷较小。结合

工程应用建立转速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 3所示。

从图中可见，设定工作转速为 9600 r/min，转子在 0时
刻发生叶片飞失，在 t1=1 s时转子开始做匀减速运动，

在 t2=4.5 s时转子达到风车转速 3200 r/min，约为最大

转速的1/3[6]，并在该转速下维持0.5 s。

2.2 支点载荷响应分析

柔性转子为多跨度转子，通过多个支点支承，不

同位置发生突加不平衡激励，对支点载荷分布产生不

同影响。为建立支承结构的安全性设计策略，采用

Newmark - β数值积分方法，初步分析不平衡载荷分

布对柔性转子模型（图 2）支点动载荷影响规律。其

余参数设定如下：各支点支承刚度 k1 = 5 × 107 N/m、

k2 = 8 × 107 N/m、k3 = 3 × 107 N/m；各支点阻尼 c1 =
c2 = c3 = 0；不平衡量 mee = 0.1 kg ⋅ m2。采用图 3转
速变化曲线，分别选取风扇轮盘、涡轮轮盘作为突加

不平衡激励位置，得到各支点载荷随时间的响应过

程，及典型转速下转子振型，如图4、5所示。

计算结果表明：

（1）在冲击阶段，在 0时刻转子支承系统发生突

加不平衡激励，转子系统受到冲击载荷作用，激励通

过转子传递到支承结构，使各支点具有明显的冲击响

应特性。

（2）高速柔性转子系统本身工作在临界转速之

上，在减速阶段经过第 2阶临界转速，激励的位置对

支点载荷的分布有显著影响。如图 4（a）所示，当风

扇轮盘承受突加不平衡激励，在风扇俯仰振型处，支

点载荷响应明显，2#支点载荷最大，并与图 4（b）在该

临界转速点处的振型相对应；同理，如图 5（a）所示，

图3 转速随时间变化过程

（a）各支点载荷随时间变化

（b）临界转速点处振型

图4 风扇轮盘不平衡激励响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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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涡轮轮盘承受突加不平衡激励，除风扇俯仰振型之

外，在涡轮平动振型处，支点载荷响应明显，3#支点载

荷最大，并与图 5（b）在第 2阶临界转速点处的振型相

对应。

3 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

3.1 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策略

根据上述柔性转子不平衡量分布对支点动载荷

瞬态响应分析结果，结合航空发动机设计经验，得到

以下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策略：

（1）低压转子为柔性转子，具有局部振动特征，当

转子系统发生叶片飞失，转子受到突加不平衡激励

时，风扇产生的不平衡载荷很难对 3#支点产生影响；

同理，涡轮产生的不平衡载荷很难对 1#支点产生影

响，但二者都会对 2#支点产生影响，因此 2#支点对不

平衡载荷的敏感性较高。

（2）从载荷的角度看，2#轴承为止推轴承，承受轴

向载荷和径向载荷，也是惟一对转子有轴向约束的支

点，一旦 2#支点发生破坏，会对发动机产生不可估量

的风险。

（3）从转子的固有特性角度看，2#轴承的支承刚

度对优化临界转速分布和应变能分布具有重要影响，

2#支点刚度降低能显著降低转子的临界转速，进而减

小了转子通过临界转速时支点的动载荷。

3.2 缓冲阻尼力学模型

对于多支点柔性转子，2#支点降刚度、加阻尼能

够显著减小转子支点动载荷，改善转子动力特性，提

高航空发动机在极限载荷支承结构的安全性。安全

性设计的关键在于，2#支点通过止推轴承约束转子的

轴向位移和径向位移，支承结构降刚度加阻尼设计要

保证 2#支点对转子的轴向约束作用。因此，针对支

承结构安全性设计要求结合金属橡胶材料低刚度大

阻尼的力学特性[18-19]建立缓冲阻尼轴承支承结构。

金属橡胶是一种均质的弹性多孔物质，既具有所选金

属固有的特性，又具有像橡胶一样的弹性。通过合理

的加工可以得到刚度较

低、阻尼较大的金属橡胶

力学特性，是用于高温环

境结构减振的理想材料。

本文所建立的缓冲阻

尼支承结构如图6所示。

该结构主要包括瞬断结构、金属橡胶、环腔结构。

瞬断结构能够有效控制作用在轴承上的载荷，当载荷

超过瞬断结构的载荷阀值，瞬断结构断裂；金属橡胶

起到缓冲阻尼的作用；环腔结构保证轴承内环在环腔

结构中的径向移动。缓冲阻尼结构工作原理如下：在

正常工作状态下，瞬断结构起到转子定位作用，转子

的径向载荷通过瞬断结构传递到轴承，再由轴承传递

到承力框架，转子的轴向力则由环腔结构传递到轴承

内环，再由轴承外环传递到承力框架。叶片飞失对转

子支承系统产生冲击载荷，一旦该载荷超过支承结构

中瞬断结构的承载极限，瞬断结构断裂，支点传力方

式改变，转子的径向力通过金属橡胶传递到轴承内

环，再由轴承外环传递到承力框架，同时环腔结构对

转子仍然具有轴向约束作用。

根据上述缓冲阻尼结构的工作原理建立缓冲阻

尼力学模型，支承结构具有低刚度大阻尼力学特性，

使得缓冲阻尼结构生效前后转子支承系统的刚度力

学特性和阻尼力学特性发生改变，因此转子支承系统

中的刚度矩阵和阻尼矩阵具有突变特征

（a）各支点载荷随时间变化

（b）临界转速点处振型

图5 涡轮轮盘不平衡激励响应特性 图6 缓冲阻尼支承3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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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t ) = Cb ( t ) + C （3）
K ( t ) = Kb ( t ) + K （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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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 localb 为局部阻尼矩阵；K localb 为局部刚度矩阵；Tc
为从局部坐标系转移到整体坐标系的阻尼转移矩阵；

Tk为从局部坐标系转移到整体坐标系的刚度转移矩

阵；fbearing为缓冲支承结构支点动载荷；f threshold为缓冲阻

尼结构瞬断阀值；c2、k2分别为正常工作状态下 x、y方

向的阻尼和刚度；cblade off2 、kblade off2 分别为缓冲阻尼生效

后缓冲阻尼结构在 x、y方向的阻尼和刚度；C和K分

别为仅考虑1#、3#支点下转子系统的阻尼、刚度矩阵。

3.3 运动学方程

综合考虑转子支承系统的突加不平衡激励、缓冲

阻尼结构突变力学特性，得到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下

的转子动力学方程

Kq̈ + ( )C ( t ) + G q̇ + K ( t ) q = P ( )t （5）
在缓冲结构生效之前，矩阵C ( t )与式中C一致，

仅包含转子的结构阻尼；在缓冲结构生效之后，矩阵

C ( t )不仅包含转子的结构阻尼还包含缓冲阻尼结构

在 2#支点产生的阻尼。同理，在缓冲结构生效之前，

矩阵K ( t )与式中K一致；在缓冲结构生效之后，矩阵

K ( t )为考虑缓冲阻尼结构的转子系统刚度矩阵。

4 缓冲阻尼结构有效性分析

针对第 3章提出的缓冲阻尼结构进行定量评估，

并通过能量的角度对支承结构有效性进行机理分析。

4.1 缓冲阻尼结构支点载荷响应特性

结合工程实践，初步选取缓冲阻尼结构刚度

kblade off2 = 4 × 105 N/mm、阻尼 cblade off2 = 12.5 N·s/ ( mm )2，
瞬断阀值为 f threshold = 10 kN，不平衡量 me = 0.1 kg·m，
为明确刚度特性、阻尼特性对支承结构载荷的影响规

律，分别计算未采用缓冲阻尼结构的支点载荷响应、

仅考虑缓冲阻尼结构刚度特性 kblade off2 = 4 × 105 N/mm
的支点载荷响应、考虑缓冲阻尼结构刚度特性 kblade off2 =

4 × 105 N/mm阻尼特性 cblade off2 = 12.5 N·s/ ( mm )2 的支

点载荷响应，得到风扇轮盘受不平衡激励下支点载荷

响应特性，如图7所示。

计算结果表明：

（1）2#支点载荷在冲击载荷瞬时达到缓冲阻尼结

（a）1#支点载荷随时间变化

（b）2#支点载荷随时间变化

（c）3#支点载荷随时间变化

图7 风扇轮盘不平衡激励响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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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瞬断阀值 10 kN，缓冲阻尼结构生效。在整个力学

过程中，缓冲阻尼结构不仅能够降低 2#支点载荷，同

时能够降低1、3#支点载荷。

（2）对比“未采用缓冲阻尼结构的支点载荷响应

曲线”和“仅考虑缓冲阻尼结构刚度特性的支点载荷

响应曲线”可知，采用降刚度设计能够降低瞬态冲击

载荷，通过降低转子临界转速可以降低临界转速点处

的支点载荷。对比“仅考虑缓冲阻尼结构刚度特性的

支点载荷响应曲线”和“考虑缓冲阻尼结构刚度特性

阻尼特性的支点载荷响应曲线”可知，采用缓冲阻尼

结构的加阻尼设计能够吸收叶片飞失产生的冲击能

量，缩短冲击过程中支点载荷震荡衰减时间，同时降

低临界转速点处的支点载荷。

同理，得到涡轮轮盘受不平衡激励的响应特性，

如图 8所示。计算结果表明：虽然 2#支点距离发生突

加不平衡的位置（涡轮轮盘）较远，但仍能起到降低各

支点载荷的作用。2#支点的支承刚度对转子系统的

第 1阶涡轮平动振型和第 2阶风扇俯仰振型均有影

响，与第3.1节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策略分析一致，降

低 2#支点支承刚度可以同时降低涡轮平动、风扇俯

仰临界转速，进而降低临界转速点处的支点载荷。

4.2 转子系统弹性势能分布

上述计算结果表明，采用阻尼缓冲支承结构能够

降低冲击阶段、减速阶段的支点动载荷，改善转子动

力特性。为进一步分析该支承结构对转子系统的影

响机理，从能量的角度对比分析典型运动状态下转子

系统的弹性势能及分布。

图 7中“未采用缓冲阻尼结构”与“考虑缓冲阻尼

结构刚度-阻尼特性”的转子系统在风扇俯仰临界转

速点的应变能分布如图 9所示。其中未采用和采用

缓冲结构的转子系统总势能分别为 2.1×107 J和 8.3×
104 J，说明缓冲结构能有效降低转子系统的势能。转

子系统的风扇轮盘承受不平衡激励，2#支点载荷最

高，采用缓冲阻尼结构后 2#支点应变能占比从 46.5%
降低至 40.6%，表明缓冲阻尼结构能够降低 2#支点应

变能占比，优化应变能在各支点的分布。

同理，图 8中“未采用缓冲阻尼结构”与“考虑缓

冲阻尼结构刚度、阻尼特性”的转子系统在涡轮平动

临界转速点的应变能分布如图 10所示。其中未采用

和采用缓冲结构的转子系统总势能分别为 1.6×106 J

（a）1#支点载荷随时间变化

（b）2#支点载荷随时间变化

（c）3#支点载荷随时间变化

图8 涡轮轮盘不平衡激励响应特性

图9 转子系统应变能分布特征-风扇轮盘不平衡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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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8×105 J，说明缓冲结构能有效降低转子系统的势

能。转子系统的涡轮轮盘承受不平衡激励，3#支点载

荷最高，采用缓冲阻尼结构后 3#支点应变能占比从

77.3%降低至 74.1%，表明缓冲阻尼结构能够降低 3#
支点应变能占比，改善各支点应变能分布。

5 结论

本文以航空发动机叶片飞失为背景，建立突加不

平衡激励柔性转子振动响应计算方法，提出带有缓冲

阻尼的止推轴承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技术，通过支点

载荷响应及势能对比分析定量评估缓冲阻尼结构对

降低支点载荷的有效性。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叶片飞失对转子支承结构安全性的影响为冲

击载荷激励和大不平衡转子系统减速通过临界时支

点载荷控制。发生突加不平衡激励的位置及转子结

构质量/刚度分布对各支点载荷分布具有明显的影

响，在工程设计中应综合考虑转子结构特征，全面分

析支点载荷响应。

（2）本文所提出的缓冲阻尼支承结构对风扇轮盘

突加不平衡和涡轮轮盘突加不平衡均能起到降低危

险支点载荷的作用，通过支承结构刚度参数和阻尼参

数优化有效改善了转子系统临界转速，降低转子系统

势能，优化应变能分布，降低各支点载荷，对高推重比

发动机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具有实际工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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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几何特征与载荷敏感性的航空发动机结构件
疲劳寿命预测模型

何雨舒，石多奇，杨晓光，李振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为了分析几何特征和载荷因素对几何复杂结构疲劳寿命预测的影响，给出了结构损伤区的定义方法，通过引入几何特

征因子和疲劳权函数表征几何特征对疲劳寿命的影响，定义了载荷敏感性因数表征载荷因素对疲劳寿命的影响，以临界距离理论

为基础，结合有限元分析、Origin函数拟合及Matlab程序等多种工具，发展了一种考虑结构几何特征与载荷敏感性的缺口疲劳寿命

预测模型，并将该模型用于TC4、GH901和DZ125合金的缺口试样低循环疲劳寿命预测，结果表明:对于不同几何特征、不同载荷大

小和不同材料等多种情况，寿命的预测值与试验值基本在 2倍分散带之内，预测精度较为理想且高于多种现有其他方法，验证了

该预测模型具有可行性和优越性。

关键词：缺口疲劳寿命；临界距离理论；几何特征；载荷敏感性；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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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Model of Fatigue Life of Aeroengine Structural Parts Considering Geometric
Features and Load Sensitivity

HE Yu-shu，SHI Duo-qi，YANG Xiao-guang，LI Zhen-lei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geometric features and load factors on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of geometric complex struc⁃
tures，the definition method of structural damage zone was given. By introducing geometric features factors and fatigue weight functions to
characterize the influence of geometric features on fatigue life，the influence of load sensitivity factors on fatigue life was defined. On the ba⁃
sis of theory of critical distance（TCD），a notch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model considering structural geometric features and load sensitivity
was developed by combining finite element analysis，Origin function fitting and Matlab program. The model was used to predict the low cy⁃
cle fatigue life of notch samples of alloys of TC4、GH901 and DZ125.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dicted value and the test value of life are
within 2 times of the dispersion zone for different geometric features，load sizes and materials.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is ideal and higher
than other existing methods，which proves the feasibility and superiority of the prediction model.

Key words：notch fatigue life；theory of critical distance（TCD）；geometric features；load sensitivity；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中存在缺口、孔等几何不连

续区域和复杂叶型等几何结构，其复杂的几何特征会

导致应力集中，从而产生局部高应力区与应力梯

度[1]。在发动机的循环工作载荷下，局部高应力会加

速结构件裂纹的萌生，从而缩短结构的疲劳寿命。随

着部件工作载荷的增大，几何特征较为复杂的构件局

部区域塑性应变的大小以及塑性应变区域的面积增

加，影响疲劳损伤的进程，缩短结构的低循环疲劳寿

命。工作载荷的大小决定了结构所处的寿命区间，分

析材料手册上的实验数据发现，与短寿命区间相比，

缺口存在与否在中-长寿命区间对疲劳寿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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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显著，本文将此现象称为缺口的载荷敏感性。

综上所述，在缺口疲劳寿命预测中，需要考虑 2
个关键问题：（1）如何用具有明确物理意义的数学量

描述结构几何特征带来的应力集中与应力梯度；（2）
如何描述缺口的载荷敏感性对疲劳寿命的影响。

缺口疲劳寿命分析方法包括近似分析法、有限元

法和实验法等。近似分析法主要包括名义应力法、局

部应力应变法和临界寿命理论[2]。其中名义应力法

与局部应变法的寿命预测结果往往过于保守；临界寿

命理论的核心是以缺口附近某个临界区域内的应力/
应变/应变能等作为损伤参数，对缺口构件的失效进

行评估。在 Peterson[3]和 Neuber[4]提出临界距离理论

（Theory of Critical Distance，TCD）后，学者们以此为基

础，发展出更多临界缺口疲劳寿命预测模型，如应力场

强模型、总应变模型和应变能密度模型等。为了描述

应力分布对疲劳寿命的影响，Qylafku等[5]提出了包含

相对应力梯度在内的权函数，其他学者则对权函数进

行改进，用以描述更多对疲劳寿命有重要影响的因素，

如Li等[6]在权函数中引入几何特征和应力比的影响。

本文以临界距离理论为基础，结合权函数的概

念，发展了一种考虑结构几何特征、应力梯度与载荷

因素的缺口疲劳寿命预测方法。

1 几何特征

在飞机和燃气涡轮发动机中，构件的几何形状通

常都较为复杂，包括缺口、孔、复杂叶型等。缺口引起

的几何不连续和几何连续的复杂结构（如叶片、盘等）

会导致结构件局部出现应力集中和应力梯度。如何

定义几何复杂结构的损伤区，并对几何特征引起的不

均匀应力分布进行描述，是复杂结构疲劳寿命预测中

的2个关键问题。

1.1 损伤区的定义

复杂的几何特征会导

致非均匀应力场，而高应

力区的局部塑性特征和应

力分布在损伤进程中起主

导作用。缺口试样有限元

模型如图 1所示。缺口试

样按照该模型进行单调拉伸计算，提取缺口平分线上

的应力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可得归一化应力-距离曲

线，如图2所示。

临界距离理论认为缺口局部危险点周围某一临

界区域内的应力/应变/应变能等均对缺口构件疲劳

强度产生影响，不同学者提出了多种临界距离的定义

方法，如图 3所示。李振磊[7]将临界距离定义为最大

应力点与最小相对应力梯度点之间的距离（如图 3
（a）所示）。当缺口局部塑性应变不为 0的区域较大

时，该定义具有良好的适用性；但当损伤区处于线弹

图1 缺口试样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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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临界距离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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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塑性区域非常小时，该定义则不一定适用。为解

决这一问题，提出双线性方法来定义临界距离。应力

曲线主要包括应力快速下降的高应力区和平缓变化

的低应力区 2部分（如图 3（b）所示）。当试样完全处

于线弹性状态时，不同载荷下经归一化处理得到的缺

口平分线上的应力曲线完全重合，此时的应力分布仅

由结构的几何特征决定，故本文对线弹性下提取出的

应力曲线的 2区进行线性拟合，得到的直线交点作为

临界距离终点。

此方法保证了无论缺口局部区域是否有塑性应

变，都可以通过计算得到临界距离，且按该定义得到

的临界距离仅由结构的几何特征决定，与载荷大小、

加载方式等因素无关，更符合临界距离的物理特征。

归一化的临界距离Xeff为

Xeff=xendL （1）
式中：Xeff为临界距离终点到缺口根部的距离；L为试

样缺口部分的宽度。

1.2 几何特征因子

在实践中，应力集中系数Kt被广泛用于描述缺口

引起的应力集中，由结构的几何特征决定。但在某些

实际构件中，Kt很难被明确定义。除了几何特征，所

加载荷水平也会影响缺口试样的应力分布，但由缺口

试样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无论加载是否使试样缺口

局部区域产生塑性应变，在损伤区内的应力梯度都随

Kt的增大而增大，在不同载荷下缺口平分线的应力分

布如图4所示。

为解决实际构件中Kt难以定义的问题，提出几何

特征因子 θ，用以表征各类几何不连续结构的损伤区

内几何特征对应力集中和应力梯度的影响

θ=σmax - σend
σmax

（2）
式中：σmax和σend分别为临界距离上的最大应力与临

界距离终点的应力。

从图中可见，θ是随应力集中系数的增大而增大

的。这种定义方式以结构的应力分布为基础，描述了

几何不连续引起的应力集中与应力梯度特点，不仅适

用于典型的缺口、孔等，也适用于复杂叶型等其他类

型的几何不连续结构，具有更广泛的应用场合。

2 载荷因素

在所加载荷增大到一定程度后，缺口附近会出现

局部塑性应变区域。载荷的增大会使缺口局部塑性

应变的大小和塑性区域的面积增大，二者都会对疲劳

损伤进程产生影响，进而缩短缺口试样的低循环疲劳

寿命。此外，与疲劳状态由塑性应变主导的短寿命区

间相比，缺口在中-长寿命区间对疲劳寿命的影响更

为显著。因此，在缺口疲劳寿命评估中，应当考虑由

载荷引起的缺口塑性应变和载荷敏感性问题。

2.1 缺口塑性应变的影响

不同的载荷对缺口附近塑性应变与塑性区域的

大小的影响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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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在不同载荷下缺口平分线的应力分布

应力/MPaPE,Pe22(Avg:75%)+1.259e-02+1.151e-02+1.042e-02+9.336e-03+8.249e-03+7.163e-03+6.076e-03+4.990e-03+3.904e-03+2.817e-03+1.731e-03+6.443e-04-4.421e-04

应力/MPaPE,Pe22(Avg:75%)+2.705e-02+2.473e-02+2.240e-02+2.007e-02+1.774e-02+1.541e-02+1.308e-02+1.075e-02+8.425e-03+6.096e-03+3.768e-03+1.439e-03-8.896e-04

应力/MPaPE,Pe22(Avg:75%)+6.514e-02+5.965e-02+5.416e-02+4.867e-02+4.318e-02+3.769e-02+3.220e-02+2.671e-02+2.122e-02+1.573e-02+1.024e-02+4.745e-03-7.454e-04

（a）500 MPa （b）600 MPa （c）700 MPa
图5 在不同载荷下缺口试样的塑性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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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随着载荷的增大，塑性应变与塑性

区域均明显增大。为定量描述载荷引起的塑性应变

与塑性区域大小对低循环疲劳寿命的影响，本文提出

载荷因数ϕ

ϕ=1 - LP
L

σend
σ0.2

1 - R
2 （3）

式中：Lp和 L分别为塑性区域和试样缺口部分的宽

度；σend和σ0.2分别为临界距离终点的应力和材料的屈

服应力；R为加载时的应力比。

载荷因数考虑了由载荷引起的塑性区域的大小、

缺口局部进入塑性变形的程度和不同材料的特性。

通过计算可知，在给定的应力比下，试样的缺口疲劳

寿命与载荷因数在双对数坐标系中线性相关程度较

高，不随Kt的变化而变化，即ϕ不受结构几何特征的影

响。载荷因数与试验寿命之间的关系如图6所示。

根据这一特性，只要通过现有的材料数据得出材

料在某种几何结构下的载荷因数，就可将该载荷因数

用于同种材料、不同几何特征下的疲劳寿命预测。

2.2 载荷敏感性

在第 2.1节中所述载荷因数ϕ的基础上，提出载

荷敏感性因数 S，用于描述缺口疲劳中的载荷敏感性

问题，

S=A(ϕ)B( )θ
θkt = 3

C

（4）
式中：A、B均为与应力比相关的材料参数；C为几何

系数；θkt = 3为Kt=3时的几何特征因子。

根据已发表文献[2]和材料手册[8]中的缺口试样

数据拟合得到的参数见表1。

3 缺口疲劳寿命预测模型

本文使用等效应变幅作为损伤参数进行缺口疲

劳寿命评估。根据前文所述，在计算等效应变幅时，

应将几何特征和载荷因素考虑在内

εaeff=S
εama
Xeff
∫XstaXend

σan ( x ) ω ( x,χ ( x ) ) fatigue dx （5）
式中：εama 为缺口平分线最大应力点的应变幅；σan(x)
为使用多项式拟合得到的归一化缺口平分线应力函

数；ω( x,χ ( x ) ) fatigue为疲劳权函数[8]

ω( x,χ ( x ) ) fatigue=1-exp( )θ
( 1-R ) /2 （x-xsta）|χ ( x ) |（6）

疲劳权函数描述了由结构几何特征引起的应力

集中和应力梯度对疲劳寿命评估带来的影响。

采用Dowling[9]寿命方程进行寿命预测

εa=σ′fE [ 2Nf ( 1-R2 ) 1
2b ]b+ε′ f [ 2Nf ( 1-R2 ) 1

2b ]c （7）
式中：E为弹性模量；Nf为材料或构件的疲劳寿命；σ′f
为疲劳强度系数；b为疲劳强度指数；ε′ f为疲劳延性

系数；c为疲劳延性指数。

综上所述，提出缺口疲劳寿命预测模型为

εaeff=σ′fE [ 2Nf ( 1-R2 ) 1
2b ]b+ε′ f [ 2Nf ( 1-R2 ) 1

2b ]c （8）
4 寿命预测

从 已 发 表 文 献 中 收 集 了 TC4[2]、GH901[10]、
DZ125[11]等 3种合金的材料参数（见表 2）和在不同几

何特征、不同加载方式下的试验寿命，并使用本文提

出的缺口疲劳寿命预测模型进行寿命预测。

采 用 Adib-Ramezani[12]、Liu[13]、SWT[14]、Bannan⁃
tine[15]4种模型对以上材料的不同缺口试样进行不同

材料牌号

TC4
GH901
DZ125

T/℃
20
500
850

E/GPa
109
170

E1=E2=117
E3=91

σ f ′/MPa
2503.6
3508.0
1855.0

εf ′
3299.00
18.65
3.20

b

-0.1409
-0.1890
-0.1050

c

-2.0131
-1.2500
-0.5870

σ0.2/MPa
927
793
905

表2 TC4、GH901、DZ125合金的材料参数

材料牌号

GH901
TC4
DZ125

R

-1.0
-1.0
0.1
0.1

A

0.3656
0.3802
0.4365
3.2359

B

-0.975
-0.740
-0.920
0.930

C

0.30
0.10
-0.32
0.05

表1 载荷敏感性因数中的材料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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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载荷因数与试验寿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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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方案下的寿命预测，预测寿命与试验寿命对比如

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上述 4种模型并不能在所有

情况下都得到理想的寿命预测结果。

采用本文提出的寿命模型进行相应条件下的寿

命预测，得到的预测寿命与试验寿命的对比如图 8所
示。从图中可见，其寿命预测结果与试验结果基本在

两倍分散带内，具有较为理想的预测精度。

因此，与现有的寿命预测模型相比，本文提出的

模型在不同材料、不同几何特征和不同加载方式下都

具有较好的预测精度，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5 结论

本文研究了几何特征与载荷因素对缺口疲劳寿

命的影响，并采用提出的基于 TCD理论的寿命预测

模型对 TC4、GH901、DZ125合金进行寿命预测，得到

如下结论：

（1）定义了线弹性几何特征因子以描述由几何特

征引起的应力集中和应力梯度问题，该方法解决了实

际应用中Kt难以被准确定义的问题，为描述实际结构

中的应力集中和应力梯度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2）引入了由塑性区域大小、缺口局部应力、材料

屈服应力及应力比组成的载荷因数ϕ，并在此基础上

定义了载荷敏感性因数 S。ϕ与试验寿命在双对数坐

标系中有很高的线性相关程度，通过现有的材料数据

得出材料在某种几何结构下的载荷因数，可用于同种

材料、其他几何特征下的疲劳寿命预测。

（3）提出了一种基于临界距离理论并且考虑了几

何特征与载荷敏感性的寿命预测模型，并在不同材料

上得到比现有模型准确度更高的寿命预测结果。现

有寿命预测模型的预测结果仅在部分情况下落在两

倍分散带内，其余结果精度差，本文的模型寿命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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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寿命模型的预测寿命与试验寿命对比

（a）Adib-Ramezani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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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本文寿命模型的预测寿命与试验寿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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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所有计算方案下均落在两倍分散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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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根倒角模拟件设计

艾 兴 1，米 栋 1，2，李 坚 1，王佰智 3，魏 巍 1，2，张志佾 1

（1.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2.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航空发动机振动技术重点实验室：湖南株洲 412002；
3.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北京 101304）

摘要：为了避免涡轮叶片叶根倒角低周疲劳开裂故障的发生，需借助叶根倒角特征模拟件对叶根低周疲劳强度进行考核。基

于几何等效相似和载荷工况等效原则，设计了一种真实叶根倒角的特征模拟件。特征模拟件的榫头/叶身沿着周向投影宽度比

例、缘板外侧与榫头外侧距离、缘板厚度、倒角半径等重要几何参数均与真实叶片一致。基于线弹性本构，采用Abaqus软件计算

了特征模拟件在等效载荷工况下的应力分布。计算结果表明，特征模拟件的最大应力为 187.6 MPa，出现在凸台过渡区倒角处，最

危险点第一主应力方向为 l1=0.1141、m1=0.9873、n1=-0.1103，均与真实叶片对应部位的应力情况吻合，说明该叶根倒角特征模拟件

设计合理，可用于考核真实涡轮叶片倒角的低周疲劳强度。

关键词：涡轮叶片；叶根倒角；模拟件；有限元；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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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Blade Root Fillet Spec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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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avoid the fault of low cycle fatigue cracks of turbine blade，it was necessary to check the low cycle fatigue
strength of blade root by the blade root fillet characteristic specime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geometric equivalent similarity and the
equivalent principle of load condition，a real leaf root fillet characteristic specimen was designed. The key geometric parameters，such as
the width ratio of the tenon / blade along the circumferential projection，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outer side of the edge plate and the tenon，
the thickness of the edge plate and the chamfering radius，were all consistent with the real blade. Based on the linear elastic constitutive，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of characteristic specimen was calculated by Abaqus software under equivalent load condition. The calculation re⁃
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stress of the characteristic specimen is 187.6 MPa，which appears at the chamfering of the convex platform
transition zone. The first principal stress direction of the most dangerous point is l1=0.1141，m1=0.9873，n1=-0.1103，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tress condi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part of the real blade. It shows that the design of the blade root fillet characteristic specimen
is reasonable and can be used to check the low cycle fatigue strength of the real turbine blade cham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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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涡轮叶片在高速旋转过程中要承受高温、高压、

频变气动力、周期性变化的离心力等作用而极易产生

疲劳和蠕变等失效[1]。为了满足气动和结构要求，典

型涡轮叶片呈现较为复杂的几何形状，主要由叶身、

缘板、伸根、榫头 4部分组成，为了提高涡轮效率和解

决叶片振动问题，有些涡轮叶片的叶身顶端带冠。结

合截面变化情况来看，从榫齿至叶冠经历了逐渐扩张

（榫齿至伸根）、突然扩张（缘板）、突然收缩、逐渐变化

（叶身曲面）、突然扩张（叶冠）、突然收缩的凝固过

程[2]。由于叶片本身几何形状复杂，截面突变规律也

很复杂，导致包括叶根倒角在内的叶片不同部位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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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组织存在差别。同时，几何突变造成叶根倒角等部

位应力集中。根据发动机故障原因分析可知，叶根倒

角是叶片断裂故障多发部位之一，失效模式以低周疲

劳为主。因此，开展叶根倒角部位力学性能研究对涡

轮叶片的结构强度设计十分重要。

国内外学者研究了叶根倒角对叶轮气动性能的

影响[3-5]、叶根倒角部位的微动疲劳[6-7]和倒角部位微

结构变化[8]。詹洪飞等[9]研究表明，径向扩压器进口

叶根倒角变大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发动机的加速性

能；Huang等[10]考虑了倒角对疲劳寿命的影响；Raja⁃
sekaran等[11]介绍了一种能够模拟航空燃气轮机燕尾

叶根受载情况的双轴疲劳试验；丁继伟等[12]设计了叶

根疲劳试验模拟件；张孝忠等[13]考虑平均应力松弛修

正了叶根低周疲劳寿命预测方法；闫晓军等[14]、邓瑛

等[2]通过 2类叶片模拟件和用于对比研究的带缺口的

对比试件分别开展了疲劳和持久试验对比分析，结果

表明，叶片不同部位的材料疲劳性能和持久强度存在

差异；陆山等[15]给出了具有任意最大应力梯度路径的

模拟件优化设计方法。

上述研究大多侧重于叶片气动性能或寿命预测，

针对叶根部分模拟件设计的研究较少。本文采用沿

最大应力梯度路径的方法设计叶根倒角特征部位模

拟试件，所设计的模拟件具有一定的工程实用性。

1 试样设计的一般原则

根据《金属材料轴向加载疲劳试验方法HB5287-
96》标准，本文采用平板试样，故试样设计遵循下列

原则。

矩形横截面试样必须满足：B/b=1.5~4（头部带销

孔的试样尽可能取大者）；b/a=3~8；b×a=9~645 mm2；

Lc>3b；当试件受压应力时，3b<Lc<4b；R/b≥8。
试样设计中所涉及

的参数见表1。
夹头部分与工作部

分横截面积之比的设置

应使失效发生在工件截

面上，依照夹持方式而

定，同时也与载荷的施

加、加工的质量和材料的

性质有关。

试样形状和尺寸的选择应根据试验目的、试验

机类型和特性、被试材料试样的形状和性能来确定。

选择试样工作截面尺寸时，需考虑在试验过程中最大

负载为所用试验机负荷档满量程的25%～75%。

2 最大第一主应力梯度路径的获取方法

工程问题分析一般将最大第一主应力作为最危

险点，即裂纹萌生点，裂纹起裂面与第一主应力方向

垂直，在载荷工况的作用下，裂纹沿裂纹尖端第一主

应力法向方向扩展，其轨迹为 1个空间曲面。在寻找

裂纹扩展轨迹之前，需要通过求解确定裂纹尖端第一

主应力方向。

依据有限元分析能够得到任意节点处的各应力

分量（σx,σy,σz,τxy,τxz,τyz），但无法直接得到该点的 3

个主应力方向，根据弹性力学理论，某一点处的应力

状态如图1所示。平衡方程为

lσx + mτyx + nτzx = lσ = XN

mσy + nτyz + lτxy = mσ = YN
nσz + lτxz + mτyz = nσ = ZN

（1）

通过上述方程求解第一主应力σ1的方向，σ1对

应的第一主应力方向为 ( )l1,m1,n1 ，l1、m1、n1分别为第

一主应力在 x、y、z轴方向上的方向余弦，其关系为

l21 + m21 + n21 = 1 （2）
由式（1）中的任意2式有

( σx - σ1 ) l1 + τyxm1 + τzxn1 = 0
τxy l1 + ( σy - σ1 )m1 + τyzn1 = 0 （3）

式（3）同时除以 l1得

( σx - σ1 ) + τyx m1
l1
+ τzx n1l1 = 0

τxy + ( σy - σ1 ) m1
l1
+ τyz n1l1 = 0

（4）

由式（4）可以求得m1 /l1、n1 /l1，带入余弦关系可得

l1 = 1
1 + ( m1

l1
)2 + ( n1

l1
)2

（5）

依次可以求得m1、n1，

由此确定第一主应力方向

( )l1,m1,n1 。
通过危险点，垂直于

上述已求得的第一主应力

方向（l1,m1,n1）作 1个法平

面，称其为危险截面，在该

符号

Lc

a

B

b1

b

名称

试样工作部分的平行长度

矩形横截面试样工作部分
的厚度

矩形横截面试样夹持部分
的宽度

矩形横截面试样非工作部
分的宽度

矩形横截面试样工作部分
的宽度

表1 试样设计所涉及的参数

图1 某一点处应力状态

τyz

ZN

σyσy
τyx

τxy
σx

（l,m,n）
τxz

YN

σz
τzy

XN N

O

z

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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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截面内寻找最大主应力梯度方向，将其用该平面

内的 1段曲线来描述，该曲线可近似代表危险点附近

裂纹扩展轨迹。

参考文献[15]确定最大第一主应力梯度路径的

方法，可知构件危险部位最大第一主应力梯度路径，

如图 2所示。从图中可见，构件最危险点O附近的危

险截面上的最大第一主应力梯度路径[15]获取方法为：

根据试样尺寸选取合适的

Δr作为半径步长，以 O点

为圆心画一定数量的圆

弧，在该圆弧范围内找出

每段圆弧对应的最小第一

主应力点，根据（O，1，2…
n-1，n）这些点作一条连

线，从而得到最大第一主

应力梯度路径P0Pn。

3 叶根倒角模拟件设计

3.1 模拟件设计原则

叶根倒角模拟件设计有以下3个等效设计原则：

（1）几何等效相似。模拟件等效设计部位与真

实叶片对应部位的几何形状相似。材料的宏观力学

性能依赖于其化学成分以及微观结构，对叶片的铸造

成型而言，叶片横截面的变化规律对材料的显微组织

影响较大。在叶片叶根倒角附近，叶片横截面是先突

然扩张，然后突然收缩，该部位的材料性能会产生变

化，因此叶根倒角模拟件设计必须考虑几何突变

特征。

（2）加工工艺相同。模拟件的成形工艺条件与

真实叶片的相同，显微组织与叶片对应部位相近。

（3）载荷工况等效。在试验条件下，施加等效服

役条件的载荷，即确保温度载荷等效，模拟部位最大

应力相同，并确保最大应力点附近一定区域内的应力

梯度等效。

3.2 几何等效分析

基于等效原则，采用等厚度的平板试样模拟涡轮

叶片叶身部位的薄壁特点，采用凸台来模拟叶片几何

突变区域（叶根倒角），凸台外形与叶片叶根倒角附近

区域几何特征相似。

参考[2,14]研究的叶根倒角真实件与特征模拟件

外形，如图 3所示。通过对真实叶片铸造毛坯件（图 3

（a））的尺寸进行等比例

简化，得到叶根倒角特征

模拟件试件（图 3（b））。

其中 A、A'分别为榫头、叶

身沿着周向投影的宽度，

表示截面变化的剧烈程

度；B为缘板外侧与榫头

外侧的距离；C为真实缘

板的厚度；R为倒角半径。

在特征模拟件设计中，B

和 C按真实尺寸取值；取

A/A'=a/a'，以保持截面变化程度一致；考虑到在倒角

处易发生应力集中，倒角半径也取真实值。

采用某型发动机动力涡轮叶片作为研究对象，

经测量得到真实叶片倒

角部位的几何尺寸见表

2，为保证二者应力分布

一致，在设计特征模拟件

时保持该参数相同。

3.3 模拟件尺寸设计和取样方法

根据《金属材料轴向加载疲劳试验方法HB5287-
96》标准规定，在进行叶根倒角模拟件外部尺寸设计

时，考虑了试件和夹具之间更好地传力、试验机加载

量程、试件中部为非标准结构（含几何突变的凸台）等

因素，叶根倒角特征模拟件设计尺寸总长为 84 mm、
宽为24 mm、厚为3 mm。

基于等效设计原则，按照涡轮叶片的几何变化比

例，保证二者过渡区域的几何相似性，在平板试件中

部设计含几何突变的凸台（叶根倒角半径为 1.6 mm，
缘板下方倒角半径为 3 mm）来模拟叶根倒角这一特

征结构，如图4所示。

真实叶片

特征模拟件

A’/A
0.88
0.88

B/mm
1.5
1.5

C/mm
0.8
0.8

表2 真实叶片叶根倒角与

叶根倒角特征模拟件对应区

域几何尺寸对比

图2 构件危险部位最大

第一主应力梯度路径P0Pn

n
n-1

n-2
i

21
OΔr

（a）真实件 （b）模拟件

A

A

BC

a'

a

bc

图3 叶根倒角真实件与其

特征模拟件的外形

图4 叶根倒角模拟件外观尺寸

A

24

21.1
Ø8

R10

6.8
2

9.8
2

R100.8

6

21.05
Ø8 24

A

R1.6R3

3.2
其余21.1

40.2 43
14 0.884 14 Detail BScale 3∶1

SECTION A-A Unlt：m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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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限元验证

4.1 真实叶片叶根倒角部位最危险点应力及应力梯度

基于有限元分析软件ABAQUS，采用3维实体单元

（C3D10）对叶片进行网格划分，并对叶根倒角部位进行

局部加密，共划分294061个单元。施加45000 r/min离
心力，采用线弹性本构（弹性模量为110 GPa、泊松比为

0.34）进行有限元计算，真实叶片Von-Mises应力分布

如图5所示。从图中可见，叶根倒角部位最大主应力为

1086 MPa。

4.2 叶根倒角特征模拟件最危险点应力及应力梯度

等效

依据第 3.3节中叶根倒角模拟件设计尺寸建立 3
维有限元模型。采用3维实体单元（C3D20）进行网格

划分，并对叶根倒角可能存在应力集中的部位进行网

格细化，共划分 113694个单

元。采用线弹性本构（弹性模

量为 110 GPa、泊松比为 0.34）
对叶根倒角模拟件在单轴拉

伸载荷下（端部施加 100 MPa
拉应力载荷）进行有限元计

算，得到等效应力分布，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模拟件的

最大应力为 187.6 MPa，出现

在凸台过渡区倒角处。

计算得到最危险点的应力分布及其第一主应力

方向如图 7所示。从图 7（a）中可见，在最危险点处，

按照第 2章中的方法，首先求解得到最危险点第一主

应力方向为：l1=0.1141、m1=0.9873、n1=-0.1103，即图 7
（b）中红色箭头所指方向。以最危险点O为圆心，在

ABAQUS中建立 path路径，依次以Δr=0.2、0.4、……、

0.8、1.0 mm为半径步长作 5段圆弧，根据每个圆弧上

的最小第一主应力点的连线，获得最大第一主应力梯

度路径P0Pn。

采用同样的方法求得真实叶片叶根倒角部位最

危险点的第一主应力方向为：l1=0.6282、m1=-0.0301、
n1=-0.7775。真实叶片叶根倒角部位与叶根倒角特

征模拟件最大应力梯度路径上主应力分布通过归一

化处理后如图 8所示。从图中可见，叶根倒角特征模

拟件与真实叶片对应部位在一定范围内的应力状态

吻合。

5 结论

本文研究了叶根部位特征模拟件形状优化设计

方法，得出如下结论：

（1）根据某型涡轮叶片叶根处结构几何，设计了

叶根倒角特征模拟件，并通过有限元模拟计算对模拟

件主要尺寸进行了优化；

（2）叶根倒角特征模拟件与真实叶片对应部位应

力分布吻合，表明该模拟件形状设计合理，有一定的

工程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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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17合金弯曲振动超高周疲劳试验

许 巍 1，陈 新 2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航空材料检测与评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1，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材料检测与评价重点实验室 2：北京 100095）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压气机叶片用TC17合金的超高周疲劳性能数据需求，自主设计超高频板材试样并在电动振动台上开

展弯曲振动疲劳测试，获取了109循环数范围内的超高周疲劳S-N曲线，并通过升降法得到了该合金109 循环数对应的疲劳极限强

度，在实际测试过程中有效激振频率达到1756 Hz左右。此外，与相同材料的常规疲劳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超高

频弯曲振动疲劳试验结果与常规疲劳试验结果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尤其是在超高周寿命区间的测试结果的接近程度较高；超高

频弯曲振动试验方法在提高测试效率的同时保证了结果的可靠性。

关键词：超高周疲劳；振动台；疲劳试验；钛合金；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5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02.011

Vibration Bending Fatigue Test of TC17 Ti-alloy in the Very-High-Cycle Regime
XU Wei1 ，CHEN Xin2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 Testing and Evaluation1，Key Labora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on Aeronautical Ma⁃

terials Testing and Evaluation2, AECC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Beijing 10009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meet the very-high-cycle fatigue (VHCF) data requirement of TC17 which was a Ti-alloy used in aeroengine
compressor blade, a vibration bending fatigue testing method based on a designed ultra high frequency sheet specimen and electro-shaker
was proposed. The S-N curve in the VHCF regime up to 109 cycles was obtained by the present testing method and the fatigue limit at 109
cycles was obtained by the up-down method. The actual testing frequency of the designed specimen can get up to about 1756 Hz. Further⁃
more, the comparison of the present testing results and the traditional fatigue testing results for the same materials were conducted. The re⁃
sults show a good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present test and the traditional fatigue testing results, especially in the VHCF regime. Thus the pro⁃
posed ultra-high frequency vibration-based fatigue test shows a balance of high efficiency and similarity with the conventional testing results.

Key words：very-high-cycle fatigue；electro-shaker；fatigue test；Ti-alloy; aeroengine

0 引言

以往材料疲劳测试的最大循环数普遍不超过 107
周次，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传统上认为材料的 S-N曲线

在 107周次之前就趋于水平，由此认为材料存在无限

疲劳寿命[1]。随着疲劳测试水平的不断提升，许多工

程材料直到 1010周次的应力循环后仍会发生疲劳断

裂，这也对航空发动机设计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2-4]，

修订后的国家军用标准《航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

动机通用规范》（GJB241A-2010）就明确规定：“航空

发动机所使用的全部钛合金构件应至少具有 109循环

疲劳寿命”。于是对钛合金的高周疲劳性能数据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对超高周疲劳测试而言，由于加载的循环周次非

常高，如何提高测试效率便成为能否有效开展超高周

疲劳测试的关键[5-7]。目前，欧洲和美、日等[8-10]发达国

家发展了超高频率加速疲劳试验系统，并开展了大量

的测试研究工作，部分研究成果已在航空发动机结构

设计中得到应用，并提高了现有的疲劳设计规范水

平，加深了疲劳破坏机制的认识。超声疲劳试验就是

其中一种重要的测试手段，为材料超高周疲劳研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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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有力支撑。在实际测试过程中，试样的加载频率

可达到 20 kHz，尽管试验效率比较高，但由于加载频

率极高、试样过热等不利因素对测试结果将会产生较

大影响；超声疲劳与普通高频疲劳测试条件下的材料

破坏机理是否相同还处于争议中[10-11]。此外，由于航

空发动机钛合金叶片的自振频率大多处于几百到上

千赫兹范围内，因此采用高达 20 kHz的加载频率下

的疲劳性能测试数据作为发动机叶片设计用性能数

据可能缺乏可靠性。Guennec等[11]指出，20 kHz的加

载频率对结果存在明确差异，其疲劳强度差异甚至高

达 50%。国内目前针对高周疲劳试验主要采用高频

疲劳试验机，这类试验技术较为成熟，基本能满足 107
循环数以内高周疲劳测试需求，但测试频率通常只有

200 Hz，完成单根试样 109循环数的疲劳试验需要近 2
个月，而完成一条完整的疲劳应力-寿命（S-N）曲线

在不停机的条件下需要 1年多时间，试验效率难以满

足超高周疲劳测试的要求。因此亟需提出合理高效

的超高频测试方法，以兼顾测试效率和结果可靠性。

近年来，许巍等[12-14]提出采用电磁振动台开展超高频

疲劳研究的方法，并通过某型航空发动机用钛合金的

对比试验进行验证[13-14]。

本文采用该高频振动疲劳的试验方法，针对某型

航空发动机用钛合金TC17，自主设计超高频疲劳试

样开展超高周疲劳试验，获取超高周范围内的疲劳曲

线，并通过升降法获取了该钛合金 109 循环数对应的

疲劳极限，并与常规标准疲劳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

验证。

1 试验过程及方法

1.1 试验材料

本文试验件为 TC17合金板材。TC17合金是一

种富 β的 α-β钛合金，其名义成分为 Ti-5Al-2Sn-
2Zr-4Mo-4Cr，具有高强度、高韧性和良好的疲劳性

能、热稳定性、热加工性和焊接性，长期使用温度接

近 430 ℃，广泛应用于军、民用航空发动机风扇和

压气机零件。TC17合金的主要化学成分见表 1。
本文涉及的全部试样均取自某型航空发动机的整

体风扇盘锻件的轮缘位置，取向均为该盘锻件的径

向（R向）。

1.2 试验设备和试样

本文采用主要的试验设备是自主设计的振动疲

劳试验系统，该测试系统的主体设备是ES-10D-240
电磁振动台（最大推力为 10 kN），还包括自主设计的

专用夹具、信号采集、控制系统、激光位移传感器和加

速度传感器等，系统组成如图 1所示。该振动疲劳试

验系统具有自动扫频、闭

环控制等特点，能给出激

振频率-位移响应曲线，从

而为确定共振频率提供

依据。

目前针对材料超高周疲劳测试还没有公认的试

验标准，广泛使用的超声疲劳也没有公开发布的试验

标准。本文提出的超高频疲劳测试方法本质上仍属

于振动疲劳范畴，因此参考现有航空标准《发动机叶

片及材料振动疲劳试验方法》（HB5277-1984），同时

对现有试验方法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以满足试验

需求。

本文采用的超高频试样属于非标试样，无固定形

状样式可以参考，而非标疲劳试样的设计通常需要在

充分计算的基础上初步确定[15-16]。在试样的设计过

程中，本文采用有限元方法，尝试建立多种形状尺寸

的板材试样，进行动力学模拟，得到试样危险区的应

力分布特征情况和固有振动频率值。其设计目标有

2点：保证试样的固有频率能够达到 1000 Hz左右；保

证在加载过程中试样工作段的应力值显著较高。

经过反复迭代计算（具体过程这里不再赘述），确

定的试样形式为超高频疲劳试样形式，如图2所示。图

中所示试样左端为固定夹

持端，其中2个圆形通孔为

夹持用螺栓预留孔，而左端

设置的 3个小圆孔目的是

调节试样的固有频率。

1.3 试验过程

通过扫频的方式确定试样的共振频率，激振加速

度设定为 0.5g（g为重力加速度），加载曲线为正弦曲

线。利用激光位移传感器监控试样的振幅。通过改

图1 振动疲劳试验系统

图2 超高频试样尺寸和形状

（厚度为3 mm）

元素

wt/%
Ti

基材

Al
4.50～
5.50

Cr
3.50~
4.50

Zr
1.50～
2.50

Mo
3.50~
4.50

Sn
1.50~
2.50

O
0.08~
0.13

Fe
≤0.015

表1 TC17合金主要化学成分

激光位移传感器
试件

专用夹具

振动台

加速度传感器
信号采集和
控制系统

70 mm

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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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激励频率得到试样的激励频率-振幅响应（频-响
或 f-A）曲线，具体频-响曲线如图 3所示。频-响曲线

为近似对称峰形曲线，这是典型的线性振动条件下的

扫频曲线，波峰处对应的频率值为共振频率，即初始

1阶固有频率，约为1756 Hz。

本文的弯曲振动超高周疲劳的应力值基于电阻

应变计的电测方法获取，通过在试样危险区表面粘贴

电阻应变计，并利用动态应变仪获取应变值。在试验

前，通过多级应力标定的方法确定不同振幅条件下的

应力值，通过线性拟合确定振幅-应力的标定关系。

在试验中通过控制振幅来控制试验全过程中的应力

水平。

振动疲劳试验通常在共振状态下进行，根据扫频曲

线（图3）可知超高频试样的稳定激振频率为1756 Hz。
按照航标HB 5277-1984的规定，当共振频率降低了

1%时，即判别试样失效，停止试验。此外，根据TC17合
金超高周疲劳性能的考核需求，终止循环数设定为109。
如果达到该循环数，试样没有发生破坏，同样停止

试验。

针对中寿命区和长寿命区分别按照成组法和升

降法预设加载应力值[17]，通常，疲劳试验需要充分考

虑获得寿命结果的分散性，而保证足够的试样数量是

获得可靠疲劳性能结果的前提[18]。为了使得本文获

取的 S-N曲线具有较高的可靠性，预备试样数量超过

30根。

2 试验结果和讨论

2.1 试验结果

本文获得的测试原始数据点及其对应的 S-N 曲

线如图 4所示。其中，有效数据点是 32个，S-N 曲线

采用3参数幂函数模型进行拟合[17]

lgN f = B1 - B2 lg ( Smax - B3 )
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计算，得到 B1、B2和 B3

的参数值分别是 26.420、8.398和 266.973，根据图 4可
发现随着循环寿命的增加，应力水平持续降低，特别

是 107循环后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平台区，而表现出缓

慢降低的趋势。此外，TC17合金在中等寿命区表现

出一定的分散性，其相似的分散性在该材料的轴向高

周疲劳和旋转弯曲疲劳测试中均有表现。

本文中的 109循环数对应的条件疲劳强度（疲劳

极限）采用升降法来确定。升降法在传统高周疲劳测

试中的应用十分广泛，是目前航空材料疲劳极限测定

的主流方法，由于对最少试样数量存在一定要求，普

遍认为采用升降法获取疲劳极限的准确性比较高。

根据升降区数据（如图 5所示）可以确定本文采用的

TC17合金的 109循环数对应的条件疲劳强度是 400
MPa。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通过拟合方程确定的 109循
环数对应的疲劳强度值是 386 MPa，造成这种差异的

原因有以下 2点：首先是方程是对参与计算的所有试

验数据进行拟合，也就是说高应力区的试验数据点也

会对曲线结果产生影响；另外，在拟合过程中并没有

图3 通过频扫曲线确定超高频试样的固有频率

图4 TC17合金弯曲振动超高频试验结果及其S-N曲线

图5 采用升降法确定109循环数对应的疲劳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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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疲劳加载条件下典型循环数对应疲劳应力的

结果比较 MPa
测试类型

超高频振动

旋转弯曲

轴向加载

Nf /周次

1×106
537
668
595

5×106
490
562
544

1×107
472
521
524

3×107
447
463
493

1×108
423
407
461

5×108
396

1×109
386

图6 超高频测试结果与常规疲劳测试结果的比较

σ ma
x/M
Pa

700
650
600
550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对图 4中 8个溢出点区别对待，也就是说同样按断点

处理，造成确定的条件疲劳强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偏

低。对于航空设计而言，这种影响使确定的疲劳强度

阈值偏保守，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航空产品的安

全性。

如果将升降区的数据等效处理成 1个数据点，即

Nf=109循环数时 σmax=400 MPa，可以重新按照上述 3参
数幂函数模型进行拟合，拟合参数 B1、B2和 B3分别为

10.426、1.918和 394.471。新的拟合曲线如图 4中红

色虚线所示，可以发现该曲线在循环数接近 109时逐

渐表现出平台区的特征，即随着循环数的增加，应力

变化逐渐趋于水平，其展现的变化趋势可能更符合超

高周疲劳的S-N曲线特点。

2.2 分析比较

为了验证本文采用的弯曲振动超高频疲劳试验

结果的准确性，将本文结果与本课题组前期已经开展

的针对同种TC17合金常规高周疲劳测试结果进行比

较。前期已经完成了 2种类型的高周疲劳试验分别

是轴向高频疲劳试验和旋转弯曲疲劳试验，测试频率

分别为 125、83.3 Hz。由于受常规疲劳的加载效率限

制，最终加载循环数并没有达到 109，但在已完成的循

环数内对不同方法的测试结果进行比较也具有一定

的实际意义。

3种测试条件下的结果比较见表 2。表中所有数

据点并不是原始的测试数据，而是根据方程得到拟合

曲线的计算值，考虑了 5种典型循环数条件，分别是

1×106、5×106、1×107、3×107、1×108。为了更为直观地

展现其关系，给出不同加载条件下的 S-N曲线，如图

6所示。总体而言，这几种测试条件下的曲线变化趋

势保持一致。特别是随着寿命的增加，3种加载方式

对应的疲劳应力值接近程度逐渐提高，可以推断在超

高周范围内，本文提出的弯曲振动超高频疲劳测试结

果与常规疲劳测试结果的一致性较高。

相比常规疲劳测试方法（即轴向高频疲劳测试和

旋转弯曲疲劳测试），振动疲劳方法得到的应力水平

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小，主要原因是振动疲劳测试实质

上是应力比为-1的弯曲疲劳测试，振动疲劳中的表

面应力水平较大，因此表面质量对疲劳寿命的影响较

为敏感，导致疲劳强度相对与轴向疲劳测试结果偏

小。此外，与旋弯疲劳和轴向疲劳测试不同，振动疲

劳不是以试样发生完全分离断裂为破坏判据，也就是

说振动疲劳破坏试样不存在破坏分离断口，而是以共

振频率降低 1%为破坏判据（HB5277-1984的规定），

这种破坏判据没有考虑材料的差异性，可能会造成所

测得的疲劳强度偏低。因此，今后需要针对超高频测

试需求，对该破坏判据进行合理修正，以提高测试结

果的准确度。

3 结论

本文针对航空发动机用 TC17合金，提出基于弯

曲振动超高频疲劳测试方法获取超高周条件下的疲

劳曲线，并通过升降法获取了该钛合金 109 循环数对

应的疲劳极限。在实际测试过程中的有效激振频率

达到 1756 Hz左右。同时，通过对比发现：本文提出

的弯曲振动超高频疲劳测试结果与常规疲劳测试结

果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特别是在超高周范围内的结

果接近程度较高。弯曲超高频测试方法的加载频率

相对常规疲劳测试方法得到显著提升，且测得结果接

近常规疲劳结果，因此本文采用的超高周疲劳测试方

法具有十分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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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用材料缺口特征尺寸对缺口强度的影响

汪 洁 1，胡绪腾 1，贾 旭 1，孙 力 1，冯引利 2，宋迎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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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航空发动机轮盘工况复杂，常常在榫槽、通气孔、螺栓孔等几何不连续处遭受破坏。这些几何不连续性特征可以视

为广义的缺口，为了分析缺口附近几何特征尺寸对航空发动机轮盘复杂结构件抗拉强度的影响规律，基于典型盘用合金GH4169
设计了双边缺口平板试样、双边不等缺口平板试样、不等厚双边缺口平板试样以及不等厚双边不等缺口平板试样进行试验研究。

试验结果表明：缺口平板试样的应力集中系数与缺口抗拉强度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缺口抗拉强度无量纲化常数与应力集中系数的

试验数据点存在一定的分布规律，二者的拟合曲线能很好地描述试验结果分布规律。包括GH4169、GH738和TC11合金等常用航

空塑性金属材料在内的缺口平板试验数据点落在拟合曲线±10%以内的分散带内。

关键词：缺口几何特征尺寸；应力集中系数；抗拉强度；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02.012

The Influence of Notch Characteristic Size of Disc Material on Notch Strength
WANG Jie1，HU Xu-teng1，JIA Xu1，SUN Li1，FENG Yin-li2，SONG Ying-dong1

（1. 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s，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chanics and Control of Mechanical Struc⁃

tures，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2. Light Power Laboratory，Institute of Engineer⁃

ing Thermophys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China）

Abstract：The working condition of modern aeroengine disk was complex，and it was often damaged in the geometric discontinuities
such as mortise，vent hole and bolt hole. These geometric discontinuities could be regarded as generalized notche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notch geometric characteristic size on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complex structural parts of aeroengine disk，based on the
typical disk alloy GH4169，plate samples with double notches，plate samples with two unequal notches，plate samples with two unequal
notches and plate samples with two unequal notches were designed for experimental stud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 and the notched tensile strength of the notched plate specimen，and there is a
certain distribution law between the dimensionless constant of the notched tensile strength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points of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and the fitting curve of the both can well describe the distribution law of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data points of
notched plate test including GH4169，GH738 and TC11 alloy are within ± 10% of the fitting curve.

Key words：notch geometric characteristic size；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tensile strength；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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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由于结构设计需要，在航空发动机压气机盘、鼓

筒等零件上不可避免的存在榫槽、通气孔、螺栓孔等

各种类型的几何不连续性结构特征。可以将这些结

构特征当作广义的缺口，缺口附近的应力集中造成轮

盘内的应力应变分布不均匀、处于多轴应力状态，使

得这些几何不连续的结构特征成为强度薄弱部位，最

先开始破坏。因此，有必要通过典型航空材料缺口件

模拟几何不连续性结构特征，结合强度理论，探究缺

口几何特征尺寸对航空发动机复杂结构件抗拉强度

的影响规律。

国内外学者针对缺口件静强度问题开展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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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和试验研究。文献[1]认为缺口的存在会引起

缺口根部的应力集中和应变集中，使缺口处位于 3向
应力状态，而使材料的塑性变形受到约束，并提高材

料的屈服强度；梁永生等[2]进一步提出：将材料的塑

性变形受到约束后对材料屈服强度的提高定义为应

力强化系数Q，其与缺口处的最大应力成正比，对于

高强度和超高强度材料，其缺口敏感性高已成为限制

其强度水平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田伟等[3]对TC17
合金光滑和缺口试样进行有限元计算，结合试验结果

表明，由于缺口的存在，在缺口部位造成的应力集中

导致缺口部位由单向拉伸的单向应力状态变成 3向
应力状态，使得缺口试样的等效应力比光滑试样的

低，产生缺口强化效应，随着应力集中系数（<3）的增

大，缺口强化效应越发明显，缺口抗拉强度逐渐升高，

缺口伸长率逐渐降低。

Sachs等[4]将几种金属材料在不同温度下试验测

得的缺口强度与应力集中系数在双对数坐标系下进

行拟合，得出脆性材料缺口强度与应力集中系数的乘

积等于材料的极限拉伸强度；Peterson[5]提出在平面应

变状态下，应当用复合应力集中系数 K 't替代应力集

中系数Kt；郑修麟等[6-8]对于脆性材料的缺口强度预测

结果与 Sachs的一致，对于塑性材料铝合金引入平面

应力应变状态系数和材料的断裂应力和断裂延伸率

对公式进行修正。

分析上述文献可知，应力集中系数作为缺口附近

几何特征尺寸的表征参量，与缺口抗拉强度存在着一

定的关联。已有的缺口试验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小应

力集中系数试样开展，而且对于复杂缺口特征试样的

研究比较少。

本文针对性地设计了在航空发动机上应用广泛、

应力集中系数较大的GH4169合金双边缺口平板试

样，以及两边应力集中系数不等的双边不等缺口平板

试验件和不等厚缺口平板试验件，进行室温拉伸试

验，模拟研究复杂结构件几何特征尺寸对缺口抗拉强

度的影响。

1 试验方案

1.1 试验材料

GH4169合金是以体心四方的 γ"和面心立方的

γ'相沉淀强化的镍基高温合金，在-253～700 ℃具有

良好的综合性能，在 650 ℃以下的屈服强度居变形高

温合金的首位，并具有良好的抗疲劳、抗辐射、抗氧

化、耐腐蚀性能，以及良好的加工性能、焊接性能和长

期的组织稳定性[9]。

1.2 试验方案与平板试样设计

本文设计的 GH4169合金平板室温拉伸试验方

案主要包括光滑平板试样和双边、双边不等、不等厚

双边、不等厚双边不等 4类缺口平板试样，平板试样

尺寸以及对应的应力集中系数分别如图 1~5所示。

其中光滑平板是为了获得该批材料室温极限抗拉强

度；双边缺口平板试样是为了得到高应力集中系数的

拉伸试验数据结果；双边不等缺口平板是为了考察两

边缺口半径不等导致的缺口应力集中改变对抗拉强

度的影响；不等厚缺口平板是为了考察两边平行段厚

度不等和缺口半径不等导致的应力集中改变对抗拉

强度的影响。

图1 光滑平板试样设计

图2 5种双边缺口平板尺寸

图3 2种双边不等缺口平板尺寸

图4 2种不等厚双边缺口平板尺寸

图5 2种不等厚双边不等缺口平板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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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样设计过程中涉及应力集中系数计算。本

文主要针对在单向拉伸状态下的缺口平板试样进行

应力集中系数与缺口抗拉强度的相关性分析。为了

统一计算基准，参照应力集中系数手册的定义准

则[10-11]定义单向拉伸状态下缺口平板的应力集中系数

Kt = σy max
σ̄y

（1）
式中：σ̄y为基准应力，即缺口平板缺口根部最小截面

上拉伸方向的平均应力；σymax为承受拉伸载荷时平板

缺口根部拉伸方向最大应力值。

对于小缺口试样，网格单元尺寸对应力集中系数

有限元计算结果的影响很大，因此分别对不同厚度和

缺口半径模型，进行多种分析，逐步调整加密网格，每

次都以 2∶1的比例调整加细网格尺寸，分析应力集中

系数计算结果的变化情形，检查相对收敛性。分析发

现对于缺口半径为0.2 mm的试样，当网格单元尺寸小

于0.025 mm时，应力集中系数计算结果几乎不变。本

文设计的试验件缺口半径都大于0.2 mm，因此所有缺

口试样的应力集中系数计

算都是在局部网格加密到

0.025 mm下进行，保证计

算结果相对收敛。局部网

格划分如图 6所示。表1~4
列出了每种缺口平板缺口

根部应力集中系数的有限

元计算结果，见表1~4。

2 室温拉伸试验结果

GH4169合金平板室温拉伸试验是为了获得室

温下平板试样的抗拉强度，从而分析应力集中偏大时

对抗拉强度的影响，以及考察双边应力集中系数不等

时抗拉强度的变化规律。由于不同缺口试样的最小

横截面面积不同，因此本文定义缺口抗拉强度来表征

不同缺口试样的极限承载能力

σbN = FmaxA0 （2）
式中：Fmax为缺口试样极

限拉伸载荷；A0为试样缺

口处初始最小横截面积。

GH4169合金平板试

样缺口抗拉强度随应力

集中系数的分布如图 7所
示。从图中可见，缺口抗

拉强度随应力集中系数

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

3 缺口几何特征对

缺口抗拉强度的影响

王盛尧等[12]的研究表明，缺口抗拉强度与试样单

一几何特征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可以推测缺口抗拉强

度是受多个几何特征综合影响的。依据本批次试验

数据，结合课题组以往批次试验数据以及文献[12]的
试验数据，分析缺口抗拉强度与几何特征参数无量纲

化之间的关系。

3.1 r/d对缺口抗拉强度的影响

对缺口试样设计了双边缺口平板、双边不等缺口

平板和不等厚缺口平板，考察双边缺口半径相等试样

的试验结果，分析缺口平板试样的缺口抗拉强度随缺

口根部半径与最小宽度之比的变化规律，如图8所示。

从图中可见，对于双边缺口半径相等试样，随着

缺口半径与最小宽度之比（r/d）的增大，缺口抗拉强

度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当缺口半径与最小宽度

图6 缺口平板应力集中

区域的网格细化

参数

r/mm
d/mm
H/mm

Kt
2.03
3.00
12.00
16.00

2.97
1.00
10.00
15.00

3.00
0.60
6.00
10.00

4.03
0.30
6.00
10.00

4.95
0.40
12.00
20.00

表1 5种双边缺口平板应力集中系数

参数

r/mm
d/mm
H/mm

Kt
3.97
0.27

6.00
10.00

2.01
2.00

3.10
0.40

6.00
10.00

1.30
12.00

表2 2种双边不等缺口平板应力集中系数

参数

r/mm
t/mm
d/mm
H/mm

Kt
4.13
1.00
1.50
6.00
10.00

3.13
1.00
3.00
6.00
10.00

3.40
10.00
1.50
6.00
10.00

2.55
10.00
3.00
6.00
10.00

表3 2种不等厚双边缺口平板应力集中系数

参数

r/mm
t/mm
d/mm
H/mm

Kt
3.88
1.00
1.50
6.00
10.00

2.64
1.00
3.00
6.00
10.00

3.37
10.00
1.50
6.00
10.00

2.98
10.00
3.00
6.00
10.00

表4 2种不等厚双边不等缺口平板应力集中系数

图7 GH4169合金平板试样

缺口抗拉强度随应力集中

系数的分布

光滑平板
等Kt值双边缺口平板
基于小Kt值双边Kt不等缺口平板
基于大Kt值双边Kt不等缺口平板1725

1700
1675
1650
1625
1600
1575
1550
1525
1500
1475
1450

缺
口

抗
拉

强
度
σ
bN
/MP

a

Kt
5.55.04.54.03.53.02.52.01.5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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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等于 0.1时，缺口抗拉

强度最大，而且缺口抗拉

强度随着平行段宽度的增

大而减小。可以猜测，缺

口半径与最小宽度对缺口

应力集中区域的应力分布

变化影响很大，从而引起

缺口强度呈一定规律改变。

3.2 d/H对缺口抗拉强度的影响

根据双边缺口试样的试验结果，分析缺口抗拉强

度随最小宽度和平行段

宽度之比的变化规律，如

图9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一定

范围内，双边缺口试样的

缺口抗拉强度随着最小

宽度与平行段宽度之比

（r/H）的增大而减小；在最

小宽度和平行段宽度之

比为 0.6的 3组试样中，缺口抗拉强度随着缺口半径

和最小宽度之比的增大而增大。可以认为最小宽度

和平行段宽度影响了缺口根部附近应力集中向宽度

方向的扩散程度，从而导致缺口抗拉强度的变化。

3.3 应力集中系数对缺口抗拉强度的影响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缺口抗拉强度与缺口附近几

何特征参数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而在 Peterson[10]的应

力集中系数手册中常常用厚度 t、最小宽度 d和宽度H

等几何特征参数来估算缺口件的应力集中系数，所以

本节考虑用应力集中系数作为几何特征参数的表征

量，来考察应力集中系数与缺口抗拉强度的相关性。

从图 7中可见，缺口抗拉强度随应力集中系数并没有

明显的变化规律，因此对缺口抗拉强度试验数据进行

处理，定义缺口抗拉强度无量纲化常数

K = σbN

σb ⋅ Kt

（3）
式中：σbN为缺口抗拉强度；σb为材料极限抗拉强度。

基于课题组以往不同材料的缺口平板试验件室

温单向拉伸试验数据，对K与Kt进行拟合，来考察缺

口平板件应力集中系数与其抗拉强度的相关性。

在本次规划的 GH4169合金平板室温拉伸试验

方案中，补充了高应力集中系数（Kt≥3）的缺口平板试

验和双边应力集中系数不等的缺口平板试验。为探

究双边应力集中系数不等时缺口抗拉强度的变化规

律，分别基于大应力集中系数和小应力集中系数对Kt
与K进行拟合分析。基于大应力集中系数拟合函数为

K=[exp(-0.217(Kt-1))+exp(-1.298(Kt-1))]/2 （4）
拟合结果如图10所示。

基于小应力集中系数拟合函数为

K=[exp(-0.212(Kt-1))+exp(-1.314(Kt-1))]/2 （5）
拟合结果如图11所示。

将课题组以往批次得到的 GH4169合金试验数

据放在一起处理，得到所有GH4169合金平板数据Kt
与K关系，如图 12所示。从图中可见，对于不同批次

GH4169合金缺口平板试验数据而言，不论是基于大

应力集中系数还是小应力集中系数，其K与Kt都呈一

定的曲线规律分布。因此，分别基于大应力集中系数

和小应力集中系数，对所有GH4169合金数据中的缺

口平板 Kt和 K进行相关性分析。基于大应力集中系

数的拟合函数为

K=[exp(-0.221(Kt-1))+exp(-1.267(Kt-1))]/2 （6）
基于小应力集中系数的拟合函数为

K=[exp(-0.219(Kt-1))+exp(-1.274(Kt-1))]/2 （7）
二者拟合结果如图13所示。

从图 12、13中可见，对于所有GH4169合金缺口

图8 双边缺口半径相等

试样与抗拉强度的关系

图9 双边缺口试样最小宽度

和平行段宽度之比与抗拉强

度的关系

图10 GH4169合金本批次缺

口平板大应力集中系数Kt与K
拟合结果

图11 GH4169合金本批次

缺口平板小应力集中系数Kt
与K拟合结果

图12 所有GH4169合金平板

数据Kt与K关系

图13 所有GH4169平板数据

Kt与K拟合结果

r/d

r/H

K K

Kt取（最大） Kt取（最小）

K K

Kt取（最大） Kt取（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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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而言，按大应力集中系数和小应力集中系数的数

据不仅都分布在相同的曲线附近，二者的拟合曲线也

相近，拟合参数也都差不多，说明可以忽略大应力集

中系数或小应力集中系数的影响。

因此，在对 4种不同材料平板数据拟合时，对双

边不等缺口平板都基于大应力集中系数对 K与 Kt的

数据相关性进行描述。4种材料的缺口平板Kt与K的

数据汇总结果如图14所示。其拟合函数为

K=[exp(-0.204(Kt-1))+exp(-1.252(Kt-1))]/2 （8）
拟合结果如图15所示。

从图 14、15中可见，对于包括GH738、GH4169合

金等在内的典型航空发动机盘用材料缺口平板数据，

经过无量纲化后的常数K虽然仍有一定的分散性，但

是其整体分布趋势一致，包括双边应力集中系数不等

缺口平板的试验数据都处在拟合函数曲线±10%的分

散带内。说明采用这种函数形式能够较好地描述缺

口 K随 Kt的变化规律。表征的是在缺口平板单向拉

伸载荷过程中，缺口几何形状导致应力集中而产生的

最大拉伸应力对缺口抗拉强度的影响。

4 结论

本文对 GH4169合金平板试样室温拉伸试验数

据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 1种适用于多种

典型航空发动机盘用塑性金属材料、基于缺口平板件

应力集中系数的缺口强度拟合公式。得到如下结论：

不单单对于GH4169合金，还包括 TC11、GH738合金

和不锈钢在内的常用航空材料，本文给出的缺口强度

拟合公式（式 8）的函数曲线都能很好地描述缺口平

板件应力集中系数与缺口无量纲化常数之间的关系。

不同各向同性塑性金属材料的试验数据点处理后都

落在函数曲线±10%的分散带内，可以认为用应力集

中系数这一表征缺口附近最大应力值的几何特征参

数可以很好地拟合缺口平板件的抗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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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度梯度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件设计方法

高仁衡，曹廷云，沈 莲，张 根，林淑环，古远兴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设计中高温度梯度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的需求，基于国内外航空发动机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件设计经

验及国内现有轮盘试验器的试验条件，总结了该类高温度梯度航空发动机轮盘低循环疲劳寿命试验件设计的难点主要为轮盘热

应力难在试验过程中模拟、轮盘寿命考核位置多、轮盘试验件试验转速高、轮盘试验件寿命限制位置容易转移等，并针对各难点给

出了用离心载荷补偿热载荷、以损伤程度定考核位置、在不改变考核位置应力特征的前提下可以改变非考核位置局部结构特征等

解决方案，形成了一套高温度梯度轮盘低循环疲劳寿命试验件设计方法。应用该方法设计了某航空发动机轮盘低循环疲劳寿命

试验件并进行了试验，完成了寿命考核试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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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低循环疲劳失效是航空发动机使用过程中最严

重和耗资最大的问题之一。然而，对于像轮盘这样工

作在高温高压环境中且带有螺栓孔、通气孔等容易产

生应力集中的发动机构件，一旦失效，就会发生机毁

人亡的灾难性事故[1-3]，因此其低循环疲劳寿命的考

核极为重要。目前各种疲劳寿命预测方法分析出的

结果分散度较大，还不能准确地预测轮盘的寿命[4-6]，

所以进行轮盘的低循环疲劳试验研究是预测其安全

循环寿命的必经之路[7-9]，而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件

设计是试验研究的必要前提。

国内外均在发动机设计规范[8-10]中明确了轮盘

要按照安全循环寿命进行设计的要求，并积极开展轮

盘低循环疲劳试验。PW公司的轮盘疲劳寿命设计

系统有 15000个材料低循环疲劳试验数据和 1500个
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数据支持[11]，RR公司根据多年

轮盘疲劳试验研究成果，在假设疲劳寿命服从对数正

态分布的基础上，给出了考虑轮盘疲劳寿命散度的

S-N曲线和分散系数典型值[12-13]，俄罗斯中央航空发

动机研究院（CIAM）也积累了 100多个轮盘超转、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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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和低循环疲劳试验数据。中国航空类院所也开展

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轮盘低循环疲劳寿命预测方法

的基础上，通过修正总应变寿命方程中关键参数的确

定方法，并且考虑尺寸效应和应力梯度对寿命的影

响，最终确立了一种轮盘疲劳寿命评估方法[14-15]。然

而开展轮盘的低循环疲劳试验是确定其寿命最可靠

的方法。中国从最初开展单级涡轮盘低循环疲劳试

验到 2级涡轮盘联合低循环疲劳寿命试验[16]，再到模

拟扭矩载荷作用、轴向力的涡轮盘低循环疲劳寿命试

验，都证明试验技术在向着模拟发动机最真实工作状

态的方向发展。

随着发动机推重比的日益提高，轮盘所受的温

度、压力、转速载荷日益苛刻。尤其是轮盘径向温度

梯度日益增加，热应力越来越大，导致轮盘低循环疲

劳试验设计难度越来越大。本文对国内外轮盘低循

环疲劳试验件设计方法开展研究，提炼总结出高温度

梯度轮盘低循环试验件设计方法，解决轮盘低循环试

验件设计中的难点，可为航空发动机研制过程中类似

的试验件设计作指导。

1 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件设计难点及解决方法

轮盘的低循环疲劳试验是确定轮盘关键部位安

全寿命的基本方法，试验既可以在发动机上进行，也

可以在各种试验器上进行。考虑到时间和经费的问

题，大多数低循环疲劳试验是在试验器上进行。

轮盘的低循环疲劳试验载荷通常由转速载荷和

温度载荷组成，上限转速载荷由关键部位的应力（离

心应力+热应力）确定，试验循环下限转速通常取为

上限转速的 5%。受试验设备的限制，轮盘的低循环

疲劳试验中温度载荷通常取关键部位的温度，施加均

匀温度。

限制寿命的高应力区不止 1个，轮盘通常有多个

关键部位，即多个限制寿命的高应力区——中心孔、

轮缘和偏心孔等。要综合考虑各高应力区出现裂纹

后对轮盘的损伤程度，选择损伤程度最大的作为考核

位置。英国发动机DEFSTAN 00-971中指出轮盘低

循环疲劳试验优先选择中心孔作为考核位置，这是由

于起源于中心孔部位的破坏，裂纹会迅速贯穿整个轮

盘，后果严重，必须给出安全寿命。

高温度梯度轮盘在不均匀的温度分布下产生热

应力，与机械应力一起随发动机的循环使用而变化，

加剧零件的疲劳损伤。由于目前试验器中无法实现

温度梯度的循环，高温度梯度在中心孔位置产生的热

应力只能通过离心载荷来模拟。

当考核位置为中心孔时，可以选择模拟叶片代替

真实叶片，以便降低轮缘的负荷，通过提高试验转速

来模拟中心孔的应力。

试验件中寿命限制位置转移，在轮盘试验过程中

通过提高试验转速来模拟温度梯度引起的热应力，导

致试验转速较发动机设计转速提高很多，轮盘上某些

非考核位置应力远高于考核位置应力，寿命限制位置

转移，无法考核到发动机考核部位的寿命。为防止非

考核部位先于考核位置破坏，在不影响考核位置局部

应力特征的前提下，可以改变非考核部位的局部结构。

2 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设计思路

轮盘低循环试验件设计思路如图1所示。

3 低循环疲劳试验件设计实例

某被试件结构如图 2所
示。在被试件考核状态下

盘心温度为 200 ℃，盘缘温

度为 500 ℃，径向温差达

300 ℃。

3.1 应力集中关键部位统计

被试件结构设计中孔、

图1 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设计思路流程

图2 被试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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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等易出现应力集中的位置统计见表 1，具体位置结

构如图3所示。

3.2 低循环疲劳寿命分析方法

在某被试件低循环疲劳试验件设计中，鉴于各应

力较大位置实际应力状态为多轴应力状态，为尽可能

准确分析低循环疲劳寿命，对各应力较大位置进行多

轴应力分析，寿命分析按多轴应力下的通用斜率公式

计算

Δε = 3.5 σb - σm

E
N -0.12
f + D0.6N -0.6

f （1）
式中：D=ln（ 1

1 - Ψ），为疲劳塑性系数，其中Ψ追为断

面收缩率；E为弹性模量，MPa；σb为拉伸强度，MPa；
σm为平均应力，MPa；Δε着为应变范围；Nf为循环数。

在多轴应力状态下等效应力不能直接相加减，因

此在确定载荷循环过程中的应力幅、应变幅和平均应

力时，必须采用多轴疲劳等效应变破坏准则中的应力

幅和平均应力。

多轴疲劳等效应变破坏准则中的应力幅和平均

应力的确定过程如下。

弹性应力范围为

Δσ = 2
2

( Δσ11 - Δσ22 )2 + ( Δσ12 - Δσ33 )2
+( Δσ33 - Δσ11 )2 + 6( Δσ12 2 + Δσ23 2 + Δσ13 2 ) （2）

其中

Δσ ij = σ ij ( load ) - σ ij ( unload ) （3）
式中：Δσ ij为 ij方向的弹性应力（i=1、2、3，j=1、2、3）。

上标 load表示低循环疲劳峰值状态解，unload表
示低循环疲劳谷值状态解

当σmax < σ0.2时，平均应力估算为

σm = 2
2

( σ11m - σ22m )2 + ( σ12m - σ33m )2 +
( σ33m - σ11m )2 + 6( σ12m 2 + σ23m 2 + σ13m 2 ) （4）

其中

σijm = ( σij
( load ) + σij

( unload ) )
2 （5）

否则

σm = σ0.2 - Δσ2 （6）
式中：σijm为 ij方向的平均弹性应力（i=1、2、3，j=1、2、3）。

3.3 考核状态低循环疲劳寿命分析结果

基于多轴应力下的通用斜率公式低循环疲劳寿

命分析方法，对某被试件考核状态各应力集中部位低

循环疲劳寿命进行统计，见表2。

从表中可见，被试件在考核状态下下中心孔、端

齿螺栓孔、榫槽的低循环疲劳寿命较低。鉴于中心孔

位置应力梯度小，大应力区域面积大，本次试验件设

计以中心孔为考核目标，兼顾端齿螺栓孔和榫槽。

3.4 试验件设计

3.4.1 试验件设计难点及解决方案

（1）难点 1：试验件径

向温差为 300 ℃，如图 4
所示，仅温度载荷在盘心

位置引起的热应力为 300
MPa。由于目前受试验条

件的限制，无法对试验件

施加径向温差并随转速

循环。

解决方案：通过提高

试验转速，由离心载荷补偿热载荷，提高中心孔应力。

（2）难点 2：试验转速提高后，轮盘的破裂转速储

编号

P1
P2
P3
P4
P5
P7

位置描述

盘心

盘喉部，进气边

盘喉部，排气边

盘前挂钩，圆形缺口

盘后挂钩，圆形缺口

周向定位槽

编号

DC
SC
LSK
QDB1
P6

位置描述

端齿螺栓孔

榫槽

后安装边螺栓孔

前挡板通气孔

盘后挂钩，平衡块销钉孔

表1 被试件低循环疲劳寿命较低位置

图3 关键位置

位置

P1
P2
P3
SC1
P4
P5

峰值应力/MPa
1500
899
897
1300
472
1052

低周寿命

3500
30929
30990
3611
>1e6
7515

位置

P6
P7
DC1
LS1
QDB1

峰值应力/MPa
1069
891
1600
822
931

低周寿命

7187
24757
2896
63289
7327

表2 考核状态下各部位低循环疲劳寿命统计

图4 被试件考核状态

温度分布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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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为1.0，试验存在风险。

解决方案：为提高轮盘破裂转速储备，需降低轮

缘载荷，通过模拟叶片代替真实叶片的方案降低轮缘

载荷，经分析，模拟叶片离心载荷为真实叶片离心载荷

的60%时，轮盘破裂转速储备为1.15，满足试验要求。

（3）难点 3：试验转速提高后，寿命限制位置转

移，被试件前后挂钩处、前挡板通气孔、前后挡板周向

定位槽、前封严环周向定位槽处局部应力已远超中心

孔位置应力，寿命限制位置转移，见表3。

解决方案：鉴于被试件前后挂钩处、前挡板通气

孔、前后挡板周向定位槽、前封严环周向定位槽这些

位置距离考核位置较远，且在考核状态下这些位置应

力不大，寿命较长。为保证中心孔为本试验的寿命考

核部位，对这些位置进行处理，以达到考核中心孔的

目的。

对被试件做如下处

理，如图 5所示，处理后各

位置峰值应力见表4。

（1）前后挂钩处圆形缺口半径由原先的 5.0 mm
加大至 40.0 mm，减少此位置的应力集中，去掉后挂

钩平衡销钉孔，减小此处应力集中；

（2）前挡板更换为模拟前挡板，模拟前挡板无通

气孔和篦齿；

（3）试验件前鼓筒上篦齿盘周向定位槽补加工，

槽深留1 mm；
（4）前、后挡板上的周向定位槽补加工，车平凹槽。

3.4.2 试验件设计方案

低循环疲劳试验件结

构如图 6所示。其试验参

数：试验温度为200℃；试验

谷值转速为 1000 r/min，试
验峰值转速为20000 r/min。

在被试件在考核状态

与试验状态下低循环疲劳寿命对比分析见表5。

从表中可见，中心孔位置在试验状态与考核状态

下的低循环疲劳寿命相当，榫槽、端齿螺栓孔的低循

环疲劳寿命在试验状态下的稍低于在考核状态下的。

本试验以中心孔位置低循环疲劳寿命为设计基准，榫

槽、端齿螺栓孔考虑为加速试验。

3.4.3 试验安全性分析

为保证被试件在试验过程中的安全，对试验过程

中轮盘的破裂转速储备进行评估。

在试验状态下，被试件、转接盘的破裂转速储备

均大于1.15，在试验过程中各止口配合可靠。

本轮盘低循环试验件按照上述设计方案顺利完

成寿命考核试验，试验后被试件经荧光检查未发现裂

纹，试验结果有效。

4 结论

（1）高温度梯度轮盘高应力区不只 1个时，要综

合考虑各高应力区出现裂纹后对轮盘的损伤程度，选

择损伤程度最大的作为考核位置；

位置

试验件前挂钩处

试验件后挂钩处

前挡板通气孔

前挡板周向定位槽

后挡板周向定位槽

前封严环周向定位槽

转速/ MPa
提高前

1052
1069
931
1230
997
891

1608
1701
1650
1623
1525
1691

提高后

表3 转速提高前后局部位置应力变化对比

位置

试验件前挂钩处

试验件后挂钩处

前挡板通气孔

前挡板周向定位槽

后挡板周向定位槽

前封严环周向定位槽

转速/ MPa
提高前

1608
1701
1650
1623
1525
1691

提高后

1266
1169

1126

表4 被试件处理前后局部位置应力变化对比

考核状态

关键位置

P1
P2
P3
SC1
P4
P5
P6
P7
DC1
LS1
QDB1

寿命

3500
30929
30990
3611
>1e6
7515
7187
24757
2896
63289
7327

试验状态

关键位置

P1
P2
P3
SC
P4
P5
P7
DC1
LS 1

寿命

3500
4877
5397
3409
4157
5030
5516
2108
4500

表5 被试件低循环疲劳寿命对比

图5 试验件补加工

图6 试验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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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考核位置为中心孔时，可以选择模拟叶片

代替真实叶片，以降低轮缘负荷，通过提高试验转速

来模拟中心孔应力；

（3）为防止其它部位先于考核位置破坏，在不影

响考核部位应力特性的前提下，可以改变非考核位置

局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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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燃气发生器转子平衡状态与振动特性分析

宋明波，夏商周，赵海凤，张海彪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株洲 412002）

摘要：针对某型涡轴发动机整机试验中出现的振动过大现象，通过建立考虑低速动平衡的刚性转子系统动力学方程，求解低

速动平衡后刚性转子的动力学响应，对涡轴发动机典型燃气发生器转子平衡状态与振动特性进行分析。介绍了该型发动机整机

试验中出现的振动过大现象及后续的排查措施，分析了该类转子振动模态特性与激振载荷的关系，建立了该类转子在不平衡状态

下的动力学分析模型，对 2种初始不平衡状态的转子振动响应进行了仿真计算。结果表明：对于该类涡轴发动机典型燃气发生器

转子，当离心叶轮处存在较大初始不平衡时，转子的低速动平衡虽能较好地控制其前 2阶振动，但会加剧其在大转速时的振动，特

别是转子第3阶弯曲型临界转速裕度不大时，应当特别重视。

关键词：燃气发生器转子；平衡状态；动平衡；振动特性；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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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Balancing State and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 Typical Gas Generator R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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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Hunan 412002，China）

Abstract：For the vibration problem of one turboshaft eng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tor balancing state and the vibration char⁃
acteristics was analyzed by establishing the dynamic equation of rigid rotor after low speed dynamic balancing, and solving the dynamic re⁃
sponse. The vibration problem of one turboshaft engine and the follow-up solutions were introduc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tor
mode and the exciting force was analyzed. The dynamic model of the rotor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2 rotor balancing
state was calc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this typical rotor of turboshaft engine，if the initial unbalance at about centrifugal impeller is
major，even if the vibration of the rotor at the first and second critical speed is suppressed well by low-speed balance，the vibration of the
rotor at high speed region will be aggravated，especially the margin for the third critical speed is not 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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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转子系统是航空发动机的核心部件，而高速旋转

的转子所带来的整机振动问题一直是制约航空发动

机进一步快速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1-3]。特别是中小

型涡轴发动机，其燃气发生器转子系统的额定工作转

速一般高达 40000 r/min，有的甚至在 50000 r/min以
上，振动问题往往更加突出。

李建华等[4]、邹望之等[5]分析了当前国内外涡轴

发动机的发展趋势，其中 1-0-1支点布局是一类典型

的中小型涡轴发动机燃气发生器转子系统布局形式，

国内外多型涡轴发动机的燃气发生器转子即采用了

该种布局设计。基于中小型涡轴发动机的技术特点

及性能、结构特征，该类转子系统在动力学上一般采

用刚性转子设计[6-7]，其设计思路如下：优化转子自身

的鼓筒结构以及连接结构，保证转子足够的抗弯刚

性，在其前、后支点处布置弹性支承，通过调节弹性支

承的刚性将整个转子-支承系统的前 2阶模态设计为

刚体模态，并置于慢车转速以下；通过保证转子自身

的抗弯刚度，将转子-支承系统的第 3阶临界转速（弯

曲模态）置于最大工作转速以上，并保证充分的裕度。

邓旺群等[8]针对某型发动机转子的支点及采用的弹

性支承，通过有限元软件 SAMCEF/ROTOR仿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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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转子支点刚度与支点位置对其动力学特性的影

响；白中祥等[9]通过有限元软件ANSYS，针对支承系

统的静刚度、动刚度，研究了其对转子系统临界转速

与稳态不平衡响应的影响；李全成[10]考虑航空发动机

静子机匣系统与弹性支承的动刚度耦合，利用有限元

软件ANSYS详细分析了支点刚度对转子临界转速的

影响。采用上述设计的涡轴发动机燃气发生器转子

系统，装配时一般只需进行低速动平衡，保证转子系

统在前 2阶刚体模态的支点外传力最小[11-13]。实际

上，根据此类转子的动力学特性，以及低速动平衡的

力学原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该类转子在工作转速

时的振动响应可能反而加剧。

本文针对某型发动机试车过程中出现的大状态

整机振动过大现象，结合该发动机总装时的燃气发生

器转子动平衡状态，以及燃气发生器转子的低速动平

衡工艺，对发动机试车中出现的大状态整机振动过大

问题进行机理解释、仿真分析，及整机验证，为该型发

动机解决大状态整机振动过大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也为该类涡轴发动机燃气发生器转子系统的动力学

设计及动平衡提供参考。

1 问题背景

某型发动机燃气发生器转子如图 1所示。该转

子采用 1-0-1支点布局的刚性转子设计，其工作转速

位于前 2阶刚体模态以

上，第 3阶弯曲模态以下，

不考虑连接刚度损失时，

其弯曲模态设计裕度达到

30%。

该型发动机在试验中曾出现大状态振动过大现

象，由于振动表现为燃气发生器转子基频振动量占

优，故对燃气发生器转子平衡状态进行检查，前后校

正面（图 1红圈）不平衡量并不是很大，小于 30 g·mm。
将燃气涡轮分解，对压气机转子进行平衡状态检查，

发现其 1级盘前不平衡量

约为 70 g·mm，而在离心

叶轮处不平衡量达到 300
g·mm，如图2所示。

对该型号另一台振动情况良好的发动机进行上

述平衡状态检查，燃气发生器转子前后面不平衡量约

为 30 g·mm，压气机转子组件前后面不平衡量约为 70

g·mm。2台发动机实测振动情况对比如图 3所示。

图中实线为振动情况良好发动机数据，点线为出现大

状态振动问题发动机振动数据。从图中可见，前述存

在大状态振动问题的发动机在靠近最大工作转速时，

振动激增。

基于上述对比分析，对存在大状态振动问题的

发动机压气机转子离心叶轮装配角向位置进行调

整，调整后检查压气机转子平衡状态，离心叶轮处不

平衡量减小到约 150 g·mm。上台试验，发动机振动

情况较好，如图4所示。图中实线为调整后实测数据。

经过此次振动排查，对该型号发动机提出了压

气机转子组件平衡状态检查等要求，上述振动问题

未再发生。

2 机理分析

为了防止上述燃气发生器转子振动问题再次出

现，探明其发生机理，对该类转子动平衡状态与振动

特性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

2.1 转子模态特性与激振载荷

不考虑阻尼与陀螺力矩的影响，转子系统的振

动可简单表达[14]为

[ M ] ẍ + [ K ] x = F （1）
式中：x为位移坐标；[M]为系统的惯性矩阵；[K]为系

统的刚度矩阵；F为激振载荷。

由式（1）可得转子系统各阶临界转速与对应振

型的条件式

|| [ K ] - [ M ] Ω 2
i = 0 （2）

( [ K ] - [ M ] Ω 2
i ) Ri = 0 （3）

图1 某型发动机燃气

发生器转子

图2 某型发动机压气机转子

图3 2台发动机振动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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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离心叶轮角度调整后振动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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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Ωi为各阶临界转速；Ri为各阶主振型。

由于系统各阶主振型的正交性，式（1）中的激振

载荷F可以表示为各阶主振型的线性组合[15]

F =∑
i = 1

n ( αiΩ2Ri ⋅ ejΩt ) （4）
式中：αi为常数。

将式（4）代入式（1）可得

[ M ] ẍ + [ K ] x =∑
i = 1

n ( αiΩ 2Ri ⋅ ejΩt ) （5）
由于式（5）为线性方程，其解可由 n个分量方程

的解之和表达，其中第 i个方程为

[ M ] ẍ i + [ K ] xi = αiΩ 2Ri ⋅ ejΩt （6）
式（6）的解形式为

xi = Xi ⋅ ejΩt （7）
将式（7）代入式（6）可得

( [ K ] - [ M ] Ω 2 ) Xi = αiΩ 2Ri （8）
对式（8）两端取转置，右乘Ri，得
X T
i ( [ K ] - [ M ] Ω 2 )TRi = αiΩ 2RT

i Ri （9）
其中，( [ K ] - [ M ] Ω 2 )为对称矩阵，可变形为

X T
i

é

ë
êê

ù

û
úú

( [ K ] - [ M ] Ω 2 ) Ri

Ω 2 = αiRT
i Ri （10）

式 中 ：等 号 右 端 αiRT
i Ri 为 常 数 ；当 等 号 左 端

é

ë
êê

ù

û
úú

( [ K ] - [ M ] Ω 2 ) Ri

Ω 2 趋于极小值时，Xi趋于极大值。

由式（3）可知，当 Ω取第 i阶临界转速 Ωi 时，

( [ K ] - [ M ] Ω 2
i ) Ri = 0，故Xi在Ωi处趋于无穷大，当系

统存在阻尼时，Xi在Ωi附近达到1个有限的峰值。

上面的分析说明，对于 1个转子系统（式（1）或式

（5）），当其激振载荷 F与某 1阶振型 Ri分布相同时，

则该转子在对应的第 i阶临界转速存在振动峰值。当

转子系统的激振载荷 F由各阶振型线性组合时（式

（4）），则转子在各阶临界转速存在振动峰值，各自峰

值的相对大小与各激振载荷分量的系数αi有关。

2.2 刚性转子低速动平衡

第 1章中提到的燃气发生器转子（图 1）装配时采

用刚性转子低速动平衡。假设转子旋转时不发生挠

曲变形，其低速动平衡目标为通过施加的配重使转子

两端支点的外传力为 0。所施加的配重可以通过力

平衡方程、力矩平衡方程求得。

对于第 1章中提到的情况，转子系统在离心叶轮

截 面 的 不 平 衡 量 达 到

300 g·mm，考虑如图 5所
示的动平衡，图中 u0表示

初始平衡量，假设其集中于离心叶轮处，u1、u2表示待

确定的平衡校正量，三者之间保证力、力矩平衡，则平

衡方程为

u0 + u1 + u2 = 0 （11）
u0 l1 + u2 ( l1 + l2 ) = 0 （12）

由式（11）、（12）解得前、后面平衡校正量

u1 = - l2
l1 + l2 u0 （13）

u2 = - l1
l1 + l2 u0 （14）

式中：“-”表示u1、u2与u0方向相反。

进行平衡后，转子的

平衡状态如图6所示。

某发动机燃气发生器

转子（图 1）的第 3阶振型

如图 7所示。对比图6、7可知，如果转子在离心叶轮处

存在较大初始不平衡，则转子动平衡后的平衡状态将

与其第 3阶振型吻合。由第 2.1节的分析可知，在图 6
的平衡状态下，转子在前 2阶临界转速处的振动可能

不大，但会在第3阶临界转速附近产生较大振动。

上面的分析说明，在某些情况下（如离心叶轮初

始不平衡较大），低速动平衡会使转子的平衡状态与

第 3阶模态振型相吻合，导致转子靠近第 3阶临界转

速时振动增大。燃气发生器转子（图 1）的第 3阶临界

转速设计裕度为 30%，但计算中并未考虑转子各级连

接结构的刚度损失，真实工况下裕度可能更小。

上述分析基本解释了某发动机大状态振动问题

产生的机理，下面进行仿真计算进一步验证说明。

3 仿真分析

在各级轮盘位置施加不平衡量，对某型发动机燃

气发生器转子不平衡响应进行仿真分析，具体不平衡

分布见表1。

图5 动平衡

图6 转子动平衡后平衡状态

图7 第3阶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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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见，2组不平衡分布的区别仅为离心叶

轮处的不平衡大小，组别 1为 150 g·mm；组别 2为
350 g·mm，其他各级轮盘不平衡量均设定为 50 g·
mm。

根据低速动平衡过程，以支点外传力最小对转子

进行动平衡，得到的平衡校正量u [16]为

u = ( )u1
u2
= - l

Ω 2
é
ë
ê

ù
û
ú

l - z1 l - z2
z1 z2

-1 ( )fLfR （15）
式中：fL、fR分别为左、右支点的外传力；l为左、右支点

间距；z1、z2分别为平衡面1、2距左支点的距离。

根据式（15）计算表 1中 2组不平衡状态下转子所

需平衡校正量，见表2。

根据表 1、2的初始不平衡分布和不平衡校正量，

分别计算转子平衡前后的不平衡响应，如图8所示。

从图中可见，经过动平衡后，转子系统25000 r/min
之前的振动得到了较好抑制，其后振动反而加剧。

在发动机试车时，转子都经过了动平衡，图8中的

红线在实际试车中并不存在，为了对比，将2种平衡状

态平衡后的响应幅值绘制于1幅图中，如图9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 2组初始平衡状态下，经过动平

衡后，转子低转速范围振动基本相当；越过前 2阶临

界转速后，离心叶轮初始不平衡较大的转子在大转速

状态下振动迅速增大。进一步说明：当离心叶轮处存

在较大初始不平衡时，转子组件的低速动平衡反而会

加剧转子大转速时的振动，特别是第 3阶临界转速较

低时。

4 结论

本文以某型发动机试验中出现的大状态振动过

大问题为背景，对典型的涡轴发动机燃气发生器转子

平衡状态与振动特性进行了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结合该类转子第 3阶弯曲模态振型，当离心

叶轮存在较大初始不平衡时，转子组件的低速动平衡

虽对其前 2阶刚体模态的振动有较好控制，但会加剧

转子大转速时的振动，特别是当转子最大转速比较接

近第3阶临界转速时。

（2）该类转子设计时，当其第 3阶裕度较小，难以

增大时（本文提及的转子不考虑连接刚度损失时，第

3阶裕度为 30%），应特别注意控制离心叶轮位置的

初始不平衡量。

（3）对于本文所述类型的转子，可以考虑以压气

机转子、涡轮转子的动平衡，代替转子组件的动平衡，

同时配以跳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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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电液伺服系统机载模型监控设计

李 瑜，郝圣桥，王法全，孙 宾

（中国航发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为了监控航空发动机电液伺服系统中不易通过机内测试电路诊断的异常或故障，提出一种机载模型监控方法，采用

AMESim工具进行系统的建模，之后对模型进行校准、实时化和线性化处理。在对监控算法进行了设计与仿真之后，用C代码编程

实现了模型监控算法，并运行于发动机电子控制器中。对某发动机燃油计量装置的试验表明：机载模型监控可以有效监测系统中

因元部件性能衰减、卡滞、零偏漂移等引起的异常或故障，并能补偿电液伺服阀的零偏漂移和容错运行，避免控制功能失效或过快

降级。可为航空发动机及相关领域的电液伺服系统机载模型监控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电液伺服；机载模型；模型监控；故障检测；燃油计量装置；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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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On-board Model Monitoring for Electro-hydraulic Servo System of Aeroengine
LI Yu，HAO Sheng-qiao，WANG Fa-quan，SUN Bin

（AECC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Wuxi Jiangsu 214063，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monitor the abnormity or faults in aeroengine electro-hydraulic servo system which were not easy to be diag⁃
nosed by BIT（Built In Test）circuit，a on-board model monitoring method was proposed. AMESim tool was used to model the system，and
then the calibration，real-time and linearization processes of model were carried out. After the design and simulation of the monitoring algo⁃
rithm，the model monitoring algorithm was realized by C code programming and ran in the engine electronic controller. The test of a certain
engine fuel metering unit shows that the on-board model monitoring can effectively monitor the abnormity or fault in the system caused by
the component performance attenuation、obstruction、null-shift. The on-board model monitoring can compensate zero drift and fault-toler⁃
ant operation of electro-hydraulic servo valve to avoid control function failure or too fast demotion.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on-board model monitoring for electro-hydraulic servo system of aeroengine and related fields.

Key words：electro-hydraulic servo system；on-board model；model motoring；fault detection；fuel metering unit；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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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电液伺服系统由于技术成熟、功率密度大、环境

耐受性较好，被广泛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燃油计量、风

扇或压气机导叶角度、喷口面积、矢量喷管角度的控

制[1]。航空发动机控制中的电液伺服系统主要由电

子控制器伺服控制模块和液压机械装置组成。当系

统中相关元部件出现异常时，电液伺服系统可能无法

准确跟踪控制指令，从而引起控制功能降级、航空发

动机工作异常，甚至造成飞机无法派遣[2]、飞行器失

控[3]等后果。如何监控电液伺服系统的故障一直是

航空发动机安全性设计的重要内容。

在航空航天等重要装备应用领域，国外已从BIT
（机内自检测）技术发展到机载模型监控技术来提高

系统的安全性。Goupil P[4]介绍了空客A380飞机使用

的机载模型监控技术；Cox N[5] 介绍了机载模型监控

在火星车着陆系统的应用；Lavigne L等[6-8]、Goupil[9]重
点描述机载模型监控技术在电传飞控电液伺服系统

的舵机早期故障诊断中的应用。中国学者也开展了

相关研究，江澄等[10]提出在发动机电子控制器中采用

BIT电路来对电液转换元件、位置传感器等元部件断

线、短路故障进行检测；蒋平国等[11]较早探索了伺服

回路的机载模型故障诊断方法；何佳倩等[12]、梁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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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3]采用卡尔曼滤波方法来估计执行机构或传感器

的故障；朱纪洪等[14]提出一种基于舵机特征模型的故

障诊断技术；贾盼盼等[15]提出采用 1阶惯性环节作为

伺服回路的模型，并通过比较方式来实现伺服回路部

分故障的快速诊断。

BIT技术成熟可靠，但难以检测液压机械装置中

相关元部件性能衰减、卡滞、零偏漂移等问题，容易引

发电液伺服系统功能失效。而机载模型监控是一种

灵活性好、成本低、故障覆盖率高的方法，可以弥补航

空发动机BIT技术的不足。不过，虽然国内外在机载

模型监控有诸多文献报道，但是工程上实用、易被参

考借鉴的机载模型监控技术应具备如下特点：（1）实

时性：算法简洁、模型代码运行效率高；（2）健壮性：能

适应对象参数的分散及性能退化；（3）准确性：模型误

差应足够小，以保证故障覆盖率或检测的灵敏度；（4）
容错性：监控到异常或故障后应具备一定的容错能

力，通过改变控制策略避免系统过快降级或功能失效。

本文围绕上述特点，以航空发动机最重要的控制

回路——燃油计量伺服系统为例，提出一种模型特征

参数可自动辨识的模型监控方法。

1 机载模型监控

某航空发动机用于燃油计量控制的电液伺服系

统如图 1所示。从图中可见，其液压机械装置主要由

主控/备份电液伺服阀、用于主控/备份模式切换的电

磁阀、转换活门、计量活门、位置传感器（Linear Vari⁃
able Differential Transformer，LVDT）及相应的油路组

成，并与发动机电子控制器一起构成电液伺服系统。

其工作过程为：电液伺服阀在发动机电子控制器

控制电流的作用下，输出对应的控制油，并通过转换

活门后控制计量活门的开度进而控制输出至燃烧室

的燃油流量。计量活门的开度通过 LVDT输出位置

反馈信号至发动机电子控制器，由电子控制器根据供

油指令的要求实施闭环伺服控制。

根据该项目实际架构，本文提出的机载模型监控

的概念方案如图2所示。

其方法是：根据液压机械装置的相关特性，建立

对象的线性模型，并根据控制带宽，忽略远在控制带

宽之外的高阶环节，确定对应简化的实时模型，验证

模型的误差。实时模型的相关参数预设公称值，并在

发动机控制系统自检时进行辨识与更新，以便适应对

象特性的分散性及性能衰减。实时模型、控制算法、

监控算法经程序编码后，均在线运行于发动机电子控

制器上。监控算法实时地比较模型输出和真实对象

的输出，当真实对象出现异常或故障时，其输出参量

将与模型输出参量出现差异，监控算法识别这些异常

或故障，视情上报，并根据相关处置策略对控制算法

进行修正或变更甚至补偿，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功能失

效或降级，达到容错运行的目的，从而提高控制系统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2 机载模型设计与实现

2.1 机载模型概述

航空发动机电液伺服系统的状态有正常、异常和

故障 3种。当前电液伺服系统最常见的问题是由于

污染、磨损等引起电液转换元件零偏漂移以及位置传

感器反馈异常、管道泄漏等现象引起的被控对象位置

跟踪异常。这些异常和故障不能很好地被检测、隔离

或修正，因此易导致控制品质的降低、系统快速降级

甚至失效等。

根据航空发动机电液伺服系统主要存在的异常

和故障，本文研究的模型监控可监测如下异常或故

障：（1）最大、最小位置范围；（2）速度增益；（3）跟踪误

差；（4）电液转换元件零偏漂移。

同时，在设定的范围里，监控算法通过增加补偿

电流或占空比来弥补电液转换元件零偏的漂移，通过

图1 某发动机燃油计量电液伺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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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机载模型监控的概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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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伺服控制算法的增益来减小跟踪误差，从而提高

电液伺服系统的容错能力。

2.2 机载模型设计

2.2.1 液压机械装置建模与仿真

根据某燃油计量装置（Fuel Metering Unit，FMU）
相关元部件和结构参数，在AMESim中建立全功能的

模型，如图 3所示。并根据实物测试数据对该液压机

械装置的模型进行校准。

2.2.2 从AMESim模型到实时模型

为使模型能够运行于电子控制器中，需要对

AMESim模型进行实时化，并根据控制带宽要求进行

相应简化。由于电液伺服阀、LVDT、伺服阀驱动电路

等元部件的带宽远超过电液伺服回路的控制带宽，可

以用比例环节或小惯性环节来代替以简化模型。这

样，以控制电流为输入，以计量活门位置为输出，模型

中的主体部分用传递函数表示为

G（s）=k/[s（τs+1）] （1）
由于燃油计量装置在定压油下工作，且在实际工

作时，伺服阀工作在零位的线性区域附近，因而该比

例-积分-惯性组合的线性模型可适用对象的各种工

况。模型中相关参数可根据AMESim模型或实际测

试结果确定。该传递函数在编程时通过差分方程予

以实现，能够实时地运行于电子控制器中。燃油计量

装置的伺服控制接口及以传递函数表征的实时模型

建模设计如图4所示。

对如图 3、4所示的模型进行编译和仿真运行，在

斜坡和阶跃响应测试下，位置指令、传感器反馈位置

和模型计算位置的曲线对比验证如图 5所示，传感器

反馈位置与模型计算位置的差值如图6所示。

从图 6中可见，实时模型计算的位置具备较好的

精度，与AMESim全功能模型相比，其动态（阶跃响应

过程中）最大误差不超过0.14 mm（对应13 mm量程），

约为 1.1%FS.（Full Scale）；稳态误差最大不超过 0.07
mm，约为 0.06%FS.。监控算法阈值设置时，需包容模

型自身的误差，一般不小于 3倍，并应根据实际情况

来设置，避免虚警和漏检。

2.3 编程实现

实时化后，模型与监控算法均使用C语言实现。

根据条件，模型监控代码可以单独编制并分区存放；

也可以与发动机控制中燃油计量控制程序一起编制。

模型监控算法中主要用到的变量见表 1，模型监控中

异常/故障的状态码见表2。
模型监控程序分为 2部分，前者在发动机点火前

运行 1次，主要实施电液伺服系统自检和模型监控相

关参数的更新，其程序功能见表 3；后者则在发动机

点火后周期性运行，主要实施监控和补偿，其程序功

能见表4。

备份阀电流（-40,40）mA
主控阀电流（-40,40）mA

伺服阀额定零偏

定压油源

备份伺服阀
转换活门

转换电磁阀

控制油Aea
r(x)

计量活门（带LVDT）

FMU位置反馈
（0.15）mm

模式切换指令
（0-27）Vdc

图3 某FMU液压机械装置模型

图4 FMU伺服控制接口及实时模型建模

FMU位置指令
（0,13）mm
FMU位置反馈
（0,15）mm

模型跟踪误差监控

ABS（X） 模型
计算
位置

模型
计算
位置

打开

关闭
方向
判断

FMU实时模型FMU实时模型

零偏

伺服零偏电流伺服零偏电流

位置伺服PID
（-40,40）mA限幅器

FMU位置指令
（0,13）mm

主控阀电流
（-40,40）mA
备份阀电流

（-40,40）mA

伺服阀控制电流
（去零偏电流漂移监控模型）

图5 斜坡及阶跃仿真时实时模型与AMESim模型对比

图6 实时模型与AEMSim模型计算位置的差值

位
置
/mm

10

8

6

4

2

时间 t/s
654321

0

位置指令
传感器反馈位置
模型计算位置

位
置
/mm

0.15
0.10
0.05
0

-0.05
-0.10
-0.15

control01_2-output from summing junction

时间 t/s
65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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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试验证

3.1 机载模型验证

模型有 2个主要参量：模型计算的位置值和伺服

阀电流值。燃油计量装置在阶跃响应（与仿真位置指

令值相同）下，位置指令、传感器反馈位置、模型计算

的位置响应曲线如图 7所示，其误差见表 5。从图中

可见，与图5、6的仿真结果相差较小。

3.2 监控算法的验证

在模型监控中，监控算法及对控制算法的修正和

补偿试验结果见表6。
对伺服阀另一个线圈注入 15 mA电流（注：电流

比例 0~100%对应-40~+40 mA），模拟零偏电流漂移

的异常状态，模型监控算法的异常监测和自动补偿的

过程如图 8所示。从图中可见，当伺服阀零位出现较

大的漂移时，位置控制静差将逐渐加大，模型计算的

电流值也与实际控制电流值出现差异，满足算法设置

名称

bEnModelBIT
wStateCode
u8BITState
u8KvOpen
u8KvClose
u16CurrentBiasRef
u16XtMin
u16XtMax
u16ModelCtrlCurrent
u8ModelDelay
u32ModelXk

程序

使能模型监控的标志

模型监控状态码

当前的模型监控状态

作动器打开的速度增益

作动器关闭的速度增益

伺服阀零偏电流参考值

作动器最小位置

作动器最大位置

作动器模型计算的控制电流

作动器模型延迟

作动器模型计算的位置

表1 模型监控数据结构体中主要变量

位域

0-1
2-3
4-5

6-7

8-9

10-11

12-13
14-15

异常/故障状态

00：最小位置正常；01：最小位置异常；10：最小位置故障；

00：最小位置正常；01：最小位置异常；10：最小位置故障；

00：打开速度增益正常；01：打开速度增益异常；10：打开

速度增益故障；
00：关闭速度增益正常；01：关闭速度增益异常；10：关闭

速度增益故障；

00：零偏电流正常；01：零偏电流异常；10：零偏电流故障；

00：模型跟踪误差正常；01：模型跟踪误差异常 ；10：模
型跟踪误差故障；
00：实际跟踪误差正常；01：实际跟踪误差异常 ；10：实

际跟踪误差故障；
历史异常或故障位

表2 模型监控的状态码

序号

1

2

3

4
5

程序模块

待机

开始

打开测试

关闭测试

结束

程序执行的主要功能

监测发动机被起动机带转的转速N1；确认停车电

磁阀开启（防止打开/关闭测试时计量油进入发动机

燃烧室）。
计量活门最小位置判断；超时处理。

输出定值电流使计量活门打开；最大位置判断；打

开速度增益测试/告警/更新模型；超时处理。

输出定值电流使计量活门关闭；最小位置判断；关

闭速度增益测试/告警/更新模型；超时处理。

模型参数初始化；模型将在发动机点火后周期性运行。

表3 发动机点火前主要程序功能

序号

1

2

3

4

5

6

程序模块

模型运算

模型跟踪

误差监控

实际跟踪

误差监控

零偏电流

监控

零偏电流

补偿

增益/
积分修正

程序执行的主要功能

按模型的传递函数计算模型中作动器的

位置，并反算模型中伺服阀电流；

比较位置指令和模型计算的位置差值，更

新模型跟踪误差状态码；

比较位置指令和传感器位置的差值，更新

实际跟踪误差状态码；

在稳态条件下，比较模型计算的伺服阀电

流与伺服控制输出的伺服阀电流，更新零偏

电流状态码；

在设定的范围，计算零偏电流漂移后的补

偿结果，申报补偿；

在设定的范围里，计算伺服控制 PI算法

的增益/积分修正结果，申报修正。

表4 发动机点火后主要程序功能

误差

动态误差

（35%阶跃）

稳态误差

试验误差/ mm
0.18
0.12
0.04
0.10

相对误差

1.4%FS.
0.9%FS.
0.03%FS.
0.8%FS.

说明

打开方向阶跃时

关闭方向阶跃时

打开方向阶跃后

关闭方向阶跃后

表5 模型计算位置与传感器反馈位置的误差极值

图7 阶跃控制时，模型计算位置与传感器反馈位置响应

位
置
/mm

9
8
7
6
5
4
3

位置指令

传感器反馈位置

模型计算位置

时间 t/s
71.94 74.96 78.03 81.11 84.18 87.25

图8 零偏电流异常监测和补偿过程

65.00
54.67
44.33
34.00
23.67
13.33
3.00

时间 t/s
71.47 81.01 82.59 84.18 85.76 87.35

电
流
/%

控制电流

①注入电流②出现静差0.76mm(15%FS)

③控制电流增加

④确认零偏异常
电流自动补偿 ⑤静差被消除

模型电流=控制电流

⑥停止注入电流
零偏→4mA

⑦零偏异常确认后
电流自动补偿过程

模型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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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后，监控算法确认零偏电流异常，并立刻进行了

自动补偿，从而消除了位置控制的静差，实现了容错

运行。

4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一种实用的航空发动机电液伺服系

统机载模型监控的设计方法和正向开发过程，并介绍

试验台的验证结果。过程和结果表明机载模型监控

算法具有如下特点：

（1）较高的准确性：机载模型计算的位置在动态、

稳态过程中与传感器反馈位置相比吻合较好，最大相

对误差不超过1.4%FS.；
（2）较好的健壮性：模型在自检时通过计量活门

的打开、关闭测试时，更新模型参数使得其能适应对

象的分散和性能衰减；

（3）较好的故障诊断和容错能力：模型监控算法

能够诊断较多的异常和故障，还能对电液伺服阀常见

的零偏漂移等问题进行自动补偿和容错运行。

本文提到的模型监控设计方法及其完整的正向

设计过程可为航空发动机及其他要求高安全性和可

靠性的类似领域电液伺服系统机载模型监控的设计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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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测试科目

最小位置

最大位置

作动器打开

速度增益

作动器关闭

速度增益

模型跟踪

误差异常

实际跟踪

误差异常

零偏电流异常

零偏电流

异常补偿

故障注入方法

调整LVDT接线使之超限；

软件变更判故阈值。

伺服阀另一线圈注入电流改变

伺服阀流量增益进而改变作动器

速度增益。

伺服阀另一线圈注入电流改变

伺服阀流量增益；断开闭环回路。

指令信号超过工作行程，观测告

警信息；伺服阀另一线圈注入较大

的电流，观测告警信息。

伺服阀另一线圈注入电流，观测

告警信息。

伺服阀另一线圈注入电流，观测

位置跟踪误差。

测试结果

准确检出

准确检出

准确检出

准确检出

准确检出

准确检出

准确检出

成功补偿

表6 监控算法的验证

88



第 47卷 第 2期

2021年 4月

航空发动机Aeroengine Vol. 47 No. 2
Apr. 2021

TA12钛合金加力筒体局部异常变色失效分析

刘博志，林中楠，韩振宇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某航空发动机在试车过程中多次出现加力筒体尾端局部区域异常变色现象，为了分析其故障原因，利用外观检查、

材质分析和温色模拟试验等失效分析方法，确定了故障加力筒体变色部位经历了最高 850 ℃左右的超温。为进一步评价故障加

力筒体的可靠性，对其基体材料力学性能及组织演变规律开展研究。在TA12钛合金板材空冷状态下，从加热温度与组织及力学

性能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其力学性能随加热温度的升高呈先降低再提高的趋势，在 800 ℃左右达到最低值，且力学性能变化趋

势与组织形态演变呈明显的对应关系。根据加力筒体故障部位力学性能及可靠性明显降低的试验结果，判断该加力筒体不再适

合继续参与服役试车，建议更换该故障件，并对替换件进行监控。

关键词：加力筒体；TA12钛合金；温-色模拟试验；超温；失效分析；组织形态演变；加力燃烧室；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02.016

Failure Analysis of Local Abnormal Discoloration of TA12 Titanium Alloy Afterburner Cylinder
LIU Bo-zhi，LIN Zhong-nan，HAN Zhen-yu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nalyze the local region abnormal discoloration phenomenon at the tail end of the afterburner cylinder of an aero⁃
engine during the test run，the failure analysis methods of appearance inspection，material analysis and temperature-color simulation test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discoloration position of the afterburner cylinder，which experienced the over temperature of about 850 ℃. In or⁃
der to further evaluat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failured afterburner cylinder，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of the ma⁃
trix material were studi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ir cooling of TA12 titanium alloy shee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ting temperature
and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shows that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decrease first and then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heating temperature，and reach the lowest value at about 800 ℃. The change trend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corresponds to the microstruc⁃
ture evolution. According to the test results that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reliability of the failured part of the cylinder are obviously re⁃
duced，it is judged that the cylinder is no longer suitable to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the service test run，and it is suggested to replace the
failured part and monitor the replacement part.

Key words：afterburner cylinder；TA12 titanium alloy；temperature-color simulation test；overtemperature；failure analysis；micro⁃
structure evolution；afterburner；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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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加力筒体是航空发动机加力燃烧室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增大发动机短时推力，提高战斗机动力和机

动性能都有重要作用。同时，加力筒体也是加力燃烧

室的主要承力部件，前端连接主机，后端连接矢量喷

管部件，作为矢量喷管的基础承力部件配合安装矢量

喷管的主要作动机构，并承受其载荷；另外，作为发动

机与飞机的辅助连接部件，提供与飞机的连接吊挂接

口，并承受其安装、机动和喷管偏转载荷[1]。某航空

发动机在试车过程中出现加力筒体局部异常变色现

象，对发动机后续安全稳定运行构成威胁。因此，对

加力筒体变色部位的可靠性评估尤为重要。

随着发动机燃油温度提高及推力矢量技术的应

用，对加力筒体的耐温能力、强度、刚性等性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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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其可靠性对发动机至关重要。Jeffery A
L等[2]研究了加力燃烧室在温度过高和燃油自燃等条

件下，加力筒体等相关构件的耐久性和可靠性呈显著

下降的趋势；孙雨超等[3] 针对未来高推重比航空发动

机加力燃烧室的设计需求，优化了加力筒体等构件的

设计方案，能够较好地组织加力燃烧室内部燃烧，综

合性能良好。目前，国内航空发动机加力筒体主要采

用新型钛合金TA12制成[4-5]，TA12是一种综合性能良

好的 Ti-Al-Sn-Zr-Mo近a型热强高温钛合金，由中

国自行研制。利用TA12钛合金板材制造的航空发动

机加力筒体、盘轴、叶片等零部件，均可在 550 ℃下能

长期工作[6-7]。该合金具有良好的工艺塑性和超塑

性，适用于各种压力加工成型和各种方式的机械加

工[8]。生产的半成品主要有板材、棒材和锻件，也可

用于铸件生产[9]。任萍等[10]采用TA12A钛合金板材制

成网格结构的加力筒体，具有轻量化和耐高温性能的

特点，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发动机的推重比。

为了分析故障加力筒体发生异常变色的原因，本

文分别从加力筒体基体材质的力学性能和组织形态

出发，通过开展多种失效分析手段与模拟试验相结合

的方法，明确了 TA12钛合金板材在空冷状态下加热

温度与组织和性能的关系，综合评估了故障加力筒体

异常变色部位的基体性能，对其后续服役试车提出相

应的建议。

1 试验过程与结果

1.1 宏观检查

故障加力筒体局部宏

观图像如图 1所示。从图

中可见，故障加力筒体外

壁表面多处存在异常变色

区域，其面积及分布无明

显规律，但颜色从中心到

四周逐渐呈暗灰色、暗黄

色、淡蓝色、深蓝色、深黄

色的变化规律，个别异常变色区中心部位产生少量凸

起塑性变形。

1.2 成分分析

利用尼通XL3t 980手持合金分析仪对故障加力筒

体不同部位表面进行成分分析，结果见表1。其不同部

位的主要合金元素质量分数与材料标准要求基本相符。

2 分析讨论及模拟试验

2.1 失效性质判断

对故障加力筒体外壁表面的异常变色区进行初

步判断认为，在发动机加力状态下进行试验试车过程

中，由于加力燃烧室内的温度场不均匀，导致加力筒

体在异常变色区发生超温故障。分析结果表明：故障

加力筒体超温区与未超温区的成分一致，符合标准

要求。

2.2 加热模拟试验及结果分析

2.2.1 温－色演变规律

故障加力筒体外壁表面存在异常变色区表明

TA12钛合金材料构件在不同加热条件下呈现不同的

颜色变化。为进一步判断本次故障中加力筒体变色

部位的具体超温情况，参考试验试车数据开展温-色
演变规律试验研究，找出加热条件与 TA12钛合金构

件表面颜色变化的规律。并根据温-色试验结果，判

断故障加力筒体外壁在试车试验过程中经历的最高

温度，及异常变色区的温度分布情况。

加热温度和保温时间是温-色演变规律试验的 2
个主要影响因素。

（1）分析加热温度对 TA12钛合金板材试样表面

颜色的影响。根据试车参数及相关数据，该部分试验

的加热温度选择为 300～1000 ℃，温度间隔为 50 ℃，

保温时间为 10 min，冷却方式为空冷。在不同温度下

试样表面分别呈现不同颜色。在 450 ℃以下试样表

面颜色几乎未发生变化；当加热至 500 ℃时试样表面

开始微微变黄；继续加热至 550 ℃后变成深黄色；至

600 ℃时变成黄紫色；至 650 ℃时变成深紫色；至

700 ℃时呈深蓝色；至 750 ℃时呈淡蓝色；至 800 ℃时

呈粉色；至 850 ℃时颜色重新转变为暗黄色；当至

900 ℃以上时转变为暗灰色。具体的温-色演变规律

如图2所示。

（2）保温时间对 TA12钛合金板材表面颜色的影

响。将保温时间延长至 60 min，分别选择 450、550和

变色区域

暗黄色区

深蓝色区

浅蓝色区

标准要求

Al
5.09
5.00
5.51
4.80～
6.00

Si
0.26
0.28
0.27
0.20～
0.35

Ti
86.95
86.93
86.62
余

Zr
2.27
2.20
2.34
1.50～
2.50

Mo
0.77
1.03
0.90
0.75～
1.25

Sn
3.93
3.91
3.76
3.70～
4.70

Nd
0.74
0.65
0.60
0.60～
1.20

表1 故障加力筒体表面成分分析结果 wt/%

图1 故障加力筒体局部

（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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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 ℃ 3个温度点对试样进行试验，结果见表 2。从

表中可见，随着保温时间的延长，试样的表面颜色介

于同温度和稍高温度（+50 ℃）短时加热试样的颜色

之间；而且随着加热温度的升高，保温时间的长、短对

试样颜色影响的差异越来越小（以650 ℃为例）。

2.2.2 变色部位温度判断

根据上述温-色演变规律试验研究结果总结如

下：加热温度是 TA12钛合金板材表面颜色变化的主

要影响因素；保温时间对 TA12钛合金板材表面颜色

的影响程度小于加热温度的影响；随着加热温度的升

高，保温时间对 TA12钛合金板材表面颜色的影响效

果越来越小。根据以上试验结果，对故障加力筒体尾

端超温变色部位经历的最高温度范围进行判断：超温

区中心位置的温度可达 850 ℃左右，四周的淡蓝色区

温度约为 750 ℃，深蓝色区温度约为 700 ℃，未发生异

常变色的深黄色区温度约为 450～550 ℃。具体的温

度区域判断如图 3所

示。可见，故障加力筒

体异常变色部位已明

显超过 TA12钛合金板

材550 ℃以下的长期允

许使用温度，故障加力

筒体局部严重超温。

2.2.3 力学性能测试与可靠性分析

为了对故障加力筒体能否继续试车服役进行量

化判断，需要测评故障部位的材料性能。对温-色试

验试样进行硬度测试，测量结果见表 3，统计如图 4所
示。从表 3和图 4中可见，在约 800 ℃以下，随着预加

热温度升高，试样硬度值不断减小；在约 800 ℃以上，

随着预加热温度的升高，试样硬度值略微增大。

为判断加力筒体超温变色部位的强度，尤其在设

计温度（475 ℃）以下时，对温-色试样取样分别进行

室温（20 ℃）和 475 ℃高温下拉伸性能测试，测量结果

见表 4、5，统计结果如图 5、6所示。对比分析TA12钛
合金板材温-色试样在室温和 475 ℃条件下的强度、

延伸率及断面收缩率等测试结果可知：两组试样的室

温强度和高温（475 ℃）强度均随预加热温度的升高

而缓慢降低，并且都在 800 ℃左右时降至最低，之后

随着预加热温度的升高都呈提高趋势。并且，对于

TA12钛合金板材试样，在经过 900 ℃以上的预加热

（空冷）处理后，其高温（475 ℃）强度甚至大于原始状

态试样的。在两组拉伸试验中，各试样的延伸率及断

面收缩率均未发生明显变化，表明其塑性和韧性指标

无明显改变。因此，TA12钛合金板材温-色试样的力

学性能随着经历过的最高温度的升高呈先降低后提

温度

450 ℃

550 ℃

650 ℃

10 min 60 min +50 ℃/10 min
表2 保温时间对TA12钛合金板材表面颜色的影响

加热温度/（℃/10 min）
原始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700
750
800
850
900
950
1000

硬度/ HMV
348
337
335
331
335
340
334
338
322
325
328
327
328
331

334
343
346
337
333
338
328
319
315
315
319
328
324
319

343
338
346
329
332
321
329
327
323
311
327
325
321
325

表3 温－色试样硬度测试结果（HMV）

图2 TA12钛合金板材温-色演变规律（保温10 min）

图3 故障加力筒体外壁

表面温度区域判断

600 ℃~700 ℃450 ℃~550 ℃
800 ℃850 ℃
750 ℃

图4 硬度测试结果统计

原始 35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温度/℃

硬
度
/HM

V

370
360
350
340
330
320
310
300
290
280
270 10009008007006005004003002001000

加热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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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趋势。

针对故障加力筒体用TA12钛合金板材试样的硬

度测试及不同温度下的拉伸性能测试，通过统计结果

得出：TA12钛合金板材在经历过 800 ℃左右的超温

后，材料性能降至最低；随着经历过的最高温度的升

高，材料性能开始反弹上升。本次故障中加力筒体变

色部位中心区域的超温程度已经达到 800 ℃以上，并

且出现少量的塑性变形，表明加力筒体局部的力学性

能已经显著降低，该故障加力筒体不再适合继续服役

试车。

2.2.4 组织演变规律

为掌握 TA12钛合金板材力学性能的变化规律，

对不同试验参数的温-色试样进行金相组织分析，其

微观形貌如图 7所示。TA12钛合金板材基体为具有

一定织构方向的等轴组织，主要为等轴初生 α相和 β

转变组织[11-12]。随着加热温度的升高，基体组织中 β

相的质量分数逐渐降低，在 800 ℃时降至最低[13]。说

明 β相随着加热温度的升高不断转变为 α+β相，α相

的质量分数逐渐增多。而初生 α相的数量及大小对

合金的断裂韧度影响极大，初生α相质量分数增多时

断裂韧度降低[14-15]，该现象与拉伸性能测试中温-色

表4 室温拉伸性能测试结果

注：σb为抗拉强度；σ0.2为屈服强度；δ为延伸率；ψ为断面收缩率。

试样名称

原始

400℃/10min
450℃/10min
500℃/10min
550℃/10min
600℃/10min
650℃/10min
700℃/10min
750℃/10min
800℃/10min
850℃/10min
900℃/10min
950℃/10min
1000℃/10min
450℃/50min
550℃/50min
650℃/50min

σb /MPa
797
780
773
778
774
772
774
767
765
797
798
822
849
817
775
773
757

σ0.2 /MPa
586
571
573
581
570
575
563
571
560
572
556
566
584
625
575
559
583

δ/%
16.3
16.7
17.9
16.2
17.5
17.2
17.2
16.7
18.2
18.8
17.0
17.1
18.3
18.2
17.6
16.9
17.3

ψ/%
44.0
43.3
44.7
42.1
44.1
43.8
43.2
44.2
41.0
43.9
42.7
42.9
45.2
43.9
44.0
42.6
42.5

表5 475 ℃下拉伸性能测试结果

试样名称

原始

400 ℃/10min
450 ℃/10min
500 ℃/10min
550 ℃/10min
600 ℃/10min
650 ℃/10min
700 ℃/10min
750 ℃/10min
800 ℃/10min
850 ℃/10min
900 ℃/10min
950 ℃/10min
1000 ℃/10min
450 ℃/50min
550 ℃/50min
650 ℃/50min

σb /MPa
1095
1090
1088
1087
1080
1073
1064
1048
1035
1045
1027
1073
1074
1061
1063
1061
1045

σ0.2 /MPa
905
899
899
894
892
881
852
812
789
745
742
792
813
848
763
774
745

δ/%
13.1
14.2
13.9
14.7
13.7
14.8
13.5
16.1
16.0
14.0
13.5
16.2
13.6
15.2
15.6
16.1
17.0

ψ/%
31.6
30.5
31.9
33.2
30.1
34.4
32.7
35.0
35.3
34.2
31.0
35.7
32.1
33.4
33.9
32.9
36.6

图6 475 ℃下拉伸性能测试结果统计

（a）400 ℃/10 min （b）800 ℃/10 min

（c）900 ℃/10 min （d）950 ℃/10 min
图7 金相组织微观形貌（500倍）

图5 室温拉伸性能测试结果统计

强
度
/MP

a

1150
1100
1050
1000
950
900
850
800
750
700 10009008007006005004003002001000

加热温度/℃

10 min-σb10 min-σ0.250 min-σb50 min-σ0.2

强
度
/MP

a

850
800
750
700
650
600
550
500 10009008007006005004003002001000

加热温度/℃

10 min-σb10 min-σ0.250 min-σb50 min-σ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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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性能逐渐降低相对应。而且，组织中球状的ZrO2
和 SiO2起到钉扎作用[16]，随着试样温度的升高，ZrO2
与 SiO2相应减少，钉扎作用降低，导致强度也进一步

降低。当加热温度升高到 900 ℃时，α相开始转变，初

生α相质量分数降低，β转变组织质量分数明显增加，

与之相对应的力学性能开始提高[17-18]。经过 950 ℃加

热试样组织已经完全转变为双态组织，同时力学性能

明显提高，甚至在高温下的拉伸性能高于原始试样

的。该现象与双态组织拉伸性能明显高于等轴组织

的规律一致[19]。

3 结论

（1）某航空发动机 TA12钛合金加力筒体异常变

色区发生超温故障，超温区中心位置的温度可达

850 ℃左右；

（2）TA12钛合金板材温-色试样经加热处理后强

度及硬度均呈先降低再提高的趋势，力学性能在

800 ℃左右达到最低值；

（3）TA12钛合金板材温-色试样组织分析表明：

随着温度的升高，基体组织中α相的质量分数逐渐升

高，导致力学性能降低；随着加热温度的继续升高，基

体组织由等轴组织逐渐转变为双态组织，导致力学性

能提高；

（4）故障加力筒体变色部位中心的超温程度在

800 ℃以上，加力筒体局部位置力学性能明显降低，

其可靠性无法保证。该加力筒体以不再适合继续参

与服役试车，建议后续对该零部件进行更换，并定期

对其外观状态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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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4合金低塑性抛光过程数值模拟

闫 含，刘小刚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210016）

摘要：为了研究低塑性抛光工艺参数对材料表面性能的影响，采用有限元分析软件ANSYS对 TC4合金板材低塑性抛光表面

强化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运用单因素试验法分别分析了液压油预压力、滚压速度、滚压道次、进给量 4个工艺参数对表面残余

应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液压油预压力对残余应力分布影响最大，增加液压油预压力可使残余压应力层深度明显增加；滚压速度

和滚压道次主要影响表面残余应力，表面残余压应力随滚压速度减小和滚压道次增加而增大；进给量对残余应力分布均匀性有显

著影响，减小进给量可使均匀性增高。通过对比残余应力分布，建议液压油预压力设为450 N，滚压速度取为10 mm/s，进给量取为

0.1 mm，滚压道次选择为3次。研究结果可为TC4合金低塑性抛光试验工艺参数选取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低塑性抛光；TC4合金；数值模拟；表面强化；残余应力；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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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Low Plasticity Burnishing Process of TC4 Alloy
YAN Han，LIU Xiao-gang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low plastic burnishing process parameters on the material surface properties，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ANSYS）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surface strengthening process of low plastic burnishing of TC4 alloy. The
influences of pre-pressure of hydraulic oil，rolling speed，rolling pass and feed rate on surface residual stress were analyzed by single factor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pressure of hydraulic oil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residual stress distribution，and the thickness
of residual stress layer can be increased obviously by increasing the oil pressure. The rolling speed and rolling pass mainly affect the
surface residual stress，which increases with the decrease of speed and the increase of passes. The feed rate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uniformity of residual stress distribution，and the decrease of feed rate can increase the uniformity. Through comparing the residual
stress distribution，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re-pressure of hydraulic oil should be set to 450 N，the rolling speed should be 10 mm/s，the
feed rate should be 0.1 mm，and the roller passes should be selected for 3 times.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low plasticity burnishing parameters of TC4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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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恶劣，面临着高温、高压、高

冲击的挑战，对部件材料的性能和可靠性提出了严苛

的要求。而钛合金叶片在实际工作时还易受到外物

损伤的影响，为了提高其使用特性，对其进行表面强

化处理尤为重要[1]。低塑性抛光（Low Plasticity Bur⁃
nishing, LPB）是一种较新的表面强化技术，抛光完成

后可在材料表面引入残余应力层，改善表面组织结

构，细化材料晶粒，降低表面粗糙度，从而显著提高零

部件的疲劳强度[2]。开展钛合金低塑性抛光表面强

化研究，可为航空发动机部件延寿工作提供重要手段

和理论支撑。在低塑性抛光加工过程中，工艺参数选

择对强化效果有重要影响。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

不同工艺参数组合对残余应力层的影响规律，可为工

艺参数设置提供参考，同时大幅降低试验成本。

低塑性抛光技术的研究在国外较多，较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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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9年即在美国航空管理局的授权下实际应用于

钛合金叶片的表面强化处理[3]，在中国其研究才刚刚

起步。Prevéy等[4]对多种材料的疲劳性能和残余应力

进行了研究，利用 LPB消除钛合金的微动疲劳损伤，

提升钛合金风扇叶片的损伤容限，延长高温镍基合金

IN718 的疲劳寿命和缓解 450 钢的疲劳腐蚀等；

Seemikeri等[5-6]通过全因子试验研究了 LPB工艺参数

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显著性排序，在表面粗糙

度方面，影响显著性从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液压油预

压力、滚压速度、滚珠直径、滚压道次；Kermouche等[7]

运用局部接触法分析了LPB工艺参数对15-5PH不锈

钢表面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发现滚珠与工件的接触

半径和残余压应力区随液压油预压力的增大而增大，

而进给速度和滚压速度的影响较小；在数值模拟方

面，Farough等[8]进行 LPB加工过程仿真时，建立了 3
维非线性有限元模型，采用响应面法并结合试验结

果，拟合了光滑响应函数，可准确逼近残余应力场；

Zhuang等[9-10]运用 3维非线性动接触有限元模型来模

拟 LPB多程加工过程，并预测了材料性能、液压油预

压力、滚压球尺寸对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袁喜林[11]

采用显示动力学分析，通过建立 TA2合金 LPB 3维模

型分析了不同工艺参数下的残余应力场分布规律，并

基于相似理论和正交试验结果，拟合出工艺参数与残

余应力和应变面积之间的关系式；贺蒙[12]采用

ABAUS/Explicit软件建立 TC4合金 LPB 2维平面应变

模型，分析液压油预压力变化对残余应力分布的影

响，仿真值与试验值较吻合。

目前研究者对多种合金材料进行了低塑性抛光

试验和数值模拟研究，但针对TC4合金的低塑性抛光

相关研究较少，而工艺参数对TC4合金板材残余应力

影响的系统研究更为缺乏。本文采用ANSYS软件通

过单因素试验法对 TC4合金板材进行低塑性抛光过

程模拟，建立 2维模型分析液压油预压力、滚压速度、

滚压道次对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建立 3维模型分析

进给量对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并根据不同工艺参数

影响的显著性对其进行了排序。

1 低塑性抛光基本原理

低塑性抛光是一种数控抛光技术，其设计目的是

在低冷作或小塑性变形的条件下使零件产生深层高

压缩残余应力，其原理如图 1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液压油的作用下，通过滚

压球对材料表面垂直施加

压力，当材料受到的压力

超过屈服极限时，表层材

料的金属晶粒会发生滑

移、位错、破碎，产生塑性

变形，而内部的材料会受

到弹性张力的影响。当滚

压球离开材料后，弹性变形的恢复受到材料表层塑性

变形的限制[13]。抛光完成后，材料表层处于残余压应

力状态，而内部处于残余拉应力状态，其表面会发生

晶粒细化和加工硬化，可大幅度提高零件的疲劳强度。

低塑性抛光加工完成后的表面残余应力主要由

热应力和弹塑性应变引起[14]。在热应力影响下，材料

表面金属收缩，微观组织发生变化，对内部的材料产

生拉应力或较小的压应力。而弹塑性变形是残余应

力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滚压球的压力作用下，表层金

属产生塑性变形，内部金属产生弹性变形。滚压球离

开后，内部的基体材料应力趋于平复，但表面金属的

塑性变形没有消失，在牵制影响下，材料表面产生残

余应力层。

当滚压球在材料表面滚动时，抛光表面与切削表

面交界处的金属发生塑性流动而填入切削表面的凹

谷中，表面形貌重新分布后，表面粗糙度降低。低塑

性抛光使材料表面发生塑性变形时，材料晶粒细化，

晶界面积增加，由于晶界的变形抗力较大，使得表面

硬度增加[15]。

2 TC4合金板材低塑性抛光过程数值模拟

2.1 材料参数及模型建立

TC4合金是 α+β两相合金，其组分为 Ti-6Al-
4V，物理性能参数见表 1。模拟计算采用有限元软件

ANSYS进行，材料模型选用双线性模型。

在分析液压油预压力、滚压速度、滚压道次 3个
参数对残余应力的影响时，为了节省计算时间，选用

2维模型，如图 2所示。TC4合金模型尺寸为 10 mm×
2 mm，滚压球直径为 4 mm，模型为平面应变状态。划

密度 ρ

/（kg/m3）
4400

弹性模量

E/ GPa
119

屈服强度

σ0.2/ MPa
943

断裂强度

σb / MPa
990

切线模量/
MPa
444

泊松比

0.33

表1 TC4合金物理性能参数

法向力

液压油

球形支承
工具

残余应力

工作

横向运动

图1 低塑性抛光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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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网格时，对厚度为 0.5 mm的上表层材料网格进行

加密，网格大小为 100 μm×10 μm，其余材料网格大小

为100 μm×50 μm，共计10782个节点，11001个单元。

在分析进给量对残余应力的影响时选用 3维模

型，如图 3所示。TC4合金模型尺寸为 10 mm×5 mm×
2 mm，滚压球直径为 4 mm。上表层材料加密网格大

小为 250 μm×250 μm×20 μm，其余材料网格大小为

250 μm×250 μm×100 μm，共计 50243个节点，50401
个单元。

2.2 边界条件及施加载荷

（1）边界条件。考虑到TC4合金板材的实际装夹

情况，对模型底部施加固定约束，限制其 6个方向的

自由度，板材底部位移均设为0。
（2）接触设置。滚压球与材料之间为面面接触，

在液压油的润滑作用下，摩擦力极小，将摩擦系数设

为 0。为避免产生刚体位移，需消除因划分网格产生

的接触间隙。

（3）载荷工况。将滚压球当作刚体来处理，通过

刚体的控制节点来控制滚压球的运动。滚压力以在

控制节点施加集中力的方式加载，根据不同的滚压道

次和滚压速度，对滚压球还需施加不同的位移和转动

约束。

2.3 数值模拟方案设计

对于LPB加工仿真模型，主要考察液压油预压力

F、滚压速度 v、滚压道次n、进给量 f 4个工艺参数对表

面残余应力的影响。模拟方案采用单因素试验法，具

体方案见表2，其中2维模型不需考虑进给量。

3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3.1 分析方法

根据数值模拟结果可知，在不同工艺参数组合下

引入的残余应力均呈“勺形”分布，从试样表面到内部，

残余压应力数值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根据残余应

力分布曲线的形状，采用最大残余压应力σrmax、最大残

余压应力深度 hrmax、表面残余应力σsr、残余压应力层

深度 hcr 4个参数为参考对模拟结果进行分析，各参数

的含义如图 4所示。在进行残余应力沿厚度方向的

分析时，对相同深度处的残余应力值取平均值，绘制

残余应力分布曲线。在 2维模型中选取中间较均匀

的区域，如图 5中红框所示。在 3维模型中选取 4个
纵向截面进行残余应力分布分析，如图 6所示；选取 3
个横向截面进行残余应力均匀性分析，如图7所示。

F/N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450
450
450

v/（mm/s）
10
10
10
10
10
10
10
20
30
40

n

1
1
1
1
1
1
1
1
1
1

f/mm F/N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450

v/（mm/s）
5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n

1
2
3
4
5
1
1
1
1
1

f/mm

0.1
0.2
0.3
0.4
0.5

表2 LPB加工数值模拟设计方案

图3 LPB 3维有限元模型图2 LPB 2维有限元模型

深度/μm
hcrhmax

应
力
/MP

a

σsr

σmax

0

图5 2维模型数据选取区域

图6 3维模型残余应力

分布分析选取区域

图7 3维模型均匀性分析

选取区域

图4 残余应力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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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液压油预压力对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

液压油预压力是指在滚压工具内对滚压球施加

的作用力，为简化分析，将滚压球受到的作用力简

化为作用在球心处的集中力。在 200 ~ 500 N的 7
种 力（仅 列 举 其 中 的 3
种）作用下，典型应力如

图 8所示，不同液压油预

压力下残余应力分布如

图 9所示。

从图 9中可见，在 200 N压力下几乎不产生残余

应力；而在其他压力下，表面残余应力为负值，代表残

余压应力，而材料内部残余应力为拉应力。残余压应

力沿深度方向先快速增大至最大值后缓慢减小至 0；
而残余拉应力分布相对平缓，变化较小。根据图 8中
的 3个应力云图可知，残余压应力层深度随压力增大

而明显增大，最大压应力位于残余压应力层内部，最

大拉应力位于残余压应力层底部。定量分析残余应

力层参数时，由于在 200 N及更小的压力下，表面不

会引入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残余应力层，所以只考虑其

他6种压力。

不同压力下残余应力层相关参数分布如图 10所
示。从图中可见，随着液压油预压力的增大，最大残

余压应力也随之增大，几乎呈线性分布。其中在

350~450 N下，σrmax增长最快，最大残余压应力位置随

液压油预压力增大向材料内部移动。表层残余应力

也随液压油预压力的增大而增大，但在压力达到450 N
之后略有减小，变化趋势不明显。残余压应力层深度

与压力大小密切相关，压力越大，深度越深，也呈线性

分布。压力每增大50 N，压应力层深度约增加40 μm。

整体而言，液压油预压力是低塑性抛光过程中重

要的工艺参数，其大小会直接关系到表面残余应力分

布和表层塑性变形层深度。若想使残余压应力层深

度更深、压应力更大，需施加更大的液压油预压力。

当液压油预压力大于 450 N时，残余压应力层深度和

表层残余应力变化趋势不明显，且内部残余拉应力明

显增大，在后续分析中，液压油预压力统一采用450 N。
3.3 滚压速度对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

滚压速度是指滚压球在抛光过程中沿加工方向

移动的速度。分析滚压速度对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

时，设置了 10 ~ 50 mm/s的 5种速度，不同滚压速度下

残余应力分布如图 11所示。从图中可见，不同滚压

速度下残余应力分布曲线相距较近，说明滚压速度对

残余应力的影响效果明显低于液压油预压力的。

不同滚压速度下残余应力层相关参数分布如图

12所示。从图中可见，最大残余压应力与表面残余

应力/MPa-61.9763 -45.3011 -28.6258 -11.9506 4.72467

（a）预压力为250 N

应力/MPa
-379.556 -270.28 -161.004 -51.7284 57.5474

（b）预压力为350 N
-675.749 -508.733 -341.718 -174.702 -7.68677

应力/MPa
（c）预压力为450 N

图8 3种液压油预压力下的典型应力

图9 不同液压油预压力下残余应力分布

图10 不同压力下残余应力层相关参数分布

图11 不同滚压速度下残余应力分布

预压力/N

滚压速度/（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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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变化趋势相同，速度从 10 mm/s增大到 50 mm/s
时，应力整体呈减小趋势，σrmax 减小了 75 MPa，占
13.66%；σsr减小了87 MPa，占51%，但是速度从20 mm/s
变化到 40 mm/s时，应力略有增大。最大残余压应力

深度和残余压应力层深度随滚压速度变化较小。在

5种滚压速度下，hrmax的均值为 72 μm，极差为 12 μm，
hcr的均值为255 μm，极差为21 μm。

分析得出，滚压速度对残余应力分布影响较小，

对表层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较大。在较低的滚压速

度下，材料会产生更大的表面残余压应力，且最大残

余拉应力会在材料内部残余压应力层底部，同时残余

压应力层也会更加均匀；在较高的滚压速度下，最大

残余拉应力可能出现在材料表层，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容易产生裂纹，严重影响材料的使用性能。所以在实

际加工过程中，在保证加工效率的情况下，应采用较

低的滚压速度来引入效果更佳的残余应力层。

3.4 滚压道次对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

滚压道次是指滚压球在材料相同位置处滚压过

的次数。当滚压道次分别为 1~5时，其残余应力分布

如图 13所示。从图中可见，不同道次下残余应力分

布曲线同样较紧密，说明滚压道次对残余应力分布的

影响也不及液压油预压力的。滚压次数越多，材料表

层的残余应力分布越均匀，相同深度下应力差值较小。

在不同的滚压道次下，残余应力层相关参数如图

14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滚压道次的增加，各相关

参数变化较小。根据Melan定理可知，当滚压道次增

加到一定数量后，材料的残余应力趋于稳定，而且后

续过程中只产生弹性变形。在 4个参数中，表面残余

应力受滚压道次的影响最大，1次滚压和 2次滚压表

面产生的残余压应力几乎相同；当滚压道次增加到 3
次时，表面残余压应力会明显增大；继续增加滚压道

次，表面残余压应力略有减小。最大残余压应力随滚

压道次增加逐渐增大，但第 2次滚压时会减小 21.4
MPa。最大残余压应力位置随滚压道次增加逐渐移

向材料内部，而残余压应力层深度变化不明显，稳定

在249 μm左右。

综上所述，经过 1次低塑性抛光处理后，材料表

面在压力作用下产生塑性变形；当再次进行抛光时，

材料受到的接触应力会与前一次抛光后产生的残余

应力相互作用，通常上一次抛光产生的残余应力层会

起到防护作用，使得下一次塑性变形略小。滚压道次

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随着滚压道次的增加，材料表

面的残余应力层会趋于稳定。若继续增加滚压道次，

不仅不会对残余应力层产生影响，还可能增加表面粗

糙度，使表层局部位置重叠，最终损害材料的表面完

整性。

3.5 进给量对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

进给量是指相邻滚压路径之间的横向移动距离。

计算了 0.1~0.5 mm 5种进给量下的残余应力标准差

分布，如图 15所示。从图中可见，进给量对残余应力

沿厚度方向分布的影响较小。不同进给量下残余应

力层相关参数分布如图 16所示。从图中可见，减小

图14 不同滚压道次下残余应力层相关参数分布

图12 不同滚压速度下残余应力层相关参数分布

图13 不同滚压道次下残余应力分布

滚压道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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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给量对增大最大残余压应力和增加残余压应力层

深度都有好处。

但是，进给量对残余应力的横向均匀性有显著影

响，典型横向应力分布如图 17所示。为了定量研究

进给量对残余应力层均匀

性的影响，对相同深度处

的残余应力进行标准差计

算，不同进给量下标准差

随残余压应力深度的变化

如图18所示。

根据应力分布可知，进给量越小，残余应力分布

越均匀，而且从应力分布中也可观察到具体的滚压位

置。从图 18中可见，进给量低于 0.4 mm时，标准差曲

线分布形式相同，标准差从材料表层开始先增大后减

小，标准差最大值为 40 μm左右；而进给量为 0.5 mm
时，标准差先略减小，然后增大，之后再减小，最大值

为 240 μm左右。当进给量低于 0.3 mm时，材料表层

和内部的残余应力标准差随进给量的增加呈增大趋

势，说明残余应力层均匀性降低；当进给量高于0.3 mm
时，增加进给量，表层残余应力标准差减小，而内部残

余应力标准差增大。总体而言，进给量为 0.5 mm时

表面残余应力分布最均匀，而材料内部残余应力均匀

性随进给量的减小而提高。

3.6 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

文献[12]中采用单因素试验法对TC4合金棒材进

行低塑性抛光试验，对比分析了不同工艺参数对TC4
合金表面完整性的影响，并用HK21B盲孔法残余应

力测量仪测量了 LPB处理后试件的表面残余应力。

本文模拟结果与文献[12]中的试验结果对比如图 19、

图19 不同压力下表面残余应力对比

图15 不同进给量下残余应力分布

图16 不同进给量下残余应力层相关参数分布

应力/MPa
-549.758 -328.727 -107.696 113.335

（a）进给量为0.1 mm
-770.79

应力/MPa
-751.467 -543.392 -335.317 -127.242 80.8326

（b）进给量为0.3 mm
-780.473 -545.866 -311.259 -76.6515 57.956

应力/MPa
（c）进给量为0.5 mm

图17 不同进给量下残余应力横向分布

图18 不同进给量下标准差分布

进给量/mm

进给量/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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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所示，并见表3、4。

从图 19、20中可见，当液压油预压力增大和滚压

道次增加时，表面残余压应力随之明显增大，并且液

压油预压力变化引起的表面残余应力梯度变化大于

滚压道次变化引起的梯度变化，说明液压油预压力的

影响大于滚压道次的。从表 3中可见，滚压速度变化

对表面残余应力的影响最小，压应力在 320~380 MPa
之间，当滚压速度小于100 m/min时，压应力随滚压速

度的增大而减小。该试验结果与本文的模拟结果在

表面残余应力大小上有一定差别，这是因为在进行低

塑性抛光处理前，试样经过精车加工，表面引入了

151 MPa的残余压应力；而在仿真模型中表面处于理

想状态，无残余应力。此外，材料性质、试样形状、工

艺参数、表面初始条件也对表面应力大小有一定影响。

综上所述，试验结果与模拟结果均表明液压油预

压力、滚压道次、滚压速度对表面残余应力的影响趋

势是相同的，影响的显著性从高到低依次为液压油预

压力、滚压道次、滚压速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

模拟结果的有效性。

4 结论

本文以 TC4合金板材为研究对象，采用 ANSYS

软件对其低塑性抛光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考察了不

同工艺参数下的残余应力分布，得到如下结论：

（1）液压油预压力对残余应力分布有显著影响；

滚压速度对残余应力分布影响较小，对表层残余应力

有较大影响；滚压道次对表面残余应力影响最大，表

面残余压应力随滚压道次的增加而增大；进给量除影

响残余应力大小外，主要影响残余应力分布的均匀

性，进给量越小，均匀性越好。

（2）从最大残余压应力和残余压应力层深度来

看，4个参数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液压油预压力、

进给量、滚压速度、滚压道次；从表面残余压应力和最

大残余压应力深度来看，4个参数的影响从大到小依

次为液压油预压力、滚压道次、进给量、滚压速度。

（3）在实际加工中，为获得深度和极值更大且均

匀性好的残余应力层，建议将液压油预压力设为 450
N，滚压速度取为 10 mm/s，进给量取为 0.1 mm，滚压

道次选为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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