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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马赫数涡轮基推进系统的发展及挑战
尹泽勇 1，蔚夺魁 2，徐

雪

2

（1.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97；2.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高马赫数推进系统不仅是高马赫数飞机必须突破的关键和难点，也是航空发动机未来发展的代表性技术方向之一，对
于涡轮发动机设计技术及相关制造技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牵引作用。总结了国外高马赫数飞机和推进系统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趋
势，阐述了高马赫数飞机和推进系统的工作特点，分析了高马赫数涡轮基推进系统 5 个方面的技术挑战。据此提出应紧密结合高
马赫数飞机的需求，分布实施、快速验证，以多领域技术协同创新的方式发展高马赫数推进系统。尤其要关注高马赫数 TBCC 推
进系统及其中的高马赫数涡轮基。

关键词：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涡轮基推进系统；高超声速飞机；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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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rend and Technical Challenge of High Mach Number Turbine based Propulsion System
YIN Ze-yong1，YU Duo-kui2，XU Xue2
（1. Aero Engine Corporation of China，Beijing 100097，China；
2.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High Mach number propulsion system is not only the technical challenges for high Mach number aircraft but also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directions of aeroengine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t plays an important lea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urbine engine

design and relat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trend as well as the working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Mach num⁃
ber aircraft and propulsion system abroad were summarized, five technical challenges of high Mach number turbine based propulsion sys⁃
tem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above content，multi domain technologie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was proposed to develop high Mach

number propulsion system with implementing step by step and verify quickl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 Mach number aircraft. In par⁃
ticular，the high Mach number TBCC propulsion system and its high Mach number turbine engine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Key words：high Mach number turbine engine；turbine based propulsion system；high Mach number aircraft；development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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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TBCC）、火箭助推涡轮冲压组合动力和吸气式涡轮火

在更宽阔的空域内更快飞行是飞行器发展的永

箭组合动力系统等[3-4]。就目前的技术基础而言，可

恒目标。随着传统的高度 20 km、速度 Ma≤2 的军民

能以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为基础的涡轮冲压组合动

用航空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未来飞机的重要发展

力系统更为现实也更具发展前景。相对于 Ma=2 以

方向之一是实现水平起降、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

内的航空发动机，其速域覆盖范围更大、入口气流及

即飞行高度达 20~100 km、飞行马赫数远大于 4 的飞

环境温度大幅提升，涉及多种动力的组合，技术挑战

行。鉴于航程远、速度高和可重复使用等突出特点，

性大、新技术覆盖范围广，既是高马赫数飞机的核心

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机必将是未来航空和航天领域

和关键技术，也是航空发动机未来重要的技术发展方

的战略制高点，也是各航空强国的必争之地

[1-2]

。

高马赫数飞机的动力系统形式较多，包括但不限
于涡轮冲压组合动力（Turbine Based Combined Cycle，

向之一。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高马赫数涡轮发动
机，则是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在速度域、温度域上的
一次重大跃升，不可避免地面临众多新的规律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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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trend and technical challenge of high Mach number turbine based propulsion system[J]. Aeroengine，2021，4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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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需要新的设计理念和方法。早期的高马赫数涡轮
发动机继承第 1 代、第 2 代成熟涡轮发动机的技术，采

亚声速低油耗和高马赫数高流通能力兼顾。
通过文献综述国外高马赫数飞机及动力系统的发

用了如单转子涡喷构型、低压比压气机、连续放气循

展历程，
针对现阶段对高马赫数推进系统的使用需求，

环和射流预冷等该时期典型的高马赫数特征技术，实

分析其能力特征及所面临的技术挑战，
提出高马赫数的

现了从 Ma=2 至 Ma=3 的跨越。但是，该时期的高马

技术发展途径，
为该领域的发展布局提供参考。

赫数涡轮发动机受到温度负荷水平的限制，存在单位

1

推力不高、高马赫数状态推力不足、耗油率较高等问

发展历程及趋势

题，不能适应目前组合动力涡轮基的需求。随着航空

在高马赫数飞机及其动力领域，随着各时期所提

发动机技术及变循环技术的发展，新一代高马赫数涡

出的需求和所研究技术的不断变化，已经开展了多项

轮发动机采用了双转子变循环的构型方案，利用发动
机自身更强大的调节能力，实现低速高单位推力、高
表1
项目

技术研究和装备研制，大体分为 3 个阶段，见表 1。

典型高马赫数飞机和发动机
飞机/研究计划

SR-71

[5]

MIG-25

[6]

XB-70

SR-72

国别

美国

R15B-300

美国

研制年份

1956

1965

1964

最大马赫数

3.2

3.0

3.1

最大起飞推力/kN

152.9

107.8

137.2
涡喷

串联式 TBCC

类串联式 TBCC

并联式 TBCC

涡轮发动机

单转子涡喷
(连续放气)

单转子涡喷
（射流预冷）

单转子涡喷

双转子涡扇
（部分部件采用变循环技术）

双转子
变循环

高速涡轮发动机[7]

冲压发动机

无

无

无

亚燃冲压

超级燃烧室

双模态超燃冲压

动力系统构型

涡喷

前苏联

涡喷

YJ93

技术研究计划

J58

发动机

第 1 阶段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军事对

抗和军备竞赛加速了 Ma=3 级高马赫数飞机和发动机

的发展；第 2 阶段主要集中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美国等国开展了一系列包括高速涡轮发动机

HYPR

日、美、英

RTA

美国

SR-72

1989

2001

2013

涡轮基 3.0
组合动力 5.0

4.0+

162.7

441.0

美国

涡轮基 3.0+
组合动力 6.0
127.4 以上

1956 年起研制，飞机从 1963 年起研制、1966 年投入使
用、1998 年退役。SR-71 最大飞行马赫数为 3.2，升限

为 30 km，
最大起飞总质量为 78 t，
作战半径为 5400 km。
推进系统采用双发半翼展短舱式布局，由多波系轴对

和 TBCC 组合动力在内的空天动力计划论证和技术

称混合压缩式进气道、J58 发动机、引射式尾喷管等构

世 纪 以 来 ，随 着 临 近 空 间 战 略 资 源 争 夺 的 日 趋 激

机旁路和发动机舱流路。

探索研究，形成了较丰富的技术积累；第 3 阶段自 21

成。推进系统主要有 3 条流路：发动机主流路、发动

烈，以前期技术积累为基础，以高超声速技术及相
关产品发展规划为牵引，推出了一系列高马赫数飞
机方案，并加快了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和组合动力
系统的研究。
1.1

第 1 阶段的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及以前的高马赫数飞机最高速度

均为 Ma=3 级，动力系统主要是涡喷发动机，或基于

图1
前后可调中心锥

SR-71 高空高速战略侦察机[8]
中心锥体吸/放气

J58 发动机

引射气流活门

涡喷发动机应用扩包线技术扩展并改进其高速性能。
这一阶段，美国的 SR-71 高空高速战略侦察机和 J58
涡喷发动机，是研究高马赫数飞机及动力的设计（如

图 1、2 所 示）、使 用 特 点 的 典 型 例 子 。 该 发 动 机 从

前旁路活门

图2

后旁路活门

吸开进气活门

可调引射尾喷口

SR-71 高空高速战略侦察机的推进系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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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58 涡喷发动机

3

已经较高，发动机主机的最主要设计目标不在于作功

J58 发动机为带旁路放气的单轴涡喷加力发动

增压产生推力，而在于保持较高的流通能力和长时间

机进口流量为 136 kg/s，总增压比为 8.8，起飞推力为

复杂的进/排气调节技术。SR-71 飞机的推进系统的

级后增设有 6 根大直径放气管路，飞行马赫数低于

要流路。

机，有 9 级压气机、8 管环管燃烧室和 2 级涡轮。发动

加力工作的能力：
（2）为了实现宽速域流量匹配，采用

152.9 kN，推重比为 6。在之前原型基础上压气机第 4

进气系统共 7 项可调、
排气系统共 3 项可调，
共有 3 条主

2.2 时，旁路放气系统关闭，发动机工作在涡喷模式；

1.2

飞行马赫数高于 2.2 时，旁路放气系统打开，发动机工

第 2 阶段的发展

第 2 阶段为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000 年，以美国的

作在类似涡扇模式，涵道比约为 0.15。6 根放气管路

“革命性涡轮加速器”
（Revolutionary Turbine Accelera⁃

烧，缓解压气机堵塞问题，改善流通能力，提升发动机

（Hypersonic Transport Propulsion System Research,HY⁃

将第 4 级压气机后部分气流引至加力燃烧室参与燃
推力。

tor，RTA）和 国 际 合 作 的 超 声 速 运 输 推 进 系 统 研 究
PR）为代表的技术研究计划，将飞行器的最高马赫数

目标提升到 Ma=4~5。这一时期的技术发展特点为：

（2）进/排气系统
进气系统采用一套复杂调节机构（如图 3 所示），

解决不同状态下与发动机的流量平衡、混合压缩进气
道起动和进气道附面层吸除等问题。中心锥根据马

动力系统均采用了串联式 TBCC（HYPR90-C）或类似

的构型（RTA）；涡轮发动机均为双转子变循环构型，
风扇轮毂比较小，结构紧凑、迎风面积小、重量较轻，

赫数前后可调，6 个辅助进/排气通道根据压力平衡自

降低跨/超声速阻力；在循环参数方面，相较第 1 阶段，

吸开式辅助排气门，短舱后体结构尾喷管采用浮动式

允许提高发动机总增压比改善起飞和跨声速性能，又

可调喷管。

能保持高空高马赫数流通能力和推力性能；部件设计

行调节。排气系统中主发动机采用可调收敛式喷管、

进气中心锥放气窗

压气机出口许用温度和涡轮前温度限制均有提高，既

上，强调高马赫数时高风扇流通能力，强调加力燃烧

后旁路活门

室的宽进口马赫数范围工作能力，提升高马赫数工况
下的推力，同时力求结构紧凑；
重视耐高温设计，
采用

前旁路放气窗

全高温合金压缩系统，
提升主流路耐温能力，
并采用新
进气中心锥

型封严结构和轴承腔被动冷却技术，降低高马赫数时
前旁路活门
通风格栅

（1）RTA 发动机[9]

RTA 发动机（如图 4 所示）旨在通过一系列极具

中心锥放气段

图3

的滑油池温度。

挑战性的参数，实现涡轮发动机兼顾飞机起飞、亚声

SR-71 飞机的动力进气系统[8]

速巡航、跨声速和高马赫数的性能需求。

动力系统在不同马赫数下进气道、发动机、引射
喷管所产生推力的占比见表 2，从表中可见，在高马赫
数状态下，
推力主要来自进气道和引射喷管。
表2

在不同马赫数下动力系统各组成部分产生推力的占比[5]

马赫数

进气道/%

涡轮发动机/%

引射喷管/%

0

0

100

0

54

17

2.2

13

3.2

58

3.0

73

14

17

25

29

综上所述，第 1 阶段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的设计

和使用具有以下特点：
（1）在 Ma≥3.0 时，进气道压比

图4

RTA 变循环涡轮发动机[10]

RTA 发 动 机 通 过 核 心 机 驱 动 风 扇（Core Driven

Fan Stage,CDFS）模式选择阀和前/后涵道引射器等变

循环技术实现不同工况下的模式选择。发动机在亚
声速巡航状态下采用高压比、大涵道比工作模式，以
降低耗油率；在跨声速状态下，采用高压比、小涵道比
模式，以提高单位推力；在高马赫数巡航状态下，
采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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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比、大涵道比工作模式，大部分流量通过外涵直

大 颠 覆 性 技 术 方 向 重 点 发 展 ，其 动 力 系 统 均 采 用

接进入超级加力燃烧室，发动机接近亚燃冲压发动机

TBCC。最典型的是洛·马公司的 SR-72 飞机方案，采

工作状态。在全速域范围内（Ma=0~Ma≥4）涵道比的
变化达到 10 倍（0.4~4）。

RTA 发动机在 YF120 发动机基础上，降低循环总

压比（16~20，但仍远高于 J58 发动机的），压缩部件采
用“1 级风扇+1 级 CDFS+4 级压气机”，共 6 级。单级

可调风扇压比为 2.4~2.6，压比较低，可适当延缓发动
机进入压气机出口限温状态，提高高马赫数下的转
速，同时在设计上改善中、低换算状态的流通能力，进
而提高发动机高马赫数性能。
（2）HYPR 发动机

用并联式双发 TBCC 动力系统，实现 Ma=0~6 的有动

力飞行（如图 6 所示）。其涡轮发动机提供的推力使

飞行器加速到约 Ma=3 以上，然后由冲压发动机接力。
涡轮发动机和双模态冲压发动机共用进气道和尾喷
管，
通过进气道和尾喷管的可调机构实现模态转换[11]。
SR-72 Combined cycle
The SR-72 propulsion system is centered on aturbine-based combined cycle which merges a
modified production fighter turbine engine with adual-mode ramjet(scramjet) to accelerate the
vehicle from a standing start to Mach 6. The turbine provides thrust up to and beyond Mach 3
when the ramjet takes over. A common inlet provides air to both turbine and ramjet, with the ex⁃
haust from both also exiting through a common nozzle. Variable inlet and nozzle ramps open and
close to match the cycle requirements.

HYPR 计划（如图 5 所示）的推进系统为串联式

涡轮发动机提供起飞至 Ma=3 的推力

TBCC，其涡轮基采用双转子变循环构型兼顾高、低速
性能。

共用进气道
约 6910 mm

前 VABI

模式选择阀

后 VABI

冲击燃烧室

由双模态超燃冲压
发动机加速至 Ma=6

共用尾喷管

The turbine engine and ramjet are fed
through a single inlet and nozzle to sig⁃
nificantly reduce drag

喷管

图6

涡轮模态

SR-72 飞机及动力概念[13]

约 1280 mm

从公布的信息可知，SR-72 飞机的动力方案主要

图5

高压压气机 低压涡轮 NGV
VSV

双模态

HYPR90-C 串联 TBCC 验证机[11]

该涡轮基采用 2 级可调风扇和变几何低压涡轮，

高速时的流通能力提升 15%。压缩部件采用“2 级风

扇+5 级压气机”共 7 级，但总增压比不超过 15。虽然

其涡轮基风扇轮毂比较低，保证发动机结构紧凑、迎
风面积小、质量较轻，但这种采用加力/冲压燃烧室的
串联式 TBCC 构型的迎风面积较单纯涡轮发动机还
是有大幅增加。

尽管第 2 阶段高速涡轮发动机和 TBCC 技术研究

继承 HTV-3 项目的 TBCC 组合动力方案。前期的技
术验证可能利用现有军用发动机（如 F100/F110），结

合进气预冷、加力/冲压燃烧室等技术，突破在 Ma=3
附近的“速度陷阱”[12]。后期将继承高速涡轮发动机
验证（High-Speed Turbine Engine Demonstration,HiST⁃
ED）等项目，开展 Ma≥3 的涡轮发动机的工程研制和
装备发展[13]。

2
2.1

工作特点及技术挑战
高马赫数推进系统工作特点
高马赫数飞机能够利用速度优势形成“速度隐

身”，有效提升突防和远程打击能力，具有生存力强、

的成熟度不够高，但是各探索研究项目得到的若干经

打击效能高、响应速度快的压倒性优势。为了突出高

验值得借鉴：
（1）该阶段的 2 项计划充分体现了技术

马赫数的速度优势，其作战任务模式相对简单，仅需

4、推重比达到 7，RTA-2 达到 Ma=5、推重比达到 15；

不需要剧烈的机动动作躲避拦截，对推进系统的姿态

案，很难实现在冲压工作时完全关闭涡轮通道使冲压

短，以 Ma=7 飞机为例，1h 的航程接近 6000 km，对推

牵引作用，指标具有很高的挑战性，RTA-1 达到 Ma=

要在较窄的包线内加速、巡航，由于具有速度优势，也

（2）HYPR 计划的推进系统所代表的串联式 TBCC 方

和过载要求较低。同时，其单次任务持续飞行时间较

流路光顺，从而难以实现低流阻的亚燃冲压工作模式

进系统单次循环内的使用时间要求不高，主要以使用

以及超燃冲压工作模式。
1.3

21 世纪第 3 阶段的发展

21 世纪以来，美国将高超声速技术作为未来三

频次作为推进系统寿命的考核要求。
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在组合推进系统中作为低
速通道的动力单元，需要满足高马赫数飞机在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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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声速、低速段加速爬升等工况下的推力性能需求；

在该状态下推进系统已不存在空气冷源，在不考虑携

在 Ma=3~4 的模态转换区间，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需

带额外冷却剂的情况下，燃油将成为飞机和发动机唯

要保持足够的推力，配合冲压发动机的起动并达到最

一冷源，给飞机及推进系统的冷却和燃烧组织带来挑

大状态；模态转换完成后，低速通道关闭，涡轮发动机

战，需要对外部附件进行集中冷却和热防护处理，并

在较高的舱温环境下停机贮存；在飞机返回阶段，涡

采用可耐受更高温度的燃油和滑油。

轮发动机需要完成空中再起动，保证飞机平稳降落。
2.2

2500

高马赫数推进系统构型分析
来流总温/K

从技术发展历程来看，为了实现从地面水平起飞
至临近空间高度、从 Ma=0 至 Ma=4～6 的宽广的飞行
能力，动力系统的技术概念虽然多种多样，但其中

列为优先发展目标。另外，考虑到高马赫数飞机载荷

图7

系数低，必须采用大吨位的飞行器才能携带足够的任

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构型由早期的单转子加力

1000

0

动力形式。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明确将 TBCC

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需求。

1500

500

TBCC 是目前得到广泛认可的高马赫数飞机更理想的

务有效载荷，从而提出了大推力量级的 TBCC 尤其是

2000

2.3.2

1

2

3

4
马赫数

5

6

7

发动机进口总温随飞行马赫数变化曲线

推力需求大
为达到较高的飞行速度，Ma=5~7 的飞机需要采

用“局部乘波体”机身和大后掠角机翼的布局形式[15]，

涡喷构型逐渐向双转子涡扇以及变循环构型发展，与

造成飞机低速时升阻和控制面效率较低，需要推进系

Ma=2 级军用小涵道比涡轮发动机的构型发展趋势基

统提供较大的起飞推力与推力响应，从而降低飞机起

本一致。单转子构型采用多级压气机方案，在高马赫

降难度，满足飞机水平起降、全域部署的要求。而采

数状态下，压气机末级的堵塞现象明显。基于早期的

用并联形式的组合推进系统在径向空间占位更大，跨

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研制经验，可以采用旁路放气和

声速时产生的阻力更大，因此要求推进系统具有较大

压气机前后多级可调等技术，提升高马赫数状态下的

的单位推力和迎风面积推力，飞/发成附件也要统筹

[14]

流通能力 。双转子方案将压缩部件拆分成风扇和

考虑降低迎风面积。

高压压气机，缓解了多级压缩带来的堵塞问题。在高

2.3.3

马赫数状态下，能够利用风扇的高流通特性和发动机

模态转换难
为了满足宽广的速域范围，组合推进系统需要通

外涵实现高流通。后续随着性能需求的进一步提升，

过模态转换完成多种工作状态的切换。由于冲压发

发动机涵道比和压比调节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大，变循

动机在 Ma=3 以上才可以单独支持飞机飞行的动力

环将是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的理想构型方案。

需求（目前，亚燃冲压发动机工作范围在 Ma=2~4+，

2.3

超燃冲压发动机工作范围在 Ma=4~6+），因此必须要

2.3.1

对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的技术挑战
环境温度高
随着飞行马赫数的提高，机体温度、发动机进口

总温呈二次曲线趋势升高（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

见，在 Ma=4 时，推进系统进口总温约为 880 K；在 Ma
=7 时，推进系统进口总温约为 2170 K。发动机进口

有可靠的增推手段以提升涡轮发动机高马赫数状态
下的推力性能，采用各种预冷或火箭引射增推等方式
以克服该飞行速度范围内组合动力总推力不足的“速
度陷阱”。这对于飞行器快速、可靠地实现模态转换
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随着速度的增加，推进系统

及压缩部件等传统的冷端部件受高温环境的影响，在

各组成部分的推力占比也会出现显著变化，需要对推

选材和结构强度方面面临着类似传统发动机高、低压

进系统进行一体化设计。这也是组合动力系统的技

涡轮等高温部件的挑战，即“冷端部件高温化”。由于

术关键点。

外部环境温度提升，将直接导致发动机舱温度及燃油

此外，高马赫数飞机在返回阶段需要完成组合动

来流温度、滑油循环温度的大幅提升，现有涡轮发动

力的逆向模态转换，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需要具有良

机外部结构及附件系统的耐温能力严重不足。同时，

好的风车起动性能和起动机辅助起动性能，以保证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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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动成功率。为了保证降落过程中的操控性，发动

能热管理技术，解决内外流匹配、一体化控制、高效冷

机应具有快速油门响应特性。

却和能量提取等一系列技术难题，才能实现组合动力

2.3.4

技术的工程化发展[16-17]。

能量提取难
现有 Ma=2 级飞机通过发动机功率提取实现供

综合国外高马赫数飞机及推进系统的发展经验、

油系统的驱动和飞行姿态控制。但对于采用组合推

国内的飞机需求以及推进系统的技术基础，在短期

进系统的高马赫数飞机，在完成模态转换后，涡轮发

内，以成熟的航空发动机为基础，结合各种预冷及火

动机将处于停机状态，无法提取功率支撑冲压发动机

箭引射助推等扩包线技术，快速形成 Ma=3 一级高速

供油以及其他用电需求。因此需要开发全新的供电、

涡轮发动机技术验证平台，配合亚燃冲压发动机形成

供能系统，结合现有的飞机及发动机附件系统的功能

Ma=4 一级的组合推进系统。同时，抓紧开展适应 Ma

需求，实现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综合能量管理。

=3.5 一级的高速涡轮发动机的研究与验证，进一步提

2.3.5

升 Ma=4 一级亚燃冲压组合推进系统的综合性能。

涡轮基马赫数高
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面对的核心挑战是高马赫

另外，还应进一步采用更有效的扩包线等措施，配合

数的气动热及其引起的高低速性能平衡问题。进口

超燃冲压发动机实现 Ma=6~7 一级的组合推进系统

温度的提升是影响推力性能的源头。在高温环境下，

的技术验证。

受到压缩部件末级构件耐温能力和转子强度的限制，
高超声速组合动力

发动机换算转速和流量大幅下降，导致高马赫数状态
下发动机推力下降。针对这一挑战性问题，主要的技

高速涡轮机
技术群

冲压
技术群

组合
技术群

综合能热
技术群

组合动力控制技术

一体化进排气技术

模态转换技术

新型能量提取技术

附件耐高温技术

系统热管理技术

超燃冲压技术

亚燃冲压技术

流量、压比和效率（如图 8 所示）；采用先进的预冷材

强预冷技术

在换算转速较低的情况下，使压气机具有较好的换算

射流预冷技术

更宽的转速范围内工作；提升压缩部件低转速性能，

宽速域高性能变几何调节技术

度限制状态；提升转子强度储备，使压缩部件能够在

高温高强度结构布局技术

用较低的总压比，尽量避免过早进入压缩部件出口温

宽工况高效部件设计技术

宽速域高性能总体匹配技术

术措施是采用适应高马赫数性能需求的压缩部件，采

预冷
技术群

料和结构技术，提升压缩部件耐温能力。

图9

流量

高马赫数涡轮风扇特性
常规风扇特性

4
常规涡轮发动机
风扇工作范围

流量特性提升
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风扇工作范围
转速

图8

3

适应高马赫数性能需求的压缩部件特性

技术发展途径
基于高马赫数推进系统的技术特征及挑战，需要

对发动机总体及部件/系统进行关键技术（如图 9 所

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关键技术

结束语
（1）经过近 70 年的研究和发展，美国在高马赫数

飞机及其推进系统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在

加速推进。中国必须在高马赫数飞机及其推进系统
的研究领域加大投入，奋力拼搏，积极创新。
（2）推进系统是高超声速飞机成败的关键，其新
技术概念较多，从国内的技术基础和国外的发展情况
来看，基于国内外的发展情况，涡轮基组合动力系统
仍是高超声速动力更现实也是更有潜力的选择。
（3）高马赫数涡轮发动机是实现高马赫数飞机水

示）研究。同时，针对组合推进系统的性能及速域需

平起降、组合推进系统跨声速和模态转换的核心系

求的不断提升，不仅需要扩展涡轮发动机本身的使用

统，同时也是主要难点。针对发动机扩展速域范围、

范围，并结合各种预冷、火箭引射增推等扩包线技术

提升高速性能的发展目标，需考虑技术难度、研制周

措施，使其能够与亚燃及超燃冲压动力形成速域和推

期、综合性能等多方面因素，合理规划，分阶段实现高

力的交集，还要重点突破组合动力一体化设计及综合

马赫数涡轮发动机技术和产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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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马赫数组合推进系统包含高马赫数涡轮发
动机、冲压、预冷、火箭引射、组合模态转换、综合能热
管理等若干个技术创新领域，需要“航空和航天、飞机
和发动机、高校和工业部门、传统学科和交叉学科”之
间紧密互动，集各家之所长，协同创新，实现高马赫数
涡轮发动机及组合推进系统的工程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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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声速强预冷航空发动机技术研究进展
邹正平

1，2，3

，王一帆 1，额日其太 1，张荣春 2，赵

睿 4，陈懋章

1，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1，航空发动机研究院 2：北京 102206；3. 航空发动机气动热力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06；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高超声速强预冷航空发动机技术是 1 项具有巨大潜在技术优势的革命性动力技术，已成为高超声速动力的研究热点。

调研了国外具有代表性的强预冷发动机技术发展脉络及现状，并对不同发动机方案的典型技术特征进行了分析与总结；详细介绍
了中国在强预冷航空发动机热力循环设计分析、紧凑强预冷器设计制造和试验、超临界氦叶轮机设计、宽域进排气系统优化设计
及高效燃烧等技术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高超声速强预冷航空发动机原理先进、综合性能优异，多项核心
技术已取得重大突破，无“卡脖子”难题；中国可进一步开展强预冷航空发动机核心系统和整机集成验证，提升强预冷航空发动机
技术成熟度，为水平起降重复使用高超声速飞行器研制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高超声速；强预冷航空发动机；紧凑强预冷器；精细化设计；超临界闭式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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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Hypersonic Precooled Airbreathing Engine Technology
ZOU Zheng-ping1，2，3，WANG Yi-fan1，ERI Qi-tai1，ZHANG Rong-chun3，ZHAO Rui4，CHEN Mao-zhang1，3
（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2206，China；2. Research Institute of Aero-Engine，Bei⁃
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2206，China；3.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ero-Engine and Aero-Thermody⁃
namics，Beijing 102206，China；4.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The hypersonic precooled airbreathing engine is a revolutionary power technology with great potential advantages，and it

has become a hotspot in the research of hypersonic engines. Firstly,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us of some representative pre⁃

cooled engine worldwide were investigated，and the typical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engine schemes were summarized. Second⁃
ly，the recent domestic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hypersonic precooled airbreathing engine technology，such as thermodynamic analysis of

the precooled airbreathing engines，the design，fabrication and experimental technology of compact precooler，the supercritical helium tur⁃
bomachinery design method，the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of wide-range operated intake and exhaust systems，as well as the high efficiency

combustion technology were introduced in detail. All the researches indicate that the hypersonic precooled airbreathing engine has ad⁃
vanced principle and excellent comprehensive performace. As major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achieved in many key technologies，there is

no critical technical problems impeding its realiz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recooled airbreathing engine core system and complete en⁃
gine integration testing should be further carried out in China to improve the technical maturity of hypersonic precooled engine，thus provid⁃
ing powerfu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orizontal take-off and landing，reusable hypersonic vehicles.

Key words：hypersonic；precooled airbreathing engine；compact precooler；fine design method；supercritical closed cycle

0

引言

高超声速飞行器使用机动灵活、起飞准备周期短、在

水平起降、重复使用高超声速飞行器飞行速度

战争中可超越空间限制、实现高速突防，是用于远程

快、使用灵活，在军民用领域均有巨大优势，已成为当

精确打击、实时侦察、战场信息监视的理想飞行器；在

今世界强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方向

[1-2]

。在军用领域，

民用领域，高超声速飞行器可实现全球快速到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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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升人员/货物运输效率，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新

地扩展飞行包线，不受飞行高度和马赫数限制，且具

的增长点，可影响人类的生活方式。动力系统是实现

有技术成型快、成本低等优势；但也存在射流装置引

水平起降、重复使用高超声速飞行器的决定性因素，

起发动机进口总温、总压畸变及压力损失，水等冷却

需在从地面零速起动至高超声速工作宽速域范围内

介质的注入可能导致含氧量的下降进而需要在燃烧

具有良好的推力及比冲性能，且具有高可靠性。目

前额外添加氧化剂、喷水系统附加质量大等缺点。目

前，火箭、亚燃/超燃冲压发动机等可实现高超声速的

前，射流预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涡轮冲压组合（Tur⁃

动力系统虽具有各自的特点及工作范围，却难以完全
满足水平起降、重复使用的需求；此外，为实现动力系
统在低马赫数时高效工作，一般需采用涡轮发动机或
涡轮基组合发动机，然而随着飞行马赫数的不断提
高，高温进气对涡轮发动机工作性能、材料及结构产

bo-Based Combined Cycle engine，TBCC）发动机中，以

解决涡轮与冲压模态转换过程中的“推力鸿沟”问题，
是短期内实现 TBCC 动力的重要技术途径[14-15]。
1.1.2

换热预冷

采用预冷器间接换热的预冷技术的效率相对较

生的不利影响加剧，使得涡轮发动机推力急剧减小、

高，但设计及实现难度也相应增加。根据预冷器中的

性能及可靠性严重降低，限制飞行马赫数一般不超过

工作介质属性，又可以分为燃料直接换热预冷与闭式

3.0。因此，将涡轮、冲压、火箭等发动机进行有机组
合，发挥各自性能优势，是水平起降、重复使用高超声
[3]

速动力系统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前，国内外提出了
涡轮冲压组合、涡轮冲压火箭组合、火箭冲压组合、高
速预冷涡轮、强预冷发动机等多种不同类型组合发动
机方案，呈现出“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4-6]。
近年来，随着高超声速强预冷发动机总体、紧凑
强预冷器、超临界氦闭式循环系统、宽域进排气系统
等核心技术不断取得重大突破，高超声速强预冷航空
发动机技术的发展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已成为宽域
高超声速动力的研究热点。本文调研了国外具有代
表性的预冷发动机技术发展脉络及现状，分析典型强
预冷发动机方案的技术特点；并详细介绍中国强预冷
发动机热力循环设计与分析、紧凑强预冷器设计制造
和试验、超临界氦叶轮机设计、宽域进排气系统优化
设计及高效燃烧等技术的研究进展。

1

高超声速强预冷发动机技术国外进展

1.1

高超声速强预冷发动机技术国外总体进展
为解决高马赫数飞行时，由发动机进口来流的高

滞止温度带来的气动及结构等方面种种不利影响，进
气预冷成为极其重要的技术途径 。自 20 世纪 50 年
[7]

代以来，美国、前苏联、日本、英国等国提出了多种预
冷发动机方案，并开展了大量研究

[8-10]

。目前，实现进

气预冷主要有射流预冷和换热预冷 2 种途径。
1.1.1

射流预冷

对于射流预冷，美国、前苏联等已开展了大量的

理论及试验工作

[11-13]

，表明依靠射流预冷技术可有效

循环间接换热预冷 2 种类型。在燃料直接换热预冷

方面，国外先后提出了液化空气循环发动机（Liquid
Air Cycle Engines，LACE）、RB545、深冷空气涡轮发动
机（Deeply Cooled Air Turborocket，ATRDC）、KLIN、吸

气式涡轮冲压膨胀循环发动机（ Expander Cycle Air
Turbo Ramjet Engine，ATREX）、预 冷 涡 喷 发 动 机

（Pre-cooled TurboJet，PCTJ）等多种不同的发动机方
案，其主要参数及技术特征见表 1。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为了解决火箭比冲较低所导

致的有效载荷占比过小的问题，Marquardt[16] 提出了

LACE 方案。在氢氧火箭发动机的基础上增加了吸

气模态（工作范围马赫数为 0~7），在 0~30 km 工作时，
利用液氢通过预冷器将来流空气液化。吸气模态和

火箭模态共用燃烧室和喷管，发动机结构紧凑，推重
比较大；但由于将空气液化（空气露点温度为 81.7 K）

所消耗的燃料过多，发动机的比冲仅 800 s。1982 年，
在借鉴 LACE 的基础上，Bond 等[17]在霍托尔（HOrizon⁃
tal Take - Off and Landing，HOTOL）项 目 中 提 出 了
RB545 发动机方案。该方案避免了 LACE 方案中的

将 空 气 液 化 时 冷 却 剂 消 耗 过 高 的 问 题 ，在 Ma=0~5
时 ，来 流 空 气 通 过 预 冷 器 被 液 氢 深 冷 但 未 液 化 。
RB545 发动机地面比冲约为 2000 s，比 LACE 方案有

了很大提升；但预冷器面临氢脆及结冰等问题，随着
HOTOL 项目的取消，RB545 发动机的研究也终止。

1991 年，俄罗斯中央航空发动机研究院（CIAM）

提出了 ATRDC 方案[18-19]。该发动机采用液氢（当量

比约为 2.0）通过预冷器对来流进行深度冷却，随后一

半的氢进入吸气式燃烧室燃烧，另一半的氢用于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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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发动机方案 研制国家

Ø
LACE

RB545

ATRDC

KLIN

德国

Ø

适用于单级入轨（Single-Stage-To-Orbit，SSTO）

英国

日本

Ø

将空气冷却至露点温度（81.7 K）以下，预冷器存在“夹

点”问题，燃料消耗量大，导致比冲低；

Ø

吸气模态与火箭模态共用燃烧室和喷管
采用液氢作为冷源；部分氢气驱动涡轮；

Ø

压气机入口温度冷却至高于露点温度，空气压气机压

Ø

发动机起飞推力 367 kN，海平面比冲 2000 s；

比约 150；

适用于单级入轨飞行器 HOTOL

Ø

吸气模态 Ma=0～6，火箭模态 Ma≥6；

Ø

不带冲压通道，平均比冲 2500 s；在 Ma≥2 耦合

冲压通道，平均比冲约 4000 s；

Ø

推重比 18~20

Ø
Ø

吸气模态 Ma=0～6，火箭模态 Ma≥6；

推重比可达 33

Ma=0～6；适用于高超声速飞行器或 SSTO 第

Ø

吸气模态与火箭模态共用燃烧室和喷管

Ø

采用液氢冷却空气；部分氢气驱动涡轮；

Ø

液氢冷却当量比约 2.0；

Ø

压气机入口温度 98~112 K，空气压气机的压比 20~40；
预冷器约占整机质量 40%；

吸气式燃烧室和火箭燃烧室独立。

Ø

火箭和深度预冷涡喷发动机热力耦合；

Ø

在地面空气压气机入口常温空气被冷却至 110 K，压气

机压比约 30；在 Ma=6 时被冷却至 200～250 K；

Ø

喷注液氧防止预冷器结冰

Ø

采用液氢作为燃料和冷源；

Ø

地面状态下将空气冷却至 160~220 K；

Ø
Ø

平均比冲 3000 s

液氢当量比约 1.3~1.5；

预冷器采用外径 3 mm、壁厚 0.15 mm 的不锈钢管制造，

换热功重比约 16.5 kW/kg；

Ø

喷醇抑制预冷器结冰

Ø

采用液氢作为燃料和冷源；

Ma=0～6；适用于高超声速飞行器或 SSTO 第

Ø

地面状态空气压气机入口温度 200 K；

地面比冲 4800 s，Ma=5 比冲 1587 s

Ø

1 级；

Ø

预冷器面临氢脆及结冰问题；

Ø

1 级；

Ø

Ø

Ø

适用于 SSTO 或两级入轨（Two-Stage-To-Orbit，
TSTO）第 1 级；
Ø 比冲比氢氧火箭发动机最大可提高 60%；

Ø

日本

采用液氢作为冷源；

Ø

Ø

俄罗斯

Ø

吸气模态 Ma=0～5，火箭模态 Ma≥5+；

Ø

（s 发动机）

吸气模态 Ma=0～7、
比冲 800 s；
火箭模态 Ma≥7；

Ø

Ø

PCTJ

典型技术特征

飞行器

美国

ATREX

燃料换热强预冷发动机方案特性

工作范围、性能及应用对象

涡轮随后直接排出。当空气压气机的入口温度降至
98~112 K，空气压气机的压比约为 20~40。当空气压

Ø
Ø

预冷器采用外径 2 mm、壁厚 0.15 mm 的不锈钢管制造；
液氢当量比：地面 1.2，Ma=6 时 3.2；
喷醇抑制预冷器结冰

飞行器一子级动力的 ATREX[21-22] 。通过在压气机前
加装液氢空气预冷器实现对来流空气的冷却，工作

气机的压比为 40 时，ATRDC 发动机在 Ma=0~6 时的

马赫数可达 6.0，平均比冲达 3000 s 以上。但该预冷

动机的预冷器换热功重比较低，预冷器质量约占整机

过在预冷器前喷注甲醇等方法来解决预冷器结冰

平均比冲约为 2500 s，推重比预估为 18~22。但该发

器换热功重比较低，仅约为 16.5 kW/kg。此外，需通

质量的 40%。在 2000 年左右，美国提出了 KLIN 发动

问 题 。 随 后 ，日 本 宇 宙 航 空 研 究 开 发 机 构（Japan

中火箭发动机全程工作，DCTJ 工作到 Ma=6.0，涡喷

机基础上开展了工程可实现性更高的 Ma=6 级 PCTJ

机方案 ，该发动机为 DCTJ 与火箭发动机的组合，其

Aerospace Exploration Agency，JAXA）在 ATREX 发动

发动机和火箭发动机的液氢燃料全部用来冷却涡轮

的研制工作。已开发了 1 kN 推力量级的预冷涡喷

[20]

发动机进口空气。
在燃料换热预冷发动机方面，日本研究最为深
入。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日本航空航天科学研究所

（ISAS）即开始研制可用于高超声速飞机和两级入轨

发动机原理样机，即 S-发动机（如图 1 所示），并先

后完成了部件试验、地面静止台试验、Ma=4 模拟高
温 条 件 下 的 地 面 试 验 及 Ma=2 的 飞 行 试 验 ，取得了
显著进展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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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ake

Precooler

图1

Compressor

Combustor

Nozzle

日本预冷涡喷发动机（S-发动机）[24]

从以上几种典型的燃料换热预冷发动机方案来

所导致的换热毛细管氢脆问题，并实现了对来流热量

看，由于需要满足 Ma=5~7 级高温来流的冷却需求，

的高效再利用。该发动机吸气式范围 Ma=0~5.5，在

均采用了高热沉的低温液氢作为燃料及冷源。对来

该工作范围内，不存在一般 TBCC 发动机的涡轮与冲

流温度的冷却程度越高，则可实现的压气机压比更

压模态之间的转换和再起动问题，以及涡轮或冲压不

高，使得吸气式燃烧室和火箭燃烧室、喷管可以共用，

工作时的“死重”问题，具有单台推力大、推重比高、比

进而提高整机的推重比；但是对来流深度冷却，同样

冲高的综合性能优势。目前，REL 公司已获得英国政

会导致燃料消耗过高，发动机比冲降低，需根据飞行
器总体需求，在发动机方案设计时，综合权衡，合理选
择预冷程度。此外，由于采用液氢深度冷却，预冷器
面临结冰及影响发动机安全工作的氢脆问题；同时，
受制于材料及制造技术，上述预冷器的换热功重比较
低，对整机推重比带来不利影响。
此外，燃料换热预冷技术可与 TBCC 结合，形成

预冷 TBCC 发动机方案，这也是当前燃料换热预冷的

府、欧空局、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Air Force Research

Laboratory，AFRL）、美 国 国 防 高 级 研 究 计 划 局（De⁃
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等

机 构 的 研 发 经 费 支 持 ；同 时 BAE、RR、波 音 等 入 股
REL 公司，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加速 SABRE 发动机
的研制。
1.2

SABRE 系列发动机技术进展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英国 REL 公司经过近 30 年

重要发展方向。2020 年，美国的初创公司 Hermeus 宣

的研究，在 SABRE 系列发动机研制中取得了丰硕的

预 冷 器 技 术 将 涡 轮 发 动 机 的 工 作 范 围 拓 展 到 Ma=

在飞行器应用方案研究方面，国外已提出多种采

布完成了小尺度预冷 TBCC 发动机的原理验证，采用

成果，引领该类发动机的发展。

3.3，亚燃冲压工作范围 Ma=2.8~5.0。随后该公司获

用 SABRE 系列发动机的 SSTO、TSTO 和高超声速飞

局（NASA）的经费支持，并进一步获得 1600 万美元的

器 Skylon 方案，该方案已历经多轮改进，目前的 Sky⁃

得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AFRL）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风险投资，用于在 J85 发动机基础上开展较大尺度的
发动机研制[25]。

在闭式循环间接换热预冷发动机研制方面，英国
处于技术领先地位。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 RB545 发

动机的基础上，Bond 等 提出了采用强预冷和闭式氦
[26]

循环的协同吸气式火箭发动机（Synergetic Air Breath⁃
ing Rocket Engine，SABRE）方案，即“佩刀”，并成立了
反 应 发 动 机（Reaction Engines Limited，REL）公 司 开

展该发动机的研制工作。通过采用革命性的紧凑快

机方案，见表 2。英国 REL 公司提出了单级入轨飞行
lon-D1 方案的起飞规模约 325 t，近地轨道载荷运载

能力为 15 t [27]。2016 年，AFRL 基于 SABRE 发动机，
构建了 2 型 2 级入轨空天飞行器方案[28]。2019 年，
法国

宇航局构建了起飞质量为 400 t 级的 2 级入轨飞行器
方案，近地轨道载荷运载能力为 15 t[29]。2020 年，英

国 REL 公司和欧空局合作，在 Skylon 的基础上构建了
2 级入轨飞行器方案 [30]。2016 年，英国 BAE 公司基于

SABRE 发动机构建了快速响应高超声速飞行器方

案，用于快速信息支援和战场补给的作战概念。2016

速强预冷技术，可瞬时将高温来流冷却 1000 K 以上，

年，在欧盟远期先进推进概念和技术（Long-Term Ad⁃

氦循环，避免了高温来流与低温液氢之间的直接换热

CAT）计划中，REL 公司与欧空局合作，基于 Scimitar

且预冷器具有极高的换热功重比；通过引入中间闭式

vanced Propulsion Concepts and Technologies，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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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飞行器方案

SABRE 系列发动机飞行器应用方案

结构示意图

主要参数

Ø
英国 SSTO 方案 Skylon-D1

Ø
Ø
Ø

起飞总质量约为 325 t，近地轨道 LEO 载荷为 15 t；

该飞行器采用 2 台起飞推力 800 kN 级的 SABRE-4 发动机；
吸气模态与火箭模态切换点：Ma=5.0、高度为 25 km 。

方案 1：可重复使用的第 1 级和一次性使用的第 2 级，起飞总质量

为 144 t、LEO 载荷为 2.4 t，单发起飞推力约 500 kN；

美国 AFRL 的 TSTO 方案

Ø

方案 2：可重复使用的第 1 级和第 2 级，起飞总质量为 590 t、LEO 载

荷为 9 t；

法宇航局 TSTO 方案

Ø

吸气模态与火箭模态切换点：Ma=4.4、高度为 20 km。

Ø

飞行器起飞总质量为 368~425 t，

Ø
Ø
Ø
Ø

英国 TSTO 方案

Ø

吸气模态与火箭模态切换点：Ma=5.0、高度为 25 km；
LEO 载荷为 15 t。

飞行器起飞总质量为 400 t，

吸气模态与火箭模态切换点：Ma=5.3、高度为 22 km；

400 km 的 LEO 载荷为 15 t；GTO 载荷为 7.5 t；ISS 载荷为 11.5 t，

SSO 载荷为 5 t。
BAE 快速响应飞机

欧盟 LAPCAT A1 飞机

表3

采用 Scimitar 发动机；

Ma=5.0、巡航高度为 25～28 km；

起飞总质量为 400 t，具备 18700 km 航程、300 名乘客的运载能力。

在发动机方案设计方面，SABRE 发动机技术发

SABRE/Scimitar 发动机主要技术特点

性能参数

技术特点

Ø
Ø

推力为 800~1450 kN

Ma=0，比冲为 2800 s；Ma=5.0，比冲为 1634 s

Ø
Ø
Ø
Ø

Ø
Ø

Ø
Scimitar

Ø

应用方案的研究有利地牵引了 SABRE 发动机的研制。

Ø

SABRE-4

用于快速信息支援和战场补给。

Ø

18700 km 航程、300 名乘客的运载能力。上述飞行器

SABRE-3

高超声速快速响应飞行器；

Ø

Ø

发动机构建了 Ma=5 级巡航的高超声速客机方案，
具备

发动机方案

Ø

Ø
Ø

推力 800~2000 kN

Ma=0，比冲为 4000 s；Ma=5.0，比冲为 3600 s

在 Ma=0~5 时，空气压气机入口温度约 120 K；地面状态压比约 140；
在 Ma=5.0 时，预冷器将 1250 K 高温来流降至 120 K；

燃烧室室压约 10 MPa，吸气模态与火箭模态共用燃烧室及喷管；
预冷器存在结冰/结霜问题。

在 Ma=0~2 时预冷器不工作；在 Ma=5.0 时，预冷器将 1250 K 高温来

流冷却至约 380 K；预冷器避免了结冰/结霜问题；

Ø

空气压气机地面状态压比约 20，燃烧室室压约 1.2 MPa ，吸气模态燃

烧室与火箭燃烧室独立工作，共用部分喷管；

Ø

闭式循环较为复杂，但未引入新型部件。

Ø

无火箭模态；

起飞推力约 370 kN

Ø

具备 Ma=0.9 和 Ma=5.0 巡航能力；

Ø

Ma=5.0，推力 168 kN，比冲为 3805 s

在 Ma=5.0 时，预冷器将 1250 K 来流冷却至 650 K；空气压气机压比

4.0；燃烧室压力约 1 MPa；

Ma=0.33，比冲为 3132 s；

Ø

采用极为复杂的闭式氦循环，部件数量众多，发动机可实现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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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迭代过程中主要包括 SABRE-3 方案、SABRE-4 方

案以及“弯刀”
（Scimitar）发动机概念方案，这几种发
动机方案的主要区别见表 3。

SABRE-3 方案（如图 2 所示）采用超临界氦作为

REL 公司近年来发布

进气道

预冷器

了改进方案 SABRE-4（如

图 4 所 示）。 与 SABRE- 3

压气机

主涡轮

旁路喷管

核心喷管
回热器
循环泵

循环涡轮

相比，首先取消了吸气模

冷却器

中间换热介质，通过预冷器对高温来流空气进行深度

式与火箭模式共用燃烧

冷却。由于燃烧室压力高（约 10 MPa），使得发动机

室，改用双模式独立工作

受燃烧室高室压要求及压气机工作限制，要求预冷器

实现难度；燃烧室的改变使得热力循环方案中对空气

图4

SABRE-4 方案构型及
热力循环

在吸气模式下具有高推重比特点，如图 3（a）所示；但

燃烧室，降低了燃烧室的

对空气温降极高（在 Ma=5.0 时达 1100 K 以上），所需

压气机压比需求大幅降低，由 140 降低至 20 左右，提

量（Ma=5.0 时当量比约为 2.8），使得发动机比冲性能

预冷方案，保证压气机最高进口温度在常温以上而避

热沉量大，冷却所需液氢用量远超发动机燃烧所需用

高了压气机部件的可实现性；其次，SABRE-4 调整了

较低，仅 1634 s，如图 3（b）所示；此外，该方案中压比

免结霜/结冰，在 Ma=5.0 工况下发动机燃料当量比由

室等部件实现难度大，且预冷器需要采用喷醇的方式

重比，
如图 5 所示。在保持 15 t 低地球轨道 LEO 载荷运

达 140 的空气压气机、吸气模式与火箭模式共用燃烧

2.8 降低至 1.2，比冲高于 3600 s，同时保持了较大的推

防止结冰/结霜。

输能力的条件下，将 SABRE-3 发动机换装 SABRE-4

预冷器

氮主涡轮

Intake

预燃室及高温换热器

氢泵

氮循环泵
氢-氦换热器
隔热屏

Precooler

LH2 pump
HX3 LOX pump

空气压气机
旁路通道
LOx 泵
旁路冲压燃烧室

Preburner

（a）气动热力结构
图2

Air
Helium
Hydrogen
Oxygen
Pre-burner
Exhaust
Products

He circulator HX4

中心体可
移动进气道

钟型推力室

Turbo
compressor

Rocket

（b）热力循环构型

10
Turborocket

Ramjet

2 Turbojet
0

1

2

3

4

Ma

6

5

7

8

1000

2

0

4

3000

Scramjet

2000

Rocket
Ma

6

8

SABRE-3 方案推重比及比冲性能

SJX61(X-51)est.

Ramjet
2

4

Ma

6

Scramjet

8

10

SABRE(air-breathing)
Turbofan

1000

RR Trent 900
(A380)

SABRE(rocket mode)

Ramjet(H2 fuel)

Olympus 593
(Concorde)

Scramjet(H2 fuel)

EJ200

(Typhoon)
Turbofan
with afterburner RamjetP&W J58 XLR99
(X-15)

10

SJX61(X-51)est. (SR-71)

Rocket

RS-25
(Shuttle)

Scramjet

Ma

（b）比冲随飞行马赫数变化
图3

Olympus 593
(Concorde)
P&W J58
(SR-71)

（a）推重比随飞行马赫数变化

Specific impulse/s

Speciflc impulse/s

Turbofan

4000

SABRE

EJ200
(Typhoon)

Turbofan
with afterburner

5

5000

Liquid Air Cycle

0

RR Trent 900
(A380)

10

6000

3000
Turborocket

SABRE(rocket mode)

15

7000

Ramjet

4000

SABRE(air-breathing)

8000

Turbojet

2000

案的。

9

7000
5000

看 ，SABRE - 4 方 案 的 可 实 现 性 高 于 SABRE - 3 方

Scramjet

（a）推重比随飞行马赫数变化
6000

空气压气机等核心部件的实现难度明显降低；综合来

20

SABRE(LACE similar)

12

4

增加，但未引入新的部件类型；同时，预冷器、燃烧室、

Thrust/Weight ratio

Thrust/Weight ratio

14

6

来看，SABRE-4 方案的闭式循环系统的复杂性有所

SABRE-3 方案构型及热力循环

16

8

后，
飞行器的起飞总质量可由 345 t 降至 325 t[31]。整体

（b）比冲随飞行马赫数变化
图5

SABRE-4 方案推重比及比冲性能[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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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ABRE 发 动 机 核

了模拟 Ma=5.0 来流条件下的预冷器高温性能试验，
在 50 ms 内将约 1270 K 高温来流冷却至 370 K（如图 8

心热力循环的基础上，
REL 公司构建了适用于马
赫数 5 巡航的大型高超声
速 民 用 飞 机 的 Scimitar 航

所示），实现对预冷器技术的全面验证。目前正在开
图6

展可用于飞行试验的预冷器研制[35]。

Scimitar 方案构型及
热力循环

空发动机方案（如图 6 所示）[33]，该方案进一步降低了

对来流高温空气的预冷程度，并通过构建极为复杂的
闭式氦循环降低了燃料消耗，
并实现了马赫数 0.9 亚声
速及马赫数 5.0 高超声速 2 种设计巡航工况，
在马赫数

图8

为 5.0、高度为 25.4 km 巡航状态下比冲约为 3805 s。

预冷器高温试验平台及试验样机

在其它关键技术研究方面，REL 公司开展了对转

但 Scimitar 方案热力循环复杂，
且闭式循环系统中包含

氦涡轮[36]、宽域可调进气道[37]、高度补偿喷管[38]、氢燃

大量的换热器及氦叶轮机部件，
发动机可实现性低。

烧室、微通道氢氦换热器、高温复合材料换热器[31] 等

SABRE/Scimitar 发动机方案涉及紧凑快速强换

多种部件的关键技术发展及相关试验研究（如图 9 所

热技术、闭式氦循环系统技术[34] 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示），
初步验证了技术可行性，
技术成熟度达到 3 级[34]。

REL 公司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强预冷器研制方面，
基于紧凑强预冷器流动换热机理、结霜抑制、极薄壁
微细管制备及成型、密集微细管束焊接工艺、高温试

验测试技术等关键技术的突破，于 2012 年完成了预
冷器与涡喷发动机地面联试试验，如图 7 所示。预冷

器将约 30 kg/s 的常温空气瞬时冷却至 113 K，单次试
验持续约 5 min，试验重复超过 300 次。2019 年，完成

图9

英国 REL 公司关键技术试验验证平台及试验件

在整机研发方面，2016 年后，在 SABRE 的主要部

图7

件技术攻关取得良好进展后，REL 公司转入整机研制

阶段，技术发展路线如图 10 所示。并行开展吸气模

英国 REL 公司预冷器样机及常温试验平台

TRL1-3

Key Systems De-risk and
Demonstr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RL5

TRL4

TRL6

Prototype SABRE
Integration and Testing
TRL7

Product SABRE
Industrialisation

TRL8

TRL9

SABRE Development Programme-integrated plan

DEMO-A

Long Life C.C.

Reusable turbo-pumps

Nozzle rig tests Demo-R

Intake & Bypass
Design studies Demo-N
HTX

Launcher technology risk reduction

DEMO-A+

Integrated powerhead

Nacelle shell & structures technology trials

图 10

Prototype
rocket engine

HTB+

HTB

Flight Pre-cooler development

Prototype
core engine

Prototype SABRE Vehicle
Prototype SABRE
Ground test

Scale Nacelle
rig testing

英国 REL 公司 SABRE 发动机技术路线[34]

Production SABRE Vehicle
Product SABRE

Flight test Certification Production
Core engine
Rocket engine
HTB
Nacelle system
Integrated SABRE(Prot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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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核心机 Demo-A、火箭子系统 Demo-R 及短舱系统

压气机设计难度及避免预冷器结冰问题，陈操斌等[50]

地面演示验证，2023 年完成整机集成验证，2025 年完

动机方案，并对该方案的总体性能进行了计算分析。

Demo-N 的研制工作[34]，计划 2021 年完成 Demo-A 的

在 SABRE-3 热力循环的基础上构建了适度预冷的发

成 飞 行 试 验 。 目 前 REL 公 司 的 主 要 精 力 投 入 到

此外，在部件关键技术方面，中国也开展了部分

Demo-A 的研制之中，Demo-A 主要用于验证发动机

研究。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对预冷器、氢氦换热器[51]

的热力循环、关键部件设计、部件匹配集成及发动机

等部件开展了设计研究，为发动机总体方案设计提供

启动控制等。Demo-A 的设计方案已于 2019 年通过

支撑；隋秀明等[52] 通过数值模拟对 SABRE 发动机用

A 的预燃室、高温换热器等部件已完成试验测试，性

可为氦涡轮效率提升提供参考。

了欧空局组织的初始设计评审。2021 年 2 月，Demo能超出设计预期。同时，在英国政府的资助下正在修
建用于 Demo-A 的地面试验台 。对于 Demo-R 研
[39]

制，则采用外包的方式，选择与技术成熟的火箭发动

2.1

2.2

高超声速强预冷发动机技术北航进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超声速强预冷空天动力研

究团队自 2012 年起针对高超声速强预冷发动机技术
开展了深入研究，致力于提升强预冷发动机工作性能

机研发企业合作。

2

高负荷低展弦比氦涡轮的端壁损失机理进行了研究，

高超声速强预冷发动机技术中国进展
高超声速强预冷发动机技术中国总体进展
围绕高超声速强预冷发动机技术，中国包括北京

及工程可实现性，在发动机总体、紧凑快速强换热、超
临界氦叶轮机设计、宽域进排气系统优化设计及高效
燃烧等技术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形成了多项国际一
流、国内领先的研究成果。

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中科院工程热物理

在强预冷发动机总体技术方面，在对热力循环深

研究所、国防科技大学、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北京动

入理论分析的基础上[53]，发展了模块化组合发动机总

力机械研究所等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取得了阶段

体性能计算程序（Modularity Combined Engines Simu⁃

目前，中国强预冷发动机的技术研究主要集中于

lation Program，MCESP），如图 11 所示。MCESP 可实

发动机热力循环分析和优化设计方法及发动机方案

热力循环均具有良好的收敛性及精度，可满足多类

性成果。

设计。张建强等[40-41] 参考 REL 公司发布的 SABRE-3
发动机设计数据，计算得到了该发动机吸气式模态下

现热力循环系统模块化搭接，对不同复杂程度的预冷
型、不同燃料动力系统性能比较、预冷发动机方案设
计及全工况仿真计算需求。

的性能参数变化规律及高度速度特性，并通过对部件
的㶲效率分析加深了对于 SABRE 热力循环的认识；
[42]

黄晨等 对比分析了多种预冷发动机方案，基本明确

了各预冷发动机方案的性能特点及其适用的飞行器
类型；赵巍等[43] 进一步提出了一种 Ma=5 级新型预冷
富油预燃混排涡扇发动机（Pre-cooled and Fuel-rich

Pre-burned Mixed-flow Turbofan，PFPMT）方案，性能

分析表明 PFPMT 方案相比于燃气发生器空气涡轮冲
压发动机（Air Turbo Ramjet engines including the Gas-

Generator cycle，ATR - GG）具 有 比 冲 优 势 ，相 比 于
ATREX 具有推重比优势；玉选斐等

[44-46]

模块化组合发动机总体性能计算程度（MCESP）模块
COMPONENT MODEL
SUB_INTAKE

SUB_HEATEX
SUB_COMPRESSOR

SUB_NOZZLE

PROPERTIESLIB
NIST-REFPROP 物性数据库
NIST-SUPERSTRAPP 物性数据库

NASA-CEA 物性数据库
燃气热力过程计算物性数据库

SUB_RAM_BURNER

CHARACTERISTICLIB

AIR_COMP&TURB
HE&H2_COMP&TURB

MATHEMATICS LIB
SUB_INTERPOLATION 模块

SUB_SOLVER 模块（4 种）
SUB_OPTIMIZATION 模块
（PSO…4 种）

INTAKE&NOZZLE
HEAT EXCHANGER……

……

图 11

MCESP 程序组成

针对高超声速飞机及 2 级入轨空天飞行器动力

在预冷压缩系

需求，在对数十种热力循环组构方案分析及比较的基

统框架上建立了预冷循环总体模型，并开展了预冷循

础上，提出了兼具高性能及高可实现性的 Ma=5 级高

环发动机性能提升、
燃料物性影响、
预冷压缩系统性能

超声速强预冷（Full-range Airbreathing Precooled En⁃

在 SABRE 发动

[47-49]

评价指标等研究；
张蒙正、
马海波等

机基础上提出了预冷空气涡轮火箭发动机（Pre-cool⁃
ing Air Turbo Rocket，PATR）热力循环；为了降低空气

gine，FAPE）方案。FAPE 方案采用液氢作为燃料及
冷源，在 Ma=5.0 时可实现当量比 1.0，即冷却所需液
氢与燃烧所需液氢流量平衡，比冲达 3650 s。通过性

16

旁路燃烧室 喷管
压气机
强预冷器
核心涡轮

进气道
预燃室

主燃烧室 喷管

高温换热器

V16

循环涡轮

80
60

图 12

0.6
0.4
0.2

20
10

20 30
40
不确定性/%

图 15

循环泵
冷却器

（a）热力循环构型

0.8

40
0

燃料泵
换热器
V13

V35

1.0

80% 置信度
95% 置信度
99% 置信度

100

换热面积增加量/%

200 kN 级的 FAPE 发动机方案，如图 12 所示。

120

累计概率

能设计与结构设计的多次迭代，初步构建了起飞推力

V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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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0

0.6

0.8
1.0
1.2
无量纲换热面积

1.4

紧凑快速强换热器不确定性设计方法

（b）结构方案

FAPE 热力循环及结构方案

同时，针对碳氢燃料体系，提出了 Ma=7 级液态
甲烷燃料高超声速强预冷涡轮冲压组合发动机（Hy⁃
personic Super -cooling Turbo - based Combined Cycle，
HSSCTBCC）方案（如图 13 所示）。其中预冷涡轮核心

图 16

超薄壁毛细管微观结构及不同构型强预冷器样机

机工作范围 Ma=0~4。相比于采用氢燃料的 FAPE 方
案，该方案具有较高的技

环系统的紧凑快速强换热器综合试验平台，建成国内

术成熟度及良好的技术基

惟一的耦合闭式超临界氦循环系统的预冷器高温

础，短期内具备高工程可
实现性，满足高超声速飞

图 13

HSSCTBCC 方案
热力循环简化

机的迫切动力需求。

在紧凑快速强预冷器技术方面，经过近十年在微
尺度流动换热机理[54-56]、极高功重比预冷器设计方
法、微尺度成形-连接工艺、高温超高压闭式循环系
统试验技术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构建了集理论、设

在试验验证方面，建设了基于超临界介质开式循

（Ma≥ 4）长时试验平台（如图 17 所示），并于 2020 年
10 月完成国内首项预冷器高温性能试验，在 0.02 s 内

将 988 K 来流冷却至 353 K，实现 635 K 温降的超强换

热，功重比高达 101 kW/kg，且空气侧总压恢复系数高

于 0.92[61]。此外，与上海交通大学董威教授团队合作
开展了预冷器喷醇结霜抑制研究，部分试验结果如图
18 所示。结果表明甲醇质量比为 1.0 倍时的抑霜效

计、制造及试验一体的强预冷器研发体系。首先，发

果最优。上述进展表明，北航强预冷团队已基本突破

展了紧凑快速强换热器一体化设计方法，该方法包含

强预冷器核心技术，后续将在强预冷器结构耐久性、

紧凑快速强换热器精细化设计方法[57]（如图 14 所示）

强预冷器与进气道/压气机匹配特性等方面开展工

和不确定性设计方法（如图 15 所示），可考虑换热介

作，进一步提升强预冷器技术成熟度。

质强物性变化、气动热力边条及加工制造等因素对紧
凑快速强换热器性能的影响。其次，发展了高温合金
超薄壁毛细管材形性协同制造技术，形成壁厚 50 um
级、均匀度偏差小于 3 um 的细晶高温合金毛细管制
造工艺[58-60]。再次，发展了紧凑快速强换热器高温合

图 17

紧凑强预冷器高温试验验证平台及数据采集系统

金薄壁阵列结构低熔蚀钎焊技术和换热器高温高压
无损检测技术，研制出可在 1300 K、8 MPa 极端环境
中可靠工作的预冷器样机，如图 16 所示。
R
Tc1,o

Coldo
Coldi

Hoto

Hoti
Lz

图 14

TcNr,o
Th(Nr-1),o Th,o

Th,i

a

Hot
fluid
Th1,o
Th2,o P
l
Tc1,i=Tc2,o
Q

Th(Nr-1),i=TcNr,oR
Tc,i

Px

Qm

2Q
m

m+1

dout

2

din

Qm + 2
2

紧凑快速强换热器精细化设计方法

Pd

Qm + 2
2

Z

Row m

Row m+1
Pl
Row m+2

（a）不喷射甲醇

（b）甲醇质量比 0.8 倍

针对强预冷发动机用氢氦换热器、氦氦回热器，
开展了大压差、大温差条件下微通道印刷电路板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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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选取准则、低维性能分析方法[63]以及基于二者建立
的多级功分配方法。其次，为解决超临界介质叶轮机
工作压力极高，试验难度大及成本高昂的问题，基于
相似理论和量纲分析法发展了 2 套不同的相似参数，
开发了不同工质叶轮机之间的特性换算方法，可以利
（c）甲醇质量比 1.0 倍
图 18

（d）甲醇质量比 1.2 倍

用空气叶轮机试验获得超临界介质叶轮机特性曲线，
便于在设计阶段快速对方案进行试验考核[64-65]。1 台

喷射甲醇的抑霜效果（空气流速为 20 m/s）

器（Printed Circuit Heat Exchanger，PCHE）设计方法及

试验研究[62]，如图 19 所示。发展了可考虑肋效率与

超临界氦压气机的特性曲线与换算特性曲线的对比
如 图 21 所 示 。 由 空 气 压

气机特性曲线换算的超临

Ma
0.88

通道及 Zigzag 通道等多种特征直径不超过 300 μm 的

界氦压气机特性曲线精度

0.79

可在 700 K、8.5 MPa 的极端环境下可靠工作，且实现

完全能够满足工程应用要

流体强物性变化特征的离散设计方法，完成了包含直

微通道换热器制造，高温试验表明，所研制的 PCHE
了 105 kW/kg 的超高功重比指标。

T probe

较高，平均偏差不到 2%，

3.0

围绕超临界氦叶轮机气动设计及试验验证技
术，首先发展了 1 套适用于强预冷发动机所用的径流

式叶轮机和小展弦比轴流叶轮机的超临界介质叶轮
机的气动设计方法，如图 20 所示。该方法的核心内

2.5
2.0
1.5

1.0
0.4 0.6 0.8 1.0 1.2 1.4 1.6
Mass flow/(kg/s)

π2

0.005

中线分析

功分配

-80

0.60

0.8
0.6

-40

-60

0.4

-20

Inlet flow angineβ1S（deg)

0.2

0.58
0.56

回流器

基元级三角形

反问题设计

aM

流道几何

0.50

55

0.6

0.1

shroud 0.2
hub

50

M%

75

1.8

85

100 0

1.2

M%

1

100 0

50

M%

100

（a）Impeller （b）Dilluser （c）Retumer

3 维造型

1.4

2
50

He CFD
trens Air CFD
trens Air EXP

1.6

3

0.4

0

65

-20°
-25°
-30°
-35°
-40°

Dischange flow angle α2
（deg)

0.3
0.2

2.0

β20

0.54
0.52

叶轮前尾缘
扩压器前尾缘
回流器前尾缘

叶轮机相似方法验证结果（特性由 CFD 计算）[65]

ηts

0.010

Hellum,CFD
110%
0.90
100%
90%
0.85
80%
70%
0.80
Hellum
0.75
Transiated from
Air CFD
0.70
110%
0.65
100%
90%
0.60
0.4 0.6 0.8 1.0 1.2 1.4 1.6 80%
70%
Mass flow/(kg/s)

πts

叶轮

Mach number Ma2 Flow coeffcient/ϕ

π1
扩压器

2.0
1.8
1.6
2.02.1 1.21.4

0.015

初步设计

级数选择

图 21

0.20
0.25
0.30
0.35
0.40

0.020

a( /C 0 )

Lu/(kJ/kg)

0.025

690
685
680
675
1.7
1.81.9

（a）叶轮出口相对马赫数

（b）特性曲线对比

容为针对超临界介质叶轮机所建立的基元级参数优
Mawls

0.50

Isentropic efficiency

3.5

PCHE 及其试验平台

Air

0.95

Total pressure ratio

图 19

0.67
0.54

如图 22 所示。
4.0

0.71
0.58

气机试验样机进行验证，

P probe

0.75
0.63

求。进一步在空气压气机
试验台上对某超临界氦压

Microchannel heat exchanger

He

0.84

图 22

0.02

0.03
0.04
Mass flow/(kg/s)

0.05

超临界氦压气机相似方法试验验证结果

在宽速域轴对称可调进气道优化设计技术方面，
发展了参数化设计与多设计点多目标优化方法[66]，提

数值模拟与验证

图 20

超临界介质叶轮机设计技术

出了可控制激波位置及进气道内二次流的进气道结
构。利用该设计方法可以有效提升强预冷发动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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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道在设计点与非设计点状态下的性能，解决了高马

量大、流速高、空气流量变化范围宽，而且与进气道紧

赫数时高总压恢复与低马赫时大流量的矛盾。在 Ma

密耦合的工作特点，
探讨了在氧质量分数小、
流速高的

=3.0 和 Ma=5.0 工作条件下，轴对称可调进气道的总

条件下冲压燃烧室稳定器的关键结构参数设计准则，

耦合特性方面，创新地提出一种可同时保证计算精度

对氢燃料冲压燃烧室燃烧性能的影响规律，发展了高

压恢复系数分别为 0.71 和 0.48。在预冷器与进气道
[67]

总结了支板式稳定器结构参数以及燃料进口结构参数

及计算速度的预冷器简化模拟方法 ，综合分析了耦

效率、
高稳定性冲压燃烧室设计方法。此外，
也开展了

合环境中的进气道工作特性，以及预冷器在进气道后

基于甲烷燃料的 3 头部横向射流式燃烧室结构验证研

真实来流下的流动换热特性、出口参数畸变程度，如
图 23 所示。

（a）进气道结构
图 23

（b）预冷器耦合工作特性

究，
燃烧室结构及试验系统如图 25 所示。

（a）冲压燃烧室试验系统

进气道结构和预冷器耦合工作特性

图 25

（b）甲烷燃烧试验系统

强预冷发动机燃烧室技术

此外，发展了宽落压比喷管设计技术，对包括双

在上述强预冷发动机关键技术研究基础上，团队

钟型喷管和膨胀偏转喷管在内的高度补偿喷管设计

拟进一步开展高超声速强预冷 FAPE 发动机系统集

方法、数值模拟和冷态实验进行了大量研究，如图 24

成试验验证，正在搭建具备预冷发动机原理验证、强

所示。获得了高度补偿喷管各状态下的流动情况及

预冷器高温试验、高温高压闭式循环系统性能试验、

推力性能，掌握了高度补偿的机理，试验表明，宽落压

超临界氦压气机/涡轮试验验证等多项功能的强预冷

比喷管方案在低落压比下推力系数较 1 维理想喷管
的提高至少 3%。
Ma

系统综合试验验证平台，可有力支撑强预冷发动机技
术进一步发展。

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3

结束语
（1）国内外已对强预冷发动机开展了大量的工程

应用方案研究、发动机总体设计、强预冷器等关键技
术攻关，正在开展系统级/整机级集成验证，不断取得
关键性进展。研究表明强预冷发动机技术无“卡脖
子”难题，强预冷发动机原理先进、技术可行，可为多
（a）双钟型马赫数分布

（b）膨胀偏转马赫数分布

在强预冷发动机的氢

种不同用途的水平起降、重复使用高超声速飞行器提
供理想的动力方案，未来将在高超声速动力系统市场

燃料预燃烧室和主燃烧室

占据重要的地位。

设计技术方面，开展了多

（2）目前，中国在强预冷发动机关键技术、系统及

级旋流器和氢气喷嘴方案

整机集成验证方面的研究广度与深度与国外先进水

优化设计，形成了采用氢

平仍存在一定差距，亟需加大研发投入与攻关力量，

燃料的多级旋流器关键结
构参数设计准则，总结了
多级旋流器结构参数对氢

（c）膨胀偏转喷管试验件
图 24

宽落压比喷管
设计技术

气燃烧室燃烧性能的影响规律，建立了宽工作范围、
高出口温度分布均匀性以及超高温升氢燃料燃烧室
[68]

设计方法 。针对旁路冲压燃烧室贫燃燃烧、空气流

提升强预冷发动机技术成熟度，为后续型号研制奠定
坚实基础。
（3）国内外已基本突破紧凑快速强预冷技术，该
技术可拓展应用于现有成熟涡轮发动机和 TBCC 发

动机，通过对来流进行适度预冷，适当拓宽涡轮发动
机/涡轮基的工作范围或提升高马赫数下的发动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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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强预冷技术的重要应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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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发射率材料涂敷方案对排气系统红外特性的影响
陈瀚赜 1，尚守堂 1，吉洪湖 2，邓洪伟 1，卢浩浩

1

（1.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为了研究低发射率材料涂覆方案对排气系统红外特性的影响，建立了航空发动机排气系统模型，制定 4 种低发射率材

料涂敷方案，将涂敷部位的发射率分别设置为 0.3 和 0.1，针对低发射率材料对航空发动机排气系统 3～5 μm 和 8～14 μm 波段的红

外辐射特性的影响进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涂敷低发射率材料对排气系统 3～5 μm 和 8～14 μm 波段的红外辐射均有明显抑制
作用；在 3～5 μm 和 8～14 μm 波段，最优的涂覆方案对红外辐射强度最大值的抑制效果可达 56% 与 37%。对排气系统中的加力

筒体、喷管等部位涂敷低发射率材料，在 3～5 μm 波段会增大其有效红外辐射强度，在 8～14 μm 波段会减小喷管的有效红外辐射
强度，增大加力筒体的有效红外辐射强度。

关键词：红外辐射；低发射率；材料涂敷；排气系统；加力筒体；喷管；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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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Low Emissivity Material Coating Scheme on Infrared Characteristics of Exhaust System
CHEN Han-ze1，SHANG Shou-tang1，JI Hong-hu2，DENG Hong-wei1，LU Hao-hao1
（1.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2.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low emissivity material coating scheme on the infrar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haust sys⁃

tem，an aeroengine exhaust system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ur low emissivity material coating schemes were formulated and the emissivi⁃

ty of the coated part was set to 0.3 and 0.1. 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for the effect of low emissivity materials on the infrared ra⁃
d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eroengine exhaust system in the 3～5 micron waveband and 8～14 micron waveb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ating of low emissivity materials can obviously inhibit the infrared radiation of exhaust system in 3～5 micron waveband and 8～14

micron waveband．In 3～5 micron waveband and 8～14 micron waveband，the maximum suppression effect on the maximum infrared radi⁃
ation is 56% and 37% by the optimal coating scheme. The low emissivity materials will be applied to the afterburner duct and the exhaust

nozzle system． The effective infrared radiation intensity of the parts is increased in 3～5 micron waveband，as well as in 8～14 micron
waveband and the effective infrared radiation intensity of the exhaust nozzle is decreased，while the effective infrared radiation intensity of
the afterburner duct is increased．

Key words：infrared radiation；low emissivity；material coating；exhaust system；afterburner duct；exhaust nozzle；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排气系统红外辐射是作战飞行器红

管[3-4]、S 弯喷管[5]、高温部件冷却[6-8] 等措施，需对发动

机部件结构进行较大调整，会对气动性能带来一定影

外辐射的主要来源，其红外辐射集中于 3～5 μm 波段

响，工程化应用难度较大；材料隐身技术主要是将低

对于提高飞行器生存力有着重要作用[1-2]。

低发射率来抑制高温部件红外辐射强度，无需改变发

和 8～14 μm 波段。降低这 2 个波段的红外辐射强度

发射率材料涂敷在发动机排气系统部件表面，通过降

航空发动机排气系统红外抑制技术分为结构隐

动机结构，是一种易于工程化应用的发动机红外抑制

身技术与材料隐身技术。结构隐身技术包括二元喷

手段。孟雪等[9] 对低发射率隐身涂层的性能优化进

收稿日期：2019-12-13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陈瀚赜（1994），男，硕士，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隐身技术研究工作；E-mail：160625600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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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研究；王自荣等[10]对红外隐身涂料的平均发射率
[11]

进行了测试；崔杰 对低发射率材料在动力系统红外
[12]

隐身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李艳红等 对影响红外隐
身涂层发射率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陈俊等[13]采用
台架试验进行了采用低发射率涂层的发动排气系统
[14]

红外特征研究；黄伟等 针对发射率对发动机红外辐
[15]

射特性的影响规律进行了研究；刘小雨等 针对降低
壁面发射率对涡扇发动机红外辐射特性的影响进行

流场网格采用非结构化网格，在温度梯度变化较大的
排气系统内流域与外流核心区进行网格加密。网格
总数约为 750 万，经网格无关性验证，满足要求。

流场计算使用 3 维流场仿真软件，采用耦合隐式

求解器，对连续方程、动量方程、能量方程采用 1 阶迎

风差分格式。湍流模型使用 SST K-ω 模型，并采用组

分输运模型与 DO 模型分别对燃气组分与辐射对壁
面传热影响进行计算。

了研究。在上述研究中，对发动机排气系统低发射率
材料涂敷方案的研究较少，
可供参考的文献也不多见。
本文建立了具有中心锥、波瓣混合器、火焰稳定

内、外涵进口设置为压力入口；外流域边界设置
为压力出口。
2.2

红外计算

器组件、轴对称喷管的航空发动机排气系统模型，拟

在红外辐射强度计算

定 4 种低发射率材料涂敷方案，将发射率分别设置为

时，排气系统壁面的网格

0.3 与 0.1，针对低发射率材料涂敷方案对发动机排气

均采用三角形的面网格，

系统红外特性的影响进行数值仿真。

并将通过流场计算得到的

1

固体壁面温度场插值到三

物理模型
发动机排气系统的几何模型如图 1 所示。包括

内涵进口截面、外涵进口截面、中心锥、波瓣混合器、
火焰稳定器、传焰槽、加力筒体与轴对称喷管。由于
内涵进口截面上游是高速

外涵
进口

波瓣 传焰器 加力筒体后段
混合器

喷管

征近似等效为低压涡轮部
内涵 中心锥
稳定器 加力筒体前段
进口

件辐射特征，以减少计算

图1

量和计算时间。

排气系统几何模型

由于发动机排气系统
20D

模型结构对称，
为减小计算
8D

量，
采用 1/2模型进行计算。

格如图 3 所示。

红外计算网格

红外辐射计算采用反向蒙特卡洛法[16-18]，该方法

计算结果与试验数据误差在 10% 以内[19]。所有未涂
敷低发射率材料的固体壁面发射率设置为 0.9，固体

0°~90°范围内的红外辐射
强度，探测点间隔为 5°，探
测点布置方式如图 4 所

示。需要说明，本文的计
算结果未考虑大气的吸收。

3

设定轴对称喷管出口直径

图2

计算域设置

别为 20D、
8D，
计算域形状为 1/2圆柱体，
如图 2所示。

发动机排气系统红外辐射特性分 2 步计算：进行

流场计算，获取喷流的温度场、压力场、组分质量分数
分布以及排气系统腔体内部高温固体壁面温度的分
布；再进行红外辐射强度计算，获得排气系统的红外
辐射特性。

2.1

图3

μm 波段；计算水平探测面

此将内涵进口截面辐射特

为 D，整个计算域长、宽分

角形网格中，红外计算网

壁 面 类 型 为 灰 体 壁 面 ；计 算 波 段 为 3~5 μm 与 8~14

旋转的低压涡轮部件，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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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方法
流场计算
航空发动机后向排气系统几何结构非常复杂，故

0°

90°

图4

红外辐射计算探测点

材料涂敷方案
在发动机排气系统中，内涵进口截面（代替末级

涡轮叶片）、中心锥、火焰稳定器内圈和中圈与传焰槽
的温度最高，红外辐射强度也较大；火焰稳定器外圈、
加力筒体及喷管由于与外涵冷气直接接触，自身温度
相对较低；波瓣混合器内壁面与高温燃气接触，外壁
面与外涵冷空气接触，温度介于二者之间。
低发射率材料涂敷方案见表 1。共拟定 4 种材料

涂敷方案。方案 1 涂敷区域最大；方案 2 是在温度较

高的部位涂敷低发射率材料；方案 3 在除火焰稳定器
与传焰槽之外的部位涂敷低发射率材料；方案 4 在方
案 2 的基础上，又在喷管涂敷低发射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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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进口
截面

火焰 火焰 火焰
中心 稳定 稳定 稳定 传焰
锥

见，对于 3～5 μm 波段，方案 2 与方案 4 的红外抑制效

不同涂覆方案涂覆位置

器内 器中 器外
圈

圈

圈

槽

果较为接近，效果最好。在探测角为 0°～25°时，2 个

波瓣 加力 加力
混合 筒体 筒体 喷管
器

前段 后段

Case 0

×

×

×

×

×

×

×

×

×

×

Case 1
Case 2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

√

√

×

√

√

×

√

√

×

√

√

√

Case 4

√

√

√

√

×

×

√

注：√代表在该位置涂覆低发射率材料；×代表该位置未涂覆低发

射率材料。

低发射率材料对红外辐射强度的影响

当 发 射 率 为 0.3 时 ，材 料 涂 敷 对 排 气 系 统 3～5

μm 和 8～14 μm 波段红外辐射强度的影响如图 5 所
示。纵坐标 I/Imax 表示相对红外辐射强度，Imax 为该部

件几种方案有效辐射强度的最大值。从图 5（a）中可
1.0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0.9
0.8
0.7

外辐射强度略大于方案 2 的。方案 1 的涂敷区域最

大，但其红外抑制效果并非最优，在探测角为 0°～15°
时，方案 1 的红外辐射强度小于方案 0 的，其对辐射强
度最大值的抑制效果为 32%；在探测角为 15°以后，该

方案的红外辐射强度大于方案 0 的。方案 3 未在火焰
15°内，其红外抑制效果在几种涂敷方案中最差，对红
外辐射强度最大值的抑制效果为 21%。而在探测角
为 15°以后，其红外辐射强度大于其它方案的。

从图 5（b）中可见，对于 8～14 μm 波段，方案 4 的

红外抑制效果最优，在探测角为 0°～90°时，红外辐射

强 度 均 小 于 方 案 0 的 ，其 对 最 大 值 的 抑 制 效 果 为
25%。对于方案 1，在探测角为 23°～30°时，其红外辐
射强度略大于方案 0 的；在其余探测角度下，其红外

辐射强度均小于方案 0 的，该方案对辐射强度最大值

的抑制效果为 23%。对于方案 2，在探测角为 0°～25°

I/Imax

最大值处，其抑制效果为 20%；在探测角为 25°之后，

0.5
0.4

60

0.3

70

80

90

0.2

方案 2 的红外辐射强度与方案 0 的基本一致。对于方

案 3，在探测角为 15°～35°时，其红外辐射强度大于

方案 0 的；在其余探测角时，其红外辐射强度均小于

0.1
10

20

30

40 50
a/（°）

60

70

80

90

（a）3～5 μm 波段

方案 0 的，对红外辐射最大值的抑制效果为 15%。

在发射率为 0.1 时，材料涂敷对 3～5 μm 和 8～

14 μm 波段红外辐射强度的影响如图 6 所示。从图中

1.0

可见，同一种材料涂敷方案在 2 种发射率下，其红外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0.9
0.8
0.7

1.0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0.9
0.8

0.6

I/Imax

0.7

0.5
0.4

60

0.3

70

80

90

0.2

0.6
0.5
0.4
0.3

0.1
0

外抑制效果为 37%；在探测角为 25°之后，方案 4 的红

时，其红外辐射强度小于方案 0 的，在红外辐射强度

0.6

0

材料的方案）的，在辐射强度最大值处，2 种方案对红

稳定器与传焰槽涂敷低发射率材料，在探测角为 0°～

计算结果

4.1

方案的红外辐射强度均小于方案 0（未涂敷低发射率

I/Imax

内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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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14 μm 波段

70

80

90

图 5 低发射率材料对红外辐射强度影响（发射率为 0.3）

60

70

80

90

60

70

80

9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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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0.9
0.8
0.7

0.8
0.7
I/Imax

I/Imax

0.6

0.5
0.4

60

0.3

70

80

0.5

90

0.4
0.3

0.2

0.2

0.1
0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0.9

0.6

0.1
10

20

30

40 50
a/（°）

60

70

80

90

0

10

（b）8～14 μm 波段

案 3 在 2 个波段的红外辐射强度均有所增大。

0.4

0.1

0.2

射强度最大值处的抑制效果，且对 3～5 μm 波段的红

0

外抑制效果要优于 8～14 μm 波段的。

表 2 3～5 μm 波段红外辐射强度最大值降幅
Case 2

Case 3

Case 4

1.0

48

56

28

56

0.8

0.3
0.1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36

30

20

37

23

20

15

60

70

80

90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0.6
0.5
0.4
0.3
0.2

低发射率材料对部件红外辐射强度的影响

0.1

固体部件的有效辐射强度还可进一步分为自身

0

辐射强度和反射辐射强度，这 2 部分之和即为部件的

10

20

30

40 50
a/（°）

60

70

80

90

（c）自身辐射强度

有效辐射强度。前者是自身向外发射的红外辐射能
能量。低发射率材料（发射率为 0.3）对加力筒体前

40 50
a/（°）

0.7

25

量，后者是外来入射辐射引起其向外反射的红外辐射

30

I/Imax

%

20

0.9

37

8～14 μm 波段红外辐射强度最大值降幅

10

（b）反射辐射强度

%

Case 1

21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0.5

2、3。从表中可见，降低发射率会进一步提升红外辐

发射率

90

0.6

0.3

表3

80

0.7

同涂敷方案红外辐射强度最大值处的抑制效果见表

37

70

0.8

在 3～5 μm 与 8～14 μm 波段，发射率变化对不

32

60

I/Imax

抑制效果提高；在探测角为 25°～90°时，方案 1 与方

0.1

40 50
a/（°）

0.9

随着发射率的降低，各方案在 2 个波段范围内的红外

0.3

30

1.0

辐射强度分布规律基本相同，在探测角为 0°～25°时，

发射率

20

（a）有效辐射强度

图 6 低发射率材料对红外辐射强度影响（发射率为 0.1）

4.2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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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低发射率材料对加力筒体前段 3～5 μm 波段
红外辐射强度的影响

段、加力筒体后段与喷管在 3～5 μm 波段的有效辐射

处，方案 1 与方案 3 在该部位涂敷低发射率材料，在探

9 所示。

7（b）中可见，方案 1 与方案 3 的反射辐射强度占该部

强度、反射辐射强度与自身辐射强度的影响如图 7～

从图 7 中可见，加力筒体前段红外辐射影响探测

范围为 5°～40°，有效辐射强度最大值在探测角为 20°

测角为 5°～40°时，其有效辐射强度有所增大。从图

件有效辐射强度的 90% 以上。而对于未在该部位涂

敷低发射率材料的几种方案，其自身辐射强度占有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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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强度的 60% 以上。

筒体前段的类似，其有效辐射强度在探测角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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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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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时均有所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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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低发射率材料对加力筒体后段 3～5 μm 波段
红外辐射强度的影响

从图 8 中可见，加力筒体后段红外辐射强度影响

探测范围为 10°～55°，影响范围与加力筒体前段相比

有所增加，其有效辐射强度最大值在探测角为 35°
处，在该部位涂敷低发射率材料，其变化规律与加力

0.2
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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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5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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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c）自身辐射强度
图 9 低发射率材料对喷管 3～5 μm 波段
红外辐射强度的影响

从图 9 中可见，喷管红外辐射强度的影响探测范

围为 0°～90°，其有效辐射强度最大值在探测角为 50°
处，在该部位涂敷低发射率材料，在 3～5 μm 波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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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辐射强度在探测角为 0°～90°时均有所增大。

加力筒体前段、后段与喷管在 8～14 μm 波段的

有效辐射强度如图 10～12 所示。从图 10、11 中可见，
在 8～14 μm 波段，加力筒体前段、后段的有效辐射强
度变化规律与 3～5 μm 波段的规律一致，随着该部位
发射率的降低，其有效辐射强度反而增大。
1.0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0.9
0.8
0.7

辐射强度变化规律与 3～5 μm 波段的规律相反，其有
效辐射强度随着发射率的降低而减小。

5

结论
（1）在本文研究的 4 种低发射率材料涂敷方案

中，综合 3～5 μm 和 8～14 μm 波段的红外抑制效果，
在内涵进口截面、中心锥、火焰稳定器内圈、火焰稳定
器中圈、传焰槽、喷管涂敷低发射率材料的方案 4 为
（2）低发射率材料对 3～5 μm 波段的红外抑制效

I/Imax

0.5

果好于 8～14 μm 波段的。当发射率为 0.3 时，在 3～

0.4

5 μm 和 8～14 μm 波段，红外辐射强度最大值降幅分

0.3
0.2

别为 37% 与 25%；当发射率为 0.1 时，在 3～5 μm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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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发射率材料对加力筒体前段 8～14 μm 波段
有效辐射强的度影响
1.0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0.9
0.8
0.7
I/Imax

从图 12 中可见，在 8～14 μm 波段，喷管的有效

红外抑制效果最优的方案。

0.6

图 10

27

0.5

（3）在本文研究条件下，在加力筒体前段、后段涂

敷低发射率材料，在 3～5 μm 和 8～14 μm 波段，其反

射辐射强度的增幅已经大于自身辐射强度的降幅，导
致其有效辐射强度反而增大；而在喷管涂敷低发射率
材料，在 3～5 μm 波段其有效辐射强度有所增大，在
强度的降幅，导致其有效辐射强度有所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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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扇发动机配装反推力装置综合影响分析
黄敬杰，马晓健，张

鑫，杨树楷，刘立平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概念设计阶段涡扇发动机开展反推力装置设计的需要，对加装反推力装置对总体性能的综合影响开展了初步分
析。选取大涵道比发动机 CFM56 为对象建立基准发动机模型，借助克兰菲尔德大学总体性能仿真软件 Turbomatch，分析了其对发
动机压缩部件、涡轮及排气系统的性能影响，提出采用流动面积和流动损失作为反推力装置的设计要求。在正、反推力状态下对

发动机推力进行评估，结果表明：理想状态下发动机提供的反推力可达最大起飞推力的 50% 以上。为了获得涡扇发动机配装反推

力装置的不利影响，建立包括反推力装置在内的推进系统质量评估模型和价格预测模型，利用该模型对质量及成本进行了预测，
结果表明：特定条件下反推力装置的使用会导致推进系统的质量增加 12%，价格增长 13%。
关键词：反推力装置；性能分析；质量评估；价格估算；涡扇发动机；推进系统
中图分类号：V228.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04.004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Analysis of Turbofan Engine with a Thrust Reverser
HUANG Jing-jie，MA Xiao-jian，ZHANG Xin，YANG Shu-kai，LIU Li-ping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meet the dessign requirements of thrust reverser for turbofan engine in conceptual design stage，the comprehen⁃

sive influence of retrofitting thrust reverser on overall performance was analyzed. The high bypass ratio CFM56 engine was selected as the

object to establish the baseline engine model. With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simulation software Turbowatch of Cranfield University，the per⁃
formance influence on compression components，turbine and exhaust system of the engine was analyzed. The flow area and flow loss were

proposed as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thrust reverser. The engine thrust was estimated in both forward and reverse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verse thrust provided by the engine can reach more than 50% of the maximum take-off thrust under ideal condition. In or⁃
der to obtain the adverse influence of turbofan engine with thrust reverser，the weight evaluation model and cost prediction model of propul⁃
sion system including thrust reverser were established. The model was used to predict the weight and co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eight
and cost of the propulsion system were increased by 12% and 13% separately with the use of thrust reverser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Key words：thrust reverser；performance analysis；weight estimation；cost evaluation；turbofan engine；propulsion system

0

引言
飞机着陆速度的提高不仅满足了飞机的气动性

能而且满足了复飞安全的要求，但这必然增加着陆的

的反向推力，进而能有效提高飞机的减速效率，缩短
飞机的滑跑距离，尤其在极端天气条件下的湿滑结冰
跑道上效果更为明显。

滑跑距离。而在适航条款中对民航飞机的跑道着陆

然而反推力装置的使用对航空发动机的总体性

安全距离有明确规定。为此对飞机着陆减速性能提

能、短舱设计、飞机气动性能及维护成本等方面产生

出了更高的需求。为提高减速性能，缩短滑跑距离，

影响，其设计需要协同飞机与发动机双方，并涉及多

需使用必要的专用减速装置。反推力装置作为飞机

专业学科。针对反推力装置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

减速系统的一部分广泛应用于现代民航客机中。反

部件试验和整机试验，以获得其部件设计关键参数及

推力装置通过改变气流方向，在着陆过程中提供额外

性能。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可借助 CFD 技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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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对 流 场 的 模 拟 分 析 及 设 计 。 在 1955 年 ，Povolny

软件，代码最早由 W .L .Macmillan 基于 Fortran 编写而

影响因素；Yetter 对民用航空飞机进行调研，讨论了

性能的模拟分析[14]。

又针对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 6 种新型概念反推的缩

立具有分开排气系统的双轴风扇发动机总体性能分

[1]

等 开展了反推力装置的专项研究，以获得其性能的
[2]

该飞机使用反推力装置的需求及优缺点；Yetter 等[3]
比模型试验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此外，还进行了一些
零部件和整机试验

[4-5]

及 CFD 流场数值仿真分析

[6-9]

。

成，可完成单轴到多轴发动机设计点与非设计点总体
基于 CFM56-7B 发动机模型与涵道比（BPR），建

析模型，如图 2 所示。
31

但涉及反推力装置对发动机影响的研究较少，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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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气流再吸入对发动机稳定性的影响[10] 和反推力装
置性能对飞机、发动机的影响分析[11]，以及一些与反
推力装置相似的可变面积喷管对发动机性能影响的
[12]

研究 。
鉴于此，本文以 CFM56 发动机为基础，主要针对

反推力装置配装发动机的综合影响进行分析，为配装
反推力装置的航空发动机概念设计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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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概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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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模型

本文研究的发动机模型包括以下假设：
（1）忽略发动机引气与功率提取；
（3）在最大反推状态时发动机涡轮前温度与最大

需求分析

阶段流程如图 1 所示 。
[13]

起飞状态的相同。
民用涡扇发动机通常具有低耗油率、低排放、低

功能分析

从图中可见，其流程为：需

噪声、高推力的设计要求，因此通常采用单级风扇达

要求分配

到降噪要求。考虑到单级风扇的压缩能力及最低耗

求分析→功能分析→需求
折中研究

分配→折中研究→可行性
评价→设计评审。对于航

可行性分析

空发动机而言，
是否采用反
推力装置，
通常在发动机概

设计评审

图1

概念设计流程[13]

用户基于安全需求提出着陆减速距离的要求，研
究方根据要求配装反推力装置，以提供高效减速所需
反向推力。在设计过程中可对发动机的性能及反推
力装置的性能要求分别设计。然而反推力装置的使
用，不可避免带来流路气动损失、质量及成本的增加，
因此需要对质量及成本进行估算，必要时加以设计优
化，经过可行性分析及设计评审，制订可行的高效低
损的设计方案。

油率的情况，在保持涡轮前温度与总压比一定的条件
下，更改风扇压比，获得耗油率随风扇压比的变化规
律，进而得到最低耗油率对应的最佳风扇压比，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 ，最佳风扇压比 PRfan 选为 1.8。
从而确定发动机循环参数及总体性能评估模型。发
动机设计点性能参数见表 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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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性能、反推力装置性能、推进系统质量及成本预
估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及论述。

发动机模型建立及循环参数优化
借助克兰菲尔德大学总体性能软件 Turbomatch

建立并优化发动机模型。该软件是其大学内部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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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因此本文主要从要求分配和折中研究层面，对发

2

FAN

（2）涡轮前温度（TET）作为控制参数；

设计方法及流程

念设计阶段即可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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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60
PRfan

1.80

2.00

2.20

最佳风扇压比
设计点性能参数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发动机流量/（kg/s)

134.39

净推力 Fn/kN

22.49

总压比

35.00

涡轮前温度/K

1270

涵道比

SFC/（g/（kN.s））

5.40

16.58

风扇压比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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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动机性能

在保持压力损失不变的情况下，将排气系统排气

使用反推力装置将改变外涵流道的气动型线，使
气流在折返过程中形成大量的漩涡。大规模漩涡的
产生、发展、破裂及消散将导致气流流动不稳定，能量
损失增加。此外在反推力装置内流道结构件的作用
下，气流所受阻力及排气系统流道损失增加。
反推力装置改变了排气系统的特性，对发动机总
体性能参数及部件的工作点均产生影响。不合理的
设计可能导致压缩部件裕度降低，从而影响发动机气
动稳定性[11]。因此需要对反推力状态下各部件工作

面积进行相应调整，以探究反推力装置展开状态下排
气系统设计面积的合理更改方向。排气系统面积增
大及减小 5% 对风扇工作点的影响如图 5 所示。从图

中可见，增大排气面积使风扇工作点远离喘振边界，
提高喘振裕度。此外也会带来推力方面的收益，如图
6 所示。即使改变面积使燃油消耗率（SFC）小幅度增

加，但增加数值不足 3%，对于着陆过程短暂使用的反

推力装置而言可以忽略。因此反推力装置的气动设
计需要增大排气系统的排气面积。
2.4
2.2
2.0
1.8
1.6
1.4
1.2
1.0

压气机性能
压气机的工作线是由涡轮及排气系统面积控制

的。使用反推力装置不仅使流路压力损失增大，而且
直接导致排气系统有效气动面积减小，从而影响发动
图5

机压缩部件的工作点。
排气系统在不同压力损失下，发动机压缩部件工
易受压力损失影响而偏向喘振边界。较大的排气系
统损失更易造成低压压缩部件（尤其是风扇）喘振裕
度降低，从而使发动机气动稳定性降低的风险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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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点的变化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风扇工作点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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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及安全性进行分析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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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排气系统面积后燃油消耗率与净推力的变化

为了弥补排气系统压力损失增大对压气机带来
的负面影响，针对排气系统损失与面积变化的共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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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PCcor（
/ kg/s）

25

30

35

（c）高压压气机工作点
图4

排气系统在不同压力损失下压缩部件工作点
（SLS，ISA，最大起飞）的变化

用进行研究，确定在反推力状态下排气系统允许的最
小压力损失，使得反推力装置展开前后的风扇工作点
尽可能相近，从而使反推力装置的使用对发动机稳定
性的影响最小。二者共同作用下的风扇工作点如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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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示。从图中可见 ，当排气系统压力损失为 0.05

140

时，风扇工作点为最靠近正推力状态。由此建立反推

120

状态发动机总体性能分析模型。其中，外涵排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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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要求为排气面积增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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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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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膨胀比

（a）高压涡轮

1.81
1.80

2

（反推力装置展开）

设计点-巡航

200

最大起飞

150

慢车

需要对涡轮与压气机进行匹配设计，以满足其效

100

最大反推

率和性能的要求。若涡轮节流流量过小，其背压可能

50

反推慢车

3.2

涡轮性能

引起压气机喘振；相反，涡轮节流流量过大可能造成

0

压气机阻塞。任何一种情况在设计过程中都可能引

1

图8

程是其各部件之间的迭代协同设计，对于反推力装置
正、反推力状态各典型发动机工况下涡轮的膨胀
比见表 2。从表中可见，高压涡轮在所有状态下均处

于节流状态。除了在慢车状态下的膨胀比略有减小，
在其他状态下高压涡轮膨胀比约为 2.78～2.93，基本

3

4

膨胀比

5

6

7

（b）低压涡轮

起发动机效率和性能的损失。鉴于发动机的设计过
展开状态，也需要评估对涡轮工作点的影响。

2

3.3

在正、反推力状态下的涡轮工作点

喷管性能
正、反推力下发动机各状态内、外涵喷管落压比

见表 3。涡扇发动机喷管面积由设计点的性能匹配
结果确定。在高速巡航状态下，在进气冲压作用下使
压气机输入功增大，导致喷管入口压力高，喷管落压

不受反推力装置展开影响。这是由于涡轮导向叶片

比增大，从而大于地面低速滑跑状态下的落压比。一

几何结构不变，高压涡轮工作点也基本不变。而低压

旦喷管在节流状态下工作，其落压比将不再与来流速

涡轮工作点在不同状态下略有不同。除了慢车状态，

度相关。这样设计的好处在于，涡轮与喷管之间存在

在其他状态下低压涡轮均处于节流状态，且最大膨胀

流量的匹配性，因此高、低压涡轮的工作点均不会发

比由内涵喷管流通能力所决定。在正、
反推力状态下，

生变化。在巡航状态下内、外涵喷管皆处于节流状

涡轮工作点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与正推力状态
相比，
反推力装置的使用对涡轮部件性能影响不大。
表2
设计点
正推状态

最大起飞
正推慢车

反推状态

最大反推
反推慢车

态，涡轮的流量、膨胀比和工作参数可以近似保持不
变。此外，在此状态下喷管出口截面静压高于环境压

涡轮膨胀比
高压涡轮

低压涡轮

2.93

4.46

2.52

1.50

2.92
2.92
2.78

4.25

表3
设计点
正推状态

4.22
1.97

最大起飞
正推慢车

反推状态

最大反推
反推慢车

喷管压比
外涵喷管

内涵喷管

2.74

2.18

1.08

1.04

1.83
1.83
1.18

1.57
1.55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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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由此将产生 1 个额外的推力项。

比，速度矢量分成轴向速度分量、径向速度分量和周

态，如图 9 所示。与正推力状态相比，反推力装置的

域，并不直接产生反推力，因此在概念设计的过程中，

飞机在着陆过程中内、外涵喷管均处于非节流状

使用对排气系统部件性能影响不大。为了展开反推

向速度分量。其中周向速度仅影响气流周向喷射区
可假设周向速度为零，以便估算反向推力。

力装置，发动机需降为慢车状态，此时喷管的落压比
大幅度减小。反推力装置展开后，发动机状态提高至
最大反推状态，推力增大，喷管落压比也随之增大。

190

最大起飞

110

反向排气气流局部坐标系

实际设计中并不可行。在通常情况下，外涵反推轴向

最大反推

排气气流角为 40°～60°。借助 CFD 方法进行的反推

反推慢车

力装置气动设计尽管达到更精确的排气角度，但也增
0

1

2

3
压比

4

5

6

加了较低滑跑速度下排气气流再吸入的风险。而排
气角设计为 45°可以平衡气流再吸入和反推效率之间

（a）外涵喷管

的矛盾，最大程度保证发动机气动稳定性。因此该排

80

气角度在设计过程中被广泛采用。

70

飞机常规着陆时反推力装置的使用操作如图 11

60
50

所示。由此选择不同的发动机工作点进行反推力数

设计点-巡航

40

值的计算与评估。

最大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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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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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反推收起
慢车

慢车
0.00

0.05

0.10
0.15
反推慢车

0.20

反推

（b）内涵喷管
在正、反推力状态下喷管工作点

0.25
反推慢车
最大反推

反推打开

反推力装置性能

滑跑马赫数

图 11

反推力装置设计要求提供足够的反推力，确保机
身机翼不受反向热气流冲击，以及控制排气气流再吸
入。此外，反推力装置排气气流使飞机产生升力达到
最小，由此实现最大化刹车效率。鉴于概念设计阶段
不涉及反推力装置的排气流场及飞机的一体化设计，

4.2

飞机常规着陆时反推力装置的使用操作

反推力计算
忽略短舱表面所受阻力，发动机在正、反推力状

态下的净推力计算如下。
正推力状态

下面将讨论反推力装置的推力性能。
4.1

AFT

力，轴向排气气流应全部与轴线平行，但这种情况在

慢车

70

Vr

在理想状态下，为提供飞机尽可能大的反向推

设计点-巡航

130

Vc

Vx

图 10

发动机状态

无量纲流量

150

90

无量纲流量

β

反推状态
正推状态

170

4

α

FWD

210

50

V

TOP

反推力状态

局部坐标系及使用状态
为评估反推力和反推效率，建立排气局部坐标系

以描述特定区域（如叶栅块）的速度矢量 ，如图 10
[15]

所示。从图中可见，假设排气流量与排气面积成正

F N = F fan + F core + F drag

（1）

F rev = F fanrev + F core + F drag

（2）

F fanrev = F fan σcosβ

（3）

式中：FN 为净推力；Ffan、Fcore、Fdrag 分别为外涵推力、内

34

涵推力及进气冲量造成的阻力；Frev 与 Ffanrev 分别为发

5

动机总反推力与外涵反推力；β 为反推轴向排气角；σ
为损失系数，在反推状态下，反映在受阻流门等结构
件之间的间隙泄漏及摩擦影响造成一定的推力损失，
通常假设为 5%[11]。

在常规飞机着陆过程中，发动机的推力组成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所见，推力均表示为各推力项占起
飞推力的百分比。由于喷管压比几乎保持不变，马赫

数对外涵反推力的影响不大。发动机进气冲量带来
的阻力效应是总反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滑跑速度
越大，
该项占比也越大。飞机在高滑跑速度下，
反推力
装置提供反向推力可达最大起飞推力的 50% 以上。
推力占起飞推力百分比/%

30

推进系统质量估计
除了性能方面的影响，
使用反推力装置还会带来其

他方面的问题，
比如增加了推进系统质量。由此需对包
含反推力装置在内的推进系统质量进行计算分析。
质量估计是发动机设计的重要环节，也是科技经
济环境风险分析的重要方面[16]。不考虑推进系统中
挂架的质量，推进系统总质量可分为发动机干质量及
短舱组件质量。其中，反推力装置和喷管质量包含在
短舱组件中。由于反推力装置结构复杂，成附件较
多，配装反推力装置将会增加推进系统额外的质量。
研究表明，反推力装置的质量可达发动机干质量的
15%～20%[17]。质量的增加不仅改变了推重比，也会

使飞机及推进系统的重心及惯性改变，从而影响飞机

20
10

减速距离。

0

-10 0

0.05

-20
-30
-40
-50

0.1

0.15

0.2

对于分开排气系统所配备的反推力装置，外涵反

0.25

净推力

推工作在相对较低的温度和压力下，因此可以使用相

进气冲量

对先进的轻质材料以降低反推力装置的质量，复合材

外涵推力

料就是广泛应用的材料之一[18]。

内涵推力

-60

5.1

滑跑马赫数

图 1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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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质量估计
发动机质量估计方法主要分为基于整机和基于

在常规飞机着陆过程中发动机的推力组成

部件的 2 种方法。Periklis Lolis[16] 对估计方法进行了

反推效率
总反推效率定义为总反推力与相同压比下总正

推力的比值。尽管在反推力装置展开前后喷管压比
略有不同，但在概念设计阶段可假设压比恒定不变，
因此反推效率为

详细总结与研究；Guha 等 [19]针对 Rolls Royce、Gener⁃
al Electric、Pratt & Whitney、及 CFM International 的

30 种发动机进行研究，提出了基于风扇直径的发动
机质量的初步估算方法，从而得出发动机长度和质量
的估算公式

η rev = ( F fanrev + F core ) / ( F fan + F core )

L engine = 1.81D fan - 19.8

（4）

反推效率随飞机滑跑的速度变化曲线如图 13 所

示。从图中可见，随着滑跑马赫数的减小，反推效率

不断降低，考虑到较低滑跑速度再吸入气流的风险增
大，因此需要在此速度下关闭反推力装置。

W engine = 2.652 ( L engine D )

2 0.5833
fan

（5）
（6）

式中：Lengine 和 Wengine 分别为发动机长度与质量；Dfan 为
风扇直径。
5.2

短舱质量
NASA 研究报告中的质量计算方法是基于风扇

0.310

直径及涡轮直径[20]，与 Guha 对发动机质量估计方法

最大反推

相近。短舱组件结构如图 14 所示。主要包括整流罩

（风扇舱和蒙皮）、外涵反推装置及内涵喷管 3 部分。

ηrev

0.305

短舱组件质量为

0.300

0

图 13

0.05

0.1
0.15
滑跑马赫数

0.2

反推效率随飞机滑跑速度变化曲线

0.25

W nacelle = W cowl + W fan - exhaust + W core - exhaust

（7）

式中：Wnacelle、Wcowl、Wfan-exhaust、Wcore-exhaust 分别为短舱质量、
风扇舱及蒙皮质量、外涵和内涵排气系统质量。

短舱质量估算所需的主要参数如图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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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敬杰等：涡扇发动机配装反推力装置综合影响分析
风扇舱

反推力装置

V F = 654.96 ( F cr0.88 /SFC 2.58 )

蒙皮

（13）

M = 0.7935V F + 1.3822

内涵喷管

（14）

式中：VF 为价格因子；Fcr 为巡航推力，kN；SFC 为巡航
耗油率，g/（kN·s）；M 为发动机价格，百万美元。

此外，发动机短舱的价格可以通过短舱与发动机

质量比和发动机裸机价格进行简单估算[19]。以发动
机裸机价格为基准，配装外涵喷管与反推力装置后整
图 14

个推进系统的估算价格见表 5。配装反推力装置后，

短舱组件[21]

推进系统价格增加约 13%。
表5
Dturbine D

fan

推进系统价格比
配装外涵喷管

配装反推力装置

1

1

发动机裸机
短舱组件

Linlet

LF

图 15

LFX

Lengine

LC

LCX

推进系统总价

短舱质量估算主要参数[22]

7

将整流罩及排气系统简化成圆柱，其表面积与等
效面密度的乘积可以用于质量的初步估计。表面积
可根据下述公式求得
Linlet=0.721Dfan

进气道

（8）

LF=0.4Lengine

风扇舱
反推力装置

（9）

LFX=0.7Dfan

（10）

LCX=0.5Dturbine

（12）

LC=Lengine-LF-LFX

核心舱蒙皮
内涵喷管

（11）

式中：Linlet、LF、LFX、LC、LCX 分别为发动机进气道、风扇舱、
反推力装置、核心舱蒙皮与内涵喷管轴向长度；Dfan 与
Dturbine 分别为风扇直径与涡轮出口直径。

风扇舱的等效面密度为 17.1 ~19.6 kg/m2，反推力

装置的则为 73.2 kg/m2 [20]。包含反推力装置在内的推
进系统总质量见表 4，其中配装反推力装置后短舱质
量增加 73%，推进系统总质量增加约为 12%。
表4

配装外涵喷管
配装反推力装置

6

发动机干质量/
kg

短舱组件/
kg

推进系统总质量/
kg

2265

759

3024

438

2704

价格
对发动机价格的估算涉及到很多因素，Jenkin⁃

son 等对其进行简化，建立了以巡航推力及 SFC 为变
量，近似线性的价值预测模型。

1.19

0.33
1.33

结论
（1）通过对反推力装置在展开状态下发动机各工

作点的分析，确定发动机总体性能对反推力装置（包
括流通面积及流动损失）设计的要求。
（2）对飞机常规着陆过程中，在正、反推力状态下
的推力进行初步估算，在高速滑跑状态下，由反推力
装置获得反推力可达最大起飞推力的 50% 以上。

（3）对包含反推力装置在内的推进系统质量及价

格进行估算，配装反推力装置可使推进系统质量增加
12%，成本增加 13%。

本文的研究内容为航空发动机概念设计阶段反

推力装置与发动机总体性能一体化设计以及初步的
质量估算工作提供了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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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列叶片气动设计及优化
刘宝杰

1，2

，于贤君

1，2

，安广丰

1，2

，陶

源 3，周安宇 4，李丽丽

4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北京 100191；2. 航空发动机气动热力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1；
3. 中国民航大学 航空工程学院，天津 300300；4.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进一步提高风扇/压气机的负荷水平，对串列叶片进行了研究。采用理论方法分析了串列叶片相对于常规叶片的
负荷优势区间，并利用低速大尺寸压气机试验台进行了对比试验验证。结果表明：当负荷系数大于 0.46 时，串列叶片表现出明显

的优势，可以将负荷系数为 0.46 作为串列叶片优势区间的临界点。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了亚声速和超声速串列叶型前后排的
相互影响机制，总结了串列叶型流动控制原则和优化设计思路，给出了典型亚声速和超声速叶型的优化设计结果。结果表明：优

化后的亚声速和超声速串列叶型设计点损失分别减少了 6% 和 20%，可用攻角范围分别拓宽了 2°和 0.5°。完成了负荷系数为 0.4
的双级风扇串列叶片出口级方案设计论证。结果表明：与常规方案相比，在常用转速范围内，串列叶片方案的压比明显提高，中低
转速堵塞流量和等熵效率也明显提高。
关键词：串列叶型；串列叶片；高负荷；压气机/风扇设计；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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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dynamic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Tandem Blades
LIU Bao-jie1，2, YU Xian-jun1，2, AN Guang-feng1，2, TAO Yuan3, ZHOU An-yu4, LI Li-li4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Aero-Engine，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2.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
gy on Aero-Engines，Beijing 100191，China；3. School of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Tianjin 300300，
China；4.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oad level of fan / compressor，the tandem blades were studied. The load advantage range of

tandem blades relative to conventional blades was analyzed by theoretical method，and the comparative test was carried out on a low-speed

large-scale compressor test rig.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load factor is greater than 0.46，tandem blades show obvious advantages，
and the load factor of 0.46 can be regarded as the critical point of the dominant range of tandem blades.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forward and aft rows of subsonic and supersonic tandem profile was analyz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The flow control principle and op⁃
timization design idea of tandem profile were summarized.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results of typical subsonic and supersonic profile were

giv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sign point losses of the optimized subsonic and supersonic tandem profile are reduced by 6% and 20% re⁃
spectively，and the available attack angle ranges are widened by 2° and 0.5° respectively. The design demonstration of the double-stage fan

tandem blade outlet stage is completed with a load factor of 0.4.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scheme，the pressure
ratio of the tandem blade scheme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and the blocking flow and isentropic efficiency are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he common speed range.

Key words：tandem profile；tandem blade；high-load；compressor/fan design；aeroengine

0

引言

推重比期望突破 12；此外，为了满足未来高超声速飞

进入喷气时代以来，航空发动机的推重比已经从

升高，控制压缩系统的长度，减轻压缩系统的质量，对

最初 2~3 提高到 10 左右，下一代军用航空发动机的

行的需求，航空发动机压缩系统的工作温度会大幅度
于涡轮基动力装置具有重要价值。这些都要求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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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压气机的平均级负荷系数要达到 0.45~
0.50，远高于目前常规叶片压气机的负荷极限（对应

的负荷系数约为 0.40），因此必须探索和突破更高负
荷水平的压气机设计技术。串列叶片作为一种先进

1

串列叶片扩压极限
为了探索串列叶片的扩压极限及其相对于常规

叶片的性能优势及优势区间，完善了 Koch[19] 在 1981

叶片气动布局形式，不仅能够实现更高的气动负荷水

年给出的探索常规叶片扩压极限的方法，在此基础上

平，而且具有较好的工程可行性，已成为当前探索的

发展了串列叶片扩压极限模型，并在单级低速大尺寸

下一代航空发动机先进设计技术的热点之一。

压气机试验台上对该模型进行了试验验证。

国内外针对串列叶片设计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 3 方面：
（1）串列叶片相对于常规叶片的性能优势。
在这方面，虽然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支持下，PW 公

司开展了大量的级环境下的试验研究[1-3]，但由于所
设计的压气机负荷偏低，并未显示出串列叶片具有明
显 的 性 能 优 势 ；级 环 境 下 的 流 动 较 为 复 杂 ，Hoeger
等[4]、Schneider 等[5]、Dehkharqani 等[6]、苗厚武等[7] 尝试
从更为简单的 2 维叶栅对比中展开研究，但相对常规

叶片，在不同情况下串列叶片的损失水平有高有低，
并未从更简单层面理清这一问题。
（2）串列叶片流动
机理。在这方面，国内外开展的研究最多，得到的结
论也较为统一，其中后排叶片新发展的附面层、前后
排叶片之间重叠区域形成的缝隙流动、后排叶片前缘
对前排叶片的势作用等，是调控串列叶片流动损失从

1.1

常规叶片扩压极限模型

对于 1 个典型 2 维扩压器，当其扩压长度 N 与进

口宽度 W1 的比值固定时，随扩压器的扩张比 W2/W1 的

增大，静压升系数 Cp 表示的扩压器气动负荷表现出先
增大后减小的趋势，扩压器静压升系数特性如图 1 所

示。对于不可压流动而言，根据伯努利方程和连续方
程可推导得到上述 2 维扩压器的静压升系数与扩压

器进出口宽度之比以及扩压器内部总压损失系数的
关系式

()

p2 - p1
ν2
Cp =
=12
ν1
0.5ρν 1

2

( )

Δp 0
W2
=12
W1
0.5ρν 1

2

- ω（1）

式中：p1、p2 分别为扩压器进出口的静压；v1、v2 分别为

扩压器进出口的速度；Δp0 为扩压器进出口的静压之
差；ω 为流体经过扩压器的总压损失系数。

而使其发挥出性能优势的主要贡献点。
（3）串列叶片
前后排叶片相对位置及参数分配。在这方面，包括对
基 于 势 流 理 论 的 分 析[8-10]、数 值 仿 真[11-13] 与 试 验 研
究[7，14-15] 以及结合 CFD 技术的数学寻优[16-18] 等研究表

明，当串列前后排叶片轴向相对位置在近似为零的轴
向重叠附近、周向相对位置在后排叶片靠近前排叶片
压力面附近、前后排叶片负荷分配比选为 1 附近，可
以获得更小的总压损失和更大的失速裕度。

综上所述可知：
（1）串列叶片相对于常规叶片的
性能优势及优势区间尚不明确；
（2）针对亚声速串列
叶片的研究已经逐渐成熟，但考虑前后排叶片相互影
响的气动设计方法并不完善；
（3）针对超/跨声速串列
叶片的研究相对较少，考虑复杂激波系影响下最优的
流动组织形式远未形成统一认识，前后排叶片匹配工
作规律尚待深入研究归纳。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分别
从串列叶片基本理论及流动机理、串列叶型的优化设
计、串列叶片在亚/跨声速压气机设计中的应用 3 方面

进行研究，以期促进对于串列叶片设计技术的认识，
为中国突破更高负荷水平的压气机设计技术提供相
关理论支撑。

图1

扩压器静压升系数特性

基于 Aungier[20]给出的 2 维扩压器特性关联，可以

得到扩压器达到最大静压升系数（Cp，max，用于表征扩
压极限，下同）时，扩张比 W2 /W1 与用进口宽度无量纲

化的扩压长度的关联关系，再通过一系列的简单代数
计算可得达到最大静压升系数 Cp，max 时扩张比 W2 /W1
与用出口宽度无量纲化的扩压长度的关联关系

( )
W2
W1

C p, max

( )

N
= 1 + 0.42
W2

1.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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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叶片 S1 流面如图 2 所示。图中，g1 和 g2 分别

为 2 维叶型进出口流道宽度，L 为具有与 2 维叶型相
同弦长、相同弯角的等效圆弧型中弧线的长度，对于

1 个压气机 2 维叶型，上述扩压器的进出口宽度 W1 和

W2 可由图 2 中 g1 和 g2 代替，扩压长度 N 可由图 2 中 L
代替。其中 g2 和 L 又可分别表达为 2 维叶型的常用几
何参数的关系式

W2=g2=s·cos β2
θ
2 sin ( θ/2 )

（7）

式中：kprofile 为经验系数。
作为一种简单评估方法，当叶型选定后可以用经
验系数 kprofile 近似评估近失速点的损失水平，对于本文
研究的 CDA 低速叶型而言，kprofile=0.06。

将式（2）、
（7）代入式（1）得到 2 维叶型最大静压

升系数与以 L/g2 为自变量的单变量函数的关系，从而

（4）

参数有效关联（图 2）。从图 2 中可见，当 L/g2<2.5 时，

式中：c 为叶型弦长；θ 为叶型弯角。

因此，式（2）中的 N/W2 可表达为叶型的常用几何
参数的关系式
N
L
σθ
=
=
W 2 g 2 2 sin ( θ/2 )· cos β 2

L
sin ( θ/2 ) L
· = k profile
g2
g2
θ/2

（3）

式中：β2 为叶型出口气流角。
N=L=c·

ω = f ( DF )·

（5）

式中：σ 为叶型稠度。

将 1 个 2 维叶型的扩压极限与 2 维叶型的几何与气动
最大静压升系数 Cp，max 随 L/g2 的增大呈现快速增大的
趋势；当进一步增大 L/g2 时，2 维叶型最大静压升系数

会遇到 1 个极限值约为 0.66，显然该值就是本模型给

出的所有常规叶片压气机 2 维叶型所能达到的扩压
极限。
1.2

串列叶片扩压极限模型
对于串列叶片而言，同样可以根据上述方法对前

后排叶片的扩压极限分别进行模化，然后再利用式
（8）来表征串列叶片整排的扩压极限
2

é cos β 11 ù
Cp，max=ktandem·Cp，max，FB+ê
ú ·E2·Cp，max，AB （8）
ë cos β 21 û

式中：Cp，max，FB、Cp，max，AB 分别为前、后排叶片在单独工作
条件下的最大静压升系数；ktandem 和 E2 分别为串列叶

片近失速状态时前、后排叶片静压升系数与各排叶片
单独工作的最大静压升系数的比值。
由于串列叶片随工况变化时后排叶片攻角几乎
图2

常规叶片 S1 流面

不变，所以当串列叶片整体达到最大静压升时，可认
为前排叶片也达到最大静压升。但考虑到前后排叶

根据式（1），当模化得到最大静压升对应的扩张

片相互作用时前排叶片的静压升系数与前排单独工

比 W2 /W1 之后，还需要得到 2 维叶型的总压损失 ω 才

作的差别，ktandem 可能不完全等于 1。4 种不同 D 因子

情况下前排叶片在串列与单独工作条件下最大静压

产生本质上与叶片表面附面层的发展紧密相关，将叶

升系数及其比值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前排叶片

可以获得最大静压升系数 Cp，max。其实，叶片损失的
片总压损失与叶片表面的附面层参数相联系是合理
的模化方法。Wennerstrom[21] 给出了动量厚度与损失
的关联

cos β 2
δ*
=ω
=f（DF）
（6）
σ
c
式中：δ*为附面层动量厚度；
（
f DF）为以 D 因子作为独

立变量的单变量函数，D 因子为扩散因子。
出于简化的目的，将式（5）代入式（6）得到以 L/g2
为变量的简化损失关联式

在串列与单独工作条件下，最大静压升系数的比值几
乎不随 D 因子增大而发生变化。因此可以取 ktandem=
1.1，用于本文对串列条件下前排叶片最大静压升系
数的计算。

对于后排叶片而言，由于其攻角几乎不随工况发
生变化，所以其静压升系数也几乎保持恒定。但为保
证后排叶片工作在合理的气动条件下，设计时需要选
取合理的攻角状态使其略微远离失速边界而又能发
挥最大扩压作用。1 组保持前排叶片几何形状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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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低于本文模型的预测值，从而验证了本文所发展的
适用于常规叶片的扩压极限模型。
对于串列 2 维叶型的数值模拟结果与扩压极限

模型的对比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模型预测得到
的最大静压升系数 Cp，max 随 L/g2 的变化更加显著，但

Cp，max 随 L/g2 的变化趋势可以被串列叶片扩压极限模
型所捕捉 ；此外，常规叶片的最大静压升系数约为
0.66，而串列叶片的可以提升到 0.74 甚至更高。因

此，当实际的超高负荷压气机设计的最大静压升系数
图3

前排叶片最大静压升系数

排叶片出口几何角不变，通过改变后排叶片弯角得到

趋近于 0.66 时，串列叶片将是更优的选择，可保证足
够的裕度。

的串列叶片静压升系数及总压损失随 E2 的变化曲线
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存在最佳的 E2 使得损失最
低、静压升最高。由此确定 E2 的最佳值。

图6

1.4
图4

在不同 E2 近失速工况下串列 2 维叶型的
损失静压升性能及后排叶片攻角

1.3

串列与单排工作条件下的扩压极限对比
为了对扩压极限模型进行校验，首先利用一些有

限的试验结果对常规 2 维叶型的扩压极限模型进行
校验，结果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这些叶片最大

静压升系数的试验值几乎都高于 Koch 模型的预测值

串列 2 维叶型扩压极限模型

扩压极限模型的试验验证
为了对常规和串列叶片的扩压极限模型进行验

证，设计了基于叶尖负荷系数为 0.46 的常规叶片单级
压气机[22]，为了与常规叶片进行对比，基于相同的设

计方法并选用几乎相同的关键设计参数，同时设计了
基于叶尖负荷系数同为 0.46 的串列叶片单级压气机，
并对二者进行了详细的试验研究。

为了选取较为合适的典型设计参数，利用重复级
速度三角形分析模型，针对典型设计参数对压气机效
率和裕度的影响规律进行评估。最终选取的设计点
流量系数为 0.55，反力度为 0.7，转、静子稠度分别为

1.90 和 2.15。此外，为了使常规高负荷叶片和串列叶
片具有可比性，在串列叶片的设计中，维持 1 维参数

与常规叶片的相同，同时保持不同叶高的速度三角形
一致。对于串列叶型的研究，其特有的设计参数如轴
向相对位置 LAO、周向相对位置 Lpp、负荷分配和稠度比
等，都选取在使串列叶片工作效率较高的范围内。经
图5

常规 2 维叶型扩压极限模型

过 CFD 优化后最终的串列及常规叶片压气机几何造
型如图 7 所示，二者主要设计参数的对比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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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及串列叶片压气机几何造型
常规及串列叶片压气机主要设计参数
常规叶片

参数

转子 静子

图9

串列叶片
转子

静子

前排 后排 综合 前排

后排

综合

常规叶片和串列叶片在相同负荷下的效率对比

以将负荷系数 0.46 作为串列叶片优势区间的临界点。
同时串列叶片的极限负荷系数可达到 0.52，如果以最

叶中弦长 /mm

109.0 115.0

60.0

54.0 108.0 69.0

57.0

126.8

叶中稠度

1.85

2.09

1.03

0.93

1.91

1.25

1.05

2.31

高约 8.3%。

叶中出口几何角/（°） 29.7

6.9

49.9

27.6

27.6 -27.1

6.9

6.9

的能力，对试验测量的常规叶片和串列叶片在典型流

0

0

示。从图中可见，串列转、静子的最大静压升系数比

1.150 1.090 2.100 2.300 1.160 1.800 2.200 0.986

展弦比

叶中进口几何角/（°） 63.5 -50.1
叶片数

（叶尖间隙/叶高）/%

47

1.3

50
0

62.6
47

1.3

59.6
47

1.3

62.6 -49.1 -31.2 -49.1
47

1.3

50
0

50

50

高效率点为基础，串列叶片的负荷裕度比常规叶片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串列叶片拓宽压气机扩压极限

量系数下的静压升系数进行了对比，结果如图 10 所

2 套压气机测量得到的特性对比如图 8 所示。从

常规转、静子的分别高 8.3%、10.2%。串列转子与常

达到了设计目标，而常规叶片则略小于目标值。此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对于常规叶片而言，其设计点

图中可见，试验测量的串列叶片在设计点的负荷系数
外 ，相 比 于 常 规 叶 片 ，串 列 叶 片 的 设 计 点 效 率 从

规转子静压升系数与其最大静压升系数的对比如图
静压升系数与近失速点静压升系数的比值（即图中 E

91.4% 提升至 92.0%，最高效率提升了约 1%，综合裕

值）为 0.92，而串列叶片的 E 值为 0.86，即串列转子相

对比如图 9 所示。在较小的负荷系数下工作时，常规

子近失速点的静压升系数已经超出了常规 2 维叶型

0.460 时，串列叶片和常规叶片的效率相当；当负荷系

扩压优势。

度从 16.9% 拓宽至 22.3%。在相同负荷系数下的效率
叶 片 效 率 高 于 串 列 叶 片 的 ；当 负 荷 系 数 为 0.415~

对于常规转子具有更大的静压升裕度。此外，串列转

的扩压极限，可以更为直观地显示出串列叶片的极限

数大于 0.46 时，串列叶片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因而可

图 10

2
图8

常规叶片和串列叶片负荷和效率特性对比

常规叶片和串列叶片在典型流量系数下的静压升系数

串列叶型设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基于模型的理论分析证明了串列叶片的性能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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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的马赫数分布非常接近可控扩散叶型的理想流动
状态；但在串列条件下，由于后排叶片的滞止作用在
前排尾缘附近叠加了 1 个额外的压力场（图 9），前排

压力面气流速度降低，尾缘附近的负荷增大，即后排
叶片的势作用降低了前排压力面附近的气流速度，这
是导致前排叶片偏离可控扩散叶型分布和损失增加
的根本原因。当来流马赫数为 0.8、来流攻角为-1°

图 11

常规转子和串列转子的静压升系数与扩压极限对比

力，揭示了前后排叶片的匹配工作规律，初步探明了
串列叶片能够发挥负荷优势的区间。为了将串列叶
片应用于工程实际，从流动机理和设计方法入手，在
保证串列叶片负荷水平的前提下，以降低流动损失、
拓展叶型工作范围为目标，开展了串列叶型的设计技
术研究，揭示了前后排的相互影响机制，发展了基于
中弧线修型的快速优化设计方法并融入传统造型体
系。研究分为亚声速和超声速流动 2 部分。
2.1

图 12

当来流马赫数为 0.8 时，前排叶片单独工作和串列
条件下的攻角-损失特性对比

亚声速串列叶型设计技术

当前国内外针对亚声速串列叶型设计技术的研
究较丰富，也基本确定了前后排叶片相对位置、弦长、
负荷分配等设计参数的最优区间。但传统压气机设
计体系在设计过程中无法考虑串列叶片前后排的气
动耦合，限制了叶型性能的进一步提升。为此，本文
以当前公认的串列叶型参数最优区间为基础，在来流
马赫数为 0.8 的条件下，完成了亚声速串列叶型的设
计技术研究：
（1）通过前后排单独工作与串列条件下

流动特性的对比，揭示了串列叶型前后排的相互影响
机制；
（2）以串列叶型最优相对位置、稠度、负荷分配
为基础，发展了一种基于“中弧线修型”的串列叶型快

（a）i= -5°

速优化设计方法，验证了设计思想的合理性。
2.1.1

串列条件下前排叶片工作特性分析
为了理清串列条件下后排叶片对前排的影响机

制，在来流马赫数为 0.8、攻角状态相同的条件下，对

比了前排单独工作和串列条件下的流动特性。研究
发现，在串列条件下前排叶片的损失比单独工作时的
增加了约 8 %，如图 12 所示。前排叶片损失发生变化
的主要原因是串列条件下前后排叶片相互影响。进

一步对比了典型攻角状态下前排单独工作和串列条
件下的叶表等熵马赫数分布，如图 13 所示。前排单

（b）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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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气流角，以此作为进口边界条件。在不同来流攻角
下，后排叶片单独工作和串列条件下的叶表等熵马赫
数对比如图 15 所示。串列条件下后排流动特性有 2
点重要变化：
（1）在负攻角和零攻角条件下，缝隙射流
的加速作用使后排前缘吸力面附近形成低压区，并使
后排前缘局部更容易形成正攻角的速度分布；
（2）在
较大的正攻角条件下，前排尾迹严重堵塞了后排通道

（c）i= +5°

图 13

当来流马赫数为 0.8 时，在不同来流攻角下前排叶片
单独工作和串列条件下的叶表等熵马赫数对比

时，前排叶片单独工作和串列条件下流场静压分布对
比，如图 14 所示。
压力/Pa

9.425e+004
9.200e+004
8.975e+004
8.750e+004
8.525e+004
8.300e+004
8.075e+004
7.850e+004
7.625e+004
7.400e+004
7.175e+004
6.950e+004
6.725e+004
6.500e+004

（a）i= -5°

0

0.0050 0.010 m

0.0025 0.0075

（a）单排环境
压力/Pa
9.425e+004
9.200e+004
8.975e+004
8.750e+004
8.525e+004
8.300e+004
8.075e+004
7.850e+004
7.625e+004
7.400e+004
7.175e+004
6.950e+004
6.725e+004
6.500e+004

图 14

（b）i= -1°

0

0.0050 0.010 m

0.0025 0.0075

（b）串列环境

当来流马赫数为 0.8、来流攻角为-1°时，前排叶片
单独工作和串列条件下流场静压分布对比

2.1.2

串列条件下后排叶片工作特性分析
模拟后排叶片的单独工作需要在串列条件下从

前后排叶片的轴向间隙中提取后排叶片进口马赫数

图 15

（c）i= +5°

前排叶片表面等熵马赫数分布在单排及
串列条件下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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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6 所示），显著改变了后排叶片的扩压过程，后

特性和攻角-D 因子特性对

排尾迹的堆积压缩了后排主流区的有效流通面积，在

见，在保证串列 叶 型 负 荷

排叶片表面等熵马赫数整体提高了 0.1；另一方面，前

比如图 18 所示。从图中可

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后排近尾缘处的气动负荷，抑制了

水平相同的条件下，设计

后排吸力面的分离。

点损失减少了 6%，且负攻

Mach Number
FlowFleld
1.000e+000
9.400e-001
8.800e-001
8.200e-001
7.600e-001
7.000e-001
6.400e-001
5.800e-001
5.200e-001
4.600e-001
4.000e-001
3.400e-001
2.800e-001
2.200e-001
1.600e-001
1.000e-001

角范围拓宽了约 2°，优化

方案的可用攻角范围接近
12°。

0

图17 优化前后叶型几何对比

0.0050 0.010 m

0.0025 0.0075

（a）单排环境
Mach Number
FlowFleld
1.000e+000
9.400e-001
8.800e-001
8.200e-001
7.600e-001
7.000e-001
6.400e-001
5.800e-001
5.200e-001
4.600e-001
4.000e-001
3.400e-001
2.800e-001
2.200e-001
1.600e-001
1.000e-001

（a） 攻角-损失特性

0

0.0050 0.010 m

0.0025 0.0075

（b）串列环境
图 16

当来流马赫数为 0.8、前排来流攻角为+5°时，

后排叶片单独工作和串列条件下的流场对比

2.1.3

亚声速串列叶型优化设计
对亚声速串列叶型流动机理进行分析，发现以势

作用、缝隙射流为主导的无黏流动特征是前后排相互
影响的主要物理机制。尽管气动耦合较弱，但仍然会
引起潜在的损失，并且在常规设计体系中无法考虑这
一影响，是叶型优化设计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即

（b） 攻角-D 因子特性
图 18

优化前后叶型的攻角-损失特性及
攻角-D 因子特性对比

优化前后叶片表面等熵马赫数分布的对比如图
19 所示。调整后前排叶片的气动负荷前移，压力面

等熵马赫数基本保持不变，马赫数整体分布更接近可

轴向/周向相对位置、稠度、弯角分配等参数都选定在

控扩散叶型理想的分布形式；在全工况范围内，后排

已有认识的最佳区间内，如何在保持叶型负荷的条件

局部攻角状态发生了明显改变，优化方案更加接近零

下进一步降低流动损失，拓展可用攻角范围。为此，

攻角状态，这对于全工况范围内减少后排叶型损失都

本文发展了一种中弧线快速修型方法，通过前/后排

是有利的。总之，优化方案在保持前后排相对位置、

中弧线、后排名义攻角等变量控制串列叶型前后排的

弯角、稠度分配不变的条件下，基于中弧线的修正进

相互干涉，以适应串列叶型势作用、缝隙射流的影响。

一步提升了叶型性能。对大量的数值验算进行分析

优化前后叶型几何对比如图 17 所示。在来流马

赫数为 0.8 的条件下，优化前后的串列叶型攻角-损失

结果表明，对于气动耦合较弱的亚声速串列叶型，维
持前后排近似可控扩散叶型的等熵马赫数分布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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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在保证基元负荷水平的条件下，有效控制叶型
的流动损失。
2.2.1

周向/轴向相对位置的选取
在典型前后排叶片不同轴向相对位置 LAO 下，研

究了串列转子前后排叶片周向相对位置 LPP 对其气动

性能的影响（LAO、LPP 的定义参考文献[23]），只对 LAO 为

0.1 时的情况展开详细的讨论，其它 LAO 下的分析方法
与之类似。
（a）i= -5°

在反压相同、LPP 不同时串列转子叶尖截面的激

波结构对比如图 20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 LPP 的不

断减小，前叶片的工作状态慢慢地远离堵点，激波系
也逐渐地由双波结构向单波结构蜕化。此外，串列转
子流场的另 1 个显著特点 相对 Ma
是前排叶片的尾迹在后排
叶片中流动。尾迹在后排
叶片中不断地耗散，并与
主流发生掺混，减小了有
效流通面积，造成明显的
堵 塞 。 而 LPP 对 该 尾 迹 区

（b）i= -1°

也 有 较 大 的 影 响 。 当 LPP
减小到 0.4 时，叶尖截面的
尾迹显著增强，因此所造

图 19

（a）LPP= 0.8

（b）LPP= 0.6

（c）LPP= 0.4

（c）i= +5°

优化前后叶片表面等熵马赫数分布对比

理想的流动组织形式。
2.2

成的堵塞和损失也更大。

图 20

在不同 LPP 下串列转子叶尖截面的马赫数分布对比

超声速串列叶片设计
超声速串列叶型的典型特点是由于耦合了复杂

与周向相对位置相类似，串列转子前后排叶片轴

激波系的作用，导致相互影响程度明显强于亚声速叶

向相对位置 LAO 的变化对激波结构、气动性能也有重

型的，且叶型性能对叶片几何参数的变化更加敏感，
因此设计难度更大，目前国内外尚未形成统一认识。
为此，针对超声速串列叶型开展了流动机理分析及参
数化造型研究，以明确激波影响前后排匹配工作的物
理机制，并在典型几何参数约束条件下开展叶型优化

要影响，因此在不同的 LPP 下，分析了 LAO 对转子叶尖

激波结构的影响规律，并总结了最佳 LAO 的选取区间。
在反压相同、LPP 分别为 0.8、0.4 时，叶尖激波结构

随 LAO 的变化对比如图 21 所示。从图中可见，LAO 对转

子叶尖激波结构有较大影响，即存在 1 个合适的 L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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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P= 0.8

图 21

（b）LPP= 0.4

在反压相同、LPP 不同时串列转子叶尖激波结构随 LAO 的变化

使得前排叶片叶尖的双波结构最为明显，但不同的
LPP 所对应的最佳 LAO 并不相同；当 LAO 小于最佳值并减
小时，前排叶片的叶尖激波结构迅速由双波向单波结
构蜕化，
串列转子的特性也随之恶化。此外，
前排尾迹
在后排叶片中不断地扩散，随 LAO 的增大，尾迹掺混得
越均匀，
较小的 LAO 尾迹区中包含的低速流体更多。

从图 21 中还可见，串列转子处于最佳 LAO 时，前

后排叶片在流向方向上的相对位置基本相同。这是

因为压力扰动是沿流向方向进行传播的，所以激波结
（a）失速压比

构对前后排叶片在流向方向上相对位置的变化最为
敏感。因此，以弦线方向为基准，建立了 ξ-η 弦向坐
标系，对前后排叶片的相对位置进行重新分析，以确
定最佳的相对位置。实际上，前后排叶片的相对位置
在 ξ-η 和 x-r 坐标系下存在关联
LPP'=LPP

LAO'=LAO-（1-LPP）sin ξFB/σFB

（9）
（10）

串列转子的失速压比和峰值效率在 ξ-η 坐标系
下与 LAO'和 LPP'的对应关系如图 22 所示，其中 LAO'为
各展向截面的平均值。在 ξ-η 坐标系下，不同 LPP'下

所对应的最佳 LAO'=-0.10~-0.15，即串列转子前后排
叶片在弦向上略微有所重叠时性能最佳。此外，转子

（b）峰值效率
图 22

在 ξ-η 坐标系下，串列转子失速压比、峰值效率
随 LAO'和 LPP'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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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速压比受 LPP'的影响不大，但峰值效率会受到

综上所述，超声速串列叶型优化设计的核心问题

LPP'的影响，LPP'越高，最佳 LAO'下转子的峰值效率也越

是复杂激波系的控制，即前排弓形波、通道激波、后排

倍弦长的重叠，可以获得较好的气动性能。

基准叶型的基础上主要调整如下：

高。综上所述，前后排叶片在其弦向上有 0.10~0.15
2.2.2

吸力面激波强度的合理匹配。基于上述优化思路，在
（1）调整前后排弦长，以调整前后排负荷分配；

超声速串列叶型优化设计
以跨声速串列转子叶尖基元流动为背景，在开展

最佳相对位置和匹配工作规律分析的基础上，对来流
马赫数为 1.2 时的串列叶型完成了优化设计，所选取

的叶型为串列转子叶尖基元截面，其前后排相对位
置、总稠度、进/出口几何角都是串列转子叶尖的典型
值，优化过程中保证了上述参数基本不变。
在典型工作状态下超声速串列叶型的流场结构
如图 23 所示。分析发现设计点前排通道正激波强度
较大且位置靠后，吸力面一侧相交于尾缘附近，直接

控制激波难度较大；而压力面一侧相交于 50% 弦长

（2）调整前后排中弧线，以降低前排槽道正激波
和后排吸力面激波的强度，提高前排弓形波强度；
（3）调整后排设计攻角，以适应缝隙射流诱导的
局部攻角变化及吸力面加速。
静压比-损失特性、攻角-损失特性数值计算对
比如图 24 所示。从图中可见，优化后设计点基元损
失减少了 20%，最小损失减少了 6.5%，同时可用攻角

范围拓宽了约 0.5°。设计点、近失速点的流场和壁面

等熵马赫数分布分别如图 25、26 所示。从图中可见，
优化方案的激波强度分配更加合理，前排槽道正激波

附近。基于以上流场特点，在压力面前 50% 弦长构

减弱，激波角减小；后排吸力面局部加速更加平缓，吸

造“内凹”型线，通过 1 组压缩波系降低通道激波强

力面激波减弱；前排弓形波激波角增大。总之，优化

度，可调整的几何设计参数包括中弧线/厚度分布形

方案在保持前后排相对位置、弯角分配基本不变的条

式、前后排负荷分配等。后排在缝隙射流的加速作用

件下，基于中弧线、弦长、局部攻角的修正进一步提升

下诱导出吸力面局部正激波，进而诱发了边界层的分
离，为了控制后排吸力面激波强度，需要控制后排吸
力面型面，以实现气流平缓加速。
Mach Number
Mach
1.469e+000
1.376e+000
1.296e+000
1.194e+000
1.102e+000
1.010e+000
9.184e-001
8.285e-001
7.347e-001
6.429e-001
5.510e-001
4.502e-001
3.673e-001
2.755e-001
1.837e-001
9.184e-002

Mach Number
Mach
1.469e+000
1.376e+000
1.296e+000
1.194e+000
1.102e+000
1.010e+000
9.184e-001
8.285e-001
7.347e-001
6.429e-001
5.510e-001
4.502e-001
3.673e-001
2.755e-001
1.837e-001
9.184e-002

图 23

0

0.0050 0.010 m

0.0025 0.0075

Y
X

Z

（a） 静压比-损失特性

（a） 设计点

0

0.0050 0.010 m

0.0025 0.0075

（b）近失速点

在典型工作状态下超声速串列叶型的流场

Y
X

Z

（b）攻角-损失特性
图 24 优化前后叶型的静压比-损失特性、
攻角-损失特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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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 Number
Mach
1.469e+000
1.376e+000
1.296e+000
1.194e+000
1.102e+000
1.010e+000
9.184e-001
8.285e-001
7.347e-001
6.429e-001
5.510e-001
4.502e-001
3.673e-001
2.755e-001
1.837e-001
9.184e-002
Mach Number
Mach
1.469e+000
1.376e+000
1.296e+000
1.194e+000
1.102e+000
1.010e+000
9.184e-001
8.285e-001
7.347e-001
6.429e-001
5.510e-001
4.502e-001
3.673e-001
2.755e-001
1.837e-001
9.184e-002

图 25

有重要意义。

3

跨声速高负荷串列叶片压气机方案设计
利用所发展的串列叶片设计技术，针对下一代风

扇/压气机负荷系数高达 0.40~0.45 的实际需求，进行
0

0.0050 0.010 m

0.0025 0.0075

串列叶片出口级的双级风扇方案设计论证。作为参

Y
X

Z

（a）设计点

照，在结果中列出了 1 个 2 级常规叶片风扇的数值计
算结果，串列叶片方案与 2 级常规方案共用进口级转
子，在保证效率、裕度不变的条件下，串列方案出口级
负荷系数从 0.38 提升至 0.40，提升约 5%。

论证方案的常用转速性能如图 27 所示。效率特

性包含 4 条曲线，其中：Con.Ref 为常规方案，Tan.Org
为串列原型方案，Mod1 在 Org 方案基础上优化的串列
0

0.0050 0.010 m

0.0025 0.0075

转子叶型，Mod2 在 Org 基础上优化的串列静子叶型。

Y
X

Z

（b）近失速点

优化方案设计点、近失速点马赫数分布

从图中可见，在常用的转速范围内，出口级串列方案

失速压比均高于常规方案，即在保证失速裕度为 20%
的条件下，出口级串列方案设计压比提高了 4.5%，且

中低转速堵点流量高于常规方案的，验证了高负荷条
件下串列叶片的性能优势。

（a）设计点

（a）流量-压比特性

（b）近失速点
图 26 原型与优化方案设计点、
近失速点壁面等熵马赫数对比

了叶型性能。基于流场特征的分析及优化设计结果
（b）流量-效率特性

表明，跨声速串列叶片激波强度的合理匹配对于调控
负荷沿流向的分配、减少流动损失、改善叶型性能具

图 27

论证方案的常用转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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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Org 的设计转速效率相比于常规方案的偏

低，中低转速效率提升明显；Mod1 的设计转速全工况

范围内的效率相比于 Org 的提高了 1.5~2.0 个百分点，
这主要是由于串列转子叶型优化改变了设计点激波
系的空间分布（如图 28 所示），优化后串列转子 3 维激

波面更加倾斜，且槽道正激波强度明显减弱，激波系
强度分配更加合理，且吸力面低能流体堆积导致的低
速区明显减小；Mod2 的设计转速效率相比于 Mod1 的
变化不明显，但转速为 0.8 时效率提升了 1~2 个百分

点，这主要是由于串列静子叶型优化提高了叶型的负
攻角范围，优化后在转速为 0.8 时的堵点串列静子堵

（a）优化前，Tan.Mod1 方案
图 29

（b）优化后，Tan.Mod2 方案

在转速为 0.8 的工作点，串列静子叶型优化前后 3 维
激波面及壁面流线对比

的，充分证明了高负荷条件下串列叶片的性能优势。

塞状态明显改善（如图 29 所示），前排通道截止激波

4

减弱，改善了中低转速下进/出口级匹配不协调的问

（1）构建了串列叶片扩压极限理论分析模型，明

题。综上所述，以本文发展的串列叶片设计理论及叶

确了串列叶片的负荷优势区间，并利用低速大尺寸压

型优化技术为基础，所设计的串列叶片出口级的双级

气机试验台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其中，理论分析模

风扇全转速范围内失速压比高于常规方案的，在裕度

型表明，串列叶片可以将常规叶片的扩压极限从约

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设计压比提高 4.5 %；设计转速效

率与常规方案的持平，中低转速明显优于常规方案

结论

0.66 提 高 到 0.74；试 验 结 果 表 明 ，当 负 荷 系 数 大 于

0.46 时，串列叶片表现出明显优势，可以将负荷系数
为 0.46 作为串列叶片优势区间的临界点。

（2）开展了亚声速串列叶型设计技术研究，明确

了势作用、缝隙射流、尾迹扩散主导下的前后排相互
影响机制；发展了基于“中弧线修型”的亚声速串列叶
型优化设计方法及其气动修型准则。数值计算结果
表明，优化设计的亚声速串列叶型设计点损失减少
6%，可用攻角范围拓宽 2°。

（3）开展了超声速串列叶型设计理论与方法研

究，总结了前/后排相对位置优选区间；明确了复杂激
（a）优化前，Tan.Org 方案

波系影响下串列叶型流动组织原则，以及前后排匹配
工作规律。完成了典型超声速串列叶型的优化设计，
数值计算结果表明，设计点损失减少 20%，可用攻角
范围拓宽 0.5°。

（4）综合利用本文发展的串列叶片设计技术，完

成了负荷系数为 0.40 的双级风扇串列叶片出口级气
动方案设计论证，解决了串列叶片出口级设计转速效

率偏低，以及在中低转速下与常规进口级难匹配的问
题。数值验算结果表明，相比于常规方案，串列叶片

出口级风扇设计压比提高 4.5%，设计转速效率持平，
中低转速等熵效率显著提高，初步验证了串列叶片设
（b）优化后，Tan.Mod1 方案
图 28

在转速为 1.0 的设计点，串列转子叶型优化前后 3 维
激波面及壁面流线对比

计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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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激波相关噪声预测方法及试验验证
蒋永松，董洪瑞，郑文涛，王咏梅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在风扇气动设计阶段快速评估噪声，给出了 1 种具有工程适用性的风扇激波相关噪声分析方法，该方法利用相对

坐标系下静压的周向分布与绝对坐标系下固定观测点感受到的静压脉动的等价关系，以 3 维黏性流体力学定常仿真为基础，在保
证足够网格分辨率的条件下得到详细流场信息，采用波分解方法将压力脉动分解为向上游和下游传播的 2 部分，从而避免数值边

界反射的影响，进而完成对风扇激波相关噪声的评估。采用该方法研究了不同转速、不同负荷状态下风扇噪声的演化特点和传播
规律，将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当只有低阶径向模态被激发时，风扇前声压级的最小误差仅为 2 dB，验
证了该方法的工程适用性，表明该方法能有效进行激波相关噪声的量化评估。
关键词：风扇噪声；激波；模态分析；波分解；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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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Method and Test Verification of Fan Noise Related with Shock Waves
JIANG Yong-song,DONG Hong-rui,ZHENG Wen-tao,WANG Yong-mei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quickly evaluate the noise in the fan aerodynamic design stage，an analysis method of fan shock related noise

with engineering applicability was proposed. Based on the equival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rcumferential distribution of static pressure

in relative coordinate system and the static pressure perturbation observed in the absolute coordinate system，and the steady simulation of

3D viscous fluid dynamics，the detailed flow field information was obtain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nough grid resolution. The wave-split⁃
ting method was used to decompose the fluctuating pressure into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parts，so as to avoid the influence of numerical

boundary reflection，and then complete the evaluation of fan shock related noise. This method was used to study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
tics and propagation law of fan noise under different speeds and loads，and the calculated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test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only low order radial modes are excited，the minimum error of sound pressure level in front of the fan is only 2 dB.
The engineering applicability of the method is verified and the shock related noise can be effectively evaluated with the method.
Key words：fan noise；shock wave；mode analysis；wave-splitting；aeroengine

0

引言

扇转子部分叶高处于超声速工况，此时会在叶片前缘

随着民用航空发动机涵道比的不断增大，喷流噪

或通道内形成激波，
并随之产生与激波相关的噪声。

声大幅降低，而风扇噪声所占比重却随之增加，因此，
风扇噪声的产生机理和传播特性及其控制仍然是民
用航空重要的研究内容

[1-3]

。针对风扇噪声源的控
[4]

制，最常用的方法是根据“Cut-off”准则 选取转子和
静子叶片数，减少可传播的声模态。另外降低风扇速
度也可有效降低噪声，
然而为了减轻风扇设计的难度，
风扇速度不可能取得很低，设计时不可避免地会使风

为了研究激波噪声的传播规律，Morfey 和 Fish⁃

er 根据弱激波理论，提出了可以预测理想叶栅的 1
[5]

维传播模型，该模型存在大量的简化和假设，并且需

要给定激波初始强度；Fisher[6] 从弱激波的黎曼方程

出发，提出了激波在硬壁管道中传播的时域计算方法
（Time Domain Numerical Solution，TDNS）；随后 McAl⁃
pine 和 Fisher[7-8] 又提出了可以考虑声衬等软壁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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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i，ZHENG Wentao，et al. Prediction method and test verification of fan noise related with shock waves[J].Aeroengine，2021，47（4）：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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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频域计算方法（Frequency Domain Numerical So⁃

别为流道内径和外径。

定初始激波强度，而这又很难精确得到。实际上，计

在短波长的震荡，并且震荡幅度随激波强度增大而增

lution，FDNS）。但无论是 TDNS 还是 FDNS，都需要给

算 流 体 力 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已

在风扇/压气机领域广泛运用，通过对风扇/压气机进
行 CFD 仿真，可以对其内部流场进行精细解读，详细

分析激波产生过程和向上游传播的特征，进而研究激
波相关噪声。Prasad[9]就曾对比分析了 CFD 仿真中使

用 Navier-Stokes 方程和 Euler 方程在 2 维和 3 维算例

中捕捉激波的能力。对于风扇转子而言，相对坐标系

如果直接利用式（3）对风扇噪声进行评估，会存
大。Wilson[13] 指出这是由进口处的数值反射产生了
短波长的数值震荡导致的，为了消除该非物理震荡，
本文采用 Wilson 提出的波分解法提取由激波引起的
相关单音噪声，详细分析其产生和传播特征，其基本
原理如下。
在沿 x 方向均匀流条件下，小扰动声波传播控制
方程为

∂ρ
1 ∂ρ
+ Uˉx
= -∇·u
c 0 ∂t
∂x

下静压的周向分布与绝对坐标系下固定观测点的静
压脉动存在等价关系，而前传噪声的大小在一定程度

∂u
1 ∂u
+ Uˉx
= -∇p
c 0 ∂t
∂x

上直接取决于风扇前静压的周向分布，因此，可以用
定常 CFD 仿真来分析激波相关噪声 。唐慧敏等
[10]

[11]

（4）
（5）

根据 PW 公司 Prasad[12] 的思路，发展了 1 套风扇激波

式中：c 0 为当地平均流声速；Uˉx 和 u 均由 c 0 无量纲化；

测结果的影响。RR 公司的 Wilson 则将自己发展的波

纲化，其中 p 0 为平均大气压。

噪声程序，分析了不同差分格式和网格密度对噪声预
分解方法 应用到欧盟 SILENCER 项目的跨声速转
[13]

子多学科优化设计中。

本文以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风扇/增压级部件试
验件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CFD 定常仿真和波分解方
法分析激波相关噪声的产生和传播特征，并与试验结

ρ 为脉动密度，由平均流密度无量纲化；p 由 γp 0 无量

由方程（4）求时间的导数减去对方程（5）求散度，
并利用线化的物态方程 p = c 20 ρ 得到对流波动方程

(

1 ∂
∂
+ Uˉx
c 0 ∂t
∂x

)

2

p - ∇2 p = 0

（6）

对于在内、外径分别为 r h 和 r t 的平行环形管道内

果进行对比，验证方法的可靠性和工程适用性。

以频率 ω 传播的声扰动，在圆柱坐标系下方程（6）的

1

通解为

声学评估方法

p ( x, r, θ ) =

Morfey[14]提出了声强的计算公式

( )

pùé
Uˉρˉ ù
é
I = êUˉ ⋅ u + ú êêρˉu +
pú
ρˉ û ë
γpˉ úû
ë

（1）

式中：Uˉ、u 分别为平均速度和脉动速度；pˉ、p 为平均压
力和脉动压力；ρˉ 为平均密度；γ 为比热比。

∫

式中：Iˉ为声强时均值。

（2）

S

针对本文研究的问题，在静止坐标系下的时间脉

动完全由转子的转动引起，任意变量的时间平均值等

( )

Uˉx ρˉ ù
pùé
éˉ
P (x) = B
U ⋅ u + ú êêρˉu x +
p úú rdr dθ（3）
r ê
ρˉ û ë
γpˉ
ë
0
û
式中：B 为叶片数；Uˉx 为 x 方向平均流速度；r h 和 r t 分

∫∫

2π B

rt

h

∞

m = -∞ n = 1

(

mn

P mn ( x ) = A mn e-iλ

( x ) ψ mn ( r ) e-imθ eiωt
+ B mn e-iλ

+
mn x

mn x

)

（7）
（8）

式中：m 和 n 分别为周向和径向模态数；λ +mn 和 λ -mn 分
别 为 向 下 游 和 向 上 游 传 播 的 轴 向 波 数 ；特 征 函 数
数，J m ( x ) 和 Y m ( x ) 分别为第 1、2 类贝塞尔函数，且特
征函数 ψ mn 和特征值 μ mn、轴向波数 λ mn 满足方程
ψ″ mn +

(

)

m2
1 ′
ψ mn + μ 2mn - 2 ψ mn = 0
r
r

（9）

以及频散关系
μ 2mn = ( k - Uˉx λ mn ) - λ 2mn
2

价于变量的周向平均值。因此，风扇进口某轴向截面
S 的声功率可写为

∞

ψ mn ( r ) = AJ m ( μ mn r ) + BY m ( μ mn r )，A、B 分 别 为 待 定 系

穿过某个截面 S 的声功率为

P = Iˉ ⋅ dS

∑∑P

（10）

式中：k = ω c 0；λ mn 为轴向波数
λ ±mn =

-Uˉx k ±

k2 - ( 1 - Uˉx2 ) μ 2mn

( 1 - Uˉ )
2
x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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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硬壁圆环管道，
可由对应的 Bessel方程和边界

条件求出对应特征值 μ mn。为方便起见，
令特征函数 ψ mn
中的系数 A = 1，
则系数 B = - J m ( μ mn r t ) Y
′

此有

J ′ m ( μ mn r t )

ψ mn ( r ) = J m ( μ mn r ) -

Y ′ m ( μ mn r t )

′

m

( μ mn r t )，因

Y m ( μ mn r ) （12）

求得径向特征值 μ mn 后，可以求出其轴向波数
k

λ ±mn =

1 - Uˉx2

( -Uˉ

x

± α mn )

（13）

2

μ mn
1 - ( 1 - Uˉx2 ) 2 。
k
当 k2 - ( 1 - Uˉx2 ) μ 2mn > 0 时 ，λ 为 实 数 ，对 应 为

式中：α mn =

Cut -on 模 态 ，对 于 均 匀 流 为 亚 声 速 流 动 时 ，即 0 <
Uˉx < 1，式（13）中取负号对应于前传波（向上游传播

的波），取正号对应于后传波（向下游的波）；当 k2 ( 1 - Uˉx2 ) μ 2mn < 0 时，λ 为虚数，对应为 Cut-off 模态，在
这种情况下，声波在向上、下游传播时其幅值随着传
播的距离成指数衰减。
实 际 上 ，对 于 无 旋 流 ，无 论 是 Cut-on 模 态 还 是

Cut-off 模态，式（13）所代表的 2 个根都分别与前传波
和后传波对应，熵波和涡波对于压力都没有贡献。在

平行圆环管道内，对于给定的频率 ω、周向模态和径
向模态 ( m, n )，可将压力和轴向速度脉动分解为向上
游和下游传播 2 部分 ，即

p = [ p ( x ) + p ( x ) ] ψ mn ( r ) e
+

-

-imθ iωt

e

u x = [ u +x ( x ) + u -x ( x ) ] ψ mn ( r ) e-imθ eiωt
p+ = ( f - P mn - V mn )
p- = ( f + P mn - V mn )

(f

-

(f

+

- f +)
- f -)

λ+
λf+ =
,
f
=
ω - Uˉx λ+
ω - Uˉx λu +x = f + p+ ; u -x = f - p-

相应地，速度 u x 的傅里叶和贝塞尔变换系数
2π r
1
V mn ( x ) =
u x ( x, r, θ ) ψ mn ( r ) e-imθ eiωt rdrdθ（20）
2πΓ 0 r
对应模态 ( m, n ) 的声强 I mn 为
ρˉc3 H mn2
I mn =
Re {P mnV mn* + Uˉx P mn P mn* + Uˉx2 P mnV mn* + UˉxV mnV mn* }（21）
2

∫ ∫

2
式中：H mn
=

∫

rt

rh

t

h

ψ mn ( r ) 2πrdr，在式（21）的计算中，对于
2

Cut-on 的模态，只需考虑其向上游传播的分量即可；
但对于 Cut-off 模态，需要在波分解之前利用式（21）
求该模态的声能级。

2

数值分析
本文以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风扇/增压级部件试

验件作为研究对象，该试验件由风扇转子、外涵出口
导向叶片（Outlet Guide Vane，OGV）和带有进口导向

叶片的 4 级增压级组成，其中风扇转子叶片数为 22，
风扇转子叶尖进口相对马赫数为 1.48。

本文使用多块结构化气动数值模拟程序 Map[16]

进行 3 维定常流场的计算，控制方程组的空间离散采
用以单元为中心的有限体积方法，对流通量采用低耗
散的通量分裂格式求解，并利用 MUSCL 提高插值精
度，采用中心差分格式求解黏性通量，使用隐式方法
进行时间离散，并运用 Gauss-Seidel 算法求解，在对

湍流的计算中，采用 Spalart-Allmaras 湍流模型对控
制方程进行封闭。计算网格如图 1 所示。网格点总

[13]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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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为 787 万，其中风扇转子域网格点数为 597 万，轴向

每个波长的网格点约为 20 个，以保证分辨率[12]，为减

少计算域边界反射效应对计算结果的影响，计算域进
（15）

口选在风扇转子上游约 8
倍轴向弦长处，并且网格

的密度随着远离风扇前缘
（16）

逐渐稀疏。

（a）子午面网格

（17）

对 于 给 定 的 轴 向 截 面 ，如 果 已 知 p ( x, r, θ ) 的 分
布，则可以利用傅里叶级数和贝塞尔函数的正交性，
通过逆变换得到 P mn ( x )，即
P mn ( x ) =

1
2πΓ

∫ ∫
2π

rt

0

rh

p ( x, r, θ ) ψ mn ( r ) e-imθ eiωt rdrdθ （18）

式中：Γ 为特征函数 ψ mn 的正交值，即
Γ=

∫

rt
rh

ψ 2 ( r ) rdr
mn

（19）

（b）风扇转子叶尖网格
图1

（c）风扇转子叶中网格
计算网格

风扇/增压级的外涵特性如图 2 所示。图中除给

出了 Map 的仿真结果外，还给出了对应风扇/增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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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试验件的试验结果。在风扇噪声分析过程中，主
要 针 对 相 对 转 速 n=0.700、0.800、0.935、0.957、1.000
进行，首先选取靠近共同工作线的状态点进行噪声分
析。共同工作线上风扇噪声向上游传播时总声功率
的变化如图 3 所示。图中总声功率只考虑了第 1、2 阶

叶片通过频率（Blade Passing Frequency，BPF ）上噪声
的贡献，声功率用最大值进行了无量纲化，长度的单
位用叶尖弦长 B tip 进行了无量纲化。众所周知，对于
非线性声波，特别是由激波引起的噪声，在传播过程
中声波的幅值和声功率都会随着传播距离的增加而
逐渐衰减。从图中可见，除 n=0.7 外，所有状态的声

Ma x 为轴向平均马赫数，Ma tip 为转子叶尖马赫数。从

图中可见，在距离风扇前缘 1.8 和 3.0 倍弦长处，在 n=
0.957 和 n=1.000 状态下，风扇噪声分别比在距离风扇
前缘 1.0 倍弦长处的噪声降低约 5 dB 和 10 dB。从这

些曲线可以得出与激波相关的传播特性，当 Ma Frel≈
1.12 时，噪声达到峰值；当 Ma Frel < 1.12 时，随着进口

叶尖相对马赫数的增大，噪声值急剧增大；当 Ma Frel >
1.12 时，随着 Ma Frel 的增大噪声反而降低，只是降低速

率较为平缓。总之，风扇的噪声与来流相对马赫数并
不成正比关系，在叶尖马赫数略大于 1.1 时达到最大
值，之后随着叶尖马赫数进一步增大反而减小。

功率近似与风扇前缘的轴向距离呈线性变化；当 n=
0.8 时，噪声衰减最慢；且从转速 n=0.8 升到 n=1.0，衰

减率逐渐增大。在 n=0.7 时，声功率快速衰减并发生
大幅振荡，主要原因在于此时叶尖处于亚声速状态，
所有声模态均被截止，压力波以指数规律衰减。

图 4 不同轴向位置声功率随风扇进口叶尖相对马赫数的变化

为了对各状态的风扇噪声特性进行精细分析，给
出了各转速工作点上风扇典型流场的计算结果，如图
5~9 所示。从转子前无量纲脉动压力图可见，随着转
图2

速的降低，相应 BPF 频率降低，对应脉动压力波的波

风扇/增压级外涵特性

（a）转子前无量纲脉动压力
图5

（b）叶尖相对马赫数分布

在 n=1.0 工作点上的风扇噪声分析
压力

图3

Ma

压力

Ma

共同工作线上风扇噪声总声功率

风扇前 3 个不同轴向位置（与风扇前缘的距离分

别为 1.0、
1.8、
3.0 倍叶尖轴向弦长）不同状态下，
风扇声
功率随风扇进口叶尖相对马赫数的变化曲线如图 4 所
示。图中进口叶尖相对马赫数 Ma Frel =

Ma 2x + Ma 2tip ，

（a）转子前无量纲脉动压力
（b）叶尖相对马赫数分布
图 6 在 n=0.957 工作点上的风扇噪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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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压力

对比分析，开展了风扇/增压级在全消声环境条件下
的声学试验。试验时在风扇前 1 倍风扇直径距离内
布置了 2 列声学传感器，如图 10 所示。结合试验时
试验件的运行状况，并参考典型声学分析状态点（如

图 11 所示），分别录取了当内涵处于对应转速工作点
（a）转子前无量纲脉动压力
图7

（b）叶尖相对马赫数分布

在 n=0.935 工作点上的风扇噪声分析

图8

0.957、1.000 外涵堵点、工作点和近喘点的声学性能。

Ma

压力

（a）转子前无量纲脉动压力

时，n=0.800、0.935 外涵堵点和工作点的声学性能，n=

（b）叶尖相对马赫数分布

图 10

风扇前管道内声学传感器测点分布

在 n=0.8 工作点上的风扇噪声分析
Ma

压力

（a）转子前无量纲脉动压力
图9

（b）叶尖相对马赫数分布

在 n=0.7 工作点上风扇噪声分析

长逐渐变大，而且当 n=0.8 时，压力波以第 1 阶径向模

图 11

声学分析状态点

态形式在管道内传播，此时压力波能向上游传播更远
距离，这也可以从图 3 中看出，此时风扇噪声最强。

当风扇工作在设计转速工作点时，转子叶尖形成

不同转速下不同状态点计算得到的声压级沿轴
向的分布与试验结果的对比如图 12 所示。图中声压

了压气机典型的双波系结构，进口一道斜激波，紧随

级用最大总声压级进行了无量纲化。总体而言，除风

其后一道通道激波。在起飞转速下，叶尖的激波恰好

扇转子前缘附近外，计算的声压级在低转速与试验值

被推出槽道，随着转速的降低，激波进一步靠近叶片
上游位置，并且激波与轴向的夹角变小。从图 4 中可

吻合得非常好，当 n=0.800 时误差约为 2 dB，但随着转

见，尽管随着转速的降低，风扇的增压能力和负荷水
平减小，但由于激波被推出槽道，噪声水平反而更高。
实际上，正如 Prasad 等[15] 指出的，由于风扇叶尖区域
的激波系结构与来流的相对马赫数相关，当来流马赫
数达到约 1.2 时，风扇前缘的激波越斜，与轴向夹角增

大，激波强度降低，其引起的风扇前传噪声也相应降
低，
这也可从各转速下叶尖相对马赫数分布中看出。

3

试验分析
为了进行激波相关噪声数值仿真结果与试验的

（a）n=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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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n=0.935

（a）n=0.8

（b）n=1.0

（c）n=0.957

图 13

各阶模态声压级沿轴向对比

下的声学特性，给出了转速 n=0.957 时，不同状态下
风扇转子前无量纲脉动压力，如图 14 所示；各阶模态
声压级沿轴向的对比如图 15 所示。结合图 14、15 可

见，在同一转速线上，随着风扇工作状态的提高，脉动
压力的分布逐渐由第 1、2 阶模态占主导变为第 1 阶径

向模态占主导，
此时计算的声压级与试验值误差变小。
需指出的是，跨声速
风扇的噪声源主要包含激
（d）n=1.0
图 12

总声压级沿轴向对比

波噪声、叶片定常载荷噪
声、转/静干涉噪声和宽频
噪声等，当转子叶尖马赫

速的升高误差增大，这主要是由于随着转速的升高，
更高阶的径向模态被激发。

数超过 1.2 时，与激波相关

（a）低状态点

（b）工作点

（c）高状态点

n=0.8 和 n=1.0 各阶模态的声压级沿轴向对比如
图 13 所示。从图中可见，当 n=0.8 时，只有第 1 阶模

态处于传播状态；而当 n=1.0 时，前 3 阶模态均被激

发。正如 McAlpine 等[7-8] 所指出的，高阶径向模态被
激发时将影响壁面声压的测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
大了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之间的误差。
为了进一步考察在同一转速线上不同工作状态

图 14

在 n=0.957 不同状态下风扇转子前无量纲脉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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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17-18]，该方法以声学快速评估方法和详细评估方
法为基础，分层次保证了风扇 OGV 的低噪声设计，遵

循同样的技术路线，本文作为详细评估方法，结合正
在发展的激波相关噪声快速评估方法，未来将以此为
基础开展针对风扇转子的气动/声学一体化设计。

4

结论
（1）针对跨声速风扇，前传噪声与来流相对马赫

（a）低状态点

数并不成正比关系，其在叶尖马赫数处于 1.1~1.2 时

达到最大值，之后随着叶尖马赫数进一步增大反而减
小；
（2）随着风扇工作状态的提升，前缘的激波越斜，
与轴向夹角增大，激波强度降低，其引起的风扇前传
噪声也相应降低；
（3）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的对比分析表明，采用
CFD 仿真结合波分解的方法能够对激波相关噪声进

行有效的量化评估，当只有低阶径向模态被激发时，
最小误差能达到 2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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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优化技术在涡轮设计中的应用
陈

云 1，宋立明 2，王

雷 1，殷林林 1，那振喆

1

（1.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2. 西安交通大学 叶轮机械研究所，西安 710049）
摘要：为了提升计算机辅助的自动优化设计技术在航空发动机涡轮设计中应用的有效性，基于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CFD 仿

真技术和智能优化算法，构建了集 2 维叶型设计优化和 3 维优化于一体的轴流涡轮设计优化体系。采用结合几何参数法和非均匀
B 样条曲线发展了鲁棒性强、适应范围广的基元叶型参数化造型方法；结合自动结构化网格剖分、高精度 CFD 求解程序和智能优

化算法，开发了针对工程的高效涡轮 2 维叶型设计优化软件；以基元叶型为基础，发展了包括涡轮叶片 3 维积叠、扭转及子午流道
型线调整的涡轮 3 维参数化方法；耦合商业 CFD 软件和智能优化算法，开发了级环境下涡轮 3 维优化设计软件。利用 3 维优化设

计软件开展了某单级跨声速高压涡轮和高低压涡轮过渡段优化设计，使单级高压涡轮效率提高 0.62 个百分点、过渡段分离流动区
域大幅度减小。结果表明：涡轮自动优化技术能够满足工程应用需求，显著地提升了涡轮气动设计水平。
关键词：涡轮；自动优化设计；叶型；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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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utomatic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in Turbine Design
CHEN Yun1,SONG Li-ming2,WANG Lei1,YIN Lin-lin1,NA Zhen-zhe1
（1.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2. Institute of Turbomachinery，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puter-aided automatic optimization design technology in aeroen⁃

gine turbine design，an axial turbine design optimization system integrating 2D blade profile design optimizations and 3D optimizations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computer-aided design technology，CFD simul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the
geometric parameter method and NURBS（Non-uniform B-Spline curves），a robust and widely-adaptive parameterization modeling method

of elemental blade profile was developed. Combined with automatic structured mesh generation code，high-precision CFD solver and intelli⁃

gent optimization algorithm，
an efficient engineering-oriented 2D turbine blade design optimization software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ele⁃
mental blade profile，the turbine 3D parameterization method including blade 3D stacking，twisting and meridional channel adjustment was
developed. Coupled with commercial CFD software and 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algorithm，a turbine 3D optimization software was developed
under stage conditions. 3D optimization design software was used to optimize the transition section of single-stage transonic high-pressure

turbine and an intermediate turbine duct. The efficiency of the single-stage high-pressure turbine was increased by 0.62 percentage points，
and the separation flow area in the transition section was greatly reduc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quirements of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can be met by the turbine automatic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level of turbine aerodynamic design can b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Key words：turbine；automatic optimization；blade profile；aeroengine

0

引言

子午面方案设计意图的几何实体为目标，为后续精细
化设计及结构、强度、换热、冷却等分析提供几何载

随着对发动机性能要求的提高，利用先进的技术

体。叶型设计通常采用计算机辅助造型技术，基于定

手段研发高性能涡轮已成为必然趋势。涡轮气动设

制的参数化方法[1-3] 展开研究，其方法直接决定了设

计是难度大、跨学科的复杂课题。其中，叶型设计是

计空间，对设计结果具有重要影响。Korakianitis 等[1]

涡轮气动设计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以构建满足 1 维和

提出较好的初始叶型设计方法，缩短了叶型设计的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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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过程，并比较了 3 种 2 维叶型直接设计方法的优劣；
Trigg 等[4]使用 17 个参数来描述 2 维叶型，并结合进化

算法实现了低损失叶型的设计；宋立明[5] 基于几何参

1

涡轮优化设计总体方案
针对涡轮气动设计流程，制订了设计总体方案。

数法和非均匀有理 B 样条曲线，发展了 3 维叶栅自动

其中涡轮 1、2 维（子午面）设计主要集中在气动性能

栅、跨声速压气机叶栅气动及多学科设计优化。在形

影响。在 1、2 维（子午面）设计中主要采用模型的方

参数化造型方法及软件，先后用于跨声速透平级叶
成定制的参数化方法后，对于涡轮设计中典型的多设
[6]

计变量与设计指标相互耦合问题 ，借助先进的计算

参数的选取及子午流路的确定，对涡轮性能具有重要

法 对 损 失 进 行 评 估 ，其 优 化 设 计 的 结 果 对 损 失 模
型[19-20]产生较高要求。
在完成 1、2 维（子午面）设计后，以构建满足方案

机自动优化技术提高涡轮的性能[7-9]，在发动机叶轮
机设计领域，为提高涡轮设计水平及能力[10-11]，各国
学者也进行了相关探索。Benini 等[9]利用多目标优化
算法对跨声速压气机 Rotor37 开展了多目标设计优
[12]

化，提高了转子的效率和压比；马灿等 发展了基于

伴随多级透平机械非定常气动优化方法，并以某 1 级

半的压气机为算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罗常等[13]
建立了基于进化算法的多目标/多学科优化方法，开
展了某压气机的气动/强度多学科优化；厉海涛[14] 开
展了基于伴随法的涡轮叶栅优化研究，搭建了设计系
[15]

统；马广健等 对涡轮过渡段的设计方法及优化研究
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种支板与导向器一体化设计方

设计意图的几何实体为目标，开展涡轮叶型设计，包

括 2、3 维设计 2 个阶段。2 维设计通过修改叶型截面
造型参数获得 2 维叶型并进行 2 维 CFD 计算，根据计

算结果进行叶型造型参数的调整；3 维设计即对不同
叶高截面的 2 维叶型进行积叠，获得 3 维叶型，并进行

3 维 CFD 计算，根据计算结果调整叶型造型参数及积
叠参数。对于叶型设计，主要采用 CFD 进行性能评

估，而且必须为全参数化。基于此，叶型的计算机自
动优化设计才具有可实现性。本文主要针对叶型的
2、3 维自动优化设计展开研究。

在 3 维叶型气动优化设计基础上，增加涡轮叶片

法。宋立明等[16] 开展了基于数据挖掘的优化技术研

精细结构参数化建模、强度计算、传热计算及耦合计

究，提出了对优化样本进行分析的方法。张金环等[17]

算，从而达到多学科精细化的自动优化设计，并通过

采用遗传优化算法开展了某小流量向心涡轮的气动

对优化设计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样本进行数据挖掘，形

[18]

优化，提高了效率和变工况性能；宋立明等 利用基
于代理模型的全局优化算法对某小展弦比涡轮叶栅
开展了叶型和非轴对称端壁联合成型优化。

成指导设计的规律和准则[6]。涡轮气动设计优化总
体方案规划如图 1 所示。

通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自动优化技术在国外先

涡轮设计优化系统

进的航空发动机叶轮机设计领域已经大量应用。GE

涡轮 1 维设计优化模块

公司通过逐步发展计算机自动优化技术，并在此基础

涡轮 2 维设计优化模块

上建立了通用的商用 ISIGHT 优化平台，R&R 公司、

涡轮叶型设计优化模块

CAIM 研究院在涡轮叶型自动设计优化方面也有深入

涡轮全 3 维设计优化模块

的应用研究。为实现自动优化技术在航空发动机设

涡轮全 3 维气动优化模块

计中的实用性，需要在技术需求、研发途径、精确算
法、可扩展的软件构架等方面开展研究。中国航发沈

图1

设计平台，并基于该平台完成多项工程优化设计，取

轮 2 维叶型设计优化和 3 维叶片优化方法及软件，
并以
典型的工程算例验证了涡轮自动优化技术的有效性。

高精度的 CFD
仿真程序
高效的涡轮叶片
参数化建模
精细结构参数化
建模
多学科耦合
分析程序

精细结构优化设计

高效的优化算法
及驱动程序

具备数据挖掘功能的数据库

索研究，建立了自主的满足工程应用的涡轮气动优化

本文规划了涡轮优化设计的总体方案，介绍了涡

适应性强的网格
自动剖分程度

多学科优化设计

阳发动机研究所与高校针对该技术开展了大量的探

得了良好的效果。

高精度的 1 维、
2 维损失模型

2

涡轮气动设计优化总体方案规划

涡轮叶型 2 维设计优化
叶型设计是涡轮气动设计的核心，好的叶型设计

能够以最小气动损失实现能量转换，是高效率、高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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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涡轮设计的关键。为满足工程应用的涡轮 2 维叶

表2

叶型造型参数对应流动特性的主要关系

参数名称

型设计优化功能，需从以下几方面开展研究：
（1）建立

对应流动特性的主要关系

鲁棒性强、适应范围广的涡轮叶型参数化造型方法；

圆心连线角

控制叶栅的整体布局

（2）开发自动结构化网格剖分与高精度 CFD 程序 ；

进口几何角

控制来流攻角

进口上楔角

控制叶背前缘加载

进口下楔角

控制叶盆前缘加载及叶型厚度

前缘修正系数

控制叶背前缘处曲率

化造型方法。好的参数化造型方法要求具备以下特

有效出气角

控制流通能力

点：造型参数与流动特性关系明确；适应不同类型涡

出口偏转角

控制叶栅前后加载（后段）

轮叶型设计；参数数量适中；叶型曲率调节灵活。5

关联系数

控制叶栅前后加载（前段）

叶背喉部前 B 样条控制点 1

精细调节叶背喉部前加载

叶背喉部前 B 样条控制点 2

精细调节叶背喉部前加载

叶背喉部后 B 样条控制点 1

精细调节叶背喉部后加载

叶背喉部后 B 样条控制点 2

精细调节叶背喉部后加载

（3）研究高效的优化策略及灵活的程序构架。
2.1

叶型参数化造型方法
进行叶型设计优化首先要选取合适的叶型参数

种涡轮叶型参数化方法的 4 个维度对比见表 1。
表1

不同叶型参数化方法对比

造型参数
参数化方法

叶型

与流动特

适应性

性关系
中弧线加厚
度分布
11 参 数 2 段
B 样条线
11 参 数 3 段
B 样条线
11 参 数 3 段
B 样条线+前
缘处理*
11 参 数 4 段
*

B 样条线

参数数量

叶型曲率
调节灵活性

（SLE1）
（SLE2）
（STE1）

★

★

★★★★★

★

★★

★★★

★★★★

★★

★★★

★★★

★★★★

★★★

★★★★

★★★★

★★★★

★★★★★

★★★★

★★★★★

★★★

★★★★★

（STE2）

叶盆 B 样条控制点 1（P1）
叶盆 B 样条控制点 2（P2）

精细调节叶盆型线及叶型厚度
精细调节叶盆型线及叶型厚度

前缘处理：指为将前缘楔角分为上下楔角给定，并对叶背处曲线进行

升阶。

通过综合对比分析，11 参数 3 段 B 样条线加前缘

处理的叶型参数化模型能够较好地兼顾涡轮叶型适
应性、参数数量及叶型调节灵活性等要求。选定的造

（a）跨声速涡轮 （b）高亚声速涡轮
图2

型方法参数列表及主要参数与流动特性的对应关系
见表 2。

采用选取的参数化方法分别对跨声速涡轮导叶、

高亚声速涡轮动叶及大转折角低压涡轮叶型进行造
型，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该造型方法对不同类
型的轴流涡轮叶型具有很好的适应性。通过对叶型
造型参数进行大范围的调整都可以获得叶型，不会出
现造型失败的情况，具有良好的鲁棒性。
2.2

叶型 S1 计算方法

参数化造型形成的叶型通过 2 维 CFD 进行 S1 计

算分析，为适应叶型优化过程中对造型参数大幅度调
整并保证计算精度，需发展一种适应性强的结构化网
格划分方法及高精度的 CFD 求解程序。

（c）低压涡轮

不同类型涡轮叶型造型

引入国内自主的 MAPS1 计算程序，有效地解决

了网格划分及高精度计算的难题。通过采用 O3H 拓

扑构建沿流面的结构化网格，根据叶型曲率自动分配
O 型网格点，网格划分设置参数少，自动化水平高。
在叶型 S1 计算中将常规的平面计算改进为近似 2 维

流线回转面叠加流片厚度的 S1 计算方法，有效地解
决了大扩张角及小轮毂比低宽叶片下叶型 S1 计算结

果与真实工况下偏离较大的难题。单级高压涡轮转
子叶片叶根界面 S1 计算选取截面、结构化网格和马
赫数分布如图 3 所示。
2.3

叶型优化策略及方法

在确定叶型的参数化方法及 S1 计算方法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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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1 流面选取
图3

Ma
1.3
1.1
0.9
0.7
0.5
0.3
0.1

（b）计算网格

（c）马赫数分布

S1 计算网格及马赫数分布

现叶型自动优化的关键是确定叶型的优化策略。首
先要选取合适的优化目标和约束。常规的叶型优化

2.5

叶型设计优化实例
采用搭建程序开展了多型涡轮的叶型自动优化

设计。下面给出了单级跨声速高压涡轮导、动叶及低
压涡轮动叶叶型自动优化设计的结果及分析。
2.5.1

单级跨声速高压涡轮导叶优化设计
实例 1 为 1 个跨声速高压涡轮导叶，叶柵出口等

熵马赫数为 1.05。考虑到叶型冷却设计对叶型的厚
度及楔角的约束，叶柵采用小稠度设计，叶柵内马赫

主要以叶型的总压损失和几何参数作为优化目标和

数水平相对较高。初始叶型叶柵内最大马赫数为

约束条件，很难考虑叶型设计中的载荷分布形式。

1.45，总压损失较大。选取 9 个变量进行叶型自动优

为了能更贴近工程实用性，在优化策略中引入载
荷分布参数化方法，如图 4 所示。叶型优化除了对叶

型最大厚度、叶型截面积等进行约束外，
还将与载荷分

化，相应的优化变量设置见表 3，在给定变量区间内

叶型优化区间如图 6（a）所示。采用遗传算法通过 50
代的自动优化形成，完成叶型的自动优化，形成的优

布相关的吸力面最大马赫数、
最大马赫数位置、
扩散段

化叶型及优化前后叶型载荷分布及马赫数对比如图

角度、马赫峰数、前缘吸力峰、叶型负荷等参数作为优

6（b）所示。自动优化获得的涡轮叶型后总压损失系

化约束变量。从而提升涡轮 2 维叶型自动优化的工程

实用性。通过叶型载荷分布的参数化及优化约束控
制，可在自动优化设计中获得较小的气动损失的同时
保证了较 好的载荷分布，
等熵马赫数

完成包括降低叶型前缘吸
力峰、控制叶柵表面最高
马赫数及实现单峰形式的
载荷分布控制等功能。
2.4

吸力峰

吸力面

叶背最高
马赫数

优化后的涡轮叶栅扩散段内的内尾波及反射波强度
均明显降低。
表3

压力面
l.e.

图4

相对弧长

t.e.

叶型载荷分布参数化

多级，其中每排叶片采用多个截面造型。为了提高涡
轮叶型设计优化的效率并方便项目管理，需采用部件
进行管理，可在 1 个优化工程内同时完成多排、多个

截面的涡轮叶型设计和优化。按部件管理的叶型设
计优化架构如图 5 所示。

第 2 排叶片
3 维成型/强度计算

设计值

优化后

最小

最大

前缘半径/mm

5.42

5.42

0

0

44.60

44.60

0

0

78.12

78.12

-2.00

2.00

57.35

0

0

轴向弦长/mm
圆心连线角/（°）
进口几何角/（°）
进口上楔角/（°）
进口下楔角/（°）
前缘修正_S

第 3 排叶片
3 维成型/强度计算

截面 1
造型/S1 计算/优化

截面 1
造型/S1 计算/优化

截面 1
造型/S1 计算/优化

截面 2
造型/S1 计算/优化

截面 2
造型/S1 计算/优化

截面 2
造型/S1 计算/优化

截面 3
造型/S1 计算/优化

截面 3
造型/S1 计算/优化

截面 3
造型/S1 计算/优化

按部件管理的叶型设计优化架构

0.50

59.28
57.35
57.35
0.63

0.50

59.28
57.35

-1.00

3.00

8.49

0

0.32

0.32

SLE1
SLE2
STE1
STE2
P1
P2

旋转角度/（°）

0.37
0.45
0.69
0.01
0.60
0.49

-0.29

0

1.83

关联系数

8.49

0

0

0.10

16.62

出口楔角/（°）

0

0

-0.10

16.62
1.83

0

0.63

有效出气角/（°）
出口偏转角/（°）

叶型设计优化工程

优化变量设置

参数名称

尾缘半径/mm

涡轮设计通常按部件进行，涡轮级数分为单级和

图5

大马赫数由 1.45 降低到 1.2。通过马赫数云图可见，

出口马赫数

叶型设计优化程序架构

第 1 排叶片
3 维成型/强度计算

数下降了 17.9%（由 0.0728 减小到 0.0598），叶柵内最

0

-0.10

0.37

-0.20

0.69

-0.20

0.45
0.01
0.60
0.49

-0.29

-0.20
0
0
0
0

2.00
0.10
2.00
0.20
0.20
0.20
0.20
0
0
0

第4期

陈

形成，完成叶型的自动优化，形成了优化叶型及优化

表面马赫数分布
优化后
优化前 1.45

前后叶型载荷分布及马赫数对比如图 7（b）所示。自
动优化获得的涡轮叶型总压损失系下降了 12.2%（由

等熵马赫数
0

63

云等：自动优化技术在涡轮设计中的应用

0.0711 减小到 0.0624）。通过对比可知，自动优化叶
1

相对弧长
Ma
1.1

型增加了叶型叶背前部区域的加载，使叶柵内最大马
赫数相对位置提前，适当提高了槽道内最大马赫数水
平，
降低了叶背喉部区域处的马赫数水平，
使喉部后的

0.9

内伸斜激波及反射波减弱，
最终减少了叶柵总压损失。

0.7
0.5

（a）型线优化区间
图6

2.5.2

0.3

优化后 1.75
优化前

0.1

优化后

表面马赫数分布

等熵马赫数

优化前

（b）优化前后叶型及流场分布对比
高压涡轮导叶叶型自动优化

跨声速高压涡轮动叶优化设计

0

实例 2 为 1 个跨声速高压涡轮动叶，叶柵出口等

熵马赫数为 1.22。该涡轮采用高负荷、高通流、高马

赫数的设计，其叶柵稠度为 1.2 左右，叶柵内马赫数较
大，导致叶柵出口扩散段内的激波结构复杂，降低右

（a）型线优化区间

激波导致的总压损失难度较大。
选取 7 个变量进行叶型自动优化，相应的叶型优

化变量设置见表 4，在给定变量区间内叶型优化区间
如图 7（a）所示。采用遗传算法通过 50 代的自动优化
表4

优化变量设置

参数名称

设计值

优化后

最小

最大

前缘半径/mm

2.0

2.0

0

0

35

35

0

0

尾缘半径/mm
轴向弦长/mm

0.4

0.4

圆心连线角/（°）

36.39

36.39

进口上楔角/（°）

30

30

进口几何角/（°）
进口下楔角/（°）
前缘修正_S

50
25

0.61

25

0

0

0

0

中选取的稠度较低，叶柵内马赫数水平较高，初始设
计在叶背喉部处，存在减速又加速的过程，因而对流
动损失控制不利。
选取 7 个变量进行叶型自动优化，相应的叶型优

化变量设置见表 5，在给定变量区间内叶型优化区间
如图 8（a）所示。采用遗传算法通过 50 代的自动优化

形成，完成叶型的自动优化，形成的优化叶型及优化

1.00

（由 0.0485 减小到 0.0444）。通过对比可知，自动优化

17

0

0.00

-0.10

0.00
0.10
0

-0.20

0.20

STE1

0.42

0.42

-0.20

0.20

0.64
0

P1

0.9

0.9

旋转角度/（°）

0

0

0.6

熵马赫数为 0.75。该叶柵为典型的后加载叶型，设计

-1.00

0.39

P2

实例 3 为 1 个亚声速低压涡轮动叶，叶柵出口等

5.37

0.39

0

亚声速低压涡轮动叶优化设计

前后叶型载荷分布及马赫数对比如图 8（b）所示。自

SLE1

STE2

高压涡轮动叶叶型自动优化

0.20

0.44

0.64

2.5.3

（b）优化前后叶型及流场分布对比

-0.10

0.44

SLE2

图7

优化后

0.61

关联系数

17

0

3.00

30.75

出口楔角/（°）

0

0

-3.00

30.75
5.37

0

50

有效出气角/（°）
出口偏转角/（°）

优化前

1
相对弧长
Ma
1.5
1.3
1.1
0.9
0.7
0.5
0.3
0.1

0.6

-0.20
0
0
0
0

0.20
0
0
0
0

动优化获得的涡轮叶型总压损失系数下降了 8.45%
后的叶型载荷分布更加合理，消除了叶背处局部减速
再加速的流动，实现了后加载叶型典型的单峰形式的
载荷分布。同时降低了叶背喉部后扩散段内的逆压
梯度，对减少叶型总压损失起到较好效果。

3

涡轮叶型 3 维优化
在涡轮叶型设计中，通过 2 维设计优化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了基元叶型的设计问题。在 3 维环境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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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3.1

优化变量设置

参数名称

设计值

优化后

最小

最大

前缘半径/mm

2.0

2.0

0

0

47.0

47.0

0

0

65.0

65.0

0.5

尾缘半径/mm
轴向弦长/mm
圆心连线角/（°）
进口几何角/（°）
进口上楔角/（°）
进口下楔角/（°）
前缘修正_S
有效出气角/（°）
出口偏转角/（°）
关联系数

42.0
13.0
20.0

0.75
23.5
13.0
0.3

0.5

轮，参数会成倍增加，因此在进行 3 维优化时必须针

13.0

0

0

设计周期内获得所需的最优解。在研究中确定 3 维

0

方法，见表 6。针对具体问题进行组合开展各项优化，

P1

0.7

P2

0.7

旋转角度/（°）

0

0

23.5

0

0

对设计需求确定合适的优化策略，保证在合理的优化

0

优化典型应用场景，列出了各场景下的优化参数选取

0

13.0

-2.00

2.00

0

0

-0.10

0.3

0.60

0.56

0

0.75

0.65

STE2

0

20.0

SLE2

0.67

0.55

-0.20
-0.20

0.67

-0.20

0.56

-0.30
0

0.7

0

0.7
0

0

0.20
0.20
0.20
0.10
0
0

（a）优化变量设置及

优化后

叶型造型参数对应流动特性的主要关系

典型设计优化应用场景

优化参数选取

子午流道及过渡段优化

子午流道型线样条拟合参数

3 维环境下的涡轮级参数匹配精

叶片及造型截面安装角

细优化

叶片 3 维弯、掠优化

叶片积叠参数

3 维环境下叶型局部优化

造型截面样条拟合参数

3 维环境下叶型造型参数优化

造型截面参数

端壁造型优化

上、下端壁造型参数

3 维优化中设置合适的优化目标和约束参数对

提升优化效果具有重要作用。通常涡轮气动优化采

用叶片排的总压损失系数或涡轮的气动效率作为优
化目标，而对于一些如涡轮间机匣和涡轮后机匣总压
损失相对较小但存在较大流动分离的部件，由于流路
或叶型的变化对总压损失系数不敏感，该系数不能直

相对弧长 Ma 1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观地表征分离流动的范围，单独以总压损失系数作为
优化目标时，通常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当提出以分
离区体积作为优化约束的方法时，通过自动优化获得
分离区最小体积的设计方案，可以有效地提升 3 维优
化设计的效果。

3 维自动优化确定了各种优化目标和约束参数，

（b）优化前后叶型及流场分布对比

型线优化区间
图8

表6

0

表面马赫数分布

0

变量数的选取要根据计算机能力及优化时间确定。

0.10

等熵马赫数

优化后 0.94
优化前

优化前

参数，需要对超过 100 个参数进行表达；对于多级涡

1.00

16.0

STE1

面进行参数化造型，包括叶片 3 维积叠及子午流路的

-1.00

16.0

0.55

0

对于单级涡轮设计，通常需对 2 排叶片的 6 个截

42.0

出口楔角/（°）
SLE1

0

3 维优化策略及方法

低压涡轮动叶叶型自动优化

包括等熵效率、总压损失系数、比功率、流量、膨胀比、
熵增、分离区体积、轴向力、反力度、出口气流马赫数、

过自动优化可实现在级环境下各造型截面主要参数

气流角度等，针对不同的优化项目进行综合选取。

的优化，同时还可对叶片积叠规律、扭转规律及子午

3.2

流道的综合优化。通过 3 维优化得到的最终方案是 1
个综合最优的方案。

涡轮叶型 3 维优化是以叶型 2 维设计参数化造型

为基础开展优化策略及方法的研究，最终实现涡轮级
环境下的 3 维自动优化设计。3 维优化选用商业软件
进行网格划分和 CFD 求解。

3 维优化程序架构

基于基截面造型加 3 维参数化积叠的涡轮全 3 维

建模，通过集成 3 维网格划分、3 维计算分析等功能实
现涡轮全 3 维气动优化设计，如图 9 所示。3 维优化

的输入数据与叶片设计优化程序对接，在优化过程
中，将数据保存为该程序可读取的数据格式，实现全
过程的参数化数据传递。

3.3.2

叶型设计
优化工程
第 2 排叶片
3 维成型/强度计算

第 3 排叶片
3 维成型/强度计算

截面 1
造型/S1 计算/优化

截面 1
造型/S1 计算/优化

截面 1
造型/S1 计算/优化

截面 2
造型/S1 计算/优化

截面 2
造型/S1 计算/优化

截面 2
造型/S1 计算/优化

截面 3
造型/S1 计算/优化

截面 3
造型/S1 计算/优化

截面 3
造型/S1 计算/优化

图9

优化驱动

第 1 排叶片
3 维成型/强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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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网格剖分

3 维 CFD 分析

叶片静强度计算
精细结构
参数化建模

多学科耦合
分析程序

高低压涡轮级间机匣优化设计
实例 2 为 1 个高低压

周向积叠线
390

涡轮级间机匣。由于高压

周长/mm

陈

涡轮出口存在一定的预
旋，气流经过级间机匣容

0.01

易 形 成 较 大 的 分 离 流动，
对下游的低压涡轮存在较
大影响。为控制分离流动

基于部件参数化叶型设计构建 3 维优化程序

在此基础上通过扩展精细结构的参数化方法及

优化区间
310
-8
8
相对弧长

优化区间

优化历程

第4期

0 15 30 45 60
变量区间

并减少总压损失，进行 3 维 图 10 优化设置变量区间及
优化历程

优化设计。

采用支板叶型固定对子午流道进行优化，选定总

多学科耦合分析方法，满足了精细流动的自动优化及
多学科的优化设计研究。

压恢复系数作为优化目标并将级间机匣内的分离区

3.3

体积作为约束变量，分别对内外流路进行参数化。流

3 维优化实例分析
采用搭建的程序开展多型涡轮的 3 维自动优化

设计。
3.3.1

单级跨声速高压涡轮设计优化
实例 1 为 1 个单级跨声速高压涡轮。3 维优化设

计是采用叶型经过 2 维优化设计后的参数化模型。
为了控制优化时间，采用子午流路固定，利用导叶积
叠规律及动叶根、中、尖截面叶型参数优化的方法，约
束涡轮流量以最大的气动效率作为优化目标。导叶
积叠规律采用 2 次曲线进行参数化，在动叶根中尖造
型截面各选取 7 个关键叶型参数进行优化，总优化变

量数为 22 个。通过全 3 维优化，高压涡轮气动效率提

路采用 7 点样条曲线，其中为了保持流路与上下游的
衔 接 ，固 定 2 段 的 样 条 控
制 点 ，共 计 10 个 优 化 变

量。子午流路型线优化范
围及优化后的子午流路如
图 11 所示。

最小
0
0
0
-1.00
-5.00
0
0
0
0
-3.00
-0.10
0
-0.10
-0.10
-0.10
0
0
0
0

最大
0
0
0
1.00
5.00
0
0
0
0
3.00
0.10
0
0.10
0.10
0.10
0
0
0
0

优化范围

化后的级间机匣内的分离区大幅度减小。
速度/（m/s）
5.659e+001

优化前

4.245e+001
2.831e+001

速度/（m/s）
5.659e+001
4.245e+001

优化后

2.831e+001

1.417e+001

1.417e+001

2.731e+001

优化变量设置

优化基准
2.20
0.40
40.00
24.00
46.65
35.00
28.13
0.75
31.00
8.00
0.35
18.00
0.40
0.55
0.50
0
0.89
0.50
0

子午流路型线

流线对比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见，通过对比 3 维优

叶型几何优化区间及效率优化历程如图 10 所示。
参数名称
前缘半径/mm
尾缘半径/mm
轴向弦长/mm
圆心连线角/（°）
进口几何角/（°）
进口上楔角/（°）
进口下楔角/（°）
前缘修正_S
有效出气角/（°）
出口偏转角/（°）
关联系数
出口楔角/（°）
SLE1
SLE2
STE1
STE2
P1
P2
旋转角度/（°）

图 11

优化前后级间机匣内的分离区体积及叶片表面

高了 0.62 个百分点。动叶叶型优化参数范围见表 7，
表7

优化区间

2.731e+001

（a）叶盆侧

速度/（m/s）

速度/（m/s）

5.659e+001
4.245e+001

优化前

2.831e+001

5.659e+001
4.245e+001

优化后

2.831e+001

1.417e+001

1.417e+001

2.731e+001

2.731e+001

（b）叶背侧
图 12

4

优化前后级间机匣内流场对比

结论
（1）在涡轮气动设计中应用计算机自动优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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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升设计水平、提高设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2）形成了 1 套轴流涡轮参数化方法，在此基础

上构建了涡轮 2、3 维优化程序，实现了涡轮叶型全过
程的自动优化设计；

（3）建立了基于叶型载荷分布特征参数及 3 维流

动分离区体积的优化策略及方法，有效地提升了优化
设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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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室与涡轮气动性能全 3 维联合数值仿真
刘太秋，张宏达，刘日晨，王

鹏，朱

健，万

斌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燃烧室与涡轮 2 大部件相互耦合关系下多物理场的精准辨析问题，开展了基于 CFX 统一软件平台的部件间气动性

能全 3 维联合数值仿真研究。选取地面起飞状态点作为数值仿真工况，采用化学热力学建表方法计算化学反应过程，通过源项法

模拟叶片冷却喷射。根据计算结果分析了 2 大部件相互耦合关系下多物理场的分布规律，结果表明：各流场参数分布趋势合理，
验证了部件间全 3 维联合数值仿真的可行性；与部件单独仿真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部件联合仿真与单独仿真获取的压力

和马赫数的演化规律基本一致，温度场分布表现出差异，联合仿真克服了部件单独仿真无法准确捕捉热斑的不足。部件联合仿真
为多部件耦合关系下气动性能匹配和优化设计提供了工程可用的 3 维分析手段。
关键词：燃烧室；涡轮；气动性能；全 3 维联合仿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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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3D Joint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in Combustor and Turbine
LIU Tai-qiu，ZHANG Hong-da，LIU Ri-chen，WANG Peng，ZHU Jian，WAN Bin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multiple physical fields under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bustor and

tur-bine，the full-3D joint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between components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CFX unified

software platform. The ground take-off point was selected as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condition. the chemical reaction process was calculat⁃

ed by the table building method of chemical thermodynamics，and the blade cooling injection was simulated by the source term method. Ac⁃
cording to the calculation results，the distribution of multiple physical fields in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mponents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ribution trend of flow field parameters is reasonable，which verifies the feasibility of full-3D joint nu⁃
merical simulation between components. Compared with individual simulation result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volution regularity of pres⁃

sure and Mach number obtained by the full-3D joint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individual simulation is basically the same，and the distribu⁃
tion of temperature field is different. The joint simulation overcomes the shortcoming that the component individual simulation can not accu⁃
rately capture the hot spot. The component joint numerical simulation provides a 3D analysis method for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match⁃
ing and optimization design under multi component coupling relationship.

Key words：combustor；turbine；aerodynamic performance；full-3D joint simulation；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作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其关键技术

性能评估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1]，并发挥了愈加重
要的作用[2-4]。然而，由于各部件的 3 维仿真均是独立
进行，无法全面考虑部件间多物理场的耦合作用，同

之一是高温、高速、高压条件下热端部件（燃烧室和涡

时进、出口边界条件也难以准确模拟整机工作环境，

轮）的设计研发，其中对热端部件内部气动热力场进

因此各部件在理想边界下达到甚至超过总体指标，但

行精准辨析一直是制约其设计能力的瓶颈。随着计

在整机环境下部件间匹配工作可能不理想，甚至导致

算流体力学、燃烧学和传热学的快速发展，全 3 维数

值仿真在航空发动机各部件的方案筛选、优化设计、

整机性能不达标。目前，与各部件相对成熟的 3 维仿

真相比，多部件和整机 3 维仿真相对滞后，仍集中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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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 1 维热力循环参数计算。多部件和整机 3 维仿真

全 3 维仿真中燃烧室采用 ICEM 软件进行网格划

能够完整地获取气体从发动机流入至流出的 3 维演

分，网格形式为四面体非结构网格，在燃烧室头部（旋

化过程，不需要借助理想假设和经验公式就可以获得

流器叶片）、扩压器型面、气膜冷却孔等流动参数变化

各部件在多部件匹配和整机环境下的性能表现，有助

剧烈的区域进行局部加密，同时在近壁面处采用增强

于进一步提升部件设计水平；多部件和整机 3 维仿真

的壁面函数进行处理。涡轮采用 AutoGrid 软件进行

数字发动机的发展。

向均保持足够的网格节点数目，壁面 y+<5。计算域内

也可在数字孪生、虚拟样机等技术中发挥作用，助推
国际上针对多部件和整机 3 维仿真主要有间接

仿真和直接仿真 2 类方法。间接 3 维仿真包括分区迭

结构网格划分，为保证涡轮计算的准确性，在轴向、径
的网格总数约 1700 万。
1.2

边界条件和计算方法

选取发动机地面起飞状态作为数值仿真工况点，

代集成和多维耦合方法。分区迭代集成是一种多物
理场弱耦合方法，将多部件的计算域进行分区，各计

计算区域入口采用质量流量进口边界条件，出口采用

算域单独进行仿真，在交界面处传递数据进行迭代，

压力出口边界条件，涡轮转子设定物理转速。

Jameson 等

[5-7]

采用该方法完成了对 PW6000 发动机的

在欧拉框架下求解气相的动量方程、能量方程和

间接 3 维仿真，分析了各部件间的匹配关系；多维耦

混合物分数方程，在拉格朗日框架下求解油滴（离散

3 维仿真，运用整机低维计算程序、部件匹配程序，应

间的相互作用，相间采用耦合计算。喷嘴燃油的初始

合方法是对分区迭代集成的完善，基于各部件独立的

相）的轨迹方程，通过随机颗粒轨道模型来考虑 2 相

用交界面技术，不断调整各部件边界条件，直至满足

位置、粒径、锥角等参数根据喷雾特性试验结果进行

整 机 匹 配 要 求 ；Turner 等

设置，以便进行燃油离散相轨迹和雾化燃烧的计算；

[8-10]

采用该方法实现了对

GE90 发动机的间接 3 维仿真，分析了各部件性能。

根据涡轮冷却设计结果，通过源项法给定冷却喷射的

裂各部件，基于整机的进出口边界条件，使用统一平

叶轮机旋转和分离捕捉的 k-ω SST 模型，组分模拟采

直接 3 维仿真将所有部件视为单一控制体，不人为割

温度、流量和方向，如图 1 所示。湍流模拟选用适合

台完成整机的 3 维仿真，一站式获取整机内部物理场

用基于详细化学反应的化学热力学建表模型，其方法

信息。直接 3 维仿真处于探索阶段，张剑等 基于

是通过详细化学反应机理构建化学热力学表，将复

[11]

CFX 平台开展了核心机 3 维仿真，涡轮冷却采用源项

杂、多维的化学反应信息映射到几个特征标量中，从

法，燃烧过程采用基于单步反应的有限速率/涡耗散

而实现降维处理[12-13]。为了得到组分场信息，只需要

模型模化，关注与典型截面下试验数据的对比分析及

求解描述化学热力学参数的特征标量方程，而放弃求

直接 3 维仿真的可行性验证。

解所有组分的输运方程。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将多尺度

作为整机直接 3 维仿真的第 1 步，本文基于 CFX

湍流的计算和多尺度化学

平台，针对燃烧室和涡轮二者间气动性能匹配，开展

反应的计算进行解耦，
在考

燃烧室和涡轮部件间的直接 3 维仿真，分析 2 大部件

虑详细化学反应的基础上

相互耦合下物理场演化细节，并与部件单独仿真进行

显著降低计算成本[14-15]。

对比分析。

2

1
1.1

仿真模型建立
物理模型和网格划分

仿真精度验证

图1

涡轮冷却喷射

基于本文采用的数理模型，分别对全环燃烧室试
验件和高压涡轮试验件进行仿真计算，数值仿真选取

以某核心机为研究对象，针对燃烧室和高压涡轮

的计算状态与试验工况保持一致，包括燃烧室部件试

开展全 3 维数值仿真。物理模型由环形燃烧室和单

验中进口温度、进口压力、流量和油气比，以及涡轮部

级高压涡轮组成，基于热态几何尺寸建模。考虑到模

件试验中进口温度、进口压力和膨胀比等，试验录取

型内几何尺寸跨度大，选择全环燃烧室的单头部、高

的燃烧室和涡轮主要性能参数与仿真结果的对比情

压涡轮导向叶片 4 通道和工作叶片单通道作为联合
仿真几何模型。

况见表 1。通过对比分析，主要性能参数偏差均处于
工程可接受范围内，验证了仿真方法的精度。

表1

试验结果

仿真结果

总压恢复系数/%

94.83

94.37

ΔT

0.998ΔT

W

1.006W

99.9

燃烧效率/%
涡轮换算流量

99.5

0.900

涡轮效率

0.905

1.007Lt

Lt

涡轮换算功

3.1

中心截面主要无量纲参数分布如图 4~6 所示。

燃烧室和涡轮仿真精度分析

性能参数
燃烧室温升/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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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无量纲总压为当地压力与燃烧室进口总压的比

值，无量纲总温为当地总温与燃烧室出口平均总温的
比值。从图中可见，燃烧室火焰筒内总压低于内外 2
股腔道的总压，在火焰筒头部，由于燃油不断吸热蒸
发，蒸发的燃料气体被卷吸进入头部中心回流区，回
流区内较低的气流速度为燃烧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
存在着不断补充的新鲜空气，大部分燃料在回流区中

计算结果与分析

燃烧，导致燃料快速消耗，温度迅速升高。气流经燃

收敛性分析

由于涉及 2 大部件的联合仿真计算，其求解过程

是否稳定、计算结果是否收敛将直接影响到仿真结果
的准确性，3 维流域求解连续方程、动量方程和能量
方程的收敛曲线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监测的参
数最终均趋于稳定或在一定范围内周期性波动，
符合

收敛条件。同时，
2 大部件联合仿真计算的迭代收敛步

数与部件单独仿真基本相当，
即可实现计算快速收敛。

烧室加热升温后进入涡轮加速降压作功。燃烧室区
域的气流马赫数均较低，存在明显的不可压效应，高
温气流经过涡轮导向器
收缩流道后膨胀加速，在

P

0.4 0.5 0.6 0.7 0.8 0.9 1.0

其出口处 出 现 局 部 超 声
速 。 综 上 所 述 可 知 ，燃
烧室与涡轮各流场参数
分 布 趋 势 合 理 ，符 合 物

图4

中心截面无量纲

理规律。

1.E-03

压力分布

RMS P-Mass

RMS V-Mom

8.E-04

RMS H-Energy
RMS W-Mom

residual

6.E-04

T 0.3

0.5

0.7

0.9

1.1

Ma 0

0.2 0.4 0.6 0.8 1.0 1.2

RMS U-Mom

4.E-04
2.E-04
0.E-00

图2

3.2

0

500

1000

Timestep

1500

连续方程、动量方程和能量方程收敛曲线

图5

中心截面无量纲

图6

中心截面马赫数分布

温度分布

涡轮中截面 S1 流面主要无量纲参数分布如图 7~

9 所示。从图中可见，
各参数在流动中均保持连续，
涡

物理场分析

中心截面流线分布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轮导向器出口处局部超声速，
总压呈现逐渐降低趋势。

火焰筒头部下游主燃区形成了 1 个较大的中心回流

P

区，同时在火焰筒内外壁与头部转接段的夹角处形成

0.4 0.5 0.6 0.7 0.8 0.9 1.0

T

2 个角回流区。头部中心回流区是由于旋流器出口

0.3

0.5

0.7

0.9 1.1

的旋流形成的，回流区内速度较低，提高了燃料与空
气的混合效率，有利于稳定燃烧并提高燃烧效率。大
孔射流起到了截止回流区的作用，同时部分气流受回
流区的卷吸作用参与了回
流。在燃烧室出口区域涡

Ma 0 0.2 0.4 0.6 0.8 1.0 1.2

系消失，涡轮流线光滑平
顺，未出现明显的漩涡与
分离现象。

图7
图3

中心截面流线分布

涡轮 S1 流面无量纲
压力分布

图8

涡轮 S1 流面无量纲
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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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部件单独仿真结果对比
需要说明的是 ，在涡

T 0.3 0.5 0.7 0.9 1.1

Ma 0 0.2 0.4 0.6 0.8 1.0 1.2

轮部件单独仿真计算中，

T 0.3 0.5 0.7 0.9 1.1

计算网格、湍流模型、冷却
源项设置等均与联合仿真
的一致，二者的差异有以
下 2 方面：
（1）在 单 独 、联

合仿真计算中涡轮进口温
度边界分别为假定的温度
径向分布和燃烧室的出口
温度场，如图 10 所示；
（2）

图9

在单独、联合仿真计算中

涡轮 S1 流面

马赫数分布

图 12

（a）单独仿真
（b）联合仿真
涡轮 S1 流面无量纲温度分布部件单独仿真和联合
仿真计算结果对比

工质分别为理想气体和燃
烧室的燃烧产物。涡轮 S1

Ma

流面主要无量纲参数分布
部件单独仿真和联合仿真
计算结果对比如图 11~13
所示。从图中可见，联合

0 0.2 0.4 0.6 0.8 1.0 1.2

Ma 0 0.2 0.4 0.6 0.8 1.0 1.2

（a）单独仿真
T

0.3

0.5

0.8

1.0

1.2

仿真与单独仿真获取的通
道内压力、马赫数的流通
规律基本一致，而温度场
分布表现出差异，由于在 图 10

（b）联合仿真
仿真计算中涡轮进口

单独仿真中忽略了涡轮进

温度边界

口温度的周向不均匀性，导向叶片通道内燃气总温几
乎一致，而在联合仿真中涡轮进口温度的周向分布明
显不均匀，部分区域存在热斑。
P 0.4 0.5 0.6 0.7 0.8 0.9 1.0

（a）单独仿真
图 13

（b）联合仿真

涡轮 S1 流面马赫数分布部件单独仿真和联合
仿真计算结果对比

P 0.4 0.5 0.6 0.7 0.8 0.9 1.0

无量纲温度联合仿真结果与部件单独仿真结果的对
比 如 图 14 所 示 。 从 图 中 可 见 ，与 部 件 单 独 仿 真 相

比，联合仿真获取的导向叶片和工作叶片出口截面
的温度更高，导向叶片出口温度高 2.5%，工作叶片
出口温度高 4.9%，与试验结果更吻合。分析认为，上

述差异是由于部件联合仿真和单独仿真中工质气体
的物性参数不同而导致的。

（a）单独仿真
图 11

（b）联合仿真

涡轮 S1 流面无量纲压力分布部件单独仿真和联合
仿真计算结果对比

沿流程分布的特征截面（燃烧室进口截面和出口
截面、涡轮导向叶片出口截面和工作叶片出口截面）

图 14

特征截面无量纲温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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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通过对燃烧室和涡轮中心截面与 S1 流面的数

值仿真分析，得到流体总温、总压、马赫数等参数的分
布细节，各流场参数分布的趋势合理，符合物理规律。
（2）部件联合仿真与单独仿真获取的压力和马赫
数的演化规律基本一致，温度场的分布表现出差异，
联合仿真捕捉到涡轮叶片通道内部分区域存在热斑，
克服了单部件仿真无法准确捕捉热斑的不足，可用于
指导气冷叶片的精细化研究。
（3）实现了基于统一平台的燃烧室与涡轮部件间
流动燃烧耦合 3 维数值仿真，并可实现计算快速收

敛，为多部件耦合关系下气动性能的匹配和优化设计
提供了工程可用的 3 维分析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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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油气比燃烧技术工程应用与发展分析
林宏军，尚守堂，程

明，马宏宇，常

峰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110015）
摘要：为了从工程应用的角度分析战斗机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设计技术的发展，对比分析了主燃烧室温升随航空发动机推重
比提高的趋势，着重分析高油气比主燃烧室工程研制亟需解决的基本技术矛盾和可采用的技术途径，展望了高油气比主燃烧室技
术发展的趋势。同时基于解决高油气比主燃烧室研发基本矛盾的技术思路，重点回顾了多级旋流燃烧、中心分级燃烧、驻涡燃烧
和可变几何燃烧等潜在的燃烧组织方案在工程应用和技术发展的现状，通过分析表明采用较为常规的旋流燃烧组织模式，通过改
变燃烧室流量分配，增加头部燃烧空气量而实现高油气比燃烧的多级旋流和中心分级燃烧室方案具有良好的工程适用性，而如驻
涡和变几何燃烧等新型燃烧组织方案虽然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但因其结构和控制的复杂性，暂时尚无法在工程中实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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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Analysis of High Fuel-air Ratio Combustion Technology
LIN Hong-jun，SHANG Shou-tang，CHENG Ming，MA Hong-yu，CHANG Feng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combustor design technology of fighter aeroeng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the trend of the combustor temperature rise with the increasing thrust-to-weight ratio of aeroengine was com⁃
pared and analyzed. The basic technical contradictions that need to be resolved urgently and the technical approaches that can be adopted

for the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of the high fuel-air ratio combustor were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high fuel-air ratio com⁃
bustor technology was prospected. At the same time，based on the technical ideas to solve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
opment of the high fuel-air ratio combustor. It focu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status of potential combustor design schemes in th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and technical development, such as multi-stage swirling，concentrically staged，trapped vortex combustion and variable geome⁃
try combustor.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a swirling combustion method can be adopted，to achieve high fuel-air ratio by changing the flow dis⁃

tribution of the combustor and increasing the head combustor air volume.The multi-stage swirling and concentrically staged combustor de⁃
sign schemes that increase the combustion air volume in the head of combustor have good engineering applicability in the design of the high

fuel-air ratio combustor. Although new combustion organization schemes such as trapped vortex and variable geometry combustor have

goo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prospects，they cannot be applied in engineering for the time being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ir structure
and control.

Key words：combustor technology；combustor；high fuel-air ratio；engineering application；development trend；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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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现代战争模式的改变，
“外科手术”式的精确

打击已成为局部战争中主要的作战方式之一。而空
军作为高机动突袭，立体化作战，精确打击的主要角
色，其服役战斗机的性能已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

因素。为了实现战斗机的超机动性（Super-agility）、
超声速巡航（Supersonic Cruise）、高隐身（Stealth）等特

性[1]，战斗机对航空发动机提出了更高的设计要求，
尤其以提升发动机推重比的要求最为急迫。
军用航空发动机增加涡轮前温度 T4 是提高其推

重比最直接而有效的方法[2]，而主燃烧室设计油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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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 Ming，et al.Engineering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analysis of high fuel-air ratio combustion technology[J]. Aeroengine，2021，47（4）：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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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可实现涡轮前温度的大幅提升。而现代战斗
机实现不开加力超声速巡航，实现短距起飞或垂直降
落，则要求发动机的轴输出功率大幅提高，均对主燃
烧室提出了在更高油气比下工作的需求。目前美国
F35 战 机 的 F135 系 列 发 动 机 主 燃 烧 室 的 油 气 比 为
0.046，预计在 2030 年以后战斗机主燃烧室的油气比
将超过 0.06 [3]。由此可见，高油气比主燃烧室技术的

发展及其工程应用已成为先进战斗机发动机研发的
关键。
针对高油气比主燃烧室技术的研发和工程应用，
最初开始于美国的 IHPTET 计划[4]，在该计划中针对

高油气比燃烧室的研制需求，提出了诸如多级旋流、
驻涡和超紧凑燃烧的技术方案[5]，相关技术方案在后
续工程应用得到了发展和验证，有效地支撑了美国高
性能航空发动机的研制，也为自适应循环发动机研发
奠定了技术基础。近年来中国针对高油气比主燃烧
室技术也开展深入的研究，其中袁怡祥等[6-7] 最早探
索了 3 级旋流对改善高油气比主燃烧室贫油熄火和
大工况冒烟的可行性，丁国玉等[8-10] 针对 3 旋流头部
结构设计参数对燃烧性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形成可
指导小发高油气比主燃烧室研制的设计规律；同时常
峰等[11] 针对高油气比中心分级主燃烧室方案开展了
数值仿真，仿真结果显示中心分级主燃烧室具有良好
的分区供油、分区燃烧组织特性和工程应用的潜力；
而樊未军等[12-13] 则针对双涡驻涡燃烧室的流动特性
开展了研究，何小民等[14-15]分析了驻涡燃烧室设计参
数对主燃烧室综合性能的影响趋势，验证了驻涡燃烧
是一种高油气比主燃烧室设计潜在的燃烧组织方案；
基于上述高油气比主燃烧室关键技术研究，中国各研
究院所与院校合作开展了技术的工程转化研究和验
证，尤其是基于多级旋流和中心分级燃烧组织技术已
初步实现在航空发动机核心机平台上的应用验证，大

图1

战斗机划代与发动机主燃烧室温升的对比

以典型的 F101 发动机主燃烧室为例，主燃区当

量比随主燃烧室总油气比变化的趋势（ba 线）如图 2
所示。在设计总油气比（far=0.03）下，主燃区当量油气

比为 1.2（a 点），无可见冒烟，且总油气比降低到 0.005
时（熄火边界），主燃区当量比为 0.2，可确保主燃烧室

具有良好的稳定燃烧性能。如果为了达到高油气比
燃烧的目标，直接将主燃烧室工作油气比提升到 far=
0.047（e 点），这时主燃烧区当量比达到 1.88，主燃烧

室出现了可见冒烟。而为了避免在高油气比状态下
主燃烧室出现可见冒烟，可将主燃区的燃烧空气质量
分数由 36.4% 增大到 55.9%，主燃区当量比随总油气
比改变为 dc 直线。在 far=0.047 时（c 点），主燃区的平

均当量比为 1.24，远低于主燃烧室冒烟边界所对应的
平均油气当量比，实现了大状态无可见冒烟。但沿着

cd 线把主燃烧室的总油气比降低，其熄火油气比将远
高于原来的设计数值，约为 0.0076。因此在高油气比
工作条件下，如果沿用常规燃烧组织方式，虽然可避

免大工况下出现可见冒烟，但慢车贫油熄火特性则达
不到设计要求；或者慢车贫油熄火特性达到了要求，
但大工况下就会出现可见冒烟。二者是矛盾的，这是
高油气比主燃烧室设计的基本矛盾，也是其工程研制
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虽然有文献提出在燃油
中使用添加剂来减少高油气比燃烧室的排气冒烟，但
效果不理想[17]，不能作为解决高油气比主燃烧室大状
态可见冒烟的主要措施。增加头部燃烧空气量才是

幅的提升了我国高油气比主燃烧室的工程设计水平。

1

高油气比主燃烧室设计的基本问题
目前典型战斗机所采用的高性能发动机如图 1

所示。随着发动机推重比的提高，其主燃烧室的油气

比也逐渐提高，高油气比主燃烧室设计已成为高推重
比航空发动机研制的关键，但在其设计过程中仍面临
着“在高油气比燃烧条件下，大工况无可见冒烟与慢
车贫油熄火（及高空点火）特性变差的矛盾[2,16]”。

图2

常规主燃烧室主燃区当量比随总油气比变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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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高油气比主燃烧室在大工况下排气冒烟问题最
[2]

器加强油气混合组织燃烧，从而减少冒烟，有效解决

为正确的技术途径 ，但与此同时也将带来主燃烧室

了小状态点/熄火特性变差和大状态冒烟的技术矛

贫油熄火和高空点火特性变差的问题。在提高主燃

盾。基于单级或双级旋流燃烧发展到更多旋流器的

区空气量的前提下，采用合适的燃烧组织方案保证主

燃烧组织模式，为高油气比主燃烧室的研发探索了 1

燃烧室的点、熄火特性成为高油气比主燃烧室研发中

2.1.2

的技术关键。

2

条工程适用的技术途径。

高油气比主燃烧室技术的工程应用分析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外针对高油气比燃

烧技术的工程应用开展了深入研究，尤其是美国的
IHPTET 计划[18-19]，及其后续的 VAATE 和 ATTAM（
“支

中国研究现状
近年来，中国研究院所联合高校开展了多级旋流

的高油气主燃烧室的关键参数对主燃烧室内部流场
雾化[25-27] 及其燃烧性能影响的研究[6,8]，为其工程应用
奠定了技术基础；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针对双
级旋流和多级旋流的高油气比燃烧组织技术开展了

[20-21]

系统的研究[28-30]，探索了多级旋流燃烧技术的工程应

中关于高油气比主燃烧室技术的研究和工程应用，有

用可行性[31]，并完成了多级旋流高油气比主燃烧室方

效地支撑了高推重比航空发动机的研制；而欧洲基于

案的设计，开展了基于单头部[32]、扇形和全环的主燃

持经济可承受任务能力的先进涡轮技术”
）计划

先进核心军用发动机（ACME）/军用发动机技术（AM⁃
ET）计划，以及正在实施的 NEFE（
“下一代欧洲战斗

机发动机”
）计划，将使军用航空发动机的推重比提升
到 15~20 一级，有效提升了涡轮前温度并降低发动机
[22]

的油耗和制造成本 。在上述军用发动机计划中，均

烧室的试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全环试验件在油气
为 0.030～0.037 的工作范围内取得了良好的燃烧性

能，初步解决了高油气比主燃烧室设计的关键技术问
题，
有效提升了多级旋流燃烧组织方案的工程适用性。
2.2

中心分级燃烧技术

针对新一代军用飞机追求高机动、超声速巡航和短距

中心分级燃烧组织技术是一种军/民通用的径向

起飞/垂直降落等性能需求，
提出了高油气比燃烧组织

分级/分区燃烧组织方案，通常由中心的预燃级和环

方案，可有效地解决了主燃烧室大工况冒烟和小工况

绕预燃级的主燃级构成，最为典型结构就是 GE 公司

的 TAPS 主燃烧室[33-34]，如图 3 所示。其中心预燃级通

贫油熄火之间的矛盾。
2.1

多级旋流燃烧技术

过燃油和空气的掺混、匹配产生局部富油燃烧区，确

多级旋流燃烧技术是一种准分级的燃烧组织模
式，燃烧通常在 1 个区域发生，并未形成分级燃烧模
式，设计中基于常规旋流燃烧组织方案，通过增加头

保主燃烧室的点、熄火特性，并在大状态时提供引燃
主燃级的值班火焰，而主燃级在大状态时供油，并通
过气动分区燃烧获得良好的燃烧特性。

部的旋流器数量，提升头部燃烧空气占比，同时依靠
头部旋流和主燃孔射流的共同作用组织主燃烧室内
部燃烧。目前典型的多级旋流燃烧组织模式包括双
级旋流和 3 级旋流组织模式，也存在更多旋流的高油
气比燃烧组织模式。
2.1.1

国外研究现状
F119 发动机采用双级旋流结构，搭配气动雾化

喷嘴的设计方案[23]，获得了油气比为 0.038 的良好燃

烧特性，基于该方案后续发展的多级旋流燃烧方案为
F135 发动机的研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而 3
[24]

图3

2.2.1

TAPS 燃烧室和中心分级燃烧组织模式

国外研究现状
RR 公司在承担 F136 发动机主燃烧室设计任务

旋流燃烧组织模式则是更适合高油气比主燃烧室设

时，把中心分级燃烧组织模式作为高油气比燃烧室的

计的燃烧组织方案，在双旋流燃烧组织方案的基础上

主要方案，并开展了整机串装试验。法国、俄罗斯、德

增加第 3 股旋流空气，通过内部 2 级旋流器出口的局
部富油来拓宽主燃烧室的点、熄火包线，通过外旋流

国等也分别针对不同的中心分级燃烧室方案进行了
研究俄罗斯中央航空发动机研究院（CIAM）则通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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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仿真针对中心分级燃烧室结构分析了旋流角等关

的设计需求，有效推进了中心分级燃烧技术在军用航

键几何参数对气流结构的影响，并用冷态试验数据验

空发动机设计中的应用。

证了仿真结果；德国、瑞典和法国则基于中心分级燃

2.3

烧室联合设计了一种新的燃烧组织结构（如图 4 所
示），解决了燃烧室的稳定

性及可操纵性等问题 。
分级燃烧技术在主燃烧室
中国研究现状

图4

德国、瑞典和法国联合

设计中心分级燃烧室

中国针对中心分级燃烧组织技术的研究最初均

基于低污染燃烧室的研发，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
[36-38]

驻涡主燃烧室（TVC，Trapped Vortex Combustor）

烧技术应用到推重比 15～20 一级的军用航空发动机

上述研究初步验证了中心

2.2.2

国外研究现状

最早在美国 IHPTET 计划中提出，并作为高油气比燃

[35]

工程设计上的可行性。

2.3.1

驻涡燃烧技术

核心机方案中，如图 5 所示。驻涡燃烧方案没有传统

的旋流器组件，其燃烧区域包括驻涡区和主流燃烧区
2 部分，2 区燃油采用单独供给控制，小状态时仅驻涡
区供油，大状态时 2 区同时供油，实现分区燃烧。当

凹腔结构设计合理时，可以形成稳定的驻涡，当燃油

针对中心分级主燃烧室的点火性

空气混台物进入凹腔区燃烧时，可以形成稳定的点火

能和贫油熄火性能进行了试验研究，重点分析了预燃

源，有效地拓宽驻涡主燃烧室的点、熄火边界。当主

级离心喷嘴流量、进口温度及燃料类型对贫油熄火性

流燃烧区供油时，凹腔区

能的影响，对中心分级燃烧技术的工程应用前景进行

产生的热燃气通过联焰装

了评估；而针对中心分级燃烧技术在高油气比主燃烧

置沿主燃区头部扩散，使

室设计中的应用，索建秦等提出了同心圆式主/副模

主燃区的燃油、空气混合

果。林宇震等

[11,39]

和

物点燃和燃烧，实现高油

试验显示该方案具有良好的分区供油分区燃烧组织

气比燃烧，并有效控制主

特性，同时基于分区直喷混合燃烧方案的单管燃烧试

燃烧室的总油气比避免出 图 5 包含 TVC 方案的核心机

验件开展了高油气比燃烧室的贫油熄火特性[40-41]、综

现可见冒烟。

分区中心分级燃烧组织方案，并通过数值仿真

[42]

合燃烧性能录取 和优化设计研究，优化方案的单管

1994 年，GE 公司与美国空军实验室合作，参考典

试验表明其贫油熄火油气比为 0.0057，燃烧效率达到

型的航空发动机主燃烧室的尺寸比例和高压燃烧试

烧性能，证明高油气比的中心分级燃烧技术具有良好

示）的设计[46-48]，并验证了驻涡燃烧技术工程应用的

99%，并在油气比为 0.037～0.040 下获得了良好的燃

验设备，完成了第 4 代驻涡燃烧室试验件（如图 6 所

的工程应用前景。

可行性。
[43]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尚守堂等 针对航
空发动机高油气比主燃烧室的需求，提出中心分级主
燃烧室的设计方案，进行了 3 维数值模拟，并与现有

的常规主燃烧室数值模拟及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分
析，表明中心分级燃烧技术较常规燃烧组织模式可更
好地满足高油气比工程设计的需求；刘殿春等[44]则研
究了旋流器几何参数改变对中心分级燃烧室冷态流
场的影响，形成可支持工程设计的基本方法；自“十二
五”以来，沈阳发动机研究所与高校合作开展了基于

图6

第 4 代驻涡燃烧室实物

1998 年，GE 公司在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高

同心圆式主副模分区燃烧技术的研究，系统地开展了

压燃烧试验设备上，依据军用战斗机发动机的典型工

旋流匹配参数和油气供给方案对头部流场和雾化场

作状态，对驻涡主燃烧室扇形试验件的性能进行了模

[45]

的影响规律 ，并完成了针对高油气比主燃烧室的单
头部和扇形试验，获得了最高油气比为 0.037 的燃烧

特性，且相关燃烧特性已基本满足高油气比主燃烧室

拟试验，在对包括地面起动点火、贫油熄火、高空点
火、燃烧效率、出口燃气温度分布以及结构件温度测
量等试验项目进行评定，结果驻涡主燃烧室试验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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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超过了全部初始的期望值，具有应用于军用航空
发动机的巨大潜力。在 IHPTET 第 3 阶段“先进涡轮
发动机燃气发生器（ATEGG）”研究计划中，GE 公司

和美国海军等机构针对驻涡主燃烧室进行联合研制，

制在 3% 以内，燃烧效率达到 99% 以上，验证了驻涡

燃烧技术作为高油气比主燃烧室设计方案，拥有巨大
的工程应用潜力。
2.4

可变几何燃烧技术
从解决高油气比主燃烧室基本技术矛盾的需求

使其从试验室研究阶段发展到实际工程应用阶段。
但由于 ATEGG 计划终止，很多工作可能没有开展（至

来看，高油气比主燃烧室设计需要在小工况下主燃区

少在公开资料中未见报道）。尽管如此，由于前期研

的燃烧空气质量分数减小，在大工况下主燃区的燃烧

究中所表现出的良好性能，GE 公司、NAVY（美国海

空气质量分数增大，而运用可变几何主燃烧室通过改

办公室）制订了 1 个联合计划，
开展驻涡主燃烧室应用

2.4.1

全环主燃烧室的设计，并进行了燃烧试验（如图 7 所

了火焰筒大孔面积可变的主燃烧室结构，如图 8 所

政年度还将完成第 2 个全环试验件，
并开展燃烧试验，

都能获得最佳燃烧区当量比，
可满足各种工况下主燃

军）和 ESTCP（美国国防部的环境安全与技术认证项目

于下一代战机的工程化研究，在 2007 财年完成了 1 个
示），
结果表明其燃烧性能优异。另按计划，在 2008 财
但至今没有相关资料报道[49]。

变头部空气流通面积将有效满足上述需求。
国外研究现状
Lohmann 等[52] 进行了变几何主燃烧室研究，设计

示。该方案通过调节蝶形阀门，使火焰筒在各工况下
烧室的燃烧性能和排放要求。GE 公司则针对 CF6-80
发动机开展了可变几何主燃烧室的研究，其主燃烧室
结构如图 9 所示[53-54]，
其中第 2 旋流器的叶片可旋转，
使

小工况下进入头部的进气量减小，而在大工况下全部
旋流器打开，
从而增加头部进气量。试验证明，
这种可
变几何主燃烧室的贫油熄火极限可以达到主燃烧室的
图7

2.3.2

驻涡主燃烧室全环试验件及其模型

中国研究现状

设计要求（油气比为 0.0045），且在大工况下不会产生

可见冒烟。从技术上而言，可变几何燃烧组织技术可
以有效解决高油气比主燃烧室设计的基本矛盾。

中国针对驻涡燃烧技术的研究起步较早，其中何

小民等[14,50-51] 基于驻涡主燃烧室 3 头部试验件，开展

了不同头部进气方案，及驻涡区后体掺混空气入口位
置变化对其燃烧性能的影响研究和试验验证，得到了
影响驻涡燃烧特性的相关规律，并在中国首先获得
了 3 头部试验件的总压损失、燃烧效率、点火极限、贫

图8

了驻涡燃烧技术在高油气比主燃烧室工程设计上应

2.4.2

全工况流量调节可变
几何燃烧室

油熄火极限和出口温度场等综合性能参数，深入验证
用的可行性。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则针对双
驻涡腔的驻涡主燃烧室进行了理论研究和模型试验
验证，初步摸清了驻涡燃烧技术工程应用的关键技

图9

CF6-80 发动机可变
几何燃烧室截面

中国研究现状
中国针对可变几何主燃烧室的研究相对较少，徐

国平等[55] 针对一种可变几何径向旋流器（如图 10 所

术，形成相关的设计方法，特别是针对高空低压、低温
的苛刻工作条件下驻涡主燃烧室的综合性能，进行了
相应的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同时基于前期研究成果
设计了接近工程应用的驻涡主燃烧室扇形试验件，重
点研究了驻涡燃烧模式下的燃油供给、空气分配和油
气掺混对其燃烧性能影响的规律，在高油气比（far=
0.037）的试验条件下，将扇形试验件的总压力损失控

（a）旋流器

（b）旋流器

结构

控制角 β

图 10

（c）流通面积 As 与安装角度 β
之间的关系曲线

可变几何径向旋流器方案和流通面积调节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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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进行了流量特性、流量系数、流阻特性和流阻系数

性，尚未能在工程设计中得到广泛应用，而随着集成

的研究。其中几何可变的径向涡流器采用叶片安装

化制造和智能控制技术的发展，必将促进相关燃烧技

角可调来改变叶片通道面积，从而改变燃烧室的空气

术的发展和工程应用。

流量分配，以满足发动机不同工作状态下对燃烧空气

3.2

的需求。

热防护问题
[56]

高油气比主燃烧室设计将更加关注热端部件的

李功等 则针对一种径向可变几何旋流器（如图

随着航空发动机技术的发展，压气机的增压比进

11 所示）的开度特性进行计算和工程设计，根据主燃

一步提高，主燃烧室进口温度较常规燃烧室的大幅提

行优化设计，从而保证主燃烧室在较宽的油气比工作

气品质降低；而用于燃烧的空气量大幅增加，也导致

烧室的不同工况对流量分配和燃烧稳定性的需求进
范围内具有最佳的燃烧性能。

升（温升提升达到 10%～18%），用于火焰筒冷却的空
火焰筒冷却空气量的占比大幅降低。主燃烧室内部
燃烧油气比提升导致的燃烧温度升高与主燃烧室冷
却空气比例和品质降低的矛盾，已成为高油气比主燃
烧室工程设计所面临的又一技术矛盾。在高油气比
工作条件下火焰筒所承受的传热量进一步增加，燃油
喷嘴所承受的热辐射和对流换热也大幅提高，火焰筒
的耐久性问题，以及燃油喷嘴的结焦和积炭情况将比
常规燃烧室的更加突出。因此，高油气比主燃烧室的

（a）可变旋流器结构
图 11

（b）可变几何旋流器调节原理

旋流器结构和可变几何旋流器调节原理

虽然可变几何主燃烧室可以解决高油气比主燃
烧室设计的基本矛盾，但也存在调节机构和控制规律

工程设计将更加关注火焰筒和喷嘴的热防护问题，如
层板、浮壁结构等先进火焰筒冷却结构在设计中应用，
以及针对燃油喷嘴和头部的热防护开展专项结构设
计，
已成为高油气比主燃烧室部件设计的发展趋势。

复杂、火焰筒结构复杂和质量增加的缺点。因此后续

3.3

该技术的工程应用仍需解决控制机构设计和可变结

比主燃烧室性能优化的关键

实现低掺混条件下的出口温度场调试是高油气

构简化的相关问题，通过方案优化设计，获得结构简

高油气比主燃烧室出口温度大幅提高，为了保证

单、工程可行性高的变几何主燃烧室方案，才可能推

涡轮的耐久性，对主燃烧室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希

进变几何燃烧技术的工程应用。

3
3.1

高油气比燃烧技术的发展趋势
分级/分区燃烧技术的工程应用仍是高油气比

主燃烧室发展的关键

望其出口温度场 OTDF 不大于 0.3，甚至更低。但是

主燃区燃烧空气量的增加导致主燃和掺混空气量大
幅减少，部分方案甚至取消了主燃孔的射流空气，致
使回流区的控制和燃烧室出口温度场的调试更加困
难。因此在高油气比主燃烧室设计中，合理设计空气

高油气比燃烧组织模式是保证主燃烧室全面满

的分配，采用低掺混空气量实现主燃烧室出口温度场

足各油气比状态下燃烧性能的关键；目前来看分级/

的调节，已成为高油气比燃烧室设计优化的关键。通

分区燃烧是高油气比燃烧组织模式发展的主要趋势，

过开展低掺混条件下主燃烧室出口温度场的调试技

在低工况下，采用预燃级（值班级）供油燃烧 ；在高工

术研究，以及采用头部分区多点供油和出口温度场主

况下，均采用分级供油、分区组织燃烧的策略，可有效

动控制技术提升主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的均匀性，已

地解决大状态下冒烟不可见和在更宽的油气比范围

成为高油气比燃烧室的工程设计所关注的又一技术

内可靠工作的问题。通过对多种燃烧模式的工程应

发展趋势。

用情况分析可知，多级旋流和中心分级燃烧技术可在

3.4

油气比>0.037 时满足高油气比主燃烧室工程设计的

用比例将进一步提高

高油气比主燃烧室设计中新型耐高温材料的应

需要。而驻涡和可变几何主燃烧室虽然可满足高油

随着高油气比主燃烧室燃烧温度的提高，以及高

气比主燃烧室设计需求，但因其结构和控制的复杂

推重比发动机对部件减重的要求，轻质高耐温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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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及其在主燃烧室上的工程应用，已成为高油气比
主燃烧室工程研制关注的关键技术。以火焰筒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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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达到甚至超过 TRL6 一级。虽然中国在高油气比主

燃烧室的工程设计和应用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

的材料为例，通常采用 GH3536 和 GH5188 合金，而性

展，实现了在整机层面上的集成验证，但是与国外高

1000℃。当主燃烧室油气比提高到 far>0.040 后，火焰

中国仍需针对高油气比主燃烧室设计的要求，加强高

能 较 好 的 GH5188 合 金 的 长 期 许 用 温 度 为 900～

油气比燃烧技术的高度工程应用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筒即使采用复合冷却技术也将难以满足高温合金的

油气比燃烧组织模式、燃烧部件热防护、新型耐温材

耐温限制，而采用如碳化硅纤维增强的碳化硅基复合

料工程应用技术和燃烧室设计/试验方法的研究，才

材料将有效提升燃烧室的耐温能力（长期许用温度为

能实现在高油气比主燃烧室上的技术突破，有效地支

1350 ℃），且密度仅为高温合金的 30 %，可有效解决

撑高油气比主燃烧室的工程设计。

火焰筒的耐温问题，并实现减质。针对高油气比主燃
烧室设计的需求，开展轻质耐高温复合材料火焰筒结
构设计和工程制造方法研究，以及轻质的钛铝基合金
主燃烧室承力零部件的设计方法和工程应用研究，提
高新型材料在主燃烧室设计中的应用比例，将有效推
进高油气比主燃烧室工程设计技术的发展。
3.5

高油气比主燃烧室的工程设计需要发展与之适

应的设计和试验方法
目前常规主燃烧室的设计方法已无法适应高油
气比主燃烧室的工程设计要求，同时随着主燃烧室燃
烧温度的提高，对燃烧试验和测试技术也提出了新的
要求。针对高油气比主燃烧室特点，发展针对高油气
比主燃烧室设计和 3 维 2 相数值分析技术，构建流场

和综合性能评估方法，形成高油气比主燃烧室设计/
仿真体系，指导高油气比燃烧室的工程设计；发展主
燃烧室高温测量技术，并将光学测试方法推广应用到
火焰筒内部流场和油雾浓度场的测试中，提高适用高
油气比主燃烧室综合性能试验能力，才能为高油气比
燃烧室的设计、评估和优化提供有效的试验和测试手
段。发展与高油气比主燃烧室的工程研制相适应的
设计和试验方法，已成为高油气比主燃烧室技术发展
的必然趋势。

4

总结
美国和欧洲通过实施高性能航空发动机计划，开

展了高油气比主燃烧室设计和工程应用研究，依靠数
值模拟、元件试验、整机试验等研究手段逐步实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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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叶片气弹稳定性与强迫响应分析
韩

乐 1，王延荣

1，2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江西研究院，南昌 330096）
摘要：针对由叶轮机械转子叶片流致振动引起的叶片高循环疲劳失效的突出问题，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叶片流致振动特性进
行预测分析。常见的流致振动问题包括气弹稳定性和强迫响应，分别以压气机和高压涡轮转子叶片为例给出了气弹稳定性和强
迫振动响应的分析方法及其流程。对于压气机叶片，采用能量法和特征值法进行了气弹稳定性计算。结果表明：气弹稳定性结果
相互吻合，在高阶模态下的气动阻尼比在低阶模态下的更小，根据振型特征确定危险点位于叶尖近前缘和近尾缘部位，在该部位
可能导致叶片掉角；对于高压涡轮叶片，分析了其强迫振动响应特征。结果表明：叶片非定常气动激励主要来源于上游导叶，在设
计状态下其频率距离转子叶片第 5 阶模态频率较近，并对危险模态阶次的共振应力进行分析，在 0.14% 阻尼下振动应力最大可达
134 MPa。

关键词：转子叶片；气弹稳定性；强迫振动响应；能量法；特征值法；非定常气动激励；振动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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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Aeroelastic Stability and Forced Response of Rotor Blades
HAN Le1，WANG Yan-rong1，2
（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2. Jiangxi Research Institute，Bei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96，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prominent problem of high cycle fatigue failure of blade caused by flow-induced vibration of turbomachinery

blade，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predict and analyze the flow-induced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lade. The common flowinduced vibration problems include aeroelastic stability and forced vibration response. Taking compressor and high-pressure turbine

blades as examples，the analysis methods and processes of aeroelastic stability and forced vibration response were given. For the compres⁃
sor blade，the energy method and the Eigenvalue method were used to calculate the aeroelastic st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eroelas⁃
tic stability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and the aerodynamic damping in the high-order mode is smaller than that in the low-or⁃
der mod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bration mode，the dangerous point is located near the leading edge and trailing edge of

the blade tip，which may cause the blade to crack at tip corners. For the high pressure turbine blade，the forced vibration response charac⁃
teristic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nsteady aerodynamic excitation of blades is mainly from the upstream guide vane. The

frequency is close to the fifth mode frequency of the rotor blade in the design state. The resonance stress of dangerous modal order is ana⁃
lyzed，and the maximum vibration stress can reach 134 MPa under 0.14% damping.

Key words：rotor blade；aeroelastic stability；forced vibration response；energy method；Eigenvalue method；unsteady aerodynamic ex⁃

citation；vibration stress

0

引言
叶轮机械中的气动弹性现象导致叶片高循环疲

愈加突出。
气动弹性失稳（颤振）是弹性系统在气流中的耦

劳失效，其中气动弹性失稳和强迫振动响应是 2 个主

合自激振动，属于气动弹性力学中的动稳定性问题。

要方面。随着航空发动机性能的大幅提升，叶片气动

当转子叶片发生颤振时，流体激励源于叶片振动本

负荷增大，结构更加紧凑，颤振和强迫振动响应问题

身，在激励与振动相互作用下短时间内振幅急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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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进而造成叶片破坏。目前常用的气动弹性稳定性
分析方法包括能量法

[1- 2]

和特征值法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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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rdos 等 和

He 将相位延迟（phase lag）法应用于气弹稳定性预
[6]

测 ，使 能 量 法 的 计 算 速 度 大 幅 提 高 ；通 过 结 合

Hanamur 等 研究的影响系数法使特征值法的分析效
[7]

定性预测，由于耦合法计算量过大，难以应用于工程，
一般多用于校核所发展的新方法。下面主要介绍颤
振预测的能量法和特征值法。
1.1.1

能量法
假设颤振以叶片某一阶固有振型出现，通过计算

率显著提高；赵瑞勇等 和 Fu 等 利用上述方法对风

1 个振动周期内叶片与流场间的能量交换来预测颤

转子叶片强迫振动响应通常是由前排叶片尾迹

定常气动功总和 Waero 为正，则叶片发生气动弹性失

[8]

[9]

扇叶片的气动弹性稳定性也进行了分析。

振。如果 1 个振动周期内周围气流对叶片所作的非

或下游叶片的势扰动引起的，激励频率与转子转速和

稳，如果考虑机械阻尼，则机械阻尼耗散功与气动功

引起激励的结构特征直接相关，且不受叶片振动的影

之和决定了系统的稳定性。

响。基于解耦方法来分析叶片强迫振动响应。Kielb
等 将强迫响应问题的求解分为 3 个阶段：识别来自
[10]

上下游流动的不均匀性；计算叶片非定常气动力；获

取叶片振动响应。文献[11-12]中将最后 1 个阶段又分
为非线性结构建模和柔性叶片的气动弹性响应求解。

此外，还可以采取耦合法分析叶片气动弹性问
题，包括强耦合法和弱耦合法。强耦合法是将流体力
学控制方程和结构动力学方程统一求解，由于 2 个计

算域的时间和空间尺寸相差偏大，此方法求解难度较
大，且计算量也极大；弱耦合法则利用每个子系统原
有的求解方法，通过固体域与流体域相关边界条件的
交替迭代更新数据，实现对耦合作用的模拟，虽然耗
费很多计算资源，但部分学者仍采用该方法分析气动
弹性问题。Sadeghi 等[13] 采用时域法分析了 NASA67
转子叶片扭转模态下的气动弹性，发现在某折合频率
下叶片会出现失稳现象；徐可宁[14]自主编写了有限元
程序，结合计算流体力学软件分析了错频叶盘振动的
局部化现象；Espinal[15]利用弱耦合方法分析了某轴流

跨声速叶片的气动弹性问题，验证了相位延迟法的可
靠性。在多数情况下，由于考虑到计算能力，利用弱
耦合法在多级环境中分析气动弹性问题通常仍是难
以开展的。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分别以压气机转子叶片和
高压涡轮转子叶片模型为例，对气动弹性稳定性和
强迫振动响应进行了分析，给出了压气机转子叶片
气动弹性稳定性特征和高压涡轮转子叶片强迫振
动响应特征。

1
1.1

分析方法
气动弹性稳定性分析方法
目前多采用能量法和特征值法进行气动弹性稳

基于能量法预测颤振的主要流程如下：
（1）计算叶片的固有模态，分析中可考虑稳态气
动力和离心力的影响；
（2）将所关注的叶片固有模态位移映射到流场网
格叶片表面上；
（3）指定流场中的叶片按照所得到固有模态振
动，进行非定常流场分析；
（4）计算收敛后，提取叶片表面的力和位移，计算
1 个振动周期内的非定常气动功，
进而得到气动阻尼；

（5）根据气动阻尼的正负判断系统气弹稳定性。
在得到叶片表面节点集中力和节点位移后，非定

常气动功可表示为
1
W aero = ∑∑ ( F ij + F ij - 1 ) ⋅ ( D ji - D ji - 1 )
i = 1j = 1 2
n node n tstep

（1）

式中：i 为节点编号；nnode 和 ntstep 分别为叶片表面流体
节点总数和 1 个振动周期内的时间步数；j 为时间步

编号；F 为节点集中力，N；D 为节点相对于叶片平衡
位置的位移，m。

本 文 以 Moffatt 等[16] 提 出 的 气 动 模 态 阻 尼 比

（Aerodynamic Modal Damping Ratio，AMDR）来表征气

动阻尼的大小，基于等效黏性阻尼的概念，气动模态
阻尼比 ζ aero 可表示为
ζ aero = -

W aero

2πq2 ω2

（2）

式中：q 为指定模态的正则化幅值；ω 为给定模态的固
有振动圆频率，rad/s。

基于等效黏性阻尼的形式，可直接与机械阻尼等

代数相加得到总阻尼。
在相位延迟边界条件下，通过存储 1 个周期内边

界面上的所有信息实现对模型的简化[5]。再利用时

间范畴的傅里叶级数分解见式（3），进一步避免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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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边界上的全部信息，仅需存储傅里叶系数 An 就可

为常数。将式（8）带入式（6）中，可得到如下的特征值

( A - Ω 2 ) q = λ2 q

在后处理中通过这些系数求出任意时间点的变量信
[6]

息 。
f (t)=

∑A e
M

n

n = -M

通过求解式（10）所表示的特征值，便可得到复特
-i( ωnt )

（3）

在该方法中，叶片所引起振动诱发的非定常流场
ω
被分解成基频（ ）的各次谐波。
2π
当考虑非零叶间相位角时，需要指定相邻叶片按
照一定的时间相位差振动，
相邻 2片叶片振动时间差为
σ
Δt =
（4）
ω
式中：σ 为叶间相位角。
1.1.2

（10）

特征值法
对于调谐叶盘结构系统，不考虑机械阻尼时，物

征值 λ，其中实部代表阻尼，虚部代表频率。系统发
生颤振（气弹失稳）的依据为：存在特征值满足
Re ( λ ) > 0

1.2

（11）

当 Φ 为质量归一模态振型时，气动阻尼表示为
Re ( λ )
ζ aero = （12）
Im ( λ )
强迫振动响应分析方法

在强迫振动响应分析中，当叶片发生振动时，其
表面的压力扰动主要源于上下游气流的周期性激励，
而与叶片本身的变形关系不大。因此，先计算 1 个叶

片扫掠周期内刚性叶片周围的非定常流场，再将其作
为外部激励施加于叶片的有限元模型上。虽然这种

理坐标系的运动方程为
Mü + Ku = f

（5）

式中：u 为位移向量；M、K 和 f 分别为质量矩阵、刚度

假设对计算精度的影响不大，但可以极大地提高计算
效率，适用于工程分析，其分析流程如图 1 所示。

矩阵和叶片振动所引起的非定常气动力向量。
假设叶片按照简谐形式振荡 u = Ueλt，并将位移

幅值向量 U 写成模态叠加的形式，式（5）可表示为

( Ω + λ2 I ) q = ΦT F

（6）

式中：
Φ 为模态矩阵；
q为模态位移向量；
Ω 为对角矩阵。
当 Φ 中只包含某一阶模态时，Ω 的表达式为
2

éω 1
Ω = ê⋮
ê
ë0

⋯
⋱
⋯

0ù
⋮ú
ú
ω 2N û

（7）

式中：Ω 中各元素为叶片各阶次频率的平方。
对于调谐系统，式（7）的各对角线元素相等，每个
元素代表相应叶片的固有频率，通过修改对角线元素
便于引入错频。
当结合影响系数法时，式（6）中模态坐标系下的
气动力向量可表示为
F = Aq

（8）

式中：A 为模态坐标系下的气动力影响系数矩阵，代
表了各叶片对参考叶片的影响，对调谐系统，A 为循
环矩阵，有如下形式
é A0
êêA
N-1
A = êê
êê ⋮
ë A1

A1
A0
⋮
A2

⋯
⋯
⋱
⋯

AN - 1ù
A N - 2 úú
ú
⋮ úú
ú
A0 û

图1

强迫振动响应分析方法及流程

主要步骤为：
（1）建立叶片流体域计算模型，进行定常模拟；
（2）建立叶片有限元模型，进行模态分析；

（9）

当仅考虑 1 阶模态时，式（9）中的各分块矩阵变

（3）通过叶片 Campbell 图确定共振转速，明确重

点关注的模态阶次；

（4）结合模态分析结果，找到所关注模态阶次振
动应力较大的位置作为瞬态计算的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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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析在转静干涉作用下的非定常流场特征，
并提取 1 个周期内叶片表面非定常气动力；

（6）计算在共振状态下叶片强迫响应特征，当振

动稳定后终止计算；
应，利用傅里叶变换分析动应力特征。

压气机转子叶片气动弹性稳定性分析

2.1

（间隙内 13 层）；单通道网格约为 26.1 万。湍流模型

选择标准 k-ε 双方程模型，第 1 层网格距壁面距离为
1×10-5 m。进口给定总温、总压和速度方向，出口给
定静压条件，相关条件由多级计算结果提取。计算结

（7）给出各监测点沿应力最大方向的动应力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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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见表 3。从表中可见，转子的气动效率较高。在不
同条件下叶尖流场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此时为
在亚声速条件下叶片全展向工作。
表3

计算模型
以高压压气机模型中间级的转子叶片为研究对

27.19

级条件

象，相关设计和材料参数见表 1。建立孤立转子叶片

定常流场计算结果

流量/（kg/s）

边界条件

效率/%

总压比

96.4

1.440

模型并计算在级条件下的气动阻尼，各参数包括进口
总温、总压和气流角、出口静压，见表 2，其子午面流
道如图 2 所示。
表1

转子叶片的无量纲设计参数和材料参数
无量纲参数

84.5%

叶根前缘半径

13.4%

叶尖弦长 C

（a）95% 叶高（b）50% 叶高 （c）5% 叶高
图 4 典型叶高下的流场

0.46%C

热态叶尖间隙

100%

转速

4500 kg/m3

材料密度

124 GPa

弹性模量

0.301

泊松比

表2

设计值
1

叶尖前缘半径

进一步给出了多级环境和孤立转子模拟（级条件
下）50% 叶高截面的压力分布，
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
见，
压力面吻合较好，
吸力面存在一定差异。其原因是
在多级环境下，
流动偏离设计状态并逐级放大所致。

级条件下进出口
平均参数

参数

数值

进口总压

285 kPa

进口总温
进口气流角
出口静压

2.2

400 K
40°

210 kPa

图 2 转子叶片及上下游流道

定常流场分析
建立转子叶片的流场

计算模型，根据叶片在多

图5

级环境中的位置截取计算

典型叶高叶片表面压力分布

域 ，如 图 3 所 示 。 计 算 网

2.3

流向布置 69 层网格；周向

所示。从图中可见，采用 8 节点 6 面体单元，分别沿径

区 33 层 和 叶 片 周 围 O 网 图 3 转子叶片定常流场分析
格 13 层）；径向布置 53 层
计算域

置 3 层 网 格 节 点 ，节 点 和 单 元 总 数 分 别 为 3567 和

格采用 O4H 拓扑结构，沿

布置 57 层网格（包括主流

模态分析

建立转子叶片有限元模型及冷热态叶型，如图 6

向和弦向各布置 41 层和 29 层网格节点，厚度方向布
2240。在设计转速下的静力分析结果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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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分别通过式（2）和式（12）计算气动阻尼。
以第 8 阶模态为例，叶片表面非定常气动力幅值

分布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对高阶模态而言，参

考叶片振动引起的非定常气动力主要集中在中间 2~
3 个通道内。
图6

图7

转子叶片有限元模型
和冷热态叶型对比

叶片在离心力

作用下的静变形

由离心力作用引起的最大静变形约为 0.55 mm。随

（a）吸力面

后进行含预应力的模态分析，重点考查叶尖前缘附近
应力较大的振型(第 4 和 7~9 阶模态)，其振型和模态
应力分布如图 8 所示。

（b）压力面
图 10

第 8 阶模态下叶片表面非定常气动力幅值

在第 8 阶模态下气动阻尼随节径的变化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通过 2 种方法得到的气动阻尼较
为一致，特别是最小气动阻尼相互吻合。

图8

2.4

转子叶片振型（左）和模态应力（右）

振荡流场和气动阻尼分析
分别采用能量法和特征值法对转子叶片的气动

阻尼进行分析。非定常流场的多通道计算域如图 9

图 11

所示。在计算过程中指定叶片按照不同模态振动，分
析各节径下的气动阻尼。在设置叶片振幅时，按照
50 MPa 振动应力对应的振

在各阶模态下最小气动阻尼及其对应的节径见
表 5。从表中可见，高阶模态气动阻尼反而更小，若

幅进行折算，
得到各阶振幅

附近存在激励成分，可能引起较显著的振动应力。结

和 AF 值，见表 4。AF=2πfA，

合图 8 中模态分析结果，一旦激起第 7、8 和 9 阶模态，

代表了叶片的振动速度。

在叶尖近前缘和近尾缘区域可能出现较大的振动应
力。在第 4 阶模态下，气动阻尼随模态频率增加而减

以定常计算结果作为非定
常 计 算 的 初 始 流 场 ，在 1

小。因此对该转子叶片而言，需要重点关注第 2 阶弦

个 振 动 周 期 内 划 分 60 个

向弯曲（第 7 阶模态）和第 8、9 阶模态的气动阻尼。

非定常时间步，当流场参

表5

数达到稳态振荡时停止计 图 9 非定常流场计算域模型
表4

在设计转速下叶片的动频、振幅及 AF 值

阶次

动频/Hz

4（1C）

5864.1

8

11149

7（2C）
9

10453
11568

第 8 阶模态下气动阻尼

模态阶次

不同模态下的最小气动阻尼及其节径数
能量法

特征值法

阻尼/%

节径

阻尼/%

节径

振幅 A/ mm

AF（
/ m/s）

4（1C）

0.427

60

0.425

60

0.0396

2.60

8

0.241

60

0.240

60

0.0847
0.0473
0.0669

3.12
3.31
4.86

7（2C）
9

0.285
0.229

30
47

0.288
0.230

29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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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以第 8 阶模态为例，最小气动阻尼所在节径

下叶片表面的气动功密度分布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
可见，叶身表面大部分区域气动功幅值接近 0，只是
在叶尖近前缘区域有 1 个明显的负功区。

经过整数时间步后通过彼此 1 个叶片栅距。
3.2

定常和非定常流场分析

在叶片压力面和吸力
面 的 90%、70% 和 50% 叶

高 大 约 10%、50% 和 90%
弦长处分别设置压力监测
点，如图 14 所示。为保证

信号的周期性，提取压力

图 14

叶片表面监测点

信号完整周期进行傅里叶分析。以弦向 S1 位置的 3

个监测点为例，压力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 15 所示，
（a）吸力面
图 12

3

此时流场中存在多个扰动成分。

（b）压力面

第 8 阶模态 60 节径下气动功密度

强迫振动响应分析

3.1

计算模型
对涡轮模型的高压

转子叶片进行分析，其流
场 计 算 域 如 图 13 所 示 。

图 15

从图中可见，模型包括高
低压涡轮转子、上游进口

图 13

导叶和下游支板。模型

涡轮叶片 CFD
计算模型

中的设计参数和设计工况下的进出口边界条件见表
6。4 排叶片不满足约化条件，所以采用全环模型进

行非定常计算。在计算域中各排叶片的网格见表 7。
每排叶片各通道的网格拓扑和网格数保持一致。在

监测点压力随时间的变化

以吸力面 S1 和 S3 监测位置为例，对叶片表面监测

点的压力数据进行时频分析，得到频域信号如图 16
所 示 。 从 图 中 可 见 ，主 要 激 励 为 上 游 进 口 导 叶

（12192 Hz）及其倍频成份和在尾缘附近存在低压涡
轮引起的激励（37060 Hz）。

非定常计算中给定时间步，确保高、低压涡轮叶片均
表6

涡轮转子叶片无量纲设计参数和进出口气动参数
无量纲参数

设计值
1

高压涡轮转子叶尖切线速度

0.765

低压涡轮转子叶尖切线速度

图 16

1.012

低压涡轮转子叶尖前缘半径

0.15

尾缘存在明显的激波结构，导致低压叶片带来的势扰

各排叶片网格数

万

叶排

单通道

全环

进口导叶

7.9

150

16.8

555

高压
低压
支板
总网格数

15.44
8.2

监测点非定常气动力频谱分析

果如图 17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高压涡轮转子叶片

1264.77 K

进口总温
进口马赫数

（b）吸力面弦向位置 S3

流场 90% 和 50% 叶高截面的相对马赫数分布结

1.18 MPa

进口总压

表7

（a）吸力面弦向位置 S1

1

高压涡轮转子叶尖前缘半径

448
98

1251

动难以向上游传播，因此高压涡轮转子叶片主要感受
来自进口导叶带来的扰动，幅值可达 60~70 kPa。
3.3

模态分析

基于流场模型建立有限元模型，如图 18 所示。

通过叶片冷热态转换获得冷态叶型[17]。采用 8 节点 6

面 体 单 元 ，其 中 节 点 数 为 3450，单 元 数 为 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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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 阶模态之间，低压涡轮带来的激励靠近第 16 阶

模态。因此，重点关注高压涡轮叶片在上述几阶模态
和激起振动所需能量较低的前 3 阶模态，模态频率见

表 8。从表中可见，离心力使叶片刚性增强，频率加
大；温度使叶片固有频率降低。
表8
（a）90% 叶高
图 17

（b）50% 叶高

90% 和 50% 叶高截面相对马赫数分布

高压涡轮叶片主要阶模态固有频率（Hz）和阻尼
只考虑

只考虑

动频（考

温度

离心力

虑温度）

ζi/%

4241.2

3763.8

4481.4

4030.9

0.0003

9246.9

8241.3

9650.9

8684.8

0.00033

12719

0.00041

阶次

静频

1
3

2

7617.3

4

12150

5

6824.8

12237

12650

10676

14381

37762

对高压涡轮叶片进行静力分析，在温度场和离心

载荷（100% 转速）作用下高压涡轮的静变形如图 19
所示。从图中可见，温度场形成较大的径向变形，离

心力和气动力则使叶片更加“展开”，形成较大的周向
变形。在几种载荷影响下，叶片最大变形均出现在叶
尖尾缘区域。

0.00037
0.00106

根据模态应力较大点
确定强迫振动响应分析的
监测点，
如图 21所示。各阶

模态应力和振型分布如图
22 所示。模拟贴应变片的

方式并结合模态分析结果，
根据式（13）确定高压涡轮
监测点的监测方向，
见表9。

图 21

高压涡轮叶片振动

应力监测点位置

不同载荷下高压涡轮叶片静变形

进行含预应力的模态分析，结合前排导叶和低压

图 22

涡轮的激励得到高压涡轮转子叶片的 Campbell 图，如

图 20 所示。在设计转速下，进口导叶通过频率位于

主要模态阶次振型（上）和模态应力分布（下）
表9

阶次
1

节点编号
823

-0.28453

0.73849

2879

-0.15771

0.98686

-0.03523

-0.33872

0.42863

0.83758

4

2303

16

应力方向
ny

2219

5

高压涡轮监测点的应力方向
nx

2
3

2225
2303

(σ

x

-0.32424
-0.27524
-0.32623

0.6619

0.71261
0.4692

- σ ) n x + τ xy n y + τ xz n z = 0

τ yx n x + ( σ y - σ ) n y + τ yz n z = 0
τ zx n x + τ zy n y + ( σ z - σ ) n z = 0

图 20

0.0003

高压涡轮叶片有限元模型

K447A 为叶片材料。

图 19

7719.2

10580

14306

16

图 18

6714.5

高压涡轮转子叶片 Campbell 图

式中：nx、ny 和 nz 为最大应力方向余弦。

nz
0.6113

0.67583
0.64531
0.8206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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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应力分量确定最大振动应力为
σ n = n 2x σ x + n 2y σ y + n 2z σ z + 2n x n y τ xy
+2n y n z τ yz + 2n x n z τ xz
3.4 强迫振动响应分析
3.4.1

89

乐等：转子叶片气弹稳定性与强迫响应分析

激励频率更接近第 5 阶模态固有频率，但此时尚未达
（14）

到共振状态，最大振动应力出现在第 3 阶模态频率
下，约为 12 MPa（阻尼为 0.033%）。

模态阻尼
在瞬态响应计算中阻尼以瑞利阻尼形式给出
C = αM + βΚ

（15）

式中：系数 α 和 β 由任意 2 阶模态确定。假设该 2 阶模
态的阻尼比分别为 ζi 和 ζj，
频率值分别为 ωi 和 ωj，
则
α=

2 (ζi ωj - ζj ωi)

(ω - ω )
2 (ζ ω - ζ ω )
β=
(ω - ω )
2
j

j

2
i

j

2
j

i

ωi ωj

（16）

i

（a） 第 3 阶模态最大主应力方向对应的振动应力

2
i

确定系数 α 和 β 后，得到任意阶模态的阻尼比
βω i
α
ζi =
+
（17）
2ω i
2
由于高压涡轮为整体叶盘结构，其结构阻尼较

小 ，参 考 文 献 [14]，取 叶 片 第 1、2 阶 模 态 阻 尼 比 为
0.03%，此 时 阻尼系数 α 和 β 分别为 9.55356 × 10-9 和

8.79657×10-9，
由式（17）得到主要阶模态阻尼比（表 8）。
3.4.2

监测点振动应力

在瞬态动力学分析中，为保证得到稳态响应解，

在计算过程中首先通过设置较大的阻尼系数使瞬态
响应部分在短时间内快速衰减。在计算收敛后，某监

（b） 第 4 和 16 阶模态最大主应力方向对应的振动应力
图 24

高压涡轮转子叶片监测点的振动应力

测点时域结果如图 23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时间

3.4.3

最后 1 个周期的结果用于振动应力分析。

计算过于耗时，且第 5 阶模态共振转速较为靠近计算

推进，叶片响应逐渐趋于较为稳定的周期振动，提取

危险模态共振状态分析
进一步分析共振状态下的响应特征。由于流场

转速，工况偏差较小，故利用频率缩放技术对共振状
态进行快速评估。由模态分析结果可知，第 5 阶模态
危险点为图 22 中节点 2225。对转速进行缩放，使激

励与固有频率接近，得到 104% 转速下模态频率、激
励频率和阻尼，见表 10。
表 10

图 23

瞬态响应计算监测点周向振动应力的收敛情况

104% 转速下模态频率、激励频率和阻尼

转速/%

固有频率/Hz

激励频率/Hz

104

12724

12679

ζi/%

0.00137

对激励频率进行缩放，研究高压涡轮转子叶片在

以节点 2879 和 2303 为例，提取高压涡轮转子叶

上述转速下的响应特征，近叶尖处监测点时域结果如

如图 24 所示。对高压涡轮叶片而言，振动主要由上

明显的放大特征，表明此时激励频率与叶片固有频率

片监测点稳态振动应力并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结果
游进口导叶引起，在低阶模态上振动较为显著。虽然

图 25 所示。从图中可见，
随着时间的推进，
振动表现为

十分接近。提取最后 1个周期结果用于振动应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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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转子涡扇发动机碰摩振动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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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某双转子涡扇发动机转子叶片-机匣碰摩振动问题，建立了新型叶片-机匣碰摩的力学模型。将所提出的碰摩模型
应用于某型发动机转子-支承-机匣整机模型中，开展了高压涡轮转子叶片和高压涡轮机匣的碰摩仿真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碰摩
导致整机振动值较大幅度的增大，同时伴随着高压转子倍频和高低压组合频振动成分。对某发动机整机试车振动数据分析表明：
其振动偏大主要是由于工作过程中转子和静子机匣的热变形不协调导致的高压涡轮转子叶片和高压涡轮机匣的碰摩引起的，主
要特征表现为振动总量和高压基频振动的增大，同时伴随明显的高压 2 倍频振动和高低压组合频振动。仿真分析结果与发动机
实测振动数据基本一致。

关键词：转静子碰摩；高压涡轮转子叶片；高压涡轮机匣；热变形；整机振动；双转子涡扇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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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ual-rotor Turbofan Engine with Rub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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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rotor blade-casing rubbing vibration of a dual-rotor turbofan engine，a new mechanical model of

blade-casing rubbing was established. The new model was applied to the whole engine rotor-support-casing model，and simulation analy⁃

sis of rubbing of high pressure turbine rotor blade-casing was comple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hole engine vibration would be in⁃
creased greatly by rubbing，and there would be multiple frequency of high pressure rotor and the combination frequency of high pressure ro⁃
tor and low pressure rotor. The analysis of the test data of a whole engine shows that the increase in vibration was caused by rubbing of high

pressure turbine rotor blade-casing，and the reason of rubbing is that the thermal deformation of the rotor and stator casing is not coordinat⁃

ed during working process. The increase in the total whole vibration and high pressure rotor frequency vibration，and with the obvious vibra⁃
tion of twice-fold frequency of high pressure rotor and the combination frequency of high pressure rotor and low pressure rotor were main
characteristic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gree well with the measured data of the engine vibration.

Key words：rotor-stator rubbing；high-pressure turbine rotor blades；high-pressure turbine casing；thermal deformation；whole en⁃

gine vibration；dual-rotor turbofan engine

0

引言

所以一般研究航空发动机转子和静子之间的碰摩。

航空发动机结构复杂、工况多变，其工作过程中

在发动机运转过程中，由于转子不平衡、转子与静子

常会发生碰摩。碰摩是航空发动机中最常见的故障

径向间隙过小，轴承座同心度不良等，均可能导致转

之一，也是引起航空发动机整机振动偏大问题的重要

子与静子碰摩，并导致振动加剧[1]。

因素之一。最常见的是转子与机匣之间的碰摩，高压
转子和低压转子之间的碰摩虽也有发生，但不多见，

有关碰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转子旋转机械方
面，近年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开始研究双转子碰摩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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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发动机实际叶片布局，将 N 片叶片设为均匀

特征。陈果等[2]建立了一种含新型叶片-机匣碰摩模
型的转子-支承-机匣耦合动力学模型，开展了碰摩
[3]

故障仿真并进行了试验验证；曹登庆等 开展了基于
滞回碰摩力模型的转子系统碰摩响应研究，分别针对
带有碰摩力滞回特性的碰摩模型和线性碰摩模型对
转/静子碰摩的动力学响应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廖明

分 布 。 在 t 时 刻 ，第 i 片 叶 片 与 x 轴 的 夹 角 为 θ bi =
2πi/N + ω r t。

不妨设 t 时刻转子振动位移为 x r，y r；机匣振动位

移为 x c，y c。不难计算得 t 时刻转子叶片和机匣在径
向位移 r bi 和 r ci 分别为

ìr bi = x r cos( θ bi ) + y r sin ( θ bi )
í
îr ci = x c cos( θ bi ) + y c sin ( θ bi )

[4]

夫等 针对发动机转子／机匣间隙小，转速控制存在
延迟，碰摩故障发生可能导致的发动机转子弯扭耦合

（1）

又设在 θ bi 角处，转静子之间的间隙为 c ( θ bi )。则

振动的特征，建立了计及陀螺力矩的弹性支承-柔性
转子-弹性静子系统的碰摩故障模型，对碰摩导致的

在 t 时刻，转子第 i 片叶片与机匣的碰摩的判断条件

弯扭耦合振动进行了理论推导和分析。在碰摩研究

为：r bi - r ci > c ( θ bi )。当不满足碰摩条件时，碰摩力为

领域，主要集中在碰摩模型研究
碰摩响应分析

[10-11]

[5-7]

、动力学建模

、碰摩引起的弯扭耦合振动

[8-9]

[12-14]

与

、碰

摩非线性振动[15-17] 等方面或基于试验器转子开展的
碰摩相关的试验研究

[18-19]

零；当满足碰摩条件，转静子碰摩后，作用于转子第 i

（i=1，2，…，N）片叶片上的碰摩力法向力为
F iN = k r ( r bi - r ci )

，而对于基于真实发动机碰

分解在 X 和 Y 方向上的力分别为

摩故障特征的研究并不多见。
本文结合双转子碰摩仿真、试车振动表现和发动
机分解检查情况，对双转子涡扇发动机的碰摩振动特

ìF iNx = -k r ( r bi - r ci ) cos( θ bi )
í
îF iNy = -k r ( r bi - r ci ) sin ( θ bi )

（3）

F iT = fF iN = fk r ( r bi - r ci )

（4）

碰摩力切向力为

征进行了研究。

1

叶片-机匣碰摩模型

分解在 X 和 Y 方向上的力分别为

ìF iTx = fk r ( r bi - r ci ) sin ( θ bi )
í
îF iTy = -fk r ( r bi - r ci ) cos( θ bi )

航空发动机碰摩问题相对复杂，为此建立了叶
片-机匣碰摩故障模型，相比传统的弹性系统碰摩模

{FF

静子间隙变化对碰摩力的影响。利用该模型可开展
转子叶片和机匣单点、局部及整圈的碰摩规律分析。
如图 1 所示。在转静子间

C

N 为转子叶片数目，wr 为
转子转速。

0

2π

FiT

2

ωr

（c）转静碰摩力
叶片-机匣碰摩模型

（7）

双转子涡扇发动机碰摩仿真分析
本文以典型小涵道比双转子航空发动机为研究

FiN

θbi

x

图1

（6）

显然，在 t 时刻作用于转子的碰摩力为 N 片叶片

α

对象。发动机为带有中介轴承的双转子结构，是典型

c

（b）转静间隙

iy

= F iNx + F iTx
= F iNy + F iTy

N
ì
F
=
ï x ∑F ix
ï
i=1
í
N
ï
ïF y = ∑F iy
i=1
î

（a）转静间隙分布

y

y

ix

碰摩力之和，即

隙分布曲线 C（a）中，kr 为

碰摩刚度，f 为摩擦系数，

（5）

在 t 时刻作用于转子第 i 片叶片上的碰摩力为

型，叶片-机匣碰摩故障模型能够分析叶片数目、转

新型叶片-机匣碰摩模型

（2）

x

的盘、鼓筒和轴组成的混合式转子。发动机共有 5 个

支点支撑，低压转子为 1-1-1 支承方式，高压转子为
1-0-1 支承方式，高低压转子反向旋转，如图 2 所示。

根据发动机结构模型建立了双转子涡扇发动机

整机仿真分析模型，如图 3 所示。整机模型中包含转

子、静子承力系统等，可计算模拟高压涡轮转子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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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压涡轮机匣碰摩振动响应。

K2 K3

典型双转子发动机结构

拉杆

内涵机匣

支板

支板

涡轮机匣

外涵机匣

中介机匣

低压转子

高压转子
K2

K1

图3

幅值/g

风扇机匣

K5

K3

叶片-机匣碰摩仿真的计算时间历程见表 1。从

表中可见：

（1）在第 0～28 s，设置转静间隙很大，其目的是

为了避免转静碰摩；

（2）在第 28～30 s，转静间隙降至 0.5 mm，转静间

30

3600

11000

3000

100

转静间隙/
mm
10

9000

9000

10

幅值/g

3000

28

幅值/g

叶片-机匣碰摩时间历程设置

1000

0.5

15000

0.5

按照上述条件进行双转子涡扇发动机高压涡轮
叶片和高压涡轮机匣碰摩振动响应仿真，在高压涡轮
叶片-机匣碰摩下的中介机匣处加速度如图 4 所示，
在不同转速下碰摩时的时域波形和频谱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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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8727 r/min，N2=14560 r/min

图5

不同转速下碰摩时波形频谱特征

其中，时间波形图中横坐标为时间周期，幅频图中横
坐标为高压 N2 转速阶次（倍频），纵坐标均为振动加
速度幅值。由图中可见，在低转速下，高压涡轮碰摩

表现为转速 2 倍频和组合频。

高压涡轮叶尖与高压涡轮机匣碰摩与不碰摩时，

中介机匣测点振动响应对比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

见，碰摩会导致中介机匣振动值在某些转速段内出现
未碰摩区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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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为分频及其组合频率，在更高的转速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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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碰摩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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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第 30～100 s，转静间隙一直为 0.5 mm，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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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整机计算模型

低压转子转速/
（r/min）

0

K5

碰摩刚度设为 2.5×107 N/m，摩擦系数设为 0.1。

表1

时域波形

0

支板

K4

0.4
0.2
0
-0.2
-0.4

幅值/g

图2

K4

幅值/g

K1

幅值/g

高压转子

低压转子

16000

93

丁小飞等：双转子涡扇发动机碰摩振动特征研究

200

300
频率/Hz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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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压涡轮叶片-机匣碰摩下的中介机匣处的加速度

较大幅度的增大，如在 7500 r/min 附近和 11000 r/min
以 上 的 转 速 ，而 目 前 发 动 机 高 压 转 子 多 数 工 作 在

10000 r/min 以上，碰摩可能导致发动机工作范围内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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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在高压转速为 90％时，测点 1～3 的振动值分

碰摩

0.9

别为 23、33、13 mm/s；

0.8
0.4

（2）在由高压转速为 72% 上推到高状态过程中，

0.6
0.5

测点 1～3 的振动幅值随转速升高急剧增大，到某一

0.4
0.3

转速后振动突降到较低水平；

0.2

（3）在高压转速为 72% 上推到高状态后下拉到低

0.1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N2（
/ r/min）

高压转速为 90％稳态时测点 2、3 的 3 维振动频

谱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高压测点均有明显的高

碰摩与不碰摩振动响应对比

压 2 倍频（2f2）振动成分，尤其是测点 2，高压 2 倍频

仿真分析结果表明，双转子涡扇发动机高压涡轮
叶片和高压涡轮机匣发生碰摩后，会激发非线性振

（2f2）振动幅值达到了 11 mm/s，同时测点 2 有高低压
组合频（f1+f2）振动成分，但幅值较小。

动，主要表现为出现高压转子倍频和高低压组合频振
动成分，同时造成发动机机匣测点振动幅值较大幅度

f2

地增大。

双转子涡扇发动机碰摩振动数据分析

3.1

2*f2

f1+f2

f1

振动测点
某型发动机在台架试

车时，分别在中介机匣和
涡轮后机匣安装了 3 个振

测点 1
测点 2（测量水平振动总量）
（测量径向振动）
中介安装

动 传 感 器 测 点 ，如 图 7 所

示。其中测点 1 位于中介
机匣下方垂直位置，监测

中介机匣水平方向振动总

涡轮安装

图7

振动测点位置

踪，监测高压转子垂直方向（径向）基频振动；测点 3

f1

图9

向（径向）基频振动。
试车振动数据分析
发动机在某次台架试车过程中，出现振动偏大现

象。该次试车各测点振动时域曲线如图 8 所示。从

2*f2
300

340

（b）测点 3

高压转速为 90％时测点 2、3 的 3 维振动频谱

发动机由高压转速为 72% 上推至高状态过程中，

测点 2、
3 的 3 维振动频谱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

低 状 态 不 停 留 ，转
速上推振动不增大
高压转速

振动随转速上
推持续增大，
到某一转速振
动突降

低压转速
测点 2
测点 1
测点 3
9.416

图8

f2

2*f2

f1
11.770
14.124
时间/min

16.478

发动机某次试车振动时域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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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测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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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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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值/（mm/s）

幅值/（mm/s）

f2

0 40 80 120 180 220 260 300 340 380 420 460
频率/Hz

位于涡轮后机匣左侧水平位置，监测高压转子水平方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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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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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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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a）测点 2

测点 3
（测量径向振动）

量；测点 2 位于中介机匣下方垂直位置，采用窄带跟

3.2

300

0 40 80 120 180 220 260 300 340 380 420 460
频率/Hz

t/s

3

36
32
28
24
20
16
12
8
4
0
360
340

幅值/（mm/s）

动增大比较明显。

幅值/（mm/s）

图6

状态不停留，
再次上推其振动未随转速升高而增大。

t/s

0

300

340

t/s

加速度有效值/g

图中可见：

正常

1.0

第4期

2*f2

0 40 80 120 180 220 260 300 340 380 420 460

300

340

表2
幅值/（mm/s）

36
32
28
24
20
16
12
8
4
0

故障类型

转子临界转速

（b）测点 3

慢车上推高状态测点 3 维瀑布

增大，有高压 2 倍频（2f2）振动成分，但振动幅值不大，
随着高压基频的增大而增大；

压 2 倍频（2f2）振动成分，但振动幅值不大。

机匣局部共振

N2 状态 慢车
种 模 式 ，如 油门杆
B值

一转速后振动突降到较低
水平；

支撑不对中

转静子碰摩

转子积油故障

与故障特征
不符，可排除。

2 种振动突降模式

振动特征及原因分析
通过对整机振动信号进行分析，得出振动特征

如下：
（1）在某发动机试车过程中，振动偏大或振动峰

影响，即振动峰值与温度直接相关；

频等非线性振动特征，碰摩脱
开后现象消失。

与故障特征
类 似 ，不 能 排
除。

频振动特征，且随着转速升高，
激励增大，振动加剧。

线性振动特征。

与故障特征
不符，可排除。
与故障特征
不符，可排除。

特征最为一致，高压转子碰摩是导致发动机振动增大
的主要原因。
为排除振动故障，对发动机进行了分解检查，未
外环发生碰摩

发现其他结构故障，主要
是高压涡轮叶尖与高压涡
轮外环发生了局部碰摩，
如 图 12 所 示 。 分 解 检 查

图 12

高压涡轮外环碰摩

结果与故障特征的分析结果一致。

值均出现在上推状态；
（2）在发动机低转速状态停留时间对振动有直接

与故障特征

综合以上分析认为，该发动机发生的振动与碰摩

值一直增大后下拉到慢车转速再上推振动值恢复正
常，维持在较低水平。

与故障特征
不符，可排除。

不符，可排除。

大，振动表现加剧。

主要表现为倍频和分频的非

N2 状态 慢车
油门杆
B值

图 11

动 ，且 随 着 转 速 升 高 ，激 励 增

主要表现为基频和 0.9 倍基

支撑松动故障

（2）上 推 过 程 中 振 动

发动机工作在该转速时均引起

主要表现为基频、2 倍频、分

（a）振动突降模式 1

（b）振动突降模式 2

生共振，且应有较强的重复性，

主要表现为基频和 2 倍频振

分析，某发动机振动突升

程中振动持续增大，到某

推和下拉过程经过该转速均引

较大振动。

通过对试车数据进行

（1）在 转 速 上 推 的 过

有较强的重复性，在发动机上

主要表现为某一特定转速发

（2）测点 3 的高压基频振动幅值相对较小，有高

图 11 所示。

是否可排除

起较大振动。

（1）测点 2 高压基频振动幅值随着转速的升高而

突降主要有 2

主要特征
主要表现为基频振动，且应

频率/Hz

图 10

振动特征分析与排除

t/s

f2

f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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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认为发生碰摩的主要原因是发动机在上推
过程中，转子受离心力和热载荷作用，变形较大；而静
子机匣仅受热载荷作用变形较小；且转子热变形较

（3）在同一次试车过程中，过渡态振动峰值出现

快，静子热变形相对较慢，转子和静子热变形不协调。

在低状态上推高状态过程中，但并不是每次低状态上

在以上综合作用下，导致转静子间隙消失，发生碰摩，

推高状态过程中均出现振动峰值，即这种过渡态振动

振动值增大，随着温度进一步升高，转静子热变形协

峰值在同一次试车过程中未呈现出重复性；

调，碰摩脱开，振动值减小。

（4）振动偏大时主要表现为高压基频振动，同时
伴随着高压倍频和高低压组合频振动成分。

4

结论

为分析发动机振动原因，结合发动机振动特征和

（1）仿真分析表明双转子涡扇发动机碰摩时，发

常见的机械振动故障特征进行对比，建立发动机振动

动机振动值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大，同时各测点会出现

故障树，并对故障进行了排除和分析，见表 2。

较强的非线性振动，主要表现为转子倍频振动和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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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组合频振动。
（2）某发动机振动偏大的主要原因是高压涡轮转
子和机匣发生了碰摩，其表现主要为高压基频振动增
大，同时高压 2 倍频和高低压组合频振动成分明显，
实测振动数据与仿真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3）某发动机发生碰摩的主要原因是发动机由低
状态上推高状态时，转静子热变形不协调导致间隙消
失而导致的；当热变形协调后，碰摩脱开，振动值减小
恢复正常水平。
可对发动机振动信号进行分析，提取振动特征，
结合发动机分解检查情况，明确振动原因，为其试车
过程中振动故障诊断和定位提供有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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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快速预测模型的轮盘瞬态变形影响
马晓健，黄敬杰，徐如雪，智绍强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初始设计阶段预测轮盘变形需要，发展了一种基于有限体积法的航空发动机轮盘瞬态变形快速计算方法，在 Mat⁃

lab 平台编制了预测代码，利用该方法模拟了单轴发动机瞬态加速中的涡轮盘热浸润过程以及轮盘变形响应。模拟结果表明：采

用该方法可较好地预测结果，适用于航空发动机方案设计。参数影响分析表明：换热系数以及时间间隔影响轮盘温度水平；高热
传导率降低了径向温度梯度；初始温度对于盘心及中部温度有决定作用；与等厚轮盘相比，典型轮盘剖面能降低应力水平。特定
条件下的变形预测结果表明：不同因素有不同程度影响，其中初始温度影响最大，可导致 65% 偏差；对流换热系数以及计算时间间
隔的影响约为 10%；采用等厚轮盘或假设恒定的材料属性，变形预测结果分别增大 8.8% 和 8.3%。
关键词：涡轮盘变形；瞬态历程；叶尖间隙；简化模型；单轴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04.012

Transient Deformations of Turbine Rotor based on a Reduced Prediction Method
MA Xiao-jian，HUANG Jing-jie，XU Ru-xue，ZHI Shao-qiang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o predict disc deformations in preliminary design，a reduced method based on finite volume method was pro⁃

posed ,and the prediction code was prepared in Mat-lab platform. The method 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heat soakage processes and tran⁃
sient deformations of turbine disc in the transient acceleration of a single shaft engine.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the method was promising

and adaptabl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ifferent parameter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The temperature level of the disc was influenced by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and time interval. The radial thermal gradient was flattened by high thermal conductivity，while initial temperature deter⁃
mined the centre and middle temperature of the disc. A well-designed profile could lower the stresses significantly compared to a disc with

uniform width. The results of the deformation predictions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show that different factor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 Ini⁃
tial temperature result in maximum of 65% deviation，while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and time interval lead to 10% change. For a disc with a
uniform width or constant material properties，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derofmations are increased by 8.8% and 8.3%.

Key words：turbine disc deformation；transient operation；blade tip clearance；simplified model；single shaft engine

0

引言

发动机燃油消耗率增加。此外，与稳态相比，在瞬态

为了达到设计点的工作状态，航空发动机需要优

加速过程中发动机工作线更容易接近喘振线，带来了

化加速或减速路径，从而引入了瞬态性能的概念。在

较大的喘振风险[3-4]。转子在离心力作用下，通常加

瞬态条件下，主流道参数急剧变化，气体与固体之间

速时更容易与机匣涂层发生碰摩，而过度碰磨会造成

发生剧烈热量交换，称为热浸润。例如从慢车到最大

叶片开裂、涂层脱落等故障，增大发动机失效风险[5]。

状态的瞬态加速，发动机机体必须适应新的稳态工作

可见如果能够获得瞬态叶尖间隙变化规律，可以为优

温度，通常会吸收 30% 的燃料能量 。热浸润的作用
[1]

结果之一是使发动机结构尺寸如叶尖及封严间隙发
生瞬态变化[2]，进而影响发动机性能。例如，高压涡
轮叶尖间隙增加 1% 会导致其效率降低 2%，进而导致

化发动机性能特性和降低发动机故障风险提供一种
途径[6]。
获得叶尖间隙变化规律的方法包括实时监测法
和数值计算方法，前者主要应用于发动机产品研制后

收稿日期：2021-02-17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201905345021）资助
作者简介：马晓健（1987），男，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叶轮机械设计工作；E-mail：13842016492@163.com。
引用格式：马晓健，黄敬杰，徐如雪，等 . 基于快速预测模型的轮盘瞬态变形影响 [J]. 航空发动机，2021，47（4）：98-105. MA Xiaojian，HUANG Jingjie，
XU Ruxue，et al. Transient deformations of turbine rotor based on a reduced prediction method[J]. Aeroengine，2021，47（4）：9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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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后者则多用于研制中前期。数值计算方法中功能

（3）原模型对于轮盘外缘进行绝热处理，为接近

最为强大的是 NASA 的 NPSS 计划 ，该计划基于准确

真实情况，本文增加了高温燃气对轮盘盘缘的加热考

[7]

的 3 维部件模型以及完整的 CFD 和 FEA 数据资源，缺

虑。

点在于需要划分网格、添加载荷和热边界条件，因而

（4）原模型将轮盘看作单一单元，本文采用有限

费时费力；有些则不基于物理模型，直接根据 FEA 模

体积法对轮盘分网，并按次序对各单元进行换热计

性 预 测 方 法 ；Fiola 、Kypuros 等 和 Melcher 等 则

（5）原模型任意时刻轮盘具有惟一温度及材料属

拟结果、间隙实测数据等，利用公式拟合发展出经验
[8]

[9]

[10]

算，模拟换热过程。

[11]

采用简单几何模型以及经验公式，模拟换热过程及机

性（弹性模量及热膨胀系数），本文增加了不同单元不

械变形，达到快速预测叶尖间隙变化的目的。

同属性的考虑。
改进后的轮盘模型如下：通过 8 个半径（R1~R8）

航空发动机研制经验表明，在发动机方案设计过
程中发现叶尖间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可以大大减
[12]

少发动机设计后期试验投入 。为了在方案阶段实
现对叶尖间隙的快速评估，本文根据高压涡轮的结构
特点，吸收了现有快速预测方法的优点，改进了涡轮

从而获得由 3n 个圆环组成的轮盘离散模型。定义冷

热气温度、流量以及对流换热路径从而建立轮盘热浸

方法改进及模型假设
方法改进

Clearance

尖 间 隙 模 型 [13] ，如 图 1 所

机匣内衬内表面，引自压
气机出口的空气用于冷
却轮盘侧面以及机匣，自

3

W2
W1

Rotor

（a）参数化模型
图2

Cooling
Flow

1.2

击气流用于实现主动间
隙控制 。

Tair, Wair

Blade

机匣外侧垂直引入的冲
[14]

Tgas, Wgas

W3

R
Core Flow

示。该模型中高温燃气
流经叶片、轮盘盘缘以及

R6

R5

立了考虑换热作用的叶

Shroud

R4

动机第 1 级高压涡轮建

Purge
Flow

Case

R8
R7

针 对 E3-GE-FPS 发

W4

R2
R1

1.1

示。对轮盘进行分网：轴向分为 3 列，径向分成 n 行，

润模型，如图 2（b）所示。

盘瞬态变形快速预测方法。

1

以及 4 个宽度（W1~W4）定义参数化模型，如图 2（a）所

图1 E3-GE-FPS第1级

从图中可见，影响涡

高压涡轮[13]

轮盘变形的形式有热变形和离心力带来的变形。通
过对 Kypuros 和 Melcher 模型[10]输入参数进行修正，基

于有限体积法发展了轮盘变形预测模型。具体改进
如下：
（1）原模型采用等厚圆盘表示轮盘，为了更接近
真实的等强度设计轮盘剖面，本文采用参数化模型定
义变厚度轮盘。

（b）热浸润模型
轮盘模型

模型假设
本文研究策略既不同于需要庞大数据资源、费时

费力的 NPSS 计划，又不同于靠数学拟合形成的经验
方法，而是基于轮盘模型，遵循传热学、力学定律，针

对发动机方案设计特点和需求，通过合理假设发展一
种轮盘变形快速预测方法。所做假设如下：
（1）在发动机方案设计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轮
盘特征，因此不考虑叶片安装槽以及前后连接结构等
细节特征是合理的。
（2）事实上轮盘表面的对流换热系数受流体类
型、环境以及离心力作用而呈现区域各异分布，但真

（2）原模型只考虑温度及转速影响，实际不同冷

实的对流换热系数有赖于试验数据，为简化计算，本

热气流量对于轮盘换热也有影响，本文据此对换热模

文参考 Kypuros 和 Melcher 模型，采用恒定的对流换热

型进行改进，增加流量考虑。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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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真实发动机中，对流换热与热传导同时发

度。

生，本文为适应程序算法需要，将其假设为：在 1 个时

2.1.3

到稳定。

中：式（1）用于轮盘所有单元热传导，式（2）用于模拟

间间隔内，对流换热先进行，稳定后再进行热传导直
（4）任意时刻轮盘沿轴向均存在温度梯度，本文
假设对于相同半径的 3 个圆环单元，取均值作为等效
温度，用于机械变形计算。

（5）为简化计算，假设任意时刻，温度在各单元圆
环内部均布，因而材料属性（弹性模量及热膨胀系数）

瞬态温度计算流
将上述方程应用到涡轮盘热浸润模型（图 2（b））

气流与轮盘外部单元的换热。
基于此可以建立轮盘的热浸润计算流程。对于
某一瞬态操作，冷热气与轮盘之间产生温差，轮盘外
部单元吸收或释放，温度变化，在轮盘内部形成 1 个
新的温度场；由于轮盘内部单元之间存在温差，必然

对于各圆环只有单一值。

发生热传导，最终获得新的温度分布。将各单元温度

2

传递给下一时刻，从而建立瞬态条件下的轮盘温度计

涡轮盘瞬态模拟方法

2.1

2.1.1

算命令流。

轮盘温度计算方法

2.2

热传导机理
固体的 1 维热流由傅里叶传导定律给出[15]。将此

方法扩展到多个维度，可模拟 1 个单元同时受四周所

2.2.1

轮盘变形预测方法
应力计算
在方案设计阶段，轮盘应力分析仍然可以在有限

有单元的热传导作用。基于虚拟稳态温度假设，提出

等厚圆环近似模型上进行，2 个相邻圆环 A 和 B 的定

了单位时间 Δt 内某单元受四周单元传导的热量变化[8]

度；
下标 i 和 o 表示内、
外表面，r 和 h 表示径向和周向。

(

) )(

) (

)

mC p -Δt mC
SumKT
SumKT
q = -K
- T n Δt +
- Tv
e
- 1 （1）
SumK
SumK
SumK
'

SumK
p

义如图 4 所示。图中：σ 为应力；r 为半径；w 为圆环厚
wB

式中：K'为单元与某一相邻单元综合传导率；Tn、Tv 分

别为相邻单元或目标单元温度；SumKT 为相邻单元温

度与传导率乘积之和；SumK 为相邻单元传导率之和；
m 为固体质量；C p f、Cp s、C p 为固体等压比热容。
2.1.2

σriB

σhiB

σroA

σhoA

B环

A环

对流换热机理

液体流经固体表面的

对流换热模型如图 3 所

Tfluid, Mf, Cpf

示。假设单位时间内液体
质量由流量 Wf 确定。考虑
固体表面至中心发生的热

q

h
X

时间 Δt 内液体与固体中心

Tsolid, Ms, Cps

图3

在相邻圆环公共面，根据力的平衡及周向变形协

式中：Z 为整个系统的热特性

hAk
1
1
+
k + hX W f ΔtC p f m s C p s

δσ r = σ roA

热对流

)

（2）

roB

轮盘简化计算模型

调，径向及周向应力差值分别为

发生的热量交换[8]
hAk
q=
( T f0 - T s0 ) /Z ⋅ ( eΔtZ - 1 )
k + hX

(

图4
A

K

传导作用，可以获得单位

Z=-

riA roA=riB

wA

δσ h = ( σ hoA - νσ roA )

( )

(

WA
-1
WB

)

（4）

EB
- 1 + E B ( α A T A - α B T B ) + νδσ r（5）
EA

对于已知尺寸的自由旋转圆环，其内、外表面应
力存在固有关系。因此如果轮盘盘心或盘缘应力已

（3）

式中：A 为接触面积；h 为对流换热系数；k 为固体热传
导率；X 为固体表面距中心距离；Cpf，、Cps 分别为液体、
固体的等压比热容；Tf0、Ts0 为液体、固体初始时刻温

知，利用式（4）、
（5）可逐步计算各圆环公共面应力值，
获得轮盘应力分布。
基于此建立轮盘应力的迭代运算流程。假设盘
心应力（盘心通常是自由表面，因此径向应力为 0），
逐级向外计算应力直至盘缘，对比计算的盘缘径向应

第4期

力与由于叶片离心力带来的径向应力是否一致，否则

开始

调整盘心周向应力，反复迭代直到找到最佳值。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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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浸润模拟
力学分析
性能计算

轮盘剖面

变形计算

材料属性

轮盘离散化

假定轮盘材料为弹性材料，不考虑塑性变形，同

时不考虑轮盘沿轴向变形。根据轮盘近似模型可知，
将各圆环的变形量从最小半径处累加直至最大直径
圆环，即可获得轮盘累积半径变化，即盘缘径向变形，
表示为

热相关参数

热浸润模型

温度分布

力学计算模型

气体作用路径及
气动参数

对流计算

传导计算

假设
盘心周向应力

基准发动机

u Td + e = ∑Δu

转子转速

应变分布

叶片离心力

应力分布

叶片特征

盘缘变形

瞬态历程

n

（6）

1

结束

图5

对于最小直径的圆环单元，已知内表面径向应力
为 0，外表面由于受轮盘其他部分的离心作用而产生

涡轮盘瞬态变形流程

基于该流程，在 Matlab 中编制了预测代码，通过

向外的拉应力。其外表面变形的计算可以通过计算

设定模型参数、气动输入可以快速获得温度、应力、变

自由旋转圆环的变形叠加外部受载的静止圆环变形

形的预测结果。

Δr 0 =

(

ρω2 r 0
-qr r 2 + r 2
(( 1 - ν ) r02 + ( 3 + ν ) ri2 ) + E 0 02 i2 - ν
4E
r0 - ri

)

3.2
（7）

式中：ρ 为密度；ω 为角速度；ν 为泊松比；E 为弹性模
量；q 为外部压力。
对于其他圆环，
径向应变可表示为
du
1
= ε Tr + ε er = αT + ( σ r - νσ h )
E
dr

发动机基准模型
引用文献[10]中轮盘、叶片的相关参数用于本文

模型算法。为适应算法特点，对部分参数进行了调
整：在保持盘缘宽度、内外径不变的条件下，将等厚剖
面改为典型轮盘剖面；初始轮盘温度为高压排气温度
θ3 的 1/2；考虑材料属性随温度的变化，所采用的 Inco⁃

（8）

式中：ε 为应变；T 为圆环等效温度；α 为某温度下的

nel718 材料属性随温度的变化趋势[17] 及其线性表达

如 图 6 所 示 ；此 外 根 据 算 法 定 义 计 算 时 间 间 隔 为
0.5 s，假设叶片数量为 50。综合上述参数假设为基准
参数设定。

热膨胀系数。

250

假设单个圆环的径向应变沿半径方向呈线性变
化，对半径进行积分，则单个圆环径向的变化为：

∫

r0
ri

Ac r
+ Bc r
2

（9）

200
150
100

式中：Ac，Bc 为描述圆环应变线性变化的常数。

3
3.1

根据前述分析，结合涡轮盘热浸润以及变形的主
要要素，形成了涡轮盘瞬态变形计算流程，如图 5 所

示。其中，棕色模块代表性能分析，需要定义基准发
动机以及瞬态历程并输出气动参数及转速；在热浸润
模拟（蓝色模块），通过建立数学物理模型模拟换热作
用，获得轮盘上的不同区域温度分布；绿色模块表示
力学计算过程，输入转速、温度、材料属性以及叶片离
心力，通过不断迭代计算应力分布获得最优解，进而
预测轮盘盘缘变形。

E

50

计算结果及分析
计算流程图

y=0.0624x+211.97

Ｅ/GPa

Δu =

2

y=0.0043x+12.448

0

图6

alfa
200

400

温度/℃

600

18
16
14
12
10
8
6
4
2
0
800

α/（×10-6/℃）

获得

[16]

In718 材料弹性模量 E 和热膨胀系数 α 随温度变化

建立以该涡轮盘为对象的单轴发动机性能基准
模型，其设计点转速对应状态性能参数，见表 1。利
表1

单轴发动机设计点转速对应状态主要性能参数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设计参数
流量/（kg/s）
压比
涡轮进口总温/ K
压气机效率
涡轮效率
涡轮盘冷却引气比
物理转速/（r/min）
转动惯量/（kg·m2）

数值
32
12
1450
0.85
0.89
0.05
13000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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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能设计软件 Gasturb[18] 模拟油门由慢车保持（换

及应力应变的影响。

算转速为 0.7），然后增大到设计点转速对应状态（换

3.4.1

气动数据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布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盘缘温度较高，盘心温

算转速为 1.0）并继续保持的瞬态过程，获得关键位置
3.3

换热分析
设定基准参数，瞬态历程结束时轮盘径向温度分

度较低，中间呈现渐变的温度梯度[19]，证明了模型中

变形预测结果
采用等厚空心轮盘模型和基准参数设定，相应的

燃气加热轮盘盘缘的有效性。

轮盘盘缘变形历程如图 7 所示。分为 3 个变化阶段：
于转速并未变化，变形来源于轮盘温度升高，表明本
文方法模拟了轮盘不断从环境中吸收热量；当转速增

温度/℃

在慢车和设计点的稳定状态，轮盘变形缓慢增加，由

大时（计算步长 150 起始），轮盘在离心力作用下变形
加快，瞬态历程结束时变形值最大，为 1.45 mm，与文

献[11]所采用方法获得的结果（最大 2.11 mm）对比可

600
550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1.5、2.5 s，变形趋势保持不变，而变形数值增大，接近
或超过文献[11]的预测结果。
3.0
变形/mm

2.0
1.5
1.0

图7

100

0.25

0.30

0.35

对流换热系数对温度分布影响

使其变得更平。
150
200
总计算步长

250

300

350

轮盘变形计算结果对比

600
550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K=12.5 W/m·℃
K=24.9 W/m·℃
K=37.5 W/m·℃

0

图9

参数影响分析
对于涡轮盘热浸润模型，影响换热的主要参数包

括对流换热系数、热传导率、时间间隔以及初始轮盘
温度，不同参数设定影响换热效果，进而决定轮盘温
度。直接影响应力应变的参数则包括叶片数量、轮盘
剖面以及材料属性。在基准参数设定上，调整参数数

影响因素
换热系数
热传导率
时间间隔
初始温度
叶片数量
轮盘剖面
材料属性

A
250
12.5
0.25
θ0
25
等厚
恒定

基准
500
24.9
0.5
θ3/2
50
典型
可变

C
750
37.5
0.75
θ3
75

0.10

0.15

0.20

半径/m

0.25

0.30

0.35

轮盘热传导率对温度分布影响

气动参数保持不变。在此基础上，将模型换热的时间
间隔从 0.50 s 调整为 0.25 s 和 0.75 s，对温度的分布影
响如图 10 所示。

温度/℃

轮盘换热及变形影响因素

0.05

假设时间间隔变化时发动机单位时间间隔瞬态

值或类型（见表 2），利用单变量法分析各参数对换热
参数
h/（W/m2·℃）
K/（W/m·℃）
Δt/s
θi/℃
NoB
—
E&α

0.20

半径/m

于向温度低的盘心传导热量，降低了径向温度梯度，

步对变形预测结果进行优化。

序号
1
2
3
4
5
6
7

0.15

示。从图中可见，高热传导率使温度更高的盘缘更易

趋势，而通过定义合理的参数如时间间隔，可以进一

表2

0.10

较难传递热量，轮盘温度水平较低，反之亦然。

可见利用本文改进的方法可以较好地预测变形

3.4

0.05

温度水平也不同。较低的换热系数，表明流体对轮盘

温度/℃

50

0

从图中还可见，在不同的对流换热系数下获得的

0.5
0

h=750 W/m2·℃

对不同热传导率的换热过程模拟结果如图 9 所

文献[11]
Δt=0.5 s
Δt=1.5 s
Δt=2.5 s

2.5

h=500 W/m2·℃

图8

知，初始变形相同，整体变形趋势相似，而本文方法预
测的变形结果较低；将时间间隔从基准（0.5 s）调整到

h=250 W/m2·℃

600
550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Δt=0.25 s
Δt=0.50 s
Δt=0.75 s

0

图 10

0.05

0.10

0.15

0.20

半径/m

0.25

0.30

计算时间间隔对温度分布影响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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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随时间间隔的增大，温度水平升高。
这是由于在 1 个大的时间间隔，换热更充分，进而导

与恒定的材料属性设定对比可知，径向应变整体有所
降低。

致温度升高，反之亦然。

2000
周向应力/MPa

对流换热是由流体与金属固体之间的温度差驱
动的，因此固体的初始温度对传热过程有很大影响。
本文分析了不同初始温度（压气机出口温度 θ3、θ3 /2、
以及 ISA 室温（θ0=15 ℃））对温度分布的影响，如图 11
所示。

θi=θ3

温度/℃

500

θi = θ0

300
200

0.05

图 11

0.10

0.15

0.20

半径/m

0.25

0.30

径向应变

100
0

500
0

-500

0.35

轮盘初始温度对温度分布影响

4

机，即是冷起动或是热起动。

4.1

应力应变分析
本文在建立的方法中引入了叶片离心力作用。

通过调整叶片数量（25、50、75）定义不同离心力，相应

NoB=25
NoB=50

图 12

0.05

0.10

0.15

0.20

半径/m

0.25

0.30

0.35

叶片数量对周向应力分布影响

从图中可见，不同叶片离心力使轮盘周向应力发
生偏置，但差别较小。且叶片越多，离心力越大，周向
应力也越大，反之略微降低。

0.15

0.20

半径/m

0.25

0.30

0.35

恒定 E&a
可变 E&a

0.05

0.10

0.15
0.20
半径/m

0.25

0.30

0.35

材料属性对径向应变分布影响

变形预测与结果分析
不同换热参数导致的轮盘变形

将表 2 中参数对应的轮盘温度、应力应变计算结

果作为输入对轮盘变形进行预测，采用相同油门（转

速）变化历程、考虑不同换热参数（表 2 中第 1～4 项）
获得的轮盘变形结果如图 15 所示。

变形/m

周向应力/MPa

的应力分布如图 12 所示。

0.10

轮盘剖面类型对周向应力分布影响

图 14

际中，造成这一情况出现的主要源于发动机的起动时

0

0.05

0

是盘心位置）的温度水平，改变温度梯度。在工程实

NoB=75

0

0.010
0.009
0.008
0.007
0.006
0.005
0.004
0.003
0.002
0.001

从图中可见，轮盘初始温度可以决定轮盘（尤其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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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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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厚剖面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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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θi=θ3/2

400

曲型剖面轮盘

1500

-10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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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6
1.4
1.2
1.0
0.8
0.6
0.4
0.2

0

图 15

4C
油门

50

100

3C
1C
2C
基准
2A

150 200
250
总计算步长

300

350

1A
3A
4A

400

不同换热参数导致的轮盘瞬态变形

结合表 2 和图 15 具体分析如下：

（1）与基准相比，改变轮盘初始温度 θ（4A，
4C），
i

典型剖面轮盘与等厚轮盘周向应力分布的对比

使轮盘初始变形出现约±65% 变化，原因是将初始温

如图 13 所示。从图中可见，典型剖面使轮盘周向应

度赋值给轮盘，自盘心到盘缘累积的热变形导致初始

模型采用的轮盘材料属性（弹性模量和热膨胀系

至瞬态历程结束时变为±23%，
主要是由于换热受温度

力水平显著降低，尤其是在盘心处，降低比例为 44%。

变形发生改变；随计算步长增加这种偏差逐渐减小，

数）具有温度相关性。应变计算结果如图 14 所示。

差值影响，较低的初始轮盘温度反而具有较高的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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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
结果使 3 种情况预测结果随计算步长逐渐逼近。

热膨胀系数决定热变形，2 项共同作用导致变形发生

以及时间间隔 Δt 呈正相关，即在高换热系数和大的

5

（2）根据对流换热机理可知，热量与换热系数 h

时间间隔下，轮盘获得的热量更多，因而温度更高（图

15）。将这 2 个参数各自增大 50%，瞬态历程结束时

轮盘累积变形增大约 10%（1C，3C），反之则有所减小

（1A，3A）。

（3）由前述分析可知，轮盘材料热传导率 k 决定

径向温度梯度，进而影响轮盘变形。而传导率的改变
通常使部分单元温度升高，而另一部分单元温度降

变化。

结论
（1）本方法是对现有简化预测方法的发展，主要

改进包括：可用于不同类型不同尺寸轮盘剖面；考虑
了冷热气流量对换热的影响；增加燃气对盘缘加热的
模拟；对轮盘分网并分区域进行换热模拟；考虑材料
属性随温度的变化。
（2）对流换热系数、时间间隔影响轮盘整体温度

低，2 种单元的热变形相互抵消，使总的变形差别并

水平；热传导率影响盘心与盘缘间的温度梯度；而初

束 时 轮 盘 累 积 变 形 仅 增 大 约 3%，反 之 则 有 所 减 小

周向应力发生偏置；与等厚轮盘相比，典型剖面能显

4.2

变有所降低。

不明显（15）。热传导率增加 50 %（2C），瞬态历程结
（2A）。

直接参数作用导致的轮盘变形
采用相同油门（转速）变化历程、
考虑直接参数（表

2 中第 5～7 项）作用获得的轮盘变形结果图 16 所示。
1.8
1.6
变形/mm

1.4

5C
基准
5A

1.2
1.0
0.8

著降低周向应力水平；可变材料属性设定，使径向应
（3）综合影响变形的主要参数，其中初始轮盘温
度 θi 影响最为显著，使轮盘初始变形出现约±65% 偏
置；换热系数 h 以及时间间隔 Δt 使变形发生约 10% 偏

差；采用等厚轮盘或恒定材料属性的设定，导致预测

6A
7A

油门

始温度决定盘心及中部温度。叶片数量变化使轮盘

0.6
0.4

结果出现 8.8% 和 8.3% 的偏差。叶片数量的调整可
导致 3% 的变形变化；热传导率 k 改变对于预测结果
影响较小。

（4）本方法较好地预测了加速过程中的涡轮盘盘

0.2
0

50

图 16

100

150

200
250
总计算步长

300

350

400

直接参数作用导致的轮盘瞬态变形

结合表 2 和图 16 具体分析如下：

（1）与基准相比，增加叶片数量 NoB（5C），增大了
轮盘承受由叶片提供的离心力，根据前述分析，使轮
盘整体应力水平升高，结果轮盘产生更大的变形。使
叶片数量改变 50%，瞬态历程结束时偏置量约为±3%

缘变形瞬态历程，通过定义参数可进一步优化预测结
果。本方法基于结构模型，遵循传热学、力学基本定
律，通过调整参数定义，可针对不同发动机、不同工作
状态建立满足特殊需求的轮盘变形预测模型，具有较
好的工程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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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气膜密封技术的发展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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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动密封技术是航空发动机关键技术之一，对发动机整体性能具有重要影响。气膜密封结构是一种性能先进、潜力巨大
的航空发动机密封型式。介绍了几种典型气膜密封结构的工作原理、结构特点和发展历程，分析其在航空发动机上应用中的存在
的优势和问题。从理论研究、试验研究 2 方面综述了国内外气膜密封技术的发展现状。对航空发动机气膜密封技术的发展现状
和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总结，表明气膜密封是航空发动机密封技术中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重要方向，但已有的大部分气膜
密封技术尚不能满足高性能航空发动机的技术需求，仍需要加快相关基础技术的研究与发展。
关键词：气膜密封；非接触式密封；动密封；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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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tatus of the Film-riding Gas Seal Technologies in Aeroengine
HE Qiang1，HUANG Wei-feng1，HU Guang-yang2，LI Yong-jian1，LIU Ying1，WANG Yu-ming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Tribolog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2. Key Laboratory of Power Transmission Technol⁃
ogy on Aeroengine，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Dynamic sealing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aeroengines，which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engine. The file-riding gas seal is an aeroengine sealing technology with advanced performance and great potential.
Firstly the working principles，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everal typical standard film-riding gas film seals were

introduced，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aeroengines were analyzed. Secondly,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film-

riding gas film seal technology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reviewed from two aspects：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of aeroengine gas film sealing technology which need attention were summar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lm-riding gas seal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with great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 aeroengine sealing technology, but most of
the existing film-riding gas seal technologies cannot meet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high-performance aeroengines, and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related basic technologies.
Key words：film-riding gas seal; non-contact seal; dynamic seal; 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密封结构的性能直接影响着发动机的燃

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核心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

油消耗率、推重比、运行可靠性等参数。研究航空发

军事能力、基础工业水平以及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

动机密封机理，掌握设计、制造性能优良的密封产品，

随着航空发动机技术的发展，动密封成为影响航空发

对研发新一代航空发动机技术，对我国的战略发展都

[1]

动机性能和可靠性的关键基础技术之一 。航空发
动机动密封除具有流体机械转子系统的典型特征外，
还要承受高密封表面相对高速度、高环境温度、高密
[2]

封压差（
“三高”条件）以及剧烈振动等恶劣条件 ，而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各类航空发动机动密封中，迷宫密封应用广
泛，而迷宫密封与转轴表面之间留有间隙，并且在转
轴表面径向运动的影响下，迷宫齿容易磨损导致泄漏

收稿日期：2021-05-25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J2019-IV-0020-0088）资助
作者简介：何强（1991），男，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流体机械密封；E-mail：heqiang1100800722@163.com。
引用格式：何强，黄伟峰，胡广阳，等 . 航空发动机气膜密封技术的发展[J]. 航空发动机，2021，47（4）：106-113.HE Qiang，HUANG Weifeng，HU
Guangyang，et al.Research status of the film-riding gas seal technologies in aeroengine[J]. Aeroengine，2021，47（4）：10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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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甚至密封失效，使得其应用前景受到限制；刷式

条件[9]，但由于其技术限制均未见到有成功应用于航

密封泄漏率低于迷宫密封，但是其数值仍然较大，且

空发动机上的相关报道。2000 年，Stein 密封公司[10]

存在接触摩擦发热、磨损严重、刷丝折断等问题，并且

在专利中提出一种适用于透平机械的静压型端面密

刷式密封加工成本高昂。相对于这些密封形式，作为

封装置，密封面之间保留较大的间隙以适应大的变

非接触式密封，气膜密封具有磨损小、泄漏小、能耗

形。2012 年，因该结构未能满足航空发动机的密封

[3]

低、寿命长等优点 ，被认为是航空发动机中最有前
景的动密封型式之一，有望代替航空发动机特定区域
中的迷宫密封或刷式密封。本文从结构类型和基础
技术研究 2 方面，就航空发动机气膜密封的研究发展

要求[11]，又提出一种改进的结构专利，如图 1 所示。
该密封结构中采用 L 型密

封环，环面加工有台阶并
且沿径向设置多个径向坝

现状进行综述。

以增加流体动静压效

1

果[11]，但 未 发 现 相 关 的 试

气膜密封结构类型概述
气膜密封技术是基于气体动静压原理，在动密封

界面形成具有一定厚度的气膜，从而达到密封和润滑
的效果。其突出特点是利用很薄的气膜实现密封界

9
33
5
7

验研究内容，该结构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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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航空发动机的密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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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面密封结构[11]

面的非接触状态，从而表现出低泄漏、长寿命的特性。

1.1.2

根据结构形式的不同，气膜密封可分为端面气膜密封

机的静压气膜密封结构，即吸气式端面密封（Aspirat⁃

和柱面气膜密封 2 种类型。
1.1

吸气式静压端面气膜密封结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发展的一种应用于航空发动

ing Face Seal）结构[12]，如图 2 所示。其最主要特点是

端面气膜密封结构

具有 1 个吸气装置和弹簧回弹结构，使得密封结构端

1.1.1 槽型端面动压型端面气膜密封结构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NASA[4-5]率先对端面气膜密

面在低压和高压工况下均与转子保持非接触的状态。

封结构在航空发动机转子内流系统中的应用开展研

2002 年 ，GE、Stein 公 司 和 NASA 联 合 研 制 了 直 径 为

究，对直径为 711.2 mm 的动压型（实际为动静压混

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上试验成功，可在恶劣工况下始终

914.4 mm 的吸气式端面密封结构，并在 GE90 系列高

合）的扇形浮块型端面气膜密封结构进行了设计和试

保证密封结构端面非接触

验。研究表明：制造误差、热变形及转子振动等原因

的状态，同时将耗油率降

使得密封动环的轴向跳动较大，而气膜厚度和气膜刚

低 1.86%，且 其 泄 漏 率 小

度不足，使得密封端面发生过度磨损失效，最终未能
实现工程应用。70 年代，NASA 设计了瑞利阶梯槽结

构的端面气膜密封结构，但试验研究表明副密封摩擦
和动环端面跳动 2 个因素极大地影响了密封结构的

动态性能，副密封结构的摩擦阻力过大或者动环端面
[6]

跳动超过临界值都会使得密封结构发生磨损失效 。
1976 年，Ludwig 等[7]提出了一种在密封端面刻有螺旋

于 迷 宫 密 封 的 1 / 5[13]。 其

后一些学者在原结构的基 图 2 航空发动机典型端面
密封结构
础上进行了改进[14-15]。
1.1.3

箔片式端面气膜密封结构

2001 年，Munson 等[16] 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弹性箔

端面气膜密封(Foil Face Seal)技术，结构如图 3 所示。
该密封技术结合了端面密

槽的气膜密封技术（被称为干气密封），并成功运用于

封结构和轴向箔片气动轴

地面天然气管道压缩机中，随后在鼓风机等地面设备

承的特点，利用轴向箔片

中推广使用，极大地推动了气膜密封技术的发展。到

具有的柔性，提高密封副

了 90 年代，端面气膜密封结构发展更加成熟，以 GE

Smooth foil
axial motion
Separator
foils

对转子位移的承受能力，

公司为代表开始研究端面气膜密封技术在涡轮入口

并通过试验证明了该密封

和压气机出口的应用，但在动态试验过程中，密封结

技术的可行性[17]。在弹性

构因泄漏率过大而发生失效[8]。20 世纪末及之后，对

箔端面气膜密封技术的基

端面气膜密封技术的研究侧重于高速、高压和大直径

础上，NASA 又提出了一种

Secondary Hydrodynamic
pressure
seals
Axial motion
PHigh
Disc outer
diameter
Rotating
disk/runner

Disc inner
diameter
K4 K3K2K1 KH
Compliant bump Thin gas film
foil supports
gap ~.002"
Smooth foils

图3

箔片端面气膜

密封结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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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颖的耐高温的柔顺箔端面气膜密封技术，其密封结

显 的 磨 损 现 象[25, 26]，实 现

构结合了端面密封结构和轴向箔片气动轴承的特点，

了柱面气膜密封副表面的

研究者设计了 3 种不同尺寸的柔顺箔端面气膜密封

无 接 触 状 态 。 Salehi[27] 在

结构，
试验表明：
在转子大变形的情况下密封结构依然
[18-19]

可以正常工作，
表明该密封技术性能优越

。

Poiseuille flow
Top
foil

柔顺箔密封结构中采用金

Housing

属 波 形 箔 ，在 温 度 为

总之，端面气膜密封技术已经得到了较为深入的
研究，尤其是动/静压端面密封技术相对成熟，并在地

Backing spring
Housing bump strip
Bump
spring
Couette flow
ω

图5

649 ℃ 的 工 况 条 件 下 ，研

Smooth
top foil

柔顺箔密封结构[25]

究了转速和压差对密封性能的影响。其测试结果表

面设备上具有多年的成功应用经验。但是在航空发

明：密封泄漏随着压差的增加而增大，但仍处在合理

动机的苛刻工况条件下，常用的端面气膜密封技术很

的范围内，证明了柔顺箔密封结霜适用于具有较大压

难适应端面跳动等问题，限制了其在航空发动机转子

差的工况。NASA 的 Proctor 等[28]在室温条件下对直径

系统中的应用[2]。而吸气式端面密封技术和箔片端
面气膜密封技术虽具有独特技术优势，但迄今为止很
少见到其在航空发动机上实际应用的公开报道。
1.2

柱面气膜密封结构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已有的密封技术无

法满足航空发动机在一些极限工况下对密封性能的

为 215.9 mm 的柔顺箔密封装置进行测试，发现在转
速为 30000 r/min、压差为 0.103 MPa 的工况参数下，动

环发生了严重磨损，但报告中未给出事故的具体原
因。2015 年，Raghuraman[29]对柔顺箔密封装置中的顶
箔零件采用单段加工和 3 段加工的工艺，并通过试验

证明顶箔的加工工艺及加工精度会对密封性能造成

要求，而柱面气膜由于其对轴向位移的适应性逐渐受

显著影响。柔顺箔密封结构存在的最大的设计问题

到更多关注。

是不能根据实际工作条件进行定量设计波形柔顺弹

1.2.1

柔顺轴柱面气膜密封结构
1992 年，NASA 提出了一种用于航空发动机的
[20]

新 概 念 密 封 形 式 —— 柔 顺 轴 密 封（Compliant Shaft
Seal），其结构如图 4 所示。金属箔片可以在流体膜上
浮动，从而有效减少了密封副磨损，并允许密封轴具
[21]

有一定的径向位移 。该结构是最早提出的柱面气
膜密封结构，其原理是通过结构的弹性设计来消除轴
的位移，对后续其它类型柱面气膜密封结构设计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近些年，不少密封技术专利[22-24]同样
采用薄片或者薄壁梁的结构以增加密封结构的柔性，
并结合迷宫密封或者指尖

Pdischarge

密封等结构形式，提出了

Seal
housing
Shaft

不同类型的可适应大变形
的密封结构，但此类结构

Film
由于定量设计比较困难， Psystem thickness
.0001"
（
typ）
.0002

除专利外，未有公开报道
的试验研究结果。
1.2.2

图4

Compliant
metallic
fingers

柔顺轴密封结构

[9]

柔性支承柱面气膜密封结构
2000 年，美国 Mohawk Innovative Technology 公司

的 Salehi 和 Heshmat 等基于箔片气体径向轴承的原理
首次提出了柔顺箔密封结构，如图 5 所示。仿真计算

性支撑结构的参数，以及预测其性能，因此并未得到
推广和运用。2011 年由王虹等[30] 提出一种带金属橡
胶外环的柱面密封结构，组成的气膜-刚性浮环-大
柔性支承系统的结构，以金属橡胶来体现柔性，允许
有一定的径向位移，但其耐高温性能有所不足。
1.2.3

薄片板气膜密封结构
三菱重工于 2002 年提出一种薄片板柱面气膜密

封结构[31]，也被称为叶式密封（Leaf Seal），其原理如图
6 所示。薄片密封结构沿周向布置多层柔性叶片，薄

片之间有微小间隙，随着旋转速度的加快，叶片的尖
端由于流体动力效应而从转子表面抬起，从而实现密
封面的非接触状态，并有效降低磨损。此外，由于叶
片具有轴向宽度，可承受的密封压差可达刷式密封结
构的几倍。在地面试验中，启动不大于 50 次，运转超

过 1000 h，试验结果表明：此种密封向发起人泄漏量

与刷式密封结构的相当，薄片板尖部仅有微小的摩
损[32]。 2010 年 Grondahl

Narrow
interstitial
gap
Inclined
leaf

等[33]提出具有分段滑道
的叶式密封结构（如图
7 所示），该结构能自动
适应轴的瞬态振动，保

结果及台架试验结果表明：柔顺箔密封结构的泄漏率

证密封面始终保持非

远小于刷式密封结构的，并且密封副之间没有发生明

接触状态。

Cover
plate

图6

Flow

Rotor

薄片板密封结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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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ing ring: Unit stator.
-keyedin stator.
Assembly
Sealing leaves.
welds.
封结构
Hydrodynamic
Leaf
support
P2 members.
runners.
Positioning ieaves.
20 世 纪 80 年 代 末 ，P1-High
Large cold clearance.
pressure side.
Rotor/shaft
NASA 首先提出了一种直
-sealsurface.

浮动式柱面气膜密

筒式柱面密封结构[35-36]，通 图 7 具有分段滑道的薄片
过在静环上开设槽型结
板密封结构[33]
构，在转动过程中由于密

封界面内的动压效应使得转子和密封环分开，避免了
二者直接接触摩擦。2004 年，NASA 提出了直筒式气
膜密封的几种常见槽型，包括锥角型、瑞利阶梯槽、螺
旋槽等，但槽型设计在浮
环 或 者 静 环 之 上 ，如 图 8
所示[37]。由于在浮动环内
壁加工槽型比较困难，国
内学者选择在轴套上加工
[38]

槽型结构。丁雪兴 使用

的。20 世纪 40 年代，Whipple[42] 首先提出了螺旋槽气

浮轴承基本理论；Muijderman[43] 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完

善与发展，得到了螺旋槽轴承雷诺方程的解析解方
法，被称为“窄槽理论”；Zuk 等[44]都发表了对气体润滑
密封技术的研究成果，但为方便分析计算，这些研究

中均假定密封表面不存在任何变形。其次，以上方法
只能求解得到密封流场的径向压力分布，获得 1 维的

流场信息。为更加全面地反映流场特性，众多学者通
过数值求解方法对 2 维密封端面进行了计算研究。
James 等[45]采用有限差分法、Bonneau 等[46]采用有限体
积法，分别对螺旋槽气膜流场进行数值求解，并根据

Circumferential
multi-lobe Tapered in flow
Self-energizeddirection
hydrostalic

Circumferential
rayleigh step Rayleigh step in

3D 激 光 打 标 机 对 柱 面 旋

图8

direction of flow

NASA 报告中

提出的槽型

[37]

转 环 进 行表面槽型雕刻，
研制了具有浮动与微槽特性的新型柱面气膜密封结构
（如图 9 所示），通过试验验

证了其有效性，
并通过数值
模拟的方法研究了该密封
结构中的流场特性和密封
机理[39]。此外，陆俊杰[40]也
设计了结构类似的柱面气
膜密封结构。在其它一些
文献中，
类似密封结构又被 图 9 新型柱面气膜密封[38]
称为柱面干气密封结构[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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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膜密封技术研究现状
由于受到技术封锁，可查到的针对航空发动机气

膜密封的国外公开研究报道较少，但从研究的角度出

数值结果进行槽型结构优化设计。2004 年，NASA 针

对端面气膜密封和柱面气膜密封结构，采用有限体积
法分别发展得到专用的 2 维流场计算分析软件
GFACE 和 GCYLT[37]。随着数值计算技术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研究者利用商用 CFD 技术对刻有不同槽形
的气膜密封流场进行分析。

综上所述，众多专家学者在气膜密封流场求解方
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发展出多种较为成熟的分析方
法，用于螺旋槽密封技术的解析法，基于有限元法、有
限差分法、有限体积法等的全数值法以及结合了解析
法和离散方法特征的半解析法等，这些方法在工程领
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2.1.1.2

多物理场耦合

由于密封结构间隙中的压力分布、变形以及温度

分布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如果模型只考虑气膜的作
用，忽略气膜与固体之间耦合作用，往往不能反映密
封结构真实的工作状态及准确预测密封性能，因此，
对气膜密封结构进行流固热多物理场耦合分析至关
重要。
2010 年，Heshmat 等[47] 针对柔顺箔密封首次提出

发，其与地面设备中的气膜密封结构（如干气密封，下

了流-固耦合计算模型，并通过实验结果验证了模型

文将干气密封均称为气膜密封）及工作原理有很大相

的正确性，为柔顺箔密封的设计提供了指导。Vino⁃

似之处。因此，本文立足于航空发动机的密封需求，

gradov 等[48] 考虑了密封环在任意变形下的流场分布，

将对象拓展至更为一般的气膜密封技术，从理论研
究、试验研究 2 个方面对研究现状进行总结。
2.1

2.1.1

气膜密封技术理论

气膜密封技术稳态性能分析

2.1.1.1

气膜流场分析

气膜密封结构是在气浮轴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并与有限元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了流-固耦合模型，证

明了固体变形对流场产生显著影响，但该模型未考虑
温度场对流场及固体场的耦合影响。Galenne[49]、黄
伟峰[50]、何强等[51] 考虑密封组件间的多体接触，对端
面静压密封建立了流-固-热多物理场耦合计算模
型，并对不同的密封问题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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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虑 密 封 结 构 中 多 物 理 场 耦 合 作 用 ，建 立 流 -

Green 等[57]采用有限差分法和有限元法对瞬态雷诺方

结构中复杂的物理行为，因此，机械密封结构中多物

解，研究了动态特性系数的变化规律和系统追随响应

理场耦合研究是当今的研究热点及未来仿真分析的

特性；马纲等[58]针对柔性支承浮环柱面气膜密封结构，

发展方向。另外，可以看出针对端面密封结构的流-

建立了基于旋转体坐标系的系统稳态工作特性数值模

固-热耦合研究相对较多，而对柱面密封结构的研究

型，
实现系统稳态工作状态下的性能分析和预测。

固-热耦合计算模型可以更真实而有效地反映密封

程进行数值离散，并与系统动力学方程进行耦合求

相对较少，一方面是因为柱面气膜密封结构发展历史

总体而言，对气膜密封动力学研究逐渐由稳态动

较短，另一方面是因为柱面气膜密封结构中存在柔性

力学拓展到了非稳态动力学，从小扰动线性动力学拓

支撑件，柔性件的大变形会给流固耦合计算分析带来

展到了非线性动力学，从重点研究气膜特性拓展到研

更大的挑战。

究整个气膜密封系统，其中包括支撑方式、O 形圈行

2.1.2

为等对动力学行为的影响[59]，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

气膜密封技术动力学
气膜密封结构在实际工程中会受到振动干扰，而

决，例如气膜密封与轴的耦合动力学问题、实际气体

密封系统的动态特性决定了密封结构的工作效果，如

效应及黏温/压效应对密封动力学行为的影响、密封

外界振动过大或密封气膜稳定性差，会引发系统失

面接触阶段的动力学行为等。目前，对端面气膜动态

稳，从而导致密封端面碰摩和密封失效。因此，气膜

特性的研究相对较为系统[59]，而对柱面气膜密封的研

稳定性是航空发动机气膜密封研究的核心和难点之

究较少，已有的成果也均集中在动态特性系数研究方

一。分析气膜密封结构动态特性包括线性化和非线

面，仍有很多的动力学问题亟需进一步的研究解决。

性化 2 种方法。基于线性假设的线性化方法主要包

2.2

性化方法通常采用直接数值模拟，通过对含时间项的

量试验研究，上一节内容也涉及部分试验研究工作。

瞬态雷诺方程和系统动力学方程进行耦合求解，获得

在本节中，主要侧重于介绍密封结构试验研究中所采

密封环运动规律进而研究系统的动特性。

用技术手段和密封环槽型加工工艺。

国内外学者对不同类型的气膜密封结构做过大

括步进法、小扰动法和直接数值频率响应法；而非线

2.1.2.1

密封结构动态刚度和阻尼系数

Miller 等 采用步进法研究了螺旋槽密封的气膜
[52]

气膜密封结构试验

2.2.1

气膜密封结构测试方法
在气膜密封结构试验研究方面，Kasem 等[60-61] 利

刚度和阻尼特性，结果表明步进法的计算效率高于直

用光纤双色高温计与红外摄像机相结合测试了制动

接频率响应法的，但是在高频时步进法计算精度较

盘温度并监测了真实的摩擦面积，结果表明在制动盘

低；Liu 等[53] 在 3 自由度下使用小扰动逼近法，采用有

表面上形成了周向热梯度；黄伟峰等[62-63]利用声发射

膜端面密封结构的刚度和阻尼系数，并发现轴向扰动

如图 10 所示。利用声发射技术实现对气膜密封结构

限元法对稳态和摄动雷诺方程进行求解并获得了气
和角度扰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可忽略不计；徐恒杰等

[54]

考虑实际气体效应和阻塞流效应，采用小扰动法分析
了操作参数对气膜动态特性的影响规律。在气膜密
封结构中，副密封结构对其动态特性影响巨大。李
[55]

监测手段对气膜密封结构进行了试验研究，试验装置
启动和停止过程接触状况的检测，并据此将启停过程

分为 3 个阶段，从而证明声发射技术是监测和研究气
膜密封端面碰摩的一种有效手段。Ding 等[64] 利用温
度传感器埋入静环端面，

坤 通过自制的试验台，测试了作为机械密封副密封

对端面不同径向位置进行

的 O 形圈在不同介质压力下的极限位移和最大静摩

了测试，发现高速下槽根

2.1.2.2

Jin 等[65]测试了密封的平衡

擦力，得到了 O 形圈微动时的刚度和阻尼系数。
密封追随动态特性

Bagepalli 等[56] 对航空发动机中的气膜端面密封

Primary fing
Chamber
PICO
R15u

处对应的气膜热量最高；（a）

Penetration assembly
of the PICO sensor
R15α sensor

膜厚、内外泄漏量、气膜刚

模型进行了简要描述，对启动、空转、起飞、转子倾斜

度等参数，分析了结构参

等代表性的发动机瞬态和稳态工况下的密封性能进

数对密封性能的影响规律

行了动态分析，求解得到了密封环追随动态特性 ；

并进行优化设计。

O-Ring PlCO

O-RingRubber
Spring stopper
Shaft
slccvc
Shaft

图 10

基于声发射检测的

气膜密封结构试验装置[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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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量设计及制造工艺方面的难题，需亟待解决。

如前所述，端面微槽是很多气膜密封结构的关键

（4）在气膜密封结构机理研究方面，基于多物理

结构，但由于密封结构刻槽端面材料常为陶瓷、硬质

场耦合的密封行为研究和性能预测是当今的研究热

合金或做了硬化处理的金属材料，其硬度大、熔点高、

点及未来的必由之路，因此开发航发密封结构专用的

加工精度要求高，加工难度很大。常用的加工方法包

多场耦合计算及结构设计软件，以深入了解密封结构

括光刻加工、电火花加工、喷砂法、加工加工等。其中

工作机理，并提升密封结构自主设计和创新能力是密

激光加工具有对材料适应性好、效率高、加工质量好

封技术发展的迫切需求。其次，随着气膜密封技术理

等优点，成为目前微槽结构主要的加工方式之一。

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密封原理和结构创新的需要，基

Muller 和 Etsion 等 采用激光技术在密封端面
[66]

[67]

上加工出微米级微孔和动压沟槽，证明了微孔和微槽
[68]

于先进和复合传感技术的密封测试和评价技术研究
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结构能提高端面流体的承载能力。白少先 则利用

目前，航空发动机气膜密封技术的发展正处于

激光加工技术加工出具有方向性的椭圆形微孔，测试

新的关键时期，随着对已有密封机理认识的不断深

其带来的动静压效应。丁雪兴等 使用 3D 光纤激光

化，以及基于新原理、新材料、新结构的密封创新设计

打标机，通过将伺服电机将信号与激光设备、计算机

不断涌现，甚至引入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手段，气膜

相连，实现柱面旋转环表面的槽型雕刻，如图 11 所

密封技术有望在航空发动机上实现广泛应用，为航空

示。此外，张珊等 则从工艺的角度，采用单因素、正

发动机整体性能的提升发挥重要作用。

交试验法或二者方法结合研究了激光工艺参数对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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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油膜阻尼器在锥齿轮系统中减振特性分析
邢

彬 1，王秋菊 1，牟佳信 1，陈维涛 2，陈思雨

2

（1.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航空发动机动力传输重点实验室，沈阳 110015；
2. 中南大学 高性能复杂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长沙 410083）

摘要：航空发动机中央传动弧齿锥齿轮系统从高压转子上提取功率，高压转子的高转速使得齿轮系统的振动加剧。通常，采
用挤压油膜阻尼器（SFD）作为弧齿锥齿轮-转子系统的减振装置。为研究 SFD 在锥齿轮系统中起到的减振特性，通过建立 SFD 的

雷诺方程，基于有限元方法实时计算 SFD 的非线性油膜力，并采用有限元法及 Timoshenko 梁单元对柔性齿轮轴进行建模，将 SFD
的非线性油膜力与弧齿锥齿轮系统的静态传动误差、时变啮合刚度相耦合，建立 SFD 支承下的弧齿锥齿轮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弧

齿锥齿轮系统在 SFD 支承下的动力学响应进行理论分析及实测。结果表明：在高转速工况下，SFD 可以有效地抑制弧齿锥齿轮系
统的振动幅值，低频区域的振幅从 38g 降到 9.8g；理论分析和实测结果的振幅在同一量级，并且变化趋势一致，最大振幅出现在第
1 阶啮合频率上，理论分析结果为 19.7g，实测结果为 16.9g。

关键词：弧齿锥齿轮；挤压油膜阻尼器；动力学特性；减振；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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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Vibration Attenu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queeze Film Damper in Bevel Gear Systems
XING Bin1，WANG Qiu-ju1，MU Jia-xin1，CHEN Wei-tao2，CHEN Si-yu2
（1. Key Laboratory of Power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on Aeroengine，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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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piral bevel gear system of aeroengine central drive extracted power from the high-pressure rotor，and the high-speed

rotor caused severe vibration of the gear system. The squeeze film damper（SFD）was utilized as the vibration attenuation device of the spi⁃
ral bevel gear-rotor system. To study the vibration attenu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FD in the bevel gear system，the Reynolds equation of

SFD was established，and the nonlinear oil film force of SFD was calculated in real-time based on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The finite ele⁃
ment method and Timoshenko beam element were employed to model the flexible gear-shaft. The dynamic model of the spiral bevel gear

system supported by SFD was established by coupling SFD nonlinear oil film force，static transmission error，and time-varying meshing

stiffness.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spiral bevel gear system supported by SFD was analyzed theoretically and experimentally，and the vibra⁃
tion attenu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FD in spiral bevel gear system were studied.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SFD can ef⁃
fectively suppress the vibration amplitude of the system at high speed. The amplitude of low order frequency reduces from 38g to 9.8g.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results of amplitude agree well with actual measurement results. The maximum amplitude appears with the first order
mesh frequency arriving，whe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is 19.7g and the actual measurement result is 16.9g.

Key words：spiral bevel gear ；squeeze film damper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vibration attenuation ；aeroengine

0

引言
现代航空发动机高压转子转速高达 40000 r/min，

使得与高压转子相联的中央传动齿轮系统的工作转
速通常高于转子系统的第 1 阶临界转速。中央传动

锥齿轮在进入工作转速之前会通过转子系统的第 1

阶临界转速，而转子在临界转速附近的振幅较大，由
此带来的振动问题成为影响发动机安全的重要因
素[1]，甚至会造成机器损伤或破坏事故[2-3]。为改善发
动机齿轮系统的振动特性，主要有 2 种思路：一是主

动减振，如优化齿轮设计参数以提高其传动及接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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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4]，提高制造精度、进行齿廓修形[5-7] 以减小传动误
差，从而达到减振效果，但该方法会增加制造成本，且
难以确定合适的修形参数；二是被动减振，通过在齿
轮系统中增加阻尼环[8-10]，或采用弹性支承代替刚性
支承，典型的是采用鼠笼式弹性支承和挤压油膜阻尼
器（Squeeze Film Damper，SFD）组 合 使 用

[11-12]

，其 中 ，

构（如图 1 所示）主要由壳体、大齿轮、小齿轮、轴承座

及轴承组成。锥齿轮副中大齿轮为主动轮、齿数 55
齿，小齿轮为从动轮、齿数 47 齿，齿轮设计参数见表
1。大、小齿轮轴两端均采用滚动轴承支承。为改善

中央传动锥齿轮系统的振动性能，将大齿轮轴靠近齿
轮一端的支承由滚动轴承改为鼠笼式弹性支承及

SFD 通过添加阻尼来耗散振动能量，鼠笼降低滚动轴

SFD 支承，改进后的结构如图 2 所示。鼠笼式弹性支

曲临界振动。

承的刚度量级为 108～109 N/m，鼠笼式弹性支承的量

承的支承刚度，因此具有调频功能，避免转子发生弯
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在 SFD 支承下的动力学特

性研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陈会征[13] 研究了转

子-滚动轴承-SFD 系统非线性动力学，建立刚性转
子-SFD 的动力学模型和油膜力模型，得到系统分岔

承和 4 点接触球轴承是串联关系，由于 4 点接触球轴

级为 107 N/m，串联后的等效刚度接近鼠笼式弹性支
承的刚度，4 点接触球轴承的刚度与鼠笼式弹性支承
相比可以近似为刚性，可将齿轮轴、4 点接触球轴承
与弹性支承看作一体。

方程，并进行奇异性分析；张薇等[14-15] 以转子通过临
界转速时的振幅、外传力及减振效果为目标，以弹性
支承刚度及油膜间隙为设计变量，采用胞映射算法进
行了多目标优化设计，并通过试验验证了这种方法在
转 子 - SFD 系 统 设 计 中 的 可 行 性 ；祝 长 生 等[16-17]、
WANG 等[18]、廖明夫等[19] 通过试验研究了 SFD 在航空

发动机转子系统中的减振特性及减振机理。上述研
究发动机转子-SFD 系统时没有考虑齿轮的作用，而
实际上齿轮系统除了增加转子系统的不平衡偏心量
及陀螺效应激励外，齿轮副之间传动误差、时变啮合
刚度等因素亦对其有影响。因此，相比转子-SFD 系
统，齿轮-SFD 系统更为复杂。杨海燕等[20] 采用传递
矩阵法研究了定心型 SFD 及弹性支承在航空发动机
锥齿轮-转子系统中的减振作用；何立东等[21-23] 构建
了锥齿轮及整体式 SFD 试验台，通过试验表明 SFD 在

锥齿轮系统中的振动降幅可达 40%，但未在理论方面

深入研究；李明等[24]、CHANG [25]采用短轴承近似解析

解计算 SFD 的非线性油膜力，并研究了齿轮系统在

SFD 支承下的动力学特性，由于采用集中质量法进行
动力学建模，未考虑柔性齿轮轴影响。

图1

刚性支承下的中央传动锥齿轮系统结构
表1

项目
齿数
齿面宽/mm
节圆直径/mm
节锥角/（°）
面锥角/（°）
根锥角/（°）
螺旋方向
外锥距/mm
模数
压力角/（°）
轮副轴交角/（°）
螺旋角/（°）
齿侧间隙/mm

齿轮设计参数
大齿轮（主动轮）
小齿轮（从动轮）
55
47
19
19
165.0
141.0
49.29
40.31
51.12
42.37
47.23
38.48
右旋
左旋
108.52
108.52
3
3
小轮凹面：20，小轮凸面：-20
90
5
0.1

为改善上述研究中的不足，本文采用有限元方法
计算 SFD 的非线性油膜力，并对 SFD 支承下的弧齿锥
齿轮系统进行动力学建模，搭建弧齿锥齿轮-SFD 试

验台，对 SFD 在弧齿锥齿轮系统中的减振特性进行
理论和试验研究。

2

弧齿锥齿轮-SFD 系统动力学模型
本文研究的航空发动机中央传动锥齿轮系统结

图2

弹性支承下的中央传动锥齿轮系统结构

116

2.1

2.1.1

第 47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承刚度矩阵 Kb 可以根据轴承和弹性支承的节点编号

弧齿锥齿轮系统动力学建模
轴系建模
采用有限单元法及 Timoshenko 梁单元对齿轮系

统进行动力学建模。Timoshenko 梁单元假设变形时
梁的横截面保持为平面并且截面不变形。但弧齿锥

齿轮属于对称结构、非对称受力和变形，齿轮啮合时
会出现局部轮齿及腹板变形。为简化计算，本文采用
Timoshenko 梁单元对齿轮轴建模时假设轮齿不变形

和腹板变形后截面仍为平面，但这些假设不可避免地
带来误差。对于主动齿轮轴（其建模如图 3 所示），根

据轴的外径大小分为 2 段 L1 和 L2，每段又分成若干个
梁单元。为表示大锥齿轮的节锥锥度，将锥齿轮沿轴
向 方 向 划 为 5 段（L3~L7），

度 矩 阵 。 并 且 K bl = Diag ( k bxl , k byl , k bzl , k bθxl , k bθyl , 0 )，l =

1，3，4，轴承刚度矩阵中元素 kbxl、kbyl、kbzl、kbqxl、kbqxl、0
分别为滚动轴承在水平 x 方向、竖直 y 方向、轴向 z 方

向、绕 x 轴摆动方向、绕 y 轴摆动方向及绕 z 轴转动方

向 上 的 支 承 刚 度 。 弹 性 支 承 刚 度 Ke =

Diag ( k ex , k ey , k ez , k eθx , k eθy , 0 )，矩阵中元素 kex、key、kez、keqx、
keqy、0 分别为弹性支承在水平 x 方向、竖直 y 方向、轴

向 z 方向、绕 x 轴摆动方向、绕 y 轴摆动方向及绕 z 轴
转动方向上的支承刚度。将总体刚度矩阵 Ks 和总体
K = Ks + Kb 。

元进行建模，这样锥齿轮

2.1.2

的锥度、刚度、质量、陀螺
动力学模型中。

其中 Kb1、Kb3、Kb4 分别为图 2 中轴承 1、3 和 4 的支承刚

支承刚度矩阵 Kb 进行叠加获得系统的整体刚度矩阵

每段采用 Timoshenko 梁单

力矩及阻尼效应均包含在

顺序组装得到，即 K b = Diag ( ...K b1 ...K e1 ... K b3 ... K b4 )，

图3

主动齿轮轴建模

对于从动齿轮轴，由于小齿轮采用的是薄腹板，
并且有一定的弧度，如果与主动锥齿轮采用同样的多
段梁单元来表示锥齿轮的锥度会产生不小的计算偏
差，因此采用柔性齿轮轴

齿轮副耦合作用

主动齿轮轴和从动齿轮轴通过齿轮副进行耦合，

如图 5 所示。齿轮副之间通过轮齿啮合点法向上的
时变啮合刚度 km 和时不变啮合阻尼 cm 连接，并与静态

传动误差 es 串联。为简化计算，忽略齿轮副啮合点位
置和啮合点法向量随时间的变化，采用等效啮合点的
位置向量和法向量，如图 6 所示。将小齿轮节锥与大

及刚性齿轮盘结合的方法
来对从动齿轮轴进行建
模，如图 4 所示。首先根

据从动轴的外径尺寸将轴
分 成 3 段 ，每 段 用 多 个 梁
单元进行建模；其次将刚

性齿轮盘的质量、陀螺属
性根据节点编号装配到齿

图4

从动齿轮轴建模

轮轴中。
任意 Timoshenko 梁单元由 2 个节点和 12 自由度

图5

弧齿锥齿轮副啮合

组 成 ，其 质 量 矩 阵 M12×12、刚 度 矩 阵 K12×12、阻 尼 矩 阵

C12×12 和陀螺矩阵 G12×12 是梁单元长度、外径、内径和转
速的函数，可由拉格朗日方程推导[6,26,27]。

对主动齿轮轴和从动齿轮轴各单元节点进行编
号，如图 2 所示。根据单元节点编号顺序将所有 Ti⁃
moshenko 梁单元组装成轴系总体质量矩阵 Ms、总体

刚度矩阵 Ks、总体阻尼矩阵 Cs 和总体陀螺矩阵 Gs[28]。
中央传动锥齿轮系统由 1 个弹性支承、2 个 4 点接触

球轴承支承及 2 个圆柱滚子轴承支承（图 2），总体支

（a）锥齿轮等效啮合点
（b）锥齿轮等效啮合线
图 6 锥齿轮等效啮合点及等效啮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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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节锥相交线的中点看作锥齿轮副的有效啮合点，

锥齿轮-SFD 系统的运动控制方程[29]，
Mẍ + ( C + ΩG ) ẋ + Kx = F

其在小齿轮和大齿轮局部坐标系中的位置向量分别

（6）

为 xpm=[-rpm，0，0]和 xgm=[rgm，0，0]，此外，根据图 6 可

式中：x 为所有节点的广义坐标；Ω 为齿轮轴的旋转角

向量 npm=[npx，npy，npz]和 ngm=[ngx，ngy，ngz]。然后计算

2.2

以分别计算出有效啮合点相对小齿轮和大齿轮的法
小齿轮和大齿轮的等效半径向量 λl=[λlx，λly，λlz]，其

速度。
SFD 非线性油膜力

弧齿锥齿轮系统中采用的 SFD 结构（如图 7 所

中 l = p，g，并且 λlx=-nlyzlm+nlzylm 及 λlz=-nlxylm+nlyxlm。

示）主要由齿轮轴、滚动轴承、鼠笼式弹性支承、轴承

ngz，λgx，λgy，λgz]以及齿轮副的广义坐标向量 x=[xpx，

左端作为 SFD 的轴颈。

构 建 向 量 h= [ npx，npy，npz，λpx，λpy，λpz，ngx，ngy，

ypy，zpz，θpx，θpy，θpz，xgx，ygy，zgz，θgx，θgy，θgz]，则锥齿轮

副之间的动态传动误差 ed=hx，齿轮副沿啮合线方向

上的相对位移 δ r=ed -es，锥齿轮副之间沿啮合线方向
上的动态啮合力为

F m = k m f ( δ r ) + c m δ̇ r

座和油膜组成。弹性支承类似于悬臂梁，右端固定，
由于右端固定，左端只

能在平面内平动，通过
挤压油膜产生油膜阻
尼。为便于计算，将轴

（1）

承座简化为刚体并固

式中：k m 为时变啮合刚度；c m 为时不变啮合阻尼；f ( δ r )

定，滚动轴承内圈与齿

为齿侧间隙函数

和外圈均为刚性连接。

ìδ r - b, δ r > b
ï
f ( δ r ) = í 0, else
ï
îδ r + b, δ r < -b

（2）

主动轮和从动轮的质心与柔性齿轮轴相应的节
点刚性连接，输入齿轮轴和输出齿轮轴之间只有动态
啮合力的作用。因此动态啮合力对主动轮和从动轮
在各自自由度上的分量可以表示为
Fm = Fm h

（3）

齿轮系统的外部激励载荷

[

]

F e = 0... ( 0, 0, 0, 0, 0, T E ) ... ( 0, 0, 0, 0, 0, T L ) ... （4）

式中：TE 为主动轴上激励扭矩；TL 为负载扭矩。
弧齿锥齿轮-SFD 系统除受到外部激励和动态啮
合力外，还受到 SFD 的作用，SFD 对弧齿锥齿轮系统

的影响用 SFD 油膜反力在 x 和 y 方向上的分量 Fx 和 Fy
表示。采用 Timoshenko 梁单元对齿轮系统进行离散
出现 n 个节点，每个节点有 6 个自由度，根据 SFD 节点

[

F o = 0, ... , ( F x , F y , 0, 0, 0, 0 ), ..., 0

]

图7

挤压油膜阻尼器

SFD 油膜压力控制方程为

( ) ( )

∂p
∂
∂ 3 ∂p
h3
+
h
=
∂θ
∂z
∂z
R ∂θ
2

式中：b 为齿侧间隙的一半。

编号顺序构建油膜力向量 Fo

轮轴、弹性支座的左端

6μ
∂h
x'sin ( θ + β ) - y'cos ( θ + β ))
+
(
R
∂θ
12μ ( x'cos ( θ + β ) + y'sin ( θ + β ))

式中：R 为轴颈半径；q 为周向位置坐标；p 为油膜压
力；h ≈ c ( 1 + εcosθ )，为油膜压力；c 和 e 分别为 SFD 径

向油膜间隙和轴颈偏心率；m 为流体动力黏度；b 为偏
位角；z 为轴向位置坐标；轴颈在 x 和 y 方向上的振动
位移分别为 x 和 y，振动速度分别为 x' 和 y'。
由 SFD 的 Reynolds 方程式（7）可知油膜反力为轴

颈振动位移（x（t），y（t））和速度（x'（t），y'（t））的函

数，即 Fx，Fy = （
f x（t），y（t），x'（t），y'（t））。将圆柱坐
标系中 SFD 的油膜展开为笛卡尔坐标系下的油膜，并

对其进行三角网格划分，如图 8 所示。采用有限元方
法[30]计算 SFD 的油膜反力 Fx 和 Fy。

（5）

Fo 共有 6n 个元素，SFD 位于第 i 个节点，则 Fx 为

Fo 第（6i-5）个元素，Fy 为 Fo 第（6i-4）个元素。将外部

激励载荷向量 Fe、SFD 油膜反力向量 Fo 和动态啮合力
向量 Fm 叠加得到系统整体激励向量 F=Fe+Fo+Fm。

根据拉格朗日方程可得到航空发动机中央传动

（7）

图8

SFD 油膜三角形网格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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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的静态传动误差如图 12 中所示。频率成

齿轮副啮合刚度及静态传动误差
由齿轮动态啮合力公式可知弧齿锥齿轮系统中

的主要振动激励源为静态传动误差和时变啮合刚度。
借助有限元分析软件

分主要由大齿轮第 1 阶轴频 fs1 和小齿轮第 1 阶轴频 fs2
组成，在中高频区间还有第 1 阶啮合频率成分 fm，并且
有很多“毛刺”信号，由无数小幅的边频成分构成。

ABAQUS，有 限 元 模 型 如
图 9 所示。通过加载接触

分析得到锥齿轮副的啮
图9 弧齿锥齿轮副有限元模型

合刚度 km
km =

λ gz

(

Fn

zp
θg - θp - es
zg

)

（8）
（a）静态传动误差时域

式中：Fn 为齿轮副中同时啮合的多对齿轮法向啮合
力；λ gz 为齿轮相对其坐标系的等效旋转半径；zp 和 zg
分别为主动轮和从动轮的齿数；θ p 和 θ g 分别为主动轮
和从动轮相对各自局部坐标系的转动位移。
计算出的啮合刚度如图 10 所示。

（b）前 5 阶次轴频频域
图 12

3

（c）50~60 阶次轴频频域

锥齿轮副的静态传动误差

SFD 减振特性分析
振动加速度是反映齿轮传动系统振动性能的重

图 10

弧齿锥齿轮时变啮合刚度

传动误差是齿轮系统振动和噪声的主要激励源
之一，传动误差曲线的幅值大小和变化趋势直接反映
到齿轮振动上，随着幅值的增大，振动、噪声也会逐渐
增大，传动误差曲线变化越急促，振动也越大。对于
齿轮副来说，传动误差为从动轮的实际转动角度与理
论转动角度之差，而从动轮理论转动角度为主动轮实
际转动角度乘以齿轮副传动比。齿轮传动误差可以

要指标。在 8000、13400 以及 1000～16000 r/min 升速

3 种工况下，分别分析在刚性支承和 SFD 支承时弧齿

锥齿轮系统在支承处的振动加速度，通过对比验证
SFD 在弧齿锥齿轮系统中的减振效果。由于鼠笼式
弹性支承及挤压油膜阻尼器安装在支承 2 处，因此

SFD 在弧齿锥齿轮系统中减振效果在支承 2 处表现
得更为明显。锥齿轮系统在转速为 8000 r/min 工况

时壳体表面支承 2 附近的振动加速度如图 13 所示。

被分为静态传动误差 es 和动态传动误差 ed。静态传
动误差主要反映齿轮副的
加工制造精度，如切向综
合误差、齿距累计误差、基
节偏差、齿形误差等。通

（a）时域

过 3 坐标测量机测量锥齿

轮副的实际齿面（如图 11
所示），根据实际离散齿面
点重构齿面，采用离散齿
面无负载齿面接触算法[31]
计算实际齿轮的静态传动 图 11 锥齿轮实际齿面测量
误差。

（b）频域
图 13

（c）频域放大

转速为 8000 r/min 时支承 2 处的振动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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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与刚性支承系统相比，通过增加 SFD 使
得弧齿锥齿轮系统的振动加速度幅值大幅减小，振动

13400 r/min 工况的分析结果一致。

加速度幅值减小 19%。从图 13（b）、
（c）中可见，弧齿
锥齿轮系统在支承 2 处的振动主要由 3.5 倍轴频、齿

轮副的第 1 阶啮合频率 fm（55 倍轴频 fs）、第 2 阶啮合频

率 fm（110 倍轴频 fs）、第 3 阶啮合频率 fm（165 倍轴频 fs）、
第 4 阶啮合频率 fm（220 倍轴频 fs）及其轴频调制形成的
边频带组成（51fs～58fs）。SFD 主要抑制的是低频区
域 3.5 倍频附近以及高频区域第 2、4 阶啮合频率附近

图 15

4

原理性试验验证

的振动幅值，
对其他频率成分振动的抑制并不明显。

在高速工况转速为 13400 r/min 时弧齿锥齿轮系

统在支承 2 处的振动加速度如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

见，振动响应主要以前 4 阶啮合频率及 3.5 倍轴频为

主，并且在啮频和 3.5 倍轴频附近存在大量的边频。
SFD 主要抑制的是低频区域 3.5 倍频附近的振动幅

值。通过增加 SFD，在支承 2 处低频区域的振幅从
38g 左右降低到 9.8g 左右。SFD 对低频 3.5 倍频附近

升速工况时支承 2 处的振动加速度

搭建 SFD 支承下的弧齿锥齿轮系统试验台，验证

弧齿锥齿轮系统动力学建模及理论分析方法的有效
性。试验台结构如图 16 所示，大齿轮轴靠近齿轮端
的一端由鼠笼型弹性支承和 4 点接触球轴承串联，然
后与 SFD 并联支承，另一端为圆柱滚子轴承支承。小

齿轮轴一端由 4 点角接触球轴承支承，另一端由圆柱
滚子轴承支承。

的振动幅值抑制效果明显，主要原因是 SFD 油膜反力

为齿轮轴振动位移（x（t），y（t））和速度（x'（t），y'（t））
的函数，而齿轮轴的振动位移和速度与轴的转动频率
密切相关。

1—壳体；2—管接头；3—喷嘴；4—大齿轮 4 点接触球轴承(支承 1)；5—挤压油

膜；6—鼠笼式弹性支承安装支架；7—鼠笼式弹性支承；8—大齿轮及齿轮轴；
9—轴承座固定支架；10—大齿轮及齿轮轴承(支承 2)；11—轴承座；12—步进电

（a）时域

机；13—小齿轮及齿轮轴；14—小齿轮圆柱滚子；15—小齿轮 4 点接触球轴承(支
承 4)；16—支架

图 16

含弹性支承的弧齿锥齿轮试验台结构

实测试验台轴承附近处的振动加速度并与理论
计算结果进行对比，转速为 13400 r/min 时实测振动
图 14

（c）频域放大

转速为 13400 r/min 时支承 2 处的振动加速度

转速为 1000～16000 r/min 的升速过程中，弧齿

锥齿轮齿面优化前后系统在支承 2 处的振动加速度
均 方 根 值 如 图 15 所 示 。 从 图 中 可 见 ，在 中 高 转 速
8000～16000 r/min，SFD 对在支承 2 处的振动加速度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各峰值处的振幅都有明显的减
小，这一结果与转速为 8000 r/min 工况和高转速为

信号与理论振动信号频率成分对比如图 17 所示。理
24
18

Acceleration/g

（b）频域

12

1/2 fm

2 fm

6

0

Theoretical
Tested

fm

50

图 17

100

3 fm

4 fm

5 fm

150
200
250
300
Order frequency of input shaft

6 fm
350

转速为 13400 r/min 时实测振动信号与
理论振动信号啮合频率成分对比

7 fm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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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实际振动前 6 阶啮合频率的幅值基本吻合，振动

为准确地预测锥齿轮-SFD 系统的振动响应，在前 6

上，这也与噪声信号的结果一致。理论分析在啮合

实际数据与理论结果的主要差异主要体现在啮合频

频 率 处 的 振 幅 为 19.7g，实 测 振 动 信 号 的 振 幅 为

率的次谐波分量上，实测信号的次谐波频率成分在理

幅值在同一量级，最大振幅出现在第 1 阶啮合频率

阶啮合频率分量上的幅值相差不大，处于同一量级。

16.9g，幅值大小基本吻合。此外，4 倍啮频外的其余

论信号中未被激励出来，原因主要在于理论分析模型

倍频成分的幅值也基本一致，主要区别是振动信号

设置了多项假设，没有考虑很多非线性因素，如滚动

在 1/3 fm 和 1/2 fm 等次谐波分量在理论结果中未被激

轴承的非线性时变刚度、齿轮副时变齿侧间隙、齿轮

理论振动信号如图 18 所示。最大频率成分为第 1 阶啮

5

励出来。同样，
转速为 12315 r/min 时实测振动信号与

合频率，理论与实际振幅有一定出入，但处于同一量
级，
在转速为 12315 r/min 时实际振动幅值为 16g，
理论

振幅为 27.5g，
可以采用理论分析预测齿轮系统的振动
响应。

结论
（1）试验台中锥齿轮副的静态传动误差频率成分

主要由大齿轮第 1 阶轴频 fs1、小齿轮第 1 阶轴频 fs2 及
其边频成分组成，在中高频区间还有小幅值的第 1 阶

啮合频率成分 fm 及其边频成分。齿轮系统在支承处

30
Acceleration/g

副啮合油膜刚度等因素。

20

fm

1/2 fm

2 fm

10
0

50

图 18

3 fm

Theoretical
Tested
4 fm

5 fm

6 fm

100
150
200
250
300
Order frequency of input shaft

7 fm

350

400

的振动主要由低频轴频的倍频及齿轮副啮合频率的

倍频成分组成，包括 3.5 fs、fm、2 fm、3 fm、4 fm、6 fm 及 7 fm
等频率成分。振动频率成分中啮频、啮频的倍频及其

边频主要由齿轮传动误差中的啮频和大小齿轮轴频

调制激励出来。振动中的低频成分 3.5 fs 主要由主、
从动轮的轴频调制引起。在高转速 8000～16000 r/

12315 r/min 时实测振动信号与

理论振动信号啮合频率成分对比

为更充分地验证理论分析的有效性，实测转速为
9200～14700 r/min 升速过程中支承 2 处的振动加速

min，SFD 对在支承 2 处的振动加速度有明显抑制作
用，各峰值处的振幅都有明显的减小。

（2）实测噪声信号和理论振动信号主要由 2 个频

度，实测和理论分析结果如图 19 所示。在整个转速

率带组成，在高频区域主要由第 1 阶啮合频率及轴频

振动峰值外二者幅值基本接近，并且都是在 10200 r/

组成，振动和噪声最大频率成分均为第 1 阶啮合频

范围内，理论分析结果与实测结果的吻合度较高，在

min 和 11600 r/min 附近达到峰值。由于在理论分析

时未考虑激励载荷波动、负载波动以及增速器的齿轮

调制频率为主，在低频区域主要由 4 倍轴频及边频带
率。实测振动、噪声信号与理论振动信号在前 6 阶啮

合频率成分幅值吻合度较高，振动幅值处于同一量级

副啮合激励等因素，相比实测振动信号，理论振动信

且趋势基本一致，验证了理论分析模型及分析方法的

号在转速为 13600 r/min 附近处的振动峰值未被激励

有效性。差异在于理论分析模型未考虑滚动轴承的

出来。

Acceleration/g

100
10200

75
50

Tested
11600

Theoretical
13600

度等因素，使得实测振动信号的次谐波频率成分（1/6
fm、1/2 fm）在理论振动信号中未被激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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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BSE 思想的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设计方法
李

琛 1，吴

新 1，崔利丰 1，郝彬彬 1，左

伟 1，文彬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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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2. 中国航发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在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设计开发过程中，存在需求理解偏差、需求实现描述不清晰、设计过程缺失等问题，严重影响产
品后续使用。为了构建完整、规范、准确的系统设计要求，完整描述系统设计过程，引入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思想。通过需求分析
将用户需求条目化，并对每条需求进行确认；通过功能分解，将复杂系统模块化；利用功能描述将需求量化、图形化，明确各项功能
的具体行为；在要求制定过程中引入数据流管理，将整个系统设计过程有机结合在一起。结果表明：采用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思
想构建满足产品研发的控制系统正向设计方法，实现了顶层需求的 100% 覆盖和追溯，可将模糊的需求通过建模方式具体化、显形
化。通过 N1 测量对设计方法进行了验证，表明该方法可用于工程设计。

关键词：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控制系统；需求分析；功能分解；系统设计；数据管理；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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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Method of Aeroengin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MBSE Thought
LI Chen1，WU Xin1，CUI Li-feng1，HAO Bin-bin1，ZUO Wei1，WEN Bin-he2
（1.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2.AECC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Wuxi Jiangsu 214063，China）
Abstract：In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eroengine control system，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deviation in requirement un⁃

derstanding，unclear description of requirements, lack of design process and so on，which seriously affect the subsequent use of products.

In order to construct complete，standardized and accurate system design requirements and describe the system design process completely，
the idea of model-based system engineering was introduced. Through requirement analysis，the user requirement were itemized and each

requirement was confirmed. The complex system was modularized through function decomposition. Using the function description，the re⁃
quirements were quantified and visualized，and the specific behavior of each function was defined. Data flow management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requirements formulation process，and the whole system design process was organically combin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or⁃

ward design method of control system to meet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n be constructed by using the idea of model-based sys⁃

tem engineering, and 100% coverage and traceability of the top-level requirement can be realized，and the fuzzy requirements can be mate⁃

rialized and manifested through modeling. The design method is verified by N1 measurement，
which shows that the method can be used in en⁃
gineering design.

Key words：model-based system engineering；control system；requirement analysis；function decomposition；system design；data man⁃

agement；aeroengine

0

引言
随着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Full Authority Digital

Electronic Control，FADEC）系统的应用，航空发动机

详细，设计过程缺失，导致在详细设计实现时存在不
确定性，造成设计实现与设计目标偏离。这类问题常
常在发动机使用过程中不断地暴露，给试车、试飞带

控制系统功能不断扩展，控制变量逐渐增多，系统的

来一定风险。现阶段控制系统研制处于向自主研发

复杂度不断提升。在以往研制过程中，控制系统暴露

的转型阶段，建立正向的控制系统设计能力越来越受

出较多技术问题，其中部分原因是系统设计要求不够

到中国工程师的重视。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Model-

收稿日期：2021-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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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ng，et al. Design method of aeroengin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MBSE thought[J]. Aeroengine，2021，47（4）：12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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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System Engineering，MBSE）的设计方法为复杂

统建模，把待研究系统的特性抽象出来，并用数字化、

系统工程的分析过程，将系统需求条目化，并采用数

1.2

系统的设计提供了一种有效手段

[1-3]

，其核心是按照

字化、图形化、建模等方式描述复杂系统设计过程，将
需求量化、可测量、可追溯，将设计过程可视化[4-5]。
NASA 是最早将 MBSE 应用于复杂系统设计中的

科研机构之一，并将其研究结果大量应用于工程实
践，极大的提升了设计开发能力和产品质量，在航空

标准化、
图形化等形式，
将设计过程描述出来[14-15]。
MBSE 特点

MBSE 是 区 别 于 传 统 的 基 于 文 本 的 系 统 工 程

（Text-Base System Engineering，TSE）而提出的，目的
是为了解决传统系统工程存在的诸多问题。传统的

TSE 主要是基于文本、语言的形式来描述需求，由于
语言描述内容丰富，并多采用形容词等模糊描述，导

发动机控制系统设计领域，通过搭建部件级仿真模

致需求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差，需求传递过程中产生

型，实现了对发动机性能的分析、预估，开展了军用

偏差，并且基于文档难以实现对需求的追踪，当出现

级 、民 用 级 控 制 系 统 仿 真 模 型 的 开 发 和 验 证 ，为

设计变更时，难以对变更进行准确评估。

FADEC 系统的快速成功研制奠定了基础

[6-8]

。近些

年，中国高校和航空航天院所才开始使用 MBSE 方法

MBSE 相对于 TSE 优势如下：

（1）需求条目化。需求多依据功能实现提出，如

开展工程设计，初步理解了 MBSE 设计理念，构建了

发动机控制系统应具备让发动机停车的能力，内容

基础的 MBSE 设计工作流程和设计方法[9-11]；张天宏

含义丰富，无法直接用来进行系统设计。MBSE 采用

等[12]将实时仿真技术应用于控制系统设计中，并指出

将需求中的名词、形容词、动词等通过数字化、程序

基于模型的设计方法是开展控制系统正向设计不可

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将顶层需求条目化，从而实现需

缺少的重要手段。目前，中国控制系统设计多基于文

求的向下分解。

本的形式提出，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
（1）需求方与承

（2）语言量化描述。在以往的设计要求中大量

研方对于需求的理解存在偏差，导致某些功能和性能

采用描述性语言，无法明确地表达具体的内容含义。

不符合发动机的实际需求；
（2）仅包括功能要求和性

例如，发动机高原起动简单描述为：发动机应具备高

能概要要求，且每项要求的具体实现方法描述不够清

原起动能力。那么如何才算是具备高原起动能力？

晰；
（3）需求零散，无法将需求完整、有机地结合起来。
鉴于中国对 MBSE 方法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本

文从顶层需求角度出发，结合 MBSE 的设计思想，探
索一种发动机控制系统正向设计方法。

1
1.1

将语言量化后，表述为：发动机应具备在不低于 2000
m 的高原上起动能力，起动时间不超过 60 s，起动过

程 中 排 气 温 度 不 超 过 500 ℃ ，起 动 成 功 率 不 低 于

98％，如图２所示。将需求量化后才可保证需求无
歧义，并且后续可验证。

MBSE 设计思想
MBSE 概述

MBSE 是近年系统工程的一种全新探索，基本原

理仍然是 V 字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2

高原起动能力验证

（3）设计过程显形化。通过系统的输入、输出直
图1

系统研发 V 字模型

系统工程国际标准委员会给出的 MBSE 定义：
规范

接定义系统的行为，被称为“黑盒式”设计，对于简单
系统的设计可以这样做，但是对于发动机控制系统这

化的应用建模技术来支持系统需求、
设计、
分析、
验证与

种内部变量多、功能逻辑复杂的系统，若对内部设计

确认，
从概念设计阶段直至生命周期的后期各个阶段，

过程不关注，一旦出现问题，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13]

持续贯穿整个产品的开发 。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对系

控制系统多采用闭环控制方式，其原理如图 3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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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以往的研制过程中，通常直接交由下游设计单

（4）逻辑功能完整。正常状态的功能逻辑实现简

位开展设计，若不了解内部的设计过程，在发动机试

单明了，通常也可满足预期的要求。但完整的系统设

车验证时出现问题，会造成设计反复，影响研制进度。

计应包含正常、非正常和故障工作状态下的表现行
为，且后 2 种情况下系统的工作状态决定了系统设计
能否满足顶层的安全性要求。MBSE 通过建模可将
系统的各种工作状态（如对信号故障表决过程）均定

图3

闭环起动原理

义完整，信号表决模型见表 1。
表１

MBSE 采用
“白盒”
设计思想，
将内部设计过程显形

化，
设计流程清晰 PID 参数设计技术路径如图 4所示。

信号表决模型

交叉故
障状态

A 通道验
证状态

B 通道
验证状态

表决值

缺省值
状态

T

T

T

（ A+B）/2

F

T

F

T

B

F

T
T
F
F
F
F

2

T

F

F

F

T

T

T
F

N1_default
Max（A，B）or Min

F

（A，B）
A

F

N1_default

T

F

A

B

F
T
F
F
F
T

基于 MBSE 的控制系统设计
本文主要针对需求分析、功能分解、功能描述等

过 程 开 展 基 于 MBSE 思 想 的 设 计 方 法 研 究 。 采 用

DOORS、Matlab/Simulink、Amesim 等软件进行需求管
理和参数建模。
图4

PID 参数设计技术路径

2.1

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包含对利益攸关者需求的捕获和对需

对上述过程进行参数化建模，如图 5 所示。把闭

求的确认，以保证需求的无二意性。目前国际上多使

形式展现，当在使用中出现问题时可以及时追溯，并

示。建立贯穿整个系统生命周期的需求符合性矩

环参数设计黑盒子解耦，将每项设计过程通过建模的
快速开展仿真验证。

用 IBM Rational Doors 工具来开展需求分析，如图 6 所

阵，，当需求发生更改时，需要更新需求符合性矩阵，
保证需求变更可追溯。

图6

需求分析过程

发动机控制系统利益攸关方需求主要包含“Re⁃
图5

参数设计过程建模

quirements”和“Domain Knowledge”2 方 面 。
“Re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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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s”可以理解为系统需求文件，应由具备相应工程

擅自更改；
“Domain Knowledge”为领域知识，包括前

关方的需求、意见和期望，必须进行跟踪、追溯和控

设计体系规范等及发动机的控制要求等，需求内涵见

研制经验的控制系统工程师编制，应包含所有利益攸
制，需要经发动机和飞机方认可，并且未经允许不得
表2
（1）适航要求

“Requirements”-需求

● AC33.28 认证咨询通报

表 2。

需求内涵

（1）先验知识

● CAAC33.28 认证需求

（2 飞机要求

（3）发动机要求
●空气系统
●电气系统

期工程研究中的设计经验、对故障的分析归零报告、

● 滑油系统
●燃油系统

（4）飞机飞行试验要求

●操作手册
●安装手册

专家经验、故障调查报告、设计体系规范等。

（2）发动机控制要求

（5）安全性要求
●ARP 4754

●ARP 4761

●DO-178

●DO-248

（6）软件标准
（7）环境测试
●D0-160

●GJB 241A

●DO-254

●DO-297

（8）硬件标准

●接口标准、加载标准

设计需求条目，实现利益攸关方-控制系统-子系统
各级关键功能、性能指标的 100% 传递、关联与追溯。
2.2

系统界面确定

界面也可以理解为上下游之间或互相之间开展

大气数据

瞬态状态检测

燃油限制

喘振、失速检测

点火燃油量

喘振、失速恢复

起动

客舱引气和防冰引气

自动点火

额定推力计算

加、减速控制

反推系统操作

最大限制

后备模态

慢车控制

服务使用状态监控

导叶控制规律

特殊功能

放气控制规律

把系统设计界面放在 ECU 上，并定义界面上的

此阶段将利益攸关方需求转化为系统设计需求，
并基于需求管理工具进行需求数字化管理，建立系统

“Domain Knowledge”—领域知识

输入、输出信号关系，如图 8 所示。依据在界面上的
输入、输出，开展系统设计，并对输入、输出信号进行
管理，实现系统设计的完整统一。对于传感器、
电缆和

液压执行机构等部件，一般是货架产品，成熟度较高，
可交下游供应商自行设计完成后提供给主机确认。

设计工作的分界线。清晰、合理的界面划分可提升工
作效率，避免由于工作界面模糊而造成设计上的推
诿。在发动机的 FADECs 系统设计中，电子控制单元

（Electronic control unit，ECU）是 整 个 控 制 系 统 的 中
枢，如图 7 所示。不仅包含硬件设计，也包含软件设

计，而软件在程序、逻辑的执行及系统的运行中都起
着关键作用，本文开展设计的核心是依托于电子控制
单元对系统软件提出要求。

图8

2.3

2.3.1

输入、输出信号定义

功能分解
功能定义
按照 MBSE 的设计思想 ，对于复杂的多功能系

统，需开展功能分析，基于功能将复杂的系统划分为
图7

ECU 外部交联关系

不同模块，要保证功能相对独立，并按照设计使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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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的角度来划分。参考 ATA 100 美国航空运输协会
规范 与 GJB 4855-2003 军用飞机系统划分及编码
[16]

表3
10 方面

[17]

中对子系统的定义，控制系统可分解为起动、点火、燃

输入信号

油与操纵、发动机控制、发动机指示系统。

输出信号

基于子系统划分和需求分析，将需求整合划分，
定义出不同的功能模块，主要有起动点火停车、控制

模块间输入信号

10 方面描述内容
说明

本模块如果处于 ECU 边界，则列举 ECU 外
部输入到本模块的信号；
本模块如果处于 ECU 边界，则列举本模块输
出到 ECU 外部的信号；
ECU 内部各模块之间，来自于其他模块的信
号在本模块进行使用；
ECU 内部各模块之间，产生于本模块，提供
给其他模块的使用的信号；

规律、状态监控、系统保护、电源、维护、热管理、反推

模块间输出信号

控制以及向飞机输入等基础功能模块，如图 9 所示。

单步周期

本功能模块的单步计算周期要求；

前序要求

本模块对前序模块的运行速率等方面提要求；

入、输出独立定义为功能模块。单独定义 ECU 内部

精度要求

采集精度，计算精度等；

模块工作要求

功能要求的主体内容；

而各功能模块的运行都离不开信号的串联，因此将输

模块用于描述硬件相关需求。依据系统运行模式不
同，具体实现功能要求也有差异，基于此考虑定义顶
层工作模块“模式模块”，用于控制系统不同使用场景

说明
存在问题

本模块涉及到的常量，变量，算法，可调参数
等进行说明；
本功能可能面临的技术问题及将来可能采
取的解决方案。

切换。对于不同的系统功能模块划分可依据具体的
功能要求增加或减少。

图 10

3

数据字典

设计应用
结合发动机信号模块设计，对上述设计过程进行

图9

2.3.2

功能模块

详细阐述，以 N1 转速测量为例。
3.1

功能要求的具体描述

需求分析

在控制系统顶层的需求中通常描述为：控制系统

MBSE 要求对每项单一功能进行详细地描述，如

应准确、可靠地测量发动机的低压转子转速用于发动

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将功能具体描述为 10 方面，保

该项需求可分解为几个核心的关键词：低压转子

何通过 MBSE 思想完整全面地描述系统的功能要求，
证每项功能都可以完整描述，见表 3。这样既可以强

机的推力控制。
（名词）、转速测量（动词）、准确（形容词）、可靠（形容

制要求设计人员在编制要求时更完整地考虑问题，又

词）。低压转子，传递了测量对象是发动机的低压转

可以避免设计要求不完整或缺失。

子转速；转速测量，需要考虑转速测量方法，工程上常

通过 10 方面要求的提出，使得系统设计之初就

用测量发动机转速的方法是采用磁电式转速传感器

必须考虑该项功能与系统间的交互影响，详细描述了

测量；准确测量转速，说明对测量精度有相应要求；可

具体逻辑与计算需求、参数设定等，并明确面对未来

靠地测量，表明测量应具备相应的可靠性，在应考虑

可能需要的功能扩展和问题，实现单项功能清晰、准

故障状态的处置逻辑。通过对关键词的进一步分析，

确地描述。

将顶层的军方需求转化为对系统的需求，如图 11 所

2.4

数据流管理
将各功能模块的输入、输出信号整合为数据字

典，定义了系统需要关注的变量，通过数据字典管理
输入、输出数据流向，将各功能模块完整、有机地串
联，如图 10 所示。

示。最后将需求分析过程录入 DOORS 系统中，用于
需求管理和追溯。
3.2

功能分解
完成需求分解后，对功能实现过程进行定义。转

速测量过程可详细分解为产生-测量-使用 3 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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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需求分解过程

主要包含发动机、传感器、电子控制单元 3 部分，采用

泳道图的形式对功能需求进行定义，如图 12 所示。
前 2 项仅需把定量的要求向下游传递即可，而其核心
复杂的要求在于数字电控制器对信号的处理过程。

图 15

模块间输出信号定义

节省运算资源的前提下保证计算速度满足功能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在相同的功能模块内，对于不同信号，
计算周期要求可能也不同。选取 50 ms 作为 N1 信号
的计算周期。
3.3.6
3.3.7

前序要求
N1 信号不存在前序信号的处理，无前序要求。
精度要求
精度要求应与具体的工程项目要求相关，并依据

顶层的性能指标分解。针对本文研究内容定义采集
精度为±0.3%，控制精度为±0.5%。
3.3.8
图 12

3.3

功能定义

N1 转速信号从测量采集到最终被转化为可用的

控制系统信号，需经过双余度发动机信号处理过程，

功能描述

完成功能需求分析、功能分解后，按照上文的 10

项内容对功能进行详细描述。
3.3.1

模块工作要求

输入信号

如图 16 所示。数字电子控制器采集 N1 传感器的 2 个

余度，供 A、B 通道使用，使用前需进行传感器硬件处
理、传感器信号验证、真值表计算等 3 步。

定义传感器输入信号如图 13 所示。信号是传感

器直接测量的，未经处理的原始信号。
3.3.2

输出信号
此部分无 ECU 向外部输出 ，因此无输出信号 。

一般在驱动模块才有输出信号定义。
3.3.3

模块间输入信号
定义来自其它模块的输出，如图 14 所示。信号

来自模式模块，因此在模式模块的输出部分一定存在
该变量。需注意的是，若这 2 个模块是由不同工程师
设计的，相互之间需要协同定义。

图 16

双余度发动机信号处理过程

（1）硬件处理要求。
a. 机内检测（Build-in Test，BIT）：该模块包含必

要的 BIT 检测功能（断路、短路、电路参数偏离），并提
供诊断结果；

b. 信号调理：供应商需保证 ECU 硬件和软件设

计可满足信号采集精度和运算速率的要求；
图 13

3.3.4

输入信号定义

图 14

模块间输入信号定义

模块间输出信号
与模块间输入信号相似，模块间输出信号也是本

模块产生的，在其它模块中使用，如图 15 所示。
3.3.5

单步周期

规定了信号处理的最小计算周期要求，应在尽量

c.N1 信号测量：测量 N1 传感器的频率信号，将其

转化为相对物理转速形式描述的数字信号；

d. 最高转速：N1 传感器可测最高转速不低于发动

机实际正常最大工作转速的 160%。

（2）N1 信号验证及真值表表决要求。
采用软件对双通道测量信号进行验证，包括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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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极值检测、交叉检测、积分检测等。根据 BIT 诊

响，对参数进行调整；

据通道验证状态信息进行故障积分诊断，并且将故障

能不准确，信号出现异常突跳，在硬件电路处理时需

积分后的状态反馈给真值表进行信号表决；真值表表

额外注意。

决后输出 N1 信号表决结果及缺省值状态。将文字描

3.4

（2）在转速较低时（如 7% 以下），N1 测试结果可

断结果和极值诊断结果，给出通道验证状态信息；根

述为功能逻辑，如图 17 所示。

图 17

数据字典
最后将模块中使用的输入、输出信号整理后录入

数据字典，如图 19 所示。

图 19

双余度信号验证及真值表表决逻辑

采用 Matlab/Simulink 对功能逻辑建模，如图 18

所示，用于对逻辑设计的准确合理性验证及系统的早
期验证。

４

数据字典

结论
（1）通过需求分析将利益攸官方需求条目化，建

立了利益攸关方-控制系统-子系统各级关键功能性
能指标的 100% 传递，对每条需求进行确认，保证了
每条需求含义的准确传递，采用 DOORS 软件进行需
求管理，方便需求关联与追溯；

（2）基于功能分解，以 ECU 为核心，将复杂的控

制系统设计划分为若干功能模块的设计，并采用量化

的要求和模型化、图形化的设计过程，将每项功能详
细描述，有利于设计效率的提升，将功能描述为 10 方
面，避免在设计过程中导致的不完整、不规范；
图 18

3.3.9

（3）使用数据字典对输入、输出数据流进行管理，

表决逻辑数学模型

识别每项功能边界外的接口和信息，以数据的输入、

说明

输出为导向，使得设计过程更加清晰和规范，同时将

在不同模式状态下，N1 故障检测阈值不同，参考

示例见表 4。

统一；
表4

（4）通过 N1 测量系统的设计过程，对设计方法进

故障检测阈值

模式

极大值/%

极小值/%

交叉阈值/%

故障积分阈值

正常

140

-1

10

400000

140

0

140

可调整

起动
维护
备份

3.3.10

30

140

各功能模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达到系统设计的完整

-1

140

-1

140

200000
400000

存在问题

在具体设计时还应对下列问题进行考虑：

（1）系统规范规定的参数范围是从发动机提出的
参数，在软件和硬件实现时要考虑干扰和雷击的影

行了应用，该方法可使需求分析过程更充分，设计过
程更完整，设计描述更清晰，设计实践表明该方法可
用于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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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涡扇发动机结构强度试验技术发展
安中彦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航空涡扇发动机是军民用飞机的主要动力装置，航空发动机结构强度试验目的是验证发动机整机及零部件结构的强
度、变形、振动、疲劳、蠕变、损伤容限、寿命及结构可靠性等是否满足设计规范、标准和实际使用需求。目前，中国开展的相关结构
强度试验种类主要有零部件振动、转子件、结构静力与疲劳、热强度等试验。从航空涡扇发动机对强度试验的需求分析出发，对其
强度试验技术进行概述，归纳了研制规范和技术发展方面对强度试验的需求，简述了强度试验技术国内外专业发展现状，分析认
为中国与国外先进水平在试验硬件设备、适航性专用试验技术和能力、先进试验技术的自研能力方面存在差距与不足，提出夯实
现有强度试验相关的技术基础、紧跟先进的强度试验技术发展、提升围绕发动机极端工况需求的研制能力的强度试验技术的发展
思路和方向。
关键词：强度试验；发展历程；结构完整性；航空涡扇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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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tructural Strength Test Technology of Turbofan Aeroengine
AN Zhong-yan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Turbofan aeroengine is the main powerplant of military and civil aircraft. The purpose of aeroengine structural strength test

is to verify whether the strength，deformation，vibration，fatigue，creep，damage tolerance，life and structural reliability of the engine and its

components meet the design specifications，standards and actual operation requirements. At present，the main types of relevant structural

strength tests in China were vibration test，rotor test，static and fatigue test，thermal strength test.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analysis of

strength test for turbofan aeroengine，the strength test technology of turbofan aeroengine was summarized. The requirements of strength test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specifications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ere summarize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atus of strength test
technology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described briefly.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are gaps and deficienci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in test hardware equipment，airworthiness special test technology and capability，and self research capability of advanced test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direction of the strength test technology are presented，which is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related

to the strength test，closely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dvanced strength test technology，and improving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
ment ability arou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aeroengine extreme operation conditions.

Key words：strength test；development process；structural integrity；turbofan aeroengine

0

引言

气体动力学、热力学、燃烧学、结构强度、控制技术、试

航空发动机是一种高温、高压、高速旋转的复杂

验与测试技术、材料学和制造工艺等多学科和专业领

热力机械，尤其是航空涡扇发动机，由上万个零件组

域[1]，要在宽泛的飞行范围和恶劣的环境条件下，长

成，结构复杂、紧凑、空间狭小，并且工作时温度变化

期反复使用、高效可靠工作。随着现代航空发动机设

剧烈、内流极其复杂，导致各结构件所处环境十分恶

计方法的更新及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航空

劣，稍有不甚就可能发生严重事故。航空发动机涉及

发动机性能不断提升，零部件所处环境更加恶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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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technology of turbofan aeroengine[J]. Aeroengine，2021，47（4）：13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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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静子部件承受的载荷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因此，要保证航空发动机长期、高效、可靠的工作

裂、低循环疲劳、鸟撞与包容及热端部件的热冲击等
试验技术，其研究对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零件：轮盘、

运行，航空发动机研制、服役过程中开展结构强度试

轴、机匣、转子叶片、导向叶片、加力燃烧室、喷管、导

验，是对发动机整机、零部件等进行结构考核的重要

管、隔圈、封严装置、外罩、作动筒、传动装置、齿轮及

和必须手段。

轴承座等。

目前中国标准包括 GJB 241A 和 CCAR-33 ，以
[2]

[3]

表1

及 美 国 FAR 33[4] 和 1783B[5]、欧 洲 CS-E[6]、英 国 军 标

转子强度试验种类及目的

试验种类

00970[7] 及发动机应力标准（EGD-3）[8] 等国内外航空

目的
验证转子结构完整性和验证材料及

转子超转、破裂试验

发动机标准规范均对结构完整性提出明确的要求，尤

其是需要通过试验手段验证结构完整性满足要求。
因而结构强度试验是满足结构完整性要求必须通过

设计问题

转子低循环疲劳试验

定寿及延寿

转子裂纹扩展试验

研究裂纹扩展速率

转子疲劳蠕变联合试验

研究蠕变对疲劳寿命的影响

的试验考核项目。这些考核项目的形成是航空发动
机行业经过近百年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保证发动机

美国航空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5] 规定的航

成功研制和使用安全性所必须强制考核通过的强度

空发动机强度试验相关工作任务见表 2。从表中可

试验项目。
发动机在高温、高压、高转速下工作，难免会出现

见，强度试验贯穿了发动机研制的全过程，并且在总
研制任务中具有较大占比。

一些问题或故障。对发动机出现的故障除理论分析

表2

外，另一重要验证措施便是采用各种强度试验手段进
任务1：设计所需资料

行故障的复现与诊断分析，为找出故障原因提供试验
手段和数据支撑，提供改进所需的数据和改进建议。
尤其对于研制初期的发动机设计和结构改进而言，强
度试验在研制过程中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以上航空涡扇发动机强度试验的重要性分
析，有必要对强度试验技术发展进行总结梳理。本文
从航空涡扇发动机对强度试验的需求分析出发，对航
空涡扇发动机强度试验技术进行概述，归纳研制规范
和技术发展方面对强度试验的需求，简述强度试验技
术国内外专业发展现状，分析中国与国外在技术上的
差距与不足。

1

研制计划

任务2：设计分析、材料特性 任务3：零、部件和核
和研制试验

发动机地面试验

● 设计研制试验

● 强度
● 振动

● 温度测量

● 耐久性

界

—敏感性

● 材料工艺处理特性计划 —易损件目录表
● 腐蚀防护及控制

—热

● 使用要求

—包容

法

—应力与环境谱

● 设计准则

—耐久性

● 检查和诊断计划

—强度

● 设计使用寿命及设计用 —振动与颤振

结构强度试验概述
结构强度试验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发动机结构的

● 制造、工艺处理及质量控

提供有效数据支撑[9]。以转子强度试验为例，转子强
度试验种类及目的说明见表 1。按照结构完整性等

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目前中国开展的相关强度试验

● 核心发动机试验

● 阻抗

● 温度测量

● 修订分析

● 发动机结构维修计划

● 强度
● 间隙

● 逐台发动机跟踪

● 生产型发动机耐久性
和损伤容限控制工作

● 因故障修复工作和计
划

● 振动应变和颤振边 ● 包容
界测量

● 装机发动机的可检查性
制

—目视检查

寿命及结构可靠性等是否满足设计规范、军/民用标
准和实际使用需求，为发动机设计系统的设计及改进

● 转子不平衡振动

● 包容

任务5：发动机寿命管理

● 地面振动应变和颤振边 ● 使用用法测量

● 损伤容限

—损伤容限
—蠕变

功能、强度、刚度（变形）、振动、疲劳、蠕变、损伤容限、

飞行试验

零部件试验

● 耐久性及损伤容限控制 ● 分析
计划

任务4：发动机地面和

心发动机试验

● 设计任务循环

● 发动机结构完整性总计 ● 材料特性
划

发动机结构完整性任务

● 吞咽

● 加入任务试验
● 损伤容限

发动机飞行试验
● 风扇应变测量
● 舱温测量

● 装机的发动机振动
● 性能恶化

—无损检测验证
注：黑体为与结构强度试验相关的要求。

2
2.1

航空发动机对强度试验的需求分析
规范标准的要求

种类主要有零部件振动、转子件、结构静力与疲劳、热

为保证研制需要，航空发动机对强度试验各专业

强度等试验。涉及到航空发动机零部件振动特性与

的主要要求之一就是满足各标准规范对整机、零部件

疲劳、结构件模态、结构静力与疲劳、轮盘超转与破

强度试验的规定，强度试验各专业相关的部分适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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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规定条款见表 3。这些条款的形成是航空发

动机行业经过百余年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保证发动
表3
序号

零部件振动试验

机成功研制和使用安全性所必须强制考核通过的强
度试验项目。

强度试验各专业部分适航性标准要求

专业分类

1

133

相关规范条目
CCAR-33：33.62 应力分析；33.63 振动；33.83 振动试验；

MIL-HDBK-1783B：3.1.9 发动机结构；4.13 振动；5.13 振动。

CCAR-33：33.19 耐用性；33.27 涡轮、压气机、风扇和涡轮增压器的转子；33.70 限制寿命的发动机零件；33.75 安全
2

转子试验

性分析；33.76 吸鸟；33.94 叶片包容性和转子不平衡试验；

MIL-HDBK-1783B：4.3 设计使用寿命；4.8 损伤容限；4.8.1 剩余强度；4.9 耐久性；4.9.1 低循环疲劳（LCF）寿命；4.9.2
寿命设计储备；4.10 强度；4.10.1 安全系数；4.10.2 叶片与轮盘变形；4.10.3 包容性；4.10.4 叶片飞出；4.10.5 超转/超
温；4.10.6 轮盘破裂转速；4.13.3 高循环疲劳；4.15 外来物/内来物损伤（FOD/DOD）；4.19 部件寿命管理。

CCAR-33：33.23 发动机的安装构件和结构；33.64 承受压力载荷的发动机静子零件；33.75 安全性分析；33.84 发动
结构静力与疲劳

3

试验

MIL-HDBK-1783B：4.3 设计使用寿命；4.3.2 冷件；4.5.2 内部环境；4.8.1 剩余强度；4.9.1 低循环疲劳寿命；4.9.2 寿命

设计储备；4.10.1 安全系数；4.10.9 压力容器/机匣；4.10.12 主安装节；4.10.13 地面吊运安装节；4.10.14 发动机刚性；
4.13.3 高循环疲劳。

4

2.2

机超扭矩试验；

热强度试验

MIL-HDBK-1783B：3.1.14 热件；3.1.22 极限载荷；4.3.1 热件；4.9.1 低循环疲劳（LCF）寿命。

新型发动机、新材料、新结构对试验技术提出的

新要求
航空发动机的推力、转速、温度等指标的提升，促
使新材料、新结构的应用逐步增多，从而使得强度试
验技术面临新的挑战。在高温环境振动、转子旋转激
振、高转速转子试验、高温陶瓷基复合材料结构强度、

的规范和标准，如 MIL-HDBK-1783B《结构完整性大

纲》，基本囊括了发动机研制所需开展的强度试验要
求，其他欧美标准如 CS-E、JSGS、Def stan-00-970 第

11 部等，对强度试验的要求基本相同，但由于各发动

机公司均不公开具体试验数据，目前掌握的国外发动
机强度试验技术资料并不全面。

复合材料叶片热-机复合疲劳寿命等试验方面，
都提出

在试验技术发展上，欧美俄等发动机公司的结构

了进一步提升强度试验技术和能力的需求，需要提前

强度试验技术经过多代航空发动机研制的迭代，基本

布局和预先研究满足未来 5～10 年要求的试验能力。
2.3

故障复现与诊断的需求

另一重要需求是对发动机故障采用各种强度试
验手段进行故障的复现与诊断分析，找出故障原因。
发动机在高温、高压、高转速下工作，难免会出现一些
问题或故障，强度试验能够复现或者对故障进行原因
分析，及时找到病因，提供改进所需的数据支持和改
进建议。因此，形成对故障排故的快速试验反应能
力，能及时应对研制中的各种试验验证问题，降低研

已形成自己的规范和标准要求，对发动机核心部件叶
片、轮盘、主轴、机匣的试验技术，已达到比较成熟的
阶段。
英国 RR 公司燃烧室机匣的高温、高压疲劳试验

技 术 在 20 世 纪 70 年 代 已 经 具 备 试 验 能 力 。 对 叶

片[10]、轮盘、主轴等发动机核心零部件均已拥有成熟
的振动、强度、疲劳寿命等试验技术手段，叶片气体激
振、转子试验试验设备如图 1~3 所示。RR 公司典型

制进度风险。

3
3.1

强度试验专业现状及趋势
国外现状
国外具备先进航空发动机研制技术的国家主要

是美国、英国、俄罗斯和法国，其强度试验的发展经过
几代发动机的研制历程，是比较全面和成熟的。形成
了一系列较为全面的保证发动机研制成功和安全性

图1

风扇叶片气激（直吹）振动疲劳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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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仿真技术的发展，在积累了足量的强度试验
数据的基础上，逐渐过渡到采用仿真技术逐步替代部
分价格高昂、数据丰富的试验技术，试验技术本身也
在开展试验仿真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如西门子在其
智慧试验室中大量应用试验仿真技术，将试验平台囊
括到整个任务仿真分析管理应用框架中，将试验仿真
图2

图3

风扇叶片气激（旋笛）
振动试验

和虚拟试验联合应用。MTS 系统公司将试验仿真分

RR 公司立式

为虚拟试验、混合仿真和模型协助 3 类，采用自己的

旋转试验器

的轴疲劳试验器可以同时施加扭矩、轴向力和振动扭
矩 3 种载荷，扭矩和轴向力从零到最大按梯形波循环
矩 上 ，按 正 弦 波 变 化[11]。
特种强度试验如吞鸟[12-13]、
包容[14-16]等，从部件到整机
已有较为庞大的试验数量
积累。部件包容试验设备
原理如图 4 所示。

发动机
支撑钢架

发动机悬臂
连接装置

防爆窗口 可移动端盖

摄像
窗口
和摄
像机

齿轮箱
通向摄像机安
放站的入口
通向低位摄像机
安放站的入口

发动机

真空箱 出入门

待试发动机

图4

虚拟试验技术的应用，将大大降低成本，优化试验方
案，提高试验效率和一次成功率。

及其支撑

电机（涡流耦合）

变化；振动扭矩叠加在扭

硬件系统搭建可验证的虚拟试验平台。试验仿真与

包容试验设备原理

PW 等公司掌握较为全面的热端部件热强度试

验技术，如燃气加热的涡轮叶片热疲劳试验等[17-18]。
俄罗斯中央航空发动机研究院（CIAM）创建的结构强
度试验方法用于进行涡轮工作叶片和导向叶片及其
它 高 温 部 件 的 疲 劳 试 验 ，燃 气 流 路 可 以 在 20～

1600 ℃对带涂层的叶片进行模拟温度、轴向和离心

载荷同步变化的热机疲劳试验。国外的航空发动机
强度试验技术非常注重对发动机零部件真实环境的
模拟，通常热端部件都需要在加温状态下进行。如

另外，在强度试验技术发展上，欧美航空发动机
企业通常采用联合模式，针对发动机研制过程中遇到
的突出问题开展局部的试验技术攻关，如高校负责技
术理论方面的研究，专业技术公司负责具体试验技术
或设备的落实解决，但总体上由发动机研制企业牵头
围绕具体的试验技术需求开展工作。通过以研制过
程的技术问题作为牵引，提升了发动机企业的问题解
决能力、专业技术公司的试验设备与试验技术能力和
高校的理论研究水平，形成了良性发展。
3.2

3.2.1

动机强度试验发展历程如图 5 所示。
采用引进核心设
备和自主设计相结
合的方式，建立了部
分以转子试验器、电
磁振动台、机匣试验
器为代表的初步强
度试验和测试能力。

形成一批以振动与
疲劳试验、转子试验技
术、主轴疲劳试验等较
为成熟的试验技术。

试验能力

轮研究所也研制了发动机主轴疲劳试验器，能够模拟

中国航空涡扇发动机强度试验的发展经过几代

机研制需求、较为完善的强度试验技术体系。中国发

温度梯度为 195~415 ℃；而进行燃烧室机匣试验时，
拟的重要性。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所属的燃气涡

强度试验技术总体情况

人的努力，逐步构建了专业门类较全、基本满足发动

RR 公司对轴进行的疲劳试验，模拟主轴沿轴长度的

采用真实高温气压加载，显示出在试验中真实环境模

中国现状

通过引进国外先
进技术，强化自主研
发能力建设，国内初
步形成了一批较为
先进的强度试验技
术，如立式转子试验
器等。服务于多型
在役、预研大推力发
动机研制工作。

随着部件级/整机吞鸟、
吞冰机匣包容试验等试验
技术和先进设备的空白得
到填补，国内逐步建立较
为完善的发动机零部件或
整机强度试验技术。

沿轴长度方向的温度梯度，采用卧式布置，从试验参
数来看能加载轴向力和扭矩[19]。
近期国外各航空强国的强度试验技术现状难以获
得，
但通过已有资料可以看出，
为了满足航空发动机技
术发展需求，
美国、
俄罗斯、
英国、
法国等国家斥巨资建

1960

艰难成长

1983

图5

历史突破

2005

加速发展

2015

自主发展

至今

中国发动机强度试验发展历程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采用购买设备部件和自

设了功能完备、
指标高、
技术先进的强度试验设备，
从现

主设计相结合的方式，拥有了部分以转子试验器、电

在发动机的性能指标可以推测，其相应的试验器性能

磁振动台、机匣试验器为代表的初步强度试验和测试

指标也会相应提升和改进，以适应试验技术的不断充

能力。虽然存在设计人员经验不足、设备功能单一等

实完善。

问题，但为早期发动机研制提供了可用的试验验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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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进入 80 年代，逐步开发了叶片振动与疲劳试验、

机的风扇、压气机、高低压涡轮的叶片等，获取叶片疲

转子试验技术、主轴疲劳试验等较为成熟的试验技

劳极限、S-N 曲线等寿命性能参数。模态试验可获取

术，成功助力昆仑等多型号发动机研制。通过几十年

叶片、机匣、火焰筒、喷管、齿轮等各阶模态振型、频率

的积累和建设，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强化自主研

及阻尼等模态信息。中国针对发动机叶片类零部件

发能力建设，中国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发动机主要零部

具备了以传统振动台为基础的较为完善的振动疲劳

件强度试验技术，可开展如转子强度、鸟撞、振动、热

寿命、振动特性等试验技术[20]。在叶片等零部件振动

强度、结构静力与疲劳等试验。服务于多型在役、预

疲劳试验方法和技术方面，可满足试验件的检验、中

研发动机研制工作。

值疲劳极限、S-N、P-S-N 曲线等振动疲劳试验要求。

随着零部件/整机吞鸟、部件级包容试验等试验

在高温环境方面，具备高低压涡轮转子叶片和压气机

技术的成熟应用和先进试验设备的建设，中国逐步掌

叶片等具备在室温到 900 ℃的高温环境振动疲劳试

握了较为完善的发动机零部件/整机强度试验技术。

验能力[21-22]。中国基本掌握了叶片的气体激振试验

针对未来先进发动机研制对强度试验验证能力

技术[23]，旋转叶片激振试验技术得到较快发展[24]，在

的需求，在强度试验领域需要在试验技术储备上提前

发动机应用层面已开展旋转叶片激振试验[25]，掌握旋

规划布局，提升研发能力。

转状态的叶片激振技术，但对于试验中临界转速振型

中国发动机强度试验技术的发展总体上落后于

准确识别技术等还需要加强研究力度。

欧美俄等国家。但随着第 3 代发动机的研制成功，强

3.2.3

有了发动机结构强度试验能力。中国部分强度试验

命的主要手段。通过完成大量的考核、定寿及延寿试

设备如图 6 所示。

验，使常规转子试验技术（如轮盘、转子组件的超转、

度试验技术总体上能满足发动机的研制需求，初步拥

转子强度试验
转子强度试验是验证航空发动机轮盘强度与寿

破裂、疲劳寿命试验技术[26-28]）日臻成熟，已解决转子
疲劳试验中的各关键技术问题，包括关键部位确定、
边界条件模拟（装配应力、关键部位应力分布、各关键
部位应力系数合理）、传动设计、转接段强度设计、温
度场控制、试验件状态在线监测等。转子强度试验技

（a）单鸟气炮发射试验器

（b）群鸟气炮发射试验器

术的需求主要包括能够提升试验效率、降低试验成本
的技术手段，如裂纹在线监测技术、轮盘温度在线测
试技术及设备常用消耗件的研制等。
3.2.4

鸟撞试验
鸟撞试验是航空发动机规范要求必须进行的特

种试验[29]，以验证抗鸟撞能力。中国基本掌握零部件
（c）立式转子试验器

（d）叶片气激振动试验器

和整机级的鸟撞击试验技术。已开展了静止条件下
大风扇叶片鸟撞试验和旋转叶片鸟撞试验[30-31]，成功
完成了大量旋转风扇叶片鸟撞试验。鸟速测量、响应
测量、整机吞鸟试验技术等已达到一定的成熟度。
3.2.5

包容试验
航空涡扇发动机要求具备包容能力，以保证发动

机内部因叶片断裂等异常而产生的碎片飞出不对飞
（e）主轴疲劳试验器
图6

3.2.2

（f）燃气热冲击试验器

中国典型强度试验设备

零部件振动试验
发动机振动疲劳试验主要试验对象为各型发动

机产生损伤，危及飞机安全。在包容试验方面[32-33]，
中国已具备开展部件级机匣包容试验的能力[34-35]，经
过 多 型 机 匣 包 容 试 验 验 证[36]，叶 片 飞 断 的 主 动 控
制[37-38]等包容试验关键技术逐渐成熟，具备开展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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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试验的技术能力，基本掌握了从零部件试验到整

从发展来看，中国发动机结构强度试验水平在逐

机试验的包容试验技术。一般来说，规范要求在 1 台

步缩短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在发动机研制需求

运转的发动机上验证风扇叶片的包容性，同时提供结

的驱动下，必然需要加大投入，开启以完善发动机专

构极限强度的试验验证。这种试验的费用极高，所

用试验技术和增强原始技术创新能力为主的发展方

以，在进行这样的试验前，要完成多项部件（或零件）

式，加强发动机结构强度试验技术的研发力度。

级试验，以验证叶片、机匣及其他承力结构的强度设

4

计。试验器条件下的包容试验可以模拟整台发动机

技术差距与不足

的包容能力，而花费仅为整台发动机试验成本的一部

伴随着发动机的研制进程加快，中国强度试验技

分，而且试验参数也允许调整，是验证机匣包容性的

术能力处于紧跟国际先进的水平，但距离发动机研制

有效和必要的手段[33]。

需求还有一定差距，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3.2.6

4.1

结构静强度和疲劳寿命试验

试验硬件设备上的差距
中国强度试验在硬件设备上与国外先进发动机

发动机的主要承力部件通常要进行结构静强度

和疲劳寿命试验考核，如发动机的机匣、安装系统等，

公司的主要差距在于专用试验设备能力缺乏上。如

而主轴由于承受太多的外部机动载荷无法在转子试

开展齿轮、高压涡轮叶片等振动特性研究的频响试

验器上开展强度及寿命试验，可通过建设主轴结构强

验，中国现有振动试验设备与 RR 等公司激振设备存

度试验器开展考核。目前中国已具备对大、中、小发

在一定差距。另外，中国的振动疲劳激励方式单一，

动机主轴、机匣、安装系统等主要零部件开展强度试

而国外技术成熟的恒定空气喷射试验器等先进试验

验 的 方 法 和 技 术 ，掌 握 了 试 验 器 微 小 位 移 加 载 技

设备已处于初始应用阶段。

术[39-40]、专用耐疲劳高可靠作动器设计技术等，可基

4.2

适航性专用试验技术和能力不够完善

本满足中国军标和适航规范等标准对航空发动机零

对军民航空发动机的适航性要求大部分一致，但

部件结构静力与疲劳试验的考核要求。中国在 60 年

民用航空发动机研制所需的专用强度试验技术及设

年代基本建成主轴强度、寿命试验器[11，41]，也建成了

70%～80% 的技术是共用的，但是民用发动机追求低

代就开始建设发动机机匣的结构强度试验器，在 90

备存在不足。虽然军用发动机和民用发动机有

需要内压加载的燃烧室机匣多腔协调压力加载强度

噪声、低污染排放、长寿命、高可靠性、低维修成本，并

与疲劳寿命试验器等。中国已拥有了较为全面的涡

将其作为重要指标。由于过去没有组织专门的力量

扇发动机机匣[42-44]、安装系统、主轴及其他发动机零

从事相关研究，导致相应的试验设备和专用设备建设

部件的静强度、疲劳寿命等试验的设备和试验评估技

不够[56]。其中比较重要的试验技术包括包容试验、吞

术[11，45]，并具备一定规模的试验能力。在主轴、机匣强

鸟试验技术等，其中涉及到叶片飞出主动控制技术、

度试验温度模拟方面开展了相关的工作[46]，但在温度

鸟炮发射控制等强度试验技术，目前虽然基本掌握，

梯度场试验模拟技术方面还存在不足。

但在控制精度、安全防护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3.2.7

4.3

热强度试验

先进试验技术的自研能力不足

热端部件的热强度试验通过模拟航空涡扇发动

除部分试验技术具备自主研制能力外，国外进口

机涡轮部件内的热冲击及冷热循环过程，考核涡轮叶

的试验设备占比还较大，如转子试验器、液压加载伺

片等热端部件的抗热冲击能力。中国针对各类高温

服控制器、振动台等。中国在液压加载控制器通道数

构件，研制了较为成熟的大型热强度试验相关设备，

集成、控制器板卡自主研制等方面与国外技术存在差

能开展的热强度试验包括高温构件的燃气热冲击疲

距；在叶片类发动机零部件的激振方式及环境模拟方

劳试验[47-49]和感应加热方式热-机复合疲劳试验[50-52]，

面，如旋转状态下的振动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

初步应用了辐射加热方式热机复合疲劳试验方
法

[53-54]

[55]

，其他加热方式还包括高温炉、火焰喷枪 、激

发动机零部件所处的极端工况决定了其采用的
部分强度试验技术属于开创性的，需要投入专业的力

光加热等。目前中国基本掌握了航空发动机高温构

量进行试验器研发。随着发动机工况的进一步复杂、

件的热强度试验技术，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试验经验。

极端化，对强度试验技术也提出进一步要求，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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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体现在：
（1）有效数据积累与利用不足。在过去的工作

开展技术研制，提升发动机研制单位、高校、试验设备

中，强度试验多以考核、验证为主，研究摸底项目少、

相关企业各自的技术能力，建立解决突出试验技术难

试验子样少，有效的试验数据积累不足，至今还未能

题的稳定研制队伍。

形成有效的数据库来支撑结构设计、支撑未来虚拟试

5

验的需求。今后需要有规划、有计划的充分利用现有

未来发展思路

试验能力由点及面地开展试验研究与数据积累工作。

（1）夯实现有强度试验相关的技术基础。根据上

（2）按照发动机各类规范、标准要求，强度试验专

述分析，目前现有强度试验技术和能力上还有数量不

业在试验能力和试验技术上仍存在短板和缺项。按

足、存在短板、部分试验技术还不能成熟应用等问题，

照规划，需要逐步补足各强度试验能力和技术的短板，

部分自研设备如机匣动刚度试验技术、零部件极端工

紧跟新型发动机研制需求，依据优先级开展技术研究

况抗冲击载荷试验技术等存在可靠性低、稳定性差等

工作。

问题。在将来的发展中需要补充试验能力的规模、补
齐技术短板、提升自研设备可靠性和性能。

（3）新材料、新结构试验技术有待发展，相关失效
评定标准亟需建立。随着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的

（2）紧跟先进的强度试验技术发展。强度试验技

大量应用，需要对其强度特性与抗疲劳能力进行全面

术一旦发展成熟，可以应用多年，然而新一代发动机

研究，而现有测试、检验技术还不能完全适应试验工

的出现必然带动其发展。因此需要对各行业先进的

作要求，需要尽快开展相关试验技术研究，并利用试

技术进行跟踪，及时应用到强度试验技术上。如电磁

验结论分析研究失效评定标准。

弹射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让其在发动机鸟炮发射试验

（4）与强度试验相关的测试技术进步是提升试验

器上具有较强的应用潜力，提升现有鸟炮发射器的参

能力、促进强度专业发展的重要环节。非接触测试技

数控制能力和发射速度精度；试验仿真技术是全面提

术应用、在线裂纹监测系统研制与应用等测试手段是

升试验方案设计和优化现有能力的有效手段，也需要

目前需要投入力量开展的工作，以促进航空涡扇发动

逐步开展相关研究应用工作。

机结构强度试验技术全面协调发展。

（3）提升围绕发动机极端工况需求的研制能力。
航空发动机过去的研制经验、经费和水平不足，导致
设计系统在试验验证方面支撑不够，必须用精确、深
入、细致的系统性试验数据来支撑航空发动机设计，
在常规试验满足设计要求后，需要提升在极端工况下
的试验技术自主研制能力。发动机研制的一线科研
人员需要深度了解发动机研制所需的试验技术需求，
才能做好对强度试验技术研究的牵引工作，引导产、
学、研、用各方的着力点落在真正实际亟需的试验技
术上。同时，需要将试验技术的发展与发动机设计深
入融合，提高测试精度，提高理论、计算与试验相结合
的综合研究能力，
实现试验技术的自主和可持续发展。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航空涡扇发动机结构强度试验方

面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试验体系，基本满足当前发动
机研制任务需求，但对于正向设计及预先研究工作的
支撑仍显不足，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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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基高温合金叶片定向凝固过程宏微观
数值模拟研究进展
许庆彦，夏鹄翔
（清华大学 材料学院 先进成形制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4）
摘要：随着航空工业的发展，
对发动机特别是涡轮叶片的性能要求也越来越苛刻。目前涡轮叶片的组织主要为柱状晶或单晶，
采
用定向凝固技术制造。由于合金元素种类繁多、
叶片形状和内腔复杂，
在制造过程中叶片容易产生各种铸造缺陷，
如杂晶、
大/小角晶
界、
雀斑等，
导致叶片合格率低、
研发周期长、
制造成本高。数值模拟技术作为一种低能耗、
高效率、
短周期的研究方法，
能有效预测缺
陷产生，
优化涡轮叶片定向凝固工艺，
提高成品率。介绍了高温合金涡轮叶片定向凝固模拟的物理数学模型，
总结了国内外航发叶片
成形过程中数值模拟技术的研究进展，
并对其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镍基高温合金；
数值模拟；
定向凝固；
涡轮叶片；
高温蠕变；
铸造缺陷；
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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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Directional Solidification of
Nickel-based Superalloy Turbine Blade
XU Qing-yan，XIA Hu-xiang
（Key Laboratory for Advanced Materials Processing Technology（Ministry of Education），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viation industry，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of engine，especially turbine blades，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tringent. At present, the structure of turbine blade is mainly columnar crystal or single crystal. Directional solidification

technology was used to manufacture turbine blade. Due to the variety of alloy elements and the complexity of blade shape and inner cavity，
the blade was prone to produce various casting defects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such as impurities，large / small angle grain boundar⁃

ies，freckles，which led to low qualification rate，long R & D cycle and high manufacturing cost. As a research method with low energy con⁃
sumption，high efficiency and short cycle，numeric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defects，optimize the directional solid⁃
ification process of turbine blade and improve the yield. The physical and mathematical models for directional solidification simulation of

nickel-based superalloy turbine blades were introduc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 aeroengine blade
forming process at home and abroad was summarized and its development direction was prospected.

Key words：nickel-based superalloy；numerical simulation；directional solidification；turbine blade；high temperature creep；casting

defect；aeroengine

0

引言

温合金有 Fe 基、Co 基和 Ni 基 3 大体系[1]，其中镍基高

高温合金涡轮叶片是现代航空发动机极为重要

用最为广泛。

温合金由于其综合性能优异，在航空发动机叶片上应

的热端部件，其服役环境恶劣，需在高温环境下承受

叶片的微观组织对其最终性能有直接影响，为获

高应力载荷，且要求保持组织稳定，这对高温合金的

得具有明显各向异性的单晶组织，在生产过程中一般

成分、组织及制备工艺均提出了严苛要求。常见的高

采用定向凝固工艺。高温合金叶片生产中常见的定

收稿日期：2021-03-23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7-VI-0003-0073）资助
作者简介：许庆彦（1971），男，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材料铸造成形过程的数值模拟和航空发动机高温合金涡轮叶片定向凝固多尺度、全流程
建模与仿真；E-mail：scjxqy@tsinghua.edu.cn。
引用格式：许庆彦，夏鹄翔 . 镍基高温合金叶片定向凝固过程宏微观数值模拟研究进展[J]. 航空发动机，2021，47（4）：141-148. XU Qingyan，XIA Hux⁃
iang. Research progress on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directional solidification of nickel-based superalloy turbine blade[J]. Aeroengine，
2021，
47（4）：
14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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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凝固方法有功率降低法[2]、高速凝固法[3] 和液态金
加热区
型壳
感应线圈
加热体

属冷却法[4] 等，这些方法能建立垂直的温度梯度，使
晶粒沿热流方向定向生长。
镍基单晶高温合金的铸态组织主要包括枝晶组

织和枝晶间组织[5]。枝晶组织为单一 γ 相，面心立方
晶体；枝晶间组织主要由 γ 相和 γ'相组成，γ'相为具

有 L12 结构的有序相。由于合金中 C、B、Hf 等晶界强
化元素的存在，在实际成形中，往往还会形成 MC 型

碳化物[6]。此外在定向凝固成形过程中，容易产生各
类 缺 陷 ，如 雀 斑[7-8]、杂 晶[9-10]、条 带 晶[11]、小 角 度 晶

加热区

加热区

型壳

型壳

挡板
冷却区

挡板
浮动
挡板
激冷盘

激冷板

抽拉

液态金
属冷却
剂

抽拉

（a）功率降低法

（b）高速凝固法
图1

（c）液态金属冷却法

主要的定向凝固方法

从图中可见，3 类装置均有 1 个加热区，定向凝固开始
之前铸型被放置在布置了感应线圈的加热区中，并向

界[12-13] 等。这些铸造缺陷的形成与单晶高温合金的

内注入熔炼后的高温合金金属液。放置铸型的平台

成分、组织形态、定向凝固工艺密切相关。研究各类

为激冷盘，目的是为了让铸型底部金属液率先过冷形

缺陷的形成机理，有助于优化定向凝固工艺，减少乃

核。3 类定向凝固方法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其冷却方

至消除缺陷，提高叶片合格率。

式不同。功率降低法仅通过调节感应线圈的闭合来

目前针对各类缺陷机理的相关研究主要通过试

验和数值模拟 2 种方法进行。但由于镍基单晶高温

控制凝固过程，得到的温度梯度较低；液态金属冷却
法采用的装置中冷区有大量液态金属冷却液，在定向

合金价格昂贵，通过试验研究耗费大，且试验周期长，

凝固过程中，随着激冷盘平台缓慢向下抽拉，型壳与

工序繁琐，难以对工艺进行针对性优化。而随着计算

冷区金属冷却液接触，通过对流换热获得较大的温度

机技术的发展，数值模拟技术在航空发动机叶片的成

梯度；高速凝固法的装置与液态金属冷却法的相似，

形研究中发展十分迅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冷区没有液态金属冷却液，冷却方式为向外辐射换

早期数值模拟研究聚焦定向凝固过程中各类宏观物
理过程，如传热、流体流动、受力变形等，并开发了有
限差分法、有限体积法和有限元法等计算方法。随着
各类表征技术的发展，研究者们对发动机叶片的宏微
观组织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伴随着计算能力的提
高，数值模拟技术也不断朝着模拟晶体宏微观组织演

热，温度梯度处于上述 2 种方法之间。采用不同定向

凝固方法可实现的温度梯度和生长速度范围如图 2
所示[18]。图中箭头表示改变工艺参数时，温度梯度和
生长速度的改变方向。
100

变的方向发展。近 30 年来，分子动力学方法[14]、元胞
变数值模拟研究中发展迅猛。

本文回顾了航空发动机镍基高温合金叶片定向
凝固过程数值模拟方面的研究工作。从定向凝固的
物理过程出发，描述宏观物理场如温度场、流场和应
力应变场的数学模型，并介绍元胞自动机法和相场法

80
生长速率/（cm/h）

自动机方法[15] 以及相场法[16] 在镍基高温合金组织演

40

功率降低法
0

在镍基高温合金成形过程的具体应用；对比分析了不

适用范围；展望了航空发动机镍基高温合金叶片定向

图2

20

40
60
80
温度梯度/（K/cm）

100

120

采用不同定向凝固方法得到的温度梯度和
生长速度范围

1.2 数学模型（温度场、流场、应力场）

凝固过程数值模拟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

1

高速凝固法

20

2 种组织计算方法；重点介绍微观组织数值模拟技术
同组织模拟方法的优缺点，阐述不同组织模拟方法的

液态金属
冷却法

60

在定向凝固过程中，
叶片各部分的温度梯度是极

宏微观数理建模

为重要的变量，
直接影响叶片微观组织和残余应力。

1.1 定向凝固工艺的物理建模

叶片生产中主流的定向凝固方法如图 1 所示 。
[17]

为了准确描述并模拟定向凝固过程的宏观温度变化，
可以通过传热方程[19]确保体系能量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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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f
= ∇ ( λ∇T ) + ρΔH +Qr
（1）
∂t
∂t
式中：ρ 为材料密度；c p 为比热容；T 为热力学温度；t 为
ρc p

时间；λ 为导热系数；ΔH 为结晶潜热；f 为凝固时网格

固相率；Qr 为与环境之间的热流密度，在不同的定向
凝固方法中，Qr 的形式和计算方法不同。

在求解流体流动过程中，需对计算单元进行连续
性方程和 N-S 方程求解，来保持系统质量守恒和动量
守恒

∂T
+ ∇·( ρv ) = 0
∂t

（2）

∂
( ρv ) + ∇·( ρv v ) = -∇p + ρg + Fst
（3）
∂t
式中：v 为速度矢量；p 为压力；ρg 为重力项；Fst 表示表

面张力。

传统的弹塑性本构模型和基于滑移理论的晶体
塑性有限元方法在高温合金成形过程的应力应变模
拟中均有广泛应用。在晶体塑性有限元模型中将总
变形梯度 F 分解为塑性剪切 F 和弹性变形 F 2 部分
e

p

F=FeFp

（4）

依据 2 阶张量的标准分解法则，将速度梯度 L 张

量分为对称部分（变形率 D）和偏对称部分（旋转率 R）
之和，二者分别代表晶格的变形与旋转
1
1
t
t
L=FF-1= （L+L）
+ （L-L）
=D+R
2
2
1.3 形核与生长模型

定向凝固模拟中，一般会在模拟的底端设置 1 层带有

噪声的晶体籽晶，用来模拟遇到激冷盘时叶片底部初
始过冷形核。另一种是连续形核，主要发生在过冷区
域。当局部位置满足一定的形核条件时，将自发形
核。连续形核过程常用 Gauss 模型[21]描述为
n（ΔT）=

(

∫

é 1 ΔT - ΔT N
exp êê 2
ΔT σ
2π ΔT σ 0
ë
n max

ΔT

)

2

ù
ú d ( ΔT )（6）
ú
û

式中：n 为形核密度；nmax 为最大形核密度；ΔT 为当前

单元的过冷度；ΔT σ 为过冷度标准差；ΔT N 为平均形核
过冷度。

利用 Kurz-Giovanola-Trivedi（KGT）解析模型[22]，

可计算固液界面推进速度，描述晶体生长过程
v（
=αΔT +βΔT 3
n ΔT）
2

（7）

式中：
vn为界面法向推进速度；
α和β为速度动力学系数。
1.3.2

相场法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相场法已成为模拟相变过

程的主流研究方法。与其他随机性模拟方法不同，相

场法是以金兹堡朗道 2 级相变理论为基础的确定性

数值模拟方法，具备坚实的物理理论基础。Kobayas⁃
hi[23]首先提出了描述纯物质凝固的相场模型，发展出

了多元多相体系相场算法。针对计算量大、计算空间
小等问题，各国学者通过改进计算方式，实现了目前

（5）

目前在高温合金组织模拟领域常用的研究方法
有蒙特卡洛方法、分子动力学方法、元胞自动机方法
以及相场法。蒙特卡洛方法随机性太强，分子动力学
方法研究尺度太小，所以二者的研究应用范围受到了
限制；
而元胞自动机方法和相场法由于其优势明显，
发
展迅速，是目前高温合金组织模拟领域的主流方法。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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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胞自动机方法
元胞自动机是一种应用比较广泛的模型理论，由

冯·诺依曼建立，经多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补充后迅
速发展，目前被广泛应用于通信、交通、材料学等多学

主流的非均匀网格加速计算和 GPU 加速计算，极大

地提高了计算效率。相场模型中金兹堡朗道类型的
自由能泛函 F 表达式为
F（{ϕα}，{cα}）=

定向凝固过程组织模拟主要包括晶粒形核与晶
体生长 2 部分。晶粒形核在算法上有 2 种实现方式，
一种是瞬时形核，直接在特定位置部署晶体核心。在

（
f {ϕα}，{cα}）

（8）

比；Ω 为计算域；f 为自由能密度函数 f intf（{ϕα}），由界

面自由能密度函数和化学自由能密度函数 f chem（{ϕα}，
{c α}）组成
k

f=f intf（{ϕα}）+f chem（{ϕα}，{c α}）
k

fintf（{ϕα}）=∑
n

α=1

(

2

)

（9）

4σ αβ η αβ
- 2 ∇ϕ α ∇ϕ β + ϕ α ϕ β （10）
π
β = α + 1 η αβ

∑
n

f chem（{ϕα}，{c α}）=∑ϕ α f α ( cα )
k

科和领域。Rappaz 首先将元胞自动机方法引入凝
散的时间维度上求解晶体组织变化。

Ω

式中：ϕα 为 α 相的相场变量；cα 为 α 相的各元素百分

[20]

固过程组织生长模拟中，按照特定的局部规则，在离

∫

n

α=1

（11）

式中：n 为相的个数；σ α β 为 α 相与 β 相之间界面能；
f α ( cα ) 为 α 相的体积自由能密度函数，与其当前成分

相关。

由体系自由能泛函对相求变分可以得到相场变
量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144

第 47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i=1

（13）

（a）温度场分布
挡板
冷却区

冷却区

等数值模拟分析手段的合理应用都需要依赖准确的

挡板

理场模拟的基础，应力应变模拟、组织演变、缺陷形成

Y

挡板冷却区

加热区

温度场模拟是高温合金定向凝固过程中其他物

加热区 挡板 冷却区

定向凝固过程的宏观物理场模拟

加热区 挡板 冷却区

式中：N α 为相的个数；u 为合金元素种数。

2

挡板

α=1

冷却区

u

加热区

n

冷却区

G=∑N α∑ μ iα c iα

Z

Y

挡板 冷却区

挡板

进行分析

冷却区

为求解化学自由能，还需对体系吉布斯自由能 G

挡板

加热区

式中：M͂ αβ 为界面迁移率；i 为网格所含相的个数。

加热区

（12）

加热区

)

加热区 挡板
冷却区

(

i M͂
∂ϕ α
δF
δF
αβ
=-∑
δϕ α δϕβ
∂t
β≠α i

X
t/℃
1550
1450
1350
1250
1150
1050
950
850
750
650

Z

X

t/℃
1370
1360
1350
1340
1330
1320
1310

（b）糊状区分布

温度场模拟结果。
梁作俭[24]、崔锴[25]、于靖[26]和王润楠等[27]分别对各
种简单形状和实际复杂形状单晶叶片的定向凝固过
程进行模拟，研究了凝固过程叶片温度分布、纵向温
度梯度和冷却速度的变化规律。某复杂叶片的定向
凝固过程温度场模拟结果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
抽拉速度越大，
生长界面曲率和等温线曲率越大，
纵向

温度梯度越小，越容易产生结晶缺陷。其结晶缺陷预
测结果与试验结果大体一致，模拟模型准确性较高。

图4

某复杂叶片在变拉速工艺下的模拟结果

果导入通用有限元力学软件 Abaqus 中，对叶片受力
应变过程进行分析，其应力分布模拟结果如图 5 所

示。从图中可见，在圆柱坐标系中，叶片的 σmises 应力

与 Z 方向 σzz 应力变化趋势大致相同。等效塑性应变

出现在排气边与上部缘板交汇处，最大值超过 2%。
该位置与工厂实际生产中叶片裂纹的位置相符，验证
了模型的准确性。
σmises t=10239 s t=11239 s t=14072 s t=26343 s

z

（a）t=15 min（b）t=30 min（c）t=45 min（d）t=60 min（e）t=75 min
图3

某复杂单晶叶片定向凝固过程中的温度场演变

为了克服单晶叶片缘部杂晶缺陷，确保凝固过程

z

[26]

r

叶片叶身段温度分布平稳、糊状区连续生长，于靖 、
潘冬等[28] 模拟研究了定向凝固过程中变抽拉速度工
艺对叶片温度及糊状区分布的影响，结果如图 4 所

示。从图中可见，相比于定拉速工艺，在变拉速工艺
条件下，叶片温度分布良好，纵向温度梯度均匀，糊状

r
σzz
+8.00e+01
+6.67e+01
+5.33e+01
+4.00e+01
+2.67e+01
+6.67e+00
-8.60e+00

图5

涡轮叶片定向凝固过程的 σmises、σzz 应力分布
及实际叶片裂纹
[30]

李忠林 针对单晶空心涡轮叶片进行了应力应
变分析，其等效塑性应变分布的模拟结果如图 6 所

区稳定且水平，孤立过冷区大幅减少，有利于抑制杂

示。从图中可见，在叶片排气边上下两侧、型芯内部

晶的形成。

截面突变处、缘板根部以及缘板的引晶条连接处均出

许自霖 采用商用有限元软件 ProCAST 模拟了
[29]

定向凝固过程中单晶叶片的温度场，然后将温度场结

现了较大的塑性变形。模拟得到的较大的塑性变形
区域与实际生产中叶片的再结晶位置大体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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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
1399
1390
1380
1371
1361
1352
1342

截面 D

截面 C

（b）叶背侧

截面
（800 ℃）

3
3.1

5 mm

Side of furnace

Center of furnace

22.3°

（c）fs=90%

（d）fs=20%
（e）fs=50%
（f）fs=90%
图 8 引晶段温度场与凝固组织模拟结果

（c）4 个不同位置的

图 6 单晶空心涡轮叶片定向凝固 1h 时塑性变形分布模拟结果

5 mm

（b）fs=50%

Side of furnace

Center of furnace

截面 A

叶背侧

（a）叶盆侧

7.6°

5 mm

Center of furnace

（a）fs=20%

截面 B

Side of furnace

PEEQ
（Avg：75%）
+4.042e-01
+4.503e-02
+3.750e-02
+2.917e-02
+2.083e-02
+1.250e-02
+4.167e-03
叶盆侧

对晶体竞争生长和选晶过程产生不利影响的结果。
当温度场发生倾斜，部分晶粒横向生长速度加快，造
成晶粒大小不均，严重影响晶粒密度分布。同时，可

叶片定向凝固组织模拟

能造成部分粗大晶粒直接进入到选晶器的过渡段，使

晶粒结构模拟

在凝固过程组织生长模拟中应用最为广泛的 2

种方法——元胞自动机方法和相场法中，相场法计算

量大，对计算机内存要求高，现阶段还无法实现宏观
尺度模拟；元胞自动机方法由于其在计算量和计算尺
度上的优势，在凝固过程宏观组织生长模拟方面的应
用无可替代。
于靖[26] 使用元胞自动机有限差分数值模拟对镍

螺旋段作用失效，
从而对晶粒取向分布产生不利影响。
3.2

枝晶生长模拟

相场法是一种基于金兹堡朗道 2 级相变原理以

及吉布斯自由能体系的确定性组织模拟方法。相比于

其他随机性模拟方法（如元胞自动机方法和蒙特卡洛
方法），在物理理论基础上更为扎实，结果相对更为可
信。元胞自动机方法[32]与相场方法[33]的模拟对比结果

基高温合金叶片定向凝固过程的晶粒组织进行了研

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相场方法采用弥散界面模

究，模拟结果如图 7 所示。图中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

这与真实材料一致，
在真实材料中，
相界面或晶界并不

的晶粒。从图中可见，
在定向凝固过程中，
底部晶粒激

冷形核后以柱状晶的方式生长，
随着生长过程的进行，

型代替了传统的尖锐界面处理方式来描述界面状态，
是严格的零厚度界面，
而是具有一定厚度的边界层。

仅余最优生长方向与纵轴结晶的晶粒得以继续生长。

（a）元胞自动机方法

（b）相场方法
（a）15 min

（b）20 min

图7

（c）25 min

定向凝固叶片组织模拟

（d）30 min

图9

元胞自动机方法和相场方法的模拟结果比较

相场法在镍基高温合金定向凝固过程中组织形
态变化的数值模拟结果已经与实际试验结果十分接

张航等[31] 在此基础上对镍基高温合金选晶器定

近，
如图 10 所示[34]。杨聪等[35]采用相场法系统定量地

向凝固过程的晶粒组织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模拟结果

研究合金中每种成分的偏析行为 ，如图 11 所示。其

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凝固分数 fs 增大，固/
液界面倾斜程度增大，这种生长倾斜是温度场的倾斜

研究还对多元镍基高温合金定向凝固过程中初生枝
晶间距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 ，当晶粒倾角 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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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id

T=1589.15 K
200 μm

150 μm

（a）50 K/mm 温度梯度下模拟
枝晶形态（顶视）
图 10

T=1522.32 K

T=1580.37 K

T=1522.32 K

凝固一次臂阵列的 SEM 图像

（c）Co

12.5

（b）Al

11.0

10.5

7.7

9.5

7.3

7.5

（d）Cr

1.2
0.9

（e）Re

T=1589.15 K

原子含量/%
14.0

10.0

2.6
2.1

0.6

（f）Ta

1.6
1.3

1.6
2.6
2.2

1.0

1.8

（h）W
（g）Ti
在 50 μm/s 的抽拉速度和 5 K/mm 的温度梯度、稳态下
的枝晶形态和不同成分的溶质分布

时 ，一次枝晶间距与 θ =0°时没有明显区别。当 θ ＞
20°时，
一次枝晶间距随 θ 的增大而显著增大。

图 12

（b）R=-5 K/s

γ′相附近观察到 γ 相的重熔

中，常使用宏观模拟模型计算整个计算域流场、温度
场等宏观物理场，截取局部区域的温度场等物理场作
为物理边界条件，导入至微观组织模拟模型进行计
算，最后通过组合宏观和微观计算结果，得出整个零
件的微观组织发展规律。
张航[37] 耦合了宏观温度计算结果及介微观晶体
生长模型，模拟结果如图 13 所示。温度场计算结果

为介观和微观晶粒组织模拟提供基本温度分布信息。
介观尺度晶粒竞争生长模拟结果如图 13（b）所示，该

结果为微观枝晶生长模拟提供晶粒取向及结构分布
等信息。耦合考虑宏观温度分布及介观晶粒生长模
拟，最终实现微观枝晶 3 维生长过程的模拟。
温度/℃
1500
1450

共晶生长模拟
了解镍基单晶高温合金凝固过程中的凝固行为

1400

对于确定后续热处理工艺至关重要，而试验研究却发

1350

现了相互矛盾的结论。一方面，枝晶间细小的 γ/γ'结
构表明了共晶反应的发生；另一方面，粗大的 γ' 沉淀
[36]

表明了包晶反应的发生。杨聪等 通过耦合了热力

1300

（c）枝晶生长模拟

1250

（a）凝固

（b）凝固

并在 γ'相附近观察到 γ 相的重熔，表明 γ/γ'结构是共

温度场

晶粒生长

晶反应的结果，如图 12 所示。图中红色代表液态，蓝
色代表 γ 相，黄色代表 γ'相。

宏-微观多尺度耦合模拟

原子含量/%
5.6
5.4
5.2
5.0
4.8
4.6
4.4
4.2
3.5
3.2

（d）纵截面
溶质分布

1200

学数据库的多元多相场模型对其生长过程进行模拟，

3.4

T=1580.37 K

（a）R=-1 K/s

相场模拟的组织形态与试验结果

（a）Dendrite morphology

3.3

γ'

（b）DD6 单晶高温合金定向

500 μm

图 11

γ

图 13

（e，f）不同横截面的
溶质分布

引晶段多尺度耦合模拟计算

闫学伟等[3] 通过模拟和试验研究了液态金属冷

微观组织模拟计算量大，计算时间长，现阶段还

却定向凝固法制备单晶涡轮叶片过程。建立了耦合

无法对整个宏观尺度部件进行全局微观组织模拟计

温度场、晶粒生长和溶质扩散的多尺度模型，模拟了

算。在此局限下，宏-微观耦合模拟应运而生，逐渐

大尺度 2 维枝晶在整个截面上的分布，模拟和试验结

成为一种模拟趋势。在定向凝固宏-微观耦合模拟

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其结果如图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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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抽拉速率为 10 mm/min 时叶片的晶粒结构（b1，b2）螺旋
选晶器中的枝晶形态（c1，c2）叶片榫部的枝晶形态（d1，d2）叶
片中的枝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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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ic evolution during the solidification of Ni-base superalloys[J]. Met⁃
allurgical and Materials Transactions A，2011，42（10）：3150-3159.

[6] Liu L R，Jin T，Zhao N R，et al. Formation of carbides and their effects
200 μm

图 14

[4] Giamei A F，Tschinkel J G. Liquid metal cooling：a new solidification
[5] Seo S M，Lee J H，Yoo Y S，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γ/γ' eu⁃

Section 2
（b1）
Section 1

200 μm

枝晶形态的模拟和试验结果

总结与展望
本文回顾了镍基高温合金航空发动机叶片成形

过程数值模拟研究进展情况。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
前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宏观传热、流体流动、应力应变
以及宏微观组织生长模拟，数值模拟技术已经成为工
艺优化必不可少的关键手段。近些年来，高温合金定
向凝固过程宏微观组织跨尺度模拟成为新的研究热
点，多种不同尺度的数值模拟技术均得到迅速发展和
广泛应用。在未来，高温合金航空发动机叶片定向凝
固数值模拟研究还有望从如下几方面进一步加强：
（1）耦合热力学数据库，建立具有各向异性的镍
基单晶高温合金的力学模型；
（2）开发多物理场耦合、跨尺度组织计算方法，进
一步研究宏微观组织演变过程；
（3）利用数值模拟技术辅助研究小角度晶界等缺
陷机理，建立小角度晶界等缺陷数值模拟计算模型，
并构建相应的工艺优化方案；
（4）开发构建高效的并行计算方法以及内存分配
方案，实现 3 维大尺度相场组织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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