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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进展分析
孙明霞，梁春华，索德军，刘殿春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110015）
摘要：为借鉴和参考美国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的研制经验，综述了美国国防部对美国空军和海军、美国空军和海军对第 6 代战

斗机及第 6 代战斗机对发动机的需求，梳理和绘制了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制的发展路径，总结和归纳了其发展

特点，对其未来趋向进行了分析和预测。美国战斗机发动机在世界上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需求经过几番迭代
论证，已经明确为自适应循环发动机；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技术经过长期持续的开发与验证，已经基本成熟，并且技术特征基本确
定为以自适应结构为主的 1+N 模式；竞争发展已经进入 X 验证机竞争发展阶段。

关键词：第 6 代战斗机；下一代空中主宰；
下一代自适应推进系统；
自适应发动机；
变循环发动机；
需求拉动；
技术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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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U.S. Sixth Generation Fighter Engine Progresses
SUN Ming-xia，LIANG Chun-hua，SUO De-jun，LIU Dian-chun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learn and refer to the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the sixth generation fighter eng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or the US Air Force and Navy，the US Air Force and Navy for the sixth generation fighter
and the sixth generation fighter for the engine were summarized, the route of the sixth generation fighter engine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were reviewed and drawed，its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were summarized，and its future trend was predict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ighter engine is on technical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world，and the demand of the sixth generation
fighter engine has been clearly identified as an adaptive cycle engine by more alterative analysis. After several rounds of development and

verification，the engine technology of the sixth generation fighter engine has been basically matured，and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basically determined as the 1 + N based on adaptive structure，and the competitive engine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the X
demonstrator stage.

Key words：sixth generation fighter；next-generation air dominance；next generation adaptive propulsion；adaptive cycle engine；vari⁃

able cycle engine；demand push；tech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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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国空军和国防部航空航天推进需求委员会认

为：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等 4 个国家
[1]

能够设计和制造大型的现代燃气涡轮发动机 。美

国于 2007 年开始启动第 6 代战斗机及其发动机的论

证工作，目前正在开展下一代空中主宰（Next-Gener⁃
ation Air Dominance，NGAD）战斗机的下一代自适应

推 进 系 统（Next Generation Adaptive Propulsion，
NGAP）X 型地面验证机的验证工作，计划于 2025 年

转入 Y 型飞行验证机的验证阶段[2]；近期，GE 公司完

成了 XA100 发动机的试验验证，基本达到了预期需
求；法国和德国国防部于 2018 年 4 月签署了未来空战
系统（Future Combat Air System，FCAS）协议，宣布达

索航空与空客公司将联合研制“新一代战斗机”
（Next
Generation Fighter，NGF）[3]；英国于 2018 年 7 月在范堡

罗航展上通过“英国空战战略”正式公布研制新一代
[4]
战斗机“暴风”
；俄罗斯国家航空系统科学研究院于

2019 年 9 月对外表示，
俄罗斯正在开展第 6 代战斗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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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工作。
至此，世界航空大国对第 6 代战斗机及其发动机

的研制大幕已悄然揭开。由于俄罗斯、英国、法国和

德国等国家的第 6 代战斗机及其发动机项目刚刚启
动，其在技术储备和资金保障等方面远不及美国，因
而仅对美国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从需求拉动、技术推
动和竞争发展等维度进行分析。

本文梳理了不同阶段美国国防部对美国空军和
海军、美国空军和海军对第 6 代战斗机和第 6 代战斗
机对发动机的需求，绘制和综述了美国第 6 代战斗机

发动机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制的发展路径，总结了其发

自于外部环境的竞争压力，即大国地位的展示和大国
博弈的要求，另一方面来自于美国国防部对空军和海
军的战略需求、空军和海军对战斗机的战役需求、战
外部竞争
[5]

认 为 ：20 世 纪 70 年 代 配 装 F - 15 和 F-16 战 斗 机 的

F100 发动机投入使用时，美国燃气涡轮发动机技术
领先竞争对手大约 20 年；21 世纪初配装 F-22 战斗机

的 F119 发动机投入使用时，
美国燃气涡轮发动机技术
仍然领先竞争对手大约 10 年，欧洲配装 EF2000 战斗
机的 EJ200 发动机的技术水平与配装最先进 F-15 战

斗机发动机的 F100-PW-229 和 F110-GE-129 发动机
的相当，
但不具备超声速巡航、
推力矢量和隐身功能。

事实上，世界最大的两大军事强国美国与俄罗斯
（包括苏联）在国防武器装备发展方面一直采取竞争
发展的策略，在战斗机及其发动机领域的竞争发展也
从未停止。美国和俄罗斯（包括苏联）第 4～6 代战斗
机及其发动机发展进程的对比如图 1 所示。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美国急迫地需要外场可

使用的战斗机与 MIG-25“狐幅”战斗机和其他预期的

前苏联战斗机抗衡，美国空军决定研制既具有突出的
空中格斗性能又要兼顾对地攻击能力的中空格斗战
斗机，同时研制具有较高的推重比和较好的进气道/
发动机匹配性能的发动机。70 年代中期，美国 PW 公
司研制出 F100-PW-100 和 F100-PW-200 发动机，并
配装第 4 代 F-15“ 鹰”重型战斗机和 F-16“ 战隼”轻型

战 斗 机 投 入 使 用[6]，显 著 提 高 了 跨 声 速 ／ 超 声 速 性
能，但是因过度追求性能而出现了大量的可靠性和耐

的 F100-PW-220 发动机，很好地满足了美国空军的

作战使用要求[7]。1973 年，为了与美国 F-15 战斗机/
F100 发 动 机 对 抗 ，苏 联 留 里 卡 设 计 局 开 始 研 制 与
F100 发动机性能接近的 AL31F 发动机，1981 年 4 月

配装 AL31F 发动机的 Su-27 战斗机完成首次飞行，
1985 年通过定型试验并投入使用[8]。

斗机对发动机的战术需求。
美国空军和国防部航空航天推进需求委员会

美国和苏联齐头并进的发展时期

研制了性能降低但可靠性、耐久性、可维护性等提高

需求拉动
美国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的研制需求，一方面来

1.1

1.1.1

久性等问题。经过持续地改进改型，于 80 年代中期

展特点，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向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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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美国和俄罗斯在发动机研制上真可谓

你追我赶如影相随。
1.1.2

俄罗斯（苏联）稍显落后于美国的发展时期
随着气动力学、发动机、电子和雷达等技术的不

断进步，特别是 Su-27 和 MIG-29 等战斗机以及空对

空导弹技术的不断进步，大大削弱了美国的空中优
势。为此，美国空军从 80 年代初开始筹备研制第 5 代

空中对抗先进战术战斗机和发动机。美国第 5 代重

型战斗机 F-22 的 F119 发动机，于 1983 年开始初步
研究，1986 年开始进行验证发动机（YF119 发动机）试

验，1991 年开始工程研制，1997 年在 F-22A 战斗机上
开始试验飞行，1999 年完成发动机验证试验，2002 年
完成最初交付使用试验，2005 年进入全面使用，但在

2011 年 12 月因价格昂贵而停止生产。F119 发动机

在性能、结构、可靠性、耐久性和保障性方面都达到甚
至超过了预期目标，使得 F-22 战斗机具备了不加力

超声速巡航、越级隐身和超级机动的战术性能。80
年 代 初 ，为 了 对 抗 美 国 先 进 战 术 战 斗 机（Advanced
Tactic Fighter，ATF）计划，苏联启动了“战斗机－90”
计划，提出重型多功能前线战斗机（MFI）项目。米高
图1

美国与俄罗斯战斗机发动机发展进程的对比

扬 设 计 局 研 制 出 与 美 国 F - 22 战 斗 机 水 平 相 当 的

“1.42 产品”，留里卡设计局研制出与美国 F119 发动

孙明霞等：美国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进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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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水平相当的 AL-41F 发动机。AL-41F 发动机于 80

3

美国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正在进行 X 型发动机

年代后期进行了地面试验和飞行试验，但随着 1991

（XA100 和 XA101）技术验证阶段，计划于 2025 年进

验原型机“1.44”直到 2000 年 2 月才完成首飞，但最终

机发动机还只是处在研制初级阶段。在这一时期，美

年苏联解体等原因，暂被搁置。而战斗机“1.42”的试
[9]

没能完成型号定型，计划就此告终 。

1993 年 9 月，美国国防部为了解决轻型战斗机老

化问题和保持武器装备的技术优势，取消了多用途战

斗机（Multi-Role Fighter，MRF）和 A/F-X 研制计划，
启动了下一代轻型战术战斗机的联合先进攻击技术

入 Y 型飞行验证机验证阶段。而俄罗斯第 6 代战斗
国明显领先于俄罗斯。
从某种意义上，由于英国和法国受技术基础和综
合国力限制，以及俄罗斯的“影子计划”从 20 世纪 90
年初开始未能跟上，美国与其他 3 国在战斗机和发动

机技术水平方面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到超过

（Joint Advanced Strike Technology，JAST）研 究 计 划 ；

20 年（美国空军和国防部航空航天推进需求委员会

代空军和海军常规起落型、短距起飞垂直着陆型和舰

超越难度自然更大。也就是说，美国战斗机和发动机

1996 年 3 月，将 JAST 计划正式发展为旨在研制下一

相差 10 年左右的评估显然不符合实际），并且追赶和

载型战斗机的联合攻击机（Joint Strike Fighter，JSF）研

技术，长期以来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对第

的 F135 发 动 机 ，于 1996 年 开 始 方 案 演 示 与 验 证 ，

也是如此，按照美国发动机技术发展的规律，目前一

制计划。在 JSF 计划下，美国第 5 代轻型战斗机 F-35

6 代战斗机及其发动机的研制需求并不迫切。事实

2001 年进入系统研制与验证，2010 年 3 月 F135-PW-

代发动机投入使用前，启动下一代发动机研制。美国

F135-PW-600 发动机获得初始使用许可（Initial Ser⁃

入工程研制阶段，第 5 代战斗机 F-22 的 F119 发动机

100 / 400 发 动 机 获 得 初 始 使 用 许 可 ，2011 年 1 月

第 4 代战斗机 F-15（F-16）的 F100 发动机 1970 年进

vice Release，ISR），2015 年 5 月 F135 发动机随 F-35B

1991 年进入工程研制阶段，相差 21 年；按规律推算第

战斗机完成海上初始作战能力试验，2016 年 8 月美国

空军宣布配装 F135-PW-100 发动机的 F-35A 战斗

机 具 备 初 始 作 战 能 力（Initial Operational Capability，
IOC），2016 年 12 月完成 F135 发动机全部 3 个型别的

系统研制与验证（System Development and Demonstra⁃
tion，SDD）工作，目前处于生产阶段 。1996 年，为了
[10]

对抗美国轻型战斗机研究计划，俄罗斯空军宣布了歼
击机-2000 项目，并发布多功能单发轻型前线飞机

6 代战斗机发动机现在已经进入 EMD 阶段，但是按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计划 2025 年才进入 Y 型飞行验证

机验证阶段计算，比 F119 发动机进入工程研制阶段

的时间晚了至少 34 年。因此，美国已经并且还在利

用更多时间和资源对战斗机及其发动机创新技术进
行持续发展并降低风险。
1.2

内部需求

美国前国防部部长佩里在 1980 年提出，作战需

（LFS）战术技术任务书，但后续没有获得实质性进

求是拉动武器装备发展的原动力，而科学技术则是武

展。为了对抗美国 F/A-18E/F 战斗机，俄罗斯空军于

器装备发展的推动力[12]。这一理念是美国战斗机及

型前线战斗机（SFI）项目，2000 年 6 月按照 SFI 项目提

代 F100 与 F110、第 5 代 F119 与 F135 等战斗机发动机

1998 年启动“21 世纪的战斗机（I-21）”计划并提出中

其发动机等武器装备发展的指导思想。美国的第 4

出了论证报告和技术任务书选定由“留里卡-土星”

都遵照这一指导思想开展研制，并取得了成功。2007

公司研制 117A（又称 AL-41F1A）和 117S（又称 AL-

年以来，遵循这一指导思想，美国国防部、空海军和工

2002 年初在《俄罗斯 2010 年前武器发展规划》中明确

战术层面对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需求进行了论证。

SFI 项目。2002 年 4 月，俄罗斯空军选定苏霍伊设计

航空愿景[13]、
《美国空军 2020 年愿景》[14]、
《美国国防部

这一时期，俄罗斯在与美国的竞争中显得有些有

景》[16]、
《美国空军战略总规划》[17]、
《空军未来作战概

41F1S）发动机，2000 年底修改了对 I-21 计划的要求，
启动 PAK FA（
“未来战术航空飞机系统”
）项目取代
局的双发 T-50 方案和“土星”公司的“30 号机”[11]。
心无力，导致已经明显跟不上美国的发展步伐。
1.1.3

美国明显领先俄罗斯的发展时期

业界开展了大量的方案与技术研究，从战略、战役和
综合分析美国国防部制定的武装部队 21 世纪的

空天科学与技术战略》[15]、
《美国空军 2020-2030 年愿

念》[18]、
《空中优势 2030 飞行规划》[19]、
《2016-2025 年

海军航空愿景》[20]等文件，可以发现：美国国防部对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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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和海军的战略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没变，

律的重大革新，美国军方目前已经基本确定能够满足

即：
“ 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获取绝对的制

下一代战斗机先进性能要求的动力只能采用变循环，

空权和制天权。在时间方面，强调任何时间与快速机

或者自适应发动机技术[27]。据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动，以实现快速到达和打击；在空间方面，强调任何地

的 计 算 结 果[32]：采 用 自 适 应 循 环 发 动 机 可 使 F-35/

点、
全球、
基于网络空间、
全域（海洋疆域、
空中与太空疆
域和电磁频谱），
以实现全球与全域覆盖；
在行动方面，
强调对目标能够监视和侦查、
态势感知、
发现、
跟踪、
锁

F135 的 燃 油 效 率 提 高 25％ ；作 战 半 径 增 加 25％ ～

30％；续航时间延长 30％～40％。经过几番迭代需

求论证，美国将自适应发动机确定为下一代战斗机发

定、瞄准、作战（精确空对地与空对空打击）、机动、评

动机的型式，开展持续的技术成熟与风险降低工作。

估，
以实现国土防卫、
力量使用、
力量投送，
从而继续维

综上所述，美国战斗机发动机在世界上处于空中

持绝对制空权，甚至获取绝对制空权和制天权。

绝对优势和技术领先地位，对战略需求、战役需求和

综合分析美国空军发布的《空中优势 2030 飞行

规划》 、
《第 6 代战术飞机装备与技术概念研究》能
[19]

力信息征询书

[20]

[21]

、美国海军的《海军航空愿景》 等

文件，兰德公司发布的美国空军委托的研究报告《国
防部应该避免第 6 代战斗机的联合采办》报告[22] 以及

美国《空军杂志》[23-24]、
《华盛顿邮报》、
《国防内情》[25]、
《飞行国际》[26]、
《航空周刊》[27]、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网
站[28]、美国海军协会网站[29-31] 等美国各类媒体和网站
的报道，可以发现：经过从 2007 年开始的 3 个阶段多

战术需求几番迭代论证，基本明确第 6 代战斗机发动
机战术要求为“六超”，类型为自适应循环发动机。

2

技术推动
美国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的发展基于“需求拉动

与技术推动”理念，开展了持续的技术成熟与风险降
低工作。
2.1

美国第 6 战斗机发动机技术特征
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首先是渐变，当渐变累积

轮深入探索和论证，美国空军和海军对第 6 代战斗机

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突破原有框架，实现质的突变。

研制模式和空海机型方面，是各自独立研制战斗机、

变（1）的创新理念，采用 1+N 创新模式。

的概念和方案已经基本成形。要求第 6 代战斗机在

第 6 代战斗机自适应发动机也自然遵循渐变（N）与突

到美国国防部参与并主导研制通用型战斗机、再到各

1+N 创新模式的 1 是指自适应发动机。在《航空

自独立研制战斗机的变化过程；在作战模式方面，是
从单机优势、到系统优势、再到“以系统优势为主与单
机优势为补”的过程；在有无人驾驶方面，可能以有人
驾驶为主，无人驾驶为辅；在作战要求方面，具备“六
超”等能力，即：超长航程、超声速巡航与作战、超常规
机动、超级隐身、超远程打击、超越物理域和信息域的
实时控制，体现为速度更快、航程更远、燃油效率更
高、红外和电磁辐射更低。
综合分析美国海军发布的第 6 代战斗机信息征

询书、美国航空航天技术周刊网站刊登题为《美国通
用电气公司公布第 6 代自适应发动机发展计划》 以
[27]

周刊》杂志创办 100 周年之际，自适应发动机被其评
选为未来 20～40 年内比较有前景的 18 项航空航天技
术，
其评价为：
自适应发动机是航空发动机推进系统从

离心式到轴流式、从涡喷到涡扇的 2 次突破性创新之

后的第 3 次突破性创新。按照双 S 形曲线创新理念或

模式[33]，战斗机发动机的发展，在经历从 F100 和 F110
到 F119 和 YF120 以及 F135 和 F136 的第 1 条 S 曲线内
的常规涡扇发动机渐进性创新发展之后，第 6 代战斗

机自适应发动机开始从右上角迁移进入第 2 条 S 曲线

的突破性创新发展，
如图 2 所示。为了体现和强调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与以往研制机型的不同，美国空军打

及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在战术上，美国第 6 代战斗机

破传统 ，将 2 台自适应发动机转移（Adaptive Engine

低油耗、超级隐身、超级机动、超长耐久性和超低费

名为 XA100 和 XA101。采用“A”指代“自适应”，放弃

对发动机提出“六超”的要求。超大推力与推重比、超
用，这些要求既非常难以达到，又有些相互矛盾，满足

这些相互矛盾要求的发动机类型指向了自适应循环
发动机。GE 公司认为这些要求既非常难以达到，又
有些相互矛盾。经过折衷研究，发现除非出现物理规

Transition Program，
AETP）计划下的地面验证机分别命
了指代
“涡轮风扇”
的
“F”
，
与 20 世纪 40 年代采用
“F”
指
代涡轮风扇，
而放弃指代
“涡轮喷气”
的
“J”
一样[34]。

1+N 创新模式的 N，是指高性能、经济可承受性、

多电、智能、隐身和推力矢量技术等。先进的高性能

孙明霞等：美国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进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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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MOBY）方 案 ；最 初 的 双 循 环 单 外 涵 变 循 环 方
案；有 3 股排气的最初的双外涵变循环结构；单和双

外涵变循环方案简化；进一步简化的核心驱动风扇结
构等[35]。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方案没有实际应用，但
是却为变循环发动机后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
教训。
20 世纪 80 年代，变循环发动机逐渐演变为只有

GE 公 司 一 家 独 自 研 制 。 GE 公 司 在 DBE - GE21、
DBE-GE23 的基础上研制了 YF120 发动机，是世界上
图2

美国战斗机发动机双 S 形曲线创新趋势

发动机技术包括增大推力、降低耗油率、减轻质量、提
高耐久性、降低噪声与排放等；经济可承受性技术包
括降低研制成本、采办成本和全寿命期维护成本；多
电技术是指通过采用主动磁力轴承系统、内置式整体
起动/发电机、分布式控制系统、电动燃油泵和电力作
动器等新技术/系统，满足发动机本身和战斗机对电
力的需求；智能技术是通过开发和验证主动部件控
制、发动机健康管理、分布式容错控制、飞机与发动机

第一种经飞行验证的双外涵道变循环发动机，但是因
与 F119 发动机竞争失败而没有进入工程研制。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在综合高性能涡轮

发 动 机 技 术（Integrated High Performance Turbine

Technology Program，IHPTET）计 划 下 ，GE 和/或 Alli⁃
son 公 司 以 XTC16 / XTC76 / XTC77 核 心 机 验 证 机 和

XTE76/XTE77 发动机验证机为平台，开发和验证了

双外涵变循环涡喷/涡扇发动机技术—可控压比发动
机（Controlled Pressure Ratio Engine，COPE）技术[35]。

一体化、进口与喷口一体化和信息融合等技术，构建
发动机智能控制系统，准确感知发动机及其部件的工
作环境和执行特定任务的能力，快速适应变化的环境
和功率降低的状态，精确地规划/重新规划一项任务
甚至整个任务，从而使整个发动机在所有工作状态下
的综合性能达到最优；隐身技术主要通过采用冷却、
遮挡、混合/掺混、涂层、材料等方面的技术，对进气系
统和排气系统等重点隐身部位进行红外、雷达、声学、

图3

美国自适应发动机的技术发展进程

视觉、电磁辐射等方面的隐身设计，抑制红外辐射和
衰减雷达辐射，从而使全方向无探测设备可探测；推
力矢量技术通过采用机械式推力矢量喷管和流体式
推力矢量喷管，对满足战斗机常规机动性、过失速机
动性、敏捷性、短距起落、超声速巡航、隐身等性能都
[23]

有非凡的贡献 。
2.2

技术研究计划的进展
自适应循环发动机技术是变循环发动机技术的

持续发展，如图 3 所示。

20 世纪 60 ～80 年代，自适应循环发动机技术存

在多种方案，包括：可调增压压气机（Variable Pump⁃
ing Compressor，VAPCOM）发动机；涡喷和涡扇复合模
式；改进的涡喷和涡扇组合模式；串联/并联模态的变

循环方案；3 转子可调涵道比变循环（Modulating By⁃

21 世 纪 初 ，在（Versatile，Affordable，Advanced

Turbine Engine Program，VAATE）计划中，开展从自适

应 循 环 技 术 到 自 适 应 发 动 机 的 开 发 与 验 证 。 2007
年 ，开 始 实 施“ 自 适 应 变 循 环 发 动 机 技 术（Adaptive
Versatile Engine Technology，ADVENT）”计划，原计划

在 2012 年完成双外涵变循环涡喷/涡扇发动机技术验
证机，达到技术成熟度 6，在 2013 年之后可能开始进

入工程研制阶段，在 2020～2022 年投入使用。2012

年，开始实施“自适应发动机技术发展（Adaptive En⁃
gine Technology Development，AETD）”计划，原计划在

2016 年完成发动机的整机地面试验，技术成熟度达
到 6，具备发动机工程研制的条件；2020 年开始飞行
试验，技术成熟度达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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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开始实施自适应发动机转移（Adaptive

地面验证机验证阶段。回顾、总结和分析其需求、技

是计划沿着 AETD 计划验证的自适应循环的基本可

（1）在需求拉动方面，在获得绝对空中优势的战

Engine Transition Program, AETP）AETP 计划，其目标

术和产品的发展历程，可以归纳为以下 2 个特点。

行性继续开展研究，实现 3 流道自适应发动机从技术

略需求、具备“六超”能力战斗机的战役需求的拉动

入潜在产品采办时消除能够预见到的所有技术验证

求已经基本确定。

原型机到工程验证机的顺利过渡，在 21 世纪中期进

下，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的“六超”和自适应循环的要

和产品研制风险[35]。第 6 代战斗机自适应发动机正

（2）在技术推动方面，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采用

在 AETP 计 划 下 对 地 面 验 证 机 XA100 发 动 机 和

1+N 创新模式，即以自适应为主，以高性能核心机、部

如图 4 所示[36]。根据美国空军 2020 年 2 月提交给国

能核心机等技术已经得到充分开发和验证，可以助推

得 4.27 亿美元的 NGAP 研究合同。工作阶段包括发

应技术经过多年的开发和验证也逐步成熟，基本可以

XA101 进行研制和试验。XA100 发动机的技术优势
会的 2021 年财政预算文件介绍，GE 和 PW 公司各获
动机的初步设计、详细设计、制造和评估。工作成果

分智能、部分多电、更为隐身为辅的创新模式。高性

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的产品研制；低压变循环与自适
助推第 6 代战斗机发动机的产品研制。

包括详细设计模型、发动机硬件（包括备件）成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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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预估方法
刘伟民1，胡忠志2
（1. 中国航发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2. 清华大学 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北京 100084）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预估中模型建立困难且计算精度低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和长短期记忆神经
网络进行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预估的方法。利用卷积神经网络中的卷积层与池化层提取传感器数据中的特征，并依据卷积层提
取出的特征，利用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进行时间序列预测，并使用全连接层输出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在 NASA 的 C-MAPSS 提

供的涡扇发动机退化仿真数据集上对该方法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和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的航空发动机剩
余寿命预估方法，可以在保证预测精度的前提下，对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进行较为保守的预估，在保证资源不被浪费的情况下，尽
可能提前发出故障预警信号，从而提高飞行的安全性，进而为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系统提供有用信息。该预测方法在对称指标和
非对称指标上均优于此前提出的方法。
关键词：剩余寿命预估；卷积神经网络；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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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eroengine Remaining Useful Life Prediction Method Based on Neural Network
LIU Wei-min1，HU Zhong-zhi2
（1.AECC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Jiangsu Wuxi 214063，China；
2. Aero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It is difficult to built model and calculation accuracy is low in aeroengine remaining useful life predic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an aeroengine remaining useful life prediction method based 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and Long Short-Term
Memory（LSTM）neural network was proposed. Convolutional layers and pooling layers i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were used to extract

features among sensed signals.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extracted from the convolutional layer，the long short-term memory neural network

was used to predict the time series，and the full connected layer was used to output the remaining life of the aeroengine. The method was
verified on the turbofan engine degradation simulation data set provided by NASA's C-MAP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maining useful
life prediction method based on CNN and LSTM can be used to predict the remaining life of aeroengine conservatively under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In order to improve flight safety and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aeroengine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fault warning signal should be sent as early as possibl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nsuring that resources are not wasted. The prediction meth⁃
od is better than the previous method in terms of symmetric and asymmetric indexes.

Key words：remaining useful life prediction；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long short-term memory neural network；aeroengine

0

引言

在重要位置。而剩余寿命预估作为航空发动机故障

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技术是航空制造业、运输业

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状态监

和维修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技术手段上提高

视、故障诊断及预测、运维支持系统的重要桥梁[2]，对

航空发动机可靠性、可用性与安全性是各航空大国共

降低发动机运维成本、维护其运行安全、减少部件无

[1]

同追求的目标 。美国、俄罗斯、英国等能够自主研
制航空发动机的国家，都将发动机故障预测与健康管
理 系 统（Prognostics and Health Management，PHM）放

效替换次数等具有显著意义。
目前对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进行预估的方法大
致可分为基于模型、经验、数据 3 类[2]。在基于模型的

收稿日期：2019-10-21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刘伟民（1995），男，硕士，从事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工作；E-mail：liuweimin@nuaa.edu.cn。

引用格式：刘伟民，胡忠志 . 一种基于神经网络的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预估方法[J]. 航空发动机，2021，47（3）：8-15.LIU Weimin，HU Zhongzhi.An
aeroengine remaining useful life prediction method based on neural network[J].Aeroengine，2021，47（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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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中，An 等[3]采用贝叶斯推理、Wei 等[4]采用扩展卡

始数据，对各部件的使用与损伤状况进行跟踪；地面

尔曼滤波、Zio 等 采用粒子滤波的方法，基于发动机

系统则主要根据机载系统采集到的数据，结合基于模

退化模型与部分传感器数据对发动机剩余寿命进行

型、经验或数据的算法，对发动机各部件的剩余寿命

预估，但是由于发动机各部件之间退化存在耦合，且

进行预估。

[5]

退化模型建立困难，所以基于模型的方法具有较大的

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

局限性。在基于经验的方法中，戎翔[6] 基于可靠性统

系统的主要功能单元如图

计的方法建立威布尔模型，得到研究对象当前运行时

1 所示。

间下剩余寿命的分布函数；Bai 等 根据性能可靠性
[7]

建模理论，建立研究对象的威布尔分布的性能可靠性

在传统的航空发动机

剩余寿命预估方法中，通

状态监视，数据采集、分析与建模

诊断

故障诊断
故障隔离
故障、失效预测

预测
剩余寿命预估
决策
支持

模型，从而进行寿命预估。基于经验的寿命预估方法

常仅利用发动机工作时间

易于实现，但是其预测精度普遍较低。在基于数据的

或飞行循环数来表达部件 图 1 民用航空发动机健康

方法中，Yan 等[8]、Liu 等[9]利用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对

的寿命损耗，但是由于每

研究对象剩余寿命进行预估，具有较高精度，但是存

台发动机所执行的飞行任务、工作环境和载荷大小不

在对数据噪声敏感、只能对单一变量进行时序预测等

尽相同，且同一批次的发动机个体之间通常也存在不

缺点；Widodo 等[10]、Qu 等[11]利用支持向量机对研究对

小的差异，若仅采用工作时间或飞行循环数作为制定

象故障时间进行预测，仅需少量历史数据即可收敛，

维护方案的惟一依据，发动机的寿命将得不到充分利

但没有使用研究对象的时序信息，预测精度不佳 ；

用，这不仅会导致资源的浪费，更是给维修保障工作

Tian 等 、Liu 等 分别利用全连接与递归全连接神

增加了负担[6,15]。

经网络对研究对象剩余寿命进行预测，但是由于全连

本文提出一种算法，借助传感器技术和计算机计

接神经网络无法利用研究对象的时序信息，精度较

算能力的发展，首先获取每台发动机的工况参数和发

低，同时由于计算资源与算法的局限性，当时发展的

动机各部件实际运行数据，然后利用卷积神经网络

[12]

[13]

神经网络深度与规模都比较小，限制了航空发动机剩
余寿命预测的能力。
目前在较强的计算能力与海量数据的支持下，深
度学习算法得到了快速发展，在一些领域已经具有较

运维决策建模与调度

管理系统主要功能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提取数据特征，
并使用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Long Short-Term Memo⁃
ry，LSTM）进行时间序列预测，从而做出更精准的寿
命损耗评估与剩余寿命预测，在确保飞行安全的同

高的实际应用价值。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

时，避免发动机各部件剩余寿命的浪费，从而提高发

络与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的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预

动机的经济性。

估 方 法 ，对 航 空 发 动 机 剩 余 寿 命 进 行 预 测 ，并 在

2

NASA 的 C-MAPSS 中的涡扇发动机退化数据集上进
行验证。

1

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预估简介
航空发动机的寿命是其竞争力和持久性的重要

特性之一，现代航空发动机的高可靠性与安全性很大

用于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预估的神经网络

架构
2.1

卷积神经网络
卷积神经网络是多层感知器的变种，基于生物学

家 Hubel 与 Wiesel 关于猫的视觉皮层的研究发展而
来[16]，最初被广泛应用于图像识别领域。由于卷积神

程度上是材料的改进、寿命预估能力的提高、保守设

经网络可以高效地将低层特征组合成高层的抽象特

计和维修思想的共同作用[14]。

征，目前已经成为众多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常见的航空发动机寿命预估方法对压气机盘、涡
轮盘、叶片、转子主轴和转子轴承等关键部件的寿命
损耗进行评估，并以此对剩余寿命进行预估。通常，
寿命预估系统由机载系统与地面系统 2 部分组成，机

载系统的任务是监测并采集航空发动机各部件的原

卷积神经网络由卷积层、池化层与全连接层组
成，其架构如图 2 所示。

卷积层通过局域感受野的方法提取数据的局部

特征，同时利用权值共享的方法减少卷积神经网络的
参数数量；池化层通过次抽样的方法有效地缩减数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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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层 卷积层 1 池化层 1

卷积层 2

池化层 2

全连接层

输出层

输入矩阵中第 i 个深度上池化核中的数据。
池化层可以在不改变输入数据特征的前提下减
小输入数据的维度，从而达到加快计算速度与防止过
拟合的效果。
经过多个卷积层与池化层的交替传递，
原始数据中

图2

的信息将被抽象为信息含量更高的特征，
此时卷积神经

卷积神经网络架构

的尺寸，可以达到加快计算速度与防止过拟合的效

网络还需要通过全连接网络完成分类或回归任务。
虽然卷积神经网络可以较好地提取输入数据的

果；全连接层利用卷积层与池化层提取出的特征完成

特征，但是当卷积神经网络层数较多时，其学习所需

回归或分类任务。
卷积层每个节点的输入只是上一层神经网络的
一小块，通过卷积核将当前神经网络上的 1 个子节点

矩阵转化为下一层神经网络上 1 个深度不限的单位

要的数据量与计算次数均会增加。为此，Szegedy[18]等
提 出 了 一 种 起 始 模 组（Inception Module），如 图 3 所

示。该模块通过优化网络结构来降低网络的复杂度。

节点矩阵。通常卷积层通过边缘补零的方式保持输

1×1 卷积层

入数据矩阵长与宽不变，从而仅改变输入数据的深
度。例如，卷积核将 m1×n1×k1 个的节点矩阵转化为 1×

输入层

1×k2 的任意深度的单位节点矩阵，其转化方法为

(

)

g ( i ) = f ∑x = 1∑y = 1∑z = 1 a x,y,z × w ix,y,z + bi ,0 < i ≤ k 2（1）
m1

n1

k1

点矩阵中的第 i 个深度的节点的卷积核权重；bi 为对
于输出单位节点矩阵中的第 i 个深度的节点的偏置项
参数；f 为激活函数。
本文使用缩放指数型线性单元（Scaled Exponen⁃

tial Linear Units，SELU）作为激活函数，可以使数据自

归一化，保证在训练过程中梯度不会爆炸或消失[17]。
其表达形式为

{

selu（z）=λ

z
z>0
z
αe - α z ≤ 0

（2）

式中：z 为激活函数输入值；λ 与 α 为常数，λ≈1.051，α

3×3 卷积层

1×1 卷积层

5×5 卷积层

3×3 池化层

1×1 卷积层

图3

式中：g（i）为单位矩阵中第 i 个节点的取值；a x, y, z 为输

入矩阵中节点（x,y,z）的取值；w ix, y, z 为对于输出单位节

1×1 卷积层

特征
拼接

输出层

起始模组

起始模组由多个不同尺寸的卷积核组成，可以在
减小网络复杂度的同时，对输入数据不同类型的特征
进 行 较 好 的 提 取 。 试 验 表 明 ，使 用 起 始 模 组 的
GoogleLeNet 的训练参数数量只有 AlexNet 的 1/12，但

是在 ImageNet 上的分类准确度比在 AlexNet 上的高约
10%。
2.2

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

循环神经网络是一种可以处理序列数据的神经
网络，可以保留序列数据的前后关系，但是当序列长
度较长时，会产生梯度消失的问题[19]。
长 短 期 记 忆 神 经 网 络 最 早 由 Hochreiter 和

≈1.673。

Schmidhuber 提出[20]，用以解决循环神经网络中梯度

动 1 个池化核的结构完成。池化层与卷积层不同的

别、机器翻译和时序预测等领域取得了成功和突破。

池化层的前向传播过程与卷积层类似，即通过滑

是，池化层改变输入数据矩阵的长与宽，并不改变数

消失的问题。经过数年的发展，LSTM 逐渐在语音识
LSTM 的结构如图 4 所示。

据矩阵的深度。由于池化核的作用在于对数据特征

ht-1

进行采样，所以其计算不是节点的加权和，而是采用

阵，其转化方法为

g（i）=Subsampling（ax,y,i）,0<x≤m1,0<y≤n1,0<i≤k1 （3）

式中：P（i）为输出矩阵中第 i 个深度上的取值；ax,y,i 为

ht+1

x

最大值或平均值运算。例如：池化核将 1 个 m1 ×n1 ×k1
的节点矩阵转化为 1×1×k2 的相同深度的单位节点矩

ht

A

xt-1

+
tanh
x
x
σ σ tanh σ

xt

图4

A

xt+1

LSTM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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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粉色圈为向量操作，其中⊗为向量点乘，⊕

每个数据集可以进一步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

为向量加和；黄色矩形为激活函数，其中 σ 为 sigmoid

训练集和测试集均由多个多变量时间序列组成，且每

出到其他节点的向量输入，2 条黑线交汇为向量的拼

件传感器测得的数据，3 维为会对发动机性能产生重

函数，tanh 为 tanh 函数；黑线为从 1 个节点的向量输
接，黑线分叉为向量被复制。

LSTM 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通过使用被称为

一时刻数据维度均为 26 维，其中 21 维为发动机各部

大影响的环境数据，2 维为发动机编号与运行次数。
在训练集中，发动机部件持续退化至发动机发生致命

门（Gates）的结构，选择性地允许信息通过。LSTM 中

故障；在测试集中，时间序列在发动机致命故障前的

有遗忘门、输入门、输出门。遗忘门的作用是决定当

某个时刻终止。

前时刻从 LSTM 神经元丢弃什么信息；输入门的作用

由于不同数据集中航空发动机运行环境不同，所

是决定让多少当前时刻信息加入到神经元中；输出门

以在进行剩余寿命预估前需要对传感器数据进行归

的作用是计算当前时刻神经元输出值和状态值。从

一化，其方法为

图中可见，每个 LSTM 神经元在某时刻接收采样输入

Norm（xc,f）=

xt、上一时刻神经元输出和神经元状态量作为当前时

x c, j - μ c, f
，∀c，f
σ c, f

（4）

刻输入；经过遗忘门、输入门、输出门的计算后，LSTM
神经元输出当前时刻计算值和神经元的状态值。正

式中：c 为发动机运行环境；f 为 21 个传感器；x 为传感
器采集到的实际数值；μ c, f 为平均值；σ c, f 为标准差。

是由于遗忘门、输入门、输出门的这种层级递归的结

为了充分提取传感器信号之间的相关特性，考虑

构，LSTM 神经网络才可以处理各类复杂的序列数据。
2.3

用于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预估的神经网络架构

用于航空发动机剩余
寿命预估的神经网络架构
如图 5 所示。

从 图 中 可 见 ，航 空 发

动机传感器数据经过适当

的预处理后，输入至 CNN
中；由于 CNN 具有强大的

RULt-1

RULt

RULt+1

LSTMs

LSTMs

LSTMs

xt-1

xt

FNNs

CNNs

FNNs

CNNs

FNNs

到卷积神经网络局域感受野的特点，在使用 CNN 与

LSTM 对发动机进行剩余寿命预估时，首先应对发动
机传感器数据进行重构，使其数据尺寸由 1×n 重构为

n×n。本文使用滑动重构的方法，其具体操作如图 6
所示。

CNNs
xt+1

传感器数据

提取数据特征的能力，发
动机的抽象特征将被提取 图 5 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
预估的神经网络架构
出来，并形成时间序列，输

1
1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3
3

4
4
4
4
4
4
4
4

5
5
5
5
5
5
5
5

6
6
6
6
6
6
6
6

7
7
7
7
7
7
7
7

8
8
8
8
8
8
8
8

原始排列
左滑 1 位
左滑 3 位
左滑 6 位
左滑 10 位
左滑 15 位
左滑 21 位
左滑 28 位

1
2
4
7
3
8
6
5

2
3
5
8
4
1
7
6

3
4
6
1
5
2
8
7

4
5
7
2
6
3
1
8

5
6
8
3
7
4
2
1

6
7
1
4
8
5
3
2

7
8
2
5
1
6
4
3

8
1
3
6
2
7
5
4

入至 LSTM 中；LSTM 通过学习时间序列的特征，对航

空发动机剩余寿命进行预测；通过全连接层输出航空
图6

发动机剩余寿命。

3

试验数据介绍
使用 NASA 的 C-MAPSS 提供的涡扇发动机退化

传感器数据重组

图中数字 1~8 表示传感器编号。首先将发动机

采集到的 1 维数据拓充成 2 维数据，然后对第 n 行数

仿真数据集对提出的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神经网络

据左滑 ( ∑k = 1 k ) 位。从图 6 中可见，在数据重构之

的运行环境与故障模式略有不同，详情见表 1。

由于卷积神经网络受其局域感受野的限制，3 号传感

架构进行测试[21]。该数据集共有 4 个子集，每个子集
表1
数据集
FD001
FD002
FD003
FD004

涡扇发动机退化仿真数据集说明
运行环境
地面
高空
地面
高空

故障模式
高压压气机退化
高压压气机退化
风扇及高压压气机退化
风扇及高压压气机退化

n-1

前，3 号传感器数据只与 2 号和 4 号传感器相邻，此时

器与距离较远的 8 号传感器之间的相关特性将无法
被有效提取。当使用如图 5 所示的数据重新组合的

方法后，3 号传感器在矩阵中的位置与其他所有传感
器均相邻，此时可以通过卷积层提取 3 号传感器与其
他所有传感器之间的相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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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路具体参数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传

感器采集航空发动机的数据，经滑动重构后，输入至
CNN 与 LSTM 神经网络架构中；CNN 与 LSTM 神经网

从训练过程可见，通过使用传感器数据滑动重
组、起始模组与 SELU 激活函数的方法，可以显著提
高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预估构架的预估准确性。其

络架构采用“离线训练、在线诊断”的工作方式，即离

中传感器数据滑动重组对预估准确性影响最大，起始

线训练好神经网络中各参数，这些参数在进行航空发

模组与 SELU 对预估准确性的影响不相上下。

动机剩余寿命预估时不再更新；CNN 与 LSTM 神经网

络架构最终的输出为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预估结果。

2×2 卷积核

SELU
2×2

6×6@16

全连接 LSTM 层

拼

24×24@16

接

池化层

卷

LU

3@

SE

3×

池化层

数据采集及预处理

24×24@4

8×8 卷积核
SELU

拼接

状态值 输出值
下一时刻

基于 CNN 与 LSTM 的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预估架构

图7

全连接

传感器
采集数据

布如图 9 所示。

输出剩余寿命预估结果

传感器数据
滑动重构

24×24@8 上分支
7488 前一时刻
1×1 卷积核
拼接 状态值 输出值
SELU
中间分支
24×24@8 12×12@8
32
16
2×2
24×24@1 积核

在 4 个测试集中发动机剩余寿命预测误差的分

诊断结果输出

神经网路具体参数

值得注意的是，图 7 中卷积神经网络架构利用起

始模组的思想，网络前半部有 3 个分支：中间分支由 2
个卷积层、2 个池化层组成，作用是提取输入信息特
征；上分支由 1 个卷积层组成，受 Hebbian 原理的启

（a）FD001

发，其卷积核尺寸为 1×1，该分支的作用是抑制相邻
传感器之间的相互影响；下分支同样由 1 个卷积层组

成，其卷积核的尺寸与输入数据的尺寸相同，该分支
的作用是从各传感器在当前时刻采集的数据中提取
航空发动机当前时刻工作状态特征。

4
4.1

试验研究
神经网络训练过程
在 Ubuntu 18.0 系 统 中 Python3.6 / Tensorflow

1.10.0 仿真环境下搭建如图 7 所示的神经网络构架，
采用 Adam 优化算法，步长设置为 1×10-4，训练过程如
图 8 所示。
104

滑动重组+起始模块
滑动重组+起始模块
滑动重组+SELU
起始模块+SELU

103
102
训练误差

（b）FD002

101
100
10-1
10-2
10-3

0

10

20
30
训练步数/千次

图 8 神经网络训练过程

40

50

（c）FD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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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标值

150
140
130
120
11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RMSE
Score

-50 -40 -30 -20 -10 0
10
误差值

图 10
（d）FD004
图9

方法

从图中可见，本文提出的基于 CNN 与 LSTM 的航

SVM

对发动机剩余寿命进行预估，具体的分析结果将在下
一节中陈述。

RVR
CNN

CNNGRU

CNNLSTM

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预估结果分析
对于 NASA 的 C-MAPSS 提供的涡扇发动机退化

仿真数据集，目前有 2 个常用的算法性能评估指标，
即 JScore 和 JRMSE[21-22]，JScore 为非对称指标，对剩余寿命高

估的行为惩罚较大；JRMSE 为对称指标，可以避免通过

低估剩余寿命而使 JScore 指标数值过小的行为发生。
JScore 和 JRMSE 的具体计算方法为

hi=Rest,i-Ract,i

（5）

50

JRMSE 指标对比
FD002

FD003

FD004

20.96

41.99

21.04

45.34

37.56

80.03

23.79

31.29

18.44

30.29

18.67

27.16

17.28

表3
MLP

40

FD001

注：表中粗体数字为最小值。

方法

30

FD001
17972

28.49

37.38
22.36
19.81
18.98
18.59

77.36
34.34
29.15
27.11
27.09

JScore 指标对比
FD002

FD003

7802800

17409

FD004

5616600

SVM

1381.5

589900.0

1598.3

371140.0

CNN

1286.7

13570.0

1596.2

7886.4

RVR
CNNGRU

CNNLSTM

1502.9
761

656.51

17423.0
8110

6970.07

1431.6
1400

1024.80

26509.0
7610

6548.54

注：表中粗体数字为最小值。

ì N
ïï∑i = 1 ( e 13 - 1 ), h i < 0
JScore=í
h
ïï N
10
(
e
- 1 ), hi ≥ 0
î∑i = 1
hi

（6）

i

JRMSE=

MLP

20

JRMSE 与 JScore 评估指标对比
表2

预测误差范围分布

空发动机剩余寿命预估架构经过训练后，可以准确地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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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见，本文提出的 CNNLSTM 方法在 JRMSE

指标上优于其他大部分方法，且在 JScore 指标上优于其

1
N
h 2i
N ∑i = 1

（7）

他所有方法。从仿真结果和指标对比可知，本文提出
的方法可以在保证预测精度的前提下，对航空发动机

式中：hi 为第 i 个样本剩余寿命的预测值与实际值的

剩余寿命进行较为保守的预估，在保证资源不被浪费

差值；Rest，i 为第 i 个样本剩余寿命的预测值；Ract，i 为第 i

的情况下，尽可能提前发出故障预警信号，从而提高

个样本剩余寿命的实际值。

飞行的安全性。

JRMSE 与 JScore 评估指标对比如图 10 所示。综合使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 CNN 与 LSTM 的方法对航空

用 JRMSE 与 JScore 评估指标可以对算法性能进行评价。

发动机剩余寿命的预估情况，在 4 个数据集中分别随

（Multi-Layer Perceptron，MLP）、支持向量机（Support

依据，对健康指数的趋势进行预估，剩余寿命预估结

将 本 文 提 出 的 CNNLSTM 方 法 与 多 层 感 知 机

机取出 1 组数据，并以该组数据前半部分数据点作为

Vector Machines，SVM）、相 关 向 量 回 归（Relevance

果如图 11 所示。

积 门 控 循 环 神 经 网 络（CNN Gate Recurrent Unit，

时对剩余寿命的预估结果与真实值较为接近，震荡较

Vector Regression，RVR）、卷 积 神 经 网 络 CNN 和 卷
[22]

CNNGRU） 等方法进行对比，结果见表 2、3。
[23]

从图中可见，CNNLSTM 在航空发动机性能退化

小，当失效阈值选取恰当时，可以较好地对航空发动

14

航 空 发 动 机
200

健康指数
预测值
实际值

180
健康指数（Health Index）

160
140
100

（1）该方法通过利用 CNN 提取传感器数据中的

40

特征，避免了传统算法中繁琐的手工提取数据特征的

0

50

100
使用循环数

150

200

操作；同时利用 LSTM 对 CNN 提取出的特征进行了时
序预测；在特征的时序预测基础上，该方法使用全连

（a）FD001

接层输出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

240
220
200
180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健康指数（Health Index）

健康指数
预测值
实际值

（2）在 NASA 的 C-MAPSS 提供的涡扇发动机退

化数据集上对该方法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采用该

方法可以显著提高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预估的准确
性，且该方法在 JScore 指标上的表现较前人的研究提升
明显，可以在保证预测精度的前提下，对航空发动机
剩余寿命进行较为保守的预估，在保证资源不被浪费
的情况下，尽可能提前发出故障预警信号，从而提高
50

100
150
使用循环数

200

250

飞行的安全性。
由于利用该方法对航空发动机剩余寿命进行预

（b）FD002

估时没有利用航空发动机退化模型，因此可以预计该

200

健康指数
预测值
实际值

180
160

健康指数（Health Index）

结论

应用效果进行了验证，得到如下结论：

60
20

140
120

方法在解决其他时序预测问题时也会有较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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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共腔结构涡轴发动机相似模型设计
刘

准 1，廖明夫 1，邓旺群 2，刘文魁

2

（1. 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129；2.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株洲 412002）
摘要：为改善轴承共腔结构双转子系统动力学实验器建立过程中人为或非人为结构畸变导致的动力学相似性偏差问题，开展
了适用于轴承共腔结构的双转子系统动力学特性研究。通过有限元法建立了某轴承共腔结构双转子发动机的转子动力学模型及
其粗尺相似模型，在对该转子模型动力学特性分析的基础上与原型发动机转子的动力学特性进行对比，比较了双转子系统的动力
学相似性。通过遗传算法建立了针对双转子系统动力学特性的相似优化算法。针对该型轴承共腔结构涡轴发动机采用提出的优
化算法建立了双转子系统相似模型。通过有限元法对该相似模型进行动力学特性分析，
对比了该相似模型和原型发动机转子之间的
临界转速和振型特征。结果表明：
该相似模型与原型转子模型相比保持了良好的多阶临界转速比例关系，
且具有较好振型相似性。
关键词：动力学相似；轴承共腔结构；双转子系统；畸变；涡轴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5.1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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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 Model Design of a Turboshaft Engine with Mid Turbine Frame
LIU Zhun1，LIAO Ming-fu1，DENG Wang-qun2，LIU Wen-kui2
（1.College of Power and Energy，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129，China；
2.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Hunan 412002，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ynamic similarity deviation caused by artificial or non-artificial structural distortion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test rig of the mid turbine frame dual spool system，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mid turbine frame dual spool system

were studied.The rotor dynamic model of a dual spool engine with mid turbine frame structure was established by finite element metho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totype model and the similar model，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ro⁃
tors were compared. A similarity optimization algorithm for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dual spool system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 For this type of turboshaft engine with mid turbine frame structure，a similar model of dual spool system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optimization algorithm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milar model were analyzed by finite element meth⁃
od，and the critical speed and vibration mode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similar model and the prototype engine spool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milar model maintains a good multi-stage critical speed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 and has good mode similarity com ⁃
pared with the prototype spool model.

Key words：dynamic similarity；mid turbine frame；dual spool system；distortion；turboshaft engine

0

引言

学试验是一种廉价、高效的选择。

国内外新一代的涡轴发动机采用了燃气发生器

针对双转子系统的动力学特性分析在国内外已

转子和动力涡轮转子共用的轴承共腔结构取代了原

经得到了相对完善的研究。邓旺群等[1] 针对涡轴发

有涡轴发动机独立的排气框架和燃气发生器转子后

动机高速转子进行了动力学特性的计算；Chiang 等[2]

支点结构，具有体积小、工作转速高以及双转子系统

分析了单转子和双转子的耦合动力学特性；章健等[3]

耦合振动明显等特点，试验驱动系统动力学特性相对

研究了共用支承结构即共腔结构的传力特性和耦合

复杂同时传感器的布置变得较为困难。因此，采用临

特性，为轴承共腔结构双转子系统的动力学计算提供

界转速较低、体积较大的试验模型转子进行转子动力

了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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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很多研究已经对单转子系统的相似设计进
行了详尽地分析。其中，罗忠等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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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单元体矩阵，最终得到系统运动微分方程
Mq̈ s+（C-Ω1G1-Ω2G2）q̇ s+Kqs=Qs

分析了转子动力

学相似中轴承参数以及薄壁件结构的影响；王永亮
[6]

等 在考虑陀螺效应的情况下讨论了单转子系统的
转子动力学相似准则；Wu[7]详细对比了通过相似模型

与原型转子的振型对应关系，在实际计算中单转子相
似模型与原型转子的振型相似度约为 70%。

（2）

（3）通过求解式（2）得到系统各阶临界转速和相
应的模态振型[10]，最终得到节点广义位移 1 维数组

q=[ V 1 W 1 B 1 Γ 1 ⋅ ⋅ ⋅ V i W i B i Γ i ⋅ ⋅ ⋅ V n W n B n Γ n ] （3）
T

1.2

动力学相似理论

转子动力学相似一般包括固有频率、模态振型和

在本研究中作为设计目标的动力学相似试验器

特定状态下的不平衡响应（根据情况要求应变能分布

采用空心电机驱动燃气发生器，因此动力涡轮与燃气

相似）。单转子系统的基本动力学特性可以由复数微

发生器转子的长度差更大，动力涡轮转子和燃气发生

分方程[11]
∂2 y
∂2 y
∂2
∂2
(
EI
)
[
a
(
x
)
]+
∂x2
∂x2
∂x2
∂t2
∂2 y
∂2
∂y
2iω 2 [ a ( x )
] + m ( x ) 2 = p( x ) eiωt
∂x
∂t
∂t

器转子无法保持相同的相似比。因此，结合双转子系
统的动力学耦合计算方法对现有的转子动力学相似
理论进行了小的改进，使拥有不同相似比的转子正确
耦合，保证相似后的轴承共腔结构模拟双转子系统总
体上与原发动机转子在振型和临界转速上比例相似。
此外，由于试验模型在相似尺寸缩放过程中的小结构
与涡轴发动机上的零件不可能完全成比例，因此试验
模型中存在许多畸变。为了减小这些畸变的不利影
响，在给定的临界转速相似比和双转子长度相似比条
件下，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有限元方法和多岛遗传算
法的方法，并通过计算实例验证了该方法和理论的有
效性。

1
1.1

（4）

使用方程分析法代入

E=λEE';ρ=λρ ρ';d=λdd';x=λxx';y=λyy';ω=λωω' （5）
得到

∂2 y ′
λ E λ d 4 λ y ∂2 ′ ′ ∂2 y ′ λ ρ λ d 4 λ y ∂2 ′
(
E
I
)
[
a
(
x
)
]+ …
λ x 4 ∂x′ 2
λ x 2 λ t 2 ∂x′ 2
∂x′ 2
∂t′ 2

（6）
∂y ′ λ ρ λ d 2 λ x λ y ′
∂2 y ′
λ ω λ ρ λ d 4 λ y ′ ∂2 ′
2iω
[
a
(
x
)
]
+
m
(
x
)
= ...
2
2
′
′2
2
λx λt
λt
∂x
∂t
∂t
λ ρ λ d 2 λ e λ ω 2 p′ ( x )cos λ ω λ t ω′ t′ + λ ρ λ d 2 λ e λ ω 2 ip′ ( x ) sinλ ω λ t ω′ t′

为了保证式（6）始终成立，左、右部分的实部和虚

部的系数应相等，即

模态分析与相似理论准备
模态分析
有限元分析方法是一种离散连续系统的方法，通

过建立运动微分方程的离散微分模型，并进行数值求
解，计算和分析系统的动态特性。在本文工作中，采
用 1 维有限元分析方法具有计算速度快、结果简洁易
分析的特点，其主要操作步骤如下。
将盘参数化为具有质量和转动惯量的参数节点。定
义每个单元节点，用节点位移表示单元中任意一点的
位移。当 1 个系统有 N 个节点时，元素为 N-1 个。节
点的广义位移为

q = [ V, W, B, Γ ]

得到与转子动力学相似的 4 个基本公式
ìλ m = λ ρ λ λ l
ïλ = λ λ λ
ρ
l
ï J
íλ = λ 1/2 λ -1/2 λ λ -2
E
ρ
d l
ï ω
ïλ = λ λ 4 λ -3
E d l
î k
p

（1）将连续模型离散化为有限数量的简单单元，

T

λ F λ 4d λ y λ ρ λ 4d λ y λ ρ λ 2d λ x λ y
ì
=
=
= λ ρ λ 2d λ e λ 2ω
ïreal:
λ 4x
λ 2x λ 2t
λ 2x λ 2t
ï
（7）
í
λ ω λ ρ λ 4d λ y
ï
2
2
= λρ λd λe λω
ïimaginary:
λ 2x λ t
î

（1）

2
d
2
d



（8）

为使双转子系统中的燃气发生器转子和动力涡
轮转子正确耦合，首先应保证模型双转子系统各阶固
有频率与原型转子系统的各阶固有频率比相同。
此外，对双转子系统必须在 2 个转子耦合的节点

式中：V 和 W 为节点的位移；B 和 Γ 为轴在节点处的

拥有相同的挠度。本文的双转子系统应在轴承共腔

转角[8-9]。

结构外传力框架处具有相同的挠度。偏心量相似比

（2）通过数学推导获得各单元的动能和势能表达
式，利用拉格朗日方程得到各单元的运动微分方程；

与其他参数相似比之间的关系为
-2
λ e= λ y = λ ρ λ 4lλ -1
E λ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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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m、l、x、y、z 为各种可变参数数量。

畸变模型的相似优化
在理想条件下，根据动力学相似理论建立的模型

转子在临界转速相似比和模态振型方面应与原型转

采用实值遗传算法优化转子的算法结构流程如
图 1 所示。

子完全相似。然而，这种相似模型在实际工程应用中
无法实现，因为在实际工作中总是因为标准件或加工
原因存在设计畸变。 因此，本文基于实值遗传算法
提出了 1 种优化模态参数（m, l, d, ρ, E）[12]的优化算法。
（1）模 态 振 型 置 信 度 MAC。 模 态 振 型 置 信 度

（Modal Assurance Criterion）是对 2 种模态振型一致性
的度量[13]，定义为 2 个模态振型的夹角余弦值的平方
MAC=

|{Ψ

pr

}H { Ψ mr } |

2

{ Ψ pr }H { Ψ pr } { Ψ mr }H { Ψ mr }

（10）

式中：ψ pr 为原型转子系统第 r 阶模态的振型；ψ mr 为模
型转子系统第 r 阶模态的模态向量。

多模态振型置信度 MCO（Coordinate Modal Assur⁃

ance Criterion）是模态保证准则的扩展，综合反映了
多阶模态的模态振型的总体一致性
MCO=

| N
|
|∑ Ψ pr Ψ mr |
|r=1
|

∑Ψ
N

r=1

pr

Ψ

∑Ψ

H
pr

2

（11）

N

r=1

pr

Ψ

H
mr

图1

遗传算法相似优化流程

（2）遗传算法优化。为了控制相似模型转子的相

在遗传算法中最关键的步骤是对个体的适应度

似质量，在相似模型的设计优化中引入了多岛遗传算

评价，构造合适的适应度函数能够确保算法能够筛选

法（Genetic Algorithm）。在本文中采用实数编码遗传
算法对转子参数值进行直接优化，无需将转子的实值
参数转换为浮点数，更加直观易于操作[14]。
通过多岛遗传算法进行相似度优化。首先，将带
有畸变的原始相似模型的所有可优化变量参数构造
成 1 个数组，作为初始个体，见式（12）。其次，通过对

初始个体中的参数进行上下浮动构造搜索空间并在
搜索空间中随机生成大量的转子模型，将随机生成的
转子模型分组处理形成几个初始种群。再次，对初始
种群中的 1 维转子模型批量进行有限元分析得到每
个转子对应的临界转速和模态振型，进一步计算适应
度。执行遗传算法标准的选择、交叉和变异操作，获

掉不合适的转子模型留下更为相似的转子模型。
为了保证相似模型与原始模型具有相同的转子
动力学特性，2 种模型的模态形状应高度相似。与单

转子系统的类似工作不同，为了保证双转子系统的适
当耦合，功率涡轮转子和气体发生器在任何时候都应
该处于相同的状态，意味着双转子的临界速度应该成
正比。因此，适应度函数应该至少是 MAC（或 MCO）和
临界速度的组合。计算结果表明：在考虑多阶振型
（大于 4）的情况下，利用 MCO 建立适应度函数的效果

不理想。原因是 MCO 包含了太多的阶次模态向量信

息，缺乏重点，经常存在某 1 阶模态的 MAC 较低而 MCO
较高的情况。因此，推荐 MAC 的适应度与临界速度的

取新一代的种群。重复这些过程以获得总体相似质

惩罚函数相结合，由不重要模态向重要模态依次进行

量更好的种群。最终选择最后一代种群中适应度（即

单阶优化。
为衡量临界转速与目标临界转速的偏差值，设计

相似质量）最好的个体。
individual=[L1…Ln|D1…Dm|k1…kl|M1…
Mx|Jp1…Jpy|Jd1…Jdz]

临界转速罚函数
（12）

P r = 1 - | Ω mr /Ω pr - S c | /S c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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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pr、Ω mr 分别为是原型、模型转子的第 r 阶临界
式中 ：

转速；Sc 为设计目标中的临界转速相似比。
结合 MAC 值和临界转速罚函数的的适应度值为
Fitr=Pr·MAC

（14）

为了提高优化算法的执行效率，本文采用了动态
代沟（筛选比例）的筛选策略。在开始以较高的淘汰
率来缩小搜索区域，然后以较低的淘汰率进行精细优
化。本文设计的代沟函数为

{

}

é n
ù
( 1 - Fit nr ) ú
GAP=max 1 + 2 × 1g ê∑
, 0.4
ê
ú
n
ë
û

轴承共腔结构模型。动力涡轮通过 5、6 号轴承连接

到共腔结构过渡段，燃气发生器通过 4 号轴承与共腔

结构过渡段连接。共腔结构过渡段可被视作支承在
一弹性支承系统上，该支承系统由 1 个径向弹性支承
和 1 个角向弹性支承以及对应的阻尼器组成。

本文设计目标转速相似比设置为 0.3，动力涡轮

尺寸相似比设置为 1.7。为方便比较模型转子和原型
转子之间的差别，相似模型转子的 1 维参数节点数与

原型转子保持一致。相似工作转速覆盖经相似比换
（15）

算后的原型转子的工作转速。
考虑到加工和材料性能，相似模型转子不能理想

式中：n 为单个世代所有种群中个体（模型转子）的数

地与原型转子相似。因此，通过相似原理直接得到的

量；Fit nr 为这一代模型群中个体的最高适应度。

转子模型需要经过可行化调整后才可加工。

在本文中，交叉算子设置为 0.7，变异算子设置

为 0.1，均保持不变。

3

转换为同重心位置处的规则转子盘。 其次，由于受

原型涡轴发动机是双转子系统，2 个转子旋转方

通轴。再次，弹性支承为防止失稳的刚度不能无限减

力涡轮转子是支撑在 1、2、5、6 号轴承上的悬臂转子，
燃气发生器是支撑在 3、4 号轴承上的简支转子。轴

承 4～6 安装在轴承共腔结构过渡段中。 燃气发生器
与动力涡轮通过轴承共腔结构耦合振动。

轴承共腔结构安装在柔性的涡轮导向器上，动力
涡轮转子和燃气发生器转子的振动耦合特性可以通
过调整共腔结构参数进行调整。
由于试验转子的燃气发生器采用空心电机驱动，
动力涡轮转子与燃气发生器无法保证相同的长度相
似比如（图 3）所示。为使空心电机有足够安装空间，
动力涡轮转子和燃气发生器上应采用不同的目标相
似度。

图2

4.1

首先，原型转子盘是不规则盘，在相似比例模型中被

原型转子和目标模型转子

向相同，结构如图 2 所示。转子系统有 6 个轴承。动

4

本文相似比例模型的畸变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原型发动机转子模型

加工条件限制，将原型转子动力涡轮的空心轴改为普
小。此外，还有因材料属性限制和封严件等小结构差
异造成的非人为畸变，将畸变设计于初始比例模型，
构造出原始的畸变模型。
此时，畸变模型的模态振型和原型转子的模态振
型产生了一定偏差，需要优化转子的振型和应变能参
数才能达到相似要求，本文采用遗传算法进行优化。
首先将待优化参数形成 1 个数组，并根据参数类

型给出上下界。 使用第 2 章中提到的遗传算法方案
对畸变模型进行优化，并对畸变模型转子与原型转子

之间的振型置信度进行优化，如图 4 所示。考虑前 4
种自激模态（前 2 阶动力涡轮转子模态和前 2 阶燃气

发生器转子自激模态），优化前后模型转子的振型置
信度至少增加了 14%。其中动力涡轮转子第 2 阶振

图3

相似目标模型

有限元建模和相似性设计
建模与相似性设计
由于后续的遗传算法优化步骤需要进行大量的

转子动力学分析，因此用 1 维有限元方法分析原型转

子的动力学特性。将原型转子的 3 维转子模型离散

为具有 79 个节点的 1 维模型。其中，动力涡轮转子有
38 个节点，燃气发生器转子有 36 个节点，其余节点为

图4

振型优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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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置信度值较低（93%）是因为该阶模态为动力涡轮
转子弯曲模态，在工程设计中动力涡轮刚度畸变较
1.0

4.2

结果与误差分析
分析原型转子和模型转子的振型，
各阶模态振型如

图5所示。左列为原型转子振型，
右列为模型转子振型。

relative displacement

大，给出的设计限制无法满足更高的振型相似度。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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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动力涡轮转子激励第 1 阶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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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动力涡轮转子激励第 2 阶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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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燃气发生器转子激励第 1 阶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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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燃气发生器转子激励第 2 阶振型
图 5 计算振型对比

从图中可见，相似模型转子的动力涡轮转子振型
与原型转子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燃气发生器转子振
型比原型转子更加平直，这是在加工时人工调整的。
在设计中仍然保证了轴承共腔结构内的 3 个轴承偏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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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率成比例，这意味着动 表 1 原型转子和模型转子
临界转速对比

力涡轮转子和燃气发生器
转子之间的耦合正确性得

阶

临界转速/（r/min）

到了保证。

次

原型

原型转子和模型转子
的临界转速见表 1。从表

中可见，相似模型转子的
临界转速相似比得到了良

1

模型转子 相似比

6374

1916

0.301

12599

3852

0.306

2

10388

4

19555

3

临界转速

3073
5574

0.296
0.285

好地控制。

图9

5

相似模型动力涡轮第 2 级盘处不平衡响应

结论
本文以一种轴承共腔结构双转子涡轴发动机为

在相同不平衡量作用下，相同结构的对转双转子
[15]

不平衡响应较同转双转子更为显著 ，这种响应差异

研究对象，开发了 1 套动力学相似设计和优化方法，
并用该方法建立了与该型发动机动力学相似的双转

主要来源于陀螺力矩的不同，相似转子的陀螺力矩也

子试验器模型。讨论了轴承共腔结构双转子系统在

是相似的。因此，本文仅讨论动力涡轮转子和燃气发

2 个转子具有不同相似比下的设计方法，通过保证挠

生器转子同转情形下的不平衡响应情况。模型转子
和原型转子在动力涡轮 2 个典型位置处的不平衡响

度的方法让双转子正确耦合。

以有限元算法和多岛遗传算法为基础建立了轴

应如图 6~9 所示。上方是原型的不平衡响应，下方是

承共腔结构双转子系统的相似设计方法，建立了基于

相似模型转子的不平衡响应。从图中可见，不平衡响

临界转速和振型置信度的相似质量衡量指标函数即

应峰值出现的转速值成比例。响应峰值高度和宽度

适应度函数。经轴承共腔结构发动机模型验证，采用

不同是因为 2 种模型的不平衡量和阻尼并未设置在

该方法优化后双转子系统的振型置信度 MAC 可以达

同一相似比上。

到 0.8 以上，临界转速相似比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该

方法理论上可以推广至其它转子系统的动力学相似
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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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流扩压器任意中弧线造型 3 维弯扭叶片设计
杨元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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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志强

1，2

，李

杜

1，2

，黄生勤

1

（1.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2. 中小型航空发动机叶轮机械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株洲 412002）
摘要：为了改善扩压器与叶轮之间的气动匹配，针对斜流/离心叶轮出口复杂的 3 维流动，以及扩压器叶片不同展向位置气动

负荷分布特征，提出基于任意中弧线造型的扩压器 3 维弯扭叶片设计方法。该方法在根据叶轮出口流场优化扩压器叶片攻角的

同时，通过对造型截面中弧线任意调整实现扩压器叶片载荷分布和局部流场细节的优化。以某高压比斜流压气机为平台，采用上
述方法完成了对其斜流扩压器的改进设计。3 维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与原方案相比，扩压器改进后斜流压气机设计点至近喘点范
围内效率提升约 0.3 个百分点，设计点流量基本不变，设计转速喘振裕度增大 1.0 个百分点，在设计点及近喘点状态下扩压器通道
流场均得到了改善，同时改进后扩压器的叶片数由 21 片减少至 19 片。

关键词：斜流扩压器；3 维弯扭叶片；数值模拟；任意中弧线；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41.06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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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Mixed-flow Diffuser 3D Skewed and Twisted Blade Based on Arbitrary Mean Camber Lines
YANG Yuan-ying1，2，AN Zhi-qiang1，2，LI Du1，2，HUANG Sheng-qin1
（1. 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Hunan 412002，China；2. Hunan Key Laboratory of Turbomachin⁃
ery on Small and Medium Aero-Engine，Zhuzhou Hunan 412002，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erodynamic matching between diffuser and impeller，a design method of diffuser 3D skewed and

twisted blade based on arbitrary mean camber lines was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complex 3D flow at the outlet of mixed-flow/centrifugal

impeller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erodynamic load distributions at the different spanwise positions of diffuser blade. The incidence angle
of the diffuser blade was optimized according to the flow from the impeller outlet，meanwhile，the aerodynamic load distributions of and the

detailed flow field was improved through arbitrary adjustment of the mean camber lines at the profile design sections. Based on a high pres⁃

sure mixed-flow compressor，the method was applied to improve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mixed-flow diffuser. The results of 3D nu⁃
merical simulation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scheme，the efficiency of the improved compressor from design point to near surge

point is increased by 0.3%，the flow rate at design point is basically unchanged，the surge margin at design speed is increased by 1.0% and

the flow field of diffuser channel at design point and near surge point is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the number of vanes is reduced from 21
to 19.

Key words：mixed-flow diffuser；3D skewed and twisted blade；numerical simulation；arbitrary mean camber line；aeroengine

0

重影响扩压器和叶轮的匹配及扩压器稳定工作范围，

引言

极大制约了更高负荷斜流/离心压气机性能提升的空

斜流/离心压气机受流道曲率变化、叶尖泄漏流
动等因素的影响，其内部二次流强度十分明显，会在
叶轮出口形成经典的“尾迹-射流”现象

[1-2]

间。因此，如何设计高性能的扩压器已经成为高负荷
斜流/离心压气机设计成败的关键。

，并使下游

传统的叶片式扩压器为直叶片形式，其优点是结

扩压器的进口条件恶化。随着斜流/离心压气机负荷

构简单，加工工艺好，成本低廉，缺点是对进口来流的

不断提高，该问题越发突出，高扭曲、高马赫数及高堵

适应性不佳，难以同时适应根尖来流。Bennett 等[6-8]

塞比的进口气流会使扩压器的性能急剧降低[3-5]，严

提出的管式扩压器能够更好地适应叶轮出口的复杂

收稿日期：2020-12-27
基金项目：湖南省科技创新人才计划科技领军人才项目（2020RC4035）资助
作者简介：杨元英（1984），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从事航空发动机压气机气动设计工作；E-mail：13357203370@163.com。
引用格式：杨元英，安志强，李杜，等 . 斜流扩压器任意中弧线造型 3 维弯扭叶片设计[J]. 航空发动机，2021，47（3）：23-28. YANG Yuanying，AN Zhiq⁃
iang，LI Du，et al. Design of mixed-flow diffuser 3D skewed and twisted blade based on arbitrary mean camber lines[J]. Aeroengine，2021，47（3）：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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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改善与叶轮的气动匹配；Grates 等[9-10] 通过对管

式扩压器的流动特点分析发现，其优良的气动性能主
要源自其大前掠前缘外形和自然形成的 3 维弯曲结

构特征，使得扩压器入口段及喉道位置流动得到明显
改善，同时也能减小叶轮与扩压器之间近机匣处的低
速回流区，但是管式扩压器普遍存在轴向出口气流周
向极不均匀、加工难度大、成本高、加工精度难以保证
等问题；Bammert 等[11-13] 对直叶片扩压器开展改型设
计时发现，扩压器叶片采用进口弯扭设计，前缘采用

带凹槽、三角形豁口等处理，可以获得较优的性能。
中国在扩压器 3 维弯扭叶片设计方面研究较少，仅基
于轴流压气机开展过类似的基础性研究[14-15]。

为了结合叶片式扩压器和管式扩压器设计的优
点，本文提出基于任意中弧线造型的扩压器 3 维弯扭

图2

叶片设计方法，采用该方法完成了对某高压比斜流压
气机扩压器的改进设计，并通过 3 维数值模拟对比分

析了 3 维弯扭叶片在压气机气动性能提升及流场改

θ=90°
rdθ

任意中弧线的扩压器叶片造型方法首先需要通过 1

i

r3

（如图 1 所示），以及扩压器子午流道，并通过 S2 流面

计算获得收敛的子午流线坐标，然后以子午流线对应

r
dθ

子午

维设计获得扩压器进/出口半径 r3 /r4、进/出口角 α1/α2

i

方向
（M
）

i+1

dr

与基于叶型特征参数的传统造型方法类似，基于

i+1

dx

流道

扩压器叶片任意中弧线造型方法

dm

1

r

r4

善方面的效果。

扩压器叶片任意中弧线造型流程

的回转面（S1 流面）作为造型截面，生成任意中弧线叶
型，进一步沿展向进行积叠形成 3 维叶片。

x

（a）子午视图

r

图3

（b）轴向视图

扩压器叶片任意中弧线造型几何参数

r4

弦长

α2

θ=0°

r4

子午

首先根据输入的子午流线数据（x i, j , r i, ）
（1）
j 按式

β

造型截面

得到子午方向数据 m i, j，并确立 m i, j 与 x i, j、r i, j 的数据关

d

r3

r2

r3

α1

系 ；然 后 根 据 输 入 的 叶 片 角 沿 相 对 弦 长 的 分 布
（dc i, j , β i, ）按
式（2）得 到 造 型 平 面 内（直 角 坐 标 系
j

（xm, ym）所在平面）中弧线 2 维坐标，根据输入的叶型
厚度沿相对弦长的分布（dc i, j , w i, ）
j 在中弧线法线方向

0

x

图1

扩压器叶片任意中弧线造型

扩压器叶片任意中弧线造型流程和造型几何参
数分别如图 2、3 所示。

叠加叶型厚度，并添加前、尾缘，获得造型平面上的 2
维叶型（xm i, j , ym i, ）
在此基础上，按式（3）获得叶型对
j ；

应的柱坐标（r i, j , θ i, j , x i, ）
进一步按式（4）得到笛卡尔
j ，

坐标叶型 3 维数据（x i, j , y i, j , z i, ）
最后将各造型截面叶
j ；
型沿展向进行 3 维积叠，获得扩压器 3 维叶片。

dm =

{

( dx ) + ( dr )
2

2

（1）

xm = m
d ( ym ) = tan β·d ( xm )

（2）

d ( ym ) rdθ
=
= tan β
d ( xm ) dm

（3）

{

y = r·sin θ

（4）

x = r·cos θ

2

（2）调整叶片负荷流向分布。控制叶根 40% 弦

长之前负荷基本不变，增大 40% 弦长之后负荷，减小

叶尖 50% 弦长之后负荷，并且在 80% 弦长之后采用
零加载设计。

（3）流场局部优化。根据扩压器内部流动的 3 维

计算情况，微调叶根 20%~80% 弦长范围的叶片角，控
制该区域扩压器，抑制附面层分离；微调叶尖 20% 弦

长之前叶片角分布，消除近喘点尖部叶栅通道进口段

扩压器弯扭叶片设计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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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面局部分离。

设计参数

改进前后扩压器叶片叶根、叶尖截面叶型对比如

采用上述方法对某高压比斜流压气机扩压器叶
片进行改进设计，该斜流压气机由斜流叶轮、斜流扩
压器、回流器构成，如图 4 所示。为了单独验证 3 维弯

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改进前、后扩压器叶片喉道
尺寸基本保持不变。

扭扩压器叶片设计方法在
斜流压气机设计中的应用

效果，在改进时扩压器流

PS

斜流扩压器
斜流叶轮

（a）叶根截面

片厚度保持原方案设计值

SS

（b）叶尖截面

黑线—改进前；红线—改进后。

不变。改进后，扩压器叶
至 19 片。

PS

回流器

道、进出口半径、扩压器叶

片 数 由 原 来 的 21 片 减 少

SS

图6
图4

为了消除扩压器叶片稠度减小后带来的尖部区

斜流压气机子午流道

将改进后的扩压器叶片角分布与改进前的叶片

扩压器改进前后叶型对比

域出口段吸力面流动分离，进行展向积叠时采用切向

根、中、尖角度分布进行对比（如图 5 所示）。原方案

弯 3 维设计（如图 7 所示），同时给出最终获得的扩压

地开展 3 维弯扭叶片设计。与原方案相比，扩压器叶

缘自然形成沿切向呈“C”型的弯曲外形，且扩压器进

扩压器叶片设计也采用任意中弧线造型，但并未彻底
片角主要做了以下调整改进：

Org
Opt

Shroud

相对叶高

Mean arc beta

65
60

Hub

55
50

口半径 r3 保持与改进前一致，即未改变扩压器无叶段
半径比 r3/ r4。

75
70

器 3 维叶片模型。通过叶片角调整，在扩压器叶片前

0

0.1

图5

0.2

0.3

0.4 0.5 0.6
Relative chord

0.7

0.8

0.9

1.0

（a）切向弯积叠线
图7

改进前后扩压器叶片角分布对比

（1）调整叶片负荷展向分布。增大根部负荷，减
小尖部负荷；叶根进口角增大 3°，出口角减小 2.5°；叶
中进、出口角均增大 1°左右；叶尖进口角减小 0.5°，出
口角增大 2.6°。

1.0
压力面
0.9
吸力面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0.2 0 0.2 0.4 0.6 0.8 1.0
切向弯角/（°）

2.2

原方案叶片模型
改进方案叶片模型

原方案叶片模型
改进方案叶片模型

（b）3 维模型

扩压器叶片 3 维积叠及模型

气动性能对比分析
采用 3 维数值模拟的方法对本文斜流压气机扩

压器改进效果进行数值评估与分析。采用 CFX13.0
单通道定常求解进行计算，其网格拓扑结构如图 8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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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斜流叶轮大叶片进口采用 J 型网格、小叶片进口

0.12%、效率偏低 0.6 个百分点，设计转速喘振裕度偏

定 0.25 mm 均匀间隙，间隙内采用非匹配 H 型网格；

率偏高 0.6 个百分点。各项性能参数与试验值的偏差

采用 H 型网格，叶片周围采用 O 型网格，叶轮叶尖给

扩压器进、出口均采用 J 型网格。各叶片排网格近壁

面第 1 层网格尺度为 0.005 mm，最小正交性大于 15°，

大 0.9 个百分点、峰值效率偏低 0.4 个百分点、喘点效
均在当前 3 维计算精度的可接受范围内。

扩压器改进前后斜流压气机设计转速 3 维计算

最大延展比小于 5。选用 k-e 湍流模型 1 阶差分格式

特性对比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与原方案相比，

片排间交接面采用基于“混合平面法”的周向平均守

变，设计点效率增大 0.3 个百分点，设计转速喘振裕度

进行求解，近壁面采用 scalable 壁面函数法封闭，各叶

采用 3 维扩压器后，斜流压气机设计点流量几乎没
增加 1.0 个百分点、近喘点压比略增大的同时效率提

恒方法（Stage）计算。

高 0.2 个百分点、扩压器与回流器工作点总压恢复系

数均有 0.3 个百分点的提升；在设计点到近喘点范围
内斜流压气机压比、效率、扩压器及回流器总压恢复
系数均有所增大。
原方案

改进方案

总压比

2%

（a）斜流叶轮
图8

设计点

（b）斜向扩压器

3 维计算网格拓扑结构

采用上述 3 维计算方法获得的斜流压气机原方

1%

案设计转速特性及与其试验结果的对比如图 9 所示。

换算流量

（a）斜流压气机流量-压比特性

从图中可见，3 维计算的斜流压气机设计点流量偏小

原方案

总压比

绝热效率

原方案 3 维计算
原方案试验结果

改进方案

0.5%

设计点

设计点

2%
1%

1%
换算流量

换算流量

（a）流量-压比特性

（b）斜流压气机流量-效率特性

0.5%
设计点

1%

扩压器总压恢复系数

原方案

改进方案

设计点

绝热效率

原方案 3 维计算
原方案试验结果

0.2%

1%

换算流量

（b）流量-效率特性
图9

3 维计算特性试验结果校验

换算流量

（c）斜流扩压器特性

原方案

改进方案

到了抑制，尖部截面通过切向弯设计控制了稠度减小
带来的流动恶化。因此，改进后扩压器出口气动堵塞

0.2%

大幅减少，使得下游回流器进口马赫数由改进前的
0.40 下降到改进后的 0.39，提升了回流器性能（图 10

（d））所示。

Ma

56

50

44

37

00
1.
94
0.
87
0.
81
0.
75
0.
69
0.
62
0.

0.

0.

0.

0.

31

25

19

12

06

1%

0.

0.

0.

0.

0.

0

设计点

回流器总压恢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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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算流量

（d）回流器特性
图 10

斜流压气机改进前后设计转速计算特性

扩压器改进前后斜流压气机相对转速 n=0.85~
1.00 范围内 3 维计算特性对比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

可见，改进后，斜流压气机非设计转速峰值效率均提

（b）改进后 5% 叶高
Ma

00
1.
95
0.
90
0.
85
0.
80
0.
75
0.
70
0.
65
0.
60
0.
55
0.
50
0.
45
0.
40
0.
35
0.

0.

0.

30

25

20

原方案

0.

升 0.3 个百分点以上，喘点压比略微增加。

（a）改进前 5% 叶高

改进方案
n=1.00

10%
总压比

n=0.95
n=0.90

（c）改进前 50% 叶高

n=0.85

Ma

61
55

49

44

38

33

27

21

16

10

00
1.
94
0.
89
0.
83
0.
78
0.
72
0.
66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换算流量

（d）改进后 50% 叶高

（a）流量-压比特性
原方案

改进方案

绝热效率

1.0%

（e）改进前 95% 叶高
图 12

n=0.85

n=0.90

n=1.00

n=0.95

换算流量

5%

（b）流量-效率特性
图 11

斜流压气机改进前后非设计转速计算特性

（f）改进后 95% 叶高

改进前后扩压器设计点马赫数

进一步对比改进前后斜流压气机近喘点扩压器
叶片通道根、中、尖截面马赫数分布如图 13 所示。与

原方案相比（图 5），由于改进后扩压器根部进口负攻
角增大 3°，
尖部截面扩压器喉道面积减小，
使得在近喘
点时扩压器根部和尖部截面流动明显改善，有效抑制

2.3

3 维流场分析

Ma

00
1.
94
0.
87
0.
81
0.
75
0.
69
0.
62
0.
56
0.
50
0.
44
0.
37
0.
31
0.
25
0.
19
0.
12
0.
06
0.

0

改进前后斜流压气机设计点扩压器叶片通道根、
中、尖截面马赫数分布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见，即

使扩压器叶片稠度减小，采用 3 维弯扭叶片改进设计
的扩压器通道流动也有明显改善。与原方案相比，改

进后扩压器根部截面 20% 弦长之后的压力面流动分
离消除，中部截面 50% 弦长左右的附面层增厚也得

（a）改进前 5% 叶高

（b）改进后 5% 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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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centrifugal compressor vaneless diffuser width [J].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3，27（4）：1011-1020.

[4] Gravdahl J T，Egeland O. Compressor surge and rotating stall[M]. Lon⁃
don：Springer，1999：143-176.

[5] 柳阳威，刘宝杰 . 离心叶轮和扩压器相互作用[J]. 航空动力学报，
2009，24（12）：2695-2702.

（c）改进前 50% 叶高

（d）改进后 50% 叶高
Ma

LIU Yangwei，LIU Baojie.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impeller-diffuser

interaction in a centrifugal compressor[J].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1.

0.

0.

0.

00

94

87

81

75

56

50

44

37

31

25

19

12

06

69
6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09，24（12）：2695-2702.（in Chinese）

[6] Bennett I，Tourlidakis A，Elder R L.The design and analysis of pipe dif⁃
fusers for centrifugal compressors[J].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Part A：Journal of Power and Energy，2000，214

（1）：87-96.

[7] Kunte R，Jeschke P，Smythe C.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a truncat⁃

（e）改进前 95% 叶高
图 13

（f）改进后 95% 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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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扩压器根部与尖部截面叶片表面附面层的发展；但
扩压器中部截面由于稠度和进口负攻角略微减小，吸
力面 40% 弦长附近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附面层增厚。

3

结论
本文采用基于任意中弧线造型的斜流扩压器 3

维弯扭叶片设计方法，优化了某高压比斜流压气机扩
压器叶片展向及流向负荷分布，扩压器叶片数也由优

化前的 21 片减少至 19 片，实现了斜流压气机气动性
能提升及流动改善。通过对 3 维数值计算结果的分
析得到如下结论：

（1）采用 3 维弯扭扩压器叶片后，斜流压气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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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压器根部流动，基本消除扩压器根部压力面附面层

分离，同时较大程度地抑制了扩压通道后半段附面层
增厚，提升扩压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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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燃烧室设计研发体系
索建秦，梁红侠，黎

明，金如山

（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072）
摘要：针对国内设计体系建设和完善的迫切需要，提出了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全寿命周期的设计研发体系。将燃烧室设计研发
分为 5 个阶段：概念性预先研究阶段、方案论证选择阶段、技术研发阶段、发动机型号研发阶段和售后服务及改进阶段。叙述了每
个阶段的主要任务，说明了燃烧室研发特点，尤其是强调燃烧室研发要以试验研究工作为主，仿真无法替代试验。对比分析了先
进燃烧室与传统燃烧室在设计和研发上的差异，最显著的是燃烧组织不同，导致燃烧试验方面的不同，尤其要重视单头部单管燃
烧室试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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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Development System of Aeroengine Combustor
SUO Jian-qin，LIANG Hong-xia，LI Ming，JIN Ru-shan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Abstract：In view of the urgent need of the domestic desig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ion，the whole life cycl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system of aeroengine combustor was put forward.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combustion chamber were divided into five

stages：conceptional preliminary research，determination of design configuration，technology development，engine combustor development，post-sales service and improvements. The main tasks of each stage were describ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bustor

development were explained，especially the combustor development should be based on test research，and simulation could not replace

the tes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dvanced combustor and the traditional combustor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mo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that the combustion structure was different，which led to the difference of combustion test，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single flame tube combustor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Key words：combustor；aeroengine；gas turbine；design system；develop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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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航空发动机被比喻为飞机的“心脏”，而燃烧室可
[1]

以说是“心脏”的“心脏” 。燃烧室的作用是将化学
能（燃油加空气）转化为燃烧产物和剩余的未燃空气
[2]

的热能（温度升高） ，燃烧室接受压气机流出的高压
空气，并与燃油燃烧产生热能，为涡轮提供均匀混合
的高温燃气，由涡轮输出驱动压气机工作所需的功
率，这就决定了燃烧室是发动机的“心脏”，也就是飞
机“心脏”的“心脏”。
目前，航空发动机燃烧室朝着军用高油气比燃
[3]

烧室和民用低污染燃烧室方向发展 。在军用燃烧

室方面，美国 F135 涡扇发动机（装备 F35 战斗机）的

燃烧室油气比达到 0.046，而美国下一步研发的燃烧
室油气比要达到 0.062。在民用燃烧室方面，GE 公司
研 制 的 双 环 预 混 旋 流 器（Twin Annular Premixing

Swirler,TAPS）燃烧室具有很低的污染物排放水平，
TAPS Ⅰ（用 于 GENX 发 动 机 ，装 备 B - 787 飞 机）和

TAPS Ⅱ（用于 Leap-1A、Leap-1B 和 Leap-1C 发动机，
装备 A320neo、B737Max 和 C919 飞机）的 NOx 排放分

别比 CAEP6 标准低 36% 和 50%，近期取得适航证的
TAPS Ⅲ（用 于 GE9X 发 动 机 ，装 备 B777X 飞 机）的
NOx 排放要求比 CAEP6 标准低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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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衍生燃气轮机燃烧室的发展方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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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修改的过程，
就是研发，
实际上主要是
“发”
，
即发展。

是低污染，要求在换算为 15% 氧浓度（质量分数）时，

可以说，
航空燃烧室的设计总是与研发密不可分的，
连

的每一工况点，天然气燃料的 NOx 排放要低于 25×

2.2

机燃烧室，NOx 排放要低于 60×10 ，CO 排放要低于

发、油气混合、化学反应、化学平衡、化学动力学、传热

求 是 长 寿 命 ，要 求 第 1 次 大 修 前 的 寿 命 为 3000～

有待于解决，
因此在现阶段燃烧室的研发以试验为主。

中国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的设计研发起步较

计 算 流 体 力 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在 50%~100% 工况内（以后可能会要求 25%~100%）
10 ，CO 排放要低于 50×10 ；对柴油为燃料的燃气轮
-6

起来叫设计研发，
新一代的先进燃烧室尤其如此。

-6

-6

燃烧室的研发以试验为主
燃烧室中的燃烧过程涉及湍流、液滴破碎和蒸

100×10 。燃气轮机燃烧室的另外一个主要要求要

学等诸多学科，这些学科本身仍然有大量的科学问题

10000 h。

2.3

晚、发展较慢，其燃烧室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较大。

CFD）在风扇和压气机的设计研发过程中可起到关键

-6

近年来国内逐步开展先进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燃
烧室的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目前燃烧室设计研发体

性作用。在西方航空发达国家，已有成熟的 3 维叶轮
机系统设计方法。

在燃烧室的设计研发中，以前是利用 CFD 对试

系还在建设完善中。本文作者基于在国内外大学和
某国际知名发动机公司从事航空发动机燃烧室领域

CFD 在燃烧室研发中的作用

验结果理解判断，并且在开始设计研发前辅助初步方

的教学、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和试验研究工作 60 多年

案筛选。近年来 CFD 技术在燃烧室方面应用取得了

1

蒸发、化学反应、化学平衡、化学动力学、传热学等数

的经验，提出燃烧室设计与研发体系。

燃烧室研发体系
燃烧室设计研发全过程如图 1 所示。图中描述

了燃烧室从概念预先研究到售后服务的全寿命周期

长足进展，只是由于燃烧室现有的湍流、液滴破碎和
学模型与试验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出入，需要对其进

行校核后才能应用于燃烧室的 CFD 计算中，因此 CFD
在燃烧室中的应用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内的研发过程，适用于各种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燃

燃烧室研发以试验为主，数值仿真为辅。数值仿

烧室的研发工作，亦可供其它部件和整机研制参考。

真可以节约研究经费和缩短研发周期，并可帮助研发

1A

概念
预先研究

2

方案选择
设计研究

3

技术研
发验证
机计划

要求
循环参数

4

5

型号研发

要求

气动热力
设计

初步设计研发

循环参数

延长寿命
降低成本

详细设计研发

详细设计

新一代发
动机概念
预先研究

修理

初步设计
试验研发
技术

1B

售后服务

改进工艺

机械设计

新的一轮
又开始（并
非等前一
轮完全完
成之后才
开始）

设计改进
寿命预估

重量估算

成本估算

工艺设计

试验研发

产品设计
配套设计

信息反馈

地面试车
发动机定
型试车
定型技术文件
飞行试验
投产

图1

2
2.1

仿真的区别。在燃烧室数值仿真中，由于燃油喷射模
型、湍流模型和燃烧模型等尚不能与试验结果很好地
进行计算，这样得出的结果可以很好地与试验结果吻

设计冻结
（定型）

技术定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燃烧室数值仿真与燃烧数值

吻合，可以用试验结果代替这些模型（比如液滴分布）

使用中
问题

试验研发
验证机
或验证
燃烧室

人员理解和解释研究结果，
但数值仿真不可替代试验。

燃烧室设计研发全过程

燃烧室研发特点
燃烧室设计与研发密不可分

合。也就是说，CFD 要与试验密切结合。

在国内，由于前期的试验数据严重不足，在现阶

段不但不能减少试验，还要增加试验，为研发体系提
供基础数据支撑。
2.4

燃烧室设计研发的综合性
燃烧室的设计研发涉及各门学科。既有物理学

科，如热力学、物理化学、传热学、流体力学和空气动
力学，也有化学学科，如化学动力学；不仅涉及基础学

燃烧室设计后必须试验和修改设计，而且还不止

科，还涉及机械设计、强度、应力分析、材料选择，有质

一次。一个很有水平和经验的燃烧室设计者，如果能

量分析和成本考量，更有工艺、装配和试验，还离不开

够适当地（不是彻底地大改）改动 3 次就可以过关，使

维修和寿命等问题。

设计定型，那就很不错了。这个试验-修改-再试验-

总之，燃烧室设计研发综合性很强，绝非只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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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础研究就能搞好。需要良好的研发体系和完善

的。这就是说，每家公司都应坚持走自己的技术路

的配套。也正是由于设计研发的要求是多方面的，设

线，而不去抄袭或模仿。

计研发必然需要平衡折中，但根据用途不同，可以有

3

所侧重。
2.5

从技术发展来看，燃烧室设计研发分为 5 个阶

燃烧室设计研发发展迅速
燃烧室设计研发的迅速发展是由发动机的迅速

发展所决定的。回顾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燃烧室的发

燃烧室研发阶段划分

段：概念预先研究、方案选择、技术研发、型号研发和
售后服务阶段。

展经历了单管燃烧室、环管燃烧室到环形燃烧室，再

3.1

到今天的短环形燃烧室。燃烧室进口压力从 10 个大

气压以下到 20 个大气压，再到 30 个大气压，现在能到

务是依据飞机和发动机的设计要求，根据目前现有的

室油气比从 0.02 以下到 0.03 再到 0.046，下一步可以

围内取得突破的先进技术，制定技术路线和初步的设

概念预先研究阶段
概念预先研究属于预先研究的范围，其主要任

60 个大气压，下一步可以提高到 70 个大气压。燃烧

技术水平和能力，结合正在研发的可在适当的时间范

超过 0.060。总的来说，现在已由常规燃烧室进展到

计方案。举 2 个例子说明。

的军用燃烧室。说明如果现在还在仿制几十年前的

研究，从基本概念知道若要控制燃烧温度，有贫燃和

以低污染为代表的民用燃烧室和以高油气比为代表
低压比、技术落后的燃烧室，那么由于研发资金、人力
都是有限的，无疑就“自甘落后”了。更重要的是如果
永远下不了决心走上自主设计研发的艰苦之路，也就
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2.6

先进燃烧室的特点

（1）在 30 多年前开始进行的航空低污染燃烧的

富燃 2 种可能，也知道贫油预蒸发、预混合是 1 条正确

的研发道路，于是就开始研制预蒸发的混合器，这就
是预先研究，是试探性的。当时 2 家大发动机公司都

研制很长的混合器（150 mm），结果都因自燃而烧坏。
这项预研工作以失败告终，使人们认识到自燃问题是

从设计研发的角度看，用于先进燃烧室燃烧的空

障碍，于是开展对自燃的预先研究，这时的自燃研究

气质量分数大大增加，因而其燃烧组织的设计也大不

脱离了发动机循环参数，并不是针对某类发动机，而

相同。大量的燃烧空气从燃烧室头部进入，不需要再

是研究问题，属于科学研究的范围，只有把问题研究

由主燃孔进气，于是火焰筒上可以没有主燃孔。现在

清楚后才能考虑怎么研究防止自燃的技术。
（2）在 GE 公司开展的高油气比燃烧室预研中，曾

仍然有设计者想用常规的方法来设计先进燃烧室，均
未成功。而先进燃烧室头部进入的大量空气也会带

提到发展高油气比燃烧室存在慢车贫油熄火等基本

来一系列燃烧上的问题，其主要设计研发上的特点就

问题，但提出了几个方案都没能解决，说明预先研究

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还有其它问题，例如冷

中失败的可能性很大。

却、冒烟、进口高马赫数带来总压损失增大等问题。

3.2

方案选择设计研究阶段
方案选择设计研究阶段仍然属于预先研究范围，

但最主要的特点是头部空气质量分数大量增加，造成
燃烧组织上与常规燃烧室不同。应当说明，先进燃烧

但这一阶段主要研究的是方案，要选择设计研究的大

室也是从常规燃烧室发展过来的，常规燃烧室上很多

方案，为开展技术研发验证机计划做准备。

成功的措施、方法和经验仍然是有参考价值的。

3.3

2.7

燃烧室设计要立足于自主
长期以来，中国的发动机及燃烧室走的是买、抄、

技术研发阶段
研发阶段就是开展技术研发验证机计划阶段，可

以作为发动机的验证机计划中的燃烧室部分，也可以

仿的路线，一直未建立自主的研发体系。在技术方

进行独立的先进燃烧室的技术研发，纵向地往下则进

面，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走上自主研发的正确道路，

入初步设计。先进燃烧室的初步设计研发包括单模

依然是步别人之后尘。
举一实例：RR 公司有著名的三转子发动机技术，

其它公司就不去模仿该技术，如 PW 公司就走齿轮传

动的技术路线，其实这 2 种路线是为解决同一问题

（单喷嘴）的单管燃烧室试验研发，所以这里的试验研
发技术指单管燃烧室的试验研发。单管燃烧室初步
设计研发通过后，进入详细设计研发，主要是全环形
燃烧室的详细设计研发，在试验设备能力不足或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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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考虑时，
可以在全环形燃
烧室研发之前（或同时）进
行扇形段燃烧室的试验研
发（TRL4[4]），
如图 2 所示。

单管燃烧室试验
研发（TRL3）

扇形燃烧室试验
研发（TRL4）

生振荡燃烧故障这一拦路虎。在做了一些改进措施
没有效果后，就在燃烧室头部机匣位置安装了 23 根

长短不一的直径为 2.54 cm 的 Helmholtz1/4 波长防振
管。尽管很难看，但也就“凑合”过去了。

最典型的就是试验设

备无法实现环形燃烧室的
100% 工 况 试 验 ，而 改 用
90°扇形燃烧室来实现，重
点考核出口温度分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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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时间紧，在型号研发时试验件常常不是只加
全环燃烧室试验
研发（TRL5）

工 1 件，因为如果 1 个试验件在试验中损坏，重新加工

试验件，要消耗很多时间；或者至少把重要的组件事
先准备好，例如燃烧室的燃油喷嘴和空气旋流器，虽

发动机验证研发
（TRL5）

括热点指标及径向温度分
布。对低污染燃烧室，用

图2

然一些组件可能用不上而浪费，但从时间上来讲是划
算的。具体说，在单模(单喷嘴)的单管燃烧室上，要

燃烧室技术研发过程

准备好各种流量数的喷嘴。因为临时去订货经常要

扇形段燃烧室 100% 工况试验考察大工况的排放，看

等几周时间，就是有现货也要等 1 周以上。

考察壁温，因为单管燃烧室试验在冷却上与全环形燃

机上使用的一致(除了单件和批生产差别之外)。即

烧室有较大的差别，所以重点在全环形试验，有降压

使这样，也必然会有很多配套问题，包括紧固件、管接

力试验或降工况试验。全环形燃烧室试验通过后技

头等，必须仔细考虑。

是否与单管试验结果有出入；对高油气比燃烧室，要

术成熟度就达到了 5 级（TRL5）。如果是发动机验证

产品研发中所用的材料、工艺应尽量与以后发动

在型号研制阶段，主要设计者不能只考虑到燃烧

机研发，那还需进行装上发动机的燃烧室试验验证

组织、油气匹配这样的大问题而忽略“小”问题，在试

（TRL6）；
而技术研发计划就到此为止，
称为技术定型。

验台上哪怕是少 1 个螺帽也会延误进度。在型号研

3.4

型号研发阶段

发成功后，会遇到处理大量技术文件的琐事，设计研

在型号研发阶段需要根据其他阶段的研究结果

发人员不喜欢这些琐事，但这又是完成型号研发必不

实施型号研发计划。其他阶段的研究结果主要包括：

可少的。

通过方案选择设计研究确定的总方案、在技术研发阶

3.5

售后服务阶段

段得到技术定型的结果、在售后服务和使用中问题的

在投产之后进入售后服务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设

信息反馈、总体部门和性能部门的要求(比技术研发

计方面仍需不断地改进，特别是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应

计划中的要求详细，除性能、工作外必须包括使用、维

及时反馈，这对设计人员非常有帮助。例如某型号燃

修、寿命、成本、质量等要求)和循环参数等。

烧室的环形火焰筒的环高太低，研究人员曾明确指出

型号研发是研发可以实用和销售的产品，原则上

以后会有问题，但因为怕麻烦没有改动，结果在使用

是不允许失败的。曾经有过因为 1 个发动机型号研

中发现油雾碰到火焰筒壁，以致寿命只达预期的一

发不成功而导致发动机公司破产的先例，由于型号研

半，这样就不得不改动了。由于火焰筒大改，或者喷

发时已经与飞机公司(或民航公司)或军方签了合同，

嘴大改，都要重新定型试车，由此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时间很紧，必须按部就班往前走，一旦出现大问题时，

3.6

技术研发与型号研制的关系

往往不可能仔细研究后再制订解决措施。这时只要

技术研发就是要掌握技术，为型号研制奠定基

能过得去(使用单位同意)，往往“凑合”一下，可以说

础，这样型号研发才有把握。但技术研发与型号研发

在那时“凑合”是必然

又有所不同：型号研发需解决很多工程性问题，而技

振荡燃烧
阻尼管前安装
燃料 定位锁 外机匣

的选择，而且一旦“凑
合”过去，以后再也不
会去大改。这方面最
广为人知的例子是
LM6000 型 号（如 图 3
所示），在研发后期发

扩压器

预混模

图3

外环腔分流板
（加强对流冷却）
外排
预混模
高压涡轮
中排 隔热屏 导向叶片
预混模
内排
预混模 内环腔分流板
（加强对流冷却）

LM6000 燃烧室结构

术研发不太考虑寿命问题和工程问题。二者最大的
区别是技术研发掌握技术，而型号研发要交付产品。
技术研发是独立于型号而存在的，不依附于型号
研发，而是为型号服务。在发动机公司的整个研究队
伍中，应当有一定数量的技术人员从事技术研发。技
术研发告一段落后，就可以进入型号研发阶段；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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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成功后，又可以转回来开展技术研发，剩下的一

没有掺混孔。由于燃烧空气全部由头部进入，所以燃

部分开始新的型号研制。

烧区的空气动力学完全由头部进气所决定。与前 2

没有技术研发就没有技术储备，没有技术储备型
号研发就很被动。只有通过预研的可行性认证，历经
技术研发阶段，掌握技术以后才能应用到实际的发动
机型号上。一旦型号研发成功，新技术就固定和稳定
下来；只有技术研发而没有型号研发，则这项技术就
没有固定下来。以后可能又开展新的技术研发计划，
也可能暂时没有技术研发的计划，这就是技术研发与
型号研制的关系。

4

先进航空发动机燃烧室与传统燃烧室设计

和研发的差异

代燃烧室只有 1 个燃烧区不同，第 3 代燃烧室有副油
燃烧区和主油燃烧区 2 个燃烧区。第 3 代燃烧室可以
采用预混、预蒸发、预混和、直接混合的燃烧设计，也
可以采用其中几种组合设计。对第 3 代燃烧室，总的

来说扩散燃烧不占主导地位，空气动力学一般设计为
低 旋 流 。 对 贫 油 预 混 合 预 蒸 发（Lean Premixed Pre⁃
vaporized，LPP）低污染燃烧室来说，要特别注意燃烧

不稳定性问题。对其它方案，要设计为火焰脱开头部
（底板）一小段距离，这对头部冷却有益处。第 3 代燃

烧室仍有中心回流区，由副模空气形成，其大小比前

新一代先进航空发动机燃烧技术不断发展，先进

2 代的小。第 3 代燃烧室冷却采用发散小孔冷却，多

航空发动机燃烧室与传统燃烧室相比，设计和研发差

经不占主导，取而代之的是副油路喷嘴采用单油路的

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离心压力雾化喷嘴，主油路喷嘴采用横向气流直射喷

4.1

燃烧室划代
新一代先进燃烧室以高油气比军用燃烧室和低

污染燃烧室为代表。在先进燃烧室出现之前，出现过
2 代燃烧室，现在的先进燃烧室可以称作第 3 代。第 1
代燃烧室大致出现于 20 世纪 40～70 年代，其压比约
为 10，采用空气动力学扩压器、双油路离心压力雾化

层孔板和瓦块式已被淘汰。成膜式空气雾化喷嘴已

嘴。扩压器仍然与第 2 代燃烧室的相同，这方面还没

有重大变化。西北工业大学的燃烧团队研发的空气
分配器式的燃烧室结构如图 4 所示。该燃烧室有效
果，但还没有结论性的成果。把扩压器的功用以及头
部上游、火焰筒上游，从
扩压器到火焰筒之间的

喷嘴或双油路喷嘴，其燃烧区为富油燃烧区，冷却设

上方流场的空气分配的

计为波纹板冷却带，火焰筒上有主燃孔，通过主燃孔

作用结合起来，基本概念

进入的空气与燃烧室头部进入的空气共同形成 1 个
大的回流区，有掺混孔，主要形式是环管燃烧室。其
典型的代表有中国的 WP6 发动机燃烧室和美国的
J79 发 动 机 燃 烧 室 。 第 2 代 燃 烧 室 出 现 于 20 世 纪

模拟喷油杆
分配器式扩压器
进口

冷却空气孔
火焰筒

扩压器出口挡板
出口
火焰筒头部燃烧室壳体槽

是正确，但还有待进一步 图 4 空气分配器式扩压器[5]
研发。
4.2

燃烧组织方式的差异
先进燃烧室的设计研发是从常规燃烧室的演变

70～90 年代末，其典型的压比约为 20，采用短突扩扩

过来的，常规燃烧室和先进燃烧室的结构如图 5、6 所

恰当比，冷却设计为机械加工的冷却环带。主要形式

烧室还是高油气比燃烧室都需要明显增大燃烧空气

压器和成膜式空气雾化喷嘴，主燃区设计为接近化学
是短环型燃烧室，燃烧主要是扩散燃烧，典型代表有
RB-211 发动机燃烧室和 CFM-56 发动机燃烧室。当

今先进燃烧室为第 3 代燃烧室，其发展始于 21 世纪

初，其压比大于 30。第 3 代燃烧室分为低污染燃烧室

（前 2 代没有）和高油气比燃烧室，在高油气比燃烧室

前有常规燃烧室向高油气比过渡的燃烧室，如 F-119

示。其主要变化由 1 种因素引起，即无论是低污染燃
的质量分数，尽管二者的目的和意义并不一样。对于

低污染燃烧室来说，增大燃烧空气质量分数是通过降
低大工况下燃烧区的温度来降低 NOx；而对于高油气

比燃烧室来说，增大燃烧空气质量分数是不希望在
100% 工况下出现富燃和冒烟的状况，是为了控制冒
烟。这一因素给燃烧室设计带来一系列变化，也带来

发动机燃烧室（油气比为 0.038）。需要说明的是现有

试验研发方面的变化：
（1）不再有主燃孔；
（2）火焰筒

燃烧室中仍有不是低污染或油气比较低的燃烧室。

头部高度增加；
（3）燃烧区分为主模燃烧区和副模燃

第 3 代燃烧室的头部进气占了整个燃烧空气很大的

烧区；
（4）副油路采用单油路离心喷嘴；
（5）主油路采

比例，燃烧空气全部由头部进入；没有主燃孔，也可以

用直孔喷射；
（6）火焰筒壁面最好采用发散冷却方式；

34

（7）副模采用弱旋流设计；
（8）高进口马赫数可能采用
空气分配器式扩压器。
供油杆 喷嘴

主燃孔

掺混孔

扩压器
旋流器
机匣火焰筒 冷却槽

图5

4.3

常规燃烧室结构

能“算”出来，更绝对不可“抄”来或“买”来。
（2）在燃烧室研发各阶段中，技术研发阶段尤为

掺混孔

供油杆

主模燃烧区
副模燃烧区 掺混区

主燃区 二次区 掺混区

主模燃烧区
扩压器
喷嘴模
机匣 火焰筒 发散小孔

图6

先进燃烧室结构

燃烧室试验的差异
先进燃烧室在设计方面的变化导致其在试验研

发上也有很大不同。由于先进燃烧室的燃烧空气全
部由头部进入，没有主燃孔，燃烧区的空气动力学完
全由头部的空气模确定。这样在试验和研发时，单头
部燃烧室试验的重要性大大提高，燃烧室的基本性能
问题都可以在单管燃烧室上研究并得以解决。这样
就涉及到初步设计的定义和研发的内容有所改变，在
初步设计阶段，在单头部燃烧室上基本的燃烧问题都
得以解决，然后才进入详细设计阶段和全环燃烧室设
计阶段。单头部燃烧室重要性大大增加，这是燃烧室
试验研发上的重大变化。在过去仿制过程中不需要
从单头部燃烧室开始，对单头部燃烧室在先进燃烧室
设计中的重要性认识远远不足。总之先进燃烧室的
设计与研发完全进入了 1 个新阶段，设计研发者和管
理者需要要有新的理念、思路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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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关于先进燃烧室的设计研发有以下几点总结：
（1）燃烧室是“试”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也不

重要，只有完全掌握技术才能开始型号研究。
（3）先进燃气轮机燃烧室与传统燃烧室相比，无
论是燃烧组织方式还是燃烧室试验都有很大差异，单
头部燃烧室的重要性显著提升，设计研发者要有新的
理念、思路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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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流阻特性数据处理的燃烧室头部估算修正法
邹

运，万

斌，程

明，徐宝龙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获得燃烧室真实工作状态下的流阻特性，在工程实践中，根据现有的燃烧室流阻特性测试手段与试验处理方法，提
出一种新的燃烧室流阻特性试验数据处理方法—头部估算修正法。以高温升燃烧室全环试验件冷态流场的试验结果为基础，完
成头部估算修正法与现有试验处理方法关于扩压器、火焰筒及燃烧室总压损失系数与燃烧室进口马赫数的关系表达式的对比。
将设计点与理论设计值进行比较，结果表明：采用直接处理法评估的燃烧室流阻特性结果过于保守；涡轮引气修正法可用来评价
燃烧室总压损失，但用于评价扩压器与火焰筒总压损失并不理想；头部估算修正法相比于现有试验数据处理方法更适用于评估燃
烧室的流阻特性，为燃烧室的设计与试验数据处理提供了技术支持。
关键词：流阻特性；数据处理；燃烧室；压力损失；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1.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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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 Estimation Correction Method of Combustor Based on Flow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Data Processing
ZOU Yun，WAN Bin，CHENG Ming，XU Bao-long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obtain the flow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bustor in the real working state，in engineering practice，a

new data processing method of the flow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bustor-head estimate correction method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existing test method of the flow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est processing method of the combustor. Based on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test piece cold flow field of the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head estimate correction method and the

existing test processing metho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user，flame tube，total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 and the combustor inlet

Mach number was completed. Comparing the design point with the theoretical design value，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low resistance charac⁃
teristics of combustor evaluated by direct processing method are too conservative. Turbine bleed correction method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total pressure loss of combustor，but it is not ideal to evaluate the total pressure loss of diffuser and flame tube. Compared with the exist⁃
ing test data processing method，the head estimate correction method is more suitable for evaluating the flow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bustor，which can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design and test data processing of the combustor.
Key words：flow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data processing；combustor；pressure loss；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而作为航空发动机

核心机 3 大部件之一的燃烧室，则是“心脏”中的“心
[1]

脏” 。其主要作用是将燃油和空气的化学能通过燃
烧转化为燃烧产物和剩余的未燃空气的热能，使得压
气机流出的高压空气总能量增加，为涡轮输出驱动压
气机工作以及航空发动机推力所需的功率提供能量
[2]

源泉 。发动机对燃烧室性能的基本要求是燃烧效

率高、压力损失小、污染排放低、出口温度场品质好、
点火与熄火性能好等。其中，燃烧室总压损失也称流
阻特性 ，主要影响发动机单位燃油消耗率（Specific
Fuel Consumption，SFC），总压损失增大 1%，SFC 增大

0.5% 以上。燃烧室总压损失主要可分为扩压器的总
压损失与火焰筒的总压损失 2 部分，其中火焰筒总压
损失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空气射流的穿透、湍流掺

混、油气混合，有助于燃烧性能的提升，属于有用的总

收稿日期：2019-08-28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邹运（1988），男，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设计工作；E-mail：317368827@qq.com。
引用格式：邹运，万斌，程明，等 . 基于流阻特性数据处理的燃烧室头部估算修正法[J]. 航空发动机，2021，47（3）：35-39. ZOU Yun，WAN Bin，CHENG
Ming，
et al. Head estimation correction method of combustor based on flow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data processing[J]. Aeroengine，
2021，
47（3）：
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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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损失，而扩压器损失对火焰筒内的物理与化学反应
并无直接影响，属于无用的总压损失

[3-5]

。无论哪部

分总压损失都是保证燃烧室功能过程中无法避免的，

进口及内、外环腔布置静压测点（各 5 点），并同时测

量出口总压，测点数共计 20 个，测点位置如图 1 所示。
试验件进口

因此，在燃烧室设计中，设计者总是相对地增加火焰

测量段

筒总压损失在燃烧室总压损失中所占的比重。
薛鑫等[6-7] 研究了火焰筒压力损失对点火特性、
贫油熄火特性以及燃烧效率的影响；Fishenden 等 研

静压测点

图1

[8]

试验测点位置

究了扩压器对环形燃烧室特性影响；Mandal 等[9] 对多

1.2

Kato 等[11]、Taher 等[12] 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压力损失对

气由回热器和电加温器间接加温，空气流量采用孔板

燃烧特性的影响；赵聪聪等 探索研究了一种新型的

流量计测量。测量过程为不间断持续测量，通过对所

扩压器结构形式提高燃烧室性能。虽然中国学者，在

有测得的试验数据进行筛选，并将所有满足要求的数

燃烧室流阻特性对燃烧室性能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据再进行算术平均，获得了燃烧室进出口总压与内外

但大多基于简单的物理模型，着眼于如何提升燃烧室

环腔静压，试验结果见表 1。

级突扩扩压器扩压性能开展了数值研究；Sujith 等 、
[10]

[13]

综合性能，关于结合工程实践的研究工作涉及较少。

在高温升燃烧室全环试验件进行试验时，进口空

表1

而且受现有试验测试手段与试验台结构能力的限制，
在进行燃烧室流阻损失试验过程中无法模拟涡轮冷

序号

却引气，会导致试验获得的流阻特性与真实情况存在

1
2
3
4
5
6
7

一定的偏差。
本文根据在现有的燃烧室试验条件下获得的试
验数据，结合已有燃烧室流阻特性处理方法，提出了
一种更能准确评估燃烧室流阻特性的数据处理方法，
并研究不同数据处理方法对获得燃烧室流阻特性的
差异。

1

试验简介

1.1

试验器情况
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从设计到串装到核心机的

整个研制周期内，试验件按结构形式可分为单头部、

试验结果

1.3

试验结果

进口马赫数 进口总压/ 内环腔静压/ 外环腔静压/ 出口总压/
Ma2
kPa
kPa
kPa
kPa
0.155
0.130
0.106
0.087
0.068
0.053
0.04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468
474
479
483
487
490
491

453
461
468
473
480
484
487

428
440
451
460
468
476
481

试验结果分析
考虑到二股腔道的空气流速及马赫数较低（Ma≈

0.07），可近似认为二股腔道的总压与静压相等，因

此，根据试验结果得到内环腔、外环腔及燃烧室总压
损失随进口马赫数的变化关系，如图 2 所示。

扇形和全环试验件。其中，单头部试验件主要用于对
燃烧室关键技术进行验证；扇形试验件主要用于对燃
烧室主要性能进行验证；全环试验件相比于单头与扇
形试验件结构更接近核心机真实状态，在完成关键技
术集成验证的同时，能够较为真实的获得燃烧室的流
动、温场分布、火焰筒壁温热区、污染物排放以及流阻
特性等指标[14]。
本文以高温升全环试验件为试验平台，在中压条

图2

件下开展了冷态流阻试验。为保证燃烧室试验件进
口流场温度和压力均匀性，在燃烧室试验件进口增加
了长直管段和稳压装置，为降低燃烧室内部由接触测
量带来的流动扰动及增加受感部稳定性，仅在燃烧室

内环腔、外环腔及燃烧室总压损失
随进口马赫数的变化关系

2

数据处理方法
目前，工程实践上对燃烧室流阻特性试验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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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法主要分为 2 种，一种是直接处理法，另一种

是涡轮引气修正法。本文在这 2 种方法的基础上提
出了一种新的数据处理方法：头部估算修正法。
2.1

β ft, Ι =

2.2

方法Ⅰ是一种对燃烧室试验数据进行直接算术
评价燃烧室流阻特性的好坏，通常采用扩压器压
力损失、火焰筒压力损失以及燃烧室压力损失 3 个指
标，压力损失以总压损失系数来表示

β dif = ( P t3 - P t3.1 ) /P t3

（1）

β c = ( P t3 - P t4 ) /P t3

（3）

β ft = ( P t3.1 - P t4 ) /P t3.1

别表示为扩压器、火焰筒、燃烧室；下标 3、3.1、4 分别

片，方法Ⅰ忽略了这部分空气对燃烧室流阻特性的影
响，因此会产生一定误差。方法Ⅱ则考虑这部分空气
对扩压器总压损失的影响，对燃烧室流阻特性进行
修正。
假设燃烧空气量占总空气量比为
W ft
α=
W3
总空气量。
由于涡轮引气仅通过扩压器并不进入火焰筒，因

根据现有试验情况，可分别获得内环腔、外环腔
以及燃烧室总压损失进口马赫数的关系表达式为

β c, Ι

= C i ⋅ Ma 23

（4）

= C o ⋅ Ma 23

（5）

P t3 - P t4
=
= C c ⋅ Ma 23
P t3

（10）

式中：W ft 为燃烧室参与燃烧空气量；W 3 为燃烧室进口

表示燃烧室进口、扩压器出口、燃烧室出口。

P t3

方法Ⅱ：涡轮引气修正法

2 部分，一部分空气进入火焰筒用于燃烧，另一部分

（2）

式中：β 为总压损失系数；P t 为总压；下标 dif、ft、c 分

P t3 - P t3.1, 外

（9）

空气则通过二股通道进入高压涡轮用于冷却涡轮叶

处理的方法，可最快速度获得燃烧室流阻特性。

P t3

β c, Ι - β dif, Ι
1 - β dif, Ι

燃烧室实际工作过程中进入燃烧室的空气分为

方法 I：直接处理法

P t3 - P t3.1,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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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式中：Ci、Co 分别为二股腔道内环腔与二股腔道外环
腔压力损失常数；Ι 代表直接处理法；Ma 3 为燃烧进
口马赫数。

此，这部分空气仅改变火焰筒压力损失系数与燃烧室
进口马赫数的关系表达式。
此时扩压器与火焰筒总压损失系数与燃烧室进
口马赫数的关系表达式分别为
β dif, ΙΙ = β dif, Ι = C c ⋅ Ma 23
β ft, ΙΙ = α ⋅ β ft, Ι
2

（11）
（12）

式中：ΙΙ 代表涡轮引气修正法。

此方法下的燃烧室总压损失系数与进口马赫数

的关系表达式为
2.3

β c, ΙΙ = 1 - ( 1 - β dif, ΙΙ )( 1 - β ft, ΙΙ )

（13）

方法Ⅲ：头部估算修正法

根据燃烧室内/外环流量比例，以质量加权的方

燃烧室进口空气经过扩压器的扩压分流作用，被

式可以获得燃烧室内外环腔总压损失与进口马赫数

分成 3 股气流，分别流入燃烧室内环腔、外环腔与中

的关系为

bP t3.1, o + aP t3.1, i
= C c ⋅ Ma 23
P t3 ( a + b )

环腔（火焰筒头部），因此，真实情况下，扩压器总压损
（7）

失是这 3 股气流压力损失按质量加权计算得到的。

方法Ⅰ与Ⅱ在进行数据处理时忽略了中环腔的

式中：a 与 b 分别为内/外环腔进入火焰筒空气流量；C c

气流压力损失，会产生一部分的误差。于是，提出了

为燃烧室内外环腔压力损失常数。

方法Ⅲ（头部估算修正法），即在进行燃烧室流阻特性

根据设计经验，可近似认为气流从扩压器出口进
入内外环腔过程中不发生压力损耗，因此，扩压器总
压损失系数为
β dif, Ι = C dif, Ι ⋅ Ma = C c ⋅ Ma
2
3

假设扩压器出口中环气流总压损失为 p，火焰筒
头部进气量 d，则总压损失为

2
3

p = C d ⋅ Ma 23

（8）

根据试验获得的燃烧室进出口压力，结合式（1）、
（2）、
（3）、
（6）和（8）可获得燃烧室火焰筒总压损失系
数与进口马赫数的关系表达式为

数据处理中，考虑中环腔气流压力损失。

（14）

式中：C d 为中环腔总压损失常数。
此时，扩压器总压损失系数与进口马赫数的关系
表达式为

38

β dif, ΙΙΙ =

[ d ⋅ C d + ( a + b ) C 环 ] ⋅ Ma 23

a+b+d
式中：ΙΙΙ 代表头部估算修正法。

（15）

其中，在头部估算修正法中，根据《高效节能发动
机文集》第 4 分册部分对 E3 双环腔主燃烧室扩压器
压力损失部分的描述[15]，并结合数值仿真结果，对于

扩压器出口中环气流总压损失情况只影响扩压

器与火焰筒总压损失的分布，并不影响整个燃烧室总

本文所选用的高温升燃烧组织结构 C d≈1.44。
3.2

对比分析

采用 3 种数据处理方法获得的高温升全环燃烧

压损失情况，因此燃烧室总压损失系数为
β c, ΙΙΙ = β c, ΙΙ

（16）

此时，根据式（1）、
（2）、
（3）、
（15）和（16）可获得头
部估算损失法下的燃烧室火焰筒总压损失。

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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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比分析

室扩压器、火焰筒以及燃烧室压力损失系数与进口马
赫数之间的关系表达式见表 2。
表2
方法

扩压器

火焰筒

I

0.504Ma 23

0.422Ma
1 - 0.504Ma 23

II

0.504Ma 23

III

0.342Ma 23

试验数据处理
结合高温升燃烧室全环试验件冷态流阻的试验

结果，分别采用直接处理法、涡轮引气修正法、头部估
算修正法对试验数据进行了分析，分别获得了，如图
3～5 所示。

压力损失表达式
燃烧室
2
3

0.926Ma 23

0.277Ma 23
1 - 0.504Ma 23

0.781Ma 23

0.439Ma 23
1 - 0.342Ma 23

0.504Ma 23

从表中可见，在相同进口马赫条件下，方法 II 相

比于方法 I 可获得相同的扩压器总压损失，较小的火
焰筒与燃烧室总压损失，方案 III 相比于方案 II 可获
得相同燃烧室总压损失，较小的扩压器总压损失。
3.3

图3

扩压器、火焰筒与燃烧室总压损失系数与进口
马赫数的变化关系（直接处理法）

误差分析

为了充分说明 3 种数据处理方法对评价燃烧室

流阻特性的影响情况，本文选取了高温升燃烧室设计

点作为误差分析点，并将数据处理结果与理想设计值
进行对比分析，如图 6、7 所示。
8
7

图4

总压损头/%

6

扩压器、火焰筒与燃烧室总压损失系数与进口
马赫数的变化关系（涡轮引气修正法）

5
4
3
2
1
0

方法Ⅰ
方法Ⅱ
方法Ⅲ
设计值

扩压器
4.21%
4.21%
2.86%
3.00%

火焰筒
3.68%
2.42%
3.77%
3.50%

燃烧室
7.73%
6.52%
6.52%
6.40%

图6

设计点总压损失对比

从图 6、7 中可见，采用方法 I 获得的扩压器、火焰

筒与燃烧室总压损失相比于理想设计值偏大，其最大

误差为 1.3%。方法 II 通过考虑涡轮引气的影响，大
图5

扩压器、火焰筒与燃烧室总压损失系数与进口
马赫数的变化关系（头部估算修正法）

幅度的降低了火焰筒的总压损失，使整个燃烧室的总
压损失接近理论设计值，最大误差在 1.2% 以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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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2%
1.0%
0.8%
0.6%
0.4%
0.2%
0%

al：9th album[M]. Beijing：Aviation Industry Press，2000：11-12.（in

扩压器

燃烧室

Chinese）

[4] 航空航天工业部高效节能发动机文集编委会 . 高效节能发动机文
集：第四分册[M].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 1991：7-8.

方法Ⅰ
方法Ⅱ
方法Ⅲ

火焰筒

图7

设计点总压损失误差

法 III 通过在方法 II 的基础上，引入中环腔总压损失

系数，改变了扩压器与火焰筒的总压损失，使扩压器、
火焰筒与整个燃烧室的总压损失接近理论设计值，其
误差在 0.3% 以内。

4

结论
本文根据在现有的燃烧室试验条件下获得的试

验数据，结合已有燃烧室流阻特性处理方法，提出了
一种更能准确评估燃烧室流阻特性的数据处理方法，
并研究不同数据处理方法对获得燃烧室流阻特性的
差异得到以下结论：
（1）在工程实践中，采用直接处理法评估燃烧室
流阻特性，其结果过于保守；
（2）涡轮引气修正法可用来评价燃烧室总压损
失，但用于评价扩压器与火焰筒总压损失并不理想；
（3）采用头部估算修正法评价燃烧室流阻特性，
其结果较为合理。
（4）在本文条件下，设计点采用头部估算修正法
获得燃烧室流阻特性相比理论值偏差不大于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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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口尺寸对高温升燃烧室副喷嘴性能影响
莫

妲，张成凯，窦义涛，李美烨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获得某高温升燃烧室副喷嘴性能及其与喷口尺寸的相互关系，通过试验研究了供油压力和离心喷嘴的关键结构参
数对燃油流量、喷雾锥角和雾化性能的影响。研究的关键参数有喷口长度与喷口直径，采用 3 维相位多普勒粒子分析仪测量了某

一直线上各点的数密度分布，以及 R-R（Rosin-Rammler）分布的特征直径 D 和均匀度指数 N。结果表明：在供油压力为 164~3350
kPa 的条件下，燃油流量和喷雾锥角随喷口长径比（旋流室与喷口直径比不变）和旋流室与喷口直径比（喷口长径比不变）的增大

而减小，增大喷口长径比和减小旋流室与喷口直径比可改善雾化效果。研究获得的规律为三旋流高温升燃烧室喷嘴优化设计提
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喷口尺寸；离心喷嘴；燃油流量；喷雾锥角；高温升燃烧室；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03.007

Effect of Orifice Size on the Pilot Nozzle Performance of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
MO Da，ZHANG Cheng-kai，DOU Yi-tao，LI Mei-ye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obtain the pilot nozzle performance of a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orifice

size，the effects of fuel supply pressure and the key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centrifugal nozzle on fuel flow rate ，spray cone angle and

atomization performance were studied by test. The key parameters were orifice length and orifice diameter. The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each point on a straight line and the characteristic diameter D and evenness index N of Rosin-Rammler distribution were measured by

3D Phase Doppler Particle Analyz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uel flow rate and spray cone angle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orifice

length-to-diameter ratio（the ratio of swirl chamber to orifice diameter is constant）and the ratio of swirl chamber diameter to orifice

diameter（the ratio of orifice length-to-diameter is constant）under the 164~3350 kPa of the fuel supply pressure. Increasing the ratio of

orifice length-to-diameter and decreasing the ratio of swirl chamber diameter to nozzle diameter can improve atomization effect. The
study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the triple swirler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 nozzle.
Key words：orifice size；centrifugal nozzle；fuel flow rate；spray cone angle；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aeroengine

0

引言

赵硕等[5] 对某型航空发动机燃油喷嘴的工作特

某高温升燃烧室采用三旋流燃烧组织方式，与常

性和雾化质量进行了试验，测定了在不同压力下喷嘴

规温升及较高温升燃烧室相比，能在更为宽广的油气

的 流 量 特 性 、喷 雾 锥 角 、索 太 尔 平 均 粒 径（Sauter

[1]

比范围内稳定而高效地工作 ，实现大范围的油量调
节。在小状态下，不会因贫油而熄火[2]，同时也有较
好的点火性能。燃油喷嘴是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的关

Mean Diameter，SMD）及尺寸分布；党龙飞等[6] 试验研

究了 2 种大小流量不同的双油路离心喷嘴在不同供
油压力下的油雾特性；万云霞等[7] 研究了火焰筒头部

键部件，对发动机性能起着重要作用[3]。燃油体积分

积碳对燃油雾化特性的影响，采用相位多普勒粒子分

数分布对燃烧效率、火焰稳定、点火、出口温度分布、

析仪测量了不同油气比下的雾化锥角、SMD 和粒子

排气污染物都有很大影响[4]。

分布，表明积碳对喷雾锥角、燃油粒径和喷雾的均匀

收稿日期：2019-12-24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莫妲（1987），女，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燃烧技术研究工作；E-mail：dada1204@126.com。
引用格式：莫妲，张成凯，窦义涛，等 . 喷口尺寸对某高温升燃烧室副喷嘴性能的影响 [J]. 航空发动机，2021，47（3）：40-44. MO Da，ZHANG Cheng⁃
kai，DOU Yitao，et al. Effect of orifice size on the pilot nozzle performance of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 [J]. Aeroengine，2021，47（3）：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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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影响很大；Simmons[8] 提出平均直径及分布指数是

供油压力分别为 70、160、400、540、900、1600、2700、

出雾化平均直径和喷嘴直径的平方根成正比；Taka⁃

160、540 kPa 时，距喷口端面 70 mm 处对各方案进行

影响离心喷嘴液滴尺寸分布的 2 个参数；金如山 提
[4]

hashi 等 试验研究了脉冲式供油离心喷嘴雾化油滴
[9]

[10]

速度分布；杨立军等 采用高速照像方法研究了离心
喷嘴的喷雾场轴向速度分布。

在公开文献中针对喷口长径比和旋流室直径与
喷口直径比对离心喷嘴性能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针
对三旋流高温升燃烧室的副油路离心喷嘴，在不同供
油压力条件下，试验研究了喷口长径比和旋流室直径
与喷口直径比对喷嘴流量、锥角和雾化性能的影响。

1

3400 kPa 时的燃油流量和雾化锥角；在供油压力为

了雾化粒度试验，测量的雾化参数有数密度分布、RR（Rosin-Rammler）分布[12-13] 的特征直径 D 和均匀度
指数 N。其中，特征直径为体积分数累计至 63.2% 时
对应的燃油粒径。

压力测量误差为±0.5%，
且压力测量点距试验件进

口的管线长度不大于 0.3 m，
锥角测量误差不大于±1°。
为减小测量误差，由专人进行数据采集，并严格控制

其精确度。采用触针式测量装置在距离喷口端面 10

mm 轴向位置的 2 个相互垂直平面上测量喷雾锥角，

研究方案
三旋流燃烧室副油路喷嘴的 2 维几何模型如图 1

如图 4 所示。

所示 . 该离心喷嘴由旋流器、喷口、转接段组成。当离

流室内高速旋转，当燃油喷出时，在离心力作用下将

喷嘴端面

10

H

心喷嘴工作时，高压燃油通过喷嘴内的旋流器后在旋
燃油雾化散开成为许多微

A/2

油量条件下可获得雾化良

图4

好的油雾，确保燃烧室点
火及在低功率状态下高效
[11]

稳定燃烧 。

图1

离心喷嘴 2 维几何模型

试验喷口局部如图 2
dc
Ds

流室直径。
试 验 共 7 个 方 案 ，方

案 1～4 的 Ds /dc=4，Lc /dc 分
别为 0.5、1.0、1.2 和 1.5；方

Lc

图2

喷口局部

案 1、5～7 的 Lc/dc=0.5，Ds/dc 分别为 3、5 和 6。

2

2.1

喷雾锥角测量

试验介质为 3 号喷气燃料，在试验时，燃油温度

为（20±1）℃，密度为 786.6 kg/m3。

3

所 示 。 图 中 ，Lc 为 喷 口 长

度，dc 为喷口直径，Ds 为旋

触针

X

小的液珠。该喷嘴在低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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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试验结果
燃油流量和喷雾锥角

燃油流量 Q 随供油压力 P 和喷口长径比 Lc /dc 变

化的曲线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相同压力工况
下，当喷口长径比增大时，燃油流量减小，这是因为喷

口长度增加时，燃油流动损失增大，导致流量变小。
同时，在相同长径比条件下，燃油流量随供油压力的

试验设备和条件
试验设备
喷嘴雾化试验器如图

3 所示。通过配套的后处
理软件可以得到其他的流

体 参 数 ，如 湍 流 度 、SMD、
粒径分布均匀度指数 N 和
特征直径 D 等。
2.2

试验条件
针对 7 个方案测取了

图3

喷嘴雾化试验器

图5

喷口长径比对流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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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而增大。

流量系数增大，燃油流量也随之增大。

雾化锥角 α 随供油压力 P 和喷口长径比 Lc /dc 变

燃油流量 Q 和雾化锥角 α 随旋流室与喷口直径

化的曲线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相同压力工况

比 Ds/dc 的变化曲线如图 8、9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相

口直线段的压力损失增加，使雾锥打开时需要的能量

为在式（1）中，dc 减小时，A 减小，此时从图 6 中可知，

下，当喷口长径比增大时，雾化锥角减小，这是因为喷

减小，因此喷雾锥角也随之减小。同时，在相同长径

同压力工况下，Ds /dc 增大时，Q 减小，α 减小。这是因

流量系数 μ 增大，α 减小。但流量系数的增大没有喷

比条件下，随供油压力的增大，雾化锥角先增大至某

口直径减小的幅度大，因此由式（2）得到的燃油流量

一恒定值，随后减小，因为供油压力增大到一定值后，

还是减小的。

燃油液滴所受的轴向力增大，使雾锥向喷雾中心逐渐
收缩。

图6

喷口长径比对锥角影响

喷嘴的几何特性数 A 为[14]
D s d c sin θ
A=
Σf

图8

旋流室与喷口直径比对流量影响

图9

旋流室与喷口直径比对锥角影响

（1）

式中：
∑f 为旋流槽面积；
θ 为旋流槽角度。

几何特性数 A 与流量系数 μ 和喷雾锥角 α 的关系

曲线[14] 如图 7 所示。图中横坐标为 A，主要纵坐标为

α，次要纵坐标为 μ。当 A 增大时，流量系数减小，锥角
增大。
110
100

1.0

80

0.8

90

α, μ, φ

2α1

70
60
50
40
30
20
10
0

α2

0.9

3.2

0.7
0.6

2α

0.4

φ

0.2

μ

0.5
0.3
0.1
0

1

图7

2

3

4

5

时燃油喷射速度小，主要是表面张力和惯性力起作
用。随着压力增大，喷射速度增大，与空气相对运动
剧烈，燃油破碎为小液滴。在供油压力小于 2700 kPa

6A

时，随着压力的升高，喷雾角度增大，会使液滴更充分
地暴露于周围空气或燃气中，使雾化效果改善，传热

燃油流量为[14]
2ρ f ΔP f

方案 1 在不同供油压力条件下的雾化情况如图

10 所示。在 70 kPa 时，喷雾型式为“喇叭口”模式，此

A 与 μ 和 α 的关系

Q = μF C

雾化性能参数

（2）

式中：μ 为流量系数；ρf 为燃油密度；ΔPf 为燃油压力。

从式（2）中可见，当喷口面积和燃油压力不变时，

传质速度提高[15]；当压力为 3400 kPa 时，燃油在离开

喷口后便形成浓雾，同时，随着雾锥与喷口端面的距
离的增加，雾锥逐渐收缩，这与图 6 和图 9 的结果是吻
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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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油压力为 160 kPa 时，特征直径 D 和分布指

数 N 随旋流室与喷口直径比 Ds/dc 的变化曲线如图 13
所示。从图中可见，旋流室与喷口直径比对离心喷嘴
雾化性能也有一定影响。在相同压力工况下，Ds/dc 小
（a）70 kPa

（b）160 kPa

（c）400 kPa

（d）900 kPa

（e）2700 kPa

（f）3400 kPa

图 10

方案 1 喷雾情况

的离心喷嘴雾化质量优于 Ds /dc 大的，因为 Ds /dc 小有
利于燃油的离心旋转，因而有利于雾化。

方案 1 的特征直径 D 和均匀度指数 N 随压力的

变化关系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压力的升
高，特征直径 D 减小，均匀度指数 N 增大，即供油压力
的升高使燃油雾化效果得到改善。

图 13

Ds /dc 对特征直径和分布指数的影响

在供油压力为 540 kPa 时，方案 1~4 的数密度分

布如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见，4 条曲线都呈现双峰趋

势，随着喷口长径比的增大，双峰处的数密度值减小。
在供油压力为 540 kPa 时，方案 1、5~7 的数密度分布
如图 15 所示。随旋流室与喷口直径比的减小，双峰

处的数密度值减小。这是因为在喷口长径比大和旋

图 11

方案 1 的特征直径、均匀指数与压力关系

在供油压力为 160 kPa 时，
特征直径 D 和分布指数

N 随喷口长径比 Lc /dc 的变化曲线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
可见，
喷口长径比对离心喷嘴雾化性能有一定影响。在

相同压力工况下，
Lc /dc 大的雾化质量要比 Lc /dc 小的好，
说明Lc/dc大些有利于燃油的离心旋转，
有利于雾化。

图 12

Lc /dc 对特征直径和分布指数的影响

图 14

数密度分布

图 15

数密度分布

44

流室与喷口直径比小的情况下，雾化的燃油粒子体积
分数较大，激光穿透油雾时的能量损失和来自雾化燃
油粒子的反射光都会影响测量，致使大部分小粒径粒
子没有被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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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针对供油压力、离心喷嘴的喷口长径比和旋

流室直径与喷口直径比对燃油流量、喷雾锥角、雾化
性能的影响进行了试验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对相同的几何尺寸的喷嘴，随着供油压力的

head [J]. Aeroengine，2008，34（2）：39-42.（in Chinese）

[6] 党龙飞，颜应文，徐榕，等 . 双油路离心喷嘴油雾特性试验研究[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3，45（4）：453-460.

DANG Longfei，YAN Yingwen，XU Rong，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n

fuel spray characteristics of pressure-swirl atomizer[J]. Journal of Nan⁃
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2013，45（4）：453460.（in Chinese）

[7] 万云霞，柴昕，窦义涛 . 火焰筒头部积碳对燃油雾化特性影响的试
验研究[J]. 航空发动机，2015，41（2）：71-75.

WAN Yunxia，CHAI Xin，DOU Yitao.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n ef⁃

fect of coking for liner dome on fuel spray characterisics[J].Aeroengine，
2015，41（2）：71-75.（in Chinese）

升高，燃油流量增大，在供油压力低于 2700 kPa 时，喷

[8] Simmons H C. The correlation of dropsize distribution in fuel nozzle

锥角有减小的趋势；

[9] Takahashi F，Schmoll W J，Dressler J L. Characteristics of a velocity

雾锥角与供油压力正相关，继续增加供油压力，喷雾

（2）喷口长度和喷口直径对离心喷嘴的喷雾特性
有很大影响。在相同的供油压力下，当喷口长径比和
旋流室与喷口直径比增大时，燃油流量和喷雾锥角同
时减小，前者使雾化质量变好，后者相反。
（3）几何特性数与流量系数和喷雾锥角的关系对
喷嘴设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方案设计阶段喷嘴的
关键尺寸选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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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燃气轮机氮氧化物排放研究
李亚娟，王明瑞，金

戈，韩

冰，王成冬，朱

威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燃气轮机氮氧化物的排放问题，通过对 4 种氮氧化物生成原理进行深入分析，给出了基于摩尔分数、燃气温度和压

力的氮氧化物生成速率的计算公式。表明氮氧化物生成速率与压力成幂函数关系，幂次分别为 0.5、1.0 和 1.5，是温度的指数和幂

函数组成的复杂函数关系。通过冷态掺混试验获得了燃气轮机燃烧室中心预混区的不均匀度。在预混燃烧的燃气温度表征为以
平均燃烧温度为中心的高斯分布、扩散燃烧为火焰锋面、当量比为 1 的假设前提下，分别建立了燃烧室环形预混区、中心预混区和
中心扩散区的氮氧化物生成模型。结果表明：氮氧化物生成模型的计算结果与测量值的最大绝对误差为 3.2×10-6。利用模型控制
环形预混区平均温度在 1853 K 以下、扩散区平均温度在 1923 K 以下，可使燃烧室总排放量小于国标要求 25×10-6 的限定值。
关键词：氮氧化物；排放量；燃气轮机；燃烧室；燃烧温度；不均匀度；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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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Nitrogen Oxide Emission from Heavy Duty Gas Turbine
LI Ya-juan，WANG Ming-rui，JIN Ge，HAN Bing，WANG Cheng-dong，ZHU Wei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nitrogen oxide emission from gas turbine，the calculation formula of nitrogen oxide generation rate

based on mole fraction，gas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was given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four kinds of nitrogen oxide generation princi⁃
p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eration rate of nitrogen oxides and pressure is a power function，and the power is

0.5，1.0 and 1.5，respectively，which is a complex function composed of exponential and power function of temperature. Unevenness of pre⁃
mixed area in the center of gas turbine combustion chamber was obtained by cold mixing test.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gas tempera⁃
ture of premixed combustion was Gaussian distribution centered on the average combustion temperature，diffusion combustion was flame

front and equivalence ratio was 1，the nitrogen oxide generation models of annular premixed area，central premixed area and central diffu⁃
sion area of the combustion chamber were established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absolute error between the calculat⁃
ed results and the measured values is 3.2×10-6. By using the model to control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the annular premixed area below

1853 K and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the diffusion area below 1923 K，the total emissions of the combustion chamber can be less than the
limit value of 25×10-6 required by the national standard.

Key words：nitrogen oxide；emission；gas turbine；combustion chamber；combustion temperature；unevenness；calculation model

0

引言

以更好地确定氮氧化物的影响因素。

随着中国对环保的日趋重视，低氮氧化物排放成

为准确预测燃烧室内氮氧化物的生成量，Craic

[4-6]

为燃气轮机燃烧室工作中的重要指标之一。燃烧过

等

程中生成氮氧化物的途径较多，其生成速率通常表示

尔分数、燃气温度和压力，基于不同的氮氧化物的生

为燃气温度和组分摩尔分数的函数，而组分摩尔分数

成机理，分别计算氮氧化物的生成量并求和，从而计

中又包括了压力和温度的因素，其表达方式显得很不

算出整个燃烧室的氮氧化物生成量；Ronald 等 [7-9] 根

直观[1-3]，因此把氮氧化物的生成速率表示为燃气温
度、燃气压力和组分摩尔分数 3 个独立变量的函数可

采用合理的方法确定了燃烧室内各处的组分摩

据燃烧室工作方式对氮氧化物生成的影响，将燃烧模
式分为扩散和预混 2 种，其主要差别是燃烧区域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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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布不同，其中预混燃烧方式通过减少燃烧室内的
高温燃烧区域实现减少氮氧化物排放的目的；刘富强
等[10-12]的研究表明燃烧室内各处的压力比较接近，基
本可以认为是均匀的，这种假设对氮氧化物的预测值
影响很小。
本文对某重型燃气轮机燃烧室进行了冷态燃料/
空气预混均匀度测试，基于已有的氮氧化物生成模
型[13-15]计算出燃烧室各区的氮氧化物排放，并按各区
燃气流量加权平均计算出燃烧室总氮氧化物排放。

1

氮氧化物生成的影响因素分析
氮氧化物生成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燃烧室的工

况、燃料性质和燃烧组织方式等。在相同工况下，不
同燃烧组织方式燃烧室的氮氧化物排放也有很大不
同。从生成机理上分析，氮氧化物生成的影响因素可
归纳为以下几种：燃烧火焰锋面温度、燃烧室压力、燃

图1

生成就越多，同时燃烧室还存在较严重的冒烟问题。
1.1

热力型 NO 生成机理

泽利多维奇（Zeldvoich）[19]给出的热力型 NO 生成

机理为

料性质、氧原子体积分数和氮气体积分数以及未参与
成机理进行分析。

种途径生成氮氧化物：
（1）利用热力型机理，在贫燃料
高温燃烧条件下生成；
（2）利用费尼莫（Fenimore）或
快速型机理，在高当量比高温燃烧过程中生成；
（3）利

O2→O+O

（1）

N+O2→NO+N

（3）

O+N2→NO+N

燃烧的稀释空气比例[16-18]，下面结合 4 种氮氧化物生
在燃料不含氮的情况下，空气中的氮通过以下 4

氮氧化物生成条件和区域

（2）

泽利多维奇模型假定氧原子处于平衡态，与此不
同的还有完全化学动力学模型，即氧原子处于超平衡
态，由于在氧原子达到平衡态前的体积分数高于泽利
多维奇模型的氧原子平衡态假设，使得其计算的氮氧

用 N2O 中间体机理，在低当量比和低温条件下生成；

化物生成量大大增加。如能试验测量火焰锋面附近

大多数燃烧室 N2O 和 NNH，采用中间体机理不是氮氧

意义更大。由于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比较复杂，泽利

（4）利用 NNH 中间体机理，在富含 H 燃料下生成。对

化物生成的重要途径，而采用费尼莫机理对以贫燃料
预混工作燃烧室的氮氧化物生成也很少，目前绝大多
数燃气轮机燃烧室采用贫油燃烧模式，主要通过减少
热力型氮氧化物来降低氮氧化物排放。热力型和费

尼莫氮氧化物生成机理在火焰中生成的条件和主要
区域如图 1 所示。

热力型、氧化亚氮中间体、NNH 中间体型氮氧化

物的生成区域主要位于右火焰锋面附近，因其生成速
率与温度成指数关系，除有充足的氧气和氮气外，燃

气温度是最关键的因素。费尼莫型氮氧化物的生成
过程为：在左火焰锋面附近，燃料受热分解产生 C 和

CH，与通过火焰锋面扩散而来的 N2 生成 HCN 和 CN，
在向右继续流动到达右火焰锋面的过程中，与 O、H、
OH 经过一系列反应生成 NO。燃烧室头部当量比越
大，燃料裂解产生的 C 和 CH 越多，费尼莫型氮氧化物

氧原子的体积分数，对确定 2 个模型中哪个更为准确
多维奇模型相对简单易用，推导出以体积分数表示的
泽利多维奇模型氮氧化物生成的机理，更能直观地反
映燃烧参数对氮氧化物生成的影响

dχ NO
( P/P 0 )0.5
68739.7
= 1.1638 × 1016 ⋅
⋅ exp( ) ⋅ χ N ⋅ χ O0.5 （4）
T
T
dt
式中：P 为燃烧室压力；P0 为标准大气压；T 为温度，
2

2

K；t 为时间，s。

从式中得出 NO 的体积分数生成率与相对压力

和 O2 的体积分数的平方根成正比，与 N2 体积分数也
成正比，与温度成指数关系。
1.2

快速型 NO 生成机理
费尼莫型氮氧化物机理[19]的反应方程为
CH+N2→HCN+N

（5）

HCN+O→NCO+H

（7）

C+N2→CN+N

（6）

HCO+H→NH+C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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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H→N+H2

（9）

N+OH→NO+H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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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和温度也不相同，从而产生不同的生成速率。
热力型、N2O 和 NNH 中间体型氮氧化物的生成主

由于燃料种类不同，产生 CH 的途径很多，只给

要产生于右火焰锋面附近，氧气和氮气的特征值采用

积分数的计算公式。在当量比小于 1.2 时，基于 CH

度即绝热火焰温度；费尼莫型氮氧化物产生于火焰锋

大于 1.2 时，基于燃料裂解 C 的链式反应生成的 NO 开

度也低于绝热火焰温度，计算中采用火焰锋面内的平

出了基于 CH 体积分数形式的费尼莫型氮氧化物体
[9]

路径是快速型氮氧化物生成的主要途径 ；在当量比

始快速增加
dχ NO
10400
= 4.485 × 10 5 P P 0 T 0.42 exp ( ) χ N χ CH（11）
T
dt
从式（11）中可见，费尼莫机理氮氧化物体积分数

(

)

2

空气的体积分数表示，特征温度宜采用右火焰锋面温
面内中间偏左的区域，在此区域存在少量的 CH，其温

均温度作为费尼莫氮氧化物生成的特征温度。常压
下贫燃料燃烧的 4 种机理生成的氮氧化物体积分数
生成速率与温度的变化如图 2 所示。

的生成速率与相对压力、N2 和 CH 的体积分数成正

比，与温度成指数关系。目前可以使用平面激光诱导
荧光（Planar Laser Induced Fluorescence，PLIF）来测量

火焰区域的 CH 体积分数，从而计算出费尼莫型氮氧
化物的体积分数生成速率。
1.3

N2O 中间体生成机理

N2O 中间体氮氧化物机理[19]的反应方程为
O2→O+O

O+N2+M→N2O+M

（12）
（13）

H+N2O→NO+NH

（14）

O+N2O→NO+NO
（15）
dχ NO
( P/P 0 )
45702
= 3.368 × 10 14
exp ( ) χ N χ O （16）
T2
T
dt
2

2

从式（16）中可见，N2O 中间体氮氧化物体积分数

的生成速率与相对压力、N2 和 O2 的体积分数成正比，
与温度成指数关系。
1.4

图2

4 种机理氮氧化物生成速率与温度的变化

从图中可见，4 种氮氧化物的生成量都是随温度

的升高而增加。费尼莫型氮氧化物受温度影响最小，
热力型氮氧化物受温度影响最大。费尼莫型氮氧化
物生成量受主燃区当量比的影响很大，当主燃区当量
比在 0.7 以下时，费尼莫型氮氧化物生成量很小；当主

燃区当量比在 0.7～1.2 时，费尼莫型氮氧化物生成量
随着主燃区当量比增大而增加，其生成速率曲线向上

移动；而后费尼莫型氮氧化物生成量随着主燃区当量

NNH 中间体生成机理

NNH 中间体氮氧化物机理[19]的反应方程为
H+N2→NNH

NNH+O→NO+NH

dχ NO
( P/P 0 )1.5
33918
= 4.132 × 10 6
exp( ) χN χO
1.43
T
dt
T
2

比的增大而减少，其生成速率曲线向下移动。NNH
（17）
（18）

2

0.5

χ H（19）

从式（19）中可见，NNH 中间体氮氧化物体积分

数的生成速率与相对压力的 1.5 次方、N2、O2 和 H 的
体积分数成正比，与温度成指数关系。

不同机理的氮氧化物生成速率与不同组分体积
分数有密切关系，但对于不同混合方式、不同工作参
数的预混燃烧方式，式中的体积分数是不同的。对于
扩散燃烧方式不能认为火焰锋面只包含燃料和空气，
并且当量比为 1，由于燃料、空气和燃气流动方式的

不同，产生氮氧化物的高温区域中的气体组分的体积

中间体型氮氧化物生成速率较小，不是生成氮氧化物
的主要途径。试验数据表明，燃烧室氮氧化物的体积
分数与燃烧室压力的 0.5～1.0 次方成正比，这也与式

（4）、
（11）、
（16）和（19）中压力的指数相符，压力的幂
次随温度升高而减小是热力型氮氧化物占比增加的
结果。
在头部贫燃料扩散燃烧火焰锋面内的当量比为
1 时，火焰温度很高，在火焰锋面右侧附近区域有利
于氮氧化物生成，空气可作为当量比等于 1 的燃气的
稀释剂。在头部富燃料燃烧时，化学反应不完全，燃

气温度较低，氧气基本耗尽，氮氧化物的生成大大减
少，由于燃气中含有大量的不完全燃烧产物如一氧化
碳和氢气，需要二次补充空气进行燃烧，因难于到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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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预混燃烧方式，在此过程中生成较多的氮氧化
物，如未完全燃烧的燃气先经过涡轮对外作功把燃气
温度降到很低，再补充空气和少量燃料，与低温未完

验，其试验件如图 4 所示。
从图中可见，试验件内外 2
个旋流器旋向相同，内、外

全燃烧的燃气以预混模式共同燃烧可能是控制氮氧

旋流器的旋流数分别为

化物生成的有效方式。富燃料燃烧的稳定性很好，但

0.79 和 1.06。试验时将中

对火焰筒产生辐射热量大，冷却困难，同时烟量增加。
相对于扩散燃烧方式，贫燃料预混燃烧方式通过减小
燃烧区当量比从而降低燃烧温度来达到降低氮氧化
物排放的目的。为降低氮氧化物排放而采用贫燃料
预混方式时，燃烧区的平均当量比一般控制在 0.65 以

下，因为预混必然存在不均匀，而在当量比为 0.8～

0.9 时氮氧化物生成速率很高，因此预混燃烧只能在

比较小的范围内才能达到降低氮氧化物排放的目的。
此外预混燃烧的强度较弱，易发生回火及自燃。

2
2.1

低污染燃烧室试验
燃烧室结构
某重型燃气轮机燃烧室由 20 个火焰筒组成，本

文针对其中 1 个火焰筒进行分析。燃烧室采用分级、
预混与扩散燃烧相结合的组织方式，将燃烧区分为环

心燃料出口堵住，采用 CO2

红外气体分析仪测量 CO2 的体积分数分布。

掺混试验状态参数见表 1。试验件出口为常压，

按式（20）计算各截面处燃料分布不均匀度，各截面的
平均体积分数及不均匀度见表 2。
表1

试验件空气进气参数

1

221.0（内）

3

221.0（内）

2

138.3（内）+123.4（外）

出形成扩散燃烧区，其余空气从中间旋流器流出作为
相组合的燃烧方式。

图3

2.2

燃烧室火焰筒结构

冷态模拟试验
燃烧室中心区为预混-扩散组合燃烧模式，燃料

通过喷杆中部伸出的 4 个立柱上的小孔喷出燃料与

空气预混，为了考察中心预混区燃料与空气掺混的均
匀程度，对中心预混区进行掺混效果的冷态模拟试

3.1

0.28

0.28

0.25

4.4
2.2
4.2

4.6
2.6
3.8

Δ

0.30

0.46

0.22

最大

2.4

3.2

3.5

1.6

1.7

0.35

2.5

Δ

0.25

平均

2.6

3.3

3.4

Δ

0.25

0.28

0.25

最大

3.0

3.7

3.9

试验状态

4

5

4.1

最大

5.2

2.0

2.4

Δ

0.26

0.26

最大

2.0

2.4

1.5

平均
E 截面

3

2.8

3.4

最大

平均
F 截面

%

2.3

2.1

截面

G 截面

2

3.5

最大

平均

二次空气参与燃烧，因此在中心区形成了预混-扩散

4.754

试验状态

平均

E 截面

4.542

1

Δ

为中心预混区；另一部分燃料通过喷杆前方的小孔喷

4.052

各截面 CO2 体积分数

平均

F 截面

4.754

138.3（内）+123.4（外）

表2

G 截面

杆。一部分燃料与部分空气预混后从内旋流器流出，

4.542

6

用于起动点火和低负荷运行，为扩散燃烧模式，在较

嘴用于燃料供入，还有由前后 2 部分组成的中心喷

221.0（内）
138.3（内））+123.4（外）

截面

试验件燃料（CO2）进气参数
4.052

4
5

L/s

掺混试验状态参数

序号

分。燃烧室火焰筒结构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高负荷状态下可切换为预混模式；在中心区有 1 个喷

冷态掺混试验件

法兰、距离出口法兰 21、45 mm 的 3 个截面（E、F、G）用

形燃烧区、中心预混燃烧区和中心扩散燃烧区 3 部
环形燃烧区从沿周向均匀布置的 5 个喷嘴供入燃料，

图4

来代替燃料，分别在出口

0.17

Δ

∑( x
n

Δ=

1.8

i=1

i

- xˉS )

nxˉS

0.15

0.19
6

5.1
2.5

0.29
2.0
2.7

0.16

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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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 i 为平面上各点 CO2 的体积分数；xˉS 为平面各点
体积分数的面积加权平均值。

从表 2 中可见，在 G 截面 4、5、6 状态的 CO2 体积

为 1812.8 K。在不同功率下燃烧室中心区和环形区
的当量比如图 6 所示。
1.2

分数平均值和最大值都分别大于 1、2、3 状态的，其原

因主要是在 G 截面上内旋流器空气与 CO2 进行掺混，
态的；而在 F 截面外旋流器开始对掺混起作用，二者
的平均和最大体积分数开始接近；至 E 截面 4、5、6 状

均多 18.4％，而 E 截面的不均匀度分别降低了 32％、

在 2、5 状态下 F、E 截面各环的体积分数平均值

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F 截面上状态 5 的周向

平均值已优于状态 2 的，而在 E 截面这种趋势更加明
显，说明外旋流器对改善掺混效果起重要作用。其原

因是燃料和空气的运行方式不同，内、外旋流器在同
旋向时增加中心区的回流量，增强了掺混效果，内、外
旋流器因旋流数不同而产生的切向和轴向的速度差
同样增强了掺混作用。

0.4

0

状态的，4、5、6 状态的总空气量分别比 1、2、3 状态的

有利于降低不均匀度。

0.6
0.2

态时，CO2 平均和最大体积分数已经分别小于 1、2、3

57％和 16％，说明增加掺混空气量和改善掺混方式

环形区当量比

0.8
当量比

在 4、5、6 状态的内旋流器的空气量分别小于 1、2、3 状

中心区当量比

1.0

0.2

图6

0.4

0.6

相对功率

0.8

1.0

1.2

燃烧室工作状态与当量比

燃烧室的工作过程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点

燃环形区，为扩散燃烧模式，当达 0.3 工况时进行第 1
次状态切换，对中心区供入天然气，并由环形区高温
燃气引燃，逐渐减少环形区燃料量，增加中心区燃料
量，燃料总量与切换前相等；同时增加环形区和中心
区的天然气供应量，达到 0.8 工况时开始第 2 次切换，
切换时降低环形区燃料量至 0 的同时增加中心区燃
料量，环形区熄火后，重新增加环形区燃料量，减少中

心区燃料量，将环形区转为燃料和空气的预混段；2

次切换后继续增加环形区燃料量，使总燃料量增加，
中心区燃料量不变。此时燃烧室环形区为预混燃烧
方式，中心区为预混和扩散相结合燃烧方式，实现了
较低的氮氧化物排放。
100% 燃料

图5

65~60% 燃料
35~40% 燃料

在 2、5 状态下截面各环的体积分数

模拟燃料气的 CO2 与真实燃料气 CH4 的分子量不

同，在保证体积流量相同的情况下，射流动量不同，此
外冷态试验气体的温度也与燃烧室实际状态不同，也

会导致射流动量的不同，这些问题需通过优化试验模
拟方法和进行理论分析予以解决。冷态模拟试验提
供了一种评判燃烧预混均匀度的方法，针对评价结构
设计对预混均匀度的影响、了解体积分数场的分布特
点，从而通过冷态试验去评价燃烧室污染物排放具有
重要作用。
2.3

2.3.1

热态试验
燃烧室油气分配比例
为实现贫燃料燃烧，降低污染物排放，设定燃烧

室头部预混空气比例为 65.5%，燃烧区平均火焰温度

83% 燃料

40% 燃料

17% 燃料

60% 燃料

图7

2.3.2

燃烧室工作过程

试验结果解析
在不同工况下气态污染物排放结果如图 8 所示。

从图中可见：
（1）在 0.3 工况切换前初始运行模式时，
只点燃环形区，以扩散形式燃烧，随着功率增加 NOx
排放快速增加，CO 排放逐渐降低；
（2）在 0.3 工况完成

第 1 次切换后，中心区被引燃，为扩散和预混相结合
燃烧模式，环形区保持扩散燃烧模式，适当减少环形
区燃料量后，CO 排放快速增加，NOx 排放降低，而后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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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心区和环形区燃料的同时增加，CO 排放迅速降

氮氧化物占比很小，只采用热力型、N2O 型和费尼莫 3

完成第 2 次切换后，环形区为预混燃烧模式，中心区

不均匀度由测试数据拟合确定，分别计算各区的氮氧

低，NOx 排放在稳定一段后迅速增加；
（3）在 0.8 工况

为预混-扩散燃烧模式，设计点状态的 NOx 排放低于
20×10 ，CO 排放值基本为 0。
-6

种机理来计算氮氧化物生成量，中心和环形预混区的

化物排放，然后以各区的燃气比例为权重计算燃烧室
生成的氮氧化物总量，再与测试值进行比较，使模型
计算值与测试值误差最小，可分别得到燃烧室热态中
心和环形预混区均匀度的最优参数。
燃机燃烧室主燃区的燃烧温度为 1400～2100 K，

分别计算各状态下不同区域的特征温度 T，假定中心
预混燃烧区域的温度分布是以特征温度 T 为中心的
图8

3

高斯分布，给定高斯分布方差和反应时间的初值，取

不同工况的气态污染物排放

分布区间为（-3σ，3σ），给定燃烧区域平均温升标准
偏差 σ 的初值，温度间隔取 0.01σ，共计 600 个子区

氮氧化物模型
为研究该型燃气轮机的氮氧化物排放模型，利

用试验数据建立氮氧化物与压力、
温度之间的关系，
选
取第 2 次切换后的工况点进行分析，试验数据见表 3。
燃烧温度通过流量分配比例计算得到，不包括下游冷
却掺混孔的影响。
表3
试验序号

燃烧效率/%

1

99.63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99.63
98.57
99.51
99.55
99.60
98.84
99.43
99.52
99.58
99.60
99.15
99.52
99.55
99.30
99.61

间，子区间的端点记为 δi，其中 i=0，1，2…600，δ0=-3σ，
其他子区间的端点按式（21）计算

δ i + 1 = δ i + 0.01σ

（21）

按式（22）计算每个子温度区间的特征温度 Ti，其
中 T0 为燃气平均温度，以此温度计算不同机理氮氧化
物生成速率和生成量

燃烧室性能参数
燃烧温度/K
环形区

中心区

1426.0

1799.3

1528.2
1636.4
1730.8
1780.5
1849.5
1699.6
1718.2
1795.8
1907.2
1918.9
1726.8
1799.5
1867.1
1782.8
1871.1

1851.5
1871.4
1907.7
1888.5
1872.7
1754.2
1768.0
1773.7
1758.0
1759.2
1601.9
1602.6
1599.9
1449.4
1444.8

NOx 实测值/
×10-6

Pi (δi ≤ δ ≤ δi + 1) =

10.9

=

17.3
20.6
21.4

9.70
10.9
16.9

∫

δi + 1
δi

δ2

（23）

σ

f ( δ ) dδ

∫
2π

1

δi + 1
δi

exp( -

2σ2

) dδ ≈ f ( δ i ) ( δ i + 1 - δ i )

计算各子区间氮氧化物的生成量

( )

dχ NO
( dχ NO ) Fenimore ( dχ NO ) Zeldvoich ( dχ NO ) N O
= Pi (
+
+
)（24）
dt i
dt
dt
dt
2

计算出该状态下的总氮氧化物排放

( )

χ NO = A ⋅∑

30.5
33.0

（22）

计算各子区间的概率

24.5
26.5

Ti=T0+δ i

dχ NO
dt

i

⋅ Δt

（25）

7.40

式中：A 为中心预混区或环形预混区产生的燃气占燃

16.1

同样，采用上述步骤可计算环形预混区的氮氧化

11.6

7.70
16.7

该燃气轮机中心区为扩散-预混组合模式燃烧，

烧室总燃气量的比例。
物排放量。
当扩散燃烧时假定火焰锋面的当量比为１，计算
火焰锋面的特征温度和不同机理的氮氧化物生成速

环形区为预混区，扩散燃烧按当量比为 1 计算特征温

率，采用与预混燃烧同样的反应时间计算出氮氧化物

度，预混区的中心温度根据油气比和空气进口温度计

的生成量；将各区域的氮氧化物生成量按各区生成的

算得到，通过调整均匀度和反应时间使各状态的计算

燃气量为权重计算出燃烧室总的氮氧化物排放。

结果与测量值的误差最小。由于按 NNH 机理生成的

将模型计算的氮氧化物与试验测试的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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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较，将试验得到的中心区不均匀度作为初值，
通过调整环形区和中心预混区不均匀度及反应时间，
使模型计算值与测试值误差最小，最终得出环形预混
区的不均匀度为 0.15，中心预混区不均匀度为 0.17，

51

气比例作为权重，选择 2 个区域的工作温度使燃烧室
总排放量小于国标（在 O2 的体积分数为 15％时不超
过 25×10-6）的要求。

氮氧化物生成时间为 0.31 ms，模型计算的氮氧化物
与测量值对比如图 9 所示。图 9 中测量值为表 3 中

NOx 的实测值，包括了该重型燃气轮机工作的大部分
工况，因此该计算模型同样对其他工况下的 NOx 排放

图 10

预测具有借鉴意义。费尼莫氮氧化物与热力型和
N2O 型氮氧化物产生的区域不同，温度也不相同，采
用了进口温度和燃烧温度的平均值作为特性温度。

各区平均燃烧温度与 NOx 排放关系

燃气轮机燃烧室的低污染排放控制应合理选择
2 个燃烧区域的平均燃烧温度，既要避免出现燃烧室
不稳定现象又要避免生成过多的氮氧化物。环形预
混区平均温度控制在 1853 K 以下，中心的预混+扩散

区的平均温度控制在 1923 K 以下，可保证 NOx 排放在
25×10-6 以下。

4

结论
（1）建立了更为直观的包括以主燃区燃烧温度、

图9

拟合值与测量值比较

从图中可见，模型拟合值与测量值符合性较好，
其偏差小于±3.2×10-6。模型显示中心预混区不均匀
度较大，在环形与中心预混区平均温度相同的情况
下，中心预混区的氮氧化物排放较大，尤其在中心预

压力和组分表示的４种机理氮氧化物生成模型，分析
了在不同燃烧条件下生成氮氧化物的来源及组成；
（2）采用 CO2 代替气体燃料，在冷态下通过测试

中心预混区下游不同截面的 CO2 分布，研究了预混结
构的掺混不均匀度；

（3）氮氧化物计算值与测量值的最大绝对误差为

混区平均温度高于 1800 K 时，对总氮氧化物排放的

3.2×10-6，得出中心区的预混均匀度较差，环形区预混

中心扩散区按当量比为 1 计算燃烧温度时，氮氧

以下、扩散区平均温度在 1923 K 以下，可保证 NOx 排

贡献最大。

化物生成速率增大，虽然其权重很小，在不同状态下
还是贡献了（6.8～12.2）×10-6 的氮氧化物排放。

采用计算模型得到的环形和中心的主燃区平均

燃烧温度与氮氧化物排放之间的关系如图 10 所示。
从图中可见，环形区为预混燃烧模式，油气分布较均
匀；中心区为预混-扩散组合燃烧模式，油气分布均
匀度相对较差。2 个区域生成的氮氧化物体积分数
均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加，而环形区的氮氧化物生成对
温度更敏感。随着当量比增大达到氮氧化物生成速
率的 0.8 以上时，改善预混均匀度不但不能减少氮氧
化物的排放，反而会增加。对于扩散燃烧，在贫油燃

烧范围内随着头部总当量比增大，尽管火焰锋面的当
量比约等于 1，但火焰面积增加和稀释空气量的减少
仍会增加氮氧化物的排放。以环形区和中心区的空

均匀度较好，通过控制环形预混区平均温度在 1853 K
放在 25×10-6 以下。

本研究对精准控制燃烧室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具

有指导作用，可为超低氮氧化物排放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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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外部附件振动试验载荷谱编制
李继世 1，张大义 1，黄爱萍 2，王光卫 2，刘春鹏 2，石群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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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航空发动机结构强度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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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编制准确有效的航空发动机附件系统振动试验载荷谱是提高振动环境试验有效性，从而提高附件可靠性的关键手段。
针对行业中采用的振动环境试验载荷谱不能准确考虑实际发动机外部振动环境特征，严重影响振动环境试验有效性的现状，基于
涡扇发动机外部振动环境实测数据，采用离散频谱校正技术和工程截取法将简谐与随机 2 类振动信号进行分离，并充分考虑振动

环境的非确定性和多工况影响，统计归纳获得 2 类振动信号的上限值，划分频段并简化实测谱，编制适用于共振驻留试验的简谐
振动试验载荷谱和随机振动试验的随机振动试验载荷谱。结果表明：采用离散频谱校正技术对简谐振动信息具有良好的识别精

度，在强噪声影响下幅值识别误差仍控制在 5% 以内；采用工程截取法提取随机振动组分具有较高的效率；频谱分频段简化编制载
荷谱的方法既能保留振动能量的频域分布特征，又具有良好的工程应用便捷性。基于实测振动数据所编制的载荷谱能够为航空
发动机外部附件的振动环境试验提供关键输入。
关键词：附件系统；振动环境试验；载荷谱；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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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ilation of Vibration Test Load Spectrum for Aeroengine External Accessory
LI Ji-shi 1，ZHANG Da-yi 1，HUANG Ai-ping 2，WANG Guang-wei 2，LIU Chun-peng 2，SHI Qun-yan 2
（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eroengine
Structure and Strength，Beijing 100191，China；2. AECC Gui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Guiyang 550081，China）
Abstract：Compiling accurate and effective load spectrum for aeroengine accessory system vibration test is the key to improve the ef⁃

fectiveness of vibration environment test and the reliability of accessories. The load spectrum of vibration environment test used in the in⁃
dustry can not accurately consi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tual engine external vibration environment，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effective⁃
ness of vibration environment test. Based on the measured data of external vibration environment of aeroengine，the harmonic and random

vibration signals are separated by the discrete spectrum correction technique and engineering interception method. Considering the uncer⁃
tainty of vibr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working conditions，the upper limit values of two kinds of vibration signals are

obtained by statistical induction method，after that the frequency bands are divided and the measured spectrum is simplified，the harmonic
load spectrum is compiled for resonance dwell test，the random load spectrum is compiled for random vibration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erties of harmonic vibration components can be identified by discrete spectrum correction technology accurately，the identification
error of amplitude stays within 5% ev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trong noise.Random vibration components can be extracted by engineering

interception method efficiently.Frequency-domain division method is developed to simplify the spectrum，by the simplified spectrum which

retain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vibration energy in frequency-domain，the method is suitable for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The load
spectrum based on the measured vibration data can provide key input for the vibration environment test of aeroengine external accessories.
Key words：accessory；vibration environment test；load spectrum；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附件系统参与完成发动机起动、状态

控制、油/气输运等功能，是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附件系统工作在发动机外部复杂且苛刻的振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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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开展附件的振动试验，检验其能否在寿命周期内

性和工程实用性，本文建立适用于航空发动机振动环

承受振动环境载荷并正常工作，对评估、提高附件可

境数据分析的随机振动和简谐振动组分的分离-提

靠性具有重要意义。有效的振动试验应能够在试验

取方法，并建立程序化的实测谱频段划分和简化的计

室条件下复现附件在实际服役中由振动引起的结构

算方法，考虑多工况振动环境，建立并完善航空发动

损伤，要求振动激励输入的试验室复现以及试验方案

机附件振动试验载荷谱的编制方法，为附件的振动环

合理。振动试验的激励输入是试验载荷谱，规定振动

境试验提供参考。

激励的特征和量级，编制准确有效的试验载荷谱是确

1

保振动试验有效性的关键。

试验载荷谱编制流程

目前在国内工程领域主要根据中国军标和美国

在航空发动机寿命周

军标[1] 的涡轮发动机振动环境参考频谱开展附件振

期内，稳定转速工况的占

动环境试验，未考虑真实的振动环境，国外的工业、科

比高，而过渡态的占比低，

研机构如 NASA[2]、GE[3]、桑迪亚国家试验室[4] 等，已明

因此载荷谱的编制可忽略

确基于实测数据编制装备振动试验载荷谱的基本思

过渡态外部附件的疲劳损

想，并建立振动环境数据库。国内王桂华等[5] 近年也

伤积累，只考虑稳定转速

明确提出基于实测数据编制航空发动机附件振动试

工况的振动环境，载荷谱

验载荷谱的思路与方法；目前国外关于振动试验载荷
谱编制的公开文献，NASA 等机构[6-7]往往关注航天器
设备；SAE 等机构[8]关注车辆装备，所讨论的振动环境
以随机振动为主。航空发动机属于旋转热机，振动环

编制流程如图 1 所示。

（1）测 试 稳 定 转 速 工

况的振动环境获得实测时
域振动信号，根据中国军

采

标[18] 的数据统计归纳方法

用窄带随机等效变转速的简谐振动，但 Fackler 等[9]指

对时域振动信号频谱分析

年美国军标[10] 明确指出应分离振动环境信号中的简

到各稳定转速工况的容差上限实测谱；

境由简谐振动和随机振动叠加组成。美国军标

[1-2]

出随机-简谐等效缺乏物理依据，NASA 报告[2]和 2019
谐和随机振动组分编制载荷谱；Chen 等 和 Iatsen⁃

图1

振动环境试验载荷谱
编制流程

并统计容差上限，计算得

[11]

（2）由于航空发动机的外部振动环境是随机振

ko 采用时频法分离并提取简谐振动和随机振动成

动与简谐振动组分的叠加，采用频域应用离散频谱校

分，时频法可应用于变转速过渡态工况，但随机振动

正技术识别简谐振动组分的频率和幅值信息，采用

的识别精度严重依赖于简谐振动的识别精度，且过渡

2019 年美国军标[10] 载荷谱编制规范推荐的工程截取

[12]

态工况时间占比较低；郭胜利[13]采用频域法分离并提
[14]

法提取振动环境中的随机振动组分；

[15]

取简谐振动和随机振动成分；丁康等 和周盼等 基

（3）根据简谐振动组分信息编制简谐振动试验

于离散频谱校正技术在频域识别简谐振动信息；张阿

载荷谱。从容差上限实测谱中提取随机振动组分，获

[16]

舟等 采用工程截取法提取随机振动成分。频域法

得各转速工况的随机振动环境实测谱，多工况振动环

适合稳定转速工况且计算效率高。为考虑实测信号

境实测谱的加权叠加适用于可靠性振动试验，而实测

的分散性，Talapatra 等[6] 采用基于工程经验的安全系
[17]

[18]

[19]

谱的包络适用于功能性振动试验[5]，对加权叠加实测

数法，赵帅帅等 、中国军标 和袁宏杰等 采用基于

谱和包络实测谱，须分别划分频段并简化得到不同类

统计学原理的容差上限法。载荷谱编制须对实测谱

型的随机振动试验载荷谱。

划分频段并简化，王桂华等[5]提出的基于频段能量守
恒的简化方法无法考虑振动能量的频域分布特征，而

王志会等[20]和中国军标[18]中基于参数假设检验的简化

2

振动环境容差上限统计
计算振动时域测试信号样本的 FFT 频谱，考虑振

方法在航空发动机振动环境数据处理中实用性不足。

动环境的非确定性，根据美国军标[10]和中国军标[18]，按

针对目前学术界和工程界在航空发动机外部附

预定的置信度和分位点对实测数据样本频谱统计归纳

件振动环境试验载荷谱编制中存在的不足，兼顾准确

容差上限，
并将容差上限频谱作为振动环境实测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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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容差上限统计理论
容差上限统计包括总体参数估计和容差上限计

算。根据中国军标[18]，容差上限的含义是在一定概率
β 下 ，随 机 变 量 不 会 超 过 的 分 位 点 ，随 机 变 量
X~N ( μ, σ )，容差上限表示为
XH = μ + Kβ σ

（1）

式中：K β 为容差上限系数，满足 P ( X ≤ X H ) = β，概率 β
反映了容差上限的严苛程度，β 越大，容差上限越严
苛；μ 为随机变量均值；σ 为标准差。

55

简谐-随机振动组分分离与提取
发动机外部的实测振动环境包含简谐振动和随

机振动组分，简谐振动主要由转子转动和齿轮传动激
起，随机振动主要来源于燃烧和气动噪声。在载荷谱
的编制中，应分离简谐和随机振动并分别编制载荷
谱，在试验室开展振动试验，可根据试验室条件，同时
进行简谐-随机振动试验，或分别施加简谐振动和随
机振动激励进行试验。在频域分离简谐振动和随机

根据实测数据样本对总体参数（μ 和 σ）进行参数

振动，根据 FFT 频谱分析结果可识别振动信号中简谐

估计，采用区间估计的方法，获得 μ 的上限 μ H 和 σ 的

分析中窗函数和栅栏效应，以及随机振动组分的影

上限 σ H，则容差上限为

XH = μH + Kβ σH

在置信度 γ 下，μ H 和 σ H 为

μ H = μ̂ x + S·t γ ( N - 1 ) /

σH =

（2）

（3）

( N - 1 ) /χ 12 - γ ( N - 1 ) ·S

N

·t γ ( N-1 )+K β

不准确，需要通过离散频谱校正技术修正，从而获得
振动组分采用工程截取法在振动信号的频谱分析结
果中截取。
3.1

N-1
·S
χ ( N-1 )
2
1-γ

简谐振动信息识别
振动测试信号离散采集后进行 FFT 频谱分析，由

将式（3）带入式（2）得到容差上限
S

响，直接根据离散频谱分析结果识别的简谐振动信息
准确的简谐振动组分的频率、幅值和相位信息。随机

N

式中：μ̂ x 为样本均值；S 为样本标准差。
X H =μ̂ x +

振动组分的频率、幅值和相位信息，但由于离散频谱

（4）

于窗函数、栅栏效应和随机噪声的影响，FFT 频谱中

直接识别得到的简谐振动的频率、幅值和相位信息不

置信度 γ 本身不反映容差上限的严苛程度，只是

准确。窗函数的影响本质是信号截断引入的能量泄

反映了所统计归纳的容差上限能够达到预想严苛程

露，因为频谱分析只能对有限长度的数据进行，加窗

度的可信度。

信号的频谱是窗函数频谱与理想无限长信号频谱的

2.2

卷积，信号的频率能量泄露到整个频段，不同的窗函

测试数据统计归纳算例
根据某型发动机附件最大转速工况的振动环境

实测数据，测振方向沿发动机柱坐标系径向，样本数
为 41，分别设定置信度 γ =0.5 分位点概率 β = 0.95，以

及置信度 γ =0.9 分位点概率 β = 0.99 的统计分析数据

样本，容差上限统计结果与样本数据频谱对比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γ =0.9，β = 0.99 的统计结果更为
保守，容差上限能覆盖更多的实测数据样本。
1.5
FFT 幅值谱/g

产生是因为离散频谱分析只能获得离散频线的幅值，
离散频线对应的频率值是频率分辨率的整数倍，因此
理论上通过离散频谱分析只能获得频率分辨率整数
倍频率对应的幅值，准确识别简谐信号幅值要求信号
为整周期采样，但是在工程实际中，谐波信号的实际
频率往往很难达到整周期采样，如果真实的简谐振动
成分频率不在离散频线上，此时 FFT 频谱无法准确反

信号样本
置信度 0.5，分位概率 0.95 容差上限
置信度 0.9，分位概率 0.99 容差上限

1.0

数具有不同的主瓣宽度和旁瓣衰减率。栅栏效应的

映谐波信号的真实频率和对应的幅值，增加 FFT 分析

点数，提高频率分辨率能缓解栅栏效应的影响，但是
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栅栏效应引起的偏差。

0.5

采用离散频谱校正技术校正窗函数和栅栏效应

0

500

图2

1000

1500

频率/Hz

2000

容差上限统计结果与样本数据对比
（图示幅值截至 1.5g）

2500

对简谐振动信息识别精度的影响，对于无噪声的单频
谐波（或者简谐成分频率相距较远的多频谐波）的离
散频谱分析，采用比值校正法（内插法）[15]从原理上对
FFT 频谱分析结果进行校正，属于解析的校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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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最高幅值谱线频率为 l，当次高谱线为 l + 1 时，由

于实际的最高谱线位于 FFT 变换后的最高谱线和次
高谱线之间，真实频率可以表示为 λ 0 = l + δ，次高谱

线 与 最 高 谱 线 幅 值 比 为 α = δ/ ( 1 - δ )，因 此 有 δ =
α/ ( 1 + α )，如果次高谱线为 l - 1，此时真实频率可以

表 示 为 λ 0 = l - δ，则 δ = -α/ ( 1 + α )，最 终 校 正 得 到

的真实频率表示为 λ 0 = l ± α ( 1 + α )，当次高谱线位

于最高谱线右侧时取负，反之取正。校正获得简谐振
动准确频率后需校正相应幅值，当信号为非整周期采

图4

样时，真实频率 λ 0 不在频谱的离散频率点中，真实频

率 λ 0 附近的幅值最大的谱线是最靠近 λ 0 的谱线，假

设最大幅值对应的频率为 l，幅值为 Y，真实幅值可以
校正获得
|
2 | (l - λ0) π
Y R = Y ||
N | sin ( l - λ ) π
0
|

(

)

|
|
||
|
|

不同水平随机噪声影响下 FFT 频谱识别的
简谐分量幅值

离散频谱校正方法，2 种方法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提高 FFT 分析点数减小随机噪声影响的原理是，时域

信号和频域信号的总能量值相等，如果频率分辨率
（5）

实测发动机外部振动环境信号混合有随机振动
组分，随机振动组分会影响简谐振动信息的识别精
度，通过算例说明随机振动组分对简谐振动信息识别
精度的影响。算例信号由 3 个简谐振动分量（频率为

100 Hz 幅值为 2，频率为 200 Hz 幅值为 3，频率为 300
Hz 幅值为 4）和随机噪声组成，FFT 频谱分析结果如

图 3 所示。算例信号采样频率为 1000 Hz，采样点数

为 1000×1000，平均次数为 1000，FFT 谱线数为 1000，
从图中可见，由于受随机噪声的影响，FFT 频谱识别

低，随机振动的能量必须分摊到离散的频线上，由此
带来 FFT 简谐成分的幅值识别不准确的问题；如果提

高频率分辨率，分摊的频线增多，随机噪声对单一频
线简谐成分幅值的影响减弱。采用时域相关积分法
和提高 FFT 点数结合离散频谱校正法消除随机噪声
影响后的简谐振动信息识别结果如图 5 所示。从图

中可见，随着噪声增强，根据 FFT 频谱识别简谐振动

幅值的误差可达 71.06%，采用时域相关积分法或频
域比值校正法可将识别误差控制在 5% 以内，具有良

好的简谐振动信息识别性能，在较强噪声情况下仍保
持良好的识别精度。

得到的谐波幅值出现偏差，不同水平的高斯白噪声影
响下 FFT 频谱识别的简谐分量幅值如图 4 所示。从

图中可见，由于受随机噪声的影响，FFT 频谱分析识
别简谐振动幅值的精度降低，并且随机噪声越大，识
别精度降低越多。
为解决随机噪声对识别精度的影响，可采用时域
相关积分法[14] 或提高频谱分析的频率分辨率并结合

图 5 时域相关积分法和离散频谱校正法的简谐
振动信息识别结果

3.2

随机振动组分提取
从发动机外部振动环境实测信号中提取随机振

动组分，可在原始时域信号中剔除已识别的简谐振动
图3

混合随机噪声的简谐信号频谱分析结果

组分从而获得随机振动组分，但简谐振动信息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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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会引入新的噪声，本文采用工程截取法提取随机
振动组分，工程截取法通过在频谱中剔除并抹平峰值
突出的简谐信号成分，从而提取出随机振动。
根据某型发动机附件最大转速工况的振动环境

关系曲线（如图 8 所示），代表了相应阶次的谐波成分
在不同转速工况（频率）下对应的谐波幅值。简谐振

动载荷谱是提取出的 10 阶谐波频率-幅值关系曲线

的包络，代表了发动机外部振动环境中简谐振动成分

实测数据，经频谱分析并统计容差上限获得容差上限

的频率-幅值信息。简谐振动载荷谱可应用于共振

谱，随后采用工程截取法剔除简谐振动峰值，提取随

驻留试验，共振搜索确定附件的共振频率后，在共振

机振动组分如图 6 所示。

驻留试验中根据简谐振动载荷谱确定对应共振频率
的激励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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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截取法提取随机振动组分

考虑多工况振动环境的载荷谱编制
发动机振动环境测试信号经过频谱分析、容差上

0

图8

4.2

500

1000

1500

频率/Hz

2000

2500

各阶谐波成分的频率-幅值关系与简谐振动载荷谱

随机振动载荷谱编制
随机振动载荷谱应考虑不同转速工况的振动环

境，典型的发动机工况为慢车、巡航和最大转速工况，

限统计、简谐振动和随机振动分离后，得到发动机在

实测典型工况的振动环境，计算振动环境实测谱，根

不同转速工况下的振动环境简谐振动信息和随机振

据振动试验的类型编制试验载荷谱，可靠性振动试验

动组分实测谱，需综合各工况的振动环境测试结果编

载荷谱是典型工况实测谱的加权，加权系数根据典型

制振动试验载荷谱。

工况工作时长在发动机总寿命中所占比例确定，模拟

4.1

在整个寿命周期中的实际使用环境。功能性振动试

简谐振动载荷谱编制
在发动机外部振动环境中的简谐振动主要由转

验载荷谱是典型工况实测谱的包络，是整个寿命周期

子转动和齿轮传动激起，简谐振动组分的频率与转速

最恶劣的振动情况，慢车、巡航和最大转速的典型工

频率存在倍数关系，在测试信号中其成分较为复杂，

况实测谱，以及对应的加权实测谱和包络实测谱如图

存在大量高次谐波和频率调制成分，编制简谐振动载

9 所示。

工况下的振动环境实测信号对转速进行阶次跟踪，根
据阶次跟踪的分析结果可识别出幅值较大的阶次（如
图 7 所示），确定出低压转子和高压转子幅值最大的
前 5 阶谐波成分，并提取 10 阶谐波成分的频率-幅值

n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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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谱应关注幅值较大的简谐振动组分。将不同转速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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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工况测试信号阶次跟踪与提取

102

频率/Hz

103

典型工况振动环境实测谱与加权、包络实测谱

根据实测谱的振动能量在频域的分布特点，对实
测谱划分频段并简化以获得试验载荷谱。编写程序
自动实现实测谱的频段划分和简化处理，避免人为操
作的主观性并提高效率。将频率范围（15~250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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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多个频段并分段线性拟合实测谱曲线，合并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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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复杂简谐振动组分情况下的随机振动组分提取；

合线斜率相近的频段，得到新的频段划分，此时频率

（4）对多工况振动环境实测谱加权叠加和包络获

范围内频段数目减少，各频段变宽，重复分段线性拟

得适用于不同试验类型的实测谱，建立了程序化的实

合的过程，减少频段数目，直到符合试验要求获得振

测谱频段划分和简化方法，反映实际振动能量频域分

动试验载荷谱。简化后通过缩放试验载荷谱保证试

布特征的同时充分简化实测谱，避免人工简化的主观

验载荷谱的均方根值与简化前的实测谱相等，得到可

性并提高效率。

靠性振动试验载荷谱如图 10 所示，功能性振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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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1100G 发动机 LPT3 叶片断裂风险评估与
强制纠正措施决策分析
烨 1，孙缨军 1，陈志雄 2，蔡

王

景

3

（1. 民航上海航空器适航审定中心，上海 200335；2.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航空运输学院，上海 201620；
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民航学院，南京 210106）

摘要：针对 2019 年 A320 飞机运行中因其配装的 PW1100G 发动机 LPT3 叶片断裂频发空中停车等问题，
首次采用定量风险评估、

根原因分析和强制纠正措施决策的组合技术制定单边适航指令，
精准解决中国机队安全监控技术难题。采用区间和比例的风险评估
方法对机队风险指标和符合性时间期限分析计算；
分析 LPT3 叶片失效机理，
梳理 LPT3 叶片断裂根原因；
提出可选纠正措施，
对不同机

队的风险水平决策。结果表明：
南航机队风险高达 1.64×10-8，
远超过可接受的安全风险水平；
起飞阶段未减推力引发机匣共振并变形，
叶片材料抗撞击能力不足，
导致 LPT3 叶片断裂；
开展减推力爬升改装，
并对中国机队不同风险实施不同的飞机对偶运行时间期限。为
国内外机队安全监控提供了可借鉴的安全风险评估和管理方法。

关键词：叶片断裂；
安全风险评估；
区间和比例计算；
强制纠正措施；
决策分析；
单边适航指令；
PW1100G 发动机；
A320 飞机
中图分类号：V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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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Assessment and Decision Analysis of Mandatory Corrective Measure for LPT3 Blade Fracture of
PW1100G Engine
WANG Ye ，SUN Ying-jun1，CHEN Zhi-xiong2，CAI Jing3
1

（1.Shanghai Aircraft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Center of CAAC，Shanghai 200335，China；2. School of Air Transport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Shanghai 201620，China；3. College of Civil Avi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1106，China）
Abstract：In view of the frequent flight shut-down events caused by the LPT3 blade fracture of the PW1100G engine installed A320

in 2019，a combination technology was proposed based on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root cause analysis and mandatory corrective mea⁃
sures to formulate unilateral Airworthiness Directive which was accurately solved the technical problems of the safety monitoring of China

fleet. The risk index and compliance time limit of each fleet were analyzed and calculated by using interval and proportion risk assessment

method.The failure mechanism of LPT3 blade was analyzed，and the root caus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PT3 blade fracture were sorted

out.The optional corrective measures were analyzed and combined one by one，and based on the risk level decision of different fle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isk of China Southern Airlines fleet is as high as 1.64 × 10-8，which is far beyond the acceptable level of safety risk.
During the takeoff stage，the resonance and deformation of the casing are caused by the unreduced thrust，and the anti-collision ability of

the blade material is insufficient，which leads to LPT3 blade fracture. The thrust reduction climbing modification is carried out，and dual

operation time periods of different aircraft are implemented for different risks of China aircraft fleet. The work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safe⁃
ty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method for fleet safety monitoring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aircraft typ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blade fracture；safety risk assessment；interval and proportion calculation；mandatory corrective measure；decision

analysis；unilateral airworthiness directive；PW1100G engine；A320 aircr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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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时间计算，分析确定 LPT3 叶片断裂根原因，并提

引言

出候选纠正措施，为不同机队的风险水平决策提供指

涡轮叶片是航空发动机非常关键的热端零件之
一，其工作状况直接影响发动机可靠性、安全性和燃
油消耗率等。截至 2019 年 11 月，全球装有 PW1100G
发动机的 A320neo 机队中，共发生 42 起因更新材料

后第 3 级低压涡轮叶片（LPT3 叶片）断裂导致的空中

导。这次 A320 飞机 LPT3 断裂事件的处理方法，旨在
探索一种有效的对机队安全监控的思路和方法。

1

中国机队安全风险的评估
运输飞机风险评估方法是一种基于事件数据开

停车、返航或中断起飞等事件。其中中国机队南航 7

展概率风险评估的方法，用于判定运输类飞机持续运

。事件

行中的不安全状态、评估后续缓解风险措施及其符合

频发后，PW 和空客公司分别作为发动机和飞机的制

性时间期限，
并为颁发适航指令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见第 3 章），但 LPT3 叶片断裂故障仍时有发生，这为

乘员遭受致命损伤的概率表示；而机队风险评估本质

起，1 起空停；川航 1 起空停；国航 1 起返航

[1-3]

造商发布纠正措施，主审国局方也制定强制纠正措施
上海适航审定中心对机队的安全监控提出挑战。对
于引进机型的机队安全监控，中国作为登记国局方，

单机风险是 1 架飞机的风险水平，用每飞行小时

上是对整个机队单机风险的累计。
机队风险影响因素（如图 1 所示）包括：
（1）在研究

通常做法是直接使用主审国局方发布的强制纠正措

中的不安全状况可能发生的次数（如该不安全状况的

施，若不安全状态仍未解决，则运行国局方在监控和

统计期望）；
（2）由于该状况导致的严重后果的条件概

评估机队安全时面临许多困难。首先，缺少引进机型

率（该不安全状况会导致已知严重度的后果的概率）；

[4]

的安全性数据和全球机队运行大数据 ，在机队风险

（3）后果的严重度，
即如果在规定的时间里没有采取纠

评估方面需要创造新方法对已有数据充分挖掘利用，

正措施时的权重结果或预期的死亡人员的数目[16-17]。

一般的风险评估方法无法满足需要[5]；其次，缺乏对设
计特征细节掌握[6]，在分析根原因[7-8] 和纠正措施[9] 时，
需要获得制造商、
局方和航空公司支持；
还有如何进行
具体的风险评估结合根原因、
纠正措施选项的分析，
形
成适合中国机队的措施方案，
没有案例可供借鉴。
国内外学者近年对风险评估开展了大量研究。
孙缨军等[10]详细阐述持续适航过程及方法，为航空产
品实际风险评估提供重要方法；Bao 等[11] 开展控制系

统风险评估，为发动机安全运行提供有力支持；Mill⁃
water 等[12] 综述机体结构数字孪生所需的概率风险评

图1

机队风险影响因素[16-17]

当单机或机队出现不安全状态后，评估其实际风

估流程；Yang 等 提出基于概率密度演化的数值积分

险。若风险较高，需在较短期限内采取纠正措施；若

率；Violette 等[14] 采用结构化的运输飞机风险评估方

一时间期限是机队风险符合性限定的时间期限。英

[13]

方法，用于提高评估发动机涡轮盘风险准确性和效
法（Transport Airplane Risk Assessment Methodology，
TARAM），确定分析中涉及的各参数，用于计算未纠
正机队风险；Everdij 等[15] 采用 TARAM 实现磨损类故
障评估判定。这些方法需要大量的机队运行数据，而

这些数据都被外国公司牢牢控制，国内所得数据非常
有限，国际上适航当局通常采用所有机队的平均风
险，不能针对不同机队风险有效评估。
本文旨在基于有限的飞行小时数据并根据不同
机队的飞行小时和发生的事件识别机队的风险及符

风险较低，允许在相对较长期限内采取纠正措施。这
国民航局统计表明，每个机型灾难性事件的实际风险
容许值一般为整个风险目标每飞行小时 1×10-7 的 1/
4，即每飞行小时 0.25×10-7（基本设计风险为整个风险
目标的 3/4，即每飞行小时 0.75×10-7）[18]。统计数据表
明，对每个机型的单架飞机来说，在整个寿命期内，这

种事件不超过 10 次[10]，则每个事件的风险容许量模
型如图 2 所示。

那么，假设飞机设计寿命为 60000 飞行小时，每

次失效发生时，其产生灾难性事件的风险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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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E-07

20.00E-07：最大允许短期风险（除非空机调机回基地）

每次事件风险 *∑life ( 事件风险 ) /暴露时间 = 0.25E - 07
0
寿命期间平均
目标适航风险

1.00E-07
0.75E-07
0

图2

容许事件风险之和

RCSAI=R·
·
（EC/ECSA）=1.28×10-4
I （nCSA/nC）

式中：RCSAI 为南航机队单发空停失效的风险；nCSA 为南

航事件次数；nC 为中国机队事件总次数；EC 为中国机

队发动机飞行总小时数；ECSA 为南航机队发动机飞行
小时数。

基本设计风险

则南航机队双发停车的概率为

飞机寿命

RCSAD = RCSAI 2 =1.64×10-8

灾难性失效的风险容许量模型[10，18]

TCSAP=△R/RCSAD=1.5×10-4/1.64×10-8≌9000飞行小时

0.25×10 ×（1/10）×60000=1.5×10 。
-7

-4

中国的南航、川航、国航、青岛航和海航等 5 家公

司 引 进 了 配 装 PW1100G

发 动 机 的 A320neo 飞 机 ，
截 至 2019 年 11 月 ，机 队

的发动机小时数统计如
图 3 所示。

川航
135046FH

机队的实际风险，目前有

（3）其他受影响机队风险。
RO=RI×（nO/nC）
（EC/EO）=2.69×10-5
ROI = ROD 2 =0.73×10-9

海航
41936FH

图3

南航机队符合性时间期限。

南航
221445FH

国航
85680FH

为准确了解和管理各

式中：RCSAD 为南航机队双发空停失效的风险；TCSAP 为

青岛航
38460FH

中国机队发动机

飞行小时数

一些全球受影响机队的区间统计数据，因南航机队的
发动机小时数和事件数较多，在分析时将中国机队分
为南航机队和其他机队，采用基于时间段和比例的方
法计算了受影响机队的总风险、南航受影响机队的风
险和其他受影响机队的风险，并确定了各受影响机队
的措施符合性时间期限，为下一步缓解风险并制定适
合中国机队的纠正措施提供了基于时间要求的框架。
（1）受影响机队总风险。
RI=n/E=10/（2.387×106×0.72/12）=6.98×10-5

TO=△R/RO 2=1.5×10-4/0.73×10-9≌2×105 飞行小时

式中：ROI 为其他机队单发空停失效的风险；ROD 为其

他机队双发空停失效的风险；nO 为其他机队事件次
数；EO 为其他机队发动机飞行小时；TO 为其他机队符
合性时间期限。
机队风险水平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 ，由于
PW1100G 发动机 LPT3 叶片损伤导致 2 台发动机停
车带来的整个机队的灾难性风险为 4.87×10-9 ，
超过了
可接受的安全风险水平，
南航机队由于发生的断裂次
数较多 ，
其机队风险更是达到了 1.64×10-8 ，
应分析根
原因并参考相应的符合性时间期限制定纠正措施，
缓
解机队风险。
与安全相关的失效风险概率
（每架次飞行小时）

发生灾难性事件的概率
（每飞行小时）

航 空 发 动 机

式中：RI 为机队单发空停失效的风险；n 为事件次数；
E 为发动机飞行小时。
从式中可见，最近 1 个月区间整个配装 PW1100G

发动机的 A320neo 机队发生的事件次数为 10，全球机

队 年 发 动 机 小 时 数 为 2.387 × 106，装 有 更 新 材 料 后
LPT3 的发动机比例为 72%。

1.0E-03
1.0E-04

许量模型为
TP=△R/RD=1.5×10-4/4.87×10-9≌30000 飞行小时

式中：△R 为每次灾难性事件发生的容许风险；RD 为
此次 LPT3 叶片断裂造成双发停车的风险。
（2）南航受影响机队风险。

根据调研数据，按机队运行事件和事件比例评估
南航机队风险和事件期限分别为

机队总风险水平
南航机队总风险水平
其他机队风险水平

1.0E-05 1.0E-06
1.0E-06
风险上边界
事件风险（0,1）
1.0E-07
执行强制措施
1.0E-08
1.0E-09
1.0E-09
风险下边界 无需强制措施
1.0E-10
1.0E+03 1.0E+04 1.0E+05 1.0E+06 1.0E+07 1.0E+08 1.0E+09

则 RD = RI 2 =4.87×10-9，即双发失效的概率。

总的符合性时间期限按照灾难性失效的风险容

停厂或空机回基地

机队受风险影响的时间（飞行小时）

图4

2

机队风险水平

根原因分析
根据 PW 公司的调查分析和去南航的调研发现，

PW1100G 发 动 机 的 涡 轮 中 间 机 匣 活 塞 封 严（piston

seal）磨损断裂，脱落的材料撞击下游的 LPT3 叶片，如

图 5 所示。由于更新了 TiAl 材料（质量很轻但抗拉和

抗冲击强度不够）的 LPT3 叶片在离心载荷下抗撞击

能力不足，受到撞击时会断裂[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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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缓解全球在役机队风险。
活塞封严
断裂位置

LG
V1

V2

V3

LPT3 叶片
断裂位置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作为 PW1100G 发动

机主审当局，计划颁布针对发动机的强制纠正措施，
要求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更换 LPT3 叶片[20]。此外，
还计划对所有未改装 LPT3 叶片的发动机在下次进厂
时更换改装。

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作为 A320neo 的主审当

（a）断裂位置
Mid turbine frame
aft OD piston seal

局，针对配装 PW1100G 的 A320 飞机颁布 AD 20190304R1，要求未去偶的飞机在 3 个月内去偶，已经去

偶（更换不受影响发动机）或双发不受问题影响的飞
机必须至少保持去偶 [21]。
FAA 作为发动机主审当局，需解决发动机的安全

问题，其计划的强制纠正措施通过更换不同材料的
（b）活塞封严细节结构
图5

封严环磨损断裂造成 LPT3 叶片受损
[22]

而机匣变形 是引起活塞封严磨损的主要原因
之一。在爬升推力未减小的情况下，统计分析表明飞

LPT3 解决叶片的断裂问题，但由于备件有限，措施的
符合性时间较长，并未考虑和评估机队安全问题，厂

家服务通告（Service Bulletin，
SB）发布后，
LPT3 叶片断
裂仍时有发生。而 EASA 作为飞机主审当局，着眼于
全球机队，
仅从缓解风险的角度给出了措施，
并未针对

机爬升时发动机处于 92.7% 高压转子转速附近，在此

解决根原因给出强制措施，且欧美机队和亚洲机队受

严磨损加剧，从而使活塞封严部分材料断裂脱落风险

安全风险也不同。因此，如果简单等待和跟随 FAA 和

转速下，振动会导致涡轮中间机匣弯曲，造成活塞封
增加，撞击下游的 LPT1、LPT2 或者 LPT3 叶片。

此外，通过对发生 LPT3 叶片断裂发动机的小时

数进行分析对比发现，15 起事件的发动机自新使用

未减推力的影响不同，
出现断裂故障的频率也不同，
即
EASA 的措施，
可能会降低对中国机队安全风险水平的
要求（中国未减推力爬升风险高于欧美均值）。

基于深入航空公司的根原因[10]的调查和认识，从

时间（Time Since New，TSN）在 2500 飞行小时以内，其

技术上分析能够缓解飞机双发停车风险的候选措施

时数非正相关，主要还是由于机匣变形引起的活塞封

（1）减推力爬升改装（更改发动机运行的操作规

中空停 5 起；推断此故障根原因的影响因素与飞行小

有以下几种：

严磨损。在起飞阶段未减推力、N2=92.7% 时导致某

程）。通过减小 N2 达到 92.7% 的概率，从而减小因机

有迹象表明，起飞阶段未减推力运行以及 LPT3 叶片

（2）发动机去偶安装。去偶安装并不能减小发动

些机匣部件发生共振，造成涡轮中间机匣变形。已

匣变形导致封严环加剧磨损的影响。

材料抗撞击能力不足是此次 LPT3 叶片断裂的主要

机的空中停车概率，但在同一架飞机上混装不受此问

通过调查发现，起飞阶段未减推力的情况一般仅

（3）发动机孔探检查。在初始设计中，活塞封严

分布在亚洲机队，且影响程度和不同机队的起飞操作

磨损很小，一般在发动机大修时检查或更换。LPT3

习惯相关，因此在制定措施时不按构型区分方式，而

叶片断裂事件发生后，调查发现是由于涡轮中间机匣

原因。

是计算不同机队风险并由此采取不同机队的针对性
措施。

3

基于机队风险的强制纠正措施决策
各国局方基于所辖地区机队受影响的情况及对

风险和根原因的认识，均拟制定相关的纠正措施，用

题影响的发动机，
可以有效降低飞机双发停车的风险。

导致封严磨损较大，其碎片造成 LPT3 叶片断裂。因

此，在发动机大修前可以通过孔探检查封严材料的磨
损量，发动机提前更换，降低 LPT3 叶片被撞击断裂的
风险。

（4）LPT3 叶片改装。将铝基钛合金 LPT3 叶片改

装为镍合金叶片，增强抗撞击能力，减少断裂的风险，

64

航 空 发 动 机

改装后发动机不再受断裂问题影响。
（5）活塞封严改装。给活塞封严镀层，提高耐磨
性，改装后运行没有出现脱落情况。
根据对中国机队的风险评估和上述候选措施的
分析，为精准解决机队的安全问题，并最大程度保证
机队正常运行，分别对南航机队和其他机队考虑适合
的纠正措施和时间期限，做到对症下药，措施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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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采用机队风险评估与根原因分析、纠正措施决策结
合的典型案例，为未来引进机型乃至国产民机机队的
持续运行安全管理提供了 1 套可借鉴的方案。
参考文献：
[1] 中国民用航空局 . 发动机-运行限制：CAD2019-A320-26[S]. 北京：
中国民用航空局，201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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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套齿联轴器转子稳定性分析
王

彤 1，王

立 2，廖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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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129；2.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株洲 412002）
摘要：当套齿连接结构出现不对中或啮合不良时，转子存在着失稳振动的风险。针对套齿连接结构的特点，分析了带套齿转
子失稳模式。通过对整个迟滞周期积分，得到了套齿结构内阻尼系数的线性表达式；通过求解动力学微分方程得到了带套齿转子
失稳门槛转速，且失稳门槛转速在 1 阶临界转速以上，解释了带套齿结构的转子失稳机理。采用 4 阶 Runge-Kutta 法仿真得到了带
套齿转子发生内摩擦失稳的振动特征，探讨了套齿长度、不对中度、外阻尼以及摩擦系数等因素对失稳门槛转速影响规律。结果

表明：套齿长度和不对中度的增大都会加剧转子系统失稳，而外阻尼、齿面摩擦系数增大可以抑制转子系统失稳。其中，外阻尼对
转子稳定性影响最大。外阻尼增加后，失稳门槛转速增加了 2000 r/min。
关键词：套齿结构；转子稳定性；内阻尼；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19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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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Analysis of Rotor with Spline Coupling
WANG Tong1，WANG Li2，LIAO Ming-fu1
（1. College of Power and Energy，Northwest Polytechnic University，Xi'an 710129，China；
2.AECC Hunan Aviai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Hunan 412002，China）
Abstract：There was a risk of vibration instability when the spline coupling structure was misaligned or meshed badl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line coupling connection structure，the instability mode of the rotor with spline coupling was analyzed. By integrating

the entire hysteresis period，the linear expression of the damping coefficient in the spline coupling was obtained，and the instability thresh⁃
old speed of the rotor with spline coupling was obtained by solving the dynamic differential equation，instability threshold speed was above

the first-order critical speed，which explained the instability mechanism of the spline coupling. The 4-order Runge-Kutta method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al friction instability of the rotor with spline coupl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spline cou⁃
pling length，misalignment degree，external damping and friction coefficient on the instability threshold speed wa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of spline coupling length and misalignment will aggravate the instability of the rotor system；while the increase of ex⁃
ternal damping and tooth surface friction coefficient can restrain the instability of the rotor system. Among them，external damping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rotor. After the external damping is increased，the instability threshold speed increases by 2000 r/min.
Key words：spline coupling；rotor stability；internal damping；aeroengine

0

引言

矩和齿面承受的正压力均较大，当齿面发生滑移时，

航空发动机中、低压转子轴向跨度较长，振动及

齿面间较大的摩擦力作用在转子系统上，会导致套齿

变形量较大，而套齿联轴器可以减小低压转子的振

齿面磨损，产生较大的振动，影响航空发动机的工作

动、变形，减小低压转子对高压转子的影响，在航空发

稳定性，严重时会导致航空发动机失稳，发生故障，造

动机上被广泛采用。一般情况下，套齿连接结构不会

成难以预估的损失。

引起转子系统失稳，但是当转子轴发生弯曲变形或者

Lees 等[1]主要采用高阶有限元单元法对刚性联轴

不对中时，会影响套齿齿面的啮合。此时套齿的内外

器的不对中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赵广等[2-3] 对花键

齿的接触面容易发生相对滑移，又因为套齿传递的扭

联轴器进行了不对中啮合力的研究，发现花键联轴器

收稿日期：2020-09-10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7-Ⅰ-0006-0007）资助
作者简介：王彤（1996），男，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带套齿连接结构转子的稳定性；E-mail：785892058@qq.com。
引用格式：王彤，王立，廖明夫 . 带套齿联轴器转子稳定性分析[J]. 航空发动机，2021，47（3）：66-71. WANG Tong，WANG Li，LIAO Mingfu.Stability
analysis of rotor with spline coupling[J]. Aeroengine，2021，47（3）：66-71.

第3期

王

67

彤等：带套齿联轴器转子稳定性分析
表1

的横向啮合刚度对转子-轴承系统失稳转速影响不
大，花键联轴器不对中时对转子系统的影响主要是以

用途

不对中等效为不对中弯矩，进一步证实了联轴器不对
中系统的多阶偶次倍频响应增大；Hussain 等 采用拉
[5]

格朗日方程建立平行不对中的动力学方程和 2 跨对

召等[6] 将联轴器不对中等效为附加在轴系上的力激
励，通过数值积分得到响应分析结果：联轴器不对中
会激起倍频；康丽霞等[7] 研究表明，由于花键及其两
端支承表面处产生的摩擦而形成的内阻尼是导致尾
传动轴发生自激振动的根源；Marmol 等[8-10]研究表明，
良好的联轴器润滑或阻尼器可以有效避免由于齿式
联轴器齿面相互摩擦产生的转子失稳故障；顾家柳
等[11-12]指出在超临界工作状态下，套齿联轴器内的摩
擦力矩是维持和发展非协调进动的 1 个不稳定因素，
其等效为作用于轮盘上的正进动力，因此促使叶轮作
正进动；Ku 等[13]、Lund 等[14] 研究表明，套齿之间的内
摩擦力是导致转子非协调进动失稳的主要原因，失稳

转速高于 1 阶临界，但失稳频率约等于 1 阶频率。由
于内摩擦失稳的机理多样，并且与结构密切相关，同
时影响因素众多。因此，到目前为止，套齿结构次同

主要用于连接涡轮

主要用于地面机械的静

轴和风扇轴，以传递

连接和动连接，传动转速

转矩和轴向力

不宜过大

定心方式

圆柱面定心
依靠套齿传递扭矩

传扭方式

和载荷

称盘转子刚性联轴器斜对准系统，发现失调效应只反
映在系统的势能方程中，即改变系统的刚度矩阵；万

花键联轴器

（航空花键）

激起 2 倍频成分为特征，转子的轴心轨迹会发生畸
变；Xu 等[4] 采用 Hooke 法进行铰支座的力矩分解，将

套齿和花键的异同

套齿联轴器

通过锁紧螺母传递

轴向载荷

轴向载荷

小径定心、齿形定心
依靠工作面的挤压传递
转矩及载荷
不可传递轴向载荷

风扇后轴的端头一般为锥
形，与装在涡轮轴上的后
锥体相配；后轴的内面也
做成锥形，与装在涡轮轴
头上锥体相配；在套齿两
端采用锥面夹紧，以加强

图1

套齿联轴器

连接刚性。
1.2

花键联轴器

花键连接分为矩形花键连接（如图 2 所示）与渐

开线花键连接（如图 3 所示），是周向均布多个键齿的

花键轴和带有相应键齿槽的轮毂孔互压传递转矩的
连接。与套齿联轴器相比，花键联轴器不具有传递轴
向载荷的能力。花键键齿侧面为工作面，可用于静连
接和动连接。

步进动失稳和振动超标及失稳现象仍时有发生，严重
时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内阻尼模型，分析了带套齿转子失稳特征及失稳门
槛。结论可为套齿结构的设计提供帮助。

1

套齿与花键结构对比
套齿联轴器（又称航空花键）具有结构简单、便于

安装、可传递较大扭矩及轴向载荷等优点，其与普通
的地面花键联轴器的异同见表 1。
1.1

套齿联轴器

套齿联轴器结构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涡轮

转子与风扇转子通过套齿连接传递扭矩，二者间主要

靠 A、B 2 个圆柱面定心，以保证低压转子在运行工作

d

图2

矩形花键

αD

D

本文通过分析套齿结构的特点，建立了套齿结构

Dci

图3

Dce

渐开线花键

矩形花键联轴器（图 2）的定心方式为小径定心，

即外花键和内花键以小径为配合面，大径处有间隙。
渐开线花键联轴器（图 3）的齿廓为渐开线，靠齿形进

行定心，在内、外花键的齿顶和齿根处都留有间隙。
渐开线花键连接的花键齿的根部强度高，应力集中
小，适用于传递扭矩较大的场合。而且当齿受载时，
齿上的径向力能起到自动定心的作用，有利于各齿均
匀承载，较之矩形花键联轴器定位精度更高。
套齿联轴器连接航空发动机的风扇轴和涡轮轴，

中具有良好的对中性和运转平稳。航空发动机低压

进行扭矩和轴向力的传递[15]。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

轴上的轴向力通过左端的锁紧螺母传递；风扇后支点

由于部分零件变形、装配不良、机匣和支撑等部件在

轴承一般置于套齿位置，提供套齿连接的局部刚度；

受载、受热应力不均等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不对中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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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导致套齿的定位面磨损，从而定位面会出现间隙，

Q

正进动，从而导致失稳。

而后齿啮合处受力不均，会引起航空发动机低压转子

由于齿面之间的内摩

的振动，严重时会引起转子系统的失稳，导致航空发

擦力，套齿结构在受变载

动机发生故障，造成难以预估的危害。

荷时，应力与应变之间存

花键联轴器用于连接低转速的转轴，利用工作面
的接触与挤压传递载荷与转矩。由于装配、长时间工
作或动载荷引起工作面磨损等问题，导致花键联轴器
不对中，直接导致连接松动，工作失效。因花键没有

μPn
QP

加载曲线 卸载曲线
-δP

δP

在迟滞现象，如图 5 所示。
以此为基础，来推导内摩

-QP
-μPn

图5

擦力的表达式。

δ

套齿结构的迟滞曲线

套齿在非同步进动的过程中，每个齿在 1 个周期

定位面定心，当出现不对中时，其可传递的载荷和扭

内所经历的运动虽然存在相位差，但是幅值和频率一

矩将远远低于预期的设计值，而且转子不对中时，在

致，即每个齿在整个周期所消耗的能量相同。幅值由

花键连接处将出现较大的附加载荷，直接影响转子系

磨损间隙 σ 决定，频率为
f=|Ω - ω|

统的安全性。
因此套齿联轴器和花键联轴器的不对中情况大
致类似，但由于花键联轴器不存在定位面定心，花键
联轴器出现不对中的概率更高，
时间更短，
对转子系统
的稳定性影响也更敏感，
更容易造成转子系统失稳。

2

套齿结构内摩擦模型

式中：Ω 为转子自转角速度；ω 为转子公转角速度。
则 1 个完整的迟滞曲线对应的周期为

美定心，即产生 β 角的不对中量。在转子系统运作过
程中，因不平衡力的存在，转子将作同步正进动，此
时，套齿的内齿与外齿的相对位置以及配合状况在运

ED ′ =

（3）

套齿节圆半径；α 为齿形压力角。

在 1 个进动周期 2π ω 中，所消耗的能量按照线

性比例近似

ED = ED ′

|Ω - ω|
ω

接触长度。在 or 的左半边周内齿齿面所受的摩擦力

将式（5）代入得

擦力 F f 的方向是指向内侧的。这个力会促进转子的

WD =

∮

W D = F i dr

解得

2π

∫ c [ jr e
0

ω

i

0

ci =

j( ωt - φ )

（6）

( ω - Ω ) ] jωr p ej( ωt - φ ) dt （7）

（8）

|Ω - ω|
πr p cosαr p2 ω ( Ω - ω )

（9）

μM t e

此时内摩擦转子运动方程可以写为
内摩擦失稳

（5）

W D = 2c i πr p2 ( Ω - ω )

取 E D = W D，得

图4

（4）

式中：c i 为内摩擦系数；r = r p ej( ωt - φ )。
则每周期消耗的能量为

F f 的方向是指向外侧的，而 or 的右半边周则相反，摩

2μM t e | Ω - ω |
ω
r p cosα

F i = c i ( ṙ - jΩr )

在 or 左半边周的花键齿始终趋于减短配合齿面接触

长度，在 or 右半边周的花键齿始终趋于增长配合齿面

=

为了简化后续分析，设内摩擦力的形式为

齿内外键齿的齿面接触长度发生了变化，键齿的配合
套齿结构内摩擦失稳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

2μM t σ
r p cosα

式中：μ 为齿面摩擦系数；M t 为套齿传递的扭矩；r p 为

得进动角速度不再等于转子转速，此时套齿的外齿相

面之间就会产生相对滑动。

（2）

1 个完整迟滞曲线，齿面摩擦消耗的功为

转过程中保持不变。当转子受到一个初始扰动时，使
对于套齿的内齿而言，其位置是变化的，也就是说，套

2π
Ω-ω

T1 =

转子在受到外在不平衡力的作用下，出现不平衡
和不对中的现象，套齿连接结构也不再平衡，不再完

（1）

mz̈ + dż + kz + c i ( ż - jωz ) = -mjg + mεω2 ejω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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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方程为

范 围（工 程 上 限 制 值 为

mλ2 + dλ + mk + c i ( λ - jω )=0

解得

（11）

解得稳定边界为

3

0.4 mm）；而当不存在内阻

0.2
0.1

dπωr p cosαr p ( Ω - ω )
d
)= ω ( 1 +
)（13）
ci
μM t e
|Ω-ω|
2

0

子 能 量 ，抑 制 转 子 失 稳 ，
如图 8 所示。最大振幅小

于 0.3 mm，转子的振幅得
到 有 效 抑 制 ；因 此 ，对 于

轴心轨迹

0.3

尼时，外摩擦力会消耗转

( D + C i )2
ì
1
Ω
)( d + ci - ci )
ïλ 1 = jω n ( 1 ï
ω
2
2m
（12）
í
( D + C i )2
1
Ω
ï
ï λ 2 = -jω n ( 1 )( d + ci + ci )
ω
2
2m
î
Ω ins = ω n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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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2

图8

套齿连接结构，当出现不

-0.1 0

0.1

0.2

0.3

无内阻尼稳定时的
轴心轨迹

平衡不对中的情况时，套

齿结构对转子系统提供的内阻尼就会较大，因此转子

仿真验证

系统也会在内阻尼的激振下发生失稳，而外阻尼可以

以 jeffcott 转子为计算模型，套齿连接结构作用于

有效抑制失稳，因此当采用套齿连接结构时，可以适

转子上，对转子系统而言，相当于 1 个内摩擦力，即相

当增加外阻尼（比如采用阻尼器等方法），可以有效抑

当于增加了 1 个激振力。转子系统的初始计算参数

制转子失稳。

中置盘偏心距 e=0.0002 m；摩擦系数 μ = 0.20；配合面

的失稳，会引发航空发动机故障。因此，有必要研究

10-5 m；第 1 阶 临 界 转 速 ω n = 2500 r/m；外 阻 尼 d =

角、套齿节径）对内阻尼转子系统的失稳门槛转速的

对式（10），采用 4 阶 Runge-Kutta 法求解转子系

通过对建立的动力学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外阻尼

如下：转子质量为 m=15 kg；转轴刚度 k = 2 × 10 6 N/m；

内摩擦力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转子系统

长度 b=0.02 m；配合面直径 r p = 0.015 m；间隙 σ=5×

不同的结构参数（套齿轴向长度、摩擦系数、齿形压力

10 N ⋅ s/m；内阻尼 c i = 20 N ⋅ s/m。

影响规律。

统的动力学方程，得到以下时域波形（如图 6 所示）与

d、1 阶临界转速 ω n =

轴心轨迹（如图 7 所示）。

角 α、套齿轴段长度 L 以及不对中偏角 β 等参数对转

时域波形

30

子系统的稳定性影响较大。改变不同的参数进行模

20

拟仿真，分别得到不同结构参数对内阻尼转子系统失
稳的门槛转速的影响规律，如图 9～14 所示[16]。

0

-10

从仿真结果中可见，外阻尼系数及第 1 阶临界转

-20
1

2

图6

3

4

5
时间/t

6

7

8

速对内阻尼转子稳定性的影响较大。外阻尼系数从

9

50 N·s/m 增大到 200 N·s/m 后，失稳门槛转速增大了
近 8000 r/min；第 1 阶临界转速从 2000 r/min 增大到

失稳时的转子时域波形

当有内摩擦力存在
时，转子系统在运转过程
中 ，内 摩 擦 力 相 当 于 1 个

激振力，会对转子系统不
断地输入能量，促进转子
失稳；而外摩擦力会不断
消耗能量，抑制转子失稳。
而当内摩擦力输入的能量
大于外摩擦力消耗的能量

4000 r/min 后，失稳门槛转速增大了近 4000 r/min。而

轴心轨迹

40
20

10000

0
-20
-40
-40

图7

-20

0

20

内阻尼失稳时的

40

轴心轨迹

时，即内阻尼大于外阻尼时，转子系统就会失稳（图
6），最大振幅达到 30 mm 以上，大大超过了可允许的

失稳门槛转速/（r/min）

振幅 A

10

-30

k
、齿面摩擦系数 μ、齿形压力
m

8000
6000
4000
2000
0

50

100

150

外阻尼/（N·s/m）

图 9 外阻尼系数的影响规律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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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失稳门槛转速/（r/min）

4500

失稳门槛转速/（r/min）

6000

4000

4000

3500

2000
0
2000

图 10

2500
3000
3500
1 阶临界转速/（r/min）

第 1 阶临界转速的影响规律

0.015
偏角/rad

图 14

0.020

偏角的影响规律

稳门槛转速增大；随着套齿轴段长度的增大，失稳门

2630
失稳门槛转速/（r/min）

槛转速减小。当转子系统存在不对中时，不对中偏角
的大小也会影响内阻尼转子的稳定性。随着不对中

2620

偏角增大，失稳门槛转速减小，转子稳定性降低。
所以，在套齿结构出现不对中的情况下，接触面

2610

2600

3000
0.010

4000

的摩擦系数和传递的扭矩的增大都会使内摩擦阻尼
增大；对于套齿结构，内阻尼的增大都会加剧转子系
0

0.10

0.05
摩擦系数

图 11

统失稳；而外阻尼的增大会增大转子系统的失稳转
速，可以抑制转子系统失稳。

齿面摩擦系数的影响规律

4

2611

结论
（1）套齿联轴器依靠定位面定心，依靠锁紧螺母

2609

传递轴向载荷，而花键联轴器依靠小径或者齿形定

失稳门槛转速/（r/min）

2610

心，几乎不能传递轴向载荷，当出现不对中时，花键联

2608

轴器相较于套齿联轴器更容易失稳；

2607

（2）推导了内摩擦系数公式，以此得到套齿转子

2606
0.6

图 12

0.7

0.8
0.9
齿形压力角/rad

内摩擦失稳门槛转速的解析表达式，分析了各参数对

1.0

带套齿转子稳定性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套齿轴段

齿形压力角的影响规律

长度以及不对中角度的增大都会使得转子稳定性下
降；而外阻尼、齿面摩擦系数以及齿形压力角等参数

2750
失稳门槛转速/（r/min）

增大都会增加转子的稳定性；
（3）通过 4 阶 Runge-Kutta 求解转子动力学方程，

2700

得到带套齿转子的动力学响应及失稳特征。发现转
子失稳时，其失稳门槛转速在 1 阶临界转速以上，同

2650

时失稳振动频率为 1 阶临界转速的转频。

2600
10

图 13

20

30

套齿轴段长度/mm

40

50

套齿轴端长度的影响规律

齿面摩擦系数、齿形压力角以及套齿轴段长度等参数
对内阻尼转子稳定性的影响较小。随着齿面摩擦系
数增大，失稳门槛转速增大；随着齿形压力角增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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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优选参数的回流泵送密封开启温度特性
李庆展 1，李双喜 1，郑

娆 1，力

宁 2，李世聪

1

（1. 北京化工大学 流体密封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29；2.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株洲 412002）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减速器轴承腔上的新型高速气液混相回流泵送密封（GL-RPS）机构，揭示了其开启过程的温度特性。
通过建立数值分析模型，分析动压槽槽数、槽深、槽坝比对密封开启力的影响，得到密封开启性能的优选结构参数，基于优选参数
进行 GL-RPS 的开启过程温度特性试验。基于温度特性，从开启状态、开启转速、开启温度和摩擦磨损等角度对比分析了 4 种密封

结构的开启特性。结果表明：在开启过程中，端面温度的变化分为 3 个明显阶段，分别对应密封端面的 3 个接触状态，可以有效监

测和表征密封开启过程；在密封未开启阶段，端面温度随转速增大而升高；在过渡阶段，端面温度随转速增大逐渐降低，端面温度
存在跳跃；在完全开启阶段，端面温度随转速增大基本不变；密封开启转速、过渡阶段转速跨度、开始开启和完全开启时的端面温
度差都随压力增大线性增大。得出了 GL-RPS 开启性能较好的结构参数，能有效降低 GL-RPS 的开启转速和开启温度，减小密封
端面磨损。研究结果可为航空发动机减速器轴承腔 GL-RPS 的设计提供参考，并提供了一种密封端面接触状态监测方法。
关键词：气液混相；开启特性；密封；轴承；减速器；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28.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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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Temperature Characteristics of Reflux Pumping Seal Based on Optimum Parameters
LI Qing-zhan1，LI Shuang-xi1，ZHENG Rao1，LI Ning2，LI Shi-cong1
（1. Research Center of Fluid Sealing Technology，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Beijing 100029，China；
2. AECC Hunan Power Machinery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Hunan 412002，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new high-speed gas-liquid mixed-phase reflux pumping seal（GL-RPS）on the reducer bearing cavity of

aeroengine，the temperature characteristics of GL-RPS was revealed in the opening process. A numerical analysis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he number of hydrodynamic grooves，groove depth and groove-dam ratio on the sealing opening force. The optimum

structural parameters with better sealing opening performance were obtained. Based on the temperature method，the opening performance of

four kinds of seals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opening state，opening speed，opening temperature and friction and wea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mperature change of the sealing fac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stinct stages，corresponding to the three contact

states of the sealing face，which can effectively monitor the sealing opening process. When the seal is not opened，the temperature of the
end face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rotational speed. In the transition stage，the temperature of the end surface decreases gradu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rotational speed，and there is a jump in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nd surface. In the fully open stage，the temperature of the

end surface basically remains unchanged with the increase of rotational speed. Seal opening speed，speed span in transition stage，tempera⁃
ture difference of end face at start and full opening all increase linearly with the increase of pressur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The structure parameters of GL-RPS with good opening performance are obtained，which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pening speed and temperature of GL-RPS，and reduce the wear of sealing face.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GL-RPS for the reducer bearing cavity of aeroengine and a method for monitoring the contact state of sealing end
face.

0

Key words：gas-liquid mixed-phase；opening characteristic；seal；bearing；reducer；aeroengine

引言
航空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对高速密封技术提出

了更高要求，机械密封、唇形密封等接触式密封机构
易磨损、寿命短[1]；浮环[2]、蜂窝等非接触式密封机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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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泄漏率大等问题，无法满足发动机轴承腔密封的
要 求 。 气 液 混 相 回 流 泵 送 密 封（Gas-liquid Mixed-

phase Reflux Pumping Seal，GL-RPS）机构采用气液混

相润滑技术、利用回流泵送效应实现气体密封油液的

和静环 8 的接触部分为密封端面，也是介质泄漏通
道。在动环的密封端面上开设螺旋槽，为密封机构提
供动压开启力，其结构如图 2 所示。

功能，具有润滑效果好、服役时间长、泄漏率和功耗小
等优点，尤其适用于高速设备[4]。在 GL-RPS 正常运

转时，转速越高流体膜的刚度越大，回流泵送效果越
好，密封越稳定。如设计不当，密封端面在启动过程
中会发生温度超标、端面磨损，导致密封启动失效，因
此很有必要对其开启特性开展深入研究。

1—轴；
2—轴承；
3—介质进口；
4—密封腔体；
5，
9—O 形圈；
6—动

压密封的端面类型研究[5]、参数[6-8] 优化设计、干气密

12—静环座；
13—低压大气

目前关于 GL-RPS 开启特性的研究很少，其他动

环；7—高压气液混相介质；8—静环；10—推环；11—波形簧；
图1

封的开启特性研究可为 GL-RPS 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GL-RPS 结构

李双喜等[9,10]、金朝旭等[11-12]、彭旭东等[13]、李叶枫等[14]
等分析了密封开启力、气膜刚度、泄漏量等特性参数
对干气密封开启特性的影响；丁雪兴等[15]、王文鼎[16]
对干气密封摩擦副启停阶段的摩擦特性进行了仿真
模拟，分析了该阶段的摩擦热以及应力变化规律；在

开启状态监测方面，Yuan 等[17] 基于声发射技术监控

密封端面的动态摩擦，分析了密封端面摩擦接触状
态；傅攀等[18-20]基于声发射技术对端面流体膜厚度进
行监测，确定了密封端面开启状态。在试验研究方

Db—密封坝直径；Do—端面外径；Di—端面内径；

面，李小芬等[21]、李欢等[22-23]开展喷油试验验证了 GL-

β—螺旋角；ω—旋转方向

RPS 在油气两相介质工况下应用的可行性；李庆展

图2

等[24] 采用试验方法研究了油气混相回流泵送密封开

GL-RPS 的动环密封端面分为螺旋槽区、密封堰

启过程的泄漏特性，分析开启过程密封端面的泄漏率
演变趋势。以上研究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监测手
段上可为 GL-RPS 的研究提供指导。

本文预研的直升机发动机减速器轴承腔密封介

质是轴承高速旋转时将空气和 DOD-PRF-85734A 润

滑油充分混合的气液混相介质，密封机构与大气直接

接触，润滑油的作用为润滑和冷却，进口温度为 15~

动环端面槽型结构

区和密封坝区。螺旋槽的结构参数包括槽数、槽深、
螺旋角、槽坝比（Db-D）
/ Do-D）
i （
i 。
1.2

GL-RPS 工作原理

GL-RPS 的密封腔内为高压气液混相介质，密封

腔外为低压大气。在 GL-RPS 启动时，随着密封动环

转速逐渐增大，动环密封端面螺旋槽区流体的黏性剪

40 ℃。气液混相介质的密封端面摩擦状态不同于纯

切力逐渐增大，并逐渐平衡密封端面内外侧的压力

气、纯液介质，其开启特性与单相介质密封机构的也

差，从而阻止密封介质从高压侧流向低压侧。当动环

不同，在实际工作中要求能在低转速下实现密封机构

转速足够大时，螺旋槽能将泄漏到低压侧的密封流体

的开启，避免启动磨损失效。本文采用数值分析手段

泵送回高压侧（即回流泵送），同时流体受迫流动，在

得到密封开启性能较好的优选结构参数，并通过试验

槽区形成高压流体，形成密封运转的端面动压开启

验证优选结构参数的合理性。

力，迫使密封端面开启。

1

2

1.1

GL-RPS结构与原理
GL-RPS 结构

GL-RPS 结构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动环 6

2.1

数值模拟与结果分析
流体域分析模型
参考文献[22]的数值模拟方法，取动、静环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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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面间的流体域为研究对象，建立分析模型，如图 3

所示。利用 ANSYS Workbench 模块中的 ICEM 软件，

布，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密封端面流体在槽根
处（A 处）产生了明显流体动压效应。

采用 Sweep 划分方式，对流体域分析模型进行六面体

压力/Pa

网格占优的网格划分，如图 4 所示。在进行网格无关

5.29e+05
4.99e+05
4.68e+05
4.37e+05
4.06e+05
3.75e+05
3.44e+05
3.14e+05
2.83e+05
2.52e+05
2.21e+05
1.90e+05
1.59e+05
1.29e+05
9.78e+04
6.70e+04
3.62e+04
5.34e+04
-2.55e+04
-5.63e+04
-8.71e+04

性验证和网格质量检查后，满足计算要求。由于流体
域几何模型呈中心对称和周期性分布，只选取 1 个周
期进行分析。

图5
图3

图4

流体域几何模型

2.4

网格划分

分析模型的具体结构参数及操作参数设置分别
见表 1、
2。

Do / mm

参数

Di /mm

84

数值

73

表2
工况
参数

油气
体积比

数值

0.7

2.2

影响规律，开启力越大，密封端面开启性能越好。

结构参数
β/（°）

槽坝比

20

槽数

0.4~0.9

槽深/μm

4~20

2~10

操作参数

腔内压力/
MPa
0.03~0.07

腔外压力/
MPa
0

结果分析
分别分析了槽数、槽深、槽坝比对密封开启力的

2.4.1

表1

流体域压力分布

槽数对密封开启力的影响
密封端面开启力随槽数增加而增大，增大趋势逐

渐变小，且在高转速时的密封端面开启力更大，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阴影部分的槽数对应的密封端
面开启力较大，在实际应用中考虑加工难度和加工成

转速/
（r/min）

温度/
℃

0~20000

20

本，槽数不宜过多，优选槽数为 12 个。

基本假设
为便于分析，对密封端面间的介质流体膜做如下

假设：
（1）密封动、静环表面为理想光滑表面；
（2）密封端面间流体的流动为层流；
（3）流体流动过程中温度、黏度、密度和压力沿膜
厚方向恒定不变；
（4）忽略流体的惯性力和体积力。
2.3

模拟设置
依照密封实际工作

状态设置的连续相边界

表3

图6

边界设置

位置

类型

密封端面外径侧

压力入口

条件和离散相边界条件

密封端面内径侧

压力出口

见表 3。

与动环接触的壁面

旋转壁面

与静环接触的壁面

静止壁面

压力速度耦合采用

Simplec 算法，压力插值采用 2 阶精度格式，迭代精度

设置为 1.0×10 。计算得到密封端面间流体域压力分
6

2.4.2

槽数对密封端面开启性能的影响

槽深对密封开启力的影响
密封端面开启力随槽深增大先增大后减小，在槽

深为 5~7 μm 时密封端面开启力较大，且在高转速时
的密封端面开启力更大，如图 7 所示。
2.4.3

槽坝比对密封开启力的影响

密封端面开启力随槽坝比增大先增大后减小，槽

坝比为 0.65~0.70 时密封端面开启力较大，且在高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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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时的密封端面开启力更大，如图 8 所示。

（a）S1

（b）S2
（c）S3
图 9 4 种密封结构的动环

（d）S4

封试验装置模型和试验装
置如图 10、11 所示。

为了保证试验的准确

性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尽 量 减 小 试 验 误 差 ，尤 其
图7

槽深对密封端面开启性能的影响

是安装误差；
（2）控制弹簧
压量保证弹簧力的一致

1—可视化腔体；2—轴承密封

组件；3—气液混相密封腔体；

性；
（3）必须选用精密高速 N —气液混相介质进口；N —
1
2
轴承，保证轴承不会失效，气液混相介质出口

图10 GL-RPS试验装置模型

并且监测轴承温度。
本试验装置的创新
性：
（1）采用高速轴承将油
气混相介质充分混合；
（2）
外侧腔体采用高强度可视
化 工 程 塑 料 ，便 于 观 察 密
图8

封运转情况。

槽坝比对密封端面开启性能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密封开启性能较好的结构参
数为：槽数为 12、槽深 5~7 μm、槽坝比为 0.65~0.70。

3

试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优选结构参数的合理性，基于温度法进

行试验。简化试验步骤，选取 4 种密封结构进行试验

和对比分析，4 种密封的结构参数见表 4，动环如图 9

所示。其中 S1 采用分析得出的优选结构参数，S2、S3、
S4 分别改变了槽数、槽深、槽坝比。
表4
结构
形式
S1
S2
S3
S4

3.1

Do /
mm

Di /
mm

84

71

84
84
84

槽数

80.1

8

71

80.1

12

71

80.1

12

71

81.4

12

试验时，N1 通入气液混相介质，N2 为气液混相介

质出口，轴承腔油气体积比为 0.2，可通过调节循环泵

站流量和空气流量控制，出口介质采用换热器循环冷
却，进口介质温度为 20 ℃，介质同时起到润滑和冷却

作用。轴承温度传感器、密封腔内温度传感器和静环
密封端面温度传感器提前安装完毕。
运转试验分 4 个结构依次进行，试验条件见表 2

和表 4。在试验过程中分别改变密封腔内压力、转

速、槽深、槽数、槽坝比，监测采集密封启动过程中静
环密封端面的温度，基于温度法分析密封端面开启状

4 种密封结构
Db /
mm

图11 GL-RPS试验台

槽深/
μm

槽坝比

β/（°）

5
5

0.7

10

0.7

20

0.7

20

5

0.8

20

态。温度传感器为 K 型热电偶，传感器布置如图 12
所示。传感器布置在静环密封端面背面、距离密封端
面 1.0 mm 处，静环材料为浸锑石墨 M120D，其导热性

20

试验装置
研制了一种针对气液混相介质的试验装置，搭建

试验系统，采用油气混相介质进行 GL-RPS 试验，密

图 12

静环和温度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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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好，传热快，测量值近似为密封端面温度。
3.2
3.2.1

开启特性
开启状态分析
在 0.03~0.07 MPa 压力范围内，参考文献[13]的恒

闭合力方法，根据密封开启临界流体膜厚度分别计算
4 种结构密封的临界开启转速 Va，并进行运转试验，试

验中 4 种密封结构的运转时间和运转参数的设置均
一致，计算结果和试验结果如图 13 所示。

图 13

（d） S4 密封端面温度变化

不同压力下密封端面温度随转速的变化

在密封机构启动过程中，随着转速增大，密封端
面逐渐开启。在此过程中，温度分为 3 个明显阶段，
分别对应密封端面的 3 个接触状态：未开启阶段（Sc）、

过渡阶段（不完全开启阶段 S）
（So），
t 和完全开启阶段
可以有效监测密封开启过程。不同压力下密封端面
（a） S1 密封端面温度变化

温度随转速的变化图 13 所示。以图 13（b）为例详细

说明，定义开始开启时的转速为 Vso，完全开启时的转
速为 Vto，端面初始温度为 T，开始开启时的端面温度
为 Tso，完全开启时的端面温度为 Tto。所以 0~Vso 转速

范围为 Sc，Vso~Vto 转速范围为 St，Vto 之后为 So。图中 Va

（0.03）表示压力为 0.03 MPa 时密封临界开启转速，Tso
（0.03）表示压力为 0.03 MPa 时密封开始开启时的端
面温度，其余表达式命名方法相同，不再赘述。

密封处于 Sc 时，端面温度随转速增大而升高，此
时密封端处于接触运转状态，密封端面摩擦生热，密
封端面易发生摩擦磨损；密封处于 St 时，端面温度随
（b） S2 密封端面温度变化

转速增大逐渐降低，但是温度变化趋势不稳定，端面
温度存在跳跃，此时密封端面处于接触与非接触的过
渡状态，密封端面易发生碰摩，密封易失效；密封处于
So 时，端面温度随转速增大基本不变，温度逐渐稳定，
此时密封端面处于稳定的完全非接触运转状态，密封
端面不存在摩擦磨损，理论上是一种超滑运行状态。
计算得到的密封临界开启转速处于密封开启过程中
的 St，即 Vso< Va< Vto，试验与计算结果基本相符。

不同结构的密封端面温度随转速的变化如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见，4 种结构密封端面开启过程的变
（c） S3 密封端面温度变化

化趋势基本一致，密封端面完全开启之前的端面温度
差距较大，完全开启之后的密封端面差距很小，这是
因为完全开启以后密封端面都处于非接触运转状态。

第3期

77

李庆展等：基于优选参数的回流泵送密封开启温度特性

其中 S1 结构试验整个过程的密封端面温度都比其它
2 种结构的低，其密封临界开启转速 V（S
，开始开启
a
1）
转速 Vso（S1）和完全开启转速 Vto（S1）都比其它 2 种结

构的小，对比说明 S1 结构参数（槽数 12，槽深 5 μm，槽
坝比为 0.70）下的密封开启性能最好。

图 16

转速跨度随压力的变化

（S4）的 66.7%~70.6%；说明 S1 的结构参数能有效降低
GL-RPS 的开启转速和跨越 St 的难度，即 S1 密封端面
最容易开启，最不容易发生碰摩失效，槽数 12 个的密
图 14

3.2.2

不同结构的密封端面温度随转速的变化

开启转速分析
密封开启转速越小，其开启性能越好。4 种密封

结构的密封开始开启和完全开始时的转速随压力的

封开启性能较槽数 8 个的好，槽深 5 μm 的密封开启

性能较槽深 10 μm 的好，槽坝比为 0.70 的密封开启性
能较槽坝比为 0.80 的好。
3.2.3

开启温度分析

密封开启温度差越小，密封开启性能越好。4 种

变化如图 15 所示，转速跨度 ΔV（ΔV=Vto -Vso）随压力

密封开始开启时的密封端面温度差 ΔTso（ΔTso=Tso -T）

度，其数值越大，密封跨越 St 的难度越大，密封越容易

封端面温度差 ΔTto（ΔTto=Tso -T）随压力的变化如图 18

的变化如图 16 所示。速度跨度表征密封跨越 St 的难

发生碰摩失效，在实际应用中期望 Vso、Vto 和 ΔV 的数

随压力的变化如图 17 所示，4 种密封完全开启时的密
所示。

值越小越好。

图 17
图 15

开启转速随压力的变化

ΔTso 随压力的变化

对比发现：在整个压力变化过程中，ΔTso（S1）和

对比发现：在整个压力变化过程中，Vso（S1）、Vto

ΔTto（S1）的 数 值 最 小 ，ΔTso（S1）为 ΔTso（S2）的 61.8%~

26.3%，为 Vso（S3）的 45.5%~66.7%，为 Vso（S4）的 20%~

78.2%~87.9%，4 种密封结构的 ΔTto 差距不大，这是密

（S1）和 ΔV（S1）数 值 最 小 ，Vso（S1）为 Vso（S2）的 17.8%~
32.3%；Vto（S1）为 Vto（S2）的 28.3%~30.1%，为 Vto（S3）的

60%~70.9%，为 Vto（S2）的 53.6%~61.1%；ΔV（S1）为 ΔV

（S2）的 34.3%~40%，为 ΔV（S3）的 71.4%~75%，为 ΔV

73.9%，为 ΔTso（S3）的 86.5%~92.5%，为 ΔTso（S4）的

封端面完全开启之后，密封端面非接触运转，4 种结

构的密封端面接触状态基本一致。由此说明 S1 的结

构参数能有效减小 GL-RPS 的开启过程中的密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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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启转速分析、开启温度分析和开启过程短
时摩擦磨损分析得出，4 种密封结构中，S1 结构的密封

端面开启性能最好，即槽数 12 个、槽深 5 μm、槽坝比

0.70 时的密封开启性能较好。试验结果与数值模拟
结果相符。

4

结论
（1）密封开启过程中，端面温度变化分为 2 个明

显阶段，分别对应密封端面的 2 个接触状态，可以有
图 18

效监测密封开启过程。

ΔTto 随压力的变化

面温升变化，且槽数 12 个的密封开启性能较槽数 8 个

的好，槽深 5 μm 的密封开启性能较槽深 10 μm 的好，
槽坝比为 0.70 的密封开启性能较槽坝比为 0.80 的好。
3.2.4

开启过程短时摩擦磨损分析

通过摩擦磨损结果分析密封开启性能可知，摩擦

磨损程度越轻微，密封开启性能越好。试验中 4 种密
封结构的运转时间和运转参数的设置均一致。试验

后采用 ZYGO-NEXVIEW2 维白光干涉测量仪测量动
环、静环密封端面同一位置的表面微观形貌，测量结
果见表 5，并如图 19、20 所示。对比 S1 和 S2、S3、S4 可

得：S1 结构的磨损程度较轻，粗糙度较小，说明槽数 12
个的密封开启性能较槽数 8 个好；槽深 5 μm 的密封

开启性能较槽深 10 μm 好；槽坝比 0.70 的密封开启性
能较槽坝比 0.80 好。
表5

粗糙度
试验前动环粗糙度
试验后动环粗糙度
试验前静环粗糙度
试验后静环粗糙度

μm

试验前后粗糙度对比
S1

0.04

S2

0.04

S3

0.04

S4

0.04

0.067

0.243

0.070

0.080

0.068

0.123

0.106

0.116

0.04

0.04

0.04

0.04

（2）密封端面未开启阶段时，静环密封端面温度
随转速增大而增大；过渡阶段时，静环密封端面温度
随转速增大逐渐降低，温度变化趋势不稳定，端面温
度存在跳跃；密封端面完全开启阶段时，静环密封端
面温度随转速增大基本不变。
（3）密封端面开启转速和过渡阶段转速跨度都随
压力增大而增大；开始开启和完全开启时的密封端面
温度差都随压力增大近似线性增大。
（4）试验验证了数值模拟优选结构参数的合理
性，4 种密封结构中槽数 12 个、槽深 5 μm、槽坝比 0.70
时的密封参数能有效降低 GL-RPS 的开启转速，降低

跨越 St 的难度，减小开启过程中的密封端面温升变
化，减少密封端面磨损，此参数下的 GL-RPS 开启性
能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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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自刹车功能的加速供油规律设计方法
吉思环，李焦宇，刘亚君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解决某型发动机在地面高温天气条件下加速性调整困难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具有自刹车功能的加速供油规律设计
方法。其主要设计思想为：在未满足加速性判断指标要求前，尽可能多地供油以提高加速性；当满足加速性判断指标后，依据其与
控制目标值的接近程度，逐步减少加速供油量进行自刹车，直至发动机转速上升率降至 PID 控制参数可控范围内，最终由 PID 控制
算法控制至目标值。根据此设计方法编制出相应的控制逻辑，并利用基于迭代算法的过渡态模型进行仿真验证。结果表明：在原
有 PID 控制参数完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采用该设计方法可以有效地将发动机加速时间缩短 0.3～0.5 s，保证加速过程满足过渡态
指标和稳定裕度的要求，有效地解决了该型发动机加速性调整困难的问题。
关键词：加速供油规律；自刹车；过渡态模型；加速性；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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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sign Method of Acceleration Fuel Supply Law with Self-breaking Function
JI Si-huan，LI Jiao-yu，LIU Ya-jun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t was difficult to adjust the acceleration of a certain engine in high temperature weather on the ground.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a design method of acceleration fuel supply law with self-breaking function was proposed. The main design idea was：before the

acceleration judgment index was met，the fuel supply should be as much as possible to improve the acceleration. After the acceleration judg⁃

ment index was met，according to the proximity between the acceleration and the control target value，the acceleration fuel supply was grad⁃
ually reduced to self-breaking until the engine speed rise rate dropped to the controllable range of PID control parameters. Finally，engine
speed rise rate is controlled to the target value by the PID control algorithm.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l logic was worked out according to
this design method and the transient state model was used for simulation verification based on iterative algorith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sign method can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engine acceleration time by 0.3-0.5 s when the original PID control parameters remain un⁃
changed，and the acceler-ation process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ransient state index and stability margin and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y
in adjusting acceleration of the engine can be solved effectively.

Key words：acceleration fuel supply law；self-breaking function；transient state model；acceleration；aeroengine

0

功能检查调整过程中，加速性的调整次数最多，耗时

引言

最长，且在高温天气条件下出现加速性不合格问题后

加速性是航空发动机能否出厂的重要指标，加速

无有效的调整手段，导致发动机出厂交付困难。为了

性过快会导致发动机剩余裕度降低，甚至出现喘振等

保证发动机在全包线内不超转，其控制系统控制参数

工作不稳定的情况；加速性过慢会延长其配装飞机的

较为保守，导致其在高温条件下主燃油给定值提前脱

起飞距离并影响飞机的机动性能。因此，加速供油规

开加速供油规律，经常出现加速时间靠近上限或者超

律设计的最终目标是在保证发动机剩余裕度不降低

限的问题。加速供油规律的研究一直是现代航空发

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发动机的加速性

[1-2]

。对某型

动机设计的重点，国外开始得非常早，取得了大量的

发动机出厂试车进行统计可知，在其出厂的 20 余项

先进成果。随着现代控制理论的发展，特别是最优控

收稿日期：2019-12-19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吉思环（1986），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总体性能设计工作；E-mail：jisihuan4421@163.com。
引用格式：吉思环，李焦宇，刘亚君 . 一种具有自刹车功能的加速供油规律设计方法[J]. 航空发动机，2021，47（3）：80-85.JI Sihuan，LI Jiaoyu，LIU Ya⁃
jun.A design method of acceleration fuel supply law with self-breaking function[J].Aeroengine，2021，47（3）：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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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系统和最优控制理论在实际中成功应用，吸引了大
量国外研究机构（如美国 NASA 的 Lewis 研究中心）和

学者进行最优控制理论的研究，应用线性二次型最优
控制理论(Linear Quadratic Regulator，LQR)方法进行

1.3 相关简化
为了降低建模难度，将其简化为单变量的非线性
系统，所作的简化为：
（1）风扇和高压压气机进口可调角度规律固定，

了多变量加速控制，开展了多目标优化工作；近 20 年

即不作为模型的控制参数；

和约束尺度法等）应用于航空发动机加速控制已经成

大，某转速之上收至最小。

为研究热点和方向。目前已经发展出了自适应控制、

1.4 过渡态迭代模型的建立

来，将非线性理论优化算法（共轭梯度法、最速下降法

鲁棒控制、LPV 控制、模糊控制、神经网络控制等诸多

控制方法，但由于 PID（Proportion Integral Differential）

（2）尾喷口面积控制仅为在某转速之下开至最

发动机在实际工作时，其各部件系统间相互制
约，必须满足共同工作条件。因此，
在过渡态过程中的

控制算法简单、稳定性好、可靠性高，且可以通过分析

任何时刻，
部件的工作状态都需满足其共同工作条件。

被控对象并建立数学模型，根据一定的整定原则离线

对于双转子涡扇发动机，需要满足高压轴和低压

确定 PID 参数进行控制，在航空发动机加速供油规律

轴的功率平衡、风扇出口空气流量平衡、高压涡轮进

设计中被采用得最多。

鉴于该型发动机控制系统架构以及控制算法均
已经通过大量的台架试验验证和高空台试验的考核

口燃气流量平衡、低压涡轮进口燃气流量平衡和尾喷
口燃气流量平衡等 6 个平衡方程[9]
W TH - W CH - W ex, H - D H

和鉴定，不可能进行大规模改动，本文在现有的 PID
加速供油规律设计方法，以解决由于 PID 控制参数保

q m, g2 - q m, a13

守设计导致的加速性难以调整的问题。

1

1.1 概述
航空发动机过渡态模型一般分为基于迭代算法
的非实时模型[3-4]和基于容腔动态/状态变量的无迭代
实时模型[5-7]。一般情况下，迭代模型不具有实时性，
主要用于发动机性能分析。由于其计算时间和迭代
次数没有限制，模型可获得较高的精度；而实时模型
对实时性要求较高，多用于“机载”控制，会作较多简
化，精度不如迭代模型的高[8]。
本文所进行的加速供油规律设计对过渡态模型
的精度要求较高，而对实时性要求不严格，故采用基
于迭代算法的非实时模型进行设计。
1.2 相关假设

（2）相比飞机的惯性，发动机的惯性小很多，推导
过渡态模型时，假设飞行条件保持不变；
（3）部件总压损失和效率系数保持不变；
（4）涡轮喉道和尾喷口喉道处于临界以上流动状态；
（5）忽略燃烧室的燃烧延时影响。

（3）
（4）

q m, g8 - q m, a16 - q m, a5 = 0

（6）

'
m, g45

=0

（5）

式中：n H、n L 分别为高、低压转子转速；J H、J L 分别为

高、低压转子转动惯量；WTH 为高压涡轮功率；WCH 为
dn H
高压压气机功率；Wex.H 为高压轴提取功率；D H
为
dt
π 2
高压转子加速功率，D H = (
) J H n H；W TL 为低压涡
30
dn L
轮功率；W CL 为低压压气机功率；D L
为低压转子
dt
π 2
加速功率，D L = (
) J L n L；q m, a 为空气流量；q m, g 为燃
30
气流量；q m, f 为燃油流量。
各截面编号定义见表 1。
表1

为了推导发动机过渡态数学模型，
需要作以下假设：
（1）忽略各部件的储能；

（2）

q m, g4 - q m, a3 - q m, f = 0
q m, g45 - q

过渡态数学模型的建立

（1）

dn L
=0
dt
- q m, a16 = 0

W TL - W CL - D L

控制算法架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具有自刹车功能的

dn H
=0
dt

截面编号
2
3
4
5

各截面编号对应位置

截面位置
风扇出口
高压压气机出口
高压涡轮进口
低压涡轮出口

截面编号
8

13
16
45

截面位置
尾喷口出口
外涵道进口截面
外涵道出口截面
低压涡轮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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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风扇和高压压气机的计算过程可知，
风扇和
高压压气机工作状态的确定要先已知每个部件的 2
个参数，
在计算中，
选定为低压转子转速 n L 、
风扇压比
π CL ，
以及高压转子转速 n H 、
压气机压比 π CH。

同样，
高、低压涡轮工作状态的确定也需先确定
2 个已知参数。由于风扇、压气机分别与低、高压涡
轮之间存在机械联系 ，
而 n L 和 n H 已由风扇和压气机
选定，
在确定高、低压涡轮工作状态时，
仅需选取高、
图2

π TL 即可。
低压涡轮落压比 π TH 、

上述 4 个部件联合工作时 ，其工作状态相互制

相对燃油流量与高压相对转速的变化关系

综上所述，基于牛顿-拉夫逊迭代算法的过渡态

约 ，受共同工作条件的约束 ，因此 6 个独立参数 n L 、

迭代模型可以满足加速控制规律设计的精度要求。

n H 、π CL 、π TL 、π TH 、π CH 的取值必须满足发动机的共同

2

加速供油规律设计

2.1

概述

工作方程。在发动机进口条件（进口总温 θ1 和总压
P1）已知的情况下，
根据牛顿-拉夫逊算法等非线性方
程组求出 6 个平衡方程的解，
即可获得发动机过渡态
模型。
1.5 模型精度对比
发动机排气温度 θ5 传感器的时间响应常数较大，

在过渡过程测量的 θ5 值不准确，因此仅对影响加速过
程控制的 n L 和 n H 的精度进行对比。
1.5.1

低压转速对比

在航空发动机加速过程中的控制方法一般包括基
于非线性 PID 控制算法的控制、基于遗传算法的多变
量寻优控制[10～11]等。由于航空发动机工作包线大，状
态多变，
要求控制系统具有非常高的可靠性，
一般采用
传统的 PID 算法并经过一定的适应性改进[12～14]（主要是
针对航空发动机非线性特性的改进）进行控制。

为了使航空发动机尽可能地发挥其性能，需要在

根据过渡态迭代模型计算出的相对燃油流量与

工作包线内的不同区域对不同的控制参数进行限制

低压相对转速的变化关系及其与试验数据的对比如

（如进气温度较低时，限制低压换算转速；进气温度较

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相对燃油流量（与设计点

高时，限制高压转子转速），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一般

2% 以下。

另一方面不能很准确地对发动机工作包线进行分区

燃油流量的比值）相同时，低压相对转速最大偏差在

的 PID 参数优化方法不能够取得理想的控制效率[15]；
控制。因此，为了满足全包线范围内不同控制规律设
计和保证发动机工作安全的需求，只能通过设置较为
保守的 PID 控制参数，以确保发动机在工作中不出现

超温和超转问题。但这势必会牺牲发动机加速性能。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本文提出一种具有自刹车功能的
加速供油规律设计方法，其主要设计思想为：在未满
足加速性判断指标要求前，尽可能多供油以提高加速
性；当满足加速性判断指标后，依据其与控制目标值
图1

1.5.2

的接近程度，逐步降低加速供油量进行自刹车，直至
相对燃油流量与低压相对转速的变化关系

高压转速对比
根据过渡态迭代模型计算出的相对燃油流量与

高压相对转速的变化关系及其与试验数据的对比如
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相对燃油流量相同时，高
压相对转速最大偏差在 1.4% 以下。

发动机转速上升率降至 PID 控制参数的可控范围，最
终由 PID 控制算法控制至目标值。
2.2 基本加速供油规律设计

进行加速供油规律设计时，通常会根据控制参数
（n L、n H、θ5）与各自给定值的偏差量（△ n L、△ n H、△θ5），
按 PID 控制算法计算出给定油量，并与加速供油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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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进行低选控制，最终确定发动机实际供油量。例

（2）为了防止发动机出现超调过大或者超转问

如：某型发动机控制规律设计思路为将△ n L、△θ5 根

题，在达到加速供油脱开时机后，通过减少加速供油

据统计的△ n L -△ n H、△θ5 -△ n H 关系，转换为△ n H 再

量的方法实现加速过程的自刹车。加速供油量系数

进行低选控制，然后与加速供油规律比较后进行低选

下调后，待实际供油量受加速供油量限制时，发动机

控制，控制过程如图 3 所示。

压气机出口压力 P31 也会相应降低，而加速供油量给
定值与 P31 成正比，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加速供油量，二
者的作用相互迭加，能够保证发动机快速减速；对大
量的试验和试飞数据进行统计可知，某型发动机稳态
时 PID 控制计算的燃油流量与加速供油规律计算的
燃油流量的比值一般为 0.6～0.8；因此，在满足退出

图3

基本加速供油控制

在加速的初始过程中，由于控制参数偏差△ n H

加速油脱开条件时，将加速供油量系数根据控制参数
与目标值的接近程度逐渐由 1.0 过渡至 0.5，保证了发
动机状态平稳过渡。

较大，经过 PID 算法计算得到的供油量远大于根据加

2.3.2

律进行控制；待发动机即将达到目标状态时，其控制

存在很大风险，为了保证控制参数能够适应“自刹车”

参数偏差△n H 较小，按 PID 算法计算得到的供油量比

逻辑带来的加速供油脱开后延的影响，可通过控制高

开加速供油规律，按 PID 算法计算的供油量最终控制

在加速供油脱开后，当转速上升率较大时，通过

速规律计算得到的供油量，实际供油量按加速供油规

按加速供油规律计算得到的供油量低时，实际供油脱

控制参数适应性保证设计
鉴于 PID 控制参数的调整与验证工作量较大，且

压转子转速上升率的方法来保证控制参数的适应性。

至目标值。

减小加速供油量系数进行“刹车”；待转速上升率下降

2.3

至 PID 参数可控制范围内，直接按 PID 计算出的给定

具有自刹车功能的加速供油规律设计
基于加速供油控制的设计思路存在以下不足：
（1）加速过程何时脱开加速供油不能调整，在导

致剩余裕度较小的发动机出现加速性不合格时无调
整手段；

（2）PID 控制参数不能很好地适应发动机全包线

范围内的使用需求，只能设置较为保守的控制参数来
确保发动机不出现超温/超转等异常情况。

针对上述 2 方面的不足，设计了一种具有自刹车

功能的加速供油规律。
2.3.1

脱开加速供油时机的设计
脱开加速供油时机的设计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

供油量进行控制，可保证发动机控制参数的适应性。

3

加速供油规律优化设计及仿真验证
某型发动机加速性不合格主要发生在地面高温

条 件 下 ，因 此 本 文 仅 给 出 海 平 面 大 气 温 度 分 别 为
15 ℃和 45 ℃条件下的仿真验证结果。结果表明：具

有自刹车功能的加速供油规律设计方法在保证发动
机满足过渡态指标要求和稳定裕度基本未减少的情
况下，能够使发动机加速时间缩短约 0.3～0.5 s，达到
预期目标，具体结果如图 4～11 所示。

面因素：
（1）某型发动机加速性时间计算方法为从油门杆
开始移动至“n L 达到目标值-△n L”的时间。在设计加

nL 给定值（θ1=15 ℃）

速供油逻辑时，给定发动机脱开加速供油的时机为 n L

加速指标线（θ1=15 ℃）

控制计划值-△ n L、n H 控制计划值-△ n H 或者 T5 控制

过渡态指标（θ1=15 ℃）

计划值-△θ5 中任意 1 个达到即脱开加速供油控制

nL(原控制算法)（θ1=15 ℃）
nL(新控制算法)（θ1=15 ℃）

（其中△ n L、△ n H、△θ5 需要根据发动机试车统计结果
关联给出，尽量使三者同时达到），实现加速供油脱开
时机后延；

图4

优化后加速过程低压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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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 给定值（θ1=15 ℃）

加速指标线（θ1=15 ℃）

nL(原控制算法)（θ1=15 ℃）

给定值（θ1=45 ℃）

nL(新控制算法)（θ1=15 ℃）

原控制算法（θ1=45 ℃）

过渡态指标（θ1=15 ℃）

图5

新控制算法（θ1=45 ℃）

优化后加速过程低压转速局部放大
图9

优化后加速过程高压转速

风扇特性（理论）
原控制算法（θ1=45 ℃）
新控制算法（θ1=45 ℃）
原控制算法（θ1=15 ℃）
新控制算法（θ1=15 ℃）

nH 给定值（θ1=15 ℃）
nH(原控制算法)（θ1=15 ℃）
nH(新控制算法)（θ1=15 ℃）

图6

图 10

压气机特性（理论）
原控制算法（θ1=45 ℃）
新控制算法（θ1=45 ℃）
原控制算法（θ1=15 ℃）
新控制算法（θ1=15 ℃）

优化后加速过程高压转速

nL 给定值（θ1=45 ℃）

图 11

加速指标线（θ1=45 ℃）
原控制算法（θ1=45 ℃）
新控制算法（θ1=45 ℃）

图7

优化后加速过程低压转速

风扇工作线

4

压气机工作线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具有自刹车功能的加速供油规

律设计方法，并利用基于迭代算法的过渡态模型进行
了仿真验证，得到如下结论：
（1）该方法可以有效地缩短发动机加速时间，并
保证发动机过渡态指标满足用户使用要求和发动机
稳定裕度基本不变。
nL 给定值（θ1=45 ℃）

加速指标线（θ1=45 ℃）
原控制算法（θ1=45 ℃）
新控制算法（θ1=45 ℃）

（2）鉴于不能准确测量低压涡轮后排气温度 θ5 的

实际值，实际应用时需要通过试验方法对 θ5 是否存在
超温现象进行确认。

（3）退出加速逻辑判据中的△nL、△nH、△θ5 的给

定，需要根据大量的统计结果和试验进行确定，以防
图8

优化后加速过程低压转速局部放大

止其对应关系存在偏差后出现加速性提升不明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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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超调量偏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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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热响应的陶瓷基复合材料火焰筒热冲击试验
孙

坤，王洪斌，张树林，张志学，黄晓霞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连续纤维增韧的碳化硅复合材料火焰筒是航空发动机重要的热端部件之一，对其进行热冲击性能评估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为了考察陶瓷基材料与金属材料的连接性能及火焰筒本体特征部位的抗热疲劳性能，采用扣锁式壁面温度测试方法和基
于材料热响应试验制定的热冲击时域循环，对连续纤维增韧的碳化硅复合材料制备的航空发动机火焰筒试件进行燃气热冲击性
能研究。试验中，通过准稳定壁温获取试验得到了火焰筒试验件准定常状态时外壁面温度参数；按照加速试车原则确定了热冲击
时域循环参数；参照航空发动机 100 次起降对应的燃烧室经历的热载荷，以 100 次时域循环作为火焰筒试件试验评估的最终循环
次。试验结果表明：经 100 次热冲击循环后，试件考核部位表现出较好的连接性和抗热疲劳性能，为连续纤维增韧的碳化硅复合
材料制备的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的工程优选和设计优化提供了试验支撑。
关键词：陶瓷基复合材料；热端部件；火焰筒；热冲击试验；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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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 Shock Test of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Liner Based on Thermal Response
SUN Kun，WANG Hong-bin，ZHANG Shu-lin，ZHANG Zhi-xue，HUANG Xiao-xia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The liner made by continuous fiber toughened SiC composite is one of the crucial hot section components of aeroengine and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evaluate its thermal shock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joint performance between ceramic matrix compos⁃
ites and metal materials and the thermal fatigue resistance of the characteristic parts of the liner，the gas thermal shock performance test of
aeroengine liner specimens prepared by continuous fiber toughened SiC composites were studied by using the locking wall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method and the thermal shock time domain cycle based on the materials thermal response test. In the test，the temperature pa⁃
rameters of the outer wall were obtained by the quasi-steady wall temperature acquisition test in the quasi-steady state. The time domain
cycle parameters of thermal shock were determined by the principle of accelerated test run. According to the thermal load of the combustor

corresponding to the 100 take-off and landing of the aeroengine，100 domain cycles were used as the final cycle times for the test evalua⁃
tion of the liner specimen.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100 cycles of thermal shock，the specimen is verified with shows good joint perfor⁃

mance and thermal fatigue resistance，which provides test support for the engineering optimization and design optimization of the aeroen⁃
gine hot section components prepared by continuous fiber toughened SiC composites.

Key words：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hot section components；liner；thermal shock test；aeroengine

0

引言
目前，先进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高温部件的工作

温度大大超出了目前高温合金的安全使用范围，由于
陶瓷基复合材料（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CMC）具

有较强的高温稳定性和力学性能，自问世以来即成为
各航空强国关注的热点。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洛因达公司在材料评价

和选用标准分析报告中介绍了采用纤维增强的 CMC

（Fibrous Reinforcement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FRCMC）可增加的效益，GE 公司也在其研究中利用

FRCMC 获得效益，且 C/SiC 复合材料被美国国家空天
飞机公司（NASP）作为候选材料[1]。同时，法、日等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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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孙坤，王洪斌，张树林，等 . 基于热响应的陶瓷基复合材料火焰筒热冲击试验[J]. 航空发动机，2021，47（3）：86-90. SUN Kun，WANG Hong⁃
bin，ZHANG Shulin，et al. Thermal Shock test of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s liner based on thermal response[J]. Aeroengine，2021，47（3）：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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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强国也在 2 向和 3 向增强的 Cf/SiC、SiCf/SiC、Cf/Si3N4

成，筒体中间部分由复合材料的环形箍紧固定成筒体

等复合材料上进行大量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进

整圆，并通过高温气相沉积和喷涂抗氧化涂层工艺形

入 21 世纪以来，各航空强国对陶瓷基材料进行更深

成完整的筒体。复合材料构件与金属构件界面为火

形层合结构，研究了同心 Si3N4 基层状结构的断裂韧

根据不同部件环境温度和

[2]

入地研究。Krstic 等[3] 设计并制作一种新型的同心矩

电嘴 燃烧室外套 复合材料筒体
焰筒头部与筒体转接处， 火焰筒金属部分

性；Krstic 等 还研究无压烧结自密封 Si3N4/BN 层状

热膨胀量的不同，采用不

结构的弹性模量、密度和相组成;Tomaszewski 等 采

同的连接方式，实现热态

用流延法制备一种多层复合材料，设计并进行了一系

和升温状态时对热膨胀量

列实验，研究了几何参数对多层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

差的补偿。火焰筒试件整

影响；Reynaud 等[6]研究 SiC 致密多孔层合板的力学性

体安装于火焰筒机匣内，

[4]

[5]

能和力学行为。Tariolle 等[7]研究了 SiC 和 B4C 层合板
的制备、显微结构和力学性能。

弹性
垫圈
内部结构未示出

喷嘴

图1

结构形式如图 1 所示。
1.2

开式连接结构

火焰筒试件
安装结构

试验装置

中国对陶瓷基复合材料的研究同样取得了丰硕

试验平台主要由主流调节、主流压力控制、分布

成果，尤其在增韧机理和工程制备方面的研究进展显

式加温、试件工作条件综合给定及计量、高温热防护

著。刘玲等[8] 研究晶须增韧复合材料的机理 ；闫洪
等[9] 综合论述了中国外对二氧化锆陶瓷的相变增韧
[10]

机理的研究，介绍了其应用前景；郝春成等 介绍了
[11]

颗粒增韧陶瓷的研究进展；徐永东等 研究了连续纤
[12]

维增韧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张立同等 介绍了新
[13]

型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的研究进展；柯晴青等 研
究了连续纤维增韧陶瓷基复合材料的链接方法；董绍

及背压调节等系统组成，如图 2 所示。主流调节系统

和主流压力控制系统均用于试件进口气流流量的精
确给定，主要由进气段、进气闸阀、进气调节阀、进气
流量计、旁路调节阀、管道支架等组成，其中旁路系统
用于进气微调，压力调节控制范围为 100～3500 kPa，
空 气 流 量 为 5 kg /s；分 布

明等[14] 介绍了 SiC/SiC 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性能及

进口气流温度参数的给

维增韧的碳化硅（SiCf /SiC）复合材料研究成功[15]。焦

热器分别与主流管路按

在航空工业的应用；2005 年 7 月，中国开展的连续纤

定，主要由 8 台 0.1 MW 加

健等[16]介绍了新一代发动机高温材料-陶瓷基复合材

并路和接力掺混方式组

料的制备、性能及应用；王鸣[17] 介绍了连续纤维增强

成；试件工作条件综合给

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在航空发动机上的应用。

定及计量系统用于试验

目前，针对 SiCf /SiC 复合材料制备的航空发动机

件工作状态给定和测量；

热端部件热冲击性能评估，目前在中国尚缺乏系统地

高温热防护及背压调节

研究。本文采用扣锁式壁面温度测试方法和基于材

系统用于试验器高温部

料热响应试验制定的热冲击时域循环，针对 SiCf /SiC

件热防护、试件背压给定

复合材料制造的航空发动机火焰筒试件，进行陶瓷基

和余气排空参数监控。

材料与金属材料的连接性能、火焰筒特征部位的热冲

2

击性能评估，为该材料在航空发动机制备部件的工程
优选和设计优化提供试验支撑。

1
1.1

试验件和试验装置
火焰筒试验件
火焰筒试件的筒体采用连续纤维增韧的碳化硅

（SiCf /SiC）复合材料，其他部分采用金属材料。筒体

采用开式分体设计，由沿周向均布的 12 个扇形片组

1

式加温系统用于试验件

2

3
4
5
6

1—分布式加温系统；2—主流压控系

统；3—主流调节系统；4—试件工作条
件综合给定及计量系统；5—试件安装
位置；6—高温热防护及背压调节系统

图2

火焰筒热冲击性能
试验平台

试验件壁面温度测试
SiCf/SiC 复合材料火焰筒筒体与铠装热电偶金属

材料线膨胀系数差别较大，且不能采用焊接方式固
定，采用高温胶粘接时，当温度超过一定程度，高温胶

和陶瓷基复合材料筒体之间会由于热膨胀量不平衡
而脱落。本文采用铠装热电偶扣锁式测温方法对
SiCf /SiC 复合材料火焰筒试验件的壁温进行测量，如

图 3 所示。壁面温度测点与火焰筒试验件 12 枚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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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沿流向相位关系如图 4 所示。
1

6#、7#、8#、9#热电偶布置接缝

2 3 4 5

后段
翻边

6 7 8 9

电偶线 锁丝 电偶线
h

卡簧
β
A

图3

11

3

10

火焰筒
筒体
C
C

1#、2#、3#、4#、5#热电偶布置接缝
1
12
2

9

4

5
6 相邻扇形面接缝
7
○ 连续纤维增韧的碳化硅扇形面，共
计 12 枚
8

图4

扣锁式壁面温度测量
热电偶安装

火焰筒试验件 12 枚扇

形面与外壁面热电偶测点的
布置相位关系（沿流向）

3

在保证进口空气流量的情况下，将余气系数由
4.535 逐步减小，直至 SiCf/SiC 复合材料火焰筒试验件
高温预载时的出口温度 1450 ℃，低温预载壁面温度
560 ℃，进气绝对总压 500 kPa。试验状态见表 1。

在第 0～11 s 快速降低，在

在第 30～180 s 的降低趋
势明显变缓，该区间的第

1 s 步进外壁面温度算术
平均值与第 180 s 的外壁

面温度实测值偏差不大

试验件壁面温度分布
测点位置
1
2
3
4
5
6
7
8
9

温度/℃
750.5
766.9
878.3
910.7
982.9
Monitoring point
590.5
810.3
800.2

于 5%。在副油路维持运行时，主油按照等比例开启，

火焰筒试验状态控制

进气绝对
总压/kPa

进气
总温/℃

高温预载
出口温度/℃

低温预载
壁面温度/℃

热冲击循
环次数/n

500.0

430

1450

560

100

3.2

火 焰 筒 试 验 件 壁 面 温 度 表 3 在准定常状态下火焰筒

度 为 测 点 6# 的 556.2 ℃ ；

试验系统主要物理量测试选型

表1

达到准定常状态前火焰筒壁面温度变化趋势

第 180 s 时，最低点壁面温

试验状态及测试选型

3.1

图5

达到表 2 中的高温预载准定常状态下的燃油量，等比
例开启时间为 11 s。

试验系统主要物理量测试选型
试验系统主要物理量测试选型见表 2。
表2
测点位置

进气总压
进气总温
试验件出口温度
壁面温度
主流流量
注：t 为被测温度。

4

试验系统主要物理量测试选型
选型
5 点式总压探针 PZ1306

精度
±0.5%

5 点式总温受感部 TK1306

±0.5%t

I 级 K 型热电偶（φ0.4）

±0.4%t

5 点式总温受感部 TS1306-1
DN300 孔板流量计

±0.5%t
±1.5%

热冲击时域循环参数获取和方案制定
为了获取本文研究范围内的火焰筒试验件准定

常状态时外壁面温度参数，进行了准稳定壁温获取试
验。火焰筒试验件在高温预载工作条件下运行 180 s，

图6

沿流向火焰筒壁面温度趋势

从图 5 中可见，在高温预载运行状态下，第 33 s

时火焰筒壁面温度随时间推移升高趋势不再明显，达

到准定常状态水平。同时，主燃油路通断试验表明，
在第 11 s 时火焰筒壁面温度随时间推移降低趋势明
显，且达到表 1 中低温预载壁面温度要求，并且在第
30～180 s 的 1 s 步进算数平均值已与第 180 s 测试值

相差不足 5%；主油路等比例启动 11 s，燃油量即达高
温预载燃油量。

综合上述火焰筒试验件的材料热响应及燃油通

其壁面温度变化趋势线如图 5 所示，在第 180 s 时刻

断试验结果，按照加速试车原则，本试验热冲击时域

出在第 180 s 时刻火焰筒外壁温趋势，
如图 6 所示。

应的抽取片段如图 8 所示，试验现场如图 9 所示。试

获取的外壁温参数见表 3，沿流向整理该时刻参数，得
试验平台主油路完全关闭，靠副油路维持运行，

循环为“33-11-19-11”，如图 7 所示，6#特征点壁温响
验参照航空发动机 100 次起降对应的燃烧室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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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100 次热冲击循环后

图 13

3#特征部位

100 次 热 冲 击 循 环 后
4#特征部位

化变色迹象，但不明显。内壁面氧化起皮、表皮脱落
图7

火焰筒试验件主燃温度热循环加载

位置较多，特别是扇形面之间的接缝处氧化脱落尤为
明显，但仅限于材料表层，并未发现明显的材料变性
现象。
从图 11～13 中可见，经 100 次热冲击循环后，火

焰筒头部和尾部的金属件与 SiCf/SiC 复合材料的连接
部位未发现明显大面积烧蚀、挤压变形等宏观改变。

试件试后宏观恶劣部位解剖断面组织放大细节
如图 14 所示，涂层浅层组织放大细节如图 15 所示。

从图 14 中可见，宏观恶劣部位解剖断面增韧纤

维完好，未见纤维缺失孔洞、基体缺失等异常；从图
图 8 “33-11-19-11”热冲击时域循环下 6#壁温响应

15 中可见，宏观恶劣部位涂层浅表组织规整、未见涂

热 载 荷 ，以 100 次 时 域 循

环作为火焰筒试件试验评
估的最终循环次。

5

试验结果及分析
按 照 试 验 状 态 、热 冲

涂层浅表组织
增韧纤维

图9

击 时 域 循 环 对 SiCf /SiC 复

主燃温度热循环加载
试验现场

合材料火焰筒试验件进行 100 次热冲击循环后的特征
部位细节如图10～13所示。

从图 10~ 13 中可见，火焰筒相邻扇形面的接缝出

现不同程度的胀开现象，位置集中在火焰筒的变径过
渡区，但均未形成明显的宏观开放缝隙。环形箍有氧

内部结构未示出

图 14

试件试后宏观恶劣部

位解剖断面组织放大细节

内部结构未示出

图 15

试件试后宏观恶劣部

位涂层浅层组织放大细节

层疏松、变性异常。
综上所述，在试验件头部和尾部的金属件与 SiCf/

SiC 复合材料的连接部位，开式陶瓷基火焰筒筒体及

环形箍通过了 100 次基于材料热响应的热冲击试验
考 核 ，其 外 壁 面 最 高 温 度 为 982 ℃ ，最 低 温 度 为

556 ℃ ，升 降 温 时 间 均 为 11 s，火 焰 筒 出 口 温 度 为
1450 ℃。

6

结论
本文基于材料热响应试验数据的热冲击时域循

环，对开式 SiCf /SiC 复合材料火焰筒进行了开式火焰
图 10

100 次热冲击循环后 图 11
1#特征部位

100 次 热 冲 击 循 环 后
2#特征部位

筒筒体、环形箍结构及陶瓷基材料与金属件连接部位
进行了 100 次热冲击性能试验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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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壁面未见明显的氧化剥落现象，局部扇形
面接缝出现略微胀开迹象，但未形成开放缝隙；内壁
面氧化起皮、氧化脱落现象较外壁面明显，但仅限于
材料表层；环形箍有氧化变色迹象，但不明显。
（2）火焰筒头部和尾部的金属件与 SiCf /SiC 复合

材料的连接部位连接状态良好，未见明显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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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力调节器故障检测在线测试系统设计
王一舒 1，陆小龙 2，黄玉波 2，张

涛

2

（1. 四川大学 锦城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成都 611731；2. 四川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成都 610065）
摘要：喷口-加力调节器故障检测涉及的零部件来自不同的令号、
附件号及机型，
工艺要求各不相同，
传统纸质履历方式造成加力
调节器故障检测现场零件检测数据管理复杂、
反馈及时性差、
质量追溯困难。针对这些问题，
提出基于信息化测试设备及检测技术，
以
网络数据库实时传递反馈检测数据的智能测试方式满足加力调节器故障检测维修中零部件内径、
外径参数测量、
数据管理、
质量追溯
的需求。通过生产者/消费者设计模式使用 LabVIEW 语言实现气动量仪、
数显比较仪、
脚踏开关与工控机间的通信，
提高了测量数据
读取与处理效率。为验证系统性能，
在维修现场对系统样机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
该系统操作简便，
运行稳定可靠，
能显著提高检测
效率，
有效降低现场测试数据的管理难度。
关键词：喷口-加力调节器；
故障检测；
加力控制系统；
测试系统；
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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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Online Test System for Fault Detection of Afterburner Regulator
WANG Yi-shu1，LU Xiao-long2，HUANG Yu-bo2，ZHANG Tao2
（1. School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Jincheng Colleg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1731，China；
2.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China）
Abstract：The parts involved in fault detection of nozzle-afterburner regulator come from different task Numbers，accessory Numbers

and aircraft type，and the process requirements are different. The traditional paper resume causes the complexity of data management，poor

timeliness of feedback and difficulty of quality tracing. According to these problems，the information test equipment and detection technolo⁃
gy were proposed，and the intelligent test method of real-time feedback test data c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rnal diameter，external

diameter parameters measurement，data management and quality tracing in the fault dete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after regulator. Commu⁃
nication among gas momentum meter，digital display comparator，foot pedal switch and industrial computer was realized by using LabVIEW

language in producer/consumer design mode，and the efficiency of reading and processing measurement data was improved. In order to veri⁃

fy the system performance，the system prototype was tested at the maintenance si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is easy to operate，sta⁃
ble and reliable，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detection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difficulty of field test data management.
Key words：nozzle-afterburner regulator；fault detection；afterburner control system；test system；aeroengine

0

引言
随着“德国工业 4.0”，
“美国工业互联网”和“中国

制造 2025”战略中智能制造相关概念的提出，以及新

航空发动机在服役过程中需要经历多次维修，这些维
修工作是保证发动机服役质量的关键过程，事关整个
飞行器的飞行安全[3]。航空发动机维修涉及到上万
个零部件，其业务流程非常复杂，技术状态管理难度

型感知技术和自动检测技术的应用，制造业正发生着

大，精度和质量要求严格，对工艺管理和生产管理都

巨大转变，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向信息化、自动化和智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6]。

能化的方向发展[1]。航空发动机被誉为制造业的“皇
冠”，是国家国防实力和科技水平的重要象征之一[2]。

传统的人工管理和纸质履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
航空发动机维修业务管理的需求。武三栓等[7] 针对

收稿日期：2019-07-22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攻关项目（2014GZ0131）、四川大学泸州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项目（2019CDLZ-22）资助
作者简介：王一舒（1981），女，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自动化检测系统设计及应用；E-mail:elvawang18@163.com。
通信作者：陆小龙（1982），男，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精密仪器设计及无损检测；E-mail:luxiaolong@scu.edu.cn
引用格式：王一舒，陆小龙，黄玉波，等 . 加力调节器故障检测在线测试系统设计[J]. 航空发动机，2021，47（3）：91-96. WANG Yishu，LU Xiaolong，
HUANG Yubo，et al. Design of online test system for fault detection of afterburner regulator [J]. Aeroengine，2021，47（3）：91-96.

92

航空发动机维修业务过程的数字化管理问题，提出航
空发动机维修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应用架构；钟诗胜
[8]

等 考虑到航空发动机维修数据管理中服务通告状
态控制的复杂性，提出以主要件为中心的服务通告状
态控制模型；李联辉等[9] 为了解决面向全寿命周期的
航空发动机技术状态数字化管理问题，将装配与维
护、维修、大修结合起来，提出航空发动机装配/维护/
维修/大修支持系统整体框架。然而已有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航空发动机维修业务过程的数字化管理系统
研发方面，而对维修现场故检环节零部件几何参数在
线测试及数据管理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
喷口-加力调节器作为航空发动机加力控制系
统重要的组成部件，直接影响发动机的推力控制。本
文根据航空发动机加力调节器故障检测维修工艺的
要求，在现有测量方法的基础上采用带有通信端口的
高精度气动量仪、数显比较仪和带表卡规，基于计算
机自动控制技术实现对加力调节器故障检测中零部
件（衬套和活门）的内径与外径参数在线测量、数据管
理及分析和报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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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后插入工件，读取位置（1，2）处的测量值 d 12；然后
将工件旋转一定角度再读取位置（1，2）处的另外 1 个

测量值 d 12 '。拔出电子塞规，将（1，2）位置限位环取

下，换上（3，4）位置限位环后按前述步骤取得位置（3，
4）处的测量值 d 34 和 d 34 '。再拔出电子塞规，将（3，4）
位置限位环取下，换上（5，6）位置限位环后按前述步
骤取得（5，6）位置处的测量值 d 56 和 d 56 '。基于前面获

得的 12 组数据，利用式（1）计算出零件内孔的椭圆度
和锥度，并判断其是否在规定的公差范围内。
Δ = Max ( d 12 , d 34 , d 56 , d 12 ' , d 34 ' , d 56 ' ) Min ( d 12 , d 34 , d 56 , d 12 ' , d 34 ' , d 56 ' )
1.1.2

测试方法
航空发动机喷口-加力调节器故障检测工艺环

节主要涉及不同型号、规格的轴孔类零件内、外径的
测量，如图 1 所示。

（1）

外径测量

如图 1（b）所示，首先用标准件对带表卡规进行

校准；校准后，将带表卡规卡在工件（1，2）位置读取 1
个测量值 D 12，旋转工件转动一定角度，得到另 1 个测

量值 D 12 ’。重复以上步骤可分别得到工件（3，4）、
（5，
6）位置处的测量值 D 34、D 34 ’ 和 D 56、D 56 ’。基于前面获

得的 12 组数据，利用式（2）计算出轴类零件的椭圆度
和锥度，并判断其是否在规定的公差范围内。
Δ = Max ( D 12 , D 34 , D 56 , D 12 ' , D 34 ' , D 56 ' ) Min ( D 12 , D 34 , D 56 , D 12 ' , D 34 ' , D 56 ' )

测试系统总体方案

1.1

准；校准后，将与位置（1，2）配套的限位环装入电子塞

（2）

1.2 系统总体方案

根据发动机喷口-加力调节器故障检测维修工
艺要求，该测试系统应具备：
（1）准确测量零部件（衬
套或活门）的内、外径参数；
（2）计算机自动读取和保
存测量数据，计算零件的椭圆度和锥度，以及组合件
的间隙，并判断合格与否；
（3）系统软件需采用模块化
设计，便于扩展。为此，提出如图 2 所示的设计方案。

（a）内径测量
图1

（b）外径测量
产品内、外径测量

目前，相关维修企业对这类零件内、外径测量主
要采用如下方法。
1.1.1

内径测量
如图 1（a）所示，将电子塞规插入校准件进行校

图2

测试系统总体方案

该测试系统主要由内径测量模块、外径测量模块
和计算机控制模块 3 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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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径测量模块。为了避免在测量过程中塞规
划 伤 待 测 零 件 ，采 用 德 国 Mahr 公 司 生 产 的 832 Di⁃

2.2

93

软件部分
根据加力调节器故障检测在线测试系统项目要

mensionair 气动量仪。其具有固定分辨力和稳定气动

求，项目组提出系统软件总体设计方案，如图 3 所示。

稳定。系统内已设定了正确的放大比，仅需 1 个校正

包括 3 部分：
通信模块、
测试控制模块和数据处理模块。

系统确保气动量仪在维修车间恶劣环境中保持性能
标准即可置零。测量范围和分辨力适合各种气动测

程序采用图形化编程语言 LabVIEW 2014 开发，主要

头，包括 2、3、4 和 6 个喷射孔的气动塞规，气动接触式

测头或笔形测头。同时带有 RS232 串口通信接口用

于连接数据采集器、电脑或打印机，以便进行统计过
程控制。
（2）外径测量模块。对于加力调节器故障检测工
艺环节中零件外径测量采用德国 Mahr 公司生产的带

表卡规 840FH 和 Extramess2000 电感式数显比较仪
组合完成。带表卡规 840FH 主要用于对轴、螺栓及丝

杆等圆柱形工件的检测；采用非接触式的定位方式，

图3

最大程度减小了测量面的磨损；内置弹簧提供恒定的
测量力，以消除人为因素的影响。Extramess 2000 电

控制系统软件总体设计方案

加力调节器故障检测在线测试系统通过通信模

感式数显比较仪测量分辨率为 0.005 mm，示值误差

块分别与 832 气动量仪和 Extramess 2000 电感数显比

Digimatic 3 种通信接口，可以利用 Mahr 公司提供的

测量值。用户可以预先将所有待测零件的信息（如：

为 1 um。同时，该比较仪带有 USB、OPTO RS232C 和
MarConnect 软件对比较仪进行远程控制。

（3）计算机控制模块：采用图形化编程语言 Lab⁃

VIEW 2014 完成测试系统上位机控制程序设计，借助

较仪进行数据交换，实时读取气动塞规和带表卡规的
令号、附件号、机型、零件号、测量参数、测量工艺要求
等信息）录入测试系统，保存在数据库中。
系统按照测试流程（如图 4 所示）完成加力调节

NI 公司提供的 LabVIEW 数据库工具包和报告生成工

器故障检测中零部件内、外径测试。首先用户需在程

设计。利用 SQL 语言与数据库服务器进行数据交换。

后，系统将按照零件信息对测试组所有待测零件进行

具包完成上位机程序中数据库模块和报表生成模块

2
2.1

测控系统设计
硬件部分

测控系统主要由工业控制计算机 IPC，832 气动

量仪、气动塞规、带表卡规 845FH、Extramess 2000 电

感式数显比较仪、USB 脚踏开关以及与之配套的校准

块组成。832 气动量仪、带表卡规 845FH、Extramess

2000 电感数显比较仪和 USB 脚踏开关构成下位机，

序界面中新建测试组或选择已有测试组；启动测量
自动排序；系统从测试组第 1 个待测零件开始读取其
测量参数判断是内径测量还是外径测量，提示用户选

择相应量具，依次完成该零件所有测量位置内径或外
径测量，并自动计算出对应的椭圆度和锥度；然后对
测量组中第 2 个零件进行测量，按照前述步骤依次完
成测量组中所有零件参数的测量，并将数据存入数据
库。在整个测量过程中，用户以 USB 脚踏开关作为输
入设备，告之系统是否记录当前测量值，是否进入下

负责加力调节器故障检测工艺环节中零件内、外径测

一步。当测试组中所有零件测量结束后，用户可以在

量。USB 脚踏开关用于告知计算机本次测量是否完

“测试数据管理”界面从数据库中调取当前测试结果

成，类似“确定”键，将测量人员双手解放出来，有助于
提高测量效率。上位机与 832 气动量仪、Extramess

和历史测量数据，并生成报表。

2000 电感数显比较仪通过 RS232 串口进行数据交换。

3

设置、
状态监控，
数据显示，
数据管理以及报表生成。

表构成的分布式控制系统获得了广泛应用。上位机

上位机主要负责完成人机交互任务，如待测零件参数

通信模块程序设计
在现代控制系统中，由工业控制计算机与二次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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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程序设计，生产者/消费者设计模式更是不错的
选择[12]。
3.2

通信程序设计

气动量仪 832 Dimensionair 通过 RS-232 端口与

上位机间进行数据通信，其内置的通信协议为 X-ON/
X-OFF 协议（通信速率匹配协议）。该协议是 1 种非

同步串列连接的计算机和其他设备之间的数据流控
制协议，用于数据传输速率大于等于 1200 b/s 时进行

速率匹配。其方法是控制发送方的发送速率以匹配
双方的速率。 Extramess 2000 电感数显比较仪通过
Opto RS232C 端口与上位机间进行数据交换。USB 脚

踏开关之间通过 USB 串口总线，利用其自带的驱动程

序与上位机进行数据通信。上位机同时访问串口读
写程序，容易发生逻辑冲突与竞争，出现丢数现象，降
低系统的稳定性。
本文采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来解决加力调节器
故障检测在线测试系统中上位机与下位机间的数据
通信问题。Extramess 2000 电感数显比较仪与上位机
间的通信程序模块如图 5 所示。
M2000 串口
初始化

图4

测量软件操作流程

这是生产者循环
假
CR

M-2000 通信端口
M-2000
data

真
Instr

真

Bytes at port

与下位机的通信是该类控制系统的难点。而在加力

关闭系统

调节器故障检测在线测试系统中气动量仪 832、Ex⁃

这是消费者循环

tramess 2000 电感数显比较仪以及脚踏开关与上位机

无错误
带表卡规

IPC 间通过串口采用不同的通信协议进行数据通信。

此处可对从队列获取的数据进行处理

在测试过程中需要实时读取气动量仪、电感数显比较

图5

基于生产者消费者模式串口通信程序

仪的测量值。脚踏开关的信号能否保证下位机与上
位机间的可靠通信是该测试系统的关键。上位机同
时访问串口读写程序，容易发生逻辑冲突与竞争，出
现丢数现象，降低系统的稳定性。
3.1

生产者/消费者模式
生产者/消费者问题是线程模型中的经典问题：

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同一时间段内共用一存储空间，生

运用生成者/消费者程序设计模式 ，使生产者循
环完成向电感数显比较仪通信端口写入“？CR”指
令，
读取电感数显比较仪的测量值，
消费者循环对从
队列中获取的数据进行处理并显示。将电感数显比
较仪测量数据读取与显示分配给 2 个并行循环来完
成，
这样可以依次连续读取数显比较仪的测量结果，

产者向空间里生产数据，而消费者取走数据。该模式

大幅提高信号采集与处理的效率。气动量仪 832 与

从主/从设计模式发展而来，将生产和消费数据速度

上位机间的通信程序设计与电感数显比较仪类似，
不

不同的任务分开处理，大幅提高了不同速率的多个循

再赘述。

环之间数据共享能力，解决了程序循环周期长、执行
效率低等问题，且具有系统响应快、执行效率高等优
点。尤其是对于多任务处理和实时性、连续性要求严

4

调试与试验
基于前文设计方案，项目组完成了加力调节器故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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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检测在线测试系统样机试制。采用图形化编程语

供借鉴。为进一步降低人员的劳动强度，今后将增加

言 LabVIEW 2014 完成系统软件设计，如图 6 所示；选

计算机与操作者的交互提示、机器部件的 3 维图像显
示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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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试验数据管理系统设计
文维阳，陈震宇，曹

阳，朱赤洲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满足航空发动机试验的需求，实现内场、外场、露天台试验数据的统一管理，根据航空发动机试验体系的实际情况
以及大数据的理念，采用现代测控技术、通讯技术、数据管理和分析技术等先进手段，解决了多数据源数据的采集与融合、多类型
试验数据即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的综合管理、试验数据的快速处理分析等关键技术难题，建立了 1 个基于以太网的航空发动机
试验数据管理系统，实现了对试验数据的集中管理、有效共享、合理使用和安全存储。该数据管理系统已保障多种型号航空发动

机完成了试验，结果表明：该系统中试验数据的 45% 为结构化数据、55% 为非结构化数据，同时提供给发动机故障诊断系统、健康
管理系统、试验信息管理系统等多个系统，具有适用性强、安全性高、易于管理等特点，可以满足试验数据管理的技术要求。
关键词：试验数据；数据管理；试验测控系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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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Data Management System in Aeroengine Test
WEN Wei-yang，CHEN Zhen-yu，CAO Yang，ZHU Chi-zhou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 of aeroengine test and realize the unified management of test data of in-door，out-door and

field platform，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aeroengine test system and the idea of big data，the key technical problems such as the

collection and fusion of data from multi sources data，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test data of structured and unstructured，the rapid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of test data were solved by modern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technology，communication technology，data manage⁃
ment and analysis technology，etc. A test data management system of aeroengine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Ethernet to realize centralized

management，efficient sharing，rational use and safe storage of test data. Various types aeroengine tests were completed by the guarantee of

data management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45% of the test data in this system are structured data and 55% are unstructured data. At

the same time，it is provided to engine fault diagnosis system，engine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tes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applicability，high security and easy management，which can meet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test data
management.

Key words：test data；data management；test and control system；aeroengine

0

引言

监视、特殊试验设备控制等系统，这些系统都成为试

航空发动机研制是涉及多学科和多工程领域的

验的主要数据源，导致试验数据量剧增；数据源的多

一项复杂的技术，发动机试验贯穿整个研制过程和技

样化导致了试验数据类型的多样化，数据类型除了传

[1]

术发展的各环节，占有重大比重 。随着发动机型号

统结构化数据外，还产生了文档、图片、视频、音频等

不断增加和研制的不断深入，试验的复杂性也随之增

非结构化数据；数据量的增加及类型的多样化，对数

加，参与试验的系统越来越多，信息化程度越来越

据的处理分析速度有了更高要求；海量的试验数据中

[2]

高 ，除了传统的台架测试与电气系统外，还包括发
动机数字控制、试验流程管理、试验视频和音频、远程

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对发动机的性能分析及研制至关
重要。因此，航空发动机试验数据具有大数据的 4V

投稿日期：2019-12-26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文维阳（1981），男，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整机试验测控系统研究工作；E-mail：13842056856@163.com。
引用格式：文维阳 ，陈震宇，曹阳，等 . 航空发动机试验数据管理系统设计[J]. 航空发动机，2021，47（3）：97-102.WEN Weiyang，CHEN Zhenyu，CAO
Yang，et al.Design of data management system in aeroengine test[J].Aeroengine，2021，47（3）：9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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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3]，即数据量足够大（Volume）、数据的种类多样

数，各采集设备独立工作，并以数据采集计算机为核

（Variety）、数据的增长及处理速度快（Velocity）、数据

心，
各系统、
各设备之间通过不同的通讯方式实现数据

蕴藏价值大（Value）。

共享。应用的通讯协议与技术有：传输控制协议/网际

传统的航空发动机试验数据管理系统已经不能
满足大数据时代的试验需求。问题主要体现在 3 个
方面：
（1）产生的大量试验数据分散各处，数据融合度
低，缺乏统一管理；
（2）重视对结构化数据的管理，忽
视对非结构化数据的管理，二者综合利用率低；
（3）缺
乏有效的试验数据综合分析工具，自动化程度不高，
传统的人工统计、事后二次处理等数据处理模式满足
不了航空发动机试验快速获取数据处理结果的需求。
目前国外在大数据方面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应对大数
据带来的技术挑战，重视的是数据工程而不是数据科
[4]

学，主要考虑大数据分析算法和系统的效率 。国内
在大数据领域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大数据与云计
[5]

算、数据挖掘、并行计算和分布式处理等方面 。
本文以大数据理念为核心，通过解决航空发动机
试验数据管理中的复杂性难题，最终建立起 1 个标

准、安全、可靠、易于管理维护的高性能数据管理平
台，以实现内场、外场、露天台试验数据的统一管理。

1

多数据源数据采集与融合
数据采集与融合是大数据价值挖掘中的重要一

环，其后的数据分析挖掘都建立在数据采集与融合的
基础上。以测控系统为例，航空发动机试验的复杂性
决定了试验测控系统的复杂性，
系统采用分布式布局、
独立运行、
网络互连、
数据共享[6]，
测控系统架构及数据
流传输如图 1 所示。以多种类型设备采集不同类型参

协 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
TCP /IP）、用 户 数 据 报 协 议（User Datagram Protocol，
UDP）、4 线 制 、全 双 工 、差 分 传 输 、串 口 通 讯 协 议

（Recommended Standard422，RS422）、美国航空无线

电公司规范的飞机电子系统之间数字式数据传输的
标 准 格 式 总 线 （Aeronautical Radio Inc429，
ARINC429）、高速串行总线标准 IEEE1394（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1394，IEEE1394）、
高 速 串 行 总 线 标 准 1394B（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1394B，IEEE1394B）、对 象 链 接

和嵌入技术在过程控制方面的应用（Object Linking
and Embedding（OLE）for Process Control，OPC）。

TCP/IP 及 UDP 用于各系统上位计算机之间的数

据通讯，主要采用 Winsock 通讯控件来实现一对一、
一 对 多 、多 对 多 的 通 讯[7]。 RS422、ARINC429 总 线 、

IEEE1394B 用于计算机与发动机控制器的数据通讯。
OPC 技术是 Microsoft 公司的对象链接和嵌入 OLE／

COM 技术在过程控制方面的应用技术，为工业控制

领域提供了标准的数据访问机制，用于基于视窗控制
中心（Windows Control Center，WinCC）平台电气系统
的数据通讯。

为解决各系统、各设备之间不同协议、不同格式、
不同速率的数据流通讯问题，实现各系统试验数据的
统一管理，在数据采集计算机中设计单独的数据汇总
分发程序，该程序根据具体试验需求，针对不同型号
发动机控制器，采用相对应的数据通讯技术进行数据
融合。台架测试系统参数数据的更新频率为 50 次/s，
发动机控制系统参数数据的更新频率为 10～30 次/s，
台架电气系统参数数据的更新频率为 20 次/s，数据汇

总分发程序采用 50 次/s 轮巡的方式对所有数据源通
讯端口进行监测，当某个数据源有数据更新时，对该

端口实施数据接收及解析，再根据各系统的实际需
求，
将融合后的试验数据进行存储、
显示、
发布及分析。

2

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综合管理
航空发动机试验产生的大数据分为结构化数据

图1

测控系统架构及数据融合

与非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是可以由 2 维表结构

来进行逻辑表达和实现的数据，主要通过关系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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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进行存储和管理[8]。非结构化数据是不方便用数
据库 2 维逻辑来表现的数据，包括所有格式的技术文
件、表单、文本、图片、视频、音频等[9]。传统的数据管

理方法偏重结构化数据的管理，仅能满足常规试验技
术要求。伴随着试验复杂性的增加，非结构化数据的
容量越来越大，其衡量基本单位由 MB、GB 向 TB、PB
升级，数据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如何对非结构化数
据进行管理，并结合结构化数据进行综合利用，对发
动机的性能分析及研制至关重要。
2.1 数据存储与关联
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的管理以发动机型号为
主线，按照试验流程，在每个阶段产生并存储相应数
据，如图 2 所示。

图3

系统数据库的 E-R 模型

关信息进行动态创建，每个试验任务有 1 个或多个。
图2

试验任务文档信息表、试验件文档信息表、试验

试验流程与数据的关系

视频和音频信息表存储相关非结构化数据的属性信
[10]

将结构化数据存储在关系数据库中 ；将非结构

息，并通过其中的文件存储路径进行索引，通过访问

化数据以文件的方式存储在文件系统中，将文件的

文件服务器系统读取视频和音频、文档文件等非结构

“基本属性”转化为标准信息格式，并作为结构化数据
[11]

存储在数据库中 。结构化数据通过数据库表中的
关键字（如试验编号、文件存储路径等信息）与非结构
[12]

化数据相关联 。

化数据，实现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的关联。
2.2 数据智能化综合监控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监控方式、监控内容将发生重
大变化[13]。传统的人工监控、
参数越限报警等方式已经

结构化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的 E-R 模型如图 3

满足不了大型复杂试验多系统、
多数据源的监控需求。

从图中可见，试验任务信息表存储针对试验任务

试验流程监控、试验安全监控、试验视频监控、试验远

的基本信息；试验测试参数定义表用于对试验的原始

程决策监控为一体的综合监控系统。通过数据融合

测量参数进行定义；试验分析参数定义表用于与发动

技术，将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及时发布给其它各系

机试验件性能分析有关的试验间接测量结果和修正

统，使多类型数据在同一监控平台综合使用，如测试

数据进行定义；试验状态参数定义表定义表征试验状

数据、控制数据、流程数据、视频数据同时出现在试验

态的参数组合，状态参数根据不同的试验科目有所不

现场主操纵监控计算机上，集成多个试车台信息，辅

同，例如：对于高空试验，1 个状态由试车工艺状态、

助现场人员实时监控试验各参数及试验进度。

验件的基本信息；试验信息表存储发动机 1 次试验的

数、试验关键设备进行综合质量过程控制，进行预警

基本信息，
包括启封、
冷运转、
点火试车等；
试验测试数

及报警，结合声、光、电等多种报警形式，及时预防试

据表、试验分析数据表由应用系统根据试验任务的相

验进程中的安全隐患。

所示。本系统应用的数据库为 Microsoft SQL Server。

高度、马赫数 3 个参数组成；
试验件信息表存储针对试

试验数据智能化综合监控，是集测控系统监控、

依据相关质量安全文件对试验流程、试验关键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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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 试 验 数 据 的 远 程 发 布 ，推 动“ 从 数 据 到 决

历程数据的在线与离线分

策”，及时将试验信息提供给型号总师、设计人员、管

析等功能。历程数据复放

理人员，实现试验中的快速决策。

程序如图 4 所示。根据需

2.3 数据时间同步

要选择研究所内总服务器

航空发动机试验的各系统构成的体系是网络化

或各试车台子服务器 ，通

结构，通过网络时间协议，使各系统打上统一且准确

过树状列表的形式浏览试

的时间戳标志，以保证各子系统具有良好的时间相关

验项目信息 [15]，历程数据以静态曲线及动态实时点

性，实现多数据源的时间同步，保证多种类型的数据

的方式复放。

在同一时间基准下进行综合分析。

图4

历程数据复放程序

为保证历程数据的有效性，满足质量文件的要

早期的网络时间协议（NTP）只有软件，而网络测

求，系统设计了数据溯源表，对每个入库参数建立溯

量和控制系统的精密时钟同步协议标准（Institute of

源链，进行不确定度评定。试验数据类型包括：频率

通过硬件和软件将网络设备的内时钟与主控机的主

型参数溯源链中不确定度影响分量类型的不同，分别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1588，IEEE1588）

信号、热电偶信号、RTD 信号、电压信号等。根据各类

时钟同步，提供同步时间小于 10 μs 的运用[14]。

设计了传感器信息表、温度压力受感部信息表、数据

在航空发动机试验网络系统中，主交换机连接多

采集设备信息表、仪器仪表信息表等。对于重要试

种关键设备，负责多系统的信息交换与时间同步，因

验，在试验前系统自动生成仪器仪表清单，保证各设

此对主交换机的性能、可靠性、延迟等均有特殊要求，

备均在有效期内使用，试验结束后对所有测试参数进

主交换机支持 IEEE1588 时间同步协议，具有 3 层交

行不确定度评定。系统对每个参数根据数据溯源链

过试验验证，使用 IEEE1588 协议，不同系统采集的数

不确定度评定，最后给出合成不确定度评定结果。

换能力，才能使各系统数据达到同步采集的目的。通
据之间的时间同步达到了 1 μs 的精度。
2.4 数据共享与安全

为实现航空发动机试验数据管理系统与其它信
息系统的数据共享及信息协同，同时保障试验数据的
安全，分别搭建各试车台数据库子服务器及研究所内
总服务器，子服务器分管各台试验数据，采用试车台
号进行命名，总服务器对各试车台的试验数据进行集
中管理，二者实现试验数据的同步实时共享，互为备
份，确保试验数据的安全性。

3

数据分析

上的影响分量查找相应的溯源表，并进行 A 类与 B 类
数据分析不仅能复放结构化数据，还可以复放非
结构化数据，在进行试验数据复放的同时，通过结构
化与非结构化数据的关联，可以查看发动机同步视
频、音频以及与试验相关文档、图片等信息。
3.2 稳态数据提取
发动机稳态数据是发动机性能计算的重要基础
数据，系统根据油门杆角度变化自动判定稳态的起始
点、结束点以及稳态段的时间长度，为了避免因为操
纵员控制油门杆时的调整带来稳态段的误判，又增加
了稳态段时间长度判断条件。对试验数据中的异常
值进行准确判定及剔除是确保稳态数据准确提取的

数据分析是大数据管理的核心，大数据的价值产

重 要 环 节 ，现 有 的 异 常 值 判 定 规 则 包 括 格 拉 布 斯

生于分析过程。针对航空发动机试验数据源多、数据

（Grubbs）检验[16]，狄克逊（Dixon）检验[17] 等，然而上述

类型多、数据量大、数据处理速度快等特点，数据分析

方法的实现需要繁琐的计算步骤，效率低且易出错。

处理工具包括历程数据分析、稳态数据提取、数理统

系统利用现代数理统计方法，将分布图法、基于算术

计分析等。

平均值与分批估计的数据融合方法应用到航空发动

3.1 历程数据分析
早期的历程数据以文件的形式记录在本地计算
机中，记录参数数量少、记录速度慢、共享性差。随着
大数据理念及数据库技术的应用，已实现了试验数据
的高速采集与预处理、全参数全试验流程实时入库、

机试验稳态数据性能计算中[18]。对于 1 组数据，首先

应用分布图法剔除异常值，在此基础上将数据分为 2
组，对 2 组数据的算术平均值采用分批估计法得到接
近真实值的数据融合值，使稳态数据更准确地反映发
动机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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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统计
数理统计分析基于试验数据库中的信息，通过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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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数据中涵盖了 45% 的结构化数据、55% 的非结构化

数据，同时提供给发动机故障诊断系统、健康管理系

状图、饼图、折线图、趋势图等形式进行相关数据的综

统、试验信息管理系统等，为发动机的性能分析提供

合统计。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了有力证据，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1）试验寿命件时间统计。包括飞附件（如起动
机）、温度和压力受感部（如滑油温度、总压、静压）、试
验辅助寿命件（如主支点、3 支点）等，对这些可能危
及试验安全的寿命件进行监控显得格外重要。之前
对这些试验件的寿命统计采用人工计算方式，无法满
足试验的准确性与实时性要求。系统根据数据库中
试验数据表自动计算出发动机运行时间、起动次数、
点火次数等信息，统计出试验中相关寿命件的使用时
间、使用次数，在试验前自动提示，保证试验的安全和
质量。
（2）标定数据的统计比对。对于与发动机控制相
关的关键参数，如油门杆角度、高压可调叶片角度、滑
油压差、整机振动等，系统还建立了标定数据库，存储
历次标定的数据，每次标定后与前次标定的数据进行
比对，保证同一型号发动机试验控制的准确性，以及
多次标定的统计分析。
（3）发动机试验状态时间统计。根据给定的判据
条件，统计起飞、中间、加力等状态的工作时间以及起
动次数等。
（4）试验参数时间统计。针对某些参数的数值大
小进行时间统计，例如在某专项试验中，依据技术要
求，需统计发动机高压转子在中间状态以上各状态的
稳定运转时间。以试验数据库中记录的高压转速数
据为基础，通过开发转速时间统计功能模块，准确计
算出高压转子在多次试验中各台阶的运转时间之和。
（5）载荷数据提取。根据载荷参数模板配置，独
立记录载荷相关数据，形成载荷数据子库，用于提取
载荷数据和分析。

4

结束语
航空发动机试验数据管理系统的研发总结了多

年的整机试车经验，面向研制需求，结合当今最前沿
的大数据理念，以试验数据库、网络数据通讯等相关
测控技术为核心，实现了对试验数据的集中管理、有
效共享、合理使用和安全存储。逐一解决了试验中多
数据源的数据收集与融合、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的
综合管理、海量数据的快速处理分析等复杂问题。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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