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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涡扇发动机推力控制故障处置功能解析
鲁劲松 1，张天宏

2

（1. 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200241；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针对运输类飞机对动力装置必须确认任何单一失效或故障及可能的失效组合都不会危及飞机安全飞行的适航要求，经
工程研究和飞机运营经验证明，原有的通过安全性分析以及申请豁免来表明设计符合性的验证方法存在不足，为了保障飞机飞行
的安全性，可增加推力控制故障处置（TCMA）系统。以 B787 飞机配装的 GEnx 发动机 TCMA 系统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工程的方
法研究和分析了该系统的安全性需求来源、符合性验证方法及其演进、TCM 事件危害、TCMA 系统架构和系统功能，其中包括事件

侦测、处置逻辑、激活功能监控与内部自检 BIT 等功能。分析结果表明：TCMA 系统是 1 个集成的智能控制系统，在 TCM 事件发生
后无需飞机机组人员干预，能够自动处置并保障飞机的飞行安全。

关键词：推力控制故障处置；安全性；系统架构；商用涡扇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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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mmercial Turbofan Engine Thrust Control Malfunction Accommodation
LU Jin-song1，ZHANG Tian-hong2
（1.AEC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Ltd，Shanghai 200241，China；2.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
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airworthiness requirements of power plant for transport aircraft，the original verification method to show the

design compliance through safet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for exemption had been proved to be insufficient by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air⁃
craft operation experience. The above airworthiness requirements stipulated that it must be confirmed that any single failure or malfunction

or probable combination of failures would not endanger the safe flight of the aircraf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aircraft flight，the

Thrust Control Malfunction Accommodation（TCMA）system could be added. Taking the GEnx engine TCMA system equipped in B787 air⁃

craft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system source of safety requirements，compliance verification method and its evolution，TCM events hazard，
TCMA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system functions were studied and analyzed by system engineering method，including event detection，ac⁃

commodation of logic，activation function monitoring and internal self inspection BIT.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CMA system is an in⁃
tegrated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which can automatically handle and ensure the flight safety of aircraft without the intervention of aircraft
crew after TCM events.

Key words：thrust control malfunction accommodation；safety；system architecture；commercial turbofan engine

0

引言
在以往的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中，许多单一的和

预期的故障组合会导致发动机推力不可控的危险情
况发生，而此时机组人员无法快速和正确地应对、消
除和减轻事件的危险性。波音公司新设计的
B737MAX 和 B787 飞 机 增 加 了 推 力 控 制 故 障 处 置

(Thrust Control Malfunction Accommodation，TCMA）和
电子超转(Electronic Over Speed，EOS)保护功能。美

国 联 邦 航 空 管 理 局（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发 布 的 B787 飞 机 型 号 合 格 证 数 据 表

T00021SE[1] 中将推力故障处置列为飞机的型号新设
计特征，飞机具有推力故障处置功能。

中国商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的研发时间不长，特

收稿日期：2020-03-17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鲁劲松（1969），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商用航空发动机技术研究项目管理及系统工程和适航安全性研究工作；E-mail：lujing⁃
song@sohu.com。
引用格式：鲁劲松，张天宏 . 商用涡扇发动机推力控制故障处置功能解析[J]. 航空发动机，2022，48（1）：1-5.LU Jinsong，ZHANG Tianhong.Analysis of
commercial turbofan engine thrust control malfunction accommodation[J].Aeroengine，2022，4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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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2]

但最近欧美适航审查方认为安全性分析中许多

论述了 CCAR-25-R4 第 25.901(c)适航条款有关不可

假设需要确认，需要重新进行试验验证规划，推荐采

了航空发动机在发生不可控高推力后的失效状态和

行试验的符合性验证方法。

制故障处置的技术和方法研究还较少。戚学锋等

控高推力的部分申请豁免的思路和方法；李婧[3] 分析
[4]

风险计划；徐彧 开展了自动飞行系统模式的性能指
标及符合性验证方法研究，提出了适宜的符合性验证

用 MOC5 和 MOC6 方法验证[10],即采用地面试验和飞
1.2

安全需求驱动飞机设计改进

工程研究和飞机运营经验以及 1997 年沙特阿拉

方法，但未讨论 25.901(c)的符合性；张雷雷 开展了民

伯航空公司波音 737-200 飞机的空难表明，这类假设

al Hazard Analysis，FHA）方 法 研 究 ，同 时 以 CFM56-

的一架波音 B737-200 飞机在纳季兰（Najran）机场正

影 响 分 析（Failure Modes and Effect Analysis，FMEA）

机组人员在飞行速度为 120 kn（212 km/h）时中断起

TCMA 功能，因而未开展相关内容的研究；姬猛 研究

右侧发动机仍然保持起飞推力，飞机最终冲出跑道，

[5]

用航空发动机数控系统的功能危险性评估（Function⁃
7B 发动机为研究对象，开展了控制系统失效模式和
的方法与过程研究，但因为 B737NG 飞机没有设计
[6]

条件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2]。1997 年沙特航空公司
常起飞过程中，右侧发动机推力增大并且显示超温，
飞，将 2 台发动机的油门杆拉到慢车/反推位置，但是

了在飞行中飞机推力不对称时的飞行控制律重构技

遭受结构损伤，主起落架倒塌，造成燃油泄漏引起火

术，但未涉及 TCMA 系统功能的研究。

灾，使飞机烧毁，在疏散过程中有人员受伤。

智能技术适用于解决被控对象及其环境随时间
[7]

事故原因分析表明机组人员处置存在不确定性

发生变化的问题 ，应大力推动智能技术在航空发动

和没有能够正确处置的问题。而对于复杂的应急场景

机上的应用。本文基于系统工程的方法，按照设计需

需要通过融入逻辑推理、自适应控制和智能控制技术

求来源、需求捕获、需求定义、系统架构、系统功能分

才能更好地解决复杂系统运行时的安全问题[11]。解决

配的正向设计步骤对 GEnx-1B 发动机的 TCMA 功能

方案是利用智能技术开发用于侦、探测和处置的新系

进行解析研究。

1

统，提高机组人员在紧急情况下的处置能力。波音公
司和空客公司对新设计飞机的发动机提出了增加推力

需求来源

控制故障调节 TCMA 功能的需求，
当出现推力控制故障

1.1 安全性需求与符合性验证

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 25 部《运输类飞机适航标

（Thrust Control Malfunction,TCM）事件时，由发动机的

控制系统自动完成该功能，
而不由飞行机组来进行所谓

准》CCAR-25-R4 第 25. 901 (c）要求：
“ 对于动力装置

“适当”
的处置，
这样更有利于保障飞机飞行的安全性。

障以及可能的失效组合都不会危及飞机的安全运

力偏离，在这种情况下，油门指令无效。属于单个失

和辅助动力装置的安装，必须确认任何单个失效或故
[8]

推力控制故障 TCM 定义为无指令和不可控的推

行 ”。以往的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和欧洲航空安全

效，导致发动机接收到的指令是较低推力状态，而实

局(EASA)的咨询公告也指出，如果申请人无法证明飞

际上发动机推力大幅增加至高于指令或保持高推力。

机在不可控高推力故障条件下满足该条款要求，应申

推力控制故障处置 TCMA 定义为发动机控制系

请 等 效 安 全 或 部 分 豁 免 。 因 此 ，国 外 多 个 机 型 对
25.901(c)条款申请了部分豁免。中国民航总局 2019
年也为 C 系列飞机 BD-500-1A10/-1A11 颁布《关于
对 CCAR-25-R4 25. 901 (c）要求的部分豁免》 。
[9]

上述豁免基于 2 种假设：

（1）大部分不可控高推力失效场景可通过发动机
控制系统推力控制异常处理功能来纠正。
（2）允许机组确定发动机停车的恰当时机，并通
过独立的燃油切断装置关闭故障发动机，以防止这类

统可以防止推力控制故障 TCM 事件对飞机造成危
害。TCMA 功能将监控产生的推力和指令推力，确保
发动机推力不会反过来影响飞机的安全性。

TCMA 系统目前应用于配装 GEnx、LEAP-A/B、

Trent1000、Trent XWB 发动机的飞机上，飞机在每次
飞行前要实施 TCMA 功能自检。波音公司 2010 年申

请了 1 项欧盟专利 EP1350 942 B1：推力故障处置系
统 和 方 法（Thrust Control Malfunction Accommodation

System and Method）[12]。美国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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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汉胜公司(Hamilton Sundstrand Corporation) 2020

线和输入/输出资源，以支持计算机和系统接口对多

专利 US2020378315(A1)

备(Common Computing Resources，CCR)、10 个 CDN 和

年也分别申请了欧盟专利 EP3744958(A1)
[14]

[13]

和美国

：燃油系统与集成推力控

制故障保护和方法（Fuel System with Integrated Thrust
Control Malfunction Protection and Method ）。
1.3 TCM 推力控制故障的危害性

推力控制故障会导致发动机推力无法控制，这对
飞机运行时产生的危险可能是灾难性的。一种特别
危险的情况是飞机在起飞、渐近或着陆时推力控制系
统发生故障，导致发动机继续在大推力状态下运行，
如果有其中 1 台发动机不能响应降低功率的命令，将

飞机飞行系统的需求。该系统包括 2 个通用计算设
18 个 远 程 数 据 采 集 器（Remote Data Concentrator，
RDC）等，每个 CCR 机柜中都安插有若干个外场可更

换 模 块 的 通 用 处 理 模 块（General Processor Module，
GPM)以及传输速度为 100MB/s 的 CDN。与传统的航

电系统相比，该系统还综合了燃油控制、电源、液压、
环控、防冰和防火等系统[15]。

3

TCMA 系统需求
TCMA 系统的设计需求来自飞机的安全性需求，

出现严重的推力不对称的情况，使飞机遭受很大的侧
向力，此时飞行员很难控制飞机；即使推力的不对称

通过逻辑分解飞机级安全性需求逐级向下分配给发

可以控制，但过大的推力也可能导致飞机的滑行，停

动机—控制系统—EEC 和执行机构，其中 EEC 将控

止距离超过可用的跑道长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机
组人员拥有高超的驾驶技能和迅速的反应能力，也可
能不足以处理和消除这种安全风险。

2

制功能分配到电子硬件和嵌入式软件[16]。整个需求
分配过程见表 1。
表1

TCMA 系统架构

需求层级

GEnx 发动机的 TCMA 系统架构如图 1 所示。系

统由飞机综合航电系统、发动机电子控制器(Electron⁃

飞机级
TCM 保护

ic Engine Controller，EEC)和燃油计量装置（Fuel Me⁃

（飞机子

mon Data Network,CDN)提供飞行高度信息和油门杆

发动机级

tering Unit,FMU）组 成 。 由 飞 机 的 通 用 数 据 网 (Com⁃

系统级）

（发动机子

(High Pressure Shut off Valve, HPSOV),使燃油不会进

控制系统

系统级）

飞机通用数据网

TCM
EOS

风扇转速
高压转子转速

（CDN）

燃油关闭阀

图1

EEC 中的
软件

主燃油泵
MFP

移动到慢车域时，自动控制指令使得发动机停车。

量和飞行员将油门杆角度 TLA 移动到慢车域时，自动
1.如果检测到TCM事件，
则关闭给发动机的燃油供给。
2. 在整个飞行包线内，在正常过渡态运行中预防假

的 TCM 侦测。

电子硬件的功能与电气接口

控制系统

燃油
控制

EEC

在飞机起飞或降落过程中，当燃油流量仍处于高流
量和飞行员将油门杆角度(Throttle Lever Angle, TLA)

EEC 硬件

入燃油喷嘴和燃烧室。

空中/地
面信息

持高推力。

控制指令使得发动机停车。
控制系统

EEC,EEC 判别触发 TCMA 功能后控制 FMU 中的 TCM/
EOS 电 液 伺 服 阀 液 压 关 闭 FMU 中 的 高 压 关 闭 阀

需求内容
避免发动机在飞机中断起飞或降落过程中仍然保

在飞机起飞或降落过程中，当燃油流量仍处于高流

角度信号以及飞行速度信号给发动机电子控制器

油门角度

飞机安全性需求分配

TCM/EOS
电液伺服阀
到燃油喷嘴
燃油计量
阀 FMV

高压关闭
阀 HPSOV

飞机关闭
电磁阀

FMU

GEnx 发动机 TCMA 系统架构

波音公司的 B787 飞机的综合航电系统的通用核

心系统（Common Core System，CCS）如图 2 所示。其具
有集成的模块化架构，提供了 1 组共享计算、数据总

4

TCM 诊断算法
TLA 油门信号算法

备用控制

空中-地面信

律算法

号处理算法

控制发动机停车

TCMA 功能

4.1 TCM 事件侦测

TCM 包含非指令和不受控 2 种，TCM 事件的侦

测由 EEC 内的软件判定，如果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
个 TCM 事件就认为被侦测到：

（1）高 压 转 子 转 速 N1 值（修 正）大 于“TCMA 边

界”。 TCMA 边界定义为门限值为最大额定推力的

30%，或者同时有中断起飞事件发生时最大额定推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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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点火
发动机 TAT

变频起动/发电机

115 V 飞机电源
28 V 飞机电源
电机启动控制器

EEC 电源

EEC

变频起动/发电机
滑油湿度

反推液压隔断阀
燃油计量活门位置

反推位置开关
其他离散信号
高压关闭阀

Flap 位置

推力控
制杠

飞行控制

A

远程配电装置

B

EMU

左显示面板

右显示面板

远程数据集
中器（RDC）

远程数据集
中器（RDC）

远程数据集
中器（RDC）

远程配电
装置

远程配电
装置

发动机传感器
变频发动机
滑油信号

主发动机数据
集中处理器
CAN 总线

远程数据集
中器（RDC）

远程数据集
中器（RDC）

Mub A
燃油 防火
开关 开关

Mub B
远程数据集
中器（RDC）

外部继电器

飞机 28 V

驾驶舱 P5 面板
EEC 模式开关 发动机起
动开关

远程配电装置

反推联锁

通用计算设备
CCR（左）
显示
大气数据
TMS
发动机

通用计算设备
CCR（右）
显示
大气数据
TMS
发动机

自动油门
伺服马达

11SV 交流
28V 直流
双向数据总线
模拟接口

发动机设备
飞机设备

操纵台

图2

通用数据网络
（CDN）总线

B787 飞机的综合航电系统的通用核心系统

的 25%。当推力小于这些值时不需要 TCMA 的保护；

活通道)。只要 EEC 的 2 个通道是正常的，EEC 将在

200 kn（370 km/h）。说明飞机此时处于起飞、着陆或

但是激活和非激活的例外是推力控制故障处置

（2）修 正 空 速（Calibrated Air Speed，CAS）小 于

者渐进阶段，在这个阶段对发动机进行保护，避免出
现推力不平衡；
（3）飞机高度需低于 5334 m，TCMA 在低空才起

作用。

上述 3 个条件只是前提条件，即 TCM 事件发生，

新的一次航班发动机起动时更换控制通道。

TCMA 模式，其功能被设计为激活/激活，只要 TCMA
事 件 被 侦 测 到 ，任 何 一 个 通 道 都 可 以 通 过 FMU 的
HPSOV 自动关闭到发动机燃油喷嘴的燃油供应。
4.4

TCMA 功能监控与自检 BIT

在每次飞行前起动发动机时，发动机电子控制器

但不一定触发 TCMA 功能，触发 TCMA 功能需要符合

EEC 需要完成 TCMA 功能准备和完整性自我检测,检

4.2

MA 处 置 。 如 果 EEC 执 行 的 TCMA 准 备 测 试 失 败 ，

下一节的 TCMA 处置逻辑。
TCMA 处置逻辑

当下列条件同时发生并且持续 120 ms 之后，即

进入 TCMA 处置过程。

（1）4.1 节所述的 TCM 事件都被侦测到（不考虑

反推力的位置）。

（2）飞机在地面上，油门杆保持在慢车域，油门杆
的角位移传感器的信号值处于设定区间。
（3）转速 N1 传感器和进口总温（Total Air Temper⁃

ature ，TAT）传感器没有故障。

TCMA 逻辑锁定后快速触发 TCMA 过程，EEC 将

激励 FMU 中的 TCM/EOS 电液伺服阀，控制高压关闭
阀 HPSOV 切断发动机燃烧室的燃油供应。
4.3

TCMA 激活

EEC 的 2 个通道通常是相同的，任何一个通道都

可以独立控制发动机 ，在同一时间只有 1 个通道控
[12]

制发动机的作动器和电磁线圈等，该通道被称作控制
通道或激活通道，另外一个通道处于待机模式(非激

测逻辑保证激活 TCMA 继电器信号而不会激活 TC⁃
EEC 将 通 过 驾 驶 舱 的 发 动 机 指 示 与 机 组 警 报 系 统

（Engine Indication Crew Alerting System，EICAS）显 示

“ENG TCMA”故障信息并告知机组人员。

TCMA 功能自检是校验飞机上的开关接通与关

断电源时 FMU 燃油关断功能的电气连接是否正确。
该检查在 2 个 EEC 通道上进行，先后在控制通道和备
用信道上进行。

TCMA 功能自检验证当 FMU 中燃油计量阀（Fuel

Metering Valve，FMV）处于某一固定的开度、EEC 的 2
个通道关闭时，高压关断阀 HPSOV 是否关闭。如果
HPSOV 未关闭，就会有燃油流量被检测到，TCMA 自

检失败。当然 EEC 的机内自检主要还是通过自检逻
辑检测其他电气性能的降级和漂移。

TCMA 是独立操作项目，不会影响发动机电子超

转 EOS 系统。如果满足所有的超转条件，EOS 依然可

以关闭发动机。另外，由于 TCMA 和 EOS 共同调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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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液压系统电液元件，只要条件符合就会激活这 2

[6] 姬猛 . 推力不对称时民机飞行控制律重构技术研究[D]. 南京：南京

项功能切断供油，没有优先顺序。

航空航天大学，2011.

5

asymmetric thrust[D]. 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结论
（1）TCMA 的功能通过 1 个集成的智能控制系统

实现，主要针对起飞、着陆阶段，在地面避免出现推力

不平衡，有效减小不可控高推力故障的危害。TCMA
功能可以不依靠飞行机组的干预自动完成推力不可
控故障事件的处置，从而保证飞机在 TCM 事件发生
时不受危害。

（2）TCMA 功能的实现需要飞机与发动机一体化

设计，发动机的 EEC 是完成 TCMA 功能的核心部件。
进行飞机系统与发动机控制系统设计时，应完整考虑
软硬件的功能分配、架构设计、需求分解、接口定义以
及系统的集成验证。
（3）现有 TCMA 的系统架构及功能设计是适航

审定机构可以接受的一种飞机安全性需求的符合
性设计方案，是新型商用航空发动机应该具有的设
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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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车数据驱动的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模型辨识
董

庆 1，李本威

2

（1. 海军装备部驻苏州地区军事代表室，江苏苏州 215011；2. 海军航空大学 航空基础学院，山东烟台 264001）
摘要：针对传统的采用解析法建立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模型复杂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变步长萤火虫算法优化的有外部输
入的非线性自回归网络（CSFA-NARX）的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模型辨识方法。以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试车试验数据为数据样本，
利用 CSFA-NARX 网络模型辨识得到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模型，并采用留一交叉验证方法对辨识模型的性能进行验证。结果表
明：得到的辨识模型输出参数，如燃气发生器转速 ng、输出轴转速 nr 和涡轮后温度 T4 都较好地逼近了试车实测数据，各参数验证样

本最大相对误差平均值分别为 0.90%、1.51%、和 2.01%；在相同训练与验证样本情况下，得到的辨识模型精度优于采用萤火虫算法
优化的 NARX 网络（FA-NARX）、NARX 网络和变步长萤火虫算法优化的 BP 网络（CSFA-BP）模型精度。
关键词：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数据驱动；变步长萤火虫优化算法；非线性自回归网络；模型辨识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1.002

Model Identification of Turboshaft Engine’s Starting Process Driven by Test Data
DONG Qing1，LI Ben-wei2
（1. Naval Armament Department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Suzhou，Suzhou Jiangsu 215011, China；
2.College of Aviation Foundation，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Yantai Shandong 264001, 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complex problem of establishing a turboshaft engine starting process model by traditional analytical meth⁃

ods，a nonlinear autoregressive network model method for turboshaft engine starting process based on the change of step of firefly algo⁃

rithm optimization with external input was proposed. Taking the test data of the turboshaft engine starting process as the data sample ，
the model of the turboshaft engine starting process was obtained by using the CSFA-NARX network model identification ，and the per⁃

formance of the identification model was verified by the retention cross-valida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btained identifica⁃
tion model output parameters，such as gas generator speed ng ，output shaft speed nr ，and post-turbine temperature T4 all well approxi⁃
mate the test data，the ng ，nr ，T4 average maximum relative error between the training and the verification samples is respectively

0.90%，1.51%，and 2.01%. In the case of the same training and verification samples ，the accuracy of identification model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NARX network optimized by firefly algorithm（FA-NARX），NARX network and BP network optimized by change of
step of firefly algorithm（CSFA-BP）.

Key words：turboshaft engine；starting process；data-driven；the change of step of firefly algorithm optimization；NARX network；

model identification

0

目前，建立航空发动机模型的方法主要有解析

引言

[7]

法 和系统辨识法[8-9]。采用解析法建立发动机模型

航空发动机是高度非线性的时变系统[1]，发动机
[2]

[3]

存在建模过程复杂且有一定的偏差和难以应用到发

[4-5]

动机实时监控中等问题[10]；而采用系统辨识的方法只

及实时监控[6]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涡轴发

需足够的发动机输入输出数据就能简单快速的建立

动机喘振试验，建立准确的涡轴发动机模型可避免试

较高精度的发动机模型。

模型在其性能及仿真 、故障诊断 、控制规律设计

验中的某些风险和经济损失。

传统的辨识方法有最小二乘法、子空间状态辨识

收稿日期：2020-04-1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505492）、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董庆（1996），男，助理工程师，从事航空发动机装备质量监督工作；E-mail：dongqing9607@163.com。
引用格式：董庆，李本威 . 试车数据驱动的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模型辨识[J]. 航空发动机，2022，48（1）：6-12.DONG Qing，LI Benwei.Model identifica⁃
tion of turboshaft engine’s starting process driven by test data[J]. Aeroengine，2022，48（1）：6-12.

第1期

董

7

庆等：试车数据驱动的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模型辨识

y ( t ) = f [ y ( t - 1 ), y ( t - 2 ), ..., y ( t - k ),
u ( t ), u ( t - 1 ), u ( t - 2 ), ..., u ( t - e ) ]

法等。王磊等[11] 利用改进的子空间辨识法建立了某
型涡扇发动机的小偏差状态变量模型，但假设发动机
是线性时不变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模型性能。

（1）

式中：y ( t ) 为 t 时刻的输出值；u ( t ) 为 t 时刻的输入值；

人 工 神 经 网 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ANN）、支

f 为自变量的非线性函数；k 为输出延时阶次；e 为输入

机[12]（Extreme Learning Machine，ELM）等具有很好非

应延时的数值。

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和极限学习

线性学习能力的机器学习算法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
航空发动机领域。丁凯峰等[13] 利用 RBF 网络建立了

航空发动机辨识模型；陈超等[14]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对
航空发动机起动模型进行了辨识与仿真。但以上人
工神经网络都存在无反馈单元或者无延时单元等问
题，而航空发动机是高度时变系统，传统的神经网络
建立的发动机模型精度有时不能满足实际的精度要
求 。 Asgari 等[15] 利 用 非 线 性 自 回 归 网 络（Nonlinear

Auto Regressive with Exogenous Inputs Model，NARX）
建立了某型单轴燃气涡轮起动阶段模型并进行了仿
真分析，获得不错的效果。但 NARX 网络参数由随机
函数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性能。

萤火虫算法[16]（Firefly Algorithm，FA）是一种新型

延时阶次；y ( t - k )、u ( t - e ) 分别为输出、输入参数相
NARX 网络主要由回归分析器和非线性估计器 2

部分组成，包括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如图 1 所

示。回归分析器（输入层与隐含层）利用 t 时刻及过去
的输入数据 u（t），u（t-1），u（t-2），…，u（t-e），和 t 时
刻过去的输出数据 y（t-1），y（t-2），…，y（t-k），结合
输入权值和隐含层单元的偏置，由隐含层单元激活函
数计算得到的值即为回归
分析器的输出值，
并传递给
非线性估计器。回归分析
器的输出值作为非线性估
计器的输入值，
非线性估计
器利用其非线性函数模块
和线性函数模块估算输入
输出之间的映射关系 f。

智能优化算法，具有参数少、寻优速度快等特点，但由

h i ( t ) = f sig ( ∑w ir ( t ) u ( t - r ) +
e

最优和出现峰值处不稳定震荡等问题，为此提出变步
CSFA）[17-18]，利用该算法对 NARX 网络参数进行全局
寻优来改善网络性能。

针对以上分析，结合已经获取的涡轴发动机台架
试车数据，本文提出以试车数据为驱动、利用 CSFA

1.1

NARX 网络
NARX 网络为有外部输入的非线性自回归网络。

NARX 网络不仅与当前时刻的输入有关，也与过去的

（2）

l=1

式中：fsig 为隐层节点使用的双曲线正切 sigmoid 函数；
w ir ( t )、w il ( t ) 分别为 t 时刻第 i 个隐层节点与输入、输

出反馈之间的权值；bi 为第 i 个隐层节点的偏置。
某 t 时刻第 j 个输出层节点输出 y ( t ) 为
y ( t ) = ∑( λ ij ( t ) h i + b j )
N

方法。

CSFA-NARX 网络模型

r=0

∑w il ( t ) y ( t - l ) + b i )
k

优化的 NARX 网络辨识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模型的

1

NARX 网络结构

某 t 时刻第 i 个隐含点的输出 h i 为

于步长因子的影响会导致前期收敛速度慢、出现局部
长 萤 火 虫 算 法（Change of Step of Firefly Algorithm，

图1

r=1

（3）

式中：λ ij ( t ) 为 t 时刻第 i 个隐层节点到第 j 个输出层节

点的权值；b j 为第 j 个输出层节点偏置；N 为隐含层节
点数。
1.2

CSFA 算法

FA 算法来源于大自然中萤火虫的自然行为，群

输入输出紧密相关，使用动态修正方法减少了模型修

体中较亮的个体会吸引周围的个体向这个方向移动

正的计算时间，样本增加时矩阵阶数不变，避免了矩

来完成自身位置和亮度的更新，从而找出最优位置来

阵求逆运算，提高了计算效率[19]。

实现寻优过程。FA 算法具有参数少、寻优速度快、效

NARX 网络通过引入延时单元及反馈来实现时

间序列的动态预测，由带有外部输入的非线性差分方
程表示为

率高等特点，从而得到广泛应用。但 FA 算法迭代步

长是固定的，导致若步长取较大值，则算法后期不利
于求解局部最优，
易出现峰值处不稳定震荡问题；
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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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取较小值，则算法前期不易快速找到全局最优邻域
且收敛速度较慢。故提出改进的变步长萤火虫算法。
萤火虫的荧光亮度 I 和相互吸引度 β 是萤火虫算

法 2 个重要参数，发光越亮的萤火虫位置越优，即目

化算法全局搜索来确定 NARX 网络的输入权值 w 、输
出权值 λ、隐层节点的偏置 bi 和输出层节点偏置 b j。将
β、
获得的 w、
bi 和 b j 返回 NARX 网络用于模型的辨识。

CSFA-NARX 网络模型流程如图 2 所示。

标函数值越优，最亮萤火虫的位置即是最优解，发光
越亮的萤火虫对周围的萤火虫吸引度越强。
萤火虫的相对荧光亮度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相
对荧光亮度为
I = I0 e

-γr ij

（4）

式中：I0 为萤火虫最大亮度，即自身亮度（r=0），目标
函数值越优，自身亮度越大；γ 为光强吸收系数，因荧

光会随着距离的增加和传播媒介的吸收逐渐减弱，设
置光强吸收系数以体现此特性，可设置为常数。
2 只萤火虫之间的距离 rij 为





r ij = x i - x j =

相对吸引度 β 为

∑( x
N

k=1

β ( r ) = β0 e

i, k

- x j, k )2

-γr ij 2

（5）

（6）

式中：β0 为最大吸引度，即 r=0 处的吸引度。
最优目标迭代，光亮较弱的个体会向光亮较强的
个体移动，位置更新公式为

ìx i ( t + 1) = x i ( t ) + β( r ij )( x j ( t ) - x i ( t ) ) + α( R - 1/2 ) , r ij ≤ 0.25
（7）
í
îx i ( t + 1) = x i ( t ) + β( r ij )( x j ( t ) - x i ( t ) ) + k( r ij )( R - 1/2 ) , r ij > 0.25

式中：xi、xj 为萤火虫 i 和 j 的空间位置；α 为步长因子；R
为[0 1]之间均匀分布的随机因子；k 为可调整的正相
关系数，即用 kr ij 代替固定步长 α。
CSFA 算法寻优基本流程：

（1）初始 CSFA 算法特征参数。设置萤火虫数目

n、β0、γ、α、k 和最大迭代步数或者精度要求。

（2）随机赋予萤火虫初始位置，计算萤火虫的目
标函数值作为自身荧光亮度 I0。

（3）计算每对萤火虫之间的相对亮度 I 和吸引度

β，个体移动的方向由相对亮度决定。
（4）更新每个个体的位置，随机移动处于最佳位
置的萤火虫，并重新计算个体的自身荧光亮度 I0。
（5）判断是否满足终止条件，若满足进行下一步，
否则返回步骤（3）继续。
（6）输出全局极点值和最优个体值。
1.3

CSFA-NARX 网络模型

NARX 网络初始参数初始化由随机函数确定，大

大影响模型的预测结果。因此，利用变步长萤火虫优

图2

CSFA-NARX 网络模型流程

目标函数选取均方误差 Mse 作为模型的性能评价
标准，来衡量模型预测值与实测数据的吻合程度
1 A
M se = ∑( y d ( i ) - y ( i ) )2
（8）
A i=1
式中：y（t）为模型的预测值；y（t）
为实测值；A 为样本
d
数量。

2

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模型建立
某型涡轴发动机的起动由起动机、发动机、点火

系统、供油系统以及旋翼负载系统等多个系统协同工
作来完成。其中，不同大气条件、起动机特性、点火和
供油特性及其旋翼负载特性是发动机模型的输入量；
在起动过程中的状态和性能参数是发动机模型的输
出量。因此涡轴发动起动过程影响因素有：大气温度
T0、大气压力 P0、起动机的输出功率 Ns、负载力矩 Nl、
燃油流量 Wf。在涡轴发动机的起动过程中，通常负

载力矩在常规大气温度大气压力下变化较小可忽略
不计。同时，选取涡轴发动机参数燃气发生器转速
ng、输出轴转速 nr 和涡轮后温度 T4 作为模型的输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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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数来衡量发动机的起动性能。
阶段

发动机的状态不仅与当前时刻发动机的各参数

1

密切相关，还与此时刻之前发动机的状态密不可分。
故构建的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数学模型表达式为
Y ( t + 1 ) = f ^ [ Y ( t ), Y ( t - 1 ), ..., Y ( t - k ),
X ( t + 1 ), X ( t ), X ( t - 1 ), ..., X ( t - e ) ] （9）

3

式中：X、Y 分别为模型的输入、输出量；f 为待辨识的
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数学模型；k、m 分别为输入、输

待辨识模型

ng

f1

T0、P0、Ns 、Wf

3

^

输出参数 Y

T0、P0、Ns

2

因此，需要设置输入输出延时阶次提高模型的精度，

发动机起动过程模型输入输出参数
输入参数 X

T0、P0、Wf

ng、nr、T4
ng、nr、T4

f2
f3

CSFA-NARX 网络模型辨识结果及分析
结合 NARX 网络模型和建立的涡轴发动机起动

出延时阶次；根据发动机动态惯性，发动机模型输入

过程模型，根据表 1 将涡轴发动机模型的输入输出参

输出参数延时阶次通常设置为 2 [20]。因此，将延时层

经获取的试车数据，辨识得到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模

的延时阶次 k 和 e 均设置为 2。

发动机转子从静止状态逐渐加速到地面慢车状

态的过程称为发动机的起动过程。根据起动系统和
涡 轮 的 功 率 变 化 情 况 ，将 起 动 过 程 划 分 为 3 个 阶
段[21]，建立发动机起动过程模型如图 3 所示。

数分别作为 NARX 网络模型的输入输出参数，结合已
型并进行验证。
3.1

模型辨识数据的提取与预处理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某型涡轴发动机 1000 h

完整地面台架试车试验。该试验的数据采集由测速

发动机传感器、不同类型动态压力传感器和不同类型
温度传感器等配合数据采集系统完成，数据的采样频
率为 20 Hz，对发动机的进气条件（如进气温度、进气
压力和空气流量等）、燃气涡轮前后温度、各转速（燃

气发生器转速和输出轴转速）、燃油消耗量和其他参
数进行采集。
依据建立的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 3 阶段模型

（表 1），从提取的起动过程数据中选择 T0、P0、Ns、Wf、
ng、nr 和 T4 作为样本参数。起动机的输出功率 Ns 由起
动机的电流、电压和效率计算得到。
图3

本文所采用数据的 4 组试车试验起动过程各测

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不同阶段

第 1 阶段：按下起动按钮 1.25 s 内，由起动机带动

燃气涡轮工作，发动机转速在规定时间内达到（0.08~
0.12）×33400 r/min 时燃油系统开始工作点火。在此

过程中发动机完全由起动机带动工作，发动机的点火
和燃油系统不工作，燃烧室无供油点火，涡轮后温度
约等于大气环境温度。
第 2 阶段：起动机和燃气发生器共同工作带动发

试传感器安装位置相同且数据采集系统其它装置均
一致，进气温度设置为 9.2、18.3、26.8、34.6 ℃，将 4 组

数据依次记为 M1、M2、M3 和 M4。第 1 阶段每一温度下

选取 25 个数据点，4 组共 100 个数据点作为辨识样
本。第 2、3 阶段每一温度下选取 50 个数据点，4 组共
200 个数据点分别作为辨识样本，每组起动过程 3 个
阶段共 125 个数据点。

对提取的辨识样本进行剔除异常值、平滑、滤波

动机加速工作，燃烧室开始供油点火燃烧。起动燃油

和归一化处理，在完成模型的训练和验证后对归一化

调节器按起动燃油调节规律供油，直到燃气发生器转

的数据进行反归一化还原。

速达到（14000±1000）r/min 时，起动机脱开。

3.2

第 3 阶段：起动机脱开后，燃气发生器独自带动

发动机加速工作至地面慢车状态，起动过程完成。

整个起动过程需要限制在 60 s 内。涡轴发动机

起动过程模型输入输出参数见表 1。

CSFA 及 NARX 网络参数设置

关于 CSFA 算法初始参数的设置，参考文献[22]，

选取萤火虫数目 n=85，最大迭代次数取 200，最大吸
引度 β0=1，步长因子 α=0.12，吸收系数 γ=1.02，正相关
系数 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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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X 网络输入层节点数 d、输出层节点数 l 分别

与发动机模型的输入、
输出参数数目相同。通常，
将隐
含层数设定为 1，
隐含层神经元数 q 由经验公式确定[20]
q=

式中：a 为 10~14 的常数。

d+l +a

（10）

因此，本 NARX 网络隐含层节点数 q=15。延时层

的延时阶次与发动机起动过程数学模型（式（9））保持
一致，输入输出延时阶次均设置为 2。
3.3

图5

M4 为验证样本 ng 辨识结果

模型辨识结果及分析

CSFA 算法和 FA 算法

在对 NARX 网络参数全局
搜索寻优过程中，适应度

值的变化过程如图 4 所
示。从图中可见，CSFA 算

法在迭代前期具有较高的
全局搜索能力，后期收敛

图4

适应度值在寻优
过程中变化

图6

M4 为验证样本 nr 辨识结果

图7

M4 为验证样本 T4 辨识结果

也较快。
用辨识模型预测值与实测值最大相对误差以及
最大相对误差均值来评价建立的辨识模型性能。相
对误差 Eref 为
E ref =

yd ( t ) - y ( t )
× 100%
yd ( t )

（11）

式中：y（t）为模型的预测值；y（t）
为实测值。
d

结合预处理后的发动机起动过程数据，利用 CS⁃

FA-NARX 网络模型对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模型进
行回归辨识。先将发动机起动过程 3 阶段模型分别

表2
输出参数

辨识得出输出参数值，因实际起动过程是连续过程，
所以将 3 阶段辨识模型得到的输出参数数据点连接

综合考虑所使用的计算机性能和模型样本数量，
本文采用留一交叉验证法（Leave-One-Out Cross Val⁃
idation，LOOCV）对模型的性能进行验证。例如，以

验证样本组最大相对误差/%
M1

M2

M3

最大相对误
M4

差平均值/%

1.45

1.51

ng

0.85

0.77

1.02

0.97

0.90

T4

2.21

2.03

1.84

1.98

2.01

nr

起来，
得到完整起动过程的不同输出参数的输出数据。

4 组验证样本的误差

1.55

1.41

1.64

精度满足实际应用的精度要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4

不同算法比较

在 MATLAB R2018a 平台上，利用相同的训练样

M1、M2 和 M3 为训练样本，以 M4 为验证样本得到辨识

本和验证样本，通过对比 CSFA-NARX、FA-NARX、

比，结果和相对误差分布如图 5~7 所示。4 组验证样

的 CSFA-NARX 算法的优越性。

模型输出参数 ng、nr 和 T4 的数值，与试车实测数据对
本的验证误差见表 2。

从图 5~7 和表 2 中可见，输出参数 ng、nr 和 T4 的辨

NARX 和 CSFA-BP 算法的辨识结果来验证本文提出
CSFA-NARX、FA-NARX 和 NARX 3 种算法延时

层阶次均设置为 2，4 种算法隐含层神经元数根据式

识输出结果都较好地逼近了实测数据，4 组验证样本

（10）设 置 为 15，输 入 输 出 神 经 元 数 根 据 表 1 设 置 ，

1.51% 和 2.01%。表明本文提出的 CSFA-NARX 网络

法，CSFA 和 FA 算法萤火虫数目 n=85，最大迭代次数

中各出参数的最大相对误差平均值分别为 0.90%、
模型可用于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模型的辨识且模型

NARX 网络均采用（Levenberg-Marquardt，LM）训练算
均取 200，β0=1，α=0.12，γ=1.02，CSFA 算法中 k=2。

第1期

董

庆等：试车数据驱动的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模型辨识

以 M2、M3 和 M4 为训练样本和 M1 为验证样本，不

同算法得到辨识模型输出参数 ng 值与实测数据对比
结果和相对误差分布如图 8 所示；采用不同算法 4 组
验证样本的验证误差对比如图 9 所示。

11

网络模型对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模型辨识的方法具
有可行性。
（2）采用留一交叉验证方法对辨识模型的性能进
行验证，模型输出参数 ng、nr 和 T4 的最大相对误差均

值 分 别 为 0.90%、1.51% 和 2.01%，表 明 基 于 CSFA NARX 网络模型对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辨识得到的
模型精度满足发动机实际要求。

（3）在相同的训练样本和验证样本情况下，基于
CSFA-NARX 网络模型对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辨识

模型的精度优于 FA-NARX、NARX 和 CSFA-BP 算法

辨识模型的，验证了本文提出的 CSFA-NARX 算法的
优越性。

（4）本文建立的涡轴发动机起动过程辨识模型可
用于对其他不同环境条件下（如高温、高压等）涡轴发
动机起动过程性能的递推估算，实现发动机性能参数
预测，也可为涡轴发动机后续的试车试验提供指导和
为其起动过程性能优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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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SP 仿真和 SDAE 的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
车畅畅，王华伟，倪晓梅，蔺瑞管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民航学院，南京 211106）
摘要：为了深入研究航空发动机故障机理，提出基于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性能仿真软件（GSP）和堆栈降噪自编码器（SDAE）
的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方法。通过 GSP 性能仿真方法模拟发动机在不同设计参数下的部件故障，并得到对应的运行状态参数；从

每种故障类型下的长时间序列的状态参数中提取出向量化的曲线特征，构成故障样本；将故障样本带入 SDAE 模型中进行深度特
征提取，经过前向传播和反向微调得到训练好的模型用于发动机故障诊断。结果表明：GSP 能够通过参数更改来模拟微弱故障下

的状态参数，从而构建多故障样本集；SDAE 的重构误差和反向传播误差能够快速收敛到较小值，SDAE 的故障诊断正确率为
99.5%；与深度信念网络（DBN）、人工神经网络（ANN）以及经典机器学习方法支持向量机（SVM）相比，SDAE 的故障分类正确率分
别提高了 0.8%、6.9% 和 10.1%。

关键词：燃气涡轮发动机性能仿真软件；堆栈降噪自编码器；故障诊断；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1.003

Aeroengine Fault Diagnosis Based on GSP Simulation and SDAE
CHE Chang-chang，WANG Hua-wei，Ni Xiao-mei，LIN Rui-guan
（College of Civil Aviation，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1106，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deeply study the aeroengine fault mechanism，an aeroengine fault diagnosis method based on Gas turbine Simu-

lation Program（GSP）and Stacked Denoising Autoencoder（SDAE）was proposed. The GSP performance simul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sim⁃
ulate the failure of aeroengine components under different design parameters，and the corresponding operation state parameters were ob⁃
tained. The vectorized curve feature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state parameters of the long time series under each fault type to form the fault

samples. The failure samples were brought into the SDAE model for deep feature extraction. After forward propagation and reverse fine tun⁃
ing，the trained model was used for aeroengine fault diagno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GSP can simulate the state parameters under weak

fault through parameter change，so as to construct multi fault sample set. The reconstruction error and back propagation error of SDAE can

quickly converge to a small value，and the fault diagnosis accuracy of SDAE is 99.5%. Compared with Deep Belief Network（DBN），Artifi⁃
cial Neural Network（ANN）and classical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the fault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of
SDAE is improved by 0.8%，6.9% and 10.1% respectively.

Key words：Gas turbine Simulation Program（GSP）；Stacked Denoising Autoencoder（SDAE）；fault diagnosis；aeroengine

引言

的飞行运行状态参数，并将其作为样本用于故障诊

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是确保飞机安全可靠运行
的必要手段。在目前的研究中，能够采集到发动机大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西方航空国家相继制定并实

量正常运行状态下的状态参数。但是由于得到的故

了多个航空发动机数值仿真系统[2]。

0

障案例相对较少，很难提取出通用特征用于表征故障
规律。采用航空发动机数值仿真技术能够通过自定
义设计参数和环境参数模拟部件故障，得到在故障下

断，辅助发动机设计，提高自主研发效率和水平[1]。
施了多项航空发动机仿真技术专项研究计划，并开发

美国 NASA Glenn 研究中心基于 MATLAB/Simu⁃

link 和面向对象技术，开发了基于推进系统数字仿真

计划的平台，并且相继建立了支撑发动机控制系统的

收稿日期：2020-05-2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国民航局联合资助项目（U1833110）资助
作者简介：车畅畅（1994），男，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航空器故障诊断；E-mail：821116775@qq.com。
引用格式：车畅畅，王华伟，倪晓梅，等 . 基于 GSP 仿真和 SDAE 的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 [J]. 航空发动机，2022，48（1）：13-18. CHE Changchang，
WANG Huawei，NI Xiaomei，et al. Aeroengine fault diagnosis based on GSP simulation and SDAE[J]. Aeroengine，2022，48（1）：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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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用通用推进系统仿真模型[3]；俄罗斯中央航空

气涡轮发动机的性能数值仿真软件。燃气轮机仿真

发动机研究院研发了燃气轮机计算仿真系统，实现了

程序 GSP 基于组件的建模环境，灵活的面向对象体系

航空发动机在不同工况下的真实工作过程以及在故

结构，允许用户通过拖放界面在模型窗口中将发动机

障状况下的主要参数的高精度模拟；欧洲通过开发统

部件模型特定排列来对任何燃气轮机配置进行稳态

一的面向对象的推进系统性能仿真软件（Propulsion

和瞬态模拟。GSP 是一种性能预测工具，特别适用于

Object-oriented Simulation Software，PROOSIS），针 对

飞行环境、安装损失、某些发动机故障（包括控制系统

各类航空发动机系统进行建模，功能涵盖发动机全生

故障）和部件劣化影响分析等参数敏感性分析。分析

命周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值仿真研究中心开发了

的输入基于模型配置，例如：可以指定燃料流量来计

航 空 发 动 机 数 值 仿 真 系 统（Chinese Aeroengine Nu⁃

算产生的功率，或者当燃料流量设置为状态变量时，

机软件模块的开发和集成，并部分完成了航空发动机

拟，组件属性窗口中的输出数据集将显示在 1 个表

merical Simulation Software，CANSS），初步实现了发动
[4]

整机及部件的模型计算和分析 。在得到航空发动

可以指定功率来计算相应的燃料流量。通过运行模
中，该表可由内置图形工具可视化。可用数据包括气

机仿真数据的基础上，可通过模型训练提取出数据通

体条件（温度、压力、质量流量、面积、速度等）和气体

用特征，用于故障模式识别和故障分类。随着人工智

成分。仿真结果可以导出到制表符分隔的文件中，然

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目前常用的数据特征提取技术包

后用于自定义分析。

括传统机器学习方法和深度学习方法。传统机器学

1.2

习方法包括支持向量机、滤波器、隐马尔可夫方法等，

堆栈降噪自编码器（SDAE）
降噪自编码是一种无监督的数据维数压缩和数

通过浅层网络模型来挖掘输入的状态参数和对应故

据特征表达方法，由编码器和解码器组成，通过样本

障类型之间的线性映射关系，模型简单，训练速度较

重构和误差优化提取出含噪声的样本隐藏特征，用于

快[5-7]。然而随着数据集和故障种类的增加，为了准

进一步的故障诊断。降噪自编码器的处理流程如图

确区分不同故障种类的数据，要求模型具有较强的非
线性特征提取能力[8]。作为机器学习方法的重要分

1 所示。

支，深度学习模型通过多层的神经网络模型能够提取
出大数据中的非线性复杂特征，被广泛应用于语音识

x͂

别、图像识别、文本分类等方面，在故障诊断领域也有
初步应用[9-11]。Che 等[12] 使用深度信念网络模型和长
短时神经网络模型进行飞机的故障诊断、剩余寿命预
测和综合健康管理；Zhu 等[13] 建立了一种用于滚动轴

承智能故障诊断的叠层剪枝稀疏去噪自编码模型；
Xue 等[14] 提出一种基于深卷积神经网络和支持向量
机的故障诊断方法，用于旋转机械多故障诊断。

本文提出基于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性能仿真软

图1

C（x͂ |x）代表将原始样本 x 转化为含噪声样本 x͂ 的

过程，添加高斯白噪声后的样本可以表示为[15]
x͂ = x + αN ( 0, 1 )

的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方法，对模拟不同的部件故障

进行故障诊断，并与不同模型的正确率对比验证了模
型的有效性。

1
1.1

GSP 仿真与 SDAE 模型原理
GSP 仿真

GSP 是欧洲国家航天实验室开发的面向对象燃

（1）

N ( 0,1 )为标准正态分布。
式中：α用于控制噪声的大小；

定义编码器和解码器为

h=f（w1x͂ +b1）

件（Gas turbine Simulation Program，GSP）仿真和堆栈

降噪自编码器（Stacked Denoising Autoencoder，SDAE）

降噪自编码器处理流程

r=g（w2h+b2）

（2）
（3）

式中：w 为权重；b 为偏置；f 和 g 为激活函数。
自编码器的目标是通过反向传播算法和随机梯
度下降方法找到 1 组参数 θ={w1,w2,b1,b2}，使得重构后
的样本与原始样本之间有最低的重构误差。损失函
数定义为[16]
L（x, z）= x - r  +
2

λ
2
w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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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 为 w1 和 w2 的组合；λ 为正则化系数，用于控制

向微调，并优化模型参数；将测试集带入到训练好的

权重的大小从而防止过拟合。

故障诊断模型中，得到最终的故障诊断结果。

SDAE 就是在降噪自编码器的基础上，通过隐层

堆叠实现样本降维，并通过激活函数输出分类结果。
包含 2 个隐层的堆栈自编码器模型如图 2 所示[17]。

图3

3

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流程

实例验证
为了验证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基于 GSP 仿真软

图2

件构建了涡轮发动机模型，如图 4 所示。该模型包括

堆栈降噪自编码器

首先，将样本输入到 v1 层，通过降噪自编码器编
R
1

码得到隐层特征 h1，并通过解码得到重构样本 v ，计

算重构误差并优化模型参数后，得到训练好的降噪自
编码器；其次，将隐层 h1 作为输入层，构建第 2 个降噪

进气道、压气机、燃烧室、涡轮、尾喷管 5 大部件[18]。
通过设定部件的属性来获取航空发动机运行时的状
态参数，从而用于进一步的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其
中部件的属性参数见表 1。
man
fuel
crtal

自编码器，通过编码、解码、参数优化等操作得到训练
好的隐层 h2；再次，在完成预训练后还可以通过反向
传播算法和随机梯度下降法来反向微调所有隐层的
参数；最后，通过 Sotfmax 激活函数连接隐层 h2 和输出
层，并输出分类结果。

2

基于 GSP 仿真和 SDAE 模型的航空发动

机故障诊断模型
在 GSP 仿真和 SDAE 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航空

发动机故障诊断模型，其故障诊断流程如图 3 所示。
根据型号特点使用 GSP 构建发动机模型；通过故障注

入方法改变部件设计参数从而人为设定发动机的故
障状态，仿真得到对应多种飞行状态下的长时间序列
的状态参数；将采集到的状态参数数据和对应的故障
类型组成故障样本，按照一定的比例分为训练集和测
试集；将训练集带入到 SDAE 模型中进行预训练和反

1

inlet

1

2

comp

2

图4
表1

3

4

3

comb

4

turb

5

7

exh

涡轮发动机模型
部件属性参数

部件属性参数
进气道流量/（kg/s）
进气道压力比
压气机转速/（r/min）
压气机传动比
压气机压力比
压气机效率/%
压气机传热系数
燃烧室燃烧效率/%
涡轮转子转速/（r/min）
涡轮传动比
涡轮效率/%
尾喷管速度系数
尾喷管推力系数

设定值
20
1
16540
1
6.92
82.5
0.5
99.5
16540
1
88
0.975
1

6

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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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进气道和压气机的故障注入得到不同故障
下的发动机状态参数，通过调整属性参数得到 4 种故

层的 SDAE 模型，其参数设置见 3。
20

障类型，见表 2。

15

4 种故障类型的定义

故障序号

部件属性参数

故障值

F1

进气道流量/（kg/s）

20.1

F2

压气机转速/（r/min）

16750

F4

压气机效率/%

90

F3

特征值

表2

5

7

压气机压力转换比

10

F1
F2
F3
F4

0

通过将燃烧室的燃油流量从 0.5 kg/s 减小到 0.1

2

kg/s，模拟发动机的减速过程，从而得到故障对应的

4

运行状态参数。选取故障 F1 的 50 个监测时间序列

图6

数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各状态参数的变化规律

参数

对应的 10 个状态参数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各状态参

归一化

设计值
[13，10，7，4]

预训练次数/（Epoch）

50

反向微调次数/（Epoch）

50

0.01

学习率

0.8

0.2

12

不同故障类型参数设置

模型结构

1.0

0.4

10

4 种故障类型的曲线特征

表3

各不相同。

0.6

6
8
曲线特征

批次数
注：Epoch 是指使用训练集中的全部样本训练 1 次。

TQ_t
Wcompc_t
WC7
TT9
TS9
PT9
PS9
W9
FN
TSFC

0

10

图5

20

将训练集带入到构建好的 SDAE 模型中进行预

训练，得到在编码和解码后重构样本与原始样本之间
的重构误差，用于衡量自编码器训练效果。在预训练
20

监测点

30

40

50

归一化处理后的状态参数

过程中 2 个隐层所组成的自编码器 1、2 的重构误差变
化如图 7、8 所示。从图中可见，经过 50 个 Epoch 的训
练，重构误差逐渐减小到较小值。
0.024

由于原始长时间序列状态参数与故障类型之间

0.022

具有弱映射关系，直接将样本带入到模型中很难训练
长时间序列样本中提取出曲线特征，并将特征叠加到
一起构成故障样本。本文选用的 13 个时域和频域特

征包括：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峰值、绝对平均值、
方差、标准差、峭度、偏度、均方根、波形因子、峰值因
子和脉冲因子。4 种故障类型的 13 种特征如图 6 所

示。从图中可见，不同故障之间的时频域特征区别很
小，很难直接提取出故障规律用于故障诊断。本文将
时频域特征组成故障样本，将故障类型作为样本标
签，用于进一步深度学习模型训练。
将采集得到的时频域特征作为基础，通过添加随
机噪声扩充为包含 4000 个故障样本的数据集，并按
照 4∶1 的比例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构建包括 2 个隐

0.020
重构误差

出合适的模型用于故障诊断，本文从每组状态参数的

0.018
0.016
0.014
0.012
0.010
0.008
0.006

0

10

图7

20

Epoch

30

40

50

自编码器 1 的重构误差

在完成预训练后，计算预测结果与实际故障类型
之间的交叉熵损失，并将其作为损失函数用于通过反
向传播算法和随机梯度下降方法反向微调模型的参
数。反向微调误差随着 Epoch 的变化如图 9 所示。从

图中可见，
误差很快减小到较小值 0.0048 并保持稳定。

车畅畅等：基于 GSP 仿真和 SDAE 的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

第1期
0.020

4

0.018

重构误差

0.014

本，为故障诊断提供数据基础；

0.012

（2）基于 SDAE 的故障诊断模型能够将降噪和降

0.010

维功能集成到 1 个模型中，提高了模型的训练效率；

0.008

（3）与其他模型相比，本文提出的 SDAE 模型有

0.006
0.004
0

10

图8

20

Epoch

30

40

50

较强的特征提取能力，能够得到 99.5% 的故障诊断正

确率，与深度信念网络（DBN）、人工神经网络（ANN）
以及经典机器学习方法支持向量机（SVM）相比，分别

自编码器 2 的重构误差

提高了 0.8%、6.9% 和 10.1%。

本文利用 GSP 仿真得到故障数据集，并考虑到实

2.0
1.8

际运行环境中的噪声干扰，使用 SDAE 模型用于故障

1.4

从多故障类型、长时间序列、耦合故障模式等多方面

1.6
反向微调误差

结论
（1）利用 GSP 仿真可以得到多种故障模式下的样

0.016

0.002

17

诊断，得到了较为准确的故障诊断结果。接下来需要

1.2

综合考虑，构建更加精准的、鲁棒的、泛化的故障诊断

1.0
0.8

模型。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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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坐标系 N-S 方程无网格/网格混合算法
曹

骋

1，2

，陈红全 2，张加乐 2，高煜堃

3

（1. 常熟理工学院 机械工程学院，江苏常熟 215500；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学院，南京 210016；
3. 安徽工业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安徽马鞍山 243002）

摘要：为了模拟涡桨发动机等绕固定轴旋转的桨叶流场，发展了一种求解旋转体非定常黏性绕流的无网格/网格混合算法。
算法基于求解旋转坐标系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展开，避免了旋转角速度特征物理量的插值运算；计算域采用整体网格和物面附
近局部无网格离散，通过引入无网格和网格对偶点，实现了混合算法绕流信息的跨区交换，并给出了一种对偶点调整选取的方法；
基于无网格点云空间导数逼近方法离散控制方程，并结合隐式 LU-SGS 算法，给出了混合算法求解非定常问题的双时间步隐式推

进格式。结果表明：所提算法通过 2 维振荡翼型非定常绕流、旋转圆柱黏性绕流和模拟发动机桨叶旋转运动的 3 维悬停旋翼绕流

进行了考核，所得升力系数等重要气动数据的变化趋势与文献试验或计算值一致，典型截面处所示的激波强度和位置亦与文献值
吻合，展现出算法在模拟旋转部件绕流问题方面具有广阔的工程应用前景。
关键词：无网格/网格混合算法；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旋转桨叶；旋转流场；涡桨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1.004

Hybrid Gridless/Grid Algorithm for Solving Navier-Stokes Equations in Rotating Coordinate System
CAO Cheng1，2，CHEN Hong-quan2，ZHANG Jia-le2，GAO Yu-kun3
（1.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shu Jiangsu 215500，China；2. College of Aerospace En⁃
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3.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Anhui Uni⁃
versity of Technology，Ma’anshan Anhui 243002，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imulate the flow field of the propellers rotating over a fixed axis in a turboprop engine，a hybrid gridless/grid al⁃

gorithm was developed for solving unsteady viscous flows over rotating abodies. The algorithm was based on solving the Navier-Stokes equa⁃
tion in the rotating coordinate system，which avoided the interpol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 physical quantities of the rotating angular veloci⁃

ty. The computational domain was discretized by overall grid and local gridless near the object surface. By introducing gridless and grid du⁃
al points，the cross region exchange of flow information around the hybrid algorithm was realized，and a method for adjusting and selecting

dual points was given. Based on the gridless point cloud spatial derivative approximation method to discretize the control equations，and

combined with the implicit LU-SGS algorithm，an implicit dual time-stepping marching scheme for solving unsteady problems was pro⁃
posed by hybrid algorith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tested by two-dimensional pitching airfoil unsteady flow，rotat⁃
ing cylinder viscous flow and three-dimensional rotating blades in hover which imitate the propellers. The trend of important aerodynamic

data such as lift coefficient obtained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est or calculated values in the literature，and the shock intensity and position
shown at the typical section are also consistent with the values in the literature. It shows the broa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the
algorithm in simulating the flow over rotating bodies.

Key words：hybrid gridless/grid algorithm；Navier-Stokes equations；rotating propellers；rotating flow field；turboprop engine

0

引言

旋转流场也是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

桨叶是涡桨发动机最为重要的气动部件之一，其

劣直接影响发动机性能。因此，发展能准确模拟旋转

namics，CFD）数值模拟的难点。桨叶气动特性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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桨叶气动特性的 CFD 算法，对涡桨发动机设计与研
究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

[1-2]

。

类似发动机桨叶这样的旋转体绕流在工程中广
泛存在，如旋翼飞行器等。传统的 CFD 技术在模拟

 = [ Ω x , Ω y , Ω z ]，在旋转坐标系
系下。设旋转角速度 Ω

 × r p =
上 ，任 一 r p 位 置 旋 转 牵 连 运 动 速 度 VΩ = Ω

[u

Ω

, v Ω , w Ω 和相对速度 Vr，则二者的和 V = Vr + VΩ

]

这类流场时会遇到 2 个难点。一个是目前的 CFD 软

可理解为绝对速度 V = [ u, v, w ]，可由 1 个在任意时刻

于存在旋转桨叶的涡桨发动机等多体复杂气动外形，

定[9]。于是，对应的控制方程可写为[10]

件大多基于“网格算法”，涉及计算域网格生成。但对

都与旋转坐标系位置完全重合的静止坐标系衡量确
∂W ∂ ( E - u Ω W ) ∂ ( F - v Ω W )
+
+
+
∂t
∂x
∂y

要生成合适的整体网格，刻画出局部间隙等几何细
节，在网格拓扑约束下并非易事，常需要用到块结构

∂ ( G - w ΩW )

等特殊处理技术[3]；另一个是因旋转产生的动边界问

∂z

题的处理。目前的求解方法通常基于动网格技术开
展，在处理动边界大位移问题时，常需要结合网格重
构、网格重叠等特殊处理技术，涉及到与角速度相关
的旋转特征物理量的插值运算，这会影响到算法的计
算效率与精度

[4-5]

[7]

对流矢通量；E͂ 、F͂ 和 G͂ 为黏性矢通量[7]，S 为源项
0
é
ù
êΩ v - Ω w ú
êê z
y ú
ú
S = êêΩ x w - Ω z u úú
êêΩ u - Ω v úú
x
ê y
ú
0
ë
û

。为了突破网格拓扑的制约，Batina

域用无网格点离散，既可直接布点，也可用现有的结
构或非结构网格点，涉及的空间导数等物理量仅依据
当地点云结构逼近确定，其灵活性更适合处理旋转体
等复杂的几何外形；为了准确反映旋转角速度等特征
物理量，Chen 等[9] 发展了一种直接求解旋转坐标系下
控制方程的方法。旋转运动网格在旋转坐标系可与
物体保持相对静止，无须反复重构，旋转特征物理量
等也无须插值运算；像涡桨发动机的旋转桨叶、悬停
旋翼等非定常绕流，在旋转坐标系下还可被看作准定
常，减少了求解的复杂度。基于这些特点，该方法已
在涡轮机械和旋翼绕流的模拟中获得广泛应用[9-11]。
但将无网格算法和旋转坐标系下控制方程结合起来
应用于求解桨叶这样的旋转体绕流问题，还鲜有文献
报道。

程中，避免了传统动网格方法的插值运算，有利于准
确捕捉因旋转产生的流动特征。

2
2.1

无网格/网格混合算法

2.1.1

无网格算法
空间导数拟合
计算域无网格布点离散后，形成点云结构，点云

C ( i ) 由中心点 i 及其周边卫星点组成。空间导数基于

当地点云逼近确定。沿用文献[12]的做法，选用较为
典型的加权最小二乘法，任一函数 f 在点云中心点的
1 阶拟合导数为

合算法，用于求解桨叶等旋转物体的黏性绕流问题。
基于无网格点云空间导数逼近等方法离散控制方程，
并结合隐式 LU-SGS 算法，发展形成求解非定常问题
的双时间步隐式格式推进求解的混合算法，选取 2 维

机桨叶旋转运动的 3 维悬停旋翼绕流进行考核运算，
并与文献计算或试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控制方程建立在跟随物体同步转动的旋转坐标

∂f |
| =
∂x | i

k ∈ C (i)

∂f ||
| =
∂y | i

k ∈ C (i)

∂f |
| =
∂z | i

振荡翼型非定常绕流、旋转圆柱黏性绕流和模拟发动

控制方程

（2）

 相关的量被直接反映在控制方
从式中可见，与 Ω

本文发展一种基于旋转坐标系的无网格/网格混

1

（1）

式中：W = [ ρ, ρu, ρv, ρw, ρE ]，为守恒变量；E、F 和 G 为

等 、蒲赛虎 、郭曼丽等[8] 提出 1 类无网格算法，计算
[6]

∂E͂
∂F͂
∂G͂
=
+
+
+S
∂x
∂x
∂x

∑α

ik

f ik

∑β

ik

f ik

∑γ

ik

f ik

k≠i

（3）

k≠i

k ∈ C (i)
k≠i

式中：α ik、β ik 和 γ ik 为只与点云几何位置信息相关的无
网格系数；f ik 为中心点 i 与第 k 个卫星点连线中点处
的函数近似值。

第1期

2.1.2

21

骋等：旋转坐标系 N-S 方程无网格/网格混合算法

曹

和非定常残值 R *，利用显式双时间步[7]在虚拟时间层 l

空间离散
易于发现，式（1）与惯性坐标系下控制方程的主

上推进，以求得下一物理时间步的解 W n + 1。本文结

要区别在于包含矢通量 E、F 和 G 的项及源项。对于

合 LU-SGS 格式形成隐式双时间步推进算法。沿用
Yoon 等[13]的思路，最终得到的 2 步推进格式为

前者，用式（3）可得

æ ∂ ( E - u ΩW ) ∂ ( F - vΩW )
ç
+
+
ç
∂x
∂y
è
∂ ( G - w ΩW ) ö
÷ = ∑ Lˉ ik
÷
∂z
ø i k ∈ C (i)
其中

D i Δ ( W i* ) = - ( R *i ( W i* )) (1)

（4）

)
- v | W ) + γ (G
Ω

ik

ik

ik

ik

- w Ω | W ik
ik

)

（5）

取，但需要对现有惯性坐标系下的程序作较大改动。
在实际运算中，可取 U Ω | = α ik u Ω | + β ik v Ω | + γ ik w Ω | ，
ik

ik

Lˉ ik = L ik - U Ω | W ik
ik

ik

（6）

分裂得到的 L ik 与在惯性坐标系下无网格算法对
应 的 离 散 形 式 一 致 ，可 按 惯 性 坐 标 系 已 有 方 法 处

∑ [ Aˉ ( W ) - λ͂ ] ⋅ ΔW
ik

*
k

ik

*
k

（10）

k ∈ U (i)

割[15]，即将层号比中心点 i 层号小的卫星点分割纳入
L ( i )，反之则纳入 U ( i )。 Aˉ -ik 按文献[12]的方式由通量
雅克比矩阵 Aˉ ik 分裂为

1
Aˉ -ik = ( Aˉ ik - λˉ ik I )
（11）
2
在实际计算中，可沿用 Sharov 等[14] 的做法，将涉
及 Aˉ -ik ( W k* ) ⋅ ΔW k* 的 矩 阵 运 算 由 通 量 的 增 量
ΔLˉ ( ΔW * ) 来简化。 λ͂ 为黏性谱半径，形式与惯性坐
ik

k

ik

[7]

标系下的相同 。矩阵 D i 为
Di = -

解程序的改动。 W ik 在虚拟交界面上用中心格式确

æ
ç 1
3
+
ç * +
2Δt i
ç Δt i
è

定，U Ω | 中的速度分量则取为中心点 i 和卫星点 k 连
ik

线中点处的牵连速度分量。
对流雅克比矩阵 Aˉ ik = ∂Lˉ ik ∂W ik 的谱半径为
α 2ik + β ik2 + γ 2ik

∂S i
+
∂W

∑

k ∈ C (i)

(

k≠i

1 ˉ
λ ik + λ͂ ik
2

ö
÷
÷I
÷
ø

)

（12）

需要注意的是式（12）中包含了源项产生的部分
é0
ê0
∂S i êê
= ê0
∂W êê
ê0
ê
ë0

（7）

源项中涉及的密度和速度等物理量直接取中心
点 i 处的值即可。式（1）中黏性矢通量部分的求解与
惯性坐标系下的相同[7]，其中的湍流黏性系数 μ T 采用
Spalart-Allmaras 湍流模型[7]计算，不再赘述。
2.1.3

（9）

k ∈ L (i)

退化为运算较慢的 Jacobi 迭代[14]。为此，利用卫星点

理[7]，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已有惯性坐标系下无网格求

|
|
λˉ ik = | U ik - U Ω | | + c ik
ik |
|

(1)

与中心点的虚拟连接关系构造分层结构来进行分

k 连线中点处的虚拟交界面上，可采用合理格式求

ik

*
k

近，即当虚拟时间层 l → ∞ 时，有 W * → W n + 1；L ( i ) 和

式（5）中的数值通量 Lˉ ik 定义在中心点 i 和卫星点

将 Lˉ ik 进一步分裂为

-

ik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分割不当，可能会导致算法

ik

ik

(1)

*
k

ik

U ( i ) 为点云中心点 i 的卫星点集分割出来的 2 个子集。

Lˉ ik = α ik E ik - u Ω | W ik +
ik

D i ΔW i = D i Δ ( W k* )

∑ [ Aˉ ( W ) - λ͂ ] ⋅ Δ ( W )

式中：W * 为对下一物理时间步守恒变量值 W n + 1 的逼

k≠i

(
β (F

l

时间离散

对式（1）进行空间离散后得到的半离散方程为
∂W i
+ Ri (W) = 0
（8）
∂t
式中：R i ( W ) 为残值，包含了对流矢通量、黏性矢通量
和源项经空间离散后的部分。
对于非定常流动，式（8）可通过引入虚拟时间 t*

0
0
-Ω z
Ωy
0

0
Ωz
0
-Ω x
0

0
-Ω y
Ωx
0
0

0ù
0 úú
ú
0 úú
0 úú
ú
0û

（13）

上述算法将与网格算法[9-11]集成，结合第 2.3 节中

的跨区交界面处理技术，发展形成基于 LU-SGS 隐式
推进的无网格/网格混合算法。
2.2

边界条件
在物面处，边界条件通过无网格镜像点[7] 的引入

实施。对于有黏流动，要满足无滑移边界条件，则流
体的速度要与当地物面运动的速度一致。设 Vg 为镜

像点处待设置速度矢量，Vi 为对应的原像点处速度矢

22

量，Vwall 为物面处速度，则此时的镜像点处
Vg = 2Vwall - Vi

区信息交换。但同时，除无网格对偶点所对应的单元
（14）

以上的速度矢量均为绝对速度矢量。镜像点处
的压强和密度取为对应原像点处的值。
远场则基于带源项的特征分析无反射边界条件
确定[1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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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网格/网格混合算法实施
计算域采用整体网格和物面附近局部无网格离散

外（网格模板不完整，但点云模板完整，使用无网格算
法计算），其余网格均可统一采用格心格式的有限体
积法统一求解，进而避免质量矩阵的计算。数值计算
表明，上述处理方法能满足跨区交界面数值通量传递
的要求，表现为跨区等值线的连续（见第 3.1 节图 7）。

3

结果分析

形成混合算法，实施的关键是无网格和网格分区交界

本文对上述发展的混合算法编制了对应的计算程

面的处理。本文通过引入无网格和网格对偶点，实现

序，并进行了多个典型算例的考核运算。这里先给出

了混合算法绕流信息的跨区交换。为了图示清晰，
以2

NACA 0012 翼型的俯仰振荡非定常动边界绕流和旋转

的格点[7]，
如图 1所示。

3.1

偶点（图 1 空心圆点），第 2

报告[17]，其中翼型的俯仰可视为旋转运动，已被许多

维为例加以说明。对偶点一般取为交界面处 2 层网格
第 1 层称为无网格对

NACA 0012 翼型俯仰振荡绕流算例源自 AGARD

型位于平均攻角 α m = 0.016°处，而后绕 25% 弦长点

方点）。这些对偶点既被

作俯仰振荡，最大振幅对应攻角 α 0 = 2.51°，来流马赫

当做点云中的无网格点，

数 Ma = 0.755，雷 诺 数 Re = 5.5 × 10 6，试 验 振 荡 频 率

也被当作网格单元的格
格点（图 1 实心圆点）和无

NACA 0012翼型俯仰振荡绕流

文献用于考核求解旋转体绕流问题[18-19]。初始时翼

层 称 为 网 格 对 偶 点（图 1

点。作为前者时，纯无网

圆柱黏性绕流算例，
再给出旋翼悬停飞行绕流算例。

图1

调整前选取的对偶点

网格对偶点周围点云模板完整（图 1 虚线连接的点云
结构），可用无网格算法计算；作为后者时，纯网格节
点和网格对偶点周围网格模板完整（格点格式下），可
用格点格式有限体积法求解。2 种算法均将物理量
存储于对偶点处，相互间可直接取用以实现跨区信息
交换，无须插值。

ω = 62.5 Hz，攻角 α ( t ) 随时间 t 变化为

α ( t ) = α m + α 0 Sin ( ωt )

（15）

计算采用的局部无网格区和网格区如图 3 所示。

远场边界落在离物体 10 倍弦长处，涉及 16320 个无网

格点和 4331 个网格单元。为准确捕捉黏性流动的特

征，物面附近的无网格区采用了沿法向的布点方式，
第 1 层无网格点距离物面高度为 1 × 10 -5。

由上述可知，
采用原有方法挑选的对偶点，
网格部
分需要采用格点格式求解。而在求解非定常流动时需
要额外的计算修正，
涉及到
所 谓 的 质 量 矩 阵 运 算[16]。
为了避免该问题，
本文利用
无网格取点的灵活性调整
了对偶点的选取方法。将
对偶点选取在网格区域靠
近无网格区的若干层单元

的中心，如图 2 所示（图中 图 2 调整后选取的对偶点
各点含义同图 1）。

（a）全局
图3

（b）局部

NACA 0012 翼型周围的无网格区和网格区

升力系数和力矩系数随瞬时攻角的变化如图 4、

5 所示。从图中可见迟滞环现象。图 4 中的升力系数
相对试验值[17]整体偏低，但与文献中的计算值[18]吻合

调整位置后，存储于对偶点处的物理量亦可认为

得较好；对于力矩系数，所给结果只在个别试验值处

存储于相应单元的中心，在计算时可被当作相应单元

有较大偏差，但整体与试验值[17]和计算值[18]都符合较

中心处的值直接取用，因此仍然无须插值便可实现跨

好。4 个典型时刻翼型表面的压强系数分布如图 6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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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相应的试验值[17] 也在图中一并给出，供比较。不
同时刻流场的压强系数等值线如图 7 所示。展示出

获得的运算结果。
设无穷远处来流速度为 U 0，方向沿 x 轴正向，圆

翼型俯仰振荡时，激波等流场特征在翼型上下表面交

柱直径为 D，从静止开始突然以角速度 ω 按逆时针方

替演化的情况。

向旋转，圆柱旋转的角速度 ω = 2α rU 0 D。其中 α r 为

0.6
0.2
0

-0.2

-0.6
-4 -3 -2 -1 0 1 2
攻角/（°）

图4

0

3

4

升力系数随攻角变化

图5
-1.5

-0.5

-0.5

-1.0

1

攻角/（°）

2

无网格区和网格区如图 8 所示。
3

4

力矩系数随攻角变化

-1.0

Cp

0

Cp

本文结果
试验值[17]
计算值[18]

-0.04
-4 -3 -2 -1 0

-1.5

本文结果
试验值[17]
计算值[18]

0.5
1.0

1.5
0

0.2

0.4 0.6
X/C

0

0.5

0.8

1.5
0

1.0

（1）全局

本文结果
试验值[17]
计算值[18]

1.0

（a）2.34°抬头

0.2

0.4 0.6
X/C

图8
0.8

1.0

（b）2.01°低头

-1.5

-1.5

-0.5

-0.5

-1.0

Cp

0.5
1.0

1.5
0

0.2

0.4 0.6
X/C

（c）- 2.41°低头
图6

1.0

单元，无网格区则填充了 11476 个无网格点，远场边

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本文发展算法所得结果与

0

1.5
0

由于外形规则，网格区使用了 4500 个结构网格

不同无量纲时刻的计算流线和试验流场照片[20]

试验结果基本一致，表现在捕捉的旋涡在强度、位

本文结果
试验值[17]
计算值[18]

1.0
0.8

圆柱周围的无网格区和网格区

总物理时长的 1/800，即 Δt=t/800=D/200U0。

0.5

本文结果
试验值[17]
计算值[18]

（2）局部

界落在离物体 10 倍圆柱直径处。物理时间步长取为

-1.0

0

Cp

文计算了 t* ∈ [ 0, 4 ] 范围内的流场情况。计算采用的

-0.02

本文结果
试验值[17]
计算值[18]

-0.4

Ma = 0.1，Re = 200。 设 无 量 纲 时 间 t* = ( tU 0 ) D，本

0.02

升力系数

升力系数

0.4

0.2

0.4 0.6
X/C

置等特征上与对应时刻试验中观察到的现象基本吻
0.8

1.0

合。3 个无量纲时刻背风区上的 x 方向速度分布如

（d）-0.54°抬头

不同振荡位置翼型表面对应压强系数

（a）1/4 周期
图7

3.2

转 速 比 ，本 文 沿 用 文 献 [21] 取 α r=0.5。 来 流 条 件 为

0.04

（b）1/2 周期

（c）3/4 周期

（a）t* = 1.0

不同时刻流场的压强系数等值线

旋转圆柱黏性绕流
旋转圆柱黏性绕流在增升减阻、改变旋涡释放的

规律、降低流动引起的振动等方面具有重要理论价
值，历来为流体力学学者所重视[20]。Coutancea 等[21]也
对该流动现象进行了大量观察和测量，为数值模拟提
供了丰富的参考依据。这里给出本算例发展的算法

（b）t* = 2.0

24

第 48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在不同展向位置 η =0.50、0.68、0.80、0.96 的表面

压强系数计算值和试验值[22] 比较如图 12 所示。从图
中可见，除了在个别点处与试验值有所偏差外，计算
结果与试验值总体吻合，分布趋势一致。
-1.0

-1.0

-0.5

-0.5

0

Cp

Cp

（c）t* = 3.0

0.5

本文结果
试验值[22]

1.0
1.5

0

与试验值 均较为接近。
3.3

悬停旋翼黏性绕流
悬停旋翼因绕固定

轴旋转，相当于发动机旋
转 桨 叶 ，因 此 ，给 出 更 具
挑 战 的 3 维 Caradonna 旋

0.4

-0.4
-0.8
0.5

图 10

[22]

翼模型 悬停飞行算例来

t*=1.0（试验值[21]）
t*=2.0（试验值[21]）
t*=3.0（试验值[21]）

1.0

1.5 2.0
X/D

2.5

背风区 y = 0 上
x 方向速度

3.0

模拟发动机旋转桨叶绕流。该模型由 2 片桨叶构成，
桨 叶 平 面 呈 长 方 形 ，展 弦 比 为 6。 桨 叶 剖 面 为 NA⁃
CA0012 翼型，沿展向无扭转。计算状态取为：桨尖马

赫数 Ma t = 0.800（约 2268 r/min），桨距角 θ c = 5°，雷诺

数 Re = 3.58 × 10 。该旋转引起的非定常流动在本文
6

采用的旋转坐标系下可视为准定常流动，因此，计算

可按准定常进行。采用网格和无网格混合算法，计算
区域离散整体用了 235379 个网格单元和物面附近
1200192 无 网 格 点 ，如 图

0.8

1.0

0.8

1.0

（b）η = 0.68

Cp
本文结果
试验值[22]
0

0.2

0.4 0.6
X/C

（c）η = 0.80

0

0.5

本文结果
试验值[22]

1.0
0.8

1.0

1.5

0

0.2

0.4 0.6
X/C

（d）η = 0.96

旋翼不同展向位置表面压强系数

结论
（1）发展的混合算法是直接基于 3 维旋转坐标系

下的 N-S 控制方程，相较于传统的基于固定坐标系下
的动网格算法，网格和局部无网格点云随物体旋转而

无须重构，旋转角速度等重要的特征物理量也无须插
值运算，
有效避免了因重构、
插值等操作引起的误差；
（2）混合算法绕流信息的跨区传递可利用无网格
区点云取点的灵活性，借助于本文引入的无网格和网
格对偶点实现。算例图示等值线能跨区光滑过渡，证
明本文发展的对偶点调整选取方法切实可行；
（3）发展的算法成功结合了 LU-SGS 时间推进，

并通过了模拟发动机桨叶旋转运动的 3 维悬停旋翼

动机桨叶等旋转部件绕流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工程

型截面无网格和网格离散

应用前景。

情况。为了准确捕捉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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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级轴向旋流器气量分配对流场特性影响的
数值模拟与试验验证
汪玉明，肖

为，王志凯，王梅娟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株洲 412002）
摘要：为了探究双级轴向旋流器气量分配对流场特性的影响，对相同进口条件下不同旋流器流场特性进行数值模拟，并结合
流量特性试验和粒子图像测速仪流场试验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当第 1、2 级旋流器气量比由 0.32 增大到 1.48 时，旋流器下游轴

向、径向速度降低，气流扩张角、回流区宽度以及回流率均减小；不同气量分配的第 1、2 级旋流在文氏管出口与套筒出口之间剧烈
掺混，经过套筒出口后，旋流数均小于 0.4；在相同的结构形式下，不同气量分配的双级旋流器通过改变第 1、2 级旋流器在文氏管出
口处的旋流数，进而改变了第 1、2 级旋流相互掺混的强度，并最终影响了下游流场。
关键词：双级轴向旋流器；气量分配；旋流数；回流率；数值模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1.005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Test Verific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Airflow Splits on the 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 in Dual-axial Swirlers
WANG Yu-ming，XIAO Wei，WANG Zhi-kai，WANG Mei-juan
（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Hunan 412002，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airflow splits on the 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 of dual-axial swirlers，the flow field charac⁃

teristics of different swirlers under the same inlet conditions were numerically simulated and verified by combining the flow characteristic

test and PIV flow field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swirl airflow ratio of primary to secondary swirler increases from 0.32 to 1.48，
the downsteam axial velocity and radial velocity decrease，the airflow expansion angle，the width of recirculating bubbles and the reverse

flow rate decrease. The swirl airflow of primary to secondary swirler with different airflow splits are strongly mixed between the venturi out⁃

let and the sleeve outlet. After the swirl airflow passing through the sleeve outlet，the swirl numbers are less than 0.4. In the same structure，
the different airflow splits of the dual-axial swirlers changes the swirl number of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wirler at the outlet of the ventu⁃
ri，and then changes the mixing intensity of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wirler，and finally the downstream flow field is affected.
Key words：dual-axial swirlers；airflow splits；swirl number；reverse flow rate；numerical simulation；aeroengine

0

燃烧场进行研究。闫东博等[5-6]基于双级轴向旋流器

引言

燃烧室，建立了一种旋流器性能评估方法，提出了综

目前先进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的火焰筒头部结构
大多采用双级旋流器与喷嘴的组合方案，其中双级旋
流器、文氏管、套筒与喷嘴组合气动雾化装置的设计
已经历了近 30 多年的发展[1]。因此，对双级旋流器燃
烧室的研究成为了燃烧领域的重点和热点

[2-4]

，包括

采用试验或数值计算等方法对双级旋流器的流场和

合旋流强度和能量利用率 2 个准则数，该评估方法可

以应用在双级或多级轴向旋流器的设计中；Vasha⁃
hi[7-8] 对双级轴向旋流器开展了大涡模拟研究，并与

PIV 试验数据比对，二者吻合良好，同时对旋流器内

部的涡旋脱落机理以及不稳定性现象进行了详细的
分析。

收稿日期：2019-07-10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金（6141B090503102）资助
作者简介：汪玉明（1992），男，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燃烧室性能设计与仿真工作；E-mail：wnagyuming4219@163.com。
引用格式：汪玉明，肖为，王志凯，等 . 双级轴向旋流器气量分配对流场特性的数值研究[J]. 航空发动机，2022，48（1）：26-32.BAI Jie，WANG Yuming，
XIAO Wei，WANG Zhikai，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test verific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airflow splits on the 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 in dual-axial
swirlers[J]. Aeroengine，2022，48（1）：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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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级旋流器气量分配是 1 个非常关键的参数，将

表1
参数

影响旋流强度和回流区大小，从而改变燃料/空气混

A1/A2

合均匀度，进而影响燃烧室 NOx 排放和贫熄特性[9]。

徐浩鹏等[10] 研究了头部气量分配对某双径向旋

流器矩形燃烧室贫油熄火的影响，表明第 1 级旋流器

SW2

SW3

SW4

0.77

0.75

0.74

0.73

0.32

Sn1

0.52

0.88

Sn2

旋流器方案

SW1

1.1

0.89

0.90

1.48
0.91

进气量减少一半可拓宽熄火边界约 18%；代威等[11]对

分配引起。

究，发现当第 1、2 级旋流器气量比为 0.8~1.2 时，增加

式中：Z 为旋流器内径与外径之比；θ 为叶片几何偏

某斜切孔/径向旋流器燃烧室点熄火性能进行了研
第 2 级旋流器气量对点熄火性能几乎没有影响；谢法
等

[12-13]

20% 可以拓宽贫熄边界 9.7%，针对双级轴向旋流器
进气面积对燃烧室贫熄性能的影响研究表明，增加第

1、2 级旋流器面积均能拓宽贫熄边界 10% 以上；Wei

（1）

转角。
为了更好地解释本文的现象，对 4 种旋流器方案

针对轴径向旋流器燃烧室气量分配对贫熄性

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第 1 级旋流器面积减小

S n = 2 ( 1 - Z 3 ) 3( 1 - Z 2 )·tan θ

分别堵住第 1、2 级旋流器通道，来研究单级旋流器变
化对流场的影响。

2

试验装置与试验系统

等[14] 研究了 2 种燃料下双级轴向旋流器气量分配对

2.1

量均能拓宽贫熄边界，且 2 种燃料规律一致。

孔，录取流过双级旋流器的总流量，然后堵住第 1 级

化，这会对旋流器总进气面积造成影响。在燃烧室设

用总流量减去第 2 级的流量，得出被堵的第 1 级旋流

燃烧室贫熄性能的影响，发现增加第 1、2 级旋流器气

现有研究主要针对第 1 级或第 2 级旋流器单调变

计过程中，通常先确定进入旋流器的总流量，即旋流
器总有效面积不变，然后再根据特定的性能需求（燃
烧性能、点熄火性能等）去选择合适的第 1、2 级旋流

器流量分配。本文通过数值模拟探究在旋流器总面

流量特性试验
流量特性试验的具体步骤为：首先堵住喷嘴安装

旋流器，测出相同压降下流经第 2 级旋流器的流量，
器的流量，最后根据式（2）计算得到各级旋流器的有
效面积 ACd。其中，流量测试精度为±1%FS，压力测试
精度为±0.2%FS，温度测试精度为±1.0 K。
A Cd = m/

2ρΔP

（2）

积不变的情况下，
第 1、
2 级旋流器气量比对旋流器出口

式中：ρ 为空气密度；△P 为旋流器进、出口压差；m 为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PIV)流场试验进行验证。

2.2

1

套筒

研究方案
双 级 旋 流 器 模 型（如

图 1 所示）主要是由第 1、2

A2

组成。第 1、2 级旋流器均
为 轴 向 旋 流 器 ，第 1、2 级

叶片旋向相反。保证每个

PIV 试验装置如图 2 所示。试验件进、出口压差

为 3000 Pa。 坐 标 原 点 设

心 ，D 为 涡 流 器 出 口 套 筒
文氏管

第 2 级旋流器

图1

PIV 试验

置在涡流器出口平面中

第 1 级旋流器

级旋流器和文氏管、套筒

试验所测流量。

A1

双级旋流器模型

方案总有效面积、套筒以及文氏管出口高度不变，通
过移动文氏管径向位置来改变第 1、2 级面积比，其中

内径。进行 PIV 试验时需

要配置示踪粒子发生器，
本试验采用液态植物油作

Y
0X

图2

D

流场的影响，并结合流量特性试验和粒子图像测速仪

PIV 试验装置

为示踪粒子，粒径范围为 1～5 μm。

3

几何模型与计算方法

A1 和 A2 分别为第 1、2 级旋流器的有效面积。4 种不同

3.1

Sn1 和 Sn2 为各旋流器方案的第 1、2 级旋流数，采用式

D，高度为 2.5 D。计算域网格局部如图 4 所示。对于

旋流数变化不大，说明本文中的流场变化主要由气量

前、后流体域等结构进行六面体网格划分。为保证计

的旋流器方案（SW1、SW2、SW3、SW4）见表 1。表中

（1） 计算得到。从表中可见，不同方案的第 1、2 级
[15]

几何模型与网格
计算域模型如图 3 所示，涡流器出口流域为 15

旋流器叶片等复杂结构采用四面体网格划分，对于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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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精度和计算时间，对于旋流器部分网格进行局部加
密，对后流域网格尺寸适度加大，交界面采用 inter⁃
face 连接。在经过网格独立性试验后，发现 600 万网

格计算结果与 900 万网格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
较好，且这 2 种网格计算结果较为接近，因此确定整
个计算域网格为 600 万。

15D

3D

流量特性试验结果的相对误差，见表 2。Dual 表示双

级旋流器共同作用，Primary 表示第 1 级旋流器单独
作用，Secondary 表示第 2 级旋流器单独作用。从表

中可见，双级旋流器总 ACd 的相对误差均在 5% 以内，
第 2 级旋流器 ACd 的相对误差基本不变，在 3% 以内，
而第 1 级旋流器 ACd 的相对误差逐渐增大，这是因为
文氏管对第 1 级旋流器有阻碍作用，且随第 1 级旋流

interface

器节流面积的增加而有所增加，造成计算结果与试验
结果之间产生误差，但相对误差均在 7% 以内。

2.5D

表 2 4 种旋流器结构有效流通面积 ACd 的计算结果与

2.5D

流量特性试验结果的相对误差
ACd

图3

3.2

图4

计算域模型

Dual

计算域网格局部

相对误差/%
SW1

SW2

SW3

SW4

4.6

5.0

6.6

6.4

Primary

计算方法与边界条件

Secondary

采用 ANSYS Fluent 16 进行数值计算。采用 Re⁃

alizable k - ε 湍流模型搭配标准壁面函数，不同湍流

2.7
2.0

3.5
2.6

4.7
2.7

4.9
3.0

SW2 旋流器方案不同轴向位置轴向速度、径向速

模型及壁面函数的计算结果与 PIV 试验结果对比如

度的计算结果与 PIV 试验结果如图 6、7 所示。从图

项的空间离散方法分别为：梯度离散为基于网格单元

径向速度在 X/D≤0.33 范围内误差相对较大，这可能

图 5 所示。压力速度耦合方法为 SIMPLEC 格式。各

的最小二乘法格式，压力项为 2 阶格式，动量、能量以

及其他所有项均选用 2 阶迎风格式。数值计算的收
敛条件为连续相方程的残差量级≤10-6，其余方程的
残差量级≤10-5，计算域出口流量波动≤0.1%。
1.0

Y/D

0.5
0

Realizable k-e
(Standard wall function)
Standard k-e
(Standard wall function)
PIV
Realizable k-e
(Enhanced wall treatment)

-0.5

图5

的。综合来看，本文所采用的计算方法和计算网格均
较为合适，可以继续探讨气量分配对旋流器出口流场
的影响。

4
4.1

计算结果与分析
轴向速度分布
不同双级旋流器方案的轴向速度沿径向分布如

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第 1、2 级旋流器面积比
也降低。这是因为在双级轴向旋流器中，第 1 级旋流

0.5

1.0

1.5
X/D

2.0

2.5

不同湍流模型及壁面函数的计算结果与
PIV 试验结果对比（SW2）

边界条件保持和试验一致，压差为 3000 Pa，前、

后流域壁面为固壁边界。
3.3

是气流从旋流器出来后径向速度变化较为剧烈造成

的增大，回流区速度降低，回流区外侧扩张锥面速度

-1.0
0

中可见，计算得到的轴向速度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

计算方法验证
为了验证本文所采用计算方法与计算网格的准

确性，将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验证。本文研
究了 4 种旋流器结构有效流通面积 ACd 的计算结果与

器主要用来促进燃油雾化，第 2 级旋流器主要用来构
建典型流场，形成回流区。随着第 1、2 级气量比增
大，第 1、2 级旋流掺混作用增强，第 1 级旋流对第 2 级

旋流切向动量的削弱增强，旋流切向动量衰减速度变
快，造成相同轴向位置的回流速度降低。
4.2

径向速度分布
不同双级旋流器方案的径向速度沿径向分布如

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第 1、2 级面积比的增大，
旋流器出口气流径向速度逐渐降低，气流扩张角逐渐

减小，经计算得到扩张半角由 61°减小至 51°，减小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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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16.4%。这是因为，随着气量比增大，第 1 级旋流

处 ，但 数 值 逐 渐 减 小 ，分 别 对 应 1.53、1.36、1.05 和

度升高，由旋转引起的离心力减小，径向速度降低，气

分析其原因，由式（3）可知回流率由回流速度以

器的旋流流量增大，第 1、2 级旋流间的相互削弱的程

0.86，减小幅度达 43.7%。

流扩张角减小。

及回流区宽度共同决定，而回流速度主要受不同的下

4.3

游逆压梯度影响，回流区宽度主要受不同的气流扩张

回流区及回流率

不同双级旋流器方案的中心回流区对比如图 10

所示，图中实线内侧为回流区。从图中可见，随着第

1、2 级旋流器面积比的增加，回流区宽度有所减小，
变化范围为 2.15～1.92，变化幅度为 11.9%。结合径

向速度分布来看，气流扩张角与回流区宽度为正相

角影响。在相同压差情况下，气流扩张角的减小造成
了回流率的减小。
4.4

旋流数

旋流数是表征旋流器流动最重要的 1 个参数，定

义为旋流器切向力矩和轴向推力之比[16]

关。第 1、2 级面积比的增大造成气流扩张角的减小，
SW1

1.0

Y/D

0.5
0

对于本文中的旋流器方案，横截面上可能会有回
流，因此旋流数可推导为

Gt
1.0

1.5
X/D

2.0

|Q |
neg

Q

=

∫

算值没有考虑叶片下游环形通道截面积变化的影响，

|
u neg ⋅ 2πrdr |
|
0

∫

R
0

2.0

（3）

u2πrdr

中可见，
回流率沿轴向均为先增大后减小。随着第 1、
2
级面积比的增大，
最大回流率轴向位置均位于 X/D=1.5
2.0

ηRR

0.5
0

-1.0

-0.8

2.5

0

X/D

1.5

2.0

2.5

不同双级旋流器方案的回流率

3.0

图 13

-0.4

-0.2

0

文氏管出口截面

0.5
1.0

X/D

SW1
SW2
SW3
SW4

1.0

0.4

-0.6

文氏管出口截面

双级旋流器中的第 1 级旋流数沿轴向位置变化

1.5

0.8

图 11

图 12

第 1 级叶片通道出口截面

Sn

文氏管出口截面

1.0

2.0

SW1
SW2
SW3
SW4

1.6

SW1
SW2
SW3
SW4

1.5

不同双级旋流器方案的回流率如图 11 所示。从图

0.5

（6）

大，与表 1 中理论计算值有较大差别。原因是理论计

度；R 为不同横截面内壁面的半径。

0

2πr ρU | U | dr

置变化如图 12、13 所示。旋流数沿轴向位置变化较

量；Q 为总流量；u neg 为负值的轴向速度；u 为轴向速

0
-0.5

R ei

（5）

R

式中：ηRR 为回流率；Q neg 为通过任意截面的净回流流

1.2

R eo

2πr ρ ( Wr ) Udr

不同双级旋流器方案第 1、2 级旋流数沿轴向位

对于任意截面上的回流强度，可以用回流率来
||
|

R ei

W 为切向速度；ρ 为流体密度；r 为当地半径。

也使得回流区宽度减小。
表示 [16]

R eo

式中：R e0 为外侧半径；R ei 为内侧半径；U 为轴向速度；

2.5

不同双级旋流器方案的回流区对比

η RR =

∫
=∫

-1.0

Sn

图 10

SW4

Gm =

0.5

（4）

t

内壁面的半径。

-0.5

0

(G R)

式中：G m 为切向动量的轴向通量；G t 为轴向推力；R 为

SW2

SW3

Sn = Gm

-1.0

-0.8

第 2 级叶片通道出口截面
-0.6

X/D

-0.4

-0.2

0

双级旋流器中的第 2 级旋流数沿轴向位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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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实旋流数的计算有较大偏差。随第 1、2 级旋流

2.5

器气量比增大，第 1 级旋流数逐渐减小，第 2 级旋流数

2.0
1.5

Sn

逐渐增大。这是因为在保证总流量不变的情况下，第

1.0

1 级旋流器流量的增加意味着第 2 级旋流器流量的减

0.5

少，而流量增加使得轴向分量增加，流量减小则轴向

0

分量也减小。在 2 级旋流尚未接触时，各自的切向
分量基本不变，因此第 1 级旋流数减小，第 2 级旋流

图 16

数增加。

不同双级旋流器方案总旋流数沿轴向位置变化

SW1
SW2
SW3
SW4

文氏管出口截面

-1

0

1

2

X/D

3

第 2 级旋流器单独作用时旋流数沿轴向位置变化

基本一致。在文氏管出口截面之后，单级旋流器作用

如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见，各旋流器方案总旋流数

与双级旋流器共同作用的差别较大。因此可以说明，

在文氏管出口与套筒出口之间急剧减少后变缓。这

单级旋流器与双级旋流器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文氏管

是因为在文氏管出口截面处，第 1、2 级旋流开始接

出口处的旋流数。

1、2 级旋流掺混剧烈，双级旋流数急剧减小，到套筒

可见，单级旋流作用和双级旋流器作用下的变化规律

流将第 1 级旋流的旋转动量全部耗散，各方案的旋流

回流区宽度增加，说明在相同的结构形式下，文式管

小且流动趋于平缓。对比不同的旋流器方案可知，随

对于双级旋流器来说，不同的气量分配改变第 1、2 级

触，由于 2 级旋流旋向相反且旋流数都较大，所以第

不同旋流器方案的回流区宽度见表 3。从表中

出口截面，第 1、2 级旋流掺混过程已经完成，第 2 级旋

基本一致，即随着文式管出口截面处的旋流数增加，

数均处于较低水平（0.1~0.4），不同方案之间差别较

出口截面处的旋流数是决定下游流场的关键因素。

着第 1、2 级面积比的增大，各位置的双级旋流数均有

旋流器在文式管出口截面的旋流数，进而改变了第

所减少。这是由于第 1 级旋流器的旋流流量增大，第

表3

1、2 级旋流间的相互削弱的程度提高，2 级旋流充分
1.0

文氏管出口截面

0.8
Sn

SW1
SW2
SW3
SW4

0.6

套筒出口截面

0.4

图 14

0

0.5

1.0

X/D

1.5

2.0

2.5

方案
Dual

Primary

Secondary

SW1

SW2

SW3

SW4

1.96

1.95

1.92

1.90

2.15
2.16

2.12
2.24

2

2.34

1.92
2.35

1、2 级旋流相互掺混的强弱，并最终影响下游流场。

0.2

0
-0.5

不同旋流器方案的回流区宽度（无量纲）

3.0

双级旋流器中的总旋流数沿轴向位置变化

5

结论
（1）随着第 1、2 级旋流器面积比的增加，旋流器

下游轴向速度、径向速度降低，气流扩张角、回流区宽
度以及回流率均逐渐减小；

掺混后旋流数的减少也更加明显。

（2）不同气量分配的双级旋流掺混过程主要发生

第 1、2 级旋流器单独作用时旋流数沿轴向位置

在文氏管出口与套筒出口之间，经过套筒出口截面

面之前，旋流数变化规律与双级旋流器共同作用时的

后，旋流数均小于 0.4，第 2 级旋流将第 1 级旋流的旋

变化如图 15、16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文氏管出口截
2.0
1.5

文氏管出口截面

Sn

1.0

SW1
SW2
SW3
SW4

（3）不同气量分配的双级旋流器改变了第 1、2 级

旋流器在文氏管出口截面的旋流数，进而改变了第
1、
2 级旋流相互掺混的强度，
并最终影响了下游流场。

0.5
0
-1

图 15

转动量全部耗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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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改燃气轮机燃烧室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
朱

涛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提高航改燃机燃烧室可靠性及使用安全性，在设计阶段对某型中等功率航改燃气轮机燃烧室进行故障模式、影响及
危害性分析（FMECA）。根据燃烧室结构组成，建立硬件层次及可靠性逻辑框图。针对燃烧室机匣、火焰筒、燃油总管、燃油喷嘴、
导流罩等零部件进行故障模式分析，指出可能发生故障的原因及其影响，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根据各零部件发生故障的
概率及严重程度建立危害性矩阵，找出系统的薄弱环节，得到 FMECA 表。结果表明：火焰筒壁面掉块及燃油总管焊缝开裂是影响

燃烧室性能及使用安全性的主要因素，应采取相应措施降低其发生概率及严重程度，同时指出对于发生概率及严重程度较低的故
障可以适当降低其设计成本。运用 FMECA 表客观地找出系统薄弱环节，为后续燃烧室维护及测试提供参考。
关键词：燃烧室；故障模式；航改燃气轮机；可靠性；危害性；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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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 Mode，Effects and Criticality Analysis of Aero-derivative Gas Turbine Combustor
ZHU Tao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aero-derivative gas turbine combustor reliability and safety，Failure Mode，Effects and Criticality Analy⁃

sis（FMECA）of a medium power aero-derivative gas turbine combustor were carried out in design stage. According to the combustor struc⁃
ture，hardware hierarchical block diagram and reliability logic block diagram were established. Failure modes were analyzed for combustor

casing，flame tube，fuel manifold，fuel nozzle and cowl.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possible faults were pointed out，and targeted improvement

measures was put forward. Criticality matrix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failure probability and severity of each component. The weak links of
the system were found out and FMECA analysis table was lis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ss on the wall of the flame tube and the weld

cracking of the fuel manifold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performance and service safety of the combustor. Correspond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probability and severity. At the same time，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design cost can be appropri⁃
ately reduced for the faults with low occurrence probability and severity. FMECA analysis table can be used to objectively find out the weak
of the system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combustor maintenance and test.

Key words：combustor；failure mode；aero-derivative gas turbine；reliability；criticality；aeroengine

0

造成对故障的遗漏和误判。同时传统故障分析方法

引言

不能全面地考察系统及组成系统的各功能单元之间

燃烧室作为燃气轮机的核心部件，其工作可靠性

的逻辑关系及判断单元故障对系统产生影响的程度，

对整机的使用安全及寿命有重要影响。燃烧室在工

且存在人为因素的干扰，导致判断结果具有较大的差

作时受到高温气流的热冲击和整机的振动影响，在热

异性。

应力、蠕变应力和振动应力的交互作用下发生故障的
概率较高

[1-3]

在大量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

。采用传统方法只能对已经发生的故障

期，美国格鲁曼公司在海军飞机操纵系统的设计研制

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措施，如果燃烧室的结构及其使用

中提出了故障模式及影响分析（Failure Mode and Ef⁃

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则存在因历史数据覆盖不全面而

fects Analysis，FMEA）方法[4]。FMEA 是一种定性分析

收稿日期：2019-04-23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朱涛（1985），男，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燃气轮机燃烧室设计工作；E-mail：zhutao.01@163.com。

引用格式：朱涛 . 航改燃气轮机燃烧室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J]. 航空发动机，2021，48（1）：33-39.ZHU Tao. Failure mode，effects and criticali⁃
ty analysis of aero-derivative gas turbine combustor[J]. Aeroengine，2021，48（1）：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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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其基础上增加危害性分析（Criticality Analysis，

在 FMEA 阶段，
首先进行系统定义，
其目的在于使

CA）才能对故障模式进行定量分析，形成故障模式、

分析人员能够有针对性地对被分析产品在给定任务下

ty Analysis，FMECA）方法。60 年代美国航空航天局

品的硬件特征，
确定其可能的故障模式并进行分析。

开发过程中应用 FMECA 方法保证了系统的可靠性。

进而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一般从导致故障发生的

设计的重要方法。

用环境、人为因素等方面找出间接原因。

影响及危害性分析（Failure Mode，Effects and Criticali⁃

进行所有可能的故障模式、原因和影响分析。根据产

在进行小批量、高费用而又缺少历史使用数据的产品

针对产品故障模式，找出每个故障产生的原因，

此后，FMECA 方法被各工业领域所引入，成为可靠性

物理、化学等过程中找出直接原因或从外部因素如使

航空发动机作为技术难度较大的工业产品，在其

根据每个故障模式产生的最终结果的严重程度

设计过程中也早已引入 FMECA 方法来提高产品可靠

进行严酷度分类，为后续危害性分析提供基础。故障

靠性评估的方法和关键问题；苗雨奇 介绍了 FMECA

据，一般来说针对潜在的故障模式在设计时应尽量采

发动机快卸环故障进行分析，表明采用 FMECA 能够

设计改进和使用补偿分析的目的是在产品设计

性。罗泽明等 总结了 FMECA 的研究现状，分析了可

检测方法分析是为产品的维修与测试性设计提供依

在航空发动机研制中的应用和工作方法，并对某系列

用事前检测方法[9-11]。

[5]

[6]

全面考虑零部件失效模式，针对危害程度高的故障进
[7]

行改进能够有效提高系统可靠性 ；曹茂国等 应用
FMEA 和 FMECA 方 法 对 航 空 发 动 机 可 靠 性 进 行 分

和使用过程中，对每种故障模式产生的影响采用消除
或减轻措施，从而提高系统可靠性[12]。
以 FMEA 为基础进行 CA，从而能够对产品的每

析，同时指出其存在的缺点，表明从方案设计阶段开

种故障模式产生的综合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其常用

始边设计边分析，使其贯穿整个设计过程才能收到良

方法有风险优先系数（Risk Priority Number，RPN）方
法及危害矩阵分析方法[13-15]。

好效果。
本文将 FMECA 方法应用于航改燃气轮机燃烧室

工程研制阶段，通过对燃烧室硬件功能的分析指出其
潜在的故障、风险及危害，为后续的维护保养和测试

燃烧室结构层次及可靠性框图
燃气轮机燃烧室的功能是将燃油的化学能转变

为热能，将压气机增压后的高压空气加热到涡轮所需

检查等工作提供参考。

1

2

的温度，进入涡轮膨胀作功。

FMECA 方法介绍
FMECA 由故障模式及影响分析（FMEA）和危害

本文所述中等功率燃机燃烧室结构（如图 2 所

示）由燃烧室机匣外套、机匣内套、火焰筒、带喷嘴的

性分析（CA）组成，只有在 FMEA 的基础上才能根据

燃油总管、前封严环等组成。燃烧室机匣作为发动机

以往故障的统计数据建立危害性分析 。FMECA 方

的主要承力构件，承受发动机的轴向力、惯性力和气

法可以在产品全寿命周期内使用，根据不同的阶段使

体压力等；火焰筒是燃烧室进行燃烧的主要场所，承

用不同的 FMECA 方法。本文重点考察在工程研制阶

受着高温的作用；燃油总管和喷嘴的作用是输送燃油

[8]

段的燃烧室结构可靠性，因此选用硬件 FMECA 方法。
根据 GJB/Z 1391-2006《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

分析指南》的建议，硬件 FMECA 步骤如图 1 所示。

带喷嘴的燃油总管

燃烧室外套
火焰筒

机匣内套

前封严环

图1

硬件 FMECA 步骤[8]

图2

燃烧室结构

第1期

朱

35

涛：航改燃气轮机燃烧室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

和燃油雾化，保证油气充分混合和燃烧顺利进行。

3.1

燃烧室机匣 FMECA
燃烧室机匣由机匣外套和机匣内套组成，内外套

根据燃机燃烧室的组成、结构层次关系来划分约
定层次。初始约定层次为：对于中等功率燃气轮机，

均为承力部件，主要承受气体压差、气体轴向力、由机

约定层次为燃烧室，最低约定层次为燃烧室的零组

匣后安装边传入的涡轮机匣以后各部件的轴向力、扭

件。燃烧室的结构层次和可靠性如图 3、4 所示。

矩和惯性力等。

燃烧室
火焰筒

带喷嘴的燃油总管

燃油总管 喷嘴 火焰筒外壁

机匣内套 机匣外套

前封严环

火焰筒内壁

火焰筒头部

外壁组合件 外壁支撑环

套筒

导流罩

挡溅盘

燃油总管

套筒

喷嘴

挡溅盘

导流罩

前封严环

图4

3

外壁支撑环

见表 3。

从表 3 中可见，燃烧室机匣的主要故障模式是焊

缝开裂和壁面破裂。作为发动机的主要承力部件之

一，其故障发生的直接后果是丧失承力功能并导致高
此类严重事故的发生，在设计与制造燃烧室机匣时，

燃烧室结构层次

外壁组合件

其划分标准见表 2；对燃烧室机匣进行 FMECA，结果

温气体外泄，造成火灾、人员受伤等严重后果，为避免

内壁组合件 内壁撑环

图3

采用定性分析法判断故障模式发生概率的等级，

内壁组合件

机匣内套

内支撑环

应对焊接方法和工艺参数进行严格规定，对加工质量
进行严格控制。
3.2

机匣外套

火焰筒 FMECA
火焰筒由导流罩、内外壁、套筒、挡溅盘、支撑壁

燃烧室可靠性

燃烧室 FMECA

及头部组件组成，是燃料和空气混合并发生化学反应

航改燃气轮机燃烧室以某航空发动机燃烧室为

气动力作用，是燃烧室中发生故障概率较大的部件。

释放热量的主要场所，其工作时受到强烈的热冲击和

原型，针对燃气轮机的使用环境进行适应性改进。原
型机燃烧室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过的故障见表 1。
表1
故障模式
燃油总管焊
缝裂纹
火焰筒头部
焊缝开焊
涡流器压板
焊缝裂纹

故障原因
焊后校形和装配应力
较高。
焊接间隙控制不当，造
成多次补焊，使焊缝处强
度减弱。

对其进行 FMECA，见表 4。

原型机燃烧室发生过的故障

故障影响
漏 油 ，高 温 时 会 发 生
着火等严重后果。
火 焰 筒 壁 面 烧 蚀 ，出
口温度场分布不均。

发生次数

严酷度

3

II

5

III

标准。

3

III

强度，严格控制焊接工艺。

防止微裂纹产生；规定校形量并在校形后进
行荧光检查。
改进焊接工艺，减小焊接间隙，提高检验

压 板 脱 落 ，主 涡 流 器
焊缝存在焊接缺陷。

活 动 范 围 加 大 ，功 能 降
低，加剧对喷嘴的磨损。

在燃烧室工作时，火焰筒壁面长时间受到高温

间的增长，当裂纹扩展到一定程度形成闭合时就会
造成火焰筒壁面掉块。掉落的碎块在气流的作用
下会对下游的涡轮部件造成一定的危害 ；同时，火
焰筒受到的静力载荷较小，其壁面掉块并不会对燃
烧室及整机的安全性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在使
用过程中定期对其进行孔探仪验视，根据检查情况

增大焊角高度，增加焊缝长度，提高焊缝

来判断是继续使用还是返厂维修。

气流的冲击，其主燃孔、掺混孔、气膜孔等开孔的边
缘在热应力的作用下易萌生初始裂纹，随着使用时

纠正措施
保证装配，减小装配应力；焊后加强检查，

表2

故障模式发生概率等级

等级

定义

故障模式发生概率特征

故障模式发生概率

A

经常发生

高概率

i>20%j

B

有时发生

中等概率

C

偶然发生

不常发生

10%j<i<20%j

D

很少发生

不大可能发生

E

极少发生

近乎为零

注：i 为某个故障发生概率；j 为产品总故障概率。

1%j<j<10%j

0.1%j<i<1%j
i<0.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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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代码 产品名称

功能

故障模式

故障原因

燃烧室机匣 FMECA
故障影响

局部影响

高一层次影响

最终影响

严酷度

设计改进措施 补偿措施

故障模式
概率等级

焊接质量不
01

机匣

承力

外套

作用

焊缝开

好 ；运 输 过 程

裂与壁面

中焊缝表面划

破裂

伤 ，形 成 裂 纹

丧失承
力功能

燃 气 外

出现火

溢 ，丧 失 承

灾、损坏其

力功能。

它部件。

采用电子束焊，严格

Ⅱ

控制焊接工艺参数。

Ⅱ

控制焊接工艺参数。

E

扩展源。
焊接质量不
02

机匣

承力

内套

作用

焊缝开

好 ；运 输 过 程

裂与壁面

中焊缝表面划

破裂

伤 ，形 成 裂 纹

丧失承
力功能

燃 气 外

出现火

溢 ，丧 失 承

灾、损坏其

力功能。

它部件。

采用电子束焊，严格

E

扩展源。

表4

火焰筒 FMECA 分析
故障影响

代码

03

04

05

06

名称

功能

故障模式

导流罩

对火焰
筒进气进
行导流

进气罩
壁面出现
裂 纹 、掉
块

壁厚不均，
局部过薄，
产
导流功
生 高 周 疲 劳 能减弱
裂纹。

壁面裂纹

局部气膜
孔 堵 塞 ，冷
却 效 果 降
低 ；喷 嘴 喷
雾 锥 角 偏
斜 、流 量 偏
大 ，造 成 火
焰筒壁面局
部高温。

内壁

内壁

外壁

用于组
成燃料燃
烧所需的
容腔

用于组
成燃料燃
烧所需的
容腔

用于组
成燃料燃
烧所需的
容腔

故障原因

壁面掉块

火焰筒壁面
裂纹闭合

壁面裂纹

局部气膜
孔 堵 塞 ，冷
却 效 果 降
低 ；喷 嘴 喷
雾 锥 角 偏
斜 、流 量 偏
大 ，造 成 火
焰筒壁面局
部高温。

局部影响

寿命降低

寿命降低

寿命降低

高一层次影响
扩压器局
部流场受影
响 ，燃 烧 室
性能恶化。

最终影响

掉块损
伤其它部
Ⅳ
件，发动机
性能恶化。

寿命降低，
壁 面 掉 块 、 微小
烧蚀。

寿命降
低 ，温 度 场
恶化。

寿命降
低 ，壁 面 掉
块、烧蚀。

故障模
严酷度 设计改进措施 补偿措施 式概率
等级

Ⅳ

掉块打
坏后面的
Ⅱ
转动部件，
烧坏涡轮。

微小

Ⅳ

要求工艺
对零件壁厚
进行严格控
制

D

火焰筒材
料采用高温
强 度 高 、抗
氧化性能好
的钴基高温
合 金 ；火 焰
筒壁面采用
等 寿 命 设
计 ；控 制 喷
嘴性能。

定期
孔探仪
检查

C

火焰筒材
料采用高温
强 度 高 、抗
氧化性能好
的钴基高温
合金；
火焰筒
壁面采用等
寿命设计；
控
制喷嘴性能。

定期
孔探仪
检查

C

火焰筒材
料采用高温
强 度 高 、抗
氧化性能好
的钴基高温
合 金 ；火 焰
筒壁面采用
等 寿 命 设
计 ；控 制 喷
嘴性能。

定期
孔探仪
检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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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火焰筒 FMECA 分析（续）
故障影响

代码

07

08

09

10

名称

外壁

外支
撑环

内支
撑环

套筒

功能

用于组
成燃料燃
烧所需的
容腔

支撑火
焰筒

支撑火
焰筒

用于控
制回流区
的角度和
形状

故障模式

故障原因

局部影响

高一层次影响

最终影响

故障模
严酷度 设计改进措施 补偿措施 式概率
等级

掉块打
坏后面的
Ⅱ
转动部件，
烧坏涡轮。

火焰筒材
料采用高温
强 度 高 、抗
氧化性能好
的钴基高温
合 金 ；火 焰
筒壁面采用
等 寿 命 设
计 ；控 制 喷
嘴性能。

Ⅱ

增加专用
量具对此处
尺寸进行严
格检查

D

D

寿命降低

寿命降
低 ，温 度 场
恶化。

丧失支
撑功能

火焰筒受
力 不 均 ，振
动 加 大 ，出
口温度场分
布恶化。

丧失支
撑功能

火焰筒受
力 不 均 ，振
动 加 大 ，出
口温度场分
布恶化。

烧蚀涡轮

Ⅱ

增加专用
量具对此处
尺寸进行严
格检查

套筒边
缘烧蚀

涡流器流
量不匹配，
产生局部高
温 ，造 成 烧
蚀 ；有 外 来 功能减弱
物堵塞冷却
气 孔 ；喷 嘴
喷 雾 锥 偏
斜。

微小

微小

Ⅳ

控制涡流
器质量

定期
孔探仪
检查

C

功能减弱

微小

微小

Ⅳ

控制涡流
器质量

定期
孔探仪
检查

C

主涡流
器的活动
空间增大

长时间工
作可能会出
现磨损

微小

Ⅳ

改进焊接
工艺

壁面掉块

火焰筒壁
面裂纹闭合

断裂

加工超差
导致局部过
薄

断裂

加工超差
导致局部过
薄

11

挡溅盘

保护头
部转接段

挡溅盘
边缘烧蚀

外来物堵
塞 冷 却 气
孔 ；主 副 涡
流器流量不
匹 配 ，产 生
局部高温烧
蚀。

12

火焰筒
头部

使空气
涡流器
产生旋流，
压板焊缝
与燃油充
开裂
分混合

焊接质量
不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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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喷嘴的燃油总管 FMECA
喷嘴和燃油总管组成了燃油喷射系统，其主要功

能是对燃油进行雾化，喷嘴的性能稳定性对燃烧室性
能有较大影响。对其进行 FMECA，结果见表 5。

对喷嘴和燃油总管进行 FMECA 可知，喷嘴的故

障模式以油路堵塞和端面积炭为主，主要后果是影响
燃烧室的出口温度分布，进而影响涡轮使用寿命。在

烧蚀涡轮

定期
孔探仪
检查

C

D

设计及加工、装配等过程中应采取加强焊缝质量控
制、减少装配应力等措施，保证燃油总管的使用安全。
3.4

前封严环 FMECA
前封严环的主要作用是与压气机篦齿形成气流

封严结构，如果发生故障，则会造成漏气，影响整机效
率。对其进行 FMECA，结果见表 6。

在发动机运行过程中，由于各部件的温度不同，

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应采取相应的办法减少故障的发

造成转动部件和静止部件之间的间隙会随着发动机

生。对于燃油总管，其主要故障模式是管路连接处的

状态的变化而变化，采用金属片制成的蜂窝结构能够

焊缝开裂，会造成燃油泄漏引起火灾等严重后果，在

较好地实现不同腔体之间的空气密封。而篦齿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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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喷嘴及燃油总管 FMECA
故障影响

代码 名称 功能

故障模式

故障原因
局部影响

高一层次影响

故障
模式
严酷度 设计改进措施 补偿措施
概率
最终影响
等级

13

燃油
喷嘴
雾化

喷嘴的副
喷口堵塞

燃油流量降
火焰筒局部壁温
运输、装配过
涡轮部
低 、喷 雾 锥 角 过高，燃烧室出口温
程中有外来物
件局部过
畸 变 、雾 化 质 度分布不均，燃烧效
进入油路内
热、烧蚀
量降低。
率降低。

14

喷嘴

燃油
雾化

喷嘴的主
油滤堵塞

燃油系统受
燃油流量降低
到污染

涡轮部
燃烧室出口温度
件局部过
分布不均
热、烧蚀

喷嘴端面
积炭

喷嘴端面的
表面粗糙度过
大；火焰筒内的
雾化质量恶化
热燃气回流，使
喷嘴端面温度
过高。

火焰筒局部壁温
涡轮部
过高，燃烧室出口温
件局部过
度分布不均，燃烧效
热、烧蚀
率降低。

焊缝开裂

装配时零件
间存在偏差，产
生较大的装配
燃油泄露
应力；焊缝质量
不好；发动机振
动偏大。

发生火
燃油泄露、功能降低 灾 ，功 能
大减

15

16

燃油
喷嘴
雾化

燃油 输 送
总管 燃油

表6

III

喷嘴没装配
到发动机上
时 ，头 部 罩 防
尘帽罩。

C

III

尽可能增加
油滤表面积

C

III

喷嘴端面要
求高且合理的
表面粗糙度；
定期孔
火焰筒头部装
探仪检查
有 文 氏 管 ，有
效防止热燃气
回流。

C

II

保证正确装
配 ，减 小 装 配
应 力 ；控 制 焊
缝质量

C

前封严环 FMECA
故障影响

代码

17

名称

带螺母的
前封严环

功能

蜂窝封
严作用

故障模式

故障原因

局部影响 高一层次影响

蜂窝钎接率
不 够 ；焊 接 工
艺 不 当 ，造 成
蜂窝组件
封严功能
气体泄漏、
漏焊、虚焊、未
封严功能减弱
蜂窝掉块
减弱
效率降低。
焊 透 等 ；检 查
方 法 不 当 ，易
漏检。

来保证配合部件间的
间隙，减少蜂窝的磨
损，
保证其密封性。
3.5

危害性矩阵的

建立
根据前述各零
组 件 的 FMECA 建 立

危 害 性 矩 阵 ，如 图 5

危

害

性

故障模式发生概率等级

定程度上影响密封性，
过控制加工工艺参数

增

加

造成蜂窝损坏会在一
因此需要在生产中通

最终影响

P

A

D

设计改进措施

IV

严格控制工
艺参数

补偿措施

故障发
生概率
等级

D

模式对燃烧室系统的危害性最大，其所代表的故障模
式分别为火焰筒内、外壁壁面掉块和燃油总管焊缝开
裂。分别制定了定期检查及提高焊缝质量、减小装配
应力的措施。

B
C

严酷度

4
M04、M06 M13
M M 、M
M10、M11 M14、M15 05、 07 16

结论
（1）火焰筒壁面掉块及燃油总管焊缝开裂会对燃

烧室及整机的性能、结构完整性和使用安全性造成较
M03、M12、M17

E
0

M08、M09
M01、M02

Ⅵ

Ⅲ
Ⅱ
严酷度类别

图5

大影响，
应采取相应措施降低其发生概率和严重程度；
（2）针对发生故障概率较低及严重程度较低的故
Ⅰ

危害性矩阵

所示。

每种故障模式在 OP 线上的投影距 O 点越远则其

危害性越大。从图中可见，代码为 05、07 和 16 的故障

障部件可以适当降低其设计成本；
（3）运用 FMECA 能够比较客观地找出系统的薄

弱环节，指出产品的使用维护方向；

由于产品的历史使用数据不多，因此不能建立更
为准确的定量危害性矩阵，在今后的使用过程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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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更丰富的数据，从而更精确地建立可靠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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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频脊线和阶次分析的转子故障诊断
庾天翼，李舜酩，龚思琪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为解决采用在转子升降速过程中产生的非平稳信号难以进行故障诊断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 2 维时频脊线和阶次分析

的转子故障诊断方法。采集转子升降速信号，采用 2 维时频分布的峰值脊线提取法获得信号脊线特征，结合脊线特征与等角度重

采样技术依次获得信号角度域、角-阶域和阶次域图像，将信号阶次域内的特征参数作为故障敏感特征，输入人工神经网络诊断模
型，对转子信号的故障类型进行分类。利用实测信号验证所提方法的实际应用效果，并与传统特征提取法的结果进行对比。结果
表明：阶次分析方法的测试准确率约为 99.8%，标准差小于 0.09%，均优于传统特征提取法。基于时频脊线和阶次分析的转子故障
诊断方法具有更高的诊断准确率，在非平稳信号特征提取过程中具有很好的可行性和准确性。
关键词：故障诊断；转子；非平稳信号；时频脊线；阶次分析；人工神经网络
中图分类号：V214.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1.007

Rotor Fault Diagnosis Based on Time-frequency Ridge and Order Analysis
YU Tian-yi ，LI Shun-ming，GONG Si-qi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it was difficult to diagnose the rotor fault by using the nonstationary signals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rotor speed fluctuation，a rotor fault diagnosis method based on 2-D time-frequency ridge and order analysis is proposed.
Collect updown speed rotor signal. 2-D time-frequency distribution peak ridge extraction method is used to obtain signal ridge features.

The angle domain，angle-order domain and order domain images of signals are obtained by combining ridge feature and equal-angle resa⁃
mpling technique. Th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in the signal order domain are input into the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diagnosis model as

fault sensitive features，and the fault types of rotor signals are classifie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proposed method is verified

by the measured signals，and the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raditional feature extrac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cura⁃
cy of the order analysis method is 99.8%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is less than 0.09%，which are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feature extrac⁃
tion method. The rotor fault diagnosis method based on time-frequency ridge and order analysis has higher diagnostic accuracy，and has
good feasibility and accuracy in the process of feature extraction of nonstationary signals.

Key words：fault diagnosis；rotor；nonstationary signal；time-frequency ridge；order analysis；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0

研究热点，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故障诊断研究领域

引言

众多专家的关注[4-5]。

转子在升速和降速过程中的转速变化会导致非
[1]

变转速动态信号处理及故障诊断方法的主要研

平稳信号的产生 。对于非平稳信号，通过信号采样

究技术路线是以阶次分析及其衍生方法为主[6-7]。机

获取的振动信号不再具有周期性，故无法采用传统的

械故障诊断领域著名学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2]

傅里叶变换进行信号处理和振动分析 。传统振动
信号分析包括振动信号获取、信号处理、信号特征提

Randall 和法国里昂大学 Antoni[8] 指出：
“ 阶次跟踪是
解决变转速问题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法。”阶次分析

取、模式识别和智能决策[3]，不适用于非平稳信号的

实质上将非平稳的时域信号转换成平稳的阶次域信

故障诊断。因此，非平稳信号处理和分析方法成为了

号，以此作为变转速机械设备故障诊断的判断依据。

收稿日期：2020-01-1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675262）、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2017-IV-0008-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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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机械设备的转速信息将等时间间隔采样信号变

阶次分析的基础是振动信号的同步采样，同步采

换到等角度间隔的角度域信号，去除转速波动对时域

样的质量则依赖于取样系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阶

信号的影响，在阶次域中观察平稳信号的图像，使得

次分析方法有硬件阶次跟踪和计算阶次跟踪[14] 等。

针对定转速信号的处理方法重新发挥作用。

硬件阶次跟踪的采样速率与转速成正比，确保信号采

近年来，中国对阶次分析的研究逐渐增加。王况

样频率与转速同步。计算阶次跟踪采用传统采样方

等 利用阶次分析技术对行星齿轮箱进行分析，并且

法，异步采样采集到振动信号和转速信号，从异步采

深入分析了行星齿轮箱局部故障的不同阶次特征；冯

样的转速信号中，计算产生同步采样数据所需的等角

[9]

[10]

珂 利用计算阶次图谱和统计指标作为辅助手段，对
Vold-Kalman 滤波器带宽进行筛选优选，提出了一种

Vold-Kalman 阶次分析方法；杨武成 提出了一种基
[11]

于阶次跟踪和 Hilbert 包络解调的滚动轴承故障诊断

的新方法，用 Hilbert 包络解调把低频故障信号从高

度重采样时间。然后通过数据拟合或插值算法来对
振动信号的这些时刻进行重采样，获得角度域信号，
在对其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即可得到阶次图谱。
1.2

2 维时频分布的时频脊线
对变转速振动信号进行时频分析后，一些与机械

频载波信号中解调出来，联合阶次跟踪有效地提取了

零部件动力学特性相关的曲线会清晰或隐约地出现，

时变工况下非平稳振动信号的故障特征频率并判断

这些曲线在 3 维时频空间内的分布形态与“山脊”很

[12]

故障类型；武英杰等 提出一种基于变分模态分解
（Variational Modal Decomposition，VMD）滤 波 和 极 值

点包络阶次的特征提取方法，可以有效提取调幅信号
中的调制阶次，并且 VMD 滤波使故障特征阶次更加
凸显，易于故障识别。

由以上国内外现状可知，阶次分析法对采样系统

像，如脊线标志或沿脊顶延伸的线。因此，在 3 维时

频空间中把沿功率最高点延伸的线称之为时频脊线。
时频脊线往往表现为时频面上的各种线条，包括直
线、椭圆弧、抛物线、正弦曲线等，表征信号频率变化
的各种模式[15]。
对于 1 个时频聚集性好且无交叉项的时频分布，

硬件依赖性极高。当下机械设备日益集成化，设备中

信号的能量总是沿着瞬时频率集中分布，也就是说，

某些重要部位并不适合转速计的安装，在缺少振动信

时频分布的能量脊线总是出现在信号的瞬时频率附

号和转速信号同步采样设备的状况下，阶次分析难以

近。将 3 维空间上的时频脊线投影到 2 维空间中，可

实现。为此，本文结合 2 维时频分布的时频脊线技术

和阶次分析方法，提出一种无需安装转速计即可实现
阶次分析的新方法，
对转子升降速信号进行故障诊断；
并通过实测信号的对比试验，
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

1
1.1

以观察到 1 条函数曲线，这条函数曲线的每一点就近

似乃至等于转子在某一时间点上对应的瞬时频率。
因此可以将这条投影在 2 维时频面的曲线称之为“时
间—瞬时频率”曲线[16]。

振动信号在时域和频域的能量可表示为

非平稳转子信号故障诊断理论

Ex =

阶次分析原理
阶次分析法是将时域非平稳信号转化为角度域

平稳信号进行分析的方法。许多在时域、频域乃至时
频域无法抑制、剔除的机械系统激振以及一些系统的
随机误差，都可以在阶次域中抑制。而一些故障信息
会在阶次域中得到较为清晰地显现，因此采用阶次分
析法可提高故障诊断成功率[13]。
阶次分析的基础就是转速信号，阶次表示为每周
期事件发生的次数，是代表基于速度相关性振动的理
想状态。阶次与转速、频率之间的关系为
O = 60f/n

式中：O 为阶次；f 为频率；n 为转速。

（1）

2

∫

+∞
-∞

| x( t ) |

2

2

dt =

∫

+∞
-∞

| X( v )|

2

dv

（2）

式中：
| x ( t ) | 、| X ( v ) | 分别为信号在时域和频域的能
量密度。

同理，信号在时频域内的能量为
Ex =

∫ ∫
+∞

+∞

-∞

-∞

ρ x ( t, v ) dtdv

（3）

ρ x ( t,v ) 为信号的时间频率密度，
式中：
是 2 次型的函数。

能量分布还满足边缘性质

∫
∫

+∞
-∞

ρ x ( t, v ) dt = | X ( v ) |

2

ρ x ( t, v ) dv = | x ( t ) |

2

+∞

-∞

（4）
（5）

对于短时傅里叶变换来说，其时频脊线是指时频

42

统参数；Z（k）为 k 时刻的测量值；H 为测量系统的参

分布中每一时刻的峰值频率
f i ( t ) = arg [ maxS f ( t, f ) ]

（6）

式中：S（t，
f）为信号的时频分布。
f

分量周围，故基于 2 维时频分布的脊线提取方法包含
2 个步骤：
（1）将振动信号映射到时频域中；
（2）采用

峰值脊线提取法通过能量最高点提取信号的中心主
频率，从 2 维时频面内识别出目标脊线。

2.1

数；Kg 为卡尔曼增益。
（3）将角度域信号映射至阶次域中，获得阶次图

时频脊线总是集中分布在变转速信号瞬时频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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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阶次域信号，此为故障敏感特征；
（4）将敏感特征输入训练好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中，对转子信号的故障类型进行分类。
2.2

转子典型故障及其敏感特征
转子的常见故障主要有转子不平衡、转子不对中

和转子碰摩等。转子碰摩故障往往源于转子不平衡

非平稳转子信号故障诊断方法

和 不 对 中 故 障[18]，本 文 不

基于时频脊线和阶次分析的转子故障诊断步骤

y

做讨论。
转子不平衡是转子故

在缺少振动信号和转速信号同步采样设备的状

e

况下，阶次分析难以实现。时频脊线表征信号频率变

障中的常见故障之一。

化的各种模式，频率变化即为转速变化，而且在映射

不平衡是质量和几何中

y

过程和脊线提取过程中，信号的时间关系是同步的，

心不重合所导致的故障，

O

因此时频脊线可以作为振动信号的同步转速信息使
用。在仅仅采集到振动信号的情况下，采用基于 2 维

转子不平衡时偏心如图 2
所示。

α

G

ωt
O1

a
x

x

图 2 转子不平衡时偏心

转子不对中也是转子故障中的常见故障之一。

时频分布的脊线提取法对

转子不对中分为平行不对中、偏角不对中和平行偏角

振动信号进行脊线提取，

不对中 3 种，如图 3 所示。

将时频脊线作为阶次分析
法所需的同步转速信号，
即可得到无需安装转速计
的阶次分析方法。

（a）正常对中

（b）平行不对中

（c）偏角不对中

（d）平行偏角不对中

基于时频脊线和阶次
分析的转子故障诊断步骤 图 1 基于时频脊线和阶次
分析的转子故障诊断步骤

如图 1 所示。

具体步骤如下：

图3

（1）通 过 短 时 傅 里 叶 变 换（Short-Time Fourier

阶次域中转子轴典型故障的敏感特征见表 1。

Transform，STFT），将时域信号映射到时频域中，采用

表1

峰值脊线提取法获得时频脊线
STFT ( τ, ω ) =

∫

+∞
-∞

f ( t ) g ( t - τ ) e-jωt dt

（7）

（2）进行卡尔曼滤波，对原始信号进行降噪预处
理，结合提取出的时频脊线中的转速信息，对降噪信
号进行等角度重采样，获得角度域信号
X ( k|k - 1 ) = C·X ( k - 1|k - 1 ) + B·U ( k ) + W ( k )（8）
X ( k|k ) = X ( k|k - 1 ) +

K g ( k )·[ Z ( k ) - H·X ( k|k - 1 ) ]

（9）

式中：X（k│k-1）为利用前一状态预测的结果；X（k-1
│k-1）为上一状态最优的结果；U（k）为现在状态的

控制量；W（k）为过程的噪声；Q 为协方差；C 和 B 为系

转子不对中

阶次域中转子轴典型故障的敏感特征

故障类型
转子不平衡
平行不对中
偏角不对中
平行偏角不对中

3
3.1

故障特征
1 阶为主，同时包含幅值较小的高阶谐波
2 阶幅值较高
1 阶幅值较高

含有 1 阶和 2 阶 2 个峰值，严重时产生高阶峰值

试验验证
试验数据采集
本文采集转子升速和降速过程中的振动信号作

为试验数据。试验台在 0~5000 r/min 的转速下工作，
采用脂润滑方式。电机参数的额定功率为 0.75 kW，
额定电压为 380 V，额定转矩是 5.0 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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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台和传感器安装位置如图 4 所示。轴上的 2

个盘是为产生转速波动的扭转振动信号而加装的平
衡盘。图 4（a）通过在大盘加装质量块产生不平衡故
障，图 4（b）通过垫高右侧支架产生不对中故障。采
用 2 个加速度传感器同时测量轴输入输出端数据，传
感器型号及参数见表 2。

图6

转子不对中信号传统敏感特征

从图 5 中可见，计算转速频率约为 35 Hz，图中最

大峰值出现在 35 Hz 附近，是由于不平衡故障信号特

表2

（mV/（m/s²））

DH311E

10.19
1

类型

量程/（m/s2）

f/kHz

3 向加速度

5000

1~5

试验台所采用的数据采集系统为 LMS 系统，其

采 样 频 率 为 51200 Hz，带 宽 为 12800 Hz，分 辨 率 为
0.25 Hz。根据转速和采样频率可知信号在 1 个周期

（即试验台旋转 1 周）所采得的数据点为 3413 个。测

试工况为缓加速，通过手动调节电机变频器至最大转
速实现。
3.2

信号敏感特征对比

试验台测得 2 组故障信号数据，从每组信号中选

取 4096 点进行分析。分别采用传统敏感特征提取法
与阶次分析敏感特征提取法，提取并对比 2 组信号的
敏感特征，判断阶次分析法的效果。
3.2.1

传统敏感特征提取法
传统分析方法仅对信号进行降噪处理，再转化到

频域中进行分析[19]。转子不平衡、不对中信号传统敏
感特征如图 5、6 所示。

3X 和 4X 倍频，根据转子不对中故障信号敏感特征可
判断，该信号具有转子不对中故障特征。
3.2.2

阶次分析敏感特征提取法
以转子不平衡信号为例详细说明阶次分析法，并

给出不平衡、不对中 2 组信号的阶次域图像。
3.2.2.1

基于 2 维时频分布的时频脊线提取

对原始时域信号

6

进行 STFT，
设置采样频
率为 12 kHz，海明窗函

数长度取为 256，为了

5

提高计算精度，取 2 窗

函数之间的重叠采样
点为 250。得到时频谱

4
3
2
1

0 0.05

侧颜色等高线，观察到试验信号的高频分量相对较
少，可以将其忽略不计，而在低频分量上，时频图中的
能量分布较高，可知试验装置的敏感特征主要存在于
低频分量中，可重点关注图中的低频分量区。

在图 7 中存在一些或清晰或隐约的曲线，
尤其是在

的明亮带，
说明在其附近一
定存在峰值，
如果将这些峰
值连成线，
即可得到所需时
频脊线。提取信号能量值
最高点，
之后再进行曲线拟
转子不平衡信号传统敏感特征

0.25

从图中可见在时频面内信号的时频特性，对比右

低频分量范围有一片明显

图5

0.15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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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时频谱

如图 7 所示。

合，
如图 8 所示。

0.5
归一化频率

2

84.98、160、272.4 和 339.9 Hz 附近分别表现出 1X、2X、

传感器型号及参数

灵敏度/

1 PCB353B33

从 图 6 中 可 见 ，计 算 转 速 频 率 约 为 85 Hz，在

转子试验台

A/mV

图4

型号

征表现出的 1X 倍频，是不平衡故障敏感特征。

（b）不对中

f/kHz

（a）不平衡

0.4
0.3
0.2
0.1
0

2

4

图8

6 8 10 12 14 16
×104
采样点

时频脊线

试验工况为缓加速，因此图 8 中红色拟合曲线

呈现上升态势，频率随时间缓缓升高。对比试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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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度极高，可以作为振动信号转速信息用于下一步

分析，可见在图 10 中低阶

次区内存在 1 条近似水平

的阶次分析。
基于等角度重采样的角度域变换

对转子故障振动信号进行等角度采样，即可得到

角度域信号。从图 5 频域中可知，虽然经过卡尔曼滤

波后剔除大部分杂波，但是其中还存在很多杂乱的信
号波纹，可能包含信号传递过程中由于机械结构激振
出的信号分量和无法完全过滤掉的杂波，且转速的波
动变化也会产生非平稳信号，因此将信号由时域转换
到角度域中进行观察，是机械故障诊断分析中重要

后的原始信号，将非平稳的时域信号转变为角度域平
稳信号，有效抑制了随机噪声和无关周期分量的干

在高阶次区同样存在 1 条

4
2
5 10 15 20 25 30
阶次

图 11

阶次谱

投影到阶次轴上后，线 1、2 均为峰值谱线（图 11）。
线 1 对应 1 阶幅值，线 2 对应高阶幅值，与前文介绍的
阶次域中典型的不平衡故障特征相符，可以判断出发
生了不平衡故障。
子不对中信号的阶次谱如
图 12 所示。

从 图 中 可 见 ，1、2 阶

出的时频脊线，对滤波重构后的时域信号进行等角度

故障特征相吻合，说明发

6

6

4

4

5

5

X：2.667
3 Y：0.9375
Z：2.224
X：3
2
Y：1.846
Z：0.9573
1
0

2

4

6
阶次

3
2
1
8

10

图12 转子不对中信号阶次谱

生了转子不对中故障。

与传统故障诊断法对比，阶次分析法获得的敏感

500
A/mV

6

4

为 线 2。 在 将 角 1 阶 次 谱

幅值突出，与转子不对中

特征更加清晰突出，噪声与转速波动产生的特殊频率

0

对诊断过程的影响较小，便于进行故障诊断分析。
3.3

-500
0

8

6

0

近似水平的线，将其命名

扰，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到所需的敏感特征。结合提取
重采样，生成角度域特征信号，如图 9 所示。

10

8

2

按 照 相 同 的 步 骤 ，转

以瞬时频率为基础的等角度重采样，重构了滤波

12

线2

线1

10

的直线，将其命名为线 1；

一步。

2

4

角度 θ/rad

6

8

障诊断中的有效性。

且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其主要集中几段波形内，峰值也
处于其中一处波形内。相对于主要波形，其他大多数
范围内的波形都相对较小，可以很明显地区分出其只
是一些不重要的分量，可以相对忽略不计。
阶次域信号分析

图 10 所示。

进一步将角-阶域

（图 10）的结果映射到

阶次谱上，得到转子振

20

25
阶次

角度 1 阶次域图像，如

转子正常、不平衡故障、不对中故障数据集见表
3。每个样本的采样点为 4096，数据集共包含 1200 个
样本，随机选择其中 600 个样本作为训练样本集，其

余 600 个样本作为测试样本集，为了方便表示，将状
况类别标签设置为 1、2、3。
表3

30

测试样本数

类别标签

正常

8

不平衡

200

200

1

200

200

3

6
4

10

2

5

0

12

训练样本数

10

15

2

图 10

4
6
θ/rad

数据集描述

转子状况

A/mV

信 号 进 行 STFT，得 到

根据第 3.1 和 3.2 节的诊断步骤，使用 BP 人工神

故障识别[20]。通过对比试验，验证阶次分析方法在故

从图中可见，图像波形比时域波形相对集中，而

对生成的角度域

基于 BP-ANN 的故障诊断

经网络（BP-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BP-ANN）进行

10

图 9 角度域特征信号

3.2.2.3

12

A/mV

3.2.2.2

将图 10、11 综合对比

A/mV

集过程中转速变换趋势，这条 2 维时频脊线与其吻

θ/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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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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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角-阶域谱

动信号的阶次谱，如图 11 所示。与原始信号图像相
比较，可见阶次谱中出现了清晰典型的谱线峰值。

不对中

200

200

2

设置 BP-ANN 参数，中间结果周期为 50，最大迭

代 次 数 为 500，训 练 目 标 误 差 为 0.001，学 习 率 为

0.001。为了消除随机性的影响，每组试验分别进行
20 次。

阶次分析方法的 20 次诊断准确率结果如图 13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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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准 确 率 超 过 99%，说 明

阶次分析方法可以准确诊
断出升降速过程中转子的

准确率/%

示。从图中可见，数据集的训练准确率均为 100%，测
100
99.999

训练准确率

0

5
10
试验次数

准确率/%

准确率/%

99.8
99.7

100

训练准确率
测试准确率

99.9

0

5

10
15
试验次数

20

（b）不平衡
图 13

15

20

（a）正常

健康状态。
100

测试准确率

99.9
99.7

WANG Guobiao，HE Zhengjia，CHEN Xuefeng，et al. Basic research

on mechanical fault diagnosis "what to do" [J]. Journa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2013，49（1）：63-72.（in Chinese）

[3] Wang J，Gao R X，Yan R. Multi-scale enveloping order spectrogram
Processing，2014，46（1）：28-44.

[4] 王志，李有儒，田晶，等 . 基于 EMD 模糊熵与会诊决策融合模型的
中介轴承故障诊断技术[J]. 航空发动机，2019，45（5）：76-81.

WANG Zhi，LI Youru，TIAN Jing，et al. Fault diagnosis of intermediate

99.6
99.5

[J]. 机械工程学报，2013，49（1）：63-72.

for rotating machine health diagnosis[J]. Mechanical Systems & Signal

训练准确率
测试准确率

99.8

45

0

5

10
15
试验次数

20

（c）不对中

阶次分析方法的 20 次诊断准确率结果

为了说明阶次分析方法的有效性，采用传统方法
进行对比验证，该方法同样使用表 3 的数据集。计算

bearing based on EMD fuzzy entropy and consultation decision fusion
model [J]. Aeroengine，2019，45（5）：76-81.（in Chinese）

[5] Li S M. Li J. Research on denoising technique for aeroengine vibration

signal based on median filter-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J]. Journal
of Vibration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ies，2015（3）：539-550.

[6] Wang S ，Chen X ，Yan W ，et al. Nonlinear squeezing transform for
weak signal detection[J]. Signal processing，2014，113（1）：195-210.

2 种方法的平均训练准确率与平均测试准确率，见表

[7] 林近山 . 基于时间序列标度分析的旋转机械故障诊断方法研究

99.62%~100%，标准差小于 0.09%，均优于传统方法。

LIN Jinshan. Fault diagnosis method of rotating machinery based on

4。从表中可见，阶次分析方法的测试准确率稳定于
表4
数据集

阶次分析方法

传统方法

训练准确率/% 测试准确率/% 训练准确率/% 测试准确率/%

正常
不平衡
不对中

4

阶次分析方法与传统方法诊断结果对比

100
100
100

[D]. 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3.

time series scale analysis [D]. 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
tics and Astronautics，2013.（in Chinese）

[8] Randall R B，Antoni J. Rolling element bearing diagnostics- a tutorial
[J]. Mechanical Systems & Signal Processing，2011，25（2）：485-520.

100

95.87±1.11

94.53±1.19

[9] 王况，王科盛，左明健 . 基于阶次分析技术的行星齿轮箱非平稳振

99.62±0.09

81.23±4.01

79.94±4.29

WANG Kuang，WANG Kesheng，ZUO Mingjian. Nonstationary vibra⁃

99.81±0.07

82.36±3.77

80.62±4.13

结论
（1）提出一种基于时频脊线和阶次分析的转子

故障诊断方法，并在人工诊断和机器诊断中获得理想
的应用效果；
（2）在 3 维时频空间中，信号能量沿着瞬时频率

集中分布，通过连接时频分布中每一时刻的峰值频率
获得 2 维时频脊线；

（3）基于 2 维时频分布的脊线提取法获得的时频

脊线是振动信号的同步转速信号，且与实际转速对比
吻合度高，可以作为同步转速信息，用于阶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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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后机匣的结构动力学精确建模
梁小鸥 1，臧朝平 1，雷新亮 2，曾亚未 2，黄

梓

1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2.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
摘要：构建精度高、
规模适中的部件动力学模型，
是航空发动机在研制初期实现从结构部件到整机的动力学特性准确分析的有效
途径。为构建满足工程需求的部件结构动力学模型，
依据某装配组合式涡轮后机匣的结构特点，
提出了其各构件的
“超模型”
建模及装
配组合形式的连接件分类建模的方法，
实现装配组合式涡轮后机匣的整体
“超模型”
建模。同时，
进一步介绍了各构件的
“超模型”
建模
步骤、
基于有限元单元网格尺寸变化的收敛准则，
建立了自由度 490 万的后机匣构件
“超模型”
“
，超模型”
构件的频差精度可达 1% 以内;

利用薄层建模法模拟多螺栓连接结构、
采用接触对模拟支板搭接处的接触连接。装配组合后的涡轮后机匣
“超模型”
通过动力学分析，
结果表明后机匣前 8 阶为整体振动模态。整体
“超模型”
的建立，
可以代替研制样机提供虚拟试验数据，
实现简化模型的修正和确认，
为研制初期的结构动力学特性精确分析提供技术支撑。可推广应用到发动机其他部件及整机的精确建模中。
关键词：涡轮后承力机匣；结构动力学；超模型；精确建模；接触连接；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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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rate Structural Dynamic Modeling of a Rear Spokes-frame Casing of the Turbine
LIANG Xiao-ou1，ZANG Chao-ping1，LEI Xin-liang2，ZENG Ya-wei2，HUANG Zi1
（1.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106，China；2.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curately analyze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aeroengine from components to the whole engine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aeroengine development. to construct a component dynamic model with high precision and moderate scale In order

to build the component structural dynamics model that meets the engineering requirements,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e features of a com⁃
bined rear spokes-frame casing of the turbine，the“supermodel”modeling of the various components of the turbine casing assembly and

the modeling of connecting parts were put forward to realize the establishment of“supermodel”of the rear spokes-frame casing. Mean⁃
while，the“supermodel”modeling procedure of the various components based on iteration of the meshing size of the finite element and the

“supermodel”convergence criterion were introduced. A“supermodel”of rear spokes-frame casing with 4.9 million degrees of freedom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frequency difference accuracy of the "supermodel" component is less than 1%. The multi-bolt connection components

was simulated with the thinlayer modeling and the contac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truts and laps with the contact pairs was simulated. Dy⁃
namic analysis of the 'supermodel' of the rear spokes-frame casing of the turbine assembly showed that the first 8 orders of the casing were

overall vibration mo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supermodel”can be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replacing the prototype manufacture to cre⁃

ate the virtual test data，can be used to update and validate of the simplified or reduced design model.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be extend⁃
ed to the accurate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other engine components as well as the whole engine modeling（WEM）.

Key words：rear spokes-frame casing of the turbine assembly；structural dynamic；supermodel；accurate modeling；joint connec⁃

tion；aeroengine

0

引言

的常用方法是振动试验测试与建模仿真分析。试验
测试通常直接对实物样机进行，以获取可靠的试验数

整机振动或者零部件的局部振动直接影响到航

据；同时，试验数据还可以用于对有限元模型的修正

空发动机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认识和解决振动

与确认[1]。但是，实物样机通常在设计后期制造，如

收稿日期：2020-05-2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联合基金（U1730129）资助
作者简介：梁小鸥（1995），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航空发动机的结构、强度、振动；E-mail：1083706081@qq.com。
引用格式：梁小鸥，臧朝平，雷新亮，等 . 涡轮后机匣的结构动力学精确建模[J]. 航空发动机，2022，48（1）：47-53.LIANG Xiaoou，ZANG Chaoping，LEI
Xinliang，et al.Accurate structural dynamic modeling of a rear spokes-frame casing of the turbine[J].Aeroengine，2022，48（1）：47-53.

48

第 48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果不满足要求，则需要修改设计，从而增加设计成本，

构件和其它相关功能的构件装配组合而成。随着发

延长设计周期，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同时使企业丧

动机工作参数的提高，涡轮后机匣所承受的载荷不断

失竞争力。而仿真建模分析无需实物样机，可以在早

增大，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劣，机匣的结构也越来越复

期图纸设计阶段，对研究对象开展动力学特性分析。

杂，其中大量采用包括螺栓连接、浮动搭接等不同形

但是，仿真建模通常对几何模型进行简化或缩减，模

式的连接结构，都会对建模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对

型分析的精度无法保证且误差较大。因此，需要对仿

其进行高精度建模，需要首先认识结构的特点。

真模型进行修正和确认，
以提高分析的精度和可信度。

本文研究的涡轮后机匣整体结构几何模型如图

随着计算机和有限元技术的发展，Zang 等[2] 在国

1 所示。机匣组合件主要包含后机匣外框、承力支柱

际上提出了“超模型”建模的概念，为无样机的动力学

及底座、后轴承座、前后保持环、支板、尾锥等构件。

设计提供了新的途径；其后，Fotsch 等[3]将“超模型”理

其中后机匣外框、承力支柱及底座与后轴承座等组成
主承力框架，在发动机中与其它承力机匣一同形成整

论首次应用到航空发动机的部件建模；Chen 等[4]利用

“超模型”实现了模型修正；Zang 等[5]对“超模型”实现

虚拟测试和有限元模型确认技术的发展进行了综述，
并对 Trent500 发动机的燃烧室机匣完成了超模型的
模型确认与试验验证[6]。近年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和国防预研等支持下，基于“超模型”的建模与试验
验证，已在航空发动机中介机匣，高、中、低压气机机
匣，燃烧室机匣等部件及转子系统、整机试验件上得
到应用，基于“超模型”简化和误差源识别方法，在无
样机设计中起到重要作用[7-8]。然而，这些都是对不
同复杂程度的单一结构的研究，没有考虑连接问题。
早期的连接建模都是利用测试数据修正连接参
数[9-10]。试验研究表明，发动机法兰安装边螺栓连接
结构，在其工作条件下主要体现了沿轴向的线性刚度

机转子的支承刚度；沿圆周分布的 16 块支板形成环
状燃气通道，同时将承力支柱及底座、后机匣外框等
构件与燃气隔离，降低其工作温度、改善工作环境；
每
块支板上缘板前部与后机
匣外框沿轴向及径向定位，
支板上缘板后部及下缘板
前、
后分别与后机匣外框和
承力柱底座搭接，
工作时可
沿轴向与径向发生自由热
变形；
前后保持环、
尾锥、
后
导流板等构件通过法兰与
承力柱底座、
后轴承座等部
件螺栓连接，
共同形成密封

能够在保证计算精度的前提下降低计算量 。黄耀
[12]

[13]

英等 、姚星宇等 研究了薄层单元模拟连接结构在
航空发动机机匣上的应用；王攀等[14]提出了分区域薄
层单元方法代替螺栓连接，并基于螺栓连接“超模型”
刚度理论、赫兹接触理论以及 M-B 分形模型，推导出
不同螺栓预紧力下分区域薄层单元的弹性模量，模拟

机匣连接部分的轴向接触刚度，给出螺栓连接机匣简
化建模方法。
本文以装配组合式涡轮后机匣的动力学精确建
模与模型简化为例，提出了其各构件的“超模型”建模
及装配组合形式的连接件分类建模的方法，通过建立
装配组合式涡轮后机匣的“超模型”，实现结构动力学
特性的精确预测。

1

涡轮后机匣的结构特点和几何模型
涡轮后承力机匣一般由主承力构件、形成流道的

涡轮后承力机匣整体
结构几何模型

结构及相关介质通道。

特性，而薄层单元的有限元模拟方法具有线性特征，
[11]

图1

建模之前，对几何模型做预处理工作，检查几何
模型，清除部分数量大、质量特征小的结构，如封严
片、密封圈等零件；这些结
构的存在会增加模型划分
网格的难度、增大模型的
规模，而对机匣整体的动
力学特性影响很小。经清

理后保留 11 个构成涡轮后
机匣的单个构件，
各构件的
对应关系如图 2 所示。

涡轮后机匣
后密封环

前密封环

承力支柱

支板

后保持环

前保持环

承力支柱底座

后导流板

尾椎

后轴承座

图2

初步清理后机匣

各构件的对应关系

可知，装配组合式涡轮后承力机匣结构的动力学

有限元精确建模取决于 2 方面：
（1）各构件的精确建
模；
（2）构件间连接关系的精确建模。

2
2.1

涡轮后机匣的“超模型”建模方法
涡轮后机匣各构件的“超模型”建模
“超模型”是一种能够准确描述结构的几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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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 阶实体单元的 3 维有限元模型。它具有足够高的

格尺寸，分别得到 11.3、8.5、5.8、2.9、1.7 mm 网格尺寸

作为参考模型指导有限元简化模型的修正，使其在要

与计算时间随网格尺寸的变化如图 3 所示。以最小

模型”理论基于如下假设：对于特定的物理模型，随着
网格的不断细化，
“ 超模型”会逼近真实的结构，其预

的 1.7 mm 网格尺寸下的模型计算的模态数据为基
准，模型模态频差随自由度数的变化如图 4 所示。

是惟一的，网格越细化，
“超模型”规模越大，计算时间
会成指数增加。因此，考虑到模型规模大小对运算可
行性和成本的影响，应合理选择网格尺寸，建立可工
程应用的“超模型”。如何确定“超模型”，一直是研究
者关注的问题。为保证“超模型”精度足够高、规模尽
量小的建模原则，需要对各构件模型进行收敛性评

网格尺寸/mm

测输出会收敛到满足需要的精度。但是，
“超模型”不

16
14
12
10
8
6
4
2

0

图3

建立各组成构件的“超模型”。具体步骤和判定准
则如下：

（1）选择 2 阶 10 节点四面体单元划分网格，在自

由-自由边界条件下，输入材料参数并分析所关心的

行细化分网，计算所关心的模态；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模型自由度

图4

模型模态频差随
自由度的变化

度增大而快速减小并逐渐趋近于 0。尾锥各尺寸“超
模型”计算的数据对比结果见表 1。
表1

（1）
（3）

以定量描述模型的收敛性，斜率满足要求后，模型趋

（4）

于收敛，停止细化分网计算，得到符合收敛及精度要

（5）

求的“超模型”。

平均频差

到一定程度后大幅度增大；而模型模态频差随其自由

（2）

（3）采用向前差商作为模态对频差曲线的斜率，

模型自由度数与计算

最大频差

不断增大，计算耗时也逐渐增加，并在自由度数增大

模型

（2）进行迭代分析，逐步缩小网格尺寸，对模型进

500000 1000000 1500000
模型自由度

7
6
5
4
3
2
1

从图中可见，随着网格尺寸的减小，模型自由度

频率范围内的模态，初定较大的网格尺寸，进行动力
学特性分析；

16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时间随网格尺寸的变化

估，确定其“超模型”网格尺寸。
要建立涡轮后机匣的动力学“超模型”，首先要

网格尺寸
计算时间

频差/%

求的精度范围内准确反映实际结构的动态特性。
“超

下的模型分网结果与计算的模态数据，模型自由度数

计算时间/s

精度以反映结构的物理和动力学特性，可以代替样机

（6）

尾锥各尺寸“超模型”计算的数据对比

网格尺寸/

网格规模

mm

（自由度）

11.3

平均频差/ 最大频差/ 计算时间/
%

%

32565

4.224

6.550

5.8

119583

0.524

0.881

1.7

1444512

15

17463

8.5

53706

2.9

502908

1.018
0.166
0.017

1.973
0.284
0.031

s

0.7
1.3
2.3
6

32.6

1358

本文以 ∆f i,'j<1% 作为判断模型趋于收敛的准则，

收敛判别式可表述为
| ∆f i + 1, j - ∆f i, j |
|| × 10 n
∆f i,'j = ||
| xi + 1 - xi |

并以平均频差<0.5%、最大频差<1% 作为确定“超模

（i =1，2，3；…；j =1，2，3，4，5，…）

（1）

式中：∆f i, j 为第 i 个模型的第 j 阶模态相对最细化模型
的模态频差百分数；x i 为第 i 个模型的自由度数；∆f

'
i, j

为模态频差曲线的斜率，代表每增加 10 个自由度模
n

态频差变化的百分比。

以涡轮后机匣的尾锥构件图 2（b）为例，通常发

动机机匣的动力学特性主要考虑前 500 Hz 的模态，
介 于 尾 锥 是 组 成 涡 轮 后 机 匣 的 构 件 ，这 里 考 虑 其

型”网格尺寸的参考标准，以 5.0、2.9 与 1.7 mm 网格尺

寸建立的有限元模型均可满足此收敛条件，结合计算
效率可最终选定以 5.0 mm 网格作为尾锥“超模型”划
分网格，其建立时间只有 6 s。在考虑的 2000 Hz 频率

范围内共有 8 阶模态，其各阶归一化的模态频率和振

型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尾锥的第 1、2 阶，第 3、4

阶，第 5、6 阶和第 7、8 阶模态结果分别表现为 2、3、4、
5 节径振动，且分别是一对对频率接近、振型在圆周
方向相差一定角度的重模态；尾锥的模态振型体现了

2000 Hz 内各阶模态，以保证组合后的精度。首先，尾

其结构的对称性，这在航空发动机等轴对称结构部件

型自由度数为 17463，计算共耗时 0.7 s；逐步细化网

匣的其他各构件的“超模型”，网格信息见表 2。
“ 超模

锥构件有限元模型的初始网格尺寸设定为 15 mm，模

的模态分析中较为常见。用同样方法确定后承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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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环连接采用 36 组、承力柱底座与后保持环连接

采用 40 组、承力柱底座与轴承座连接采用 36 组螺栓；
前保持环与后导流板连接采用 40 组、前保持环与指
（a）第 1 阶，
频率 1.000

（b）第 2 阶，
频率 1.001

（c）第 3 阶，
频率 2.747

（d）第 4 阶，
频率 2.749

尖密封连接采用 40 组螺栓；后保持环与尾锥连接采

用 40 组螺栓。若建立螺栓实体精确模型，模型复杂、
自由度多，计算量大，螺栓实体建模在此不适合。

本文采用薄层单元代替实体螺栓连接结构建立
“超模型”。仅考虑轴向线性特征时，薄层单元的材料
参数能够用螺栓连接结构参数示出，如图 7 所示。从
（e）第 5 阶，
频率 4.872
图5

（f）第 6 阶 ，
频率 4.873

（g）第 7 阶，
频率 6.875

（h）第 8 阶，
频率 6.878

尾锥“超模型”各阶归一化频率和模态振型

型”有限元模型的精度为频差不超过 1%，后承力机匣

图中可见，轴向连接刚度主要由螺栓连接区域与锥形
预紧力作用区域决定。
D

预紧力
作用区域

各组成构件自由度总和达到 490 万。
表2

部件名称

单元数

节点数

自由度

支板

446688

898368

2695104

26375

54889

164667

前密封环
前保持环
承力支柱及底座
后保持环
后密封环
后导流板
指尖密封
后轴承座
后机匣外框
（部件）合计

26350

53208

d

33264

67765

61734

122543

12319

25840

26549

54037

20210
12694
38493

110689

367629
162111
77520

124347

76073

228219

1636690

4919880

216559

815365

230295

41449
26259

螺栓杆连接区域连接刚度 kb 和锥形预紧力作用

区域连接刚度 km 并联，则整个螺栓连接区域的连接刚
度 ks 为

ks = n ( kb + km )

（2）

649677

分），调整薄层的材料参数，可以模拟不同预紧力下的

将螺栓连接结构简化为薄层结构（图 7 中绿色部

连接刚度。其轴向刚度与材料参数关系为
Ei Ai
ki =
Li

（3）

式中：Ei 为被连接件弹性模量；Ai 为有效横截面积；Li
为结构的长度。

螺栓连接结构的薄层单元建模

螺栓连接结构在工程上使用广泛，建模时通常将

螺栓结构等效成不同的结构模型，对其进行单元选
择、网格划分、材料定义、接触面连接方式设置等对螺
栓的静态及动态特性进
行模拟。
螺栓连接结构如图 6 所

螺栓连接的薄层单元结构受力和建模

式中：n 为整个连接件所有螺栓数。

的接触连接 2 类连接结构。

后导流板与前保持环
指尖密封-轴承座前保持环-底座

图7

（b）薄层单元建模

78777

涡轮后机匣各连接的“超模型”建模

本文涡轮后机匣的

（a）连接结构受力简化

159624

涡轮后机匣的构件连接涉及螺栓连接和搭接处
2.2.1

1
2
3

1
3

涡轮后承力机匣各部件“超模型”网格信息

尾锥

2.2

螺杆连 法兰边连
接区域 接区域

底座与后保持环
尾椎与后保持环

示。后机匣组合件内部
共 有 6 处 法 兰 安 装 接 触 图 6 涡轮后机匣轴向法兰
面，包括承力柱底座与前
螺栓连接位置

薄层单元连接结构的轴向刚度 k 为
k1 k2 k3
1 1
1
1
=
+
+
⇒k=
（4）
k k1 k 2 k3
k1 k2 + k2 k3 + k1 k3
联立式（2）、
（3）、
（4），得到薄层单元的材料参数
ks k1 k3 L2
E=
（5）
k1 k3 - ks (k1 + k3) A2

[

]

在装配条件下螺栓连接锥形预紧力区域通过实
体螺栓连接结构的静力学分析得到。
为了保证后机匣“超模型”建模中各构件相对几
何位置、形状不因使用薄层单元而变化，本文采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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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四边形壳单元薄层建模。薄层单元厚度依据单元
网格尺寸选取，单元网格的长度与厚度的比例系数为
λ=

max ( l 1 , l 2 )

（6）

搭接处的第 5、6 接触对；支板与后密封环之间的第 7
接触对，如图 9~12 所示。搭接结构在接触面法向提
供相当的接触刚度，切向可以相对运动。本文采用

t
式中：l1 和 l2 分别为壳单元 2 个方向的长度；t 为壳单元

ANSYS 接触单元模拟搭接结构，根据搭接结构的特

在 t=10~100 时，不会因单元厚度过大或过小而影响

模，共建立了 34604 个接触单元。

的厚度，对材料线性本构关系的薄层接触问题表明，
[15]

模拟接触面的力学特征效果 。

点，第 1~4 接触对采用 3D 刚体-柔体的面-面接触对

建模，第 5~7 接触对采用 3D 柔性的点-面接触对建

针对机匣内部 6 处螺栓法兰连接接触面建立 6 个

薄层单元。薄层材料两侧与接触法兰采用刚性连接，
对应位置如图 8 所示；依据上述薄层法建模原理结合

连接法兰尺寸及螺栓参数等，取壳单元厚度为 1 mm，
带入式（2）～（5）计算在装配条件下的 6 个薄层单元
的材料参数，见表 3。共建立 5062 个薄层单元，产生

图9

第 1、2 接触对

图 10

第 3、4 接触对

图 11

第 5、6 接触对

17826 个节点，总自由度为 106956。

（a）尾锥与后
保持环薄层

（b）承力支座与

（c）后导流板与

后保持环薄层

前保持环薄层

（d）前保持环与

（e）前保持环与

（f）指尖密封与

承力支柱薄层

后轴承座薄层

后轴承座薄层

图8

6 个薄层连接位置

表3

薄层单元材料参数

螺栓连接

弹性模量/GPa

（a）

3.16

（b）
（c）
（d）
（e）
（f）

2.2.2

密度/（kg/m3）

泊松比

7800

0.3

2.67
2.11
1.69
2.64
2.58

7800

0.3

7800

0.3

7800
7800
7800

0.3
0.3
0.3

支板搭接处的接触建模
针对涡轮后承力机匣支板处搭接结构，共设置了

7 处配触对：分别为支板下前缘与前保持环的第 1、2
接触对，支板后下缘与后保持环之间的第 3、4 接触

对；支板上前缘与前密封环和前密封环与后机匣外框

图 12

3

第 7 接触对

整体“超模型”动力学特性分析
基于构件精确模型、薄层及接触连接的涡轮后机

匣整体“超模型”如图 13 所示。整体“超模型”总自由

度超过 500 万，对其进行动力学计算，仅分析可能对
机匣振动影响较大的 1000 Hz 内前 8 阶模态，各阶模

态振型与归一化的振动频率如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
见，前 4 阶模态主要表现为同步与异步 2 节径振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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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 1、2 阶和第 3、4 阶为 2

4

对 重 模 态 ；第 5 阶 模 态 为
扭 转 振 动 模 态 ；第 7、8 阶

频差精度可达 1% 以内，精度过高会降低计算效率；

异 步 3 节 径 振 动 ，振 型 较

（2）构件间的连接部分可根据其结构选用薄层单

元或两类接触单元进行建模；

为相似。从模态振型可

（3）
“超模型”动力学特性分析表明涡轮后承力机

见，并非组成机匣的各构
整体振动中都有体现。

结论
（1）经优化后，涡轮后承力机匣“超模型”构件的

主要为以外框振动为主的

件的模态在后承力机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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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匣低阶模态主要包括同步、异步节径振动，扭转振动
整体涡轮后承力机匣
有限元超模型

和外框局部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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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强度与损伤分析
籍永青 1，徐

颖 1，游彦宇

2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2.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北京 100024）
摘要：为了较准确地预测航空发动机机匣复合材料周向安装边的强度和失效模式，以某型涡扇发动机复合材料机匣周向安装
边为对象，开展了复合材料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的静拉伸试验和静强度及损伤预测方法研究。通过试验获得周向安装边模拟
件静强度及给定考核静载下的损伤模式；基于 3 维逐渐损伤分析方法，采用挤压孔边局部节点合并等效接触算法，建立了复合材
料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的静载逐渐损伤分析模型，采用该模型对安装边模拟件不同角度的铺层损伤模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
明：静强度预测误差在 6% 以内，考核静载下的预测损伤与试验结果对比损伤区域基本一致；所建立的静载逐渐损伤分析模型具有
较高的计算精度。

关键词：复合材料；机匣周向安装边；静拉伸试验；静强度；损伤行为；涡扇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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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tatic Strength and Damage of Circumferential Mounting Flange Simulators in Composite Casing
JI Yong-qing1，XU Ying1，YOU Yan-yu2
（1.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2. AVIC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nstitute，Beijing 100024，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ccurately predict the strength and damage mode of the circumferential mounting flange in the composite casing

of a turbofan engine，taking the circumferential mounting flange in the composite casing of a turbofan engine as an object，the static tensile
tests and the prediction method of static strength and damage of the circumferential mounting flange simulators in composite casing were
carried out. The static strength of the circumferential mounting flange simulators and the damage mode under static load were obtained by

experiments.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progressive damage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equivalent contact algorithm of node combina⁃
tion，the static load progressive damage analysis model of circumferential mounting flange simulator in composite casing was established.
Compared with the test results，the predicting error of static strength is less than 6%. And the damage area under static load is basically the
same. 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method，the damage modes of the layer at different angles were analyzed.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tatic
load progressive damage analysis model established has high calculation accuracy.

Key words：composite materials；circumferential mounting flange of casing；static tensile test；static strength；damage behavior；tur⁃

bofan engine

0

铆钉搭接方式与复合材料连接，机匣周向安装边含有

引言

非对称变厚度铺层、单金属盖板、双排间隔铆钉排布

碳纤维树脂基复合材料以其轻质、高比强度、高

等复杂结构特征，是复合材料的薄弱位置。探究机匣

比模量等优势，已广泛应用在涡扇发动机外涵机匣为

周向安装边位置的局部强度和失效模式对于机匣设

代表的多种冷端部件中

[1-2]

。机匣可分为分段式结构

计具有重要意义。

或分半式结构，其中分段式机匣一般通过法兰边连

然而，目前针对复合材料与金属连接结构的研究

接。复合材料机匣安装边位置通常采用金属材料，以

多是以等厚度层合板与金属的单搭接或双搭接为研

收稿日期：2020-01-19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金（6141B090304）资助
作者简介：籍永青（1994），男，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进复合材料结构；E-mail：jiyongqing@nuaa.edu.cn。
通讯作者：徐颖（1979），女，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先进复合材料强度与结构；E-mail：xying@nuaa.edu.cn。
引用格式：籍永青，徐颖，游彦宇 . 复合材料机匣周向安装边强度与损伤分析[J]. 航空发动机，2022，48（1）：54-60.JI Yongqing，XU Ying，YOU Yanyu.
Analysis of static strength and damage of circumferential mounting flange simulators in composite casing[J]. Aeroengine，2022，48（1）：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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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这些研究仅可反映机匣周向安装边的部分结

机匣周向安装边实际

构特征，而无法明确机匣周向安装边的破坏模式及失

结构局部如图 2 所示。针

效机理，需要开展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的试验研

对其双排间隔铆钉排布特

究。另外，针对机匣周向安装边强度及损伤设计，通

征，为了方便试验机装夹，

过对不同设计参数的机匣周向安装边进行试验研究

按照图 2 红线将安装边模

的时间、经济成本较高，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建立机
匣周向安装边参数化强度和失效分析模型，可以为机

拟件设计为 I 型和 II 型典

I 型周向安装边

II 型周向安装边

型模拟件，其尺寸及铆钉

匣周向安装边的结构优化设计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孔的位置均按照实际结构

复合材料连接结构的力学性能分析比层合板和

设计，由于模拟件相比机

无挤压孔层合板的复杂[3]，挤压孔附近的应力状态和

匣整体较小，忽略局部结

结构的失效模式与连接结构类型、铺层顺序、结构尺

构中较小的弧度，将模拟

寸等多种因素有关。熊勇坚等[4]基于 3 维渐进损伤理

件设计成平板。

胶接、混合连接）在静载下的失效形式，表明铆接接头

示。机匣部分为 T300/BMP-316 层合复合材料，盖板

论研究了 3 种不同的金属-复合材料搭接结构（铆接、
的失效形式为铆钉剪切失效；Quinn 等[5] 通过试验发

现不同铺层顺序直接影响层合板螺栓连接的挤压强

图2

机匣周向安装边
实际结构局部

机匣 I 型和 II 型周向安装边模拟件如图 3、4 所

及铆钉为 TC4 钛合金。I 型和 II 型安装边仅铆钉孔的
位置不同。铺层为非对称变厚度铺层，将覆盖复合材

度，试验表明 90°铺层在层板最外侧时承载能力最差；

料整板面的子层称为主铺层，未覆盖复合材料整板面

挤压强度，同时利用非线性分析方法分析了复合材料

部分逐渐过渡至 32 层主、次铺层的局部加强区（含孔

非线性接触分析建立了整个加载过程的逐渐损伤分
析模型，同时开展了 T300/QY9512 层合板的单钉静拉

基于以上相关研究进展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开展

90°
45°
0°

了复合材料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的静拉伸试验，以
的参数化有限元建模，并建立了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

7.6

复合材料机匣结构如
合金安装边以内搭接铆钉
连接形式固定在机匣一端。 图 1

1.5
机匣内表面
铆钉 HB6319-89-3.5X10-3 件

周向安装边

复合材料外涵机匣结构

90°
45°
0°

75
金属盖板
105

34

TC4

MP（15.18）
MP（13.20）
MP（10.23）
MP（8.25）
MP（4.29）
MP（2.31）

70

拟件试样

mm

I 型周向安装边模拟件

T300/BMP316 复材层合板
2.6 机匣外表面

65
50

机匣周向安装边模

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钛

图3

加强片

机匣周向安装边

模拟件静拉试验
1.1

34

TC4

MP（15.18）
MP（13.20）
MP（10.23）
MP（8.25）
MP（4.29）
MP（2.31）

14 10
55555 30
260

ANSYS 软件为平台实现了复合材料机匣周向安装边

1

1.5

加强片
机匣内表面
65
50

力状态和损伤起始、扩展均有较大区别。

进行对比。

105

T300/BMP316 复材层合板

试验，表明不同尺寸的多钉连接结构各钉孔附近的应

件的静载逐渐损伤分析模型，将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

75
金属盖板

铆钉 HB6319-89-3.5X10-3 件
机匣外表面

5.6

复合材料层合板的多钉连接参数化有限元模型，结合

区域），底层为第 1 层，铺层参数见表 1。

70

较，误差在 6% 以内；张爽等 以 ANSYS 为平台建立了
[7]

5.6

对角多钉连接的强度，并将仿真强度与试验结果比

的子层称为次铺层，结构由左侧 20 层主铺层的平直

7.6

刘忠献等 应用有限元法预测复合材料连接孔处的

2.6

[6]

260

14 10
30

图 4 II 型周向安装边模拟件

mm

56
表1
铺层数

1/32

机匣周向安装边铺层角度

角度/（°） 主/次铺层

铺层数

45

主铺层

9/24

2/31

90

次铺层

3/30

-45

4/29
5/28

载荷持续缓慢降低，位移持续增大，这是由于孔边受

角度/（°） 主/次铺层

90

主铺层

10/23

0

次铺层

主铺层

11/22

45

主铺层

90

次铺层

12/21

90

主铺层

0

主铺层

13/20

-45

次铺层

6/27

90

主铺层

14/19

0

主铺层

7/26

-45

主铺层

15/18

45

次铺层

8/25

0

次铺层

16/17

90

主铺层

1.2

第 48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压一侧已经开始出现纤维和基体的挤压损伤，随着继
续加载，载荷不再提高，位移不断增大，结构失效。
1.3

考核载荷下的损伤检测
在静强度试验过程中，采用中断加载的方式对考

核载荷下的周向安装边模拟件的损伤进行超声 C 扫

描检测。根据设计单位给出的机匣周向安装边最大
静载（名义拉伸应力）19.46 MPa，乘以安全系数 3 作为
考核静载 58.39 MPa。

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在未加载和加载至考核载

静强度试验结果

静拉伸强度试验在 MTS-Landmark 试验机上进

荷下的超声 C 扫描损伤图像如图 7 所示。超声 C 扫描

见，周向安装边模拟件的破坏形式为在铆钉孔处的局

一定色域范围内以不同的颜色显示成图像。由于损

部挤压破坏，观察破坏区域，试样在孔的受压一侧主

伤会造成声波难以穿透，损伤区域的反射波强度较

要发生纤维压断损伤和基体压裂损伤。研究结果[8-10]

高，因此图中颜色较深的区域为损伤区域。从图中可

显示，层合板接头的宽孔比 W/D>4 时结构一般发生

见，当加载至静拉伸载荷考核点时，结构在铆钉孔受

孔边局部挤压破坏。周向安装边试样的宽孔比为

压一侧出现半圆形的损伤，以及在变厚度段和自由边

6.306，其破坏模式与文献研究结果的一致。

界出现少量损伤。

行，试验前后模拟件外观对比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

（a）I 型，试验前

（b）I 型，试验后

（c）II 型，试验前

（d）II 型，试验后

图5

可以将探头接收到的试样某横截面的反射波强度在

（a）I 型，
试验前

周向安装边静拉伸强度试验前后模拟件外观对比

周 向 安 装 边 模 拟 件 静 拉 伸 强 度 试 验 值 见 表 2。

从表中可见，I 型和 II 型周

向安装边的静拉伸强度值

表2

周向安装边模拟值静拉
伸强度试验值

基本相同，可以认为在保

试样

破坏载荷/

破坏应力/

证宽孔比相同的条件下，

类型

kN

MPa

铆钉孔的位置对复合材料
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的

I型

II 型

17.53
17.13

100.16
97.86

静拉伸强度影响不大。
周向安装边模拟件
静拉伸强度试验载荷-位
移曲线如图 6 所示。从

图中可见，周向安装边的
静拉伸载荷-位移曲线在
加 载 过 程 前 期 基 本 是 线 图 6 周向安装边模拟件静拉
性的，加载至一定程度后 伸强度试验载荷-位移曲线

图7

2
2.1

（b）I 型，
考核点

（c）II 型，

（d）II 型，

试验前

考核点

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考核载荷下的损伤行为

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力学失效模型
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参数化建模
为了使有限元模型可适用于不同铺层、不同尺寸

参数的机匣周向安装边结构，即通过在子程序中改变
设计参数值的方法建立此类周向安装边模拟件参数
化有限元模型。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有限元模型
如图 8 所示。其中，橘红色为复合材料部分，浅蓝色

为金属部分，单元类型为 SOLID185 3 维 8 节点六面体
单元，在厚度方向上每一子层划分成 1 个单元。此模

型可以根据 APDL 子程序输入的铺层、尺寸、孔位置、
铆钉数量、网格密度等参数在 ANSYS 软件中自动建

模。有限元模型的位移边界条件为在金属端部施加
全位移约束，载荷边界条件为在复合材料端部施加静
拉伸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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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型
图8

NearContact Sliding

（b）II 型

NearContact Sliding

（a）I 型

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有限元模型

图 10

由于复合材料存在非对称变厚度区域，即由铆钉

（b）II 型

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接触状态

孔附近的 32 层逐渐过渡到平直部分的 20 层。本文采
用的网格划分方式是将变
厚 度 区 域 等 分 成 6 段 ，分

（a）实际网格

别对其划分网格，这也与

结构实际的铺层一致，变

0

0.112E+10

厚度部分的网格如图 9 所

0.223E+10

0.446E+10

0.558E+10

图 11

示 。 在 图 9（b）中 对 厚 度
做了放大处理，其中蓝色

0.335E+10

0.669E+10

0.781E+10

0.892E+10

0.100E+11

0

0.858E+09

（a）I 型

0.172E+10

0.257E+10

0.343E+10

0.429E+10

0.515E+10

0.601E+10

0.686E+10

0.772E+10

（b）II 型
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接触应力

（b）厚度放大

为复合材料主铺层，紫色 图 9 机匣周向安装边变厚
为次铺层。
2.2

度段有限元模型

铆钉与复合材料接触的等效方法
机匣周向安装边含有铆接结构，当安装边受载

0

0.343E-04

0.687E-04

0.103E-03

0.137E-03

0.172E-03

时，铆钉与孔边复合材料存在载荷传递，常用的处理

（a）I 型

方法是将复合材料孔边单元与铆钉单元进行非线性

图 12

接触分析。但是，逐渐损伤分析方法需要多次循环加
载进行应力计算，若采用非线性接触计算，计算成本
过高。因此，本文采用节点合并法实现复合材料与铆
钉结构的载荷传递。其原理是将铆钉与复合材料孔

0.206E-03

0.240E-03

0.275E-03

0.309E-03

0

0.351E-04

0.701E-04

0.105E-03

0.140E-03

0.175E-03

0.210E-03

0.246E-03

0.281E-03

0.316E-03

（b）II 型

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接触滑移值

铆 钉 孔 板 和 II 型 左 侧 单 铆 钉 孔 的 节 点 合 并 角 度 为
120°，将节点合并角度内的节点进行“粘结”操作，如
图 13 所示。

边的单元网格划分一致，再将处于实际接触区域的同
位节点合并成 1 个节点，以实现载荷传递。节点合并

法的前提条件是需要预先设置实际接触区，本文采用

120°

非线性接触法计算结构在某载荷下的接触应力，确定
结构存在接触的区域，并分析该接触区域的滑移值，

采用非线性接触法计算的 100 MPa 拉伸载荷下

的接触状态、接触应力以及接触滑移值分别如图 10~
12 所示。从图 10 中可见，在拉伸载荷下接触区域为

120°
100°

100°

滑移值小于 0.1 mm 的接触区域近似为实际接触区，
即确定了节点合并的角度。

100°

100°

（a）I 型
图 13

（b）II 型

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节点合并角度

为了验证选用节点合并角度的合理性，将节点合

右侧挤压孔边半圆柱面。从图 11 中可见，3 处接触区

并计算应力结果与接触计算应力结果进行对比，如图

12 中可见，选取滑移值小于 0.1 mm 的区域近似为实

比可见，应力云图基本一致；但节点合并计算的孔边

域的最大应力均在圆孔右侧靠近底面的顶点。从图
际接触区，等效节点合并角度：I 型左侧双铆钉孔和 II
型右侧双铆钉孔的节点合并角度为 100°；I 型右侧单

14 所示。从图中第 14 层（0°，主铺层）的等效应力对

最大应力相较接触计算的偏高，这可能导致预测的强
度偏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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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3 ≤ 0

( ) ( ) ( )
σ3
ZC

2

+

τ 13
S 13

2

+

τ 23
S 23

2

≥1

（7）

式中：σ i 和 τ ij 分别为子层单元在材料主轴上的正应力
（a）I 型，接触

（b）I 型，节点合并

和剪应力；X T、X C、Y T、Y C、Z T、Z C 分别为单向板的纵向、
横向、法向的拉伸、压缩强度；下标 T 为拉伸，C 为压
缩；S ij 为单向板主方向的剪切强度。

在逐渐损伤分析过程中，需要对发生损伤的单元
进行刚度折减，本文采用改进后的 Camanho 退化准

则[14]，退化方式为根据损伤单元的损伤模式，将该单
元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乘以相应的折减系数，对应的
折减系数见表 3。
（c）II 型，接触
图 14

（d）II 型，节点合并
的等效应力对比

2.3

表3

周向安装边模拟件第 14 层（0°，主铺层）

复合材料的损伤是渐进的过程，局部损伤会导致
载荷重新分配，损伤造成结构的刚度系数不断衰减，
直至最终结构失效。本文选用 3 维 Hashin 准则作为

面内损伤和分层损伤判据，损伤模式分为：纤维拉伸、
纤维压缩、基体拉伸、基体压缩、基纤剪切、分层。在
静载条件下的 3 维 Hashin 准则
纤维拉伸：σ 1 > 0

[11-13]

的具体形式为

( ) ( ) ( )
σ1
XT

2

+

纤维压缩：σ 1 ≤ 0

( )

基体拉伸：σ 2 > 0

2

τ 12
S 12

σ1
XC

2

+

τ 13
S 13

2

≥1

2

基体压缩：σ 2 ≤ 0

≥1

2

τ 12
+
S 12

τ 12
+
S 12

分层：σ 3 > 0

+

2

2

2

τ 23
+
S 23

τ 23
+
S 23

τ 12
S 12

2

+

σ3
ZT

+

v xz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0.20

0.20

0.20

0

0

纤维拉伸 0.07
基体拉伸
基体压缩
基纤剪切
分层

0.14

0.14

0.40

0.40
0

0

0.14

0.14

0.40
0

0

0.14

0

0.14

0.14

注：E xx、E yy、E zz 分别为 X、Y、Z 方向的弹性模量；G 为剪切模量；v 为泊
松比。

坏，称为结构总体失效判据。Papanikos 等[15]采用的方
法是，当层合板 0°子层中发生纤维损伤的单元覆盖整

τ 13
S 13

2

段需要考核每一子板的纤维损伤情况，不具量化性。
判断方法，即结构中的纤维损伤单元占结构总单元数

≥1

（3）

+

τ 23
S 23

2

目的 30% 以上时，认为结构失效。

综合以上参数化建模方法，采用节点合并等效接

触算法，
基于逐渐损伤分析方法，
并结合相应的损伤判

2

τ 13
S 13

( ) ( ) ( )
2

v yz

为了定量判断结构总体失效，本文采用陈津博等[16]的

( ) ( ) ( )
σ1
XC

v xy

损伤模式外，需要有标准衡量总体结构是否发生破
（1）

≥1

（4）

2

据和性能退化准则及总体失效判据，
在 ANSYS 软件中

建立了复合材料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的静载逐渐损

基纤剪切：

2

G xz

为了准确预测结构的静强度，除判断每个单元的

（2）

( ) ( ) ( )
σ2
YC

G yz

E zz

个子板的宽度范围时判断为结构破坏，但这种判断手

( ) ( ) ( )
σ2
YT

G xy

E yy

纤维压缩 0.14

机匣周向安装边静载逐渐损伤分析模型

材料刚度及泊松比折减系数

E xx

伤分析模型和方法，即先根据设计参数建立机匣周向
≥1

（5）

安装边模拟件的有限元模型，并对其施加合理的初始
位移与载荷边界条件；
然后进行应力分析，
根据得到的
应力分量值结合损伤判据确定结构的损伤情况，并根

≥1

（6）

据性能突降准则进行刚度折减；直至此载荷步下无新
的损伤出现，
增加 1 个载荷步长；
重复上述过程，
直至满

第1期

足总体失效判据，完成计

损伤主要集中在孔的受压一侧；

算。具体分析流程如图 15

（2）仿真预测的损伤面积较试验的偏大，预测结

所示。

3

果偏保守。
3.2

仿真结果与试验对比

3.1

静强度与考核载荷

拟件各铺层角度子板的损伤模式、损伤起始位置及扩
展方向，见表 5。

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

表5

件静拉伸强度仿真与试验
结果对比见表 4。从表中

可见，最大仿真误差仅为
5.15%，仿 真 强 度 较 小 ，预

损伤扩展仿真分析
根据仿真的损伤结果总结了机匣周向安装边模

下的损伤

图15 机匣周向安装边静载
逐渐损伤分析流程

铺层角度/
损伤模式
（°）

0

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静拉伸强度仿真与试验结果对比
结构

试验/MPa

仿真/MPa

误差/%

I型

100.16

95

5.15

II 型

97.86

95

整板损伤仿真与试验结果对比如图 16 所示。
基体压裂

基体拉裂

纤维压裂

90

2.92

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静拉伸考核点 58.39 MPa

分层

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各铺层角度子板的损伤模式
损伤起始位置与扩展方向

测结果偏保守。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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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拉裂

基纤剪切

±45

损伤起始位置

损伤扩展方向

纤维压缩

孔受压一侧

载荷方向

基纤剪切

孔垂直载荷两侧 垂直载荷方向

分层

孔受压一侧

纤维拉伸

孔垂直载荷两侧 垂直载荷方向

基体拉伸

孔周

孔径向向外辐射

分层

孔受压一侧

载荷方向和垂直载荷方向

纤维压缩

孔受压一侧

基纤剪切

孔垂直载荷两侧 垂直载荷方向

与载荷方向成 45°

分层

孔受压一侧

纤维拉伸

孔垂直载荷两侧 垂直载荷方向

载荷方向

载荷方向和垂直载荷方向

从表中可见：
（1）任何损伤的起始位置均为孔边，即机匣周向
安装边孔边的应力集中较为显著；
（2）0°铺层子板和±45°铺层子板的损伤模式与损

伤起始位置均一致，纤维压缩损伤的扩展方向与其铺
层角度有关。
周向安装边虽为上下对称铺层，但由于其含有非
（a）I 型，
试验

（b）I 型，仿真

对称变厚度部分，其上下对称铺层的损伤有所差别，
因此也需要对上下对称铺层的损伤情况进行对比分
析。且 II 型周向安装边的损伤模式及扩展过程与 I 型
的基本一致，仅因孔位置不同而损伤位置不同，这里
仅以 I 型周向安装边为例。

机匣 I 型周向安装边模拟件 0°铺层子板各损伤

模式损伤单元数占子板总单元数比例随载荷变化曲
线如图 17 所示。±45°铺层子板的曲线规律与 0°的基
（c）II 型，试验
图 16

（d）II 型，仿真

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静拉伸考核点58.39 MPa整板
损伤仿真与试验结果对比

从图中可见：
（1）仿真预测的损伤区域与试验结果基本一致，

（a）纤维压缩

（b）基纤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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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大学，2006.

WANG Danyong. Research on prediction of damage failure and fatigue

life for composite bolted joints[D].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
nautics Astronautics，2006.（in Chinese）

[4] 熊勇坚，郑艳萍，夏小松，等 . 金属-复合材料搭接结构性能研究[J].
玻璃钢/复合材料，2019（8）：59-65.

（c）纤维拉伸
图 17

（d）分层

机匣 I 型周向安装边模拟件 0°铺层子板各损伤模式损
伤单元占子板总单元数比例随载荷变化曲线

本一致，这里不再给出图像。从图中可见，0°和±45°
铺层子板越靠近外表面，相应损伤模式的损伤单元数

越少，表明机匣周向安装边靠近内表面的子板更易发
生损伤。

4

结论
（1）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的破坏模式为孔边的

局部挤压破坏，与宽孔比的关系和文献研究一致，其
在静拉伸载荷下的易损伤区域为孔受压一侧及变厚
度段；
（2）建立的复合材料机匣周向安装边模拟件静载
逐渐损伤分析模型能够反映结构的损伤机制与过程，
模型预测的静拉伸强度与试验测得结果相差不超过
6%，预测的损伤区域与试验基本一致，具有较高的计
算精度；

（3）仿真预测各类损伤模式的起始位置均为孔
周，说明机匣周向安装边的孔周应力集中最为显著，
机匣周向安装边的强度和损伤设计应首先考虑孔周
的应力状态；
（4）仿真分析表明，0°和±45°铺层子板越靠近外

表面，相应损伤模式的损伤单元数越少，即机匣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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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制试验
黄

发，郭

垒，贾鹏超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
摘要：为解决航空发动机管路振动应力超限问题，提出航空发动机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制概念，制定了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
制流程，提炼出基于管路基本管型、卡箍基本约束方式的振动应力原位抑制方法；结合发动机整机试验，对管路系统振动应力测试
截面、试车程序进行了分析，并将所建立的分析流程和方法应用到某型发动机管路系统设计和试验中。结果表明：振动应力原位
抑制后的管路系统承受住了实际工作环境的考验，验证了流程和方法的有效性；管路两端管接头焊接处、与附件相连接头处、刚性
接地卡箍处，是应力较大的区域，应进行重点监控；采用 3 min 试车方案可在保证测量数据准确有效的前提下，降低测试成本并提
高 1 倍的测试效率。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制流程和方法可为航空发动机管路系统的设计、振动应力测试及抑制提供参考。
关键词：原位抑制；管路；卡箍；应力测试；振动应力；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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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on Situ Control of Vibration Stress in Aeroengine Pipelines
HUANG Fa，GUO Lei，JIA Peng-chao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over limit vibration stress of aeroengine pipelines，situ control concept of vibration stress in aeroen⁃

gine pipelines was put forward，situ control flow of vibration stress of pipelines was established，and the method of situ control vibration

stress based on the basic pipelines type and the basic restraint mode of clamps was extracted. Combined with the engine test，the test sec⁃
tion and test program of vibration stress of pipelines system were introduced，the established analysis flow and method were applied to the
design and test of an engine pipeline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ipelines system with situ control can withstand the test of the actual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cess and method.The welding of pipe joints at both ends of the pipeline，the con⁃
nector with accessories and the rigid grounding clamp are areas with large stress，which should be monitored，the 3-min test plan can re⁃
duce the test cost and improve the test efficiency by double on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the accura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measurement

data. The flow and method of insitu control of pipeline vibration stres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pipelines，vibration stress test
and control.

Key words：situ control；pipeline；clamp；stress test ；vibration stress；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管路系统主要作用是根据燃油系统、

在中国正在使用的现役飞机（含发动机）管路失效的
故障率占总故障率的 52%[1]。长期以来，航空发动机
管路失效一直是影响其可靠性的重要问题之一[1-2]。

滑油系统、空气系统、防冰系统等要求，为发动机输送

管路振动应力是评定管路可靠性的直接判据[3]。

燃油、滑油、气体等工作介质，保证发动机各系统正常

美国《航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机通用规范》

工作。管路系统不仅受到来自发动机转子不平衡力、

（MIL-E-5007D）明确指出应在发动机上进行管路系

流体脉动压力等方面造成的振动以及发动机高温、高

统的振动应力测量，英国 EGD-3 应力标准也对管路

压等恶劣环境因素的影响，
同时必须面对由加工、
焊接
和安装等不确定因素引起的损伤、装配应力的问题。

系统提出了应力要求[1-3]，但中国无法获得具体的管
路振动应力测试、抑制等相关内容。中国诸多学者对

收稿日期：2019-12-14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黄发（1987），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从事航空发动机总体结构研究工作；E-mail：fhuang_20@sina.com。
引用格式：黄发，郭垒，贾鹏超 . 航空发动机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制试验[J]. 航空发动机，2022，48（1）：61-67. HUANG Fa，GUO Lei，JIA Pengchao.
Experimental on situ control of vibration stress in aeroengine pipelines[J]. Aeroengine，2022，48（1）：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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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振动应力进行了理论和试验研究。文献[4]介绍

同步采集和数据处理。

了航空发动机管路系统振动应力测试的一般方法；郝
[5]

兵等 介绍了一种利用快干胶结合常规应变片进行

最终振动应力根据胡克定律并考虑温度后进行
计算

管路振动测量的方法；刘涛等[6] 介绍了发动机不同管

σ m = E T ε ec

型导管的振动应力测试试验；石立等[7]、史杰等[8]、王
鸿鑫[9] 针对飞机液压管路进行了应力测试和优化分
[10]

[11]

[12]

析；李鑫等 、王晶等 、刘伟等 分别分析了卡箍位
[13]

置对管路振动的影响；程小勇 对飞机液压导管进行
了疲劳试验，并分析了装配应力对管路的影响；陈志
英等[14] 对航空发动机空气管路系统进行了 3 维全尺

寸弹塑性分析及优化设计；齐晓燕等[15]对某民机液压
管路系统进行了振动应力试验及疲劳寿命分析。上
述研究主要集中于飞机液压管路，而对航空发动机管

(

ki
RL
1+
k
R

)

（1）

式中：σ m 为管路振动应力；E T 为温度 T 下的弹性模
量；ε ec 为测量应变；k i 为应变桥路灵敏度系数；k 为应
变片灵敏度系数；R L 为导线电阻；R 为应变片电阻。
1.2 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制流程

根据某型航空发动机管路振动应力测试及原位
抑制试验，建立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制的一般流程，
如图 1 所示。

路系统的报告较少，同时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数值仿真方面，很少结合发动机整机试验，在发动机
真实工作环境下进行管路系统振动应力测试、分析和
抑制工作。
本文以某型航空发动机管路系统为研究对象，提
出振动应力原位抑制的概念，建立管路振动应力原位
抑制的流程和方法，基于发动机整机试验，在发动机
真实工作环境下对管路系统振动应力的测试截面选
取、试车程序确定进行研究。

1

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制

1.1 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制概念
目前在国内，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制研究仅限于

图1

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制流程

在船舶管路中开展[16]，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尚未有相关

首先，针对所要进行振动应力测试的管路，根据

研究。本文基于管路系统振动应力测试及抑制的工程

其工作温度合理选取应变片的类型，对需要重点关注

实践，
提出航空发动机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制的概念。

的测试截面按规定的工艺方法进行应变片的贴片。

航空发动机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制是指在保证

将完成贴片后的管路安装到发动机上，根据确定的试

管路系统整体布局不变，同时不改变管路管型的前提

车程序随发动机进行测试。对于满足应力限制值的

下，在试验现场或装配现场进行振动应力超限管路的

管路，允许装机使用；对于不满足应力限制值的管路，

应力控制，使管路系统满足振动应力限制值要求，保

直接在发动机上进行振动应力原位抑制。

证管路系统的可靠性。

其次，对于振动应力超限的管路，先对管路的支

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制必须结合管路振动应力

承方案、卡箍的约束方式进行分析，对于存在不合理

测试进行。航空发动机管路振动应力测试一般采用

支承、约束的情况，根据管路安装实际位置和发动机

成熟的动态信号测试系统，由电阻应变计片、动态数

空间允许条件，通过增减卡箍、增大阻尼以及移动卡

据采集系统、计算机等组成。首先在测量构件被测位

箍的方法，调整管路的支承刚性及支承位置，实现振

置粘贴电阻应变片，通过应变片栅丝电阻的变化反映

动应力的原位抑制，以缩短发动机上、下台架或分解、

振动给构件表面带来的变形，然后通过动态数据采集

装配的时间，同时最大限度地保证发动机管路系统方

系统同时接入应变信号和发动机转速信号，由计算机

案不做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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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于振动应力原位抑制后仍超出限制值的

其次，分析振动应力超限管路的卡箍约束是否合

管路，重新调整管型，重复上述过程合格后方能装机

理。航空发动机卡箍的约束方式可分为 4 种基本类
型（如图 3 所示）：卡箍-机匣型、卡箍-支架-安装边

使用。
1.3 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制方法

型、卡箍-支架-机匣型和悬空型。卡箍-支架-安装

合适、有效的卡箍形式和卡箍布局是管路系统进

边型（卡箍通过支架约束在机匣安装边上）和卡箍-

行 振 动 抑 制 最 通 用 、最 方 便 和 最 经 济 适 用 的 方

支架-机匣型（卡箍通过支架约束在机匣上），由于支

式

[10-12]

。某型发动机针对振动应力超限的管路，在分

架本身具有一定的阻尼，因此在振动应力测试中，这

析管路管型、振动应力超限位置和空间安装位置的基

2 类卡箍位置处的振动应力比卡箍-机匣型（卡箍直

础上，
采用增减卡箍、
增大管路阻尼以及移动卡箍位置
3 方面直接在发动机整机上进行振动应力原位抑制。

接安装在机匣上）的情况要小。尤其是通过卡箍直接
约束在旋转部件静子机匣（如风扇机匣、压气机机匣）

首先，分析振动应力超限管路是否存在不恰当的

上的管路，在测试中发现振动应力较大。进行振动应

支承方式。根据管路系统的构型，可以将管路简化为

力原位抑制时，由于卡箍-机匣型、卡箍-支架-安装

一字型、L 型、Z 型和 U 型 4 种基本管型，如图 2 所示。

边型和卡箍-支架-机匣型卡箍约束位置不可调整，

在进行管路振动应力抑制分析时，对于一字型管路，

可在机匣与卡箍或卡箍与支架之间增加金属垫片、衬

当管路支承间距 L>（30~40）d（d 为管路的外径）时，应

垫以增大阻尼的减振效果；悬空型卡箍约束可通过增

在管路中间区域增加卡箍，限制管路的振幅，以降低

减卡箍、移动卡箍位置进行振动应力原位抑制。

振动应力；对于 L 型管路，当 A、B 处未同时布置卡箍

而振动应力超限时，可通过将卡箍往振动应力超限方
向移动，或增加卡箍保证在 A、B 处同时有卡箍约束，
降低振动应力；对于 Z 型和 U 型管路，应至少保证在
A、B 或 B、C 处布置卡箍。卡箍应尽量靠近折弯处，但

不应卡在管路的弯曲段。可通过调整基本管型直线
段卡箍数量和位置，进行振动应力抑制。对于管型复
杂的空间管路，可分解为一种或多种基本管型的组

（a）卡箍-机匣型

（b）卡箍-支架-安装边型

（c）卡箍-支架-机匣型

（d）悬空型

合，按上述方法进行分析。
L1
A
L
A
L2

B

图3
（a）一字型管路

排除上述 2 种不合理情况造成的振动应力超限

（b）L 型管路

后，向振动应力较大或超限位置处的管接头、折弯处

A

移动卡箍位置，可以有效降低振动应力。

A

L1

考虑到管路系统的复杂性，采用单一的振动应力
B

B
L3

L3

C

（c）Z 型管路
图2

原位抑制方法如不能得到很好的效果，此时，应综合
使用上述方法进行抑制。

C

（d）U 型管路
管路基本管型的约束

L2

L2

L1

卡箍基本约束方式

2

振动应力测试关键技术
管路振动应力测试是进行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

制的前提，同时也是验证振动应力原位抑制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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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手段。在进行振动应力测试时，测试截面的选

管接头、刚性卡箍处。振

取直接关系到测试结果是否真实反映实际应力状态，

动 应 力 峰 值 最 大 的 第 86

合适的试车程序可节约测试时间与成本，而振动应力
限制值则是判断测试结果是否需要进行原位抑制的
依据。因此，有必要对这 3 项与振动应力原位抑制直

号管路管型及各测试截面

的振动应力分布如图 4、5
所示。图中接地卡箍指用

图4

第 86 号管路管型

接相关的关键技术进行研究。

于管路与机匣之间的相对

2.1 振动应力测试截面

固定的卡箍，悬空卡箍指用于管路与管路之间的相对

一般采用有限元软件对管路进行数值仿真的方
[8]

法来确定振动应力测试截面 。由于管路系统结构
复杂，连接及约束形式多样，有限元仿真时不可能模
拟整个管路系统，而多采用单管模型，分析模型相对
实际管路系统采用了过多假设，导致边界条件难以准
确地模拟真实发动机管路的安装状态，同时管路应力

固定的卡箍，一般认为双联卡箍为刚性卡箍，Ω 型单
联卡箍为柔性卡箍[17]。从图 5 中可见，振动应力在连

接附件和其他管路的管接头处相对悬空卡箍处较大；
对于刚性接地卡箍，尤其是固定在机匣（测试截面 5、
6 处）上的振动应力最大。

受到压力、温度、振动、结构变形、安装应力等多物理
场耦合交叉因素影响，采用有限元分析来确定振动应
力测试截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据统计，管路的主要故障模式为大应力、疲劳所
引起的裂纹和断裂[3]，故障多发生在导管与管接头的
焊缝处[19-20]。在某型发动机管路系统设计初期，为了
获得管路系统振动应力测试数据，对共计 203 根管路

组件在 4 台发动机上进行了测量，不仅对管路两端管
接头焊缝处进行贴片测试，同时增加卡箍、三通两侧
以及角度小于 90°弯管的内侧截面进行全面测试，每

个测试截面布置 2 个相互垂直的测点，选取实测最大
振动应力作为该测试截面的振动应力值。整个管路

系统布置振动应力测点约 2000 点，在发动机真实试
车环境下检测管路的振动应力水平。统计分析了管

路振动应力超出限制值的位置、管径等信息，见表 1。
表1
管路
编号
49
53
73
85
55
86

28
185
88
133
37

振动应力超限管路统计

管路外径/
mm
6
6
6
6
6
6

6
6
8
12
12

振动应力峰值/
MPa

振动应力
超限位置

40
37
51
39

管接头处
管接头处
管接头处
管接头处
刚性卡箍/
管接头处

62

刚性卡箍/
管接头处
管接头处
管接头处
管接头处
管接头处
管接头处

58

54
40
43
35
34

从表中可见，振动应力超限位置集中在管路两端

图5

第 86 号管路各测试截面应力分布

通过某型发动机管路振动应力的测试和大量实
测数据统计发现：悬空卡箍处的振动应力相对较小；
在管路两端管接头焊接处、与附件相连接头处、刚性
接地卡箍处，是应力较大的区域，应选为贴片截面进
行重点监控。
2.2 振动应力试车程序
进行管路系统振动应力测试以及振动应力原位
抑制验证测试时，应保证测试在发动机所有工作转速
范围内进行，可以结合发动机性能录取、专项测量等
试验开展。目前对于振动应力试车程序尚没有统一
标准和规范，一般采用 7~8 min 扫频进行测试，但这
种方法存在测试时间较长、效率较低的弊端。

为确定试车程序，探索测试时间对振动应力测试
的影响，选取了 2 种不同管路振动应力测试时间的方
案，结合发动机性能录取试验谱开展了测试。

（1）方案 1：在 3 min 内匀速调节发动机转速从慢

车到中间状态，录取所测外部管路的振动应力数据。

（2）方案 2：在 7 min 内匀速调节发动机转速从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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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中间状态，录取所测外部管路的振动应力数据。

中搭接氩弧焊疲劳试验数据，同时考虑到管路加工、

某一管路组件在 2 种不同试车方案下的测量数

校形和装配等不确定因素，按疲劳强度储备系数 K =

振动应力在 2 种试车方案下，趋势基本一致，数值略

型发动机在进行管路振动应力测试时，选取振动应力

据如图 6、7 所示。从图中可见，同一管路不同截面的

有差异，但相差较小。在保证获取有效测试数据的前
提下，方案 1 测试时间短，应变计在较短的有效工作
时间内完成测试，增加了存活率，同时降低了测试成

转速/（r/min）

本，且测试效率提高了 1 倍。

应变/10-6

14000
10000
6000
2000 0
100
60
20
60
20
100
60
20
100
60
20
150
50
150
40
0

图6

3 计算，安全工作的应力标准为 31~43 MPa。因此，某

限制值为 30 MPa。

3

振动应力原位抑制实例
第 86 号管路管型可分解为 2 个 L 管型：截面 1～8

为第 1 个 L 管型，截面 8～16 为第 2 个 L 管型。从图 4
中可见，2 个 L 管型的卡箍布局较为合理，但第 1 个 L

1000

2000
3000
7 min 测试 3 min 测试

管型测试截面的应力明显大于第 2 个的，且振动应力

峰值超出限制值 1 倍多。分析卡箍约束发现，截面 5、
6 之间的卡箍通过螺栓直接连接在风扇机匣的安装
孔上。为此，在卡箍与机匣之间增加了金属垫片，同

时将截面 1、2 之间的卡箍向接头移动，实测抑制后的
各截面振动应力测量值均合格。
1000

时间/s

2000

3000

同一管路在不同试车程序下的振动应力测试

第 88 号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制如图 8 所示。接

头 F 连接在附件上，接头 A 连接其他管路，卡箍 C 为

连接在机匣安装边上的刚性卡箍，卡箍 B、D 为悬空卡

箍，实际测试中发现管接头 F 处的 8B 测点振动应力
达到了 43 MPa。其管型类似于 Z 型管路，管型约束上

满足 Z 型管路的要求，但管路原始设计时在卡箍 D 和

接头 F 之间（距离达到了 490 mm）没有卡箍 E，约束间

距远大于（30~40）d。为此，增加卡箍 E 调节约束间

距，进行第 1 轮振动应力抑制后的测试，振动应力降
低到 24 MPa，但仍处于限制值边缘；进行第 2 轮振动

应力抑制时，将卡箍 E 向管路折弯处移动，移动卡箍
后 8B 测点振动应力降低到 9 MPa，满足要求。
8A

图 7 同一管路在不同试车程序下的振动应力对比

2.3 振动应力限制值

E

目前，在中国航空发动机领域，外部管路的振动
应力限制值没有统一标准。文献[18]对飞机液压导

D

管系统的振动应力临界值进行了分析，确定其临界应
力值为 40 MPa。根据国外有关标准规定，航空发动
机外部管路振动应力合格标准为 50 MPa 以下 。
[3]

管路系统振动应力限制值通过考虑安全系数后

对应力水平进行控制来保证导管有足够的振动疲劳
寿命。某型发动机管路系统的导管规格（外径 × 壁

厚）为 Φ6×1~Φ32×1，材料均为 0Cr18Ni9，导管与管接

头、
三通等零件统一采用氩弧焊搭接焊接，
参考文献[3]

B
1A 1B 2A
A
2B

3A

9A

9B

7A 7B

6A 6B
4A 5B

3B

4B 5A

（a）第 1 轮抑制
图8

8A
10A 10B
8B
9 MPa
移动卡箍 9A 9B

8B
10A 10B 43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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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 2 轮抑制

第 88 号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制

经振动应力原位抑制后的某型发动机管路系统，
所有超限管路振动应力均得到有效抑制，见表 2。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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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经过初始飞行前的考核试验，并配装飞机进行多
架次的飞行试验，所有管路经受住了实际工作的考
验，证明了原位抑制方法的有效性。
表2
管路编号
49
53
73
85
55
86
28
185
88
133
37

4

振动应力原位抑制试验结果
振动应力峰值/MPa
管路外径/mm
原位抑制前
原位抑制后
6
40
14
6
37
11
6
51
18
6
39
10
6
58
8
6
62
25
6
54
21
6
40
13
8
43
9
12
35
15
12
34
7

结论
（1）提出了航空发动机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制概

念，制定了管路振动应力原位抑制的流程，基于 4 种

管路基本管型以及 4 类卡箍基本约束方式，给出了振
动应力原位抑制一般方法。

（2）结合发动机整机试验，确定了管路振动应力
测试截面：管路两端管接头焊接处、与附件相连接头
处、刚性接地卡箍处，是应力较大的区域，应进行重点
监控。
（3）通过试验比较了 2 种不同振动应力试车程

序，结果表明：采用 3 min 试车方案可在保证测量数据
准确有效的前提下，不仅降低了测试成本，还可提高
1 倍的测试效率。

（4）结合建立的管路系统振动应力原位抑制分析

流程和方法，实现了某型发动机管路系统振动应力的
原位抑制，振动应力原位抑制后的管路系统承受住了
实际工作环境的考验，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 许锷俊 . 航空发动机导管结构完整性要求的初步研究[J]. 航空发动
机，1994（3）：5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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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发动机叶片故障检测技术
张

静 1，农昌瑞 2，张海兵 3，张亚周

1

（海军航空大学 航空基础学院 1，岸防兵学院 2：山东烟台 264001，青岛校区 3：山东青岛 266041）
摘要：为了解决航空发动机叶片故障检测中存在的检测精度欠佳、检测效率不高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
测方法。针对小样本数据集检测精度低、模型训练速度慢等问题，对 Faster R-CNN 目标检测算法进行结构优化，引入 Res2Net 结
构，通过分割串联的策略强化残差模块的卷积学习能力，搭建了细粒级的多尺度残差模型 Res2Net-50，以提升模型的特征提取能

力。同时，在网络的训练过程中，采用多次余弦退火衰减法对学习率进行调整，以加快模型的训练速度，提升模型的训练质量。针
对航空发动机叶片裂纹和缺损 2 种故障类型进行网络训练与检测试验，试验结果表明：优化后的模型识别准确率提高了 0.7%，模
型的平均检测精度提高了 1.8%，训练时间缩短了 5.56%，取得了比较好的检测效果。

关键词：故障检测；叶片；深度学习；快速区域卷积神经网络；残差网络；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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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Detection Technology of Engine Blade Based on Deep Learning
ZHANG Jing1，NONG Chang-rui2，ZHANG Hai-bing3，ZHANG Ya-zhou1
（1. School of Aviation Basis，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Yantai Shandong 264001，China；2. School of Coast Guard，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Yantai Shandong 264001，China；3. Qingdao Campus，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Qingdao Shandong 266041，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poor detection accuracy and low detection efficiency in engine blade fault detection，an

aeroengine blade fault detection method was used based on deep learning.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low detection accuracy and slow mod⁃
el training speed of small sample data set，the structure of Faster R-CNN object detection algorithm was optimized. Res2Net structure was

introduced to strengthen the convolution learning ability of the residual module through the strategy of segmentation and series，and a fine-

grained multi-scale residual model Res2Net-50 was built to improve the feature extraction ability of the model. At the same time，in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network，the multiple cosine annealing attenu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adjust the learning rate，so as to accelerate the
training speed of the model and improve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the model. Network training and detection tests were carried out for two fault
types of aeroengine blade cracks and defects.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cognition accuracy of the optimized model is improved by
0.7%，the mean Average Precision（mAP）of the model is improved by 1.8%，and the training time is shortened by 5.56%.
Key words：fault detection；blade；deep learning；Faster R-CNN；residual network；aeroengine

0

引言

用样条插值方法实现对特征点的精确提取；江海军
等[7] 针对传统故障检测的效率以及精度问题，设计研

航空发动机叶片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在工作过

发了超声波裂纹检测系统；李浩[8] 针对裂纹的识别与

程中极易产生裂纹，在飞行过程中易因外来物撞击而

定位精度问题，建立了新型图像识别方法，在识别能

被打伤，导致缺口损伤（缺损）等故障，因此，发动机叶

力与定位精度方面均取得较大进步；张治衡[9] 针对裂

片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航空发动机的整体

纹的识别监测技术，探索了一种声发射技术，开辟了

性能

[1-2]

。

裂纹监测与识别的新途径，并且提高了识别精度；宋

航空发动机叶片的故障检测常采用无损检测技

强等[10]针对裂纹检测算法的效率以及精度问题，提出

术 [3-5]。李华等[6]针对航空发动机的自主检测技术，利

了一种渗透检测算法，在裂纹检测的精度以及收敛速

投稿日期：2020-09-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1701519）资助
作者简介：张静（1976），女，博士，副教授，硕导，研究方向为故障检测与图像处理；E-mail：yzy913@sina.com。
引用格式：张静，农昌瑞，张海兵，等 . 基于深度学习的发动机叶片故障检测技术[J]. 航空发动机，2022，48（1）：68-75.ZHANG Jing，NONG Changrui，
ZHANG Haibing，et al. Fault detection technology of engine blade based on deep learning[J].Aeroengine，2022，48（1）：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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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均取得很大进展。以上方法相比于传统的检测

采用拉伸变换、加噪声、增加对比度等图像增强手段

方法均取得了较好的检测效果，但在高效化、智能化

对数据集进行样本扩充，保证网络的训练效果。

等方面存在不足，发动机叶片裂纹检测难以批量化。
而基于深度学习理论的检测方法，如基于卷积神经网
[11]

为提升网络的训练效果，在输入网络前需要对不
同尺寸的图像进行尺寸调整，随后进入多层卷积层与

络的目标检测方法是一种高效、
智能化的检测方法 。

池化层进行卷积与池化操作，提取输入图像的深度特

目前，深度学习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热点，特

征并输出特征图，后续的 RPN 网络与 Fast R-CNN 网

别是在目标检测识别等任务中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
果。但是深度学习在目标检测中需要依赖大样本数
据集才能获得较好的检测效果，而在实际应用中收集
到的发动机叶片故障图像数据十分有限，训练效果不
太理想。此外，为提高目标检测的精度，一般的目标

络均共享该特征图。特征提取网络是 Faster R-CNN
的主干网络，常用的有 VGG、ResNet、Xception 等。

本文对 ResNet-50 残差网络结构进行改进，通过

Conv Block 和 Identity Block 2 个基本块来改变网络的

维度和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网络深度加大

检测算法都采用较深的网络结构，但是在精度提高的

导致学习效率降低的问题。

同时，训练与检测过程耗时也有所增加。所以迫切需

1.2

要一种针对小样本数据集的深度学习检测方法。
为此，本文通过引入 Res2Net[12] 多层级残差单元

并集成到 ResNet-50 结构中，提出一种多尺度残差网
络结构 Res2Net-50，并将其作为主干特征提取网络

区域推荐网络

RPN 网络[14] 结构如图 2 所示。RPN 网络主要用

于推荐候选区域，其输入是特征提取网络输出的特征
图，经过卷积层与全连接层的操作，输出 1 组区域推
荐候选框（建议框）。

集成到 Faster R-CNN 目标检测算法中；同时，利用多
次余弦退火衰减法对训练过程中学习率进行调整。

1

Faster R-CNN 算法原理
Faster R-CNN 是任少卿等[13] 在 Fast R-CNN 基础

上改进的目标检测算法，网络结构主要包括特征提取
网络、区域推荐网络（Region Proposal Network，RPN）
和 Fast R-CNN 目标检测网络 3 部分，算法检测流程
如图 1 所示。

图2

RPN 网络结构

RPN 在输入的特征图映射上滑动窗口，每个滑动

窗口分别对应 9 个先验框（Anchors），这些先验框由 3

种尺寸（128×128、
256×256、
512×512）和 3 种比例（1∶1、
1∶2、2∶1）的长宽比组成。滑动窗口在滑动过程中实
现对特征图的降维，将其映射成相应的低维特征向
量，作为边界框分类层（cls）和边界框回归层（reg）的
输入。cls 通过 softmax 函数实现背景区域与目标区域
图1

1.1

Faster R-CNN 算法检测流程

特征提取网络
特征提取网络主要通过卷积神经网络实现图像

的特征提取。其中，卷积层通过权值共享的方法实现
对网络训练参数与训练时间的优化，降低了网络的训
练成本。针对小样本数据集，在图像输入网络之前，

判定，reg 用于计算并返回坐标参数（相对于真实框的
偏移）。

在 RPN 网络训练过程中，依据先验框与真实边

界框区域的交并比（Intersection over Union，IoU）给每
个先验框分配标签，遵循以下原则：

（1）IoU 最 大 值 或 者 IoU 值 超 过 0.7 对 应 的 先 验

框，定义为正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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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oU 值低于 0.3 的先验框，定义为负标签。

归。利用分类层对预测框进行分类并对最终的预测

对先验框定义正负标签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网络

框进行位置调整得到目标检测的结果。RPN 网络与

的训练效果。对定义之后的先验框，需要最小化目标

Fast R-CNN 网络共享特征提取网络的输出，可以减

函数的任务损失，图像的损失函数定义为
1
1
L ( { pi} { ti} ) =
L cls ( p i , p i * ) + λ
=
∑
N cls i
N reg

∑p
i

i

*

L reg ( t i , t i * )

少卷积层的运算次数，加快网络的训练速度。
（1）

2

Faster R-CNN 算法优化
针对小样本数据集训练，本文对特征提取网络结

式中：i 为先验框的索引序号；p i 为第 i 个先验框判断

构进行了优化，通过引入更细粒级的多尺度特征融合

为目标的预测概率；若标签为正，p i *=1，反之 p i *=0；t i

方法来提高模型的特征提取能力；同时，对学习率的

框对应真实框的 4 个坐标参数；N cls 和 N reg 为损失函数

进行训练，提高模型的训练与检测速度。

为预测边界框的 4 个坐标参数；t i * 为标签为正的先验

的归一化参数；L cls 和 Lreg 分别为分类损失函数和回归
损失函数
L cls ( p i , p i * ) = -log [ p i *p i * + ( 1 - p i )( 1 - p i * ) ] （2）
L reg ( t i , t i * ) =

∑

i ∈ { x, y, w, h }

式中：L1 为鲁棒性的损失函数

L1 ( ti - ti * )

ì 0.5x , | x | ≤ 1
L1 = í
î| x | - 0.5 , | x | > 1
2

（3）

2.1

ResNet50 网络结构优化

ResNet 残差网络[15]将短连接引入神经网络，既能

加深网络结构，也能缓解梯度消失问题。在特征提取

过程中，短连接允许卷积核的不同组合，从而产生大
256-d

量等价的特征尺度。
ResNet 的残差网络单元如

（4）

4 维向量 ( x, y, w, h ) 表示边界框，一般采用以下 4

个坐标参数

衰减方法进行改进，采用多次余弦退火衰减法对网络

ìt x = ( x - x a ) /w a , t y = ( y - y a ) /h a ,
ï
ït w = 1b( w/w a ), t h = 1b( h/h a ),
（5）
í*
*
*
*
ït x = ( x - x a ) /w a , t y = ( y - y a ) /h a ,
ï*
*
*
*
ît w = 1b( w /w a ), t h = 1b( h /h a )

图 4 所示。对输入向量分

别进行 1 次 1×1 卷积、3×3
卷积、1×1 卷积，最后与输
输出。

效提高网络对于小样本数据集的检测识别能力，而传
征的提取还可以作进一步

为真实框的坐标、宽和高。

的优化，为此，本文引入了

1.3

一种多层级制的残差连接

构如图 3 所示。

ResNet 残差网络单元

目标的特征信息十分丰富，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可以有

( x a,y a ), w a,h a 为先验框的坐标、宽和高；
( x* , y * )、w*、h*

（Regions of Interest，ROI）池化层、2 个全连接层，其结

图4

1×1
X1

优化结构 Res2Net，用多层

X2

的 3×3 卷 积 核 ，单 个 残 差

K3

y1

y2

使得单元的输出在更细粒
度的水平上提取细节和全
局特征，Res2Net 残差网络
单元如图 5 所示。
Fast-RCNN 结构

ROI 池化层的作用是对公共特征图和候选框进

行固定大小的特征提取，并将输出的特征向量分类回

X3

X4

3×3

K2

级的 3×3 卷积核取代通用
块内的分层残差类连接，

图3

relu

小样本数据集虽然本身数据量较小，但是图像中

统的残差结构对于细节特

Fast R-CNN 目标检测网络包括 1 个感兴趣区域

+

入直接进行堆叠相加得到

式 中 ：( x, y )、w、h 为 预 测 边 界 框 的 坐 标 、宽 和 高 ；

Fast R-CNN 目标检测网络

1×1，64
relu
3×3，64
relu
1×1，256

3×3

y3

K4

3×3
y4

1×1

图5

Res2Net 残差

网络单元（s=4）

Res2Net 的网络单元在第 1 个 1×1 卷积核后，将

输入划分为 s 个子集，定义为 xi,i∈{1,2,…,s}，每一特征

都具有相同的尺度，除了 x1 之外的其他子特征都有相

应的 3×3 卷积核并定义为 KiO，KiO 的输出表示为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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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子特征 xi 都与 Ki-1O 的输出相加，然后进行 KiO 卷

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表示为

特征聚合模型是正交的，可以很容易地将 Res2Net 模

积，为了减少参数量，结构省略了 x1 的 3×3 卷积核，yi
ìx i
ï
y i = íK i ( x i )
ï
îK i ( x i + y i -1 )

i=1

i=2

2<i≤s

（6）

Res2Net 模块输出的感受野在数量与尺寸上的不

同组合，构成了多尺度特征。在 Res2Net 模块中，对

输入进行多尺度处理，有利于全局和局部信息的提
取。为了更好地融合不同尺度上的信息，将所有的分
割集连接起来并通过 1×1 卷积。分割和串联策略可
以强化卷积以更有效地处理特征。特征重用可以减
少参数量，为此省略了第 1 次分割的卷积。使用 s 作

为尺度尺寸的控制参数，较大的 s 可能允许学习具有
更丰富感受野大小的特征，而由串联引入的内存开销

图6

2.2

Res2Net 模块的多尺度表示能力与 CNNs 的分层

块集成到先进的特征提取网络中，本文将 Res2Net 集
成到 ResNet-50 模型中，得到 Res2Net-50 模型。采用

优化后的网络结构可以提取出发动机叶片故障图像
中更有效的特征信息，从而提高模型的识别能力。
ResNet-50 主干提取网络改进前后框架的变化

如图 6 所示。为了便于展示，省略了一些重复的残差
模块，模型共分为 4 大卷积板块，共有 48 个卷积层，加

上前面 1 个 7×7 卷积与最后 1 个 FC 全连接层，一共有
50 层，故称 ResNet-50。其中原框图为 ResNet-50 的

组成部分，而改进后的 Res2Net-50 是将红色虚线中
的单个 3×3 卷积替换成 3×3 卷积组，其中的数量由尺
度尺寸参数 s 控制，进而实现细粒级特征的提取。

Resnet-50 主干提取网络改进前后框架的变化

学习率优化

性能。

在深度学习的模型训练过程中，学习率的调整非

目前常用的学习率衰减方式有阶层性衰减、指数

常重要，较高的学习率可以加快学习速率，同时帮助

型衰减、余弦退火衰减等[16]。阶层性衰减是指训练过

跳出局部最优值；较低的学习率可以细化模型，提高

程中 loss 值不再继续降低后，学习率调整为原来的 1/

模型的精度。适当调整学习率可以提高模型的训练

2 或者 1/10，该方法需要较高的初始学习率，否则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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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不佳。指数型衰减是指学习率会以指数函数形
式降低
I now = I base·R decay

（7）

余弦退火衰减如图 7 所示。学习率会先升高再

降低，升高时为线性升高，降低时模拟余弦函数衰减。
对余弦函数进行改进，采用多次余弦退火衰减，前期
调整的周期较短，后期调整的周期较长，如图 8 所示。

共计 110 张，包括裂纹与缺损 2 种不同的故障类型。
在 110 张图像中随机选取 10 张用于测试模型的训练
效果，其余的 100 张图像制作成 VOC 格式的数据集用
于网络训练。

训练过程

在训练过程中载入预先下载好的预训练权重文
件，通过迁移学习的方式提高网络训练的效果。将数
2400

0

4800

7200

图7

9600
步数

12000 14000

据集输入到网络后，设置迭代次数（epoch）为 100，每

16800

一步输入的图像数据数量（epoch_length）为 200。为

余弦退火衰减

了提高模型的训练速度，强化迁移学习能力，将训练
过程分为 2 个阶段：第 1 阶段的 epoch 为 20 个，将特征

0.10

提取网络后的结构冰冻，主要对特征提取网络进行迁

0.08

移训练，快速提升特征提取能力；第 2 阶段的 epoch 为
80 个，此阶段进行解冻后模型的细化训练，以提高模

0.06

型的训练精度。

0.04

模型训练主要分为分类训练和回归训练，训练的

0.02
0

损失主要包括 RPN 网络和 Fast R-CNN 网络的分类与
0

400

图8

800

1200
步数

1600

回归损失，损失曲线如图 9 所示。

2000

7

改进的余弦退火衰减

6

优化后的学习率在训练初期变化速度较快，在后
期进行精细化训练，提高训练精度，因此变化速度相
对较慢。多次余弦退火衰减能够有效避免陷入局部
最优值的情形，使模型的训练速度有一定的提升。

试验运行环境

试验运行的硬件环境配置见表 1。软件环境为：
表1

试验硬件环境配置
型号

数量

金士顿 8G DDR4

2

CPU

INTEL i5-7300HQ

显卡

GEFORCE GTX1050

内存
固态硬盘

4
3
2
1
0

20

图9

试验过程

硬件名称

ResNet50
Res2Net50

5
损失

学习率/%

数据集为采集的某型航空发动机叶片故障图像，

3.3

0.04

学习率/%

数据集的构建

为训练集，剩余的 10%（10 张图像）作为验证集。

0.06

硬盘

3.2

像）按比例进行划分，选取 90%（90 张图像）的数据作

0.08

0.02

3.1

架使用基于 TensorFlow-1.13.0 的 Keras-2.1.6 框架。

将制作好的 VOC 格式的故障数据集（100 张图

0.10

3

Python、OPENCV、CUDA-10.0.130、Cudnn-7.6.5 等，框

金士顿 128G
西数 1T

1
1
1
1

40
60
迭代次数

80

100

损失曲线对比

从图中可见，2 个模型的损失（loss）值降低趋势

相似，在前 20 个 epoch 中，loss 值降低速度很快；在后

80 个 epoch 中，loss 值降低较慢。基于 ResNet-50 的模
型在训练过程中 loss 值降低的过程浮动比较大，且经

过 100 个 epoch 后降低到 1.1 附近。而基于 Res2Net50 模型的 loss 值降低的过程明显比优化前稳定，且

loss 值降低到 0.9 附近。通过对比可知，模型 loss 值降
低了 18.18%，说明优化后的模型收敛效果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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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过程中模型准确率曲线对比如图 10 所示。

这是由于数据集中某些图像的目标特征不突出，导致
识别出现偏差，在第 20 个 epoch 后，准确率得到了很
大提高，此后基本保持较小的提高速度，说明模型的

精细化训练确实能够提高模型的识别能力。从图中还
可见，基于 ResNet-50 的模型准确率为 90.2%，优化的

准确率/%

Res2Net-50 模型准确率提高到 90.9%，
提高了 0.7%。

P mAP =

4.1

i=1

AP

i

（8）

n

式中：PmAP 为模型的 mAP 值；NAP 为每一类别的 AP 值；
n 为类别数量。
4.2

试验结果对比分析

模型训练结束后，分别对 10 张测试图像进行检

测，以 ResNet-50、Res2Net-50 为特征提取网络的模
型检测结果分别如图 12、13 所示。

ResNet50
Res2Net50
20

0

图 10

4

∑N
n

从图中可见，准确率在提高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波动，

92
91
90
89
88
87
86
85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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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60
迭代次数

80

100

（a）裂纹

训练过程中模型准确率曲线对比

图 12

（b）缺损

以 ResNet-50 为特征提取网络的模型检测结果

结果分析
评估标准
在深度学习中，针对不同的学习任务有不同的评

价标准，常用的评价指标有准确率[17] 和召回率[18]，合
适的评估标准可以有效提高模型的训练效率。计算
出每个类别的精确度（Precision）和召回率（Recall），
得到 1 条 P-R 曲线，曲线下的面积就是检测精度（Av⁃
erage Precision，AP）。AP 值结果如图 11 所示。
class:77.55%=defects AP

1.0

精确率

图 13

（b）缺损

以 Res2Net-50 为特征提取网络的模型检测结果

从图 12 中可见，不同故障类型的检测效果也有

所不同，从图 12（a）中可见，2 条裂纹只检测出 1 条，且

检测结果的置信度较低，同时，检测的真实框的长度
偏长，不能很好地拟合裂纹的边框；对于缺损故障的
检测效果较好，但是检测结果的置信度还不足 0.90。

0.8
0.6

从图 13 中可见，能够检测出图中所有的裂纹，且裂纹

0.4

模型改进前后的检测精度与训练时间的数据对

与缺损故障的检测置信度均优于 ResNet-50 模型的。
比见表 2。基于 ResNet-50 模型的缺损故障的 NAP 值

0.2
0

0.2

0.4

图 11

召回率

0.6

0.8

1.0

AP 值结果

对所有类别的 AP 值求平均得到平均检测精度

（mean Average Precision，mAP），mAP 是衡量模型精

度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目标分类与预测框的位置是
否准确

（a）裂纹

为 88.0%，裂 纹 的 NAP 值 为 78.0%，模 型 的 PmAP 为
83.0%，而 基 于 Res2Net 模 型 的 缺 损 故 障 的 NAP 值 为

90.0%，裂 纹 的 NAP 值 为 79.0%，模 型 的 PmAP 值 为
表2
模型
ResNet-50

Res2Net-50

模型改进前后指标数据对比
NAP /%

裂纹

缺损

PmAP /%

训练时间/h

88.0

78.0

83.0

5.4

90.0

79.0

84.5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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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优化后的模型 PmAP 值提高了 1.8%，训练时间
缩短了 5.56%。

将本文采用的 Faster R-CNN 目标检测算法与现

在流行的 YOLOv3[19]、SSD[20] 目标检测算法进行比较，
其结果见表 3。从表中可见，对于裂纹故障，其他 2 种

模型的检测精度均低于本文模型的；对于缺损故障，3
种模型的检测效果则相差无几。本文模型在平均检
测精度上也优于其他 2 种模型的，验证了本文模型更
适用于发动机叶片的故障检测。
表3

NAP
裂纹

缺损

PmAP

Faster R-CNN

88.0

78.0

83.0

SSD

79.0

76.0

77.5

模型

YOLOv3

5

%

不同检测算法的检测精度对比

81.0

79.0

80.0

结论
（1）针对小样本数据集训练效果不佳和训练速度

慢 等 问 题 ，引 入 更 具 细 粒 度 的 多 尺 度 残 差 结 构
Res2Net 模型，明显提高了模型的检测效果，优化后模
型的平均检测精度提高了 1.8%。

（2）改进学习率衰减方法，采用多次余弦衰减，使

训练过程明显加快，训练时间缩短了 5.56%。

试验结果证明，改进后的模型在检测性能上得到

了一定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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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激光多普勒测振的叶片振动特性试验
张

琦，王洪斌，姜

睿，杜传宇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实现叶片振动特性的高精度、多点、非接触测量，对激光多普勒测振原理与应用进行了研究，将激光测振技术引入
到叶片振动特性测试中，搭建了 1 套非接触式声激励测振系统。以某型航空发动机压气机第 2 级叶片为研究对象，测量出叶片表

面 153 个测点的响应、5kHz 内的前 5 阶固有频率和振型、前 3 阶应力分布，并将试验结果与有限元分析以及传统振动特性试验采用
共振法、模态法获得的振动特性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非接触激光测振法可以同时获得叶片高阶模态和全场应力分布，弥补
了传统振动特性试验的不足。测得叶片频率与采用共振法、模态法得到的结果相比误差在 1% 以内，相对应力分布与有限元分析
结果基本一致，证明了该新型叶片振动特性试验方法的正确性与先进性。
关键词：非接触测量；振动特性；叶片；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1.012

Experiment on Blad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Laser Doppler Vibration Measurement
ZHANG Qi，WANG Hong-bin，JIANG Rui，DU Chuan-yu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ion，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chieve the blad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precision, multi-point, non-contact measurement, the princi⁃

ple and application of laser Doppler vibration measurement were studied, laser vibration measurement technology was introduced into blade

vibration measurement, and a set of non-contact acoustic excitation vibration measurement system was set up. Taking the second-stage

blade of an aeroengine compresso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responses of 153 measuring points on the blade surface, the first 5 order natu⁃

ral frequencies and modes within 5 kHz, and the first 3 order stress distribution were measured, an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were com⁃
pared with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nd th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btained by traditional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test using resonance

method and modal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on-contact laser vibration measurement method can obtain the high order mode and

the full field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he blade simultaneously, which makes up the deficiency of the traditional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 test.

Compared with resonance method and modal method, the measured blade frequency error is less than 1%, and the relative stress distribu⁃
tion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results, which proves the correctness and advance of the new blad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test method.

Key words：non-contact measurement；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blade；aeroengine

0

激振频率限制，无法获得 5 kHz 以上的振动特性结

引言

果，且其测量应力分布的方法为应变电测法，采用该

叶片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零部件之一，其工作环
[1]

境极其恶劣 ，叶片断裂导致发动机出现的重大事故
时有发生

[2-4]

。为保证叶片工作时的安全性与可靠

性，需要对叶片的振动特性进行分析，以有效预测叶

方法只能获得叶片典型位置的应变值而无法获得全
场应变；模态法的缺点在于叶片表面传感器附加质量
对振动特性试验结果影响较大，且无法直接获得相对
应力分布数据。

片在工作状态下的潜在共振点，从而采取措施使叶片

刘景云等[6] 将非接触式激光测振技术引入叶轮

避开危险工作状态[5]。传统的振动特性试验方法主

模态测试，测量出叶轮前 5 阶固有频率和振型，并对

要有共振法和模态法。共振法的缺点在于受振动台

叶片进行模态测试；杭超等[7] 借助扫描式激光多普勒

收稿日期：2019-09-20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张琦（1993），男，硕士，助理工程师，从事结构振动特性与疲劳试验工作；E-mail：897423964@qq.com。
引用格式：张琦，王洪斌，姜睿，等 . 基于激光多普勒测振的叶片振动特性试验[J]. 航空发动机，2022，48（1）：76-82. ZHANG Qi，WANG Hongbin，JI⁃
ANG Rui，et al. Experiment on blad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laser doppler vibration measurement[J]. Aeroengine，2022，48（1）：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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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振仪，采用工作变形分析方法，分析出叶片的固有
频率及振型，证明了工作变形分析结果的可靠性；P.

又发生 1 次多普勒频移，所以光电检测器接收到粒子
发出光的频率变为

Sriram 等 人通过控制外部扫描镜的摆动实现了激光
[8]

点在被测结构表面的扫描功能；非接触测量响应频带

宽，测量精度高，动态响应快[9-11]，可以有效消除传感

性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好效果。
本文以某航空发动机压气机第 2 级叶片为研究

对象，采用 3 维全场扫描式激光测振仪，对该叶片前 5

U ⋅ es
c

)

（3）

式中：e s 为粒子漫反射光方向上的单位向量。

光电检测器接收到粒子发出光的频率 f 2 和光源

器附加质量的影响，测量出叶片表面每个测点的瞬态
响应、频率及振型，获得全场应力分布，在叶片振动特

(

f2 = f1 1 +

频率 f 0 之差的绝对值就是多普勒频移，记作 f D，即
1
U ⋅ (es - e0)
λ
式中：λ 为介质中的激光波长。
fD = | f2 - f0 | =

|

|

（4）

阶固有频率和振型、前 3 阶应力分布进行测量，并将

测试结果与有限元分析和传统振动特性试验结果进

子和光电探测器三者的位置可以确定，光束和粒子的

行了对比验证。

运动方向也已知，因此，根据光的多普勒频移原理就

1

由于光源和光电探测器是静止的，光源、运动粒

能求出粒子的运动速度。

测振原理与应用分析

激 光 频 率 高 达 1011

激光多普勒测振技术基于光的多普勒频移效应，

Hz，光电探测器无法直接

其原理是从运动物体反射回来的反射光频率与照射

测量，于是将激光多普勒

在物体上的光束频率之间有一定偏差，这种光波频率

技术和光学差拍技术相结

偏移带有运动物体本身的

合产生了多普勒参考光技

振动特性的现象称为光的

U

O

es-e0

多普勒频移[12]。

es

O 为激光光源，S 为光
图1

入射光 f

分光镜 被测物
测量信号光 v
反射光

f+ΔfD

f+fr
光电探测器

[13]

，通过将频率已知和 图 2 激光多普勒测振原理
频率未知的 2 束光混频，

通过差频信息获得光束的频率信息。激光多普勒测

P

电探测器，P 为运动粒子，
光源发出的光束频率为

术
S

反光镜
参考光

振原理如图 2 所示。

e0

光源发出频率为 f 的激光光束经分光镜分成 2 束

多普勒效应原理

f 0，速度为 c，粒子的运动速

光：一部分光透过分光镜照射到待测物体上，同时反

静止的。

Δf；另一部分光在反光镜表面反射作为参考光。频率

度为 U，如图 1 所示。假设光源 O 和光电探测器 S 是
光源发出频率为 f 0 的光束照射在以速度 U 运动
的粒子上，根据相对论变化公式，粒子接收到光的频

射光经干涉产生正比于目标速度的多普勒频移信号
为

的参考光和频率为 f + Δf D 的反射光经光电

探测器信号处理系统得到频率为 Δf D - f r 拍频的电信

号。利用控制器对激光多普勒测振仪的输出信号进

率变为
f1 = f0

11-

U ⋅ e0
c

行解码器处理，输出反应待测物速度和位移的模拟电

( )
U ⋅ e0
c

2

（1）

(

f1 = f0 1 -

U ⋅ e0
c

)

振动特性信息[14]。

2

式中：e 0 为光源方向的单位向量。
由于 c≫ U ⋅ e 0，式（1）近似为

压量，从而反映出被测目标的运动频率、运动振幅等

测振系统构建与测试
航空发动机叶片结构复杂、模态阶次多、频率范

（2）

光照在粒子表面发生漫散射，粒子本身等同于另
外 1 个光源向四周发射光。由于光电检测器是静止
的，运动粒子与光电检测器产生了相对位移，等同于

围宽，为了测量出叶片振动时在 3 维空间内的全部轴
向信息，更全面了解叶片的模态信息，应用了 3 维全
场扫描式激光测振方法，激光测振方案如图 3 所示。

3 维连续扫描式激光测振仪是基于光的多普勒

效应对振动物体进行测量的一种测振仪器[15]，设备核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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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用 3 维连续扫描式激光测振系统如图 4 所示。扫描
式激光仪在叶片表面布置 153 个测点，如图 5 所示。

测量叶片的固有频率时，信号发生器发出快速正

振动物体

弦扫频信号，激振器每施加 1 次正弦激励，激光测振

激励

仪同时测量叶片 1 个测点的瞬时速度响应。激光头

信号发生器

1.0
0
-1.0

按照扫描网格从下至上，从左至右逐点进行扫描，对

0 0.2 0.4 0.6 0.8 1.0

time/s

每个测点采用 3 次平均测量，直至 153 个测点全部完

连接箱

成，整个扫描过程约 5 min。通过模态分析软件将振

振动仪通道

动响应信号解算出振动频谱，测量出 10 kHz 频率内

0 0.2 0.4 0.6 0.8 1.0 控制前段
time/s

图3

的前 10 阶固有模态，频响函数如图 6 所示，叶片前 5

激光测振方案

心为 3 台独立的高精度激光干涉仪。信号发生器发
出正弦扫频信号驱动激振器工作，计算机控制 3 路激

光在扫描过程中始终照射目标的同一位置，在扫描同
时由激光测振仪收集经目标散射回的激光，干涉产生
正比与目标速度的多普勒频移信号，经高速 A/D 变换

后，通过模态分析软件将 3 个激光多普勒测振仪在激
光束方向上测得的振动数据直角变换后分解到 3 个

阶振型如图 7 所示。该叶片前 5 阶模态振型依次是 1
40

Magnitude/（μm/s）

10
0
-10

参考通道

30
20
10
0

2

坐标方向，完成测量数据的处理和多区域扫描数据的

4
6
Frequency/kHz

8

10

图 6 叶片频响函数

拼接[16]，进而拟合并输出 3 维振型。测振系统可以实
现扫描过程中叶片测点布置、激励信号产生、数据采

集、模态分析等工作。通过 3 维全场扫描式激光测振
仪获取叶片的 3 维形貌特征，有效地避免物体面内振
动带来的影响，测量精度高，响应频带宽，可以用于航
空发动机叶片 3 维振动模态测量上[17]。

测振系统由 3 台激光测振仪、信号发生器、功率

放大器、连接箱和控制前段组成。本文采用 PSV500

激光测振仪的频率测量范围为 100 kHz，测量点从 1
到 255×255 个，最大扫描速度可达 30 点/s。3 台激光

测振仪通过近距三脚架固定，
3 路激光点垂直照射在叶

片表面同一位置，连接箱与激光测振仪和信号发生器
相连。测振系统采用声波这种非接触激励，有效避免
对叶片附加质量和附近刚度的影响。叶片通过夹具固
定在试验台上，声激振器悬挂在正对叶片盆侧处。试

图4

3 维连续扫描式激光
测振系统

图5

叶片表面测点

（a）1 弯

（b）1 扭
图7

（c）2 弯

（d）2 扭

（e）3 弯

叶片前 5 阶阵型

阶弯曲、1 阶扭转、2 阶弯曲、2 阶扭转以及 3 阶弯曲，
对应频率分别为 457、1346、1954、3503、4584 Hz。

为测量叶片在各阶振型下的相对应力分布，信号
发生器分别施加与固有频率对应的定频正弦激励信
号，测量模式采用 Fast Scan 变换，对每个测点采用 32
次平均测量。设置带通滤波器参数，将固有频率范围
外不需要的低频高频信号衰减掉。利用应力应变模
块对测量数据进行后处理，分析出叶片的全场应力应

（a）1 弯
图8

（b）2 弯

（c）3 弯

叶片前 3 阶模态振型下的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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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值，找出叶片应力最大点。叶片前 3 阶模态振型下
的应力分布如图 8 所示。

3

试验结果验证
为了验证该新型叶片振动特性试验方法结果的

正确性，将试验结果与有限元理论计算结果及采用传

（a）1 弯

（b）1 扭

统的振动特性试验方法所得结果进行对比。
3.1

图 12

有限元分析
某型航空发动机增压级第 2 级叶片采用 TC4 合

金，依据其设计数据在 UG 环境建模，导入 ANSYS 环

境中，生成有限元模型，采用 10 节点四面体单元对叶

片 有 限 元 模 型 网 格 划 分 ，共 划 分 243780 个 节 点 ，

（c）2 弯

叶片前 3 阶应力分布

共振法试验平台由操
纵 台 、振 动 台 、功 率 放 大
器、位移测试系统、信号发
生器以及动态应变测试系
统等组成。信号发生器输

图 13

出的正弦扫频信号通过功

共振法测振系统

率放大器驱动振动台上叶片振动，当振动台输出频率
与叶片某阶固有频率一致时叶片会发生共振，该共振
信号可以通过位移传感器捕捉。由于振动台测振频
图9

叶片有限元网格

图 10

榫头位移约束

率最高不能超过 4500 Hz，通过共振法测得叶片前 4

148497 个单元，如图 9 所示。定义载荷和边界条件，
对榫头 2 个面施加全约束，如图 10 所示。

利用有限元方法对叶片模态、应力分布进行求

解，得到其前 5 阶固有频率，分别为 457、1387、1993、

（a）1 弯
图 14

（b）1 扭

（c）2 弯

（d）2 扭

叶片前 4 阶振型

阶频率，分别为 458、1343、
1959、3508 Hz。振型通过

6
7
8
9
10

砂 型 法 得 到 ，如 图 14 所
（a）1 弯

（b）1 扭

示。

11
12
13
14
15

结合有限元分析和激
光非接触测试得到的叶片
应力分布，
在振动应力较大

（c）2 弯

（d）2 扭
图 11

（e）3 弯

3 阶应力分布结果如图 12 所示。
3.2

3.2.1

传统试验结果

共振法试验结果
传统的振动特性试验方法有共振法和模态法。

共振法测振系统如图 13 所示。

叶片应变片粘贴位置

7

叶片前 5 阶振型

3541、4667 Hz。叶片前 5 阶振型如图 11 所示，叶片前

图 15

4

13

（a）1 弯

（b）1 扭
图 16

1
2
3
4
5

（c）2 弯

叶片前 3 阶最大应力点

处粘贴应变片，粘贴位置如图 15 所示，测到叶片相对

应力值见表 1。叶片前 3 阶最大应力点如图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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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贴片位置

1扭

2弯

458 Hz

1343 Hz

1959 Hz

2

0.328

0.086

0.897

4

0.521

1

0.22

3

0.236

0.317

7

0.338

8

1.000

0.349

9

10
11

0.856

0.756

12

0.364

0.928

13

0.211

1.000

14

0.168

0.952

15

0.425

非接触测量可以测得叶片 10 kHz 以内的高阶模态，

测得叶片 4500 Hz 左右的 3 弯频率。相比于共振法，
有效解决了共振法测振受频率限制的问题。而采用

0.311

模态法测量时，由于叶片质量较轻，传感器的附加质

0.186

放置在叶片的不同位置会得到不同的测试结果。因

0.245

量会对叶片本身的固有特性造成影响，接触式传感器

0.205

此对于小尺寸、轻质量的叶片，一般不采用模态法测

0.383

0.116

0.772

低阶频率准确有效，但振动台受频响能力限制，无法

0.366

0.942

0.364

1.000

0.403

0.985

0.352

内，接近叶片真实固有频率。采用共振法获得叶片的

0.982

0.971

量固有频率。有限元模型简化了一些对计算频率影

0.516

0.091

前 5 阶频率对比结果见表 2。

得叶片频率与共振法测得叶片频率的误差在 1% 以

0.952

0.186

频率对比
频率对比结果表明，采用非接触激光测振技术测

0.708

0.105

0.563

6

3.2.2

0.042

0.433

5

3.3.1

应变电测法测得叶片相对应力值
1弯

响较小的因素，如倒角、涂层和非线性等，且计算结果

0.589

受网格划分、边界条件等的影响，造成与试验结果产
生误差。

模态法试验结果

3.3.2

模态法测振系统如图

17 所示。

前 5 阶振型图对比如图 18 所示。从图中可见，有

限元方法与非接触激光测试方法获得的振型结果大

模态法测振系统由力

致相同。采用非接触激光测得的振型结果以 3D 动画

锤、压电加速度传感器、动
态信号采集分析仪、模态

振型对比

图 17

模态法测振系统

分析软件组成。通过力锤内部的力传感器识别力锤
敲击叶片产生的激励信号，通过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
收集响应信号，再由模态分析软件对 2 种信号进行计

（a）1 弯

算分析，得到模态参数。通过模态法测得叶片前 5 阶

频率，分别为 458、1348、1951、3496、4602 Hz。模态法
振型结果与有限元方法大致相同，但无法获得叶片的

（b）1 扭

应力分布结果。
3.3

结果对比验证
将非接触激光测振法与有限元分析和传统振动

特性试验得到的频率、振型、应力分布依次进行对比。
表2
阶次 共振法
1

458

叶片前 5 阶频率对比

有限元分析

模态法

473/（3.3%）

458/（0.1%）

Hz

非接触激光

振型

测振法

描述

457/（0.1%）

1弯

2

1343

1387/（3.3%）

1348/（0.3%） 1346/（0.2%） 1 扭

4

3508

3541/（0.9%）

3496/（0.3%） 3503/（0.1%） 2 扭

3
5

1959

1993/（1.7%）
4667

注：括号内为相对误差。

（c）2 弯

（d）2 扭

1951/（0.4%） 1954/（0.3%） 2 弯
4602

4584

3弯

（e）3 弯
图 18

叶片前 5 阶振型图对比

（左为有限元结果，
中为非接触激光测试结果，
右为共振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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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展现，相比于采用共振法利用细砂观察共振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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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马赫数射流预冷试验装置设计及试验验证
胡铭鑫，常鸿雯，尚守堂，薛洪科，刘旭峰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加速中国射流预冷技术的研究，设计了 1 套基于高马赫数的射流预冷试验装置。对试验装置需满足的功能流程和设

计需求进行了识别，明确了试验装置的组成；对试验段和水系统的结构进行了详细设计，提出了直杆型和圆环型 2 种不同喷杆布
局的射流段，并对使用 2 种射流段时试验段的流场均匀性进行了分析，认为直杆型射流段的温度场和压力场分布更加均匀；选取
几种典型的试验工况，对所设计的试验装置进行了温降特性、总压恢复系数以及流场均匀性等试验验证。结果表明：试验装置总

体运行良好，结构设计合理，能够完成全工况下的射流预冷试验，其温降特性、总压恢复系数和流场均匀性符合试验预期，研究成
果对中国航空领域射流预冷发动机的研制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射流预冷；试验装置；高马赫数；流场分析；试验验证；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6.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1.013

Design and Test Verification of Mass Injection Pre-compressor Cooling
Test Device for High Mach Number
HU Ming-xin，CHANG Hong-wen，SHANG Shou-tang，XUE Hong-ke，LIU Xu-feng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research of Mass Injection Pre-compressor Cooling（MIPCC）technology in China，a MIPCC test

device for high mach number was designed. The functional process and design requirements of the test device were distinguished，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est device was defined. The structures of the test section and the water system were designed in detail. Two jetflow sec⁃
tions with different boom layouts（straight rod type and ring type）were proposed，and the flow field uniformity of the test section was ana⁃
lyzed when the two jet-flow sections were used.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emperature field and pressure field in the jet-

flow section of straight rod type was more uniform. Several typical test conditions were selected to verify the designed test device，mainly in⁃
cluding temperature drop characteristics，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and flow field uniform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oper⁃

ation of the test device is good，its structure design is reasonable，and it can complete the MIPCC test under full working conditions. Its tem⁃
perature drop characteristics，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and flow field uniformity meet the test expectation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have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IPCC engine of aviation field in China.

Key words：mass injection pre-compressor cooling；test device；high Mach number；fluid field analysis；test verification；aeroengine

0

因此，传统的涡轮发动机因受涡轮前温度和使用条件

引言
近年来，高速飞行器已成为航空领域的重点研究
[1]

限制，马赫数一般不会超过 3，从而制约了发动机的
工作包线范围。

方向，其动力技术是研究的难点之一 。目前，中国

对此，国外率先采用组合循环和进气预冷的方式

航空飞行器配装的发动机能够实现的最高飞行马赫数

开展了航空发动机扩包线技术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

仅为 2.2~2.3，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经

理论计算，当 Ma≥3 时，发动机进口温度会超过 600 K，

美国研究的射流预冷发动机和日本研究的吸气式涡
轮冲压膨胀循环发动机[2-4]，其中刘红霞等[2]对美国高

收稿日期：2019-11-19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胡铭鑫（1990），男，硕士，工程师，从事航空发动机设备设计工作；E-mail：syhmx0528@163.com。
引用格式：胡铭鑫，常鸿雯，尚守堂，等 . 高马赫数射流预冷试验装置设计及试验验证[J]. 航空发动机，2022，48（1）：83-89. HU Mingxin，CHANG Hon⁃
gwen，SHANG Shoutang，et al. Design and test verification of mass injection pre-compressor cooling test device for high Mach number[J].Aeroengine，2022，
48（1）：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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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速涡轮基组合循环发动机的研究进展进行了论

为了使试验装置能够满足试验需求，应对设计指

述与分析。射流预冷发动机具有改动小、短期可实现

标进行需求识别分析，包括功能需求、六性需求和接

等优点，在国外已具备一定的工程应用条件

[5-7]

。而

在中国，射流预冷发动机仍处于理论研究与试验验证
阶段，暂不具备工程应用条件。王芳等[8] 对高超声速
巡航导弹理想动力系统-TBCC 发动机及其关键技术

口需求，需求识别分析结果见表 1。
表1
序号

设计指标

具体要求

1

射流段形式

直杆型和圆环型

进行了分析；杨天宇等[9] 和芮长胜等[10] 则先后论述了

2

高速涡轮发动机技术发展和研究现状；李成等[11]进行
梅东牧等[12]开展了吸气式空天飞机对 TBCC 动力的需

射流流量/（kg/s）

5

机进行了结构方案研究。射流预冷技术主要通过在

流场均匀性

压力场和温度场均匀

接口尺寸

试验段与试验台直连

7

热膨胀量/ mm
水系统设计

≤40

满足试验条件

9

喷水控制形式

2 路独立控制

11
13

喷嘴粒径/μm

8

发动机进口前喷射预冷介质来冷却气流，使风扇/压
气机前气流的总温降低或维持在某一温度，从而使发
动机在高飞行马赫数下仍然具有较大的推力。目前，
中国已开展了整机射流预冷地面试验验证工作，通过
对试验的总结和试验数据的分析整理，初步掌握了射

±1

10

喷杆布置
喷射方向

顺喷、逆喷

12

喷射介质

软化水

14

流预冷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14-15]，
但为了使发动机不再

0.2~1.6

流量调节精度/%

6

求分析；张彦军等[13] 则针对 Ma=3 一级高速涡轮发动

≥0.975

总压恢复系数

3
4

了射流预冷却吸气式涡轮火箭发动机性能模拟研究；

受飞行马赫数和飞行高度的限制，从而有效扩展发动

需求识别分析结果

2

单排、双排

≤160

3 个测量截面等距布置

测点布局

试验装置设计

机的工作包线，
相关技术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亟需开展。

试验装置布置如图 2 所示。

本文在整机射流预冷试验的基础上，全新设计了
1 套高马赫数射流预冷试验装置，提出了 2 种不同喷

水箱

杆布局的射流段，对 2 种射流段的流场均匀性进行了

供水装置

试验段 分配组件

1100

仿真分析，并选取了部分工况开展了相关试验，验证

了高进气温度下射流预冷试验装置的功能及有效性。

1

+0.00

功能流程及需求识别
高马赫数射流预冷试验装置直接与试验台管路

图2

2.1

试验装置布置

试验段设计

连接，装置所需的压缩空气及其控制系统所需的动力

试验段由射流段、测试段及支撑架组成。在测试

电源均由该试验台提供。根据整机射流预冷试验总

段末端预留激光测温接口，用于校准温度测量值。试

结的经验，本文所设计的试验装置主要由试验段、水

验段的设计应以满足试验台接口尺寸为前提，因此试

系统和测控系统组成，其功能流程如图 1 所示。其

验段管路设计为圆形，前端与试验台进气管路采用法

中，试验段包括射流段、测试段及支撑架，水系统包括

兰形式连接，后端插入排气引射器腔体内用于吸收管

水箱、供水装置、分配组件及吹扫装置。

路热膨胀。
2.1.1

管路热膨胀分析
由于试验段前、后两端的进、排气管路均由固定

支架支撑，故试验段的管路热膨胀由试验段与排气引
射器连接处吸收，连接处结构为试验段后端筒体插入
排气引射器进口法兰，并通过活套法兰压紧盘根进行
图1

试验装置的功能流程

密封，如图 3 所示。

试验段全长为 L0，管路线胀系数为 α，管路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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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室温为 t0，当入口截面温度 t 达到最大试验状态点
时，管路的热膨胀量△L 为
ΔL = αL 0 ( t - t 0 ) ≈ 33.5 mm

（1）

性，2 个喷杆的大小（即中径）应当不同，大环中径应
为小环的 2 倍，2 个喷杆均靠 3 个接头夹紧固定，其中

大环喷杆采用双接头供水，小环喷杆采用单接头供

由此可知，管路的最

大 热 膨 胀 量 满 足 ≤40 mm

排喷杆的布置方式。同时，为了保证气流的流场均匀

测试截面

的设计需求，图 3 中的测

水，具体结构如图 5 所示。
A-A

A

温预留接口距排气引射器

40

进口右侧法兰端面不小于
40 mm，可 充 分 吸 收 管 路

测温预留

热膨胀，避免二者因热膨
胀发生干涉。
2.1.2

图3

射流段设计

试验段与排气引射器
连接处结构
A

射流段设计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总压恢复系数

（a）侧视

和堵塞比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尽量多地布置喷杆。喷
杆数量越多，安装的喷嘴数量就越多，但同时也意味
着堵塞比越大，这会对气流的流场均匀性和总压恢复
系数造成影响。
射流段按需求设计成直杆型和圆环型 2 种形式，

可根据具体的试验要求更换，
2 种射流段的喷杆均可实
现 180°旋转，
满足顺喷和逆喷 2 种方向的喷射需求。
2.1.2.1

直杆型射流段结构设计

对于直杆型射流段，为使射流预冷效果达到最

佳，最终选择了 5 支喷杆在 2 个截面内交错布置，以减

图5

2.1.2.3

2 种射流段参数计算

态点计算 2 种射流段的堵塞比和总压恢复系数，沿程
压力损失 ΔPf 为

置，喷杆直径尽量小，具体结构如图 4 所示。

v2 L
2g d

（2）

度，m/s2；L 为直管长度，m；d 为管路内径，mm。
计算结果见表 2。
表2
射流段
直杆型
圆环型

A-A

A

Δp f = λ

式中：λ 为摩擦系数；v 为介质流速，m/s；g 为重力加速

形式对射流预冷效果的影响，该射流段也可实现单排
余的 5 个安装孔用堵头封堵。喷杆沿径向等间距布

圆环型射流段结构

按马赫数 Ma=3.5、飞行高度 H=23 km 的最大状

小单一截面的堵塞比。同时，为了对比不同喷杆布置
喷杆的布置，故在 2 个截面均预留 5 个喷杆安装孔，多

（b）主视

2 种射流段参数计算结果
堵塞比/%

单排喷杆

双排喷杆

35.6

21.4/14.2

总压恢复系数/%

21.2

0.993
0.995

从表中可见，2 种射流段的总压恢复系数均可满

足不小于 0.975 的设计需求，直杆型射流段按单排喷
杆布置时堵塞比达到了 35.6%，是满足设计需求的最

大堵塞比要求，若堵塞比继续增大，会表现出明显的
节流特性，从而影响最终的试验效果。

A

（a）侧视

（b）主视

图4

2.1.2.2

直杆型射流段

圆环型射流段结构设计

对于圆环型射流段，设计 2 个环形喷杆，使可安

装的喷嘴数量尽量多，为了减小单一截面的堵塞比，2
个喷杆需安装在 2 个截面内，故该射流段只能实现双

2.1.3

喷嘴分布及选型
为使流场均匀，喷嘴布置应遵循等间距、均匀布

置的原则，虽然喷嘴的数量越多，可满足的流量范围
越大，但受喷杆数和安装形式的影响，喷嘴数不可能
无限多。
对于直杆型射流段，为了保证喷嘴均匀布置，设
计同一喷杆上相邻喷嘴的间距与喷杆的径向间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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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不同喷杆上相邻的 3 个喷嘴呈等边三角形交错布

化水；供水装置为软化水提供喷射压力以及流量、压

最多可布置 19 个喷嘴。

编制的软管相连，与射流段通过金属软管相连，从而

计同一喷杆上相邻喷嘴之间的距离与大环、小环 2 喷

喷杆，避免喷嘴堵塞。

置。因此，根据图 4 中射流段的实际结构，此射流段

力等参数的监控接口；分配组件与供水装置通过钢丝

对于圆环型射流段，为了保证喷嘴均匀布置，设

连通水系统与试验段；吹扫装置用于在试验前后吹扫

杆的中径距离相同，不同喷杆上相邻的 3 个喷嘴角向

射流电磁阀

呈等边三角形交错布置，因此根据图 5 中射流段的实
际结构，设计大环喷杆上均匀布置 12 个喷嘴，小环喷

杆上均匀布置 6 个喷嘴，
此射流段最多布置 18 个喷嘴。

流量计
水箱

射流段 I 截面

射流压力 通往
射流段

射流段Ⅱ截面

电动调节阀

按照上述喷嘴的布置方式，使用单一粒径喷嘴无

法满足全部试验所需的射流流量，因此选取了 3 种成

小电动调节阀

熟度较高的喷嘴，
其平均粒径分别为 85、120、140 μm，

回水电磁阀

手动调节阀

在保证射流流量的同时也可研究不同喷嘴粒径对介
质蒸发率的影响。
2.1.4

测试段设计
受试验台接口尺寸限制，同时兼顾测试能力的扩

图7

2.2.1

水系统原理

供水装置设计
由于射流流量设计需求偏小且跨度较大，故采用

展需求，将测试段分为前、后 2 部分，并通过法兰连

大、小 2 种型号的电动调节阀并联的形式调节射流流

B 2 个测试截面，后测试段插入引射器腔体内，包括

应调节大型号的调节阀至流量的 90% 处；再微调小

接。前测试段与射流段通过法兰连接，包括 A-A、BC-C 测试截面和激光测温预留截面 D-D，测试段结构
如图 6 所示。

满足精度要求的过滤器共同组成供水装置，为试验段

后测试段
A

B

提供试验所需的射流介质。

C

2.2.2

气流方向

A

B

700
总温，总压安装座
4 支，均布

22.5°

45°

700
静压测压座
4 支，均布

C

D
100

总温，总压安装座
4 支，均布
45°

22.5°

分配组件设计
分配组件由分配管、射流电磁阀、吹扫电磁阀、减

压阀及相应管路和支架组成，如图 8 所示。2 路分配

管分别与射流段的双排喷杆对应，分配管上不用的接
头使用密封螺母封堵，2 路射流电磁阀可对射流段 2
排喷杆单独控制。

静压测压座
4 只，均布

A-A
静压测压座
4 只，均布

型号的调节阀，使流量达到试验点的要求。

此外，选用合适型号的离心泵、涡轮流量计以及

前测试段

700

量，保证流量的可调节性和稳定性。在试验时，首先

B-B

分配管

总温，总压安装座
4 支，均布

22.5 ℃

吹扫电磁阀
减压阀 吹扫连接管路

45 ℃

厂房供气
射流电磁阀
C-C

图6

D-D

钢丝编制软管

测试段结构

供水装置供水

2.2 水系统设计
水系统主要包括水箱、供水装置、分配组件及吹
扫装置等，原理如图 7 所示。其中，水箱用于存储软

图8

分配组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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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场均匀性分析
为了验证并对比高温气体在经过 2 种射流段后

的降温效果以及沿程的流场均匀性，开展基于 FLU⁃
ENT 软件的温度场及压力场仿真分析。采用 κ-ε 湍

流模型，选用 solid-cone 喷嘴类型，粒径分布选择 Ros⁃
in-Rammler 分布，入口采用质量入口边界条件，出口

压力/Pa
6.00e+03
5.11e+03
4.22e+03
3.34e+03
2.45e+03
1.57e+03
6.82e+02
-2.04e+02
-1.09e+03
-1.98e+03
-2.86e+03

采用压力出口边界条件。计算工况按 Ma=3.5、H=23
km 的最大状态点模拟，见表 3。
表3

仿真分析工况

进气温度/K

进气压力/MPa

750

0.25

喷射流量/（kg/s） 空气流量/（kg/s）
0.16

5.73

气体经过射流段后，整个试验段的温度场如图 9

所示。

Z
XY

直杆型

Z
XY

（b）压力场

图 10

测试段出口截面温度场和压力场

致。此外，由压力场仿真结果可知，2 种射流段的总
压恢复系数与表 2 中的理论计算结果基本吻合。

4

试验验证
为进一步验证高马赫数射流预冷试验装置的功

能、摸清不同工况对射流预冷效果的影响，开展了基
于直杆型射流段的射流预冷试验，试验工况见表 4。

温度/K
7.58e+02
7.31e+02
7.04e+02
6.77e+02
6.50e+02
6.23e+02
5.96e+02
5.68e+02
5.41e+02
5.14e+02
4.87e+02

表4

Z

Z
XY

X

（a）直杆型

工况

马赫数

1

2.8

3

3.0

2

（b）圆环形

图 9 试验段内温度场

试验工况

射流流量/（kg/s）
0.270

3.0

喷杆布局

喷射方式

0.251

单/双排

逆喷

单/双排

逆/顺喷

0.430

单/双排

逆喷

在试验时，试验装置运转良好，喷嘴性能稳定，未
发生大面积堵塞现象，表明试验段和水系统结构合

从图中可见，上述射流装置具有较好的降温效
果，高温气体经过射流段后温度显著降低，且随着液
滴在测试段沿程的不断蒸发，液滴蒸发率逐渐提高，
沿程温度逐渐降低且温度场分布逐渐均匀，并在测试
段出口截面蒸发效果达到最佳，
蒸发率可达 75% 左右。

理、设计符合预期需求。
4.1

温降特性验证
在不同工况下，高温气体经过试验段各测试截面

的温度曲线如图 11 所示。图中 0 截面代表射流段前

对测试段出口截面的温度场和压力场进行分析，

结果如图 10 所示。

从图中可见，直杆型射流段的温度场和压力场分

布更加均匀，这是由于其喷嘴分布均匀且几乎覆盖了
整个喷射截面，气体来流与喷射液滴能够充分掺混所
温度/K
7.58e+02
7.31e+02
7.04e+02
6.77e+02
6.50e+02
6.23e+02
5.96e+02
5.68e+02
5.41e+02
5.14e+02
4.87e+02

圆环形

直杆型

Z
XY

（a）温度场

圆环形

（a）工况 1

Z
XY

（b）工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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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见，各工况下试验装置的总压恢复系数
均大于 0.975，符合表 1 中的需求，且与理论计算的偏

差不超过 1%；此外，双排喷杆试验的总压恢复系数普
遍小于单排喷杆的。

4.3 流场均匀性验证

根据图 6 中的各测试截面温度和压力传感器的

布置形式，通过试验结果利用 ANSYS 分析软件对试验

（c）工况 3
图 11

不同工况下各测试截面的温度曲线

端的进气截面，1～3 截面分别代表测试段的 3 个测试
截面 A-A、B-B、C-C。
从图中可见：
（1）各工况温度曲线趋势与理论分析吻合，T3 截
面实际温降略高于理论温降，这是由于喷射液滴蒸发
不完全，造成温度传感器表面积水所致；
（2）针对工况 2，单排喷杆顺喷的温降高于逆喷

的温降，与理论分析不符，分析认为这是由于顺喷的
雾化效果较差所致；

（3）针对工况 3，逆喷时单、双排喷杆的温降效果

相差不大。

此外，还进行了同工况、不同射流流量下的双排

段温度场的均匀性进行验证，
分析结果如图 13 所示。
温度/K
6.0e+02
5.5e+02
5.0e+02
4.5e+02
4.0e+02

试验段

（a）工况 1

温度/K
6.0e+02
5.5e+02
5.0e+02
4.5e+02
4.0e+02

试验段

温度/K
6.0e+02
5.5e+02
5.0e+02
4.5e+02
4.0e+02

试验段

图 13

喷嘴逆喷试验，得到 T3 截面的温降曲线如图 12 所示。

（b）工况 2

（c）工况 3

1 截面

3 截面

1 截面

3 截面

1 截面

3 截面

不同工况下试验段的温度场

以测试截面的稳态温度畸变作为评价指标衡量
温度场的均匀性 δ
δ=

T max - T min
× 100%
T av

（3）

式中：Tmax、Tmin、Tav 分别为测试截面上的最高、最低、平
图 12

均静温。

T3 截面温降曲线

δ 的计算结果见表 6。
表6

从图中可见，当试验工况恒定时，随着射流流量
工况

的增加，T3 截面的温降也随之增大，射流预冷效果也

1

越明显。

2

4.2 总压恢复系数验证

3

在不同工况下，分别采用单、双排喷杆时试验装
置的总压恢复系数见表 5。
表5
工况

试验值

理论值

压差/kPa

1

1.61

0.992

0.991

1.59

0.992

0.991

3

1.43

0.993

0.994

2.45

0.988

0.994

1.11

0.991

0.989

1.53

试验值 理论值
0.988

δ3

9.6

7.2

3.9

12.9

6.2

5.6

13.5

9.3

%

7.8

从图 13 和表 6 中可见，测试段沿程各截面的温度

致，其中心区域的温度低于壁面附近的温度，可认为

双排喷管

压差/kPa

2

δ2

逐渐降低且温度场分布逐渐均匀，与前文理论分析一

单、双排喷杆总压恢复系数

单排喷管

温度场均匀性计算结果

δ1

0.989

中间区域的蒸发效果较好。

5

结束语
经验证，射流预冷试验装置总体运行良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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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合理，能够完成全工况下的射流预冷试验，其温
降特性和总压恢复系数符合试验预期。
目前仅开展了基于直杆型射流段的小流量射流
预冷试验，后续将更换喷嘴型号、增大射流流量，验证
不同粒径对射流预冷技术的影响，并将开展基于圆环
形射流段的射流预冷试验，对比不同喷杆布局对射流
预冷技术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中国航空领域射流预冷发动
机的研制具有指导意义，可为未来配装射流预冷发动
机飞行器的射流装置设计提供参考，但受飞行器实际
空间限制，需对射流装置的具体结构进行进一步优化
设计，使其具有体积小、质量轻的特点，以满足飞行器
空中飞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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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扇发动机低压轴断裂故障在线检测方法
王玉东
（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200241）
摘要：针对低压轴断裂易引起涡轮飞转的问题，需在运营环境中进行涡扇发动机低压轴断裂的机载在线检测。采用机载测量
的高压物理转速和低压物理转速等参数，建立了基于物理转速变化率和转差关系的低压轴断裂故障在线检测方法。通过发动机
工况仿真识别了能够准确区分正常加减速过程、喘振过程和断轴过程的物理参数，设置了检测判定逻辑和判定阈值。结果表明：
在断轴后的 0.1 s 内，低压转速变化率出现瞬间最小值；在 0.2 s 内，高压转速变化率变为正值。该方法检测响应时间为 0~0.5 s，可

以实时检测出低压轴断裂故障，有利于控制系统及时采取停车等处理措施以防止核心机被损坏，不会由于发动机正常停车、加减
速、喘振和高压轴断裂而导致虚警，检测可靠性高，具有较高的工程实用性。
关键词：低压轴；断裂故障；转速变化率；转差；在线检测；涡扇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1.014

On-line Detection Method of Low-pressure Shaft Fracture Fault in Turbofan Engine
WANG Yu-dong
（AEC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Ltd，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urbine overspeed caused by low-pressure shaft fracture，it wa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on-

board on-line detection of low-pressure shaft fracture of turbofan engine in the operational environment. Using the on-board measured pa⁃
rameters such as high-pressure physical rotor speed and low-pressure physical rotor speed，an on-line detection method of low-pressure

shaft fracture fault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 rate of physical speed and the slip. Through the engine work⁃

ing condition simulation，the physical parameters which could accurately distinguish the normal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process，
surge process and shaft fracture process were identified. The detection decision logic and decision threshold were s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nge rate of low-pressure rotor speed has an instantaneous minimum within 0.1 s after shaft fracture，and the change rate of highpressure rotor speed becomes positive within 0.2 s. The detection response time of this method is 0 ~ 0.5 s，which can detect the fracture

fault of low-pressure shaft in real time. It is conducive to the control system to take timely shutdown and other treatment measures to pre⁃

vent the core engine from being damaged，and will not cause false alarm due to normal engine shutdown，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surge and high-pressure shaft fracture. This method has high detection reliability and high engineering practicability.
Key words：low pressure shaft；fracture fault；change rate of speed；slip；on-line detection；turbofan engine

0

束的涡轮将急剧飞转，其转速很快超过正常工作转

引言

速，可能导致涡轮叶片或盘的破裂，高速飞出的碎片

在航空发动机中连接不同结构的各种传动轴如
果发生断裂，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安全性后果。如边
[1]

[2]

将造成发动机进一步损伤，甚至导致机毁人亡的灾难
性事故。

英杰等 、杨浩等 报道了发动机软轴或起动发电机

对发动机断轴现象的研究和轴寿命的研究，国内

轴断裂的故障。而涡轮和压气机的传动轴断裂时，不

外均有报道，但对于断轴之后的故障检测和自动控制

仅使发动机失去推力和工作能力，而且失去压气机约

策略，目前资料甚少。刘传凯等[3-4]、Calcagni 等[5]对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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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轴断裂相关的发动机性能建模及空气系统变化进

生明显变化。当结构被破坏或转静子碰摩后，此假设

行了研究；Luis 对断轴过程的压气机和涡轮瞬间流

不再成立。

动情况进行了探讨，并试图将其纳入统一的瞬态性能

（2）低压轴断裂后，在短时间内物理供油保持不

模型进行研究；Haake 等[7]对断轴后压气机失速、摩擦

变。根据工程经验，控制系统检测到状态异常而切断

后最大转速的预测方法；Pawsey 等 研究了断轴过程

断裂后至少 0.5 s 之内，燃烧室出口气流的焓值仍较

[6]

阻力和转速增长等因素进行了仿真计算，提出了断轴
[8]

中的涡轮气动特性变化特征；陆山等

[9-11]

对轴的安全

和寿命管理采用理论或仿真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习
[12]

燃油到燃油实际被切断有 0.5~1 s 的时间间隔，故在

高，可能会造成高压转子加速。因此，应考虑供油燃
烧对气动状态的影响。

年生等 针对某涡轮轴失效进行了分析和改进；靳焕

（3）低压轴断裂后，风扇和低压涡轮有其独立的

章等[13-15] 则对轴寿命和安全风险的试验验证方法进

转速（不再相等），但仍满足流量平衡条件。高压轴上

行了研究或验证。

的高压压气机和高压涡轮仍满足功率平衡、流量平衡

常见的双轴航空涡扇发动机具备高压轴和低压

和转速平衡条件。轴断裂瞬间，转子轴向移动会造成

轴。当低压轴断裂后，低压涡轮瞬间失去负载，可通

各种间隙（如涡轮转静子封严间隙）的变化，从而使发

过设置的断轴刹车功能进行减速。由于风扇转速和

动机内部冷气、封严气的流量略有变化。考虑到这种

发动机推力下降会导致控制系统增加燃油，可能进一

变化不会太大，不是断轴后状态变化的主要因素，为

步导致高压涡轮的损坏甚至飞脱。因此，在线检测低

简化分析，在计算时忽略。

施，避免核心机遭受损坏。
在发动机试验台上，可以采用多种传感器或监视

低压轴断裂后风扇内外涵性能参数变化如图 1

所示。为便于比较，所有数据均采用相对值。当低压

轴断裂时，高压轴物理转速升高，风扇物理转速降低，

装置来检测断轴故障，但在飞行过程中，只能采用机

120

载的有限信号进行检测。断轴发生后，发动机甚至飞

100

机部分产生进一步破坏，不利于飞行安全。据此，本
文提出了一种有效的低压轴断轴检测方法。

1

风扇相对流量/%

机会出现剧烈振动，从而被飞行员直接感知，但在处
理时间上难以保证及时性，可能使发动机特别是核心

低压轴断裂过程仿真计算
从理论角度研究发动机断轴过程时，一般基于考

件的特性不发生变化，涡轮和压气机的进、出口气动

相对变化/%

例进行计算，后续章节则提供了更多飞行工况下的计

（1）低压轴断裂后，在部件结构发生变化之前，部

60

6

40

4

20

2
0.4

时间/s

0.6

0.8

1.0

低压压气机物理转速
高压压气机物理转速
低压涡轮物理转速

150

发动机进口总温
高压压气机进口总温

100

高压压气机出口总温
高压涡轮进口总温
低压涡轮进口总温

50

低压涡轮出口总温
风扇外涵出口总温

0

参数虽然发生变化，但在叶片或轮盘破裂之前，部件
本身仍是 1 个整体，此时部件的特性可近似认为未发

0.2

200

过程。本章以海平面标准大气环境下的断轴过程为

其说明：

8

250

计算了双轴分排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低压轴断轴

条件下的红线转速稳定状态。并有如下计算假设及

10

（a）流量和涵道比变化

基于部件特性的过渡态涡扇发动机非线性性能模型，

计算的起始边界为发动机在海平面标准天环境

12

80

0

虑部件非线性特性的发动机性能模型[3-5]。本文采用

算结果。

风扇外涵相对流量
风扇内涵相对流量
涵道比

涵道比

压轴断轴故障并处理，可以及时采取减油、停车等措

0.2

0.4

时间/s

0.6

0.8

1.0

（b）物理转速和温度变化
图1

低压轴断裂后风扇内外涵性能参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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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涡轮转速升高。与此同时，风扇内外涵的流量减

可能发生了低压轴断裂。

小，涵道比减小。高压压气机进口总温降低，出口总

（1）实时计算的 N1dot 小于给定的阈值 N1dotthd 时，启

温升高。

动计时。计时点时间定为 t1，计时周期长度为 Tk；

断轴检测方法

2.1

2.1.1

（2）在计时周期内（即 t1≤t≤t1 +Tk）检测到 N2dot 大于

给定的阈值 N2dotthd 时，判断特征 1 为真，L1=1；否则为

加速率特征
加速率变化
由于低压轴断裂后低压涡轮转速无法测量，本文

以风扇物理转速 N1 作为研究对象。高低压转速均指
高压压气机转速和风扇转速，这与常见的发动机转速
传感器分布在压气机端的布局相一致。
定义风扇转速加速率N1dot和高压转速加速率N2dot为
dN 1
N 1dot =
（1）
dt
dN 2
N 2dot =
（2）
dt
低压轴断裂的加速率检测方法如图 2、3 所示，特

征 1 检测逻辑实施流程如图 3 所示。当检测到低压物
理转速的变化率低于给定的阈值时，说明发动机极有

假，L1=0。

其中，N2dotthd 和 N1dotthd 由高压换算转速 N2R 和发动

机进口总压 P2 插值得出。
2.1.2

换算加速率
考虑到在高空和地面条件下发动机断轴后的加

（减）速率差异较大，应针对不同的环境压力或发动机
进口压力条件进行换算。换算的加速率 NdotR 定义为
dN
1
N dotR =
（3）
P 2 /101.325 dt
本工作亦可应用于不测量发动机进口总压 P2 的

情况。当 P2 未测时，可以采用环境静压 P0 或高压压
气机进口总压 P25 代替，或采用 P0 与飞行马赫数 Ma 计
算 P2 。

转速变化率

断轴过程物理和换算加速率对比如图 4 所示。
2000

N2dot 超出阈值

0
0.8
-2000

N2dot

时间

N1dot

1.0

1.2

1.4

-6000

1.8

2.0

地面状态（H=0 m，N2R=98%）

-8000

空中状态（H=10668 m，N2R=98%）

-10000

地面状态（H=0 m，N2R=80%）

-12000

空中状态（H=10668 m，N2R=80%）

-14000

N1dot 超出
阈值

1.6

-4000

N1dot（
/ （r/min）/s）

2

具体的检测实施步骤如下：

-16000

时间/s

（a）物理加速率
图2

低压轴断裂的加速率检测方法

N2R

2000

0
0.8
-2000

N2R
N1dotthd（N2R,P2）

N2dot

-6000

否

若 t1≤t≤t1+Tk

图3

否

判定特征 1 为假，
L1=0

特征 1 检测逻辑实施流程

2.0

地面状态（H=0 m，N2R=80%）

-12000

记此时 t=t1，开始计时，

判定特征 1 为真，
L1=1

1.8

空中状态（H=10668 m，N2R=98%）

-10000

是

时长为 Tk

1.6

地面状态（H=0 m，N2R=98%）

-8000

N1dot<N1dotthd?

是

1.4

-4000

N1dot

N2dot>N2dotthd?

1.2

N1dotR（
/ （r/min）/s）

N2dotthd（N2R,P2）

1.0

空中状态（H=10668 m，N2R=80%）

-14000
-16000

时间/s

（b）换算加速率
图4

断轴过程物理、换算加速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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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气环境压力的差异，物理转速加速率在地面和

时，表明发动机极有可能发生了低压轴断裂故障。具

高空差异极大，这将影响检测逻辑的适用性；而对于

体的检测实施步骤如下：

换算加速率，其差异仅体现在不同的发动机转速上。

（1）根据低压换算转速 N1R 和 Ma 插值计算 N2R 的

从图中可见，98% 转速和 80% 转速对应的空中和地面

阈值 N2Rthd；

速率，地面状态是空中状态的 2~3 倍；对于相同的发

为假，L2=0。

具备工程化使用条件。

大转差限制曲线。

换算加速率差异均在 0%~15% 范围内。对于物理加

动机换算转速，断轴后的最大换算加速率差异较小，
换算加速率不能完全消除空中飞行时飞行速度

（2）当 N2R>N2Rthd 时，判断特征 2 为真，L2=1；否则
其中，N2Rthd 由 N1R 和 Ma 插值得出，对应图中的最

2.3

综合检测逻辑和时间

情况下对应的瞬间风扇转速最大降低率在数值上存

2.3.1

在差异。为此，在定义风扇转速变化率阈值 N1dotthd 时，

测。为进一步提高检测可

对风扇转速变化率的影响。在空中小表速和大表速

可视情考虑 2 种方案：
（1）在等高压转速 N2R、等进口

总压 P2 但马赫数 Ma 不同的工况下，选择绝对值较小
的数值使阈值适用于不同飞行速度 ；
（2）将阈值表

N1dotthd 扩展为 N1dotthd（N2R, P2, Ma）），给出不同飞行速度
对应的阈值。
2.2

采用转差关系和加速率特征，均可进行断轴检

靠性，降低误检率，可对上

特征 1（L1）

特征 2（L2）

述检测逻辑进行综合。综
合后的低压轴断裂故障判

t = t + ΔT

Σ t = t 00

断模块实施流程如图 7 所

基于上文描述，可以从断轴后的发动机参数中提
取高低压换算转速的转差特征，用于检测发动机状
态。低压轴断裂的转差检测方法如图 5 所示，特征 2

ΔT（如 0.2 s）内，当检测到

L1 和 L2 均出现非零值时，
则判定发生了低压轴断轴
故障；当该时间窗口内 L1

t = t + ΔT

L 1 ·Σ t = t 00

示。在给定的时间窗口

转差特征

N2R

检测逻辑

L2>1?

否
不判定发生低
压轴断裂故障

图7

是
判定发生低压
轴断裂故障

低压轴断裂故障判断
模块实施流程

和 L2 均为零值时，判定未发生低压轴断轴故障。

断轴后转差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
N1dot、
N2dot 和转差关系不一定在同一

正常转差限制曲线

采样周期内恰好超出阈值，因此选择具有一定长度的
时间窗口是更合理的方案，
可以明显提高检测准确性。
2.3.2

加速过程转差关系

值；在 0.2 s 内，N2dot 变为正值。因此预计加速率判据
的检测时间为 0~0.2 s。

N1R

从不同稳态点开始，断轴后的转差变化关系如图

低压轴断裂的转差检测方法

所示。

从 图 5 中 可 见 ，加 速

过程转差曲线和稳态过
程转差曲线均位于正常
转差限制曲线的下方，而
断轴后的转差曲线则位

于正常转差曲线的上方。
当检测到这一明显特征

Ma

110

N1R

N2Rthd（N1R，Ma）

高压换算转速/%

检测逻辑实施流程如图 6

根据涡扇发动机性能仿真计算，参考上文的转速

变化率（图 4），在断轴后的 0.1 s 内，N1dot 出现瞬间最小

稳态转差关系

图5

检测时间

N2R

N2R>N2Rthd?
否

是
判定特征 2 为真，
L2=1

图6

判定特征 2 为假，
L2=0

特征 2 检测逻辑
实施流程

t=0.15 s

100

t=0.04 s
t=0

90

断轴过程转差（自稳态点 1）
断轴过程转差（自稳态点 2）
断轴过程转差（自稳态点 3）
断轴过程转差（自稳态点 4）
最大转差限制曲线
稳态过程转差
极限加速过程转差

80
70
10

40
70
低压（风扇）换算转速/%

图8

断轴后的转差变化关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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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示。根据计算可知，在断轴后的 0.02~0.05 s 内，转

计算，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轴断裂后发动机的

0.15 s 内，转差达到所定义的最大转差限制曲线。在

态工况（包括加减速、
停车等过程），
高、
低压换算转速均

本示例中，最大转差限制曲线定义为：对于相同的低

是正相关的，即二者同时升高或同时降低。而在低压

压换算转速，高压换算转速限制值为极限加速过程高

断轴过程中，
当风扇换算转速降低时，
高压换算转速极

压换算转速的 1.05 倍。

速升高。据此可以明确地将此过程判定为断轴故障。

差 即 达 到 极 限 加 速 曲 线 对 应 转 差 ；断 轴 后 的 0.10~

3

高、低压轴换算转速明显异常。对于正常的稳态和瞬

验证与检验

160
140

为降低检测方法的虚警率，提高检测可靠性，必

120
高压换算转速/%

须针对发动机的稳态和瞬态工作过程进行验证。对
于检测方法的 2 个特征点，分别根据模型计算和试验
数据予以检验。
3.1

加速率检验

100
80

应检验正常的停车和加减速过程是否会因为加

40

速率降低被误判为断轴故障。由于减速过程的转速

20

变化率幅值不如停车过程的大，因此仅分析停车过程

0

与断轴过程的区别。
断轴与停车过程的 1 个显著区别是：
停车后低压转

速和高压转速均快速降低 ，
而低压轴断裂后高压转速
不会急剧降低，甚至在短时间内略有升高。考虑到检

稳态工作线
极限加速曲线
极限减速曲线
停车降转曲线（自红线状态）
停车降转曲线（自起飞状态）
风扇-高压换算转速曲线（低压轴断裂-自红线）
风扇-高压换算转速曲线（低压轴断裂-自起飞）

60

20

图 10

3.3

40

60

80

低压（风扇）换算转速/%

100

120

不同过程的高、低压换算转速计算

喘振过程检验
上述加速率检验和转差检验证明所定义的断轴

测方法要有尽量大的适用范围，定义在低压转速加速

检测逻辑不会将正常的稳态和瞬态过程判定为故障。

率降低至超出阈值后的一段时间内，检测到高压轴加

进一步对发动机发生喘振故障的情况进行检验。发

速率高出阈值即认定可能发生了断轴。高压轴加速率

动机喘振后执行减油、打开放气阀或关闭可调静子叶

的判断阈值远大于停车过程加速率数值，因此不会误

片（Variable Stator Vane，VSV）等措施，待喘振消失后

判。断轴过程与停车过程的加速率比较如图 9 所示。
低压轴断裂，N2dot>0

0
0.8

1.0

动机不必要的停车，降低飞行安全性。为此，必须进
行喘振过程检验，研究断轴检测逻辑的可靠性。

1.2

1.4

1.6

某双转子涡扇发动机瞬态喘振过程参数变化如
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当发生喘振时，压气机出口
静压突然降低，高、低压换算转速也随之降低。此时

-5000

-10000

风扇转速加速率-停车过程

的转差特征与断轴后的特征明显不同，且低压转速变

高压转速加速率-停车过程

化缓慢，风扇转速减速率未达到断轴检测阈值。同

风扇转速加速率-断轴过程

1.0

高压转速加速率-断轴过程
停车过程，N2dot<0

-15000

3.2

断轴过程与停车过程的加速率比较

转差检验
为详细识别轴断裂后更多的异常特征，防止将

断轴的转差特征与正常发动机工作过程的特征混淆，

相对转速/%

图9

时间/s

低压换算转速
高压换算转速
压气机出口静压

0.8

300
250
200

0.6

要进行转差检验。在海平面标准天条件下进行了稳

0.4
60

态以及加减速、停车和低压轴断裂状态的换算转速

图 11

150
64

时间/s

68

压气机出口静压/kPa

加速度/（（r/mim）/s）

5000

发动机可以继续工作。若误判为断轴故障，将导致发

100
72

某双转子涡扇发动机瞬态喘振过程参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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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结合专门设置的喘振检测逻辑[16]，将喘振误检为

生波动。李伟等[17] 从机理上进行研究发现，喷口调

断轴故障的可能性极低。

节偏差引起的高低压转速波动是同时增大或减小的。

3.4

当喷口面积偏小时，低压转速和高压转速均降低；当

高压轴断轴检验
类似地，要对高压轴断裂后的过程进行检验。高

喷口面积偏大时，低压转速和高压转速均升高。这与

压轴断裂后的风扇和高压压气机换算转速关系如图

低压断轴时高压转速升高而低压（风扇）转速降低的

12（黑色实线）所示。从图中可见，当高压轴断裂后，
风扇转速和高压轴转速均降低，这与低压轴断裂后的
转差关系完全不同（红色实线）。因此，低压轴断裂检

特征明显不同，因此不会误检为断轴故障。

4

测逻辑不会对高压轴断裂过程误判。

本方法的特点是不增加发动机机载测点，而是利
用现有的转速、温度或压力信号，从转速信号中提取

高压（压气机）换算转速/%

160

信号，进而识别低压轴断裂特征（特征 1）。

图 12

为提供检测率，降低虚警率和漏检率，采用温度

信号和转速信号合成换算转速值，通过高压、低压换

80

0

3.5

高、低压轴转速的 1 阶导数，得到迅速变化的加速率

120

40

应用与讨论

算转速的转差比较，提取低压轴断裂的另一特征（特
停车降转曲线
风扇-高压压气机换算转速（低压轴断裂）
极限加速曲线
极限减速曲线
风扇-高压压气机换算转速曲线（高压轴断裂）
40
80
风扇换算转速/%

征 2）。

根据低压轴断裂特征 1、2 的表现，采用逻辑判断

确定低压轴断裂故障发生的可能性。

120

高压轴断裂后的风扇和高压压气机换算转速关系

作动部件开关检验
在发动机正常工作过程中，稳态和瞬态过程存在

本文通过现有的机载传感器实现了低压轴断裂
故障的航线实时检测，提高了发动机工作安全性和飞
行安全性。由于设置了判断断轴故障的多个量化参
数，可以在飞行过程中存储，并于飞行结束后根据量
化参数进行故障分析。

作动部件开关控制，包括增压级后可调放气阀（Vari⁃

断轴量化参数亦可以应用在航空发动机的整机

able Bleed Valve，VBV）、高 压 压 气 机 瞬 态 放 气 阀

台架试验中，用于判断并监视低压轴断裂故障的发

叶尖间隙主动控制（Active Clearance Control，ACC）阀

度。本工作亦可用于地面燃气轮机和船用燃气轮机

高、低压转速的波动，因此也需要进行检验，以防止转

防止发动机断轴，或保证断轴引起的危害情况不

速波动现象被误判为轴断裂故障。在上文所述稳态

恶化或不发生次生灾害，是发动机研制的重要安全需

和瞬态过程的检验中，也包含了正常随动的作动部件

求。本文建立的断轴检测方法是发动机安全保障的

控制，未发现误检。实际上，作动部件开度变化时，低

重要一环。当检测到断轴事件发生时，应由控制系统

压涡轮仍通过低压轴向风扇传送功率，且功率比停车

及时进行故障处理（如紧急停车），以降低发生次生危

过程的更高，故低压转速的加速率变化比较轻微。与

害的风险，从而保证发动机安全性水平。

此相反，当低压轴断裂时，风扇完全丧失输入功率，转

5

（Transient Bleed Valve，TBV）、高压压气机 VSV、涡轮

等。这些作动部件的开关或角度变化会引起发动机

速急剧降低，由此产生了极大的转速变化率，足以将
其与正常的作动控制过程区分开。
以上讨论和计算均针对固定喷口的大涵道比分

生，有利于提高试验安全水平，降低试验数据挖掘难
的断轴判断，有利于提高燃气轮机运行安全。

结论
（1）低压轴断裂后，风扇转速急剧降低，低压涡轮

转速急剧升高，存在涡轮飞转和破裂的风险。

排涡扇发动机。对于带加力、可调喷口的涡扇发动

（2）低压轴断裂后，风扇转子加速率为负值，高

机，断轴检测的方法原理仍然适用。特别地，若加力

压转子加速率为正值，该特征可作为低压断轴的检

时喷口调节作动控制滞后或超前，高低压转速也会产

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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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低压轴断裂后，高压换算转速和风扇换算转
速间的转差超出正常范围，可作为低压断轴的另一个
检测依据。
（4）采用基于加速率特征和转差特征的综合检测
逻辑可以检测低压断轴故障，
预计检测时间为 0~0.5 s，
且不会对稳态和瞬态过程进行误判。

（5）通过加速率、转差、喘振过程、高压轴断裂过
程的检验，本检测方法不会因发动机正常停车、喘振
和高压轴断裂而导致虚警，检测可靠性高，具有较高
的工程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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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冲击强化对加力燃烧室火焰探测器焊缝的影响
田

增

1，2

，王亚洲 2，罗思海 1，李国杰

2

（1. 空军工程大学 航空工程学院，西安 710038；2. 西安天瑞达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710077）
摘要：为了研究激光冲击强化（LSP）后加力燃烧室火焰探测器焊缝位置异常开裂原因，采用 X 射线衍射方法和金相方法对激

光冲击强化效果进行分析，并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断口进行了观察。在 Abaqus 有限元分析软件中建立了与观察到的焊缝缺陷

相似的有限元模型，对焊缝缺陷的 LSP 处理及冲击波传播过程进行了模拟分析。试验结果表明：具有较好材料完整性的区域经
LSP 处理后，表面会预置较大残余压应力，同时表面金属晶粒得到细化，疲劳裂纹会在焊缝缺陷位置萌生和扩展。有限元分析结
果表明：存在分层缺陷的焊缝经 LSP 强化后，冲击波会在分层缺陷处产生反射，造成分层位置发生开裂，形成裂纹源造成疲劳开
裂。根据试验和仿真分析结果，为提升火焰探测器焊缝激光冲击抗疲劳效果，建议优化焊接工艺，提高焊接质量。
关键词：复火焰探测器；激光冲击强化；疲劳开裂；有限元仿真；加力燃烧室；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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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Laser Shock Peening on Welding Seam of Flame Detector in Afterburner
TIAN Zeng1，2，WANG Ya-zhou2，LUO Si-hai1，LI Guo-jie2
（1.School of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Air For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Xi’an 710038，China；
2.Xi’an Tyrida Optical 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Xi’an 710077，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causes of welding seam abnormal cracking of afterburner flame detector after laser shock peening

(LSP)，X-ray diffraction and metallographic method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laser shock peening，and the fracture was observ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A finite element model similar to the observed weld seam defects was established in Abaqus finite ele⁃
ment analysis software，and the LSP treatment and shock wave propagation process of weld seam defects were simulated and analyzed.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area with good material integrity treated by LSP will be reserved with large residual compressive stress on the sur⁃

face，and the surface metal grains will be refined，and the fatigue cracks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will occured at the weld seam defect lo⁃
cation.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results also show that after the weld seam with delamination defect is strengthened by LSP，the shock

wave will reflect at the delamination defect，resulting in cracking at the delamination position，forming crack source and fatigue cracking.

According to the test and simulation analysis results，in order to improve the fatigue resistance of flame detector weld seam by laser shock，
it is suggested to improve welding process and welding quality.

Key words：flame detector；laser shock peening；fatigue cracking；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afterburner；aeroengine

0

引言
某型涡扇发动机加力燃烧室火焰探测器自 2015

年至今共发生 11 起裂纹故障，裂纹均出现在中心电

极窗口处，在 2017 年开始采用激光冲击强化（Laser
Shock Peening，LSP）工艺对中心电极窗口位置进行
处理，窗口处裂纹问题得以根本解决。同时，为消除

焊接拉应力，对火焰探测器焊缝及热影响区进行了激
光冲击强化处理。但在 2019 年底的外场测试中，1 个

经激光冲击强化处理后的火焰探测器因焊缝位置产
生裂纹而导致发动机停车。针对火焰探测器中心电
极窗口位置和焊缝位置材料完整性特征，并结合激光
冲击强化特点，对此次火焰探测器焊缝处开裂原因进
行了分析。

收稿日期：2020-07-21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6YFB11026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2005508）、国家重大科技专项（J2019-IV0014-008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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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田增，王亚洲，罗思海，等 . 激光冲击强化对加力燃烧室火焰探测器焊缝的影响[J]. 航空发动机，2022，48（1）：97-102. TIAN Zeng，WANG
Yazhou，LUO Sihai，et al. Impact of laser shock peening on welding seam of flame detector in afterburner [J]. Aeroengine，2022，48（1）：9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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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慧等[1]、刘建翔等[2] 对火焰探测器功用做了较
中心电极

为详细介绍，作为发动机加力点火控制系统的组成部

探管

分，其中心电极通过氩弧焊的方式与探管焊接成为一

逆时针

体，用以感受发动机加力燃烧室火焰的点燃和熄灭。
焊缝

由于中心电极窗口位于焊接接头热影响区范围内，加
之火焰探测器将承受包括发动机振动和加力气流激
振，窗口位置易造成疲劳开裂[3]。激光冲击强化技术
是近些年应用广泛的 1 项较先进的表面强化技术，采

用短脉冲高能激光在金属表面诱导产生高达 10 GPa

裂纹

的冲击波，可以在金属表层预置 1.5 mm 以上的残余

压应力层。Dorman 等[4]、李启鹏等[5]的大量研究表明，
激光冲击强化技术可以有效提升含缺陷铝合金部件、
航空发动机叶片及众多金属零部件的疲劳寿命；随着

图1

火焰探测器焊缝裂纹形貌

航空发动机性能不断提升，为消除零部件焊接接头拉
应 力 可 能 引 起 的 连 接 件 开 裂 问 题[6]，周 磊 等[7]、苏 纯
等[8]、黄潇等[9]、陈风国等[10] 将激光冲强化技术应用于
焊接接头的处理，均取得良好的效果；唐凯等[11]、罗学

5 mm

昆等 、CHOI 等 研究表明，对于具有组织和结构完
[12]

[13]

整性的材料，激光冲击强化处理后抗疲劳效果均显著
提升。

焊缝区域

本文针对完整性较好材料，采用 X 射线衍射方法

和金相方法分别测试了 LSP 强化后残余应力和金相

组织，对强化效果进行分析；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
开裂的断口进行观察；在 Abaqus 有限元分析软件中
建立与焊缝分层结构相似的有限元模型，对 LSP 冲击

波传播过程进行了模拟仿真。结合试验与有限元的
研究成果，对激光冲击强化后燃烧室离子火焰探测器
开裂原因进行分析。

1
1.1

研究对象和试验方法
研究对象

某型火焰探测器的中心电极材料为 GH3044，探

管材料为 GH2747，通过氩弧焊的方式将二者焊接在
一起，焊缝裂纹形貌如图 1 所示。装机不到 5 h，焊缝

位置出现裂纹，以窗口为起点逆时针方向进一步观
察，发现裂纹在焊缝位置已扩展至近 3/4 圆周。

激光冲击强化区域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窗

图2

窗口

激光冲击强化区域

采用西安天瑞达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YD60-M165 激光冲击强化设备对图 2 区域进行激光

冲击强化处理。根据 Fabbor 等[14] 提出的激光功率密
度经验公式，并结合 GH3044 合金和 GH2747 合金的

Hugoniot 弹性极限，激光冲击能量为 5 J，光斑直径为
2.2 mm，无吸收保护层，强化 3 次。
1.2

试验方法

切 取 含 裂 纹 的 焊 缝 位 置 ，对 截 面 采 用 800#、

1200#、1500#砂纸和金相抛光布进行磨抛处理，采用

OLYMPUS SZ61 低倍显微镜对截面宏观形貌进行观
察。采用 LEICA DMI 3000 M 金相显微镜对含裂纹截
面及强化前后的金相组织进行观察。

在中心电极一端铣出 15 mm×15 mm 平面，采用

爱思特 X 射线应力测定仪对激光冲击强化前后残余
应力进行测试。测试方法为

侧 倾 固 定 ψ 角 ，定 峰 方 法 为 交 相 关 法 ，使 用 Cr

口处强化整个内侧截面，2 排光斑，均要求过边，且窗

（Kα）辐射，起始角为 134°，终止角为 124°，ψ 角分别

在内，一侧至窗口边缘，另一侧以焊缝边缘向外延伸

采用机械方法打开裂纹，打开过程中尽量不接触

口外圈 1 周 1.5 mm 进行强化；焊缝区域处理包含焊缝
5 mm 的整个周向区域均进行激光冲击强化处理。

为 0°、24.2°、35.3°和 45°。

断口，避免断口二次损伤，采用 ZEISS EVO MA25 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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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电子显微镜对整个断口进行观察。

带的谷底已经萌生出二次裂纹，确定其延伸至组织缺

2

欠处的位置为裂纹源。

试验结果

2.1

2.1.1

裂纹扩展方向

焊缝纵向形貌
焊缝纵向形貌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焊缝处

探管与中心电极焊后中间存在间隙。焊前贴合面可

二次裂纹
100 μm

由未熔化中心电极凸台边缘确定，在裂纹传播过程中

20 μm

（a）材料分层

管一侧靠近焊缝贴合面。

2.2

2.2.1

探管

焊前贴合面

结构完整性材料强化效果
残余应力
中心电极残余应力测试结果见表 1。从表中可见，
表1

测试位置

误差/MPa

-178.5

±10

-167.2

±18

-526.6

±32

-524.3

±32

-187.3

断口取样位置如图 4（a）所示。定义火焰探测器

定，沿裂纹将断口打开后，观察探管一侧断口，则 3 点

和 9 点位置恰好相反。整个探管一侧断口宏观形貌
及位向关系如图 4（b）所示。从宏观上看，沿断口一

周的内壁上分布有多个裂纹源，
呈放射状向外壁扩展。
12

探口

6

（a）取样位置

±9

金相组织
在金相显微镜下，观察火焰探测器探管材料在激

光冲击强化处理区和未强化区的金相组织（放大 200
倍），如图 6 所示。参照 GB/T 6394-2002《金属平均晶

同面积圆内的晶粒数 N 进行统计
Nc
N=Ni+ -1
（1）
2
式中：N 为晶粒总数；Ni 为虚线圆内部晶粒数；Nc 为与
虚线圆相交晶粒数。

（b）宏观形貌（10 倍）
图4

2.1.3

-518.6

状态金相组织中随机放置 2 个直径相同虚线圆，对相

9

断口

-176.4

粒度测定方法》中方法及晶粒数统计规则，不同处理

9

3

±9

-560.4

2.2.2

平均值/MPa

±1

-463.1

强化区

窗口位置为 12 点，其余位置逆时针沿焊缝 1 周而确

断口面

±7

-172.5

焊缝纵向形貌

断口宏观形貌

12

中心电极残余应力测试结果

残余应力/MPa

未强化区

中心电极

图3

组织缺欠

经激光冲击强化处理后，
残余压应力提升了 1.93 倍。

裂纹

间隙

（b）二次裂纹
图5

穿过焊前贴合面扩展至焊缝外表面，裂纹底部位于探

2.1.2

裂纹源

断口形貌

断口形貌

断口微观形貌
在 5 点钟到 6 点钟位置，靠近内壁出现了厚度约

为 100 μm 的组织缺欠，如图 5（a）所示。对组织缺欠

位置放大至 500 倍（如图 5（b）所示），可见在组织缺欠
处形成了近乎垂直走向的 2 种形貌，并可见在相邻条

I

细小晶粒

II

细小晶粒

Ⅲ

Ⅳ

挛晶

（a）强化区
图6

（b）未强化区
金相组织（200 倍）

100

激光冲击强化区和未强化区的晶粒数的统计结
果见表 2。从表中可见，在相同面积内，激光冲击强
化区域晶粒总数高于未强化区的。

Ⅰ

14

10

18

Ⅲ

9

12

14

未强化区

19

Ⅳ

18

7

10

示。焊缝层 1 厚度为 0.9 mm，焊缝层 2 厚度为 0.1 mm，

27
11

22.5
12.5

1000 MPa，材料均为高温合金。激光冲击光斑直径为
2.2 mm，由于所建立的为 1/4 模型，因此激光冲击压力
区域为模型顶面的 1/4 扇形，半径为 1.1 mm。最小网

格尺寸为 0.05 mm，单元类型为 C3D8R，网格数量为
16 万。

固定约束

焊缝异常开裂原因分析
由于中心电极具有材料完整性特征，经激光冲击

强化处理后，表面残余压应力增大且晶粒得到细化。
表面残余压应力的增大可以有效平衡工件承受的拉
应力，对裂纹萌生有较好的抑制作用；晶粒得到细化
后使晶界面积增加，对裂纹萌生和扩展的抑制作用更
探管和中心电极之间存在间隙（图 3）。火焰探

测器在工作状态下的振动，会使探管产生径向位移。
根据剖面图建立 2 维有限元模型，将探测器左侧固

定，并在探管末端设置 0.1 mm 的位移，分析其在振动

环境中的受力状态。中心电极和探管的材料均为高
温合金，弹性模量为 203 GPa，泊松比为 0.29。最小网

格 尺 寸 为 0.03 mm，网 格 数 量 为 4125，单 元 类 型 为
CPS4R 和 CPS3，划分后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7 所示。
导管

焊接区域

固定
约束

图7

2 维有限 导管
元模型

有限元模型

示。从图中可见，在火焰探测器振动条件下，中心电

极与探管在靠近焊接位置为应力集中区域，易产生疲
劳破坏。

图8

X YOZ 对称约束

1 .1

XOY 对称约束

Z

3 维分层结构 1/4 有限元模型

苟磊等[17]、刘子昂等[18] 对激光冲击波压力加载模
型做了大量研究，很好地模拟了冲击波压力在材料中
的作用效果。
分层结构激光冲击强化仿真结果如图 10 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第 25×10-9 s 时，冲击波作用于材料表

面并向内部传播；在第 175×10-9 s 时，冲击波前沿到达

材料分层界面处，由于冲击波前沿的压力相对较小，
其产生的应力未超过分层结构的黏合强度，此时分层
界面并未开裂；在第 250×10-9 s 时，冲击波峰值到达材

度，分层界面开裂；在第 326×10-9 s 时，在冲击波的影
响下，分层界面开裂程度进一步提高。

U=0.1 mm

火焰探测器受力状态有限元模拟结果如图 8 所

+1.857e+02
+1.703e+02
+1.548e+02
+1.393e+02
+1.238e+02
+1.083e+02
+9.287e+01
+7.739e+01
+6.191e+01
+4.643e+01
+3.096e+01
+1.548e+01
+1.825e-11

1 .1

Y

料分层界面处，产生的应力超过分层结构的黏合强

剖面
中心电极

应力/MPa

P

焊缝层 2

图9

加明显[15-16]。

中心电极

焊缝层 1

mm
0.9

Ⅱ

化区

缺欠相似的 3 维分层结构 1/4 有限元模型，如图 9 所

二者之间的黏合剪切强度和黏合抗拉强度均设置为

晶粒数统计结果

观测位置 统计区域 内部晶粒数 相交晶粒数 晶粒总数 平均值
激光冲击强

在 Abaqus 有限元软件中建立与图 5 断口观察的

0.1

表2

3

第 48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应力集中区域

应力/MPa

+1.200e+03
+1.100e+03
+1.000e+03
+9.000e+02
+8.000e+02
+7.000e+02
+6.000e+02
+5.000e+02
+4.000e+02
+3.000e+02
+2.000e+02
+1.000e+02
+0.000e+00

25 ns

175 ns
分层结构裂开
250 ns
分层裂纹扩展

火焰探测器受力状态有限元模拟结果

图 10

326 ns

分层结构激光冲击强化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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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增等：激光冲击强化对加力燃烧室火焰探测器焊缝的影响

火焰探测器开裂过程如图 11 所示。由于存在焊

接缺陷，在火焰探测器焊缝区有分层结构，在激光冲

击强化过程中，GPa 级的冲击波使得分层结构过早开
裂，并萌生裂纹。在振动工作状态下，在靠近焊合面
处产生应力集中，在振动载荷作用下，裂纹进一步扩
展至整个厚度区域，造成火焰探测器在焊缝区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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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ual stress and fatigue life of clad，2024 aluminium sheet contain⁃
ing scribe defects[J].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2012，48

（5）：142-151.

[5] 李启鹏，何卫锋，仝崇楼，等 . 航空发动机叶片的激光冲击强化研究
[J]. 航空精密制造技术，2008，44（4）：37-39.

LI Qipeng，HE Weifeng，TONG Chonglou，et al. Study of laser shock

processing used in aeroengine blades[J].Aviation Precision Manufactur⁃
ing，2008，44（4）：37-39.（in Chinese）

[6] Montross C S，WEI T，YE L，et al. Laser shock processing and its ef⁃

fects on m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metal alloys：a review[J]. Fa⁃
tigue，2002，24（10）：1021-1036.

[7] 周磊，汪诚，周留成，等 . 激光冲击表面强化对焊接接头力学性能的

LSP
焊缝缺欠

循环拉压应力
下裂纹产生

4

ZHOU Lei，WANG Chen，ZHOU Liucheng，et al. The effect of laser

shock surface processing on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welded joints[J].
振动

断裂

图 11

影响[J]. 中国表面工程，2010，23（5）：41-44.

焊缝缺欠
开裂

火焰探测器开裂过程

结论
（1）中心电极具有材料完整性较好的区域，经激

光冲击强化后，可以在表层预置较大残余压应力，并
且使强化区晶粒细化；
（2）火焰探测器焊缝位置存在材料分层缺陷，裂
纹在材料分层处萌生；
（3）激光冲击强化过程中冲击波作用于材料分
层位置，使分层位置处加速开裂并萌生裂纹，在振动
载荷作用下进一步扩展，最终贯穿整个焊缝。
建议优化焊接工艺，提高焊接质量，以降低在激
光冲击强化过程中的缺陷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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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调节器壳体裂纹失效分析
侯玉峰 1，高

岩 2，徐显亮

2

（1. 空军装备部驻西安地区第九军事代表室，西安 710077；2. 空军装备部驻青岛地区军事代表室，山东青岛 266111）
摘要：针对某型燃油调节器壳体裂纹故障提出一种分析定位方法。通过实物质量分析、光谱分析和 ANSYS 结构强度仿真，排

除材料缺陷和设计缺陷，将故障问题逐渐收敛定位于外部载荷环境的影响，结合断口和疲劳试验载荷谱利用裂纹疲劳弧线反推分

析萌生裂纹机理，采用列表梯形法计算出壳体裂纹萌生寿命，将故障分析定位在高周疲劳试验区间。根据高周疲劳寿命试验数据
进行频谱扫描，分析高周疲劳试车中发动机转速频率特性、燃油调节器固有频率，并统计试车累计工作时间。结果表明：外部激励
频率与燃油调节器的固有频率存在频率上的重合导致了共振失效。为燃油调节器裂纹故障的分析定位提供了思路和方法，可为
航空发动机控制体系的发展与研究提供技术支持。
关键词：燃油调节器壳体；失效分析；共振；裂纹；断口定量分析；高周疲劳试验；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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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ck Failure Analysis of Fuel Regulator Shell
HOU Yu-feng1，GAO Yan2，XU Xian-liang2
（1.The Ninth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the Air Force Equipment Department in Xi'an area，Xi'an 710077，China；2. The Mili⁃
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the Air Force Equipment Department in Qingdao area，Qingdao Shandong 266111，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crack fault of a fuel regulator shell，an analysis and location method was proposed. Firstly，the physical quali⁃

ty was analyzed，the material defects and design defects were eliminated through spectral analysis and ANSYS structural strength simula⁃
tion，and the fault problem gradually converged to the influence of external load environment. Then，combined with the fracture and fatigue

test load spectrum，the crack initiation mechanism was analyzed by using the crack fatigue arc，and the shell crack initiation life was calcu⁃
lated by the list ladder method. The fault analysis was located in the high cycle fatigue test range. The frequency spectrum was scanned ac⁃
cording to the high cycle fatigue life test data，the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of engine speed and 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fuel regulator in

high cycle fatigue test were analyzed，and the cumulative working time of test run was coun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incidence of the

external excitation frequency and 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the fuel regulator is the problem leading to resonance failure，which provides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analysis and location of the fuel regulator crack fault，and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re⁃
search of aeroengine control system.
gine

0

Key words：fuel regulator shell；failure analysis；resonance；crack；quantitative fractography analysis；high cycle fatigue test；aeroen⁃

引言

转的必要条件。燃油调节器壳体的可靠性直接关系
到发动机乃至飞机的安全。

燃油调节器作为航空发动机的核心部件，用于调

随着中国航空发动机技术的发展，具有自主知识

节发动机燃油流量和几何通道等参数。壳体作为燃

产权的燃油调节器在控制系统中的需求不断提升，装

油调节器的主要零件，是电气、液压和机械等元件的

机配套数量不断增加，使用环境也更加多样，由此造

集成器；是工作介质流动传输的通道；是高温、高压、

成燃油调节器工程结构失效的因素也随之增多。某

湿热、盐雾等严酷环境的载具；是燃油调节器正常运

型燃油调节器随发动机进行高周疲劳试车时，发现壳

收稿日期：2020-08-23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7-V-0010-006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31020190MS707）资助
作者简介：侯玉峰（1981），女，博士，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建模与控制研究工作；E-mail：3312770285@qq.com。
引用格式：侯玉峰，高岩，徐显亮 . 燃油调节器壳体裂纹失效分析[J]. 航空发动机，2022，48（1）：103-109. HOU Yufeng，GAO Yan，XU Xianliang. Crack
failure analysis of fuel regulator shell[J]. Aeroengine，2022，48（1）：10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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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有燃油渗出，严重影响发动机正常使用，经初步
分析振动与疲劳是引起燃油调节器结构失效的重要

纹具体位置及局部放大如图 1、2 所示。

因素[1]。
振动载荷是航空发动机运行中必须承受的载荷，
因振动造成的事故屡见不鲜[2]。当激励频率分布与
工程结构的共振频率分布具有交集或相接近时，结构
发生共振而产生更大的响应，容易引起共振失效[3-4]。
王岩等[5] 在力学模型和有限元模型基础上探究了航
空柱塞泵缸体薄弱部位及影响疲劳寿命的因素，并得

图1

壳体外壁裂纹

图2

壳体内壁裂纹

到试验验证；高天阳等[6] 通过建立齿轮箱箱体有限元
模型，对比了齿轮箱体模态分析和实测加速度频谱分
析结果，判断齿轮箱箱体失效的主要原因为横向激励
与齿轮箱箱体模态发生共振；李广全等[7] 对齿轮箱体
进行断口分析，明确了裂纹源区存在应力集中，根据
振动加速度信号和动应力响应测试结果表明，振动频
率与齿轮箱体固有频率发生共振，从而导致箱体失
效；何柏林等[8] 对基于断裂力学的相关理论所建立的

2

燃油调节器壳体质量分析

预测方法在疲劳失效预测方向进行了展望；崔智勇[9]
通过逆向工程对燃油调节器壳体结构进行设计，进行
[10]

了强度分析和试验；张治华等 对某型燃油调节器进

根据壳体的装配部位和使用情况，对壳体实物质
量开展分析。
2.1

行时变磨损可靠性研究，将分析结果与外场数据比
较，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分析结果可为燃油调
节器的寿命筛选提供依据。
本文以某型燃油调节器壳体为研究对象，对壳

材料缺陷分析
依据光谱分析结果，壳体成分符合 2A70 材料的

要求，结果见表 1。壳体硬度为 128HBW5/250，符合
HB≥110 的要求。检查裂纹部位金相组织，无过烧。
表1

体结构及强度进行了分析，采用梯形法计算壳体断

壳体光谱（2A70 材料）

硅

镁

铁

铜

0.064

1.53

1.17

2.05

面扩展寿命确定裂纹断口萌生寿命，通过对高周疲

质量分数/%

劳试车谱和试车数据进行分析与统计，得到与发动

标准数据/%

≤0.35

1.4~1.8

0.9~1.5

1.9~2.5

质量分数/%

0.014

0.0081

1.03

0.047

机转速相关的激励频率，并与燃油调节器壳体固有
频率进行对比。

1

燃油调节器壳体裂纹故障概述

锰

标准数据/%

≤0.20

锌

≤0.30

镍

0.9~1.5

钛

0.02~0.10

注：GB/T 3190-2008 标准数据。

某型燃油调节器壳体疑似出现裂纹，导致内部燃

对裂纹断口观察，断面整体呈亮银色，未见腐蚀

油从裂纹部位渗出。壳体采用锻件毛坯通过机械加

等异常现象。在壳体断口纵剖面上测试维氏硬度

工成型，热处理后硬度要求 HB≥110，表面处理采用铬
酸阳极化。

对疑似出现裂纹的壳体进行了分解，并在专用气
密试验台上确认了漏油及裂纹部位。沿垂直于裂纹
的方向对壳体进行了剖切，裂纹起始于壳体内壁，大
部分沿一圆形加工台阶根部转角扩展，尾端偏离转
角，在壳体纵向剖面上可见裂纹倾斜穿透壳体。因此
认定壳体出现裂纹并贯穿壳体是漏油的根本原因，裂

HV，3 次测试结果分别为 140.17、143.17、138.71，均符
合 HV≥105 的技术要求。

上述检测表明壳体材料无原始缺陷。

2.2

2.2.1

强度分析
壳体裂纹部位壁厚
对裂纹壳体剖切面进行壳体壁厚测量，结果如

图 3 所示。裂纹部位壳体符合壁厚大于 4 mm 的产
品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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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壳体内表面 R 圆角较小时，在应力集中、疲劳
抗力减小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壳体内表面 R 产生疲劳

4.880 mm

裂纹源，扩展成贯通壳体的裂纹，形成漏油通道而漏
油。根据仿真分析结果本壳体的 R 圆角尽管较小，但

5.527 mm

该处的局部应力小于材料的许用屈服应力。

3

5 mm

图3

2.2.2

裂纹断口萌生寿命定量分析
疲劳断裂过程分为疲劳裂纹的萌生、扩展和失稳

裂纹壁厚测量

断裂 3 个阶段[13] 。短裂纹形成后的裂纹扩展是 1 个

壳体裂纹部位转角

连续过程，与循环载荷有关，在载荷循环的过程中，裂

计量检测结果显示，在壳体纵向剖面上可见内壁

纹 扩 展 形 成 1 条 疲 劳 条 带 ，即 当 疲 劳 裂 纹 长 度 为 a

加工转角基本为直角，无明显圆角；在壳体外壁其它

时 ，1 次 疲 劳 载 荷 循 环 dN 使 疲 劳 裂 纹 扩 展 da 的 距

部位可见圆形加工台阶，根部轮廓较明显。

离[14-16]，疲劳条带间距呈逐渐加宽的趋势。

对裂纹部位转角表面粗糙度进行检查，结果显示

该壳体装配某型燃油调节器随发动机共运行

4 个剖切样本的表面粗糙度 Ra=1.6~3.2，符合技术要

372 h 45 min，前 222 h 45 min 随其他发动机试车，后

2.2.3

量分析[17]确定裂纹萌生寿命。

求 Ra≤3.2。

不同壳体转角尺寸的强度分析
采用 ANSYS 对壳体开展结构分析 。对全几何
[9]

体按单元尺寸 2 mm 进行了网格划分，模拟中比较关
注壳体出现裂纹部位的应力分布情况，针对该部位进

行了局部网格细化，
在单元尺寸分别为 1.0、
0.5、
0.2 mm
条件下，选取了 3 个特征点（出现裂纹部位）进行网格

150 h 随发动机进行高周疲劳试车，决定通过断口定
壳体断裂形态如图 5 所示。壳体断口宏观可见

小弧线特征（以下定义为弧线），如图 5（a）所示；微观

也可见多条未能分开的疲劳条带组成的更小疲劳小
弧线特征（以下定义为小弧线），如图 5（b）所示。

无关性验证。根据计算结果，当单元尺寸由 0.5 mm
变化至 0.2 mm 时，随着网格数的增加，3 个特征点的
应力值变化很小，说明当单元尺寸为 0.5 mm 时对计
算结果的影响很小，认为单元格为 0.5 mm 时的网格

已达到网格无关，因此取单元尺寸为 0.5 mm 时的网
格作为计算网格。

壳体承受的载荷主要来自回油压力，壳体由 2 处

螺桩和 2 处螺母固定。设定回油压力为 0.42 MPa，
当壳

体 3 维模型内表面 R 由 0.2 mm 变为 0.5 mm 时，壳体产

生裂纹部位的局部应力由 139 MPa 降低至 83 MPa，小
于材料的许用拉伸屈服应力（284 MPa），
如图 4 所示。

（a）疲劳弧线特征
图5

（b）疲劳小弧线特征
壳体断裂形态

对后 150 h 疲劳试验载荷谱进行分析，可知 1 个

起落载荷谱工作时间为 11315 s（3.143 h），包含 2 个大

的应力变化，等效为 2 个三角波载荷谱块，如图 6 所

示。每个起落变化中还包含 72 个阶梯转速变化，由

于阶梯转速运转时间不一，后续定量数据采集和分析
应力/MPa
108.99 Max
96.886
84.779
72.673
60.566
48.460
36.353
24.247
12.140
0.34011 Min

74.135
82.561 78.876
64.950 82.980
88.072
86.507 82.530
92.875
0
5.000 mm
2.509

图 4 壳体应力分布
（内表面 R=0.5 mm，回油压力为 0.42 MPa）

较 困 难 ，因 此 本 次 定 量 分 析 采 用 疲 劳 弧 线 进 行 反
推[18]。结合断口和后 150 h 疲劳试验载荷谱分析可

X
Y

知，每个起落包含 2 条弧线。

壳体裂纹扩展前、中、后期疲劳弧线宽度分别为

0.20、0.23、0.33 mm，裂纹扩展总长度为 6.6 mm，采用

列表梯形法（见表 2）对该断面疲劳裂纹所经历的扩

展寿命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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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调节器在固有模态下的最大振动应力位置（安装支点

Fight

处 X、Y、Z 3 个方向）的频率和幅值进行测试，结果如

Drill

Percentage of maximum speed/%

95

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频率为 862 Hz 处响应幅值

90

较大。

85

0.06

80

0

2000

4000

图6

8000

10000

12000

150 h 疲劳试验载荷谱

表2
序号 裂纹长度/mm

6000
t/s

疲劳弧线条数 Ni

0.0

0.20

8

3

2.6

0.23

2

1.6

4

3.0

5

3.9

6

6.6

0.21
0.24
0.20
0.33

0.03
0.02

0
850

5

10

ΣNn=29

950

1000
1050
Frequency/Hz

1100

1150

航空发动机频率幅值特性

对发动机高压转速（70%~100%）与某型燃油调
节器安装支点处的频率特性（835.3~1139.5 Hz）之间
的关系进行最小二乘法拟合，如图 8 所示。
1150
1100

式中：an、an-1 分别为第 n、n-1 点距离源区的裂纹长度；

1050

frequency/Hz

da/dN 为裂纹扩展速率；Nn 为第 n 点距离源区的疲劳

1000

弧线条数；Nf 为疲劳弧线条数之和[19]。

950

按照式（1）计算可得壳体疲劳弧线条数为 29 条，

Test poin
Interpolating point

900

即壳体的扩展寿命为 29÷2×3.143 =45.6 h，由于壳体

的总寿命为 372 h 45 min（372.75 h），萌生寿命等于总

850
800
70

寿 命 减 去 扩 展 寿 命 ，那 么 壳 体 的 裂 纹 萌 生 寿 命 为

327.15 h，即裂纹萌生于进行高周疲劳试车的后 150 h

75

图8

之内。

高周疲劳试车分析

900

图7

4

2 ( an - an - 1 )
N f = ∑N n = ∑
（1）
da n dN n + da n - 1 dN n - 1

4

0.04

0.01

壳体疲劳弧线数据

疲劳弧线平均间距/mm

1
2

Ampiltude/（g2/Hz）

75
70

X Direction
Y1 Direction
Y2 Direction
Z Direction

0.05

4.2

80
85
90
Percentage of speed/%

95

100

航空发动机转速频率特性

燃油调节器固有频率
燃油调节器的结构较为复杂，且内部充满工作介

从断口结果看，壳体断面低倍为类解理，高倍疲

质，通过有限元分析计算得到的固有频率与实物间存

劳条带细密，具有高周疲劳特征，壳体疲劳裂纹出现

在较大偏差。因此，本文通过振动试验确定燃油调节

在高应力区，呈现线源、起伏大、多弧线等特征，表明

器的固有频率。在振动试验中附件处在油封状态（模

壳体随发动机试车时应该受到了较大的、频繁变化的

拟工作状态的燃油调节器）的振动量值按标准曲线

交变载荷。因此，载荷应该是导致壳体疲劳开裂的主
要原因，
断口定量分析表明壳体裂纹萌生于后 150 h 试

车阶段，
以下对发动机高周疲劳试车开展分析研究[23]。
4.1

发动机转速频率特性

在 航 空 发 动 机 高 压 转 速 为 72%～85%～90%～

100%（中间）～100%（全加力）共 5 个状态下，对燃油

（如图 9 所示）给定，用对数扫频方式，沿 3 个主正交轴

（安装方位如图 10 所示），分别对被试品进行正弦扫

频，壳体出现裂纹部位即安装支点处的固有频率扫频
结果见表 3。

X、Y、Z 3 个方向扫频结果显示，壳体响应幅值在

20g 以上的状态对应安装支点处的频率大部分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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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2.54

X Direction
Y Direction
Z Direction

60

1g

55

0.91

50

Amplitude/g

10g

45

Amplitude/mm

40
35
30
25

5

14 23

图9

74

Frequency/Hz

20
100

2000

200

300

图 11

振动标准曲线

frequency/Hz

800
700
600

300

O

200

Φ1

4.3

安装方位

X、Y、Z 3 个方向扫频结果
频率/Hz

幅值/g

频率/Hz

幅值/g

1

199.973

37.0

205.591

26.2

227.314

60.1

3

422.555

33.0

425.492

21.0

546.004

38.4

4
5
6

485.347
555.542
579.119

23.2
43.0
32.5

279.821
847.681

48.2
27.7

518.361
585.168

49.0
32.4

20.7

注：扫频结果记录了响应幅值在 20g 以上的点。

200~600 Hz，响应幅值随安装支点处频率的提高而减
小。但 Y 方向有 1 个响应幅值在 20g 以上的状态，对

应 安 装 支 点 处 频 率 为 848 Hz 时 响 应 幅 值 为 27.7g

（1.39 倍安装支点处的频率），如图 11 所示。

振动试验结果显示，频率为 848 Hz、幅值为 27.7g

状态与发动机高压转速为 72% 时，安装支点处的频
率较为接近。对转速频率特性（图 8）进行外推，如图

12 所示，安装支点频率为 848 Hz 时发动机高压转速
为 71%，对应于发动机慢车状态。

95

100

燃油调节器的速度频率特性

发动机高周疲劳试车共点火 80 次。排除各种原

周疲劳试车载荷谱规定的高压转速各台阶累计和要
求的工作时间如图 13 所示。
400
350
300

Required residence time
Required residence time

250
200
150
100
50
0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幅值/g

217.306

80
85
90
Percentage of speed/%

因产生的无效数据，统计了 77 次点火的试车数据，高

Z 方向

频率/Hz

2

Test poin
Interpolating point
Natural frequency point of fuel regulator

试车载荷谱工作时间统计[23]

Cumulative residence time and
Required residence time/min

Y 方向

75

图 12

Y

序号

燃油调节器的速度频率幅值特性

900

400

Fuel regulator

X 方向

900

1000

500

表3

800

1100

PLA

图 10

700

1200
Z

X

400
500 600
Frequency/Hz

图 13

高压转速各台阶累计和要求的工作时间

从图中可见，在高压转速各台阶中，绝大部分台
阶已经超出载荷谱要求的停留时间，仅有 70% 和 73%
转速在载荷谱要求的停留时间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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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计算结果与实际的偏差情况，在燃油调节
器固有频率为 848 Hz 时选取频率带 848~860 Hz 进行

分析，对应发动机高压转速为 71%~72%。依据发动

机高周疲劳试车高压转速各台阶工作时间的统计结
果，当发动机高压转速为 71%~72% 时，累计停留时间
合计 426.7 min（7.1 h）。
4.4

产品状态验证

第 48 卷

2011（增刊 1）：450-452.

HOU Xueqin，LI Ying. Heat Failure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of gear

tooth fracture[J]. Treatment of Metals，2011（S1）：450-452.（in Chi⁃
nese）

[4] 陈群志，周志强，张强，等 . 振动环境下飞机薄壁结构紧固件疲劳寿
命研究[J]. 机械强度，2015，37（1）：52-57.

CHEN Qunzhi，ZHOU Zhiqiang，ZHANG Qiang，et al. Research on fa⁃

tigue life of aircraft thin wall structure fastener under vibration environ⁃

根据发动机的装配调整情况，交付使用的发动机

ment[J]. Journal of Mechanical Strength，2015，37（1）：52-57.（in Chi⁃

地面慢车状态的高压转速为 72.5%~73%，对应频率

[5] 王岩，王晓晴，郭生荣，等 . 航空柱塞泵缸体疲劳分析及寿命预测方

约为 865.8~871.8 Hz，燃油调节器固有频率点 848 Hz
低于该频率范围。因此，某型燃油调节器在配装发动
机完成其他各类试车中均未出现该壳体漏油故障。
在发动机高周疲劳试车中，长时间停留目前发动
机使用的慢车转速以下（高压相对物理转速为 70%~
72%，对应频率约为 835.3Hz~859.8 Hz），与燃油调节

器的固有频率出现重叠，发生共振，最终导致壳体最
大振动应力位置——安装支点处出现裂纹。

5

结束语
本文针对某型燃油调节器壳体裂纹故障，经过实

物质量分析排除了因缺陷导致裂纹的机理，通过断口
定量分析和高周疲劳试车分析等手段，逐步筛查并最
终确定了壳体形成裂纹导致漏油的原因为：随发动机
进行高周疲劳试车中，产品长时间工作于固有频率
点，容易导致壳体裂纹。后续在燃油调节器设计及发
动机工作时应错开燃油调节器固有频率及其在发动
机安装支点处的频率带。同时，在燃油调节器壳体的
加工过程中，应增大圆角，减弱应力集中。研究中某
型燃油调节器壳体裂纹部位的实际振动幅值缺少更
多试验数据的支持，需进行进一步的测试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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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选区熔化成型 316L 不锈钢工艺参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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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激光选区熔化成型 316L 不锈钢工艺参数选择问题，采用单因素条件变量分析法，在激光选区熔化过程中，分析了

激光功率、扫描速度对 316L 不锈钢成型零件表面粗糙度、致密度、硬度和尺寸偏差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当激光功率降低或者

扫描速度提高时，内部能量密度减小，粉末熔化量减少，试样表面球化效应增强，孔隙缺陷增多，试样致密度减小、硬度降低；当激
光功率提高或者扫描速度降低时，
内部能量密度增大，
粉末被过度烧蚀，
产生较大的尺寸偏差，
所形成熔道易塌陷，
导致层间结合较差，
试样性能降低。当激光功率为 300 W、
扫描速度为 1000 mm/s 时，
能量密度适中，
形成了较好的冶金结合，
抗拉强度可达 753 MPa，上表
面硬度 HRB 能达到 97.22。该项研究为 316L 不锈钢激光选区熔化工艺参数的合理选择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激光选区熔化；316L 不锈钢；工艺参数；试样性能；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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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rocess Parameters of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316L Stainless Steel
XU Kai-chi1，2，WANG Ke3，XU Ru-xue1，SHEN Zhe1
（1.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2. School of Mechanics，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129，China；3. Air Force Equipment Department Second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Shenyang，Shenyang 110043，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selection of process parameters for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316L stainless steel，the single factor conditional

variable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In the process of selective laser melting，the effects of laser power and scanning speed on the surface

roughness，density，hardness and dimensional deviation of 316L stainless steel part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laser

power decreases or the scanning speed increases，the internal energy density decreases，the melting amount of powder decreases，the
spheroidization effect of sample surface increases，the porosity defects increase，the density and hardness of the sample decrease. When the
laser power increases or the scanning speed decreases，the internal energy density increases，the powder is excessively ablated，resulting in

large dimensional deviation，and the formed weld channel is easy to collapse，resulting in poor interlayer bonding and reduced sample per⁃
formance. When the laser power is 300 W and the scanning speed is 1000 mm/s，the energy density is moderate and a good metallurgical

bonding is formed. The tensile strength can reach 753 MPa and the upper surface hardness HRB can reach 97.22.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f⁃
erence for the reasonable selection of process parameters of laser selective melting 316L stainless steel.

Key words：selective laser melting；316L stainless steel；process parameters；samples performance；aeroengine

0

杂，采用传统的机械加工方法难以满足航空发动机复

引言
316L 不锈钢属于一种奥氏体不锈钢材料，其成

分中含有一定的 Cr、Ni 元素，具有良好的塑性和耐磨
性，被广泛应用于航空发动机零件的制造

[1-3]

。随着

航空技术的不断发展，内部零件的形状与结构日趋复

杂零部件的制造要求。因此，研发新的制造技术已成
为当今研究热点。

激 光 选 区 熔 化（Selective Laser Melting，SLM）技

术属于增材制造的一种，其成型原理是将设计的 3 维
模型离散化，通过逐层叠加的方法，形成 3 维金属零

收稿日期：2020-01-15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J2017-VII-0006)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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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4-5]。与传统制造技术相比，采用 SLM 工艺不仅能

制造出具有复杂结构的零件，而且所制零件与冶金能
良好地结合，致密度接近 100%[6-7]。该工艺在航空、
航 天 、医 疗 和 模 具 工 业[8-10] 得 以 扩 展 应 用 。 但 由 于
SLM 零件是通过点、线、面、体构造成型的，其表面质

量存在一定的缺陷，内部存在气孔和未完全熔化的粉
末颗粒，极大地影响了零件性能。激光工艺参数作为
目前影响 SLM 零件成型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11-12]，对
零件的打印质量和性能产生极大地影响，因此，探讨

1

试验及方法

1.1

试验材料

在 SLM 试验中采用中

航迈特生产的气雾化 316L
不锈钢粉末，
其微观形貌如

图 1 所示，
化学成分见表 1。
粉末粒径为 15~53 μm，粉
末松装密度为 4.24 g/cm3。

100 μm

图1

工艺参数对成型零件质量和性能的影响规律从而确
定最优工艺参数至关重要。程博等[13] 研究了 SLM 激

微观形貌（1000 倍）
表1

光功率和扫描速度对 18Ni-300 成型件表面质量和致
密度及硬度的影响规律，表明随着激光扫描速度提

度和硬度没有明显变化。Salem 等[14]分析了激光功率
和扫描速度等工艺参数对 Ti6Al4V 合金 BCC 晶格网

架结构的影响，表明在激光功率较低条件下，随着扫
描速度的提高，晶格网架尺寸减小；在中等激光功率
（200 W）下，晶格网架尺寸逐渐减小，直至扫描速度
达到 2400 mm/s 时，晶格网架尺寸不再发生变化；在

激光功率较大（250 、300 W）时，在不同的扫描速度下
晶格网架尺寸存在一定的波动。高飘等[15] 通过分层

厚度对 Ti-5Al-2.5Sn 合金试样致密度、显微组织和力

C

Si

Mn

wt/%
P

≤0.03

1.00

2.00

0.035

质量分数

10.0~14.0

16.0~18.0

2.0~3.0

余量

1.2

Ni

Cr

Mo

S

0.03

Fe

试验设备与工艺参数

利用HBD 280设备进行试验，
该设备采用 500 W的

IPGYLR-200光纤激光器，
波长为 1070 nm，
最大成型空

间为250 mm × 250 mm × 300 mm。为进一步掌握工艺参
数对成型零件性能的影响规律，
采用单因素条件变量分
析法进行性能分析。利用成型工艺参数见表2，
采用扫描
方向逐层改变 67°的条形扫描策略如图 2（a）所示，
成型
10 mm × 10 mm × 10 mm的小方块如图 2（b）所示。
表2

学性能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表明在其他工艺参数一定
的条件下，当分层厚度小于 40 μm 时，能量密度降低，

316L 不锈钢粉末的质量分数

质量分数

高，零件表面熔道球化效应加剧，孔隙缺陷增多，致密
度降低；当激光功率增大时，熔道重熔区域增大，致密

316L 不锈钢粉末的

激光功率

试验组

致密度提高；当分层厚度大于 40 μm 时，随着能量密

1

度的降低，致密度呈现先提高后降低的趋势。 Ansari

/W

200~325

（间隔 25）

2

等[16]通过建立多物理数值模型和模拟 SLM 过程，确定

了不同扫描速度下 AlSi10Mg 金属粉末的工艺参数组

选择性激光熔化成型工艺参数

300

扫描速度 /

扫描间距/

离焦量/

铺粉层厚

（mm/s）

mm

mm

/ μm

1000

0.1

2.5

50

0.1

2.5

50

n+2 层

10 m

700~1200

（间隔 100）

合，并分析了激光功率和光斑直径对温度的影响。

目前对 SLM 成型 316L 不锈钢工艺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工艺参数对内部孔隙的影响，很少涉及工艺参数

Y

对 316L 不锈钢表面质量和尺寸精度的影响。而 316L

X

（a）扫描策略

不锈钢作为航空航天领域中广泛使用的金属材料，其

图2

打印质量和精度是能长期使用的必要前提。本文针
对 SLM 工艺成型 316L 不锈钢，重点研究了激光功率
和扫描速度对成型零件表面粗糙度、致密度、硬度和
尺寸偏差的影响。

n+1 层
n层

1.3

m

（b）SLM 成型试样

扫描方向逐层改变 67°的条形扫描策略

试验方法
采用阿基米德排水法测量计算成型试样的致密

度。对成型试样进行镶嵌磨抛后，使用 LEICA DM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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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相显微镜（Optical Microscope，OM）观察样件内部

当其他工艺参数一定的情况下，随着激光功率和扫描

OLS4100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进行测量。利用千分尺

分别在功率为 300 W 和扫描速度为 1000 mm/s 时，致

方向测量 3 次求平均值并计算出尺寸偏差。应用 Di⁃

出相同的变化规律。

后的试样表面重复测量 10 次求平均值。依据 GB/T

影响了内部能量密度 E 的变化，
从而导致试样性能的

于拉伸试验。应用 C51.105 型电子万能试验机在室

P
（1）
vht
式中：P 为激光功率；v 为扫描速度；h 为扫描间距；t 为

孔隙情况。打印试样的表面粗糙度，使用 Olympus 的

速度的提高，试样的致密度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分别测量试样在 X、Y、Z 方向的尺寸，对每个试样在各

密度达到最高值。试样的上表面硬度与致密度表现

giRock DR3 洛氏硬度仪测量试样的表面硬度，在抛光
228-2010 设计标准成型的棒状试样(如图 3 所示)用

温下测量，沿试样轴向拉伸，拉伸速率为 5 mm/min。
在拉伸试验完成后 ，采用 QUANTA 扫描电镜（Scan⁃
ning Electron Microscope，SEM）对断口形貌进行观察

产生此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工艺参数变化时
变化
E=

层厚。
在扫描间距和层厚一定的情况下，当激光功率较

和分析。

低或扫描速度较高时，功率密度减小，激光穿透能力
14

70

减弱，难以使粉末充分熔化，形成了大量的孔隙缺陷，

35

影响了试样性能，导致表面硬度减小。当激光功率较

Ø9

高或扫描速度较低时，能量密度过大导致粉末被过度
Ø0
.5

R4

图3

2.1

缺 陷（如 图 6 所 示），减 小

拉伸试样尺寸

了试样的致密度。由于孔
隙分布不均匀，使测试样

结果与讨论

硬度存在较大偏差。此

工艺参数对致密度和硬度的影响

316L 不锈钢合金试样致密度和硬度随激光功率

和扫描速度变化的结果如图 4、5 所示。从图中可见，
99.5

98

99.4

96

99.1

95

致密度
硬度

99.0
98.9

200

图4

225

250

275
P/W

300

325

350

致密度/%

提高，
试样上表面粗糙度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分别
在功率为 300 W 和扫描速度为 1000 mm/s 时，表面粗

94

22
20
18

92

99.2
99.1
99.0
700

图5

800

900

1000

v/（mm/s）

14
12

1100

1200

88

扫描速度对致密度和硬度的影响

11.882 μm

10

90

致密度
硬度

18.121 μm

16

94

99.3

激光功率和扫描速度对 316L 不锈钢合金试样表

工艺参数一定的情况下，随着激光功率和扫描速度的

96

99.4

工艺参数对表面粗糙度和组织的影响

面粗糙度的影响如图 7、8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其他

激光功率对致密度和硬度的影响

99.5

98.9

洛氏硬度

99.2

316L 试样光学形貌

内部，硬度值越小。

洛氏硬度

致密度/%

99.3

度仪压头越容易压入试样 图 6 激光功率为 325 W 的
2.2

97

100 μm

外，试样内部孔隙越多，硬

Ra /μm

2

烧蚀，形成的不规则孔隙

mm

8

图7

200

225

250

275
P/W

300

325

350

激光功率对 316L 不锈钢合金试样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从图中可见，试样的晶粒尺寸随所应用的 SLM 成型

22
20

工艺参数的变化而变化。当激光功率较低时，能量密

19.707 μm

18

度减小，熔池冷却速率增大，晶粒尺寸减小，晶粒逐渐
细化；当激光功率较高时，能量密度增大，熔池温度升

14

高，为晶粒生长提供足够能量，促进了晶粒增长（图

Ra /μm

16

12

8

10（b））。

11.882 μm

10

图8

113

徐凯池等：激光选区熔化成型 316L 不锈钢工艺参数研究

第1期

700

800

900

1000

v/（mm/s）

1100

1200

扫描速度对 316L 不锈钢合金试样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糙度 Ra 达最低值为 11.882 μm，
如图 9（a）所示。

影响表面粗糙度的主要因素是熔道之间的搭接

3 μm

状态。在相同的扫描间距条件下，当激光功率较低
时，能量密度减小，造成大量未熔化粉末堆积，熔道搭
接不理想，影响了层间结合状态，增大了表面粗糙度
（图 9（a））；随着激光功率的提高，熔化粉末增多，熔

道之间形成较好搭接，表面粗糙度减小；当激光功率
过高时，所形成熔道被过度烧蚀，形成烧蚀孔隙，所形
成熔道沿熔道中心向熔道边缘塌陷，导致熔道过度堆
叠，影响了表面成型质量，如图 9（c）所示。当扫描速
度较低时，激光作用于粉末上的时间增加，使熔池内

（a）P=200 W

图 10

2.3

寸偏差的影响如图 11、12 所示。在扫描速度较低时，
引起的 Z 方向尺寸误差的变化较大，而随着扫描速度
的提高，尺寸偏差逐渐减小，X、Y 和 Z 方向的尺寸误
差逐渐趋于平稳，整体呈现收缩趋势。当扫描速度
0.5
0

上的时间较短，但过高的扫描速度易造成成型室内的
尺寸偏差/%

能量密度适中时，熔道平
行度较高，试样成型状态

纵截面 SEM 如图 10 所示。

-0.5
-1.0

-2.5
500 μm

图 11

Z

ΔX

-1.5

ΔY
ΔZ

-2.0

好，如图 9（b）所示。

不同工艺参数试样的

不同工艺参数试样的纵截面 SEM 成型（4 万倍）

工艺参数对尺寸精度的影响

面粗糙度；当扫描速度较高时，虽然激光作用于粉末

表面成型状态。因此，当

（b）P=350 W

激光功率和扫描速度对 316L 不锈钢合金试样尺

部处于湍流状态，产生大量飞溅颗粒，增大了试样表

粉末飞溅，影响了试样的

3 μm

200

X
Y

225

250

275
P/W

300

325

350

激光功率对 316L 不锈钢合金试样尺寸偏差的影响

（a）P=200 W

0.4

尺寸偏差/%

0

500 μm

（b）P=300 W

图9

不同工艺参数试样的上表面形貌（250 倍）

-0.8

ΔX

-1.2

ΔZ

ΔY

-1.6

500 μm

（c）P=350 W

-0.4

-2.0

图 12

700

800

900
1000
v/（mm/s）

1200

1200

扫描速度对 316L 不锈钢合金试样尺寸偏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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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至 1100 mm/s 以上时，尺寸偏差再次增加，因扫

800

X、Y 和 Z 方向的尺寸误差迅速变大，由于功率提高，

600

700
应力/MPa

描速度过高，导致层间不良。随着激光功率的提高，
使粉末熔化程度增加，导致收缩效应更强，尺寸误差
变化更大。
2.4

500
400
300
200

优化工艺的试样性能

100

通过上述对工艺参数的研究，
在激光功率为300 W，

扫描速度为 1000 mm/s，
扫描间距为 0.1 mm 的优选工艺

0

参数下进行 SLM 试验。在优选工艺下打印的 316L 不

图 14

锈钢试样在 SEM 下的显微组织如图 13所示。从图中可

5

10

应变/%

15

20

25

316L 不锈钢拉伸试样的应力-应变曲线

见，
内部组织主要为柱状晶和胞状晶，
熔池内部可见明

显的晶界（白色虚线）。胞状晶主要分布于熔池内部（如
图 13（b）所示），
柱状晶主要分布于熔池边缘，
其生长方

向主要沿熔池内部最大温度梯度方向生长（如图 13（c）
所示 [17]）。在优选工艺下样件的力学性能见表 3。从表

纤维区

中可见，316L 试样的上表面和侧表面的硬度存在明显

剪切唇

差异，侧表面硬度高于上表面的，HRB 达到 98.62。沿

（a）70 倍

水平方向构建的棒状拉伸试样的应力-应变曲线如
图 14 所示。试样的拉伸性能为 753 MPa，延伸率达到

24.6%。为进一步了解 316L不锈钢的断裂机理，
在不同

SEM 倍率下观察拉伸断口，宏观断口如图 15（a）所示。

2 mm

图 15

3

20 μm

（b）5000 倍

316L 不锈钢试样的拉伸断口形貌

结论
（1）在激光功率较低或扫描速度较高时，
能量密度

从图中可见，
拉伸断口主要由纤维区和剪切唇组成，
表

过小，不足以使粉末完全熔化，层间缺陷较多，致密度

面可见大小不同的韧窝孔

减小，
表面硬度降低；
在激光功率较高或扫描速度较低

洞，
呈现韧性断裂特征。在

时，能量密度过大，产生过度烧蚀孔隙，使试样的孔隙

高倍 SEM 观察中，
断口表面

率提高，
表面硬度降低；

存在大量的韧窝晶格，
韧窝

（2）在激光功率较低或扫描速度较高时，导致大

晶格尺寸较小，
存在明显起

量粉末堆积，影响了层间结合状态，表面出现明显的

伏，其形状 呈 不 完 全 等 轴
状，
如图 15（b）所示。

10 μm

（a）熔池内部（1 万倍）

球化现象，表面粗糙度增加；在激光功率较高或扫描
速度较低时，熔道塌陷变形，导致试样表面凹凸不平，
表面粗糙度增加；
（3）相对于扫描速度，激光功率对于试样 X、Y、Z
方向的尺寸偏差影响更为显著；
（4）优选工艺下成型的 316L 不锈钢试样的上表

面硬度 HRB 可达 97.22，抗拉强度为 753 MPa，延伸率
3 μm

4 μm

（b）胞状晶（4 万倍）

图 13
表3

（c）柱状晶（3 万倍）

316L

753±12

3D printing 316L stainless steel fabricated by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优选工艺下试样的力学性能

636±47

上表面

H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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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引气管卡箍断裂失效分析
邱

丰，刘博志，赵世炜，佟文伟，谭

莉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某发动机发生的引气管单联卡箍组件中的卡箍上半部断裂的故障，对断裂的卡箍上半部进行宏观侧表面检查、断
口及材质分析，结果表明：卡箍上半部断口疲劳源区位于卡箍上半部与下半部接触侧的表面区域，在螺栓装配中引起卡箍上半部
发生塑性变形而产生表面拉应力，并且在发动机振动载荷作用下产生微动磨损，从而破坏了卡箍上半部螺栓孔周围局部的表面完
整性，降低了该部位的抗疲劳强度，是导致卡箍上半部产生疲劳萌生进而发生断裂故障的根本原因。在卡箍上、下半部之间加装
垫片的改进建议已在新的结构设计中得到应用，垫片的加装消除了卡箍上半部在装配过程中由于变形而产生的表面拉应力，并且
减轻了卡箍上、下半部之间的微动磨损，从而避免此类故障再次发生。
关键词：引气管卡箍；疲劳断裂；失效分析；微动磨损；表面拉应力；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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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ure Failure Analysis of Aeroengine Suction Pipe Clamp
QIU Feng，LIU Bo-zhi，ZHAO Shi-wei，TONG Wen-wei，TAN Li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view of the fracture failure of the clamp upper half in an engine suction pipe single union clamp，the macroscopic side

surface inspection，fracture and material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fractured clamp upper half.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acture fa⁃
tigue source area of the clamp upper half is located in the surface area of the contact side between the upper half and the lower half of the

clamp. During the bolt assembly，the plastic deformation of the clamp upper half is caused to produce surface tensile stress，and fretting

wear is generated under the action of engine vibration load，which destroys the local surface integrity around the bolt hole of the clamp up⁃
per half and reduces the fatigue strength of this part. This is the root cause of fatigue initiation and fracture failure in the clamp upper half.
The improvement suggestion of installing gaskets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halves of the clamp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new structural

design. The installation of gaskets eliminates the surface tensile stress caused by the deformation of the clamp upper half during assembly，
and reduces the fretting wear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halves of the clamp，so as to avoid the recurrence of such faults.
Key words：suction pipe clamp；fatigue fracture；failure analysis；fretting wear；surface tensile stress；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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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箍断裂故障在航空发动机外部管路故障中占

引言

比较高，国内外科研人员对此进行过很多研究。刘中

管路系统是航空发动机中介质和能量传输的重

华等[7] 研究了某连通管卡箍的断裂故障，由于该卡箍

要通道，而卡箍是固定、支撑和安装该系统的重要零

结构设计不能适应振动环境，并且卡箍上、下半部之

部件

[1-2]

，合理地设计卡箍结构和布置卡箍在发动机
[3-4]

间装配夹角大，在螺栓拧紧过程中产生较大的初始局

，还

部应力，进而产生疲劳断裂；王琦等[8] 对某发动机滑

可以有效控制和改善发动机管路的动态特性[5-6]。因

油弯管处卡箍衬垫撕裂故障进行了研究，由于卡箍衬

此，确保卡箍在发动机工作中的可靠性对保障管路

垫选材不当，在高温过载状态下引发了撕裂 ；李洋

系统的正常工作有重要作用，直接影响发动机的安

等[9] 针对某发动机引气管卡箍断裂故障展开研究，由

全性能。

于卡箍安装端折弯处内弧转角较小，在内弧表面的划

上的位置不仅可以提高卡箍自身的结构强度

收稿日期：2020-01-13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邱丰（1988），男，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故障零部件的失效分析工作；E-mail：280473520@qq.com。
引用格式：邱丰，刘博志，赵世炜，等 . 航空发动机引气管卡箍断裂失效分析 [J]. 航空发动机，2022，48（1）：116-120. QIU Feng ，LIU Bozhi ，ZHAO
Shiwei，et al. Fracture failure analysis of aeroengine suction pipe clamp[J]. Aeroengine，2022，48（1）：11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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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处产生了局部应力集中，从而诱发疲劳裂纹萌生；
[10]

李波等 对航空发动机引气预冷导管卡箍断裂故障
进行分析，表明由于卡箍装配应力过大，导致外表面
边角处应力集中，在振动应力的作用下引起疲劳萌
生；Zhang 等 研究了多卡箍支撑管路结构的频率调
[11]

整与动态响应之间的关系，通过优化卡箍装配位置，
使卡箍的第一固有频率与发动机振动频率相差较大，

析 ，断 口 宏 观 形 貌 如 图 3

断裂卡箍上半部
锁片

所示。图中左侧断口编号
为 1#，右 侧 断 口 编 号 为

2#。1#断口宏观形貌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断口
呈灰褐色，呈现明显的疲

卡箍下半部

螺栓

从而避免了在发动机振动频率范围内管路系统与卡

劳弧线和放射棱线特征， 图 2 分解后的单联卡箍组件
表 明 断 口 性 质 为 疲 劳[14]，
宏观形貌

箍发生共振，降低了卡箍因高频振动而引起疲劳萌生

根据放射棱线汇聚方向判

和扩展的可能性，进而提高了卡箍的可靠性；Hazra

断，疲劳起始于卡箍上、下半部接触侧的表面区域（图

紧导线的断裂原因，结果表明在装配过程中锁紧导线

见，断口表面呈灰褐色、疲劳特征及断口断裂性质均

等

[12]

研究了某型航空发动机排气管道固定所用的锁

产生了过扭以及该批次导线过大的强度及较低的韧
性是造成锁紧导线断裂的主要原因；Kumar 等 研究
[13]

4 中圆圈）。2#断口宏观形貌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
与 1#断口的一致，但根据放射棱线汇聚方向判断，疲

劳由卡箍上半部两侧表面双向起始，呈多源起始特

认为，航空发动机一体化喷嘴驱动系统冷却液压管路

征，源区位置如图中圆圈所示，其中与卡箍下半部接

断裂的主要原因为断口表面存在的腐蚀性元素引起

触侧起始的疲劳扩展更为充分，表明卡箍上、下半部

的腐蚀疲劳以及装配或焊接过程中产生的拉应力载

接触一侧的源区为主疲劳源，与锁片接触一侧为次疲

荷引起的应力腐蚀开裂，同时固定管路的卡箍未能有

劳源。

效地降低振动载荷也是导致液压管路快速开裂的原
与锁片接触侧

因之一。综上研究表明，结构设计、选材、加工工艺及
装配工艺不当等因素均会引起卡箍断裂。因此研究
卡箍的断裂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1#断口

本文对某发动机工作后出现的引气管单联卡箍

图3

组件中的卡箍上半部断裂故障进行了失效分析。

1

卡箍上半部断口宏观形貌

与锁片接触侧

失效分析与结果

1.1

2#断口
与卡箍下半部接触侧

次疲劳源

与锁片接触侧

宏观检查

单联卡箍组件装配和分解宏观形貌分别如图 1、

2 所 示 。 卡 箍 由 1Cr11Ni2W2MoV 板 材 弯 曲 加 工 而

成。从图中可见，卡箍上半部沿螺栓安装孔边缘断
裂，断裂位置如图 1（a）中箭头所示。
断裂位置

螺栓

卡箍上半部
卡箍下半部

图1

1.2

与卡箍下半部接触侧

图4

1#断口宏观形貌

图5

2#断口宏观形貌

在扫描电镜下放大观察，1#断口源区放大形貌如

锁片

（a）卡箍组件断裂位置

主疲劳源
与卡箍下半部接触侧

（b）断裂卡箍组件装配

单联卡箍组件装配宏观形貌

断口分析
将卡箍组件分解后对卡箍上半部进行断口分

图 6 所示。源区可见磨损痕迹，未见明显的冶金缺

陷。根据放射棱线汇聚方向判断，1#断口疲劳起始于
卡箍上、下半部接触侧的表面区域（图中箭头）。在扩

展区可见清晰细密的疲劳条带形貌（如图 7 所示），进
一步说明卡箍上半部 1#断口的断裂性质为疲劳。

2#断口源区主疲劳源放大形貌如图 8 所示。从

图中可见，其形貌呈多源起始特征，源区可见磨损痕

迹，未见明显的冶金缺陷。根据放射棱线汇聚方向判
断，2#断口主疲劳源起始于卡箍上半、下半部接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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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扫描电镜下进一步放大观察卡箍上半部断口
源区侧表面，1#断口疲劳源区侧表面如图 12 所示。
从图中可见，源区部位的侧表面存在明显的与源区位
2 μm

100 μm

图6

1#断口源区放大形貌

图7

（300 倍）

1#断口扩展区放大形貌
（5000 倍）

置相对应的挤压磨损痕迹（图中虚线）。2#断口主疲
劳源侧表面如图 13 所示。从图中可见，源区部位的

侧表面同样存在明显的与起源位置相对应的挤压磨
损痕迹。说明卡箍上半部与螺栓接触面之间产生了

的表面区域（图中箭头）。2#断口次疲劳源放大形貌
如图 9 所示。源区未见明显的冶金缺陷，根据放射棱
线汇聚方向判断，2#断口

严重的挤压磨损，破坏了卡箍上半部的表面完整性，
从而导致卡箍上半部引发了疲劳起始。
源区位置

次疲劳源起始于卡箍上半

源区位置

部与锁片接触侧的表面区
域（图中箭头）。在扩展区
可见清晰细密的疲劳条带
形貌（如图 10 所示），进一

步说明卡箍上半部 2#断口

100 μm

图8

2#断口源区主疲劳源

磨

图 12

区

磨损区

200 μm

1#断口与螺栓接触侧

图 13

表面形貌（100 倍）

形貌（200 倍）

的断裂性质为疲劳。

损

1.4

200 μm

2#断口与螺栓接触侧
表面形貌（100 倍）

成分分析

对卡箍基体进行能谱分析，结果见表 1。主要合

金元素质量分数与 1Cr11Ni2W2MoV 的基本相符，未
见明显异常。

图9

100 μm

2 μm

2#断口源区次疲劳源

图10 2#断口扩展区放大形貌

放大形貌（200 倍）

1.3

（5000 倍）

卡箍上、下半部表面检查

由于 1#和 2#断口主疲劳源均位于卡箍上、下半

部接触的表面区域，因此对卡箍上、下半部接触面进
行分析至关重要。卡箍上、下半部接触面宏观形貌如
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
卡箍上半部表面呈黑褐色磨
损痕迹，
且该痕迹与疲劳起始部位相对应；
卡箍下半部

同样存在磨损痕迹，且与卡箍上半部疲劳起始部位存
在 2 条明显的横向磨损痕迹（图 11（b）中箭头），
说明卡
箍上半部疲劳起始区域所受的磨损最为严重。

表1
测试点和标准

Mn

卡箍基体能谱分析结果

Ni

Cr

W

Mo

wt%
V

Fe

测试点 1

0.69

1.55

11.34

1.83

0.29

0.27

84.03

测试点 3

0.68

1.51

11.57

1.40

0.31

0.28

84.25

测试点 2

0.66

1.51

11.32

1.59

0.31

0.25

84.36

GJB2295-1995 ≤0.60 1.40～1.80 10.50～12.00 1.50～2.00 0.35～0.50 0.18～0.30

1.5

余

组织检查
对卡箍基体取样进行

组织检查，其形貌如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见，该形

貌为回火索氏体组织形
貌[15]，未见异常。
1.6

20 μm

图 14

卡箍基体组织形貌

硬度测试
对未断裂的卡箍下半部进行洛氏硬度测试，结果

见表 2。硬度符合设计要求。
表2
测试点
实测值

（a）卡箍上半部
图 11

（b）卡箍下半部

卡箍上、下半部接触面宏观形貌

设计要求

卡箍下半部洛氏硬度 HRC 测试结果
1

29.5

27～35

2

29.6

27～35

3

27.7

27～35

第1期

2

邱

119

丰等：航空发动机引气管卡箍断裂失效分析

箍上、下半部之间的微动

分析与讨论
失效分析结果表明：1#断口和 2#断口主疲劳源

均为起始于卡箍上半部与螺栓接触一侧表面的疲劳
断口；卡箍材质符合要求，未见明显异常；在 1#断口

源区和 2#断口主疲劳源区侧表面均可见较为严重的
挤压磨损痕迹。

卡箍受力与磨损结构如图 15 所示。从图中可

见，该结构左侧由螺栓经卡箍上、下半部的螺栓孔装

磨损，提高其工作过程中
的抗疲劳性能。

4

结论
（1）单 联 卡 箍 组 件 中

图 16

卡箍组件改进结构

断裂的卡箍上半部为疲劳断裂，1#断口疲劳源和 2#
断口主疲劳源均位于卡箍上半部与下半部接触一侧
的表面区域；

配，右侧为开放式结构，便于管路的装配。由于卡箍

（2）螺栓装配引起卡箍上半部塑性变形而产生表

上、下半部之间存在 2 mm 的间隙，在螺栓拧紧过程中

面拉应力，并且在发动机振动载荷作用下产生微动磨

下半部之间的夹角 θ≈5°，随着螺栓拧紧力矩增大，卡

整性，降低了该部位的抗疲劳强度，是导致卡箍上半

箍上半部需通过变形才能卡紧管路 ，因此在卡箍

部产生疲劳萌生进而发生断裂故障的根本原因。

上、下半部接触侧的变形表面（如图 15（b）圆圈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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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显微组织演变的涡轮叶片损伤分析
高志坤，王

威，李艳明，卜嘉利，刘

欢，迟庆新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涡轮叶片作为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重要的热端部件，在复杂温度场、应力场及氧化腐蚀等环境下工作，面临多种损伤
失效风险。为了阐明涡轮叶片涂层损伤模式，总结了现阶段涡轮叶片涂层工艺、特点及其显微组织构成。在结合叶片材料热力耦
合试验中相的演变规律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服役不同时间和类型的涡轮叶片基体和涂层系统的显微组织进行分析，并与原始组织
对比；确定了各种服役组织损伤形式，主要包括涂层系统退化、原始缺陷导致的裂纹扩展、过热损伤及 γ′相的退化等；初步给出了
涡轮叶片损伤机理和服役环境评估，提出后期涡轮叶片工程化应开展的研究工作和注意事项，从而实现由服役叶片失效后分析向
使用前预防的转变，完善涡轮叶片正向设计体系。
关键词：涡轮叶片；高温合金；涂层；显微组织；损伤分析；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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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 Analysis of Turbine Blades Based On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
GAO Zhi-kun，WANG Wei，LI Yan-ming，BU Jia-li，LIU Huan，CHI Qing-xin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hot section component of aeroengine and gas turbine，turbine blade works in complex temperature field，

stress field，oxidation and corrosion environment，and faces a variety of damage and failure risk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damage mode of tur⁃

bine blade coating，the process，characteristics and microstructure of turbine blade coating at present were summarized. Based on the re⁃
search results of phase evolution in thermodynamic coupling test of blade materials，the microstructure of turbine blade substrate and coat⁃
ing system with different service time and type wass analyz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microstructure. Various service damage types

were determined，mainly including degradation of coating system，crack propagation caused by original defects，overheating damage and

degradation of γ′ phase. The damage mechanism and service environment assessment of turbine blades were given preliminarily，and the re⁃
search work and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for turbine blade engineering were put forward in the later stage，so a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
tion from post-failure analysis of turbine blades to preventive analyses，and improve the forward design system of turbine blades.
Key words：turbine blades；high temperature alloy；coating；microstructure；damage analysis；aeroengine

0

到广泛的应用。

引言

国外针对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涡轮叶片的损

涡轮叶片是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最重要的热
端部件，长期在不均匀的温度场、应力场及高温氧化、
热腐蚀等复杂环境下工作，面临长期蠕变、疲劳及高
温氧化、热腐蚀等多种损伤失效风险

[1-3]

。叶片在实

际使用过程中受到高温气流的腐蚀、外物沉积及高压
载荷，也会产生烧蚀、裂纹等损伤。涡轮叶片的损伤
严重影响着飞行安全以及运营成本。对涡轮叶片进
行损伤分析已受到越来越多相关单位重视，并逐渐得

伤进行了大量研究，所研究的涡轮叶片主要为服役环
境最为苛刻的高压涡轮叶片。Pal 等[4] 针对 René N5
涡轮叶片的研究表明，叶片服役过程中组织演变极为

复杂，如拓扑密堆（Topologi-Cally close-Packed，TCP）
相仅在叶身部位的特定区域形成，此外，合金成分、高

温氧化和试验条件均会对薄壁效应产生影响；Brun⁃
ner 等[5] 对 M247LC 合金蠕变性能的研究表明，蠕变过
程中样品表面的氧化会降低合金的蠕变性能，且氧化

收稿日期：2019-05-05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高志坤（1978），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失效分析工作；E-mail：zhikungao@126.com。
引用格式：高志坤，王威，李艳明，等 . 基于显微组织演变的涡轮叶片损伤分析[J]. 航空发动机，2021，48（1）：121-126. GAO Zhikun，WANG Wei，LI
Yanming，et al. Damage analysis of turbine blades based on microstructure evolution[J]. Aeroengine，2021，48（1）：1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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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会随着样品壁厚变薄而变得更为严重；
Wood[6-7]

渗层组织。

对服役后涡轮叶片的恢复热处理工艺开展了探索，并

取得较好的效果。目前，中国对涡轮叶片服役损伤模
式与机理研究不够深入，在失效分析过程中暴露出材
料、工艺工程化和验证过程零部件显微组织演化规律
和机理掌握不充分，缺少对叶片剩余性能测试、表征
手段以及基于显微组织损伤的有限元模拟分析技术。
500 μm

随着工程化水平、仿真分析技术的提高和使用验证的
充分开展，涡轮叶片显微组织演化规律和机理研究更
加迫切，成为涡轮叶片寿命计算和评价的主要限制

（a）表面
图1

（b）断口

某故障单晶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宏观形貌

因素。
本文通过显微组织和必要的断裂特征分析，介绍
涡轮叶片服役损伤模式，结合具体研究工作，阐述服
役过程中涡轮叶片的损伤机理，并由此提出后期涡轮
叶片工程化应开展的研究工作和注意问题。

1

涂层退化损伤

10 μm

（a）原始（2000 倍）

10 μm

（b）叶尖纵向（750 倍）

涡轮叶片表面的防护涂层主要有扩散型铝化物
涂层、MCrAlY 包覆涂层和热障涂层 3 类。扩散型铝

化物涂层的质量主要取决于渗铝工艺参数，包括渗铝
温度、活度以及前、后热处理制度等。常见制备方法
包括气相、包埋、料浆、热浸镀铝以及化学气相沉积法
渗铝等。与其他方法比较，低铝活度化学气相沉积法
尽量避免了富铝脆性相生成，同时在制件表面质量和
厚度控制方面具有优势。铂改性铝化物涂层（铂铝涂
层）具有更为优异的抗热腐蚀和高温氧化性能而备受
瞩目[8-10]，一方面铂的加入可促进 α-Al2O3 生成、提高

2 μm

（c）叶尖横向（5000 倍）
图2

2 μm

（d）叶中横向（5000 倍）

叶片渗层组织形貌

典型 MCrAlY 包覆涂层由 M（M 指代 Fe、Ni、Co 或

Ni+Co）加上适量的 Cr、Al 和 Y 组成。其制备方法灵
活多样，可以通过物理、化学以及喷涂法，较铝化物涂

氧化膜结合强度、促进 Al 扩散；另一方面可有效降低

层具有明显优势：MCrAlY 包覆涂层不依赖于叶片基

轮工作叶片在试车后分解发现叶尖掉块故障（如图 1

的方式形成。MCrAlY 包覆涂层的基体合金不参与涂

由于包埋法导致的铝活度过高，致使叶片渗层组织由

金上。其在高温防护涂层领域广泛应用[13] 始于 20 世

难熔元素在涂层中的扩散系数

[11-12]

。某单晶高压涡

体合金，而铝化物涂层一般在基体合金上通过“生长”

所示），该叶片底层即采用电镀 Pt、包埋渗 Al 工艺。

层的形成过程，因此可独立地沉积到不同类型基体合

理想的单相 β-（Ni/ Pt）Al 变成 β-（Ni/Pt）Al+PtAl2 双

纪 70 年代，其组元作用：Al 元素抗氧化，Cr 元素促进

相组织，如图 2 所示。图中白亮色为 PtAl2 相，灰色为

β-（Ni/Pt）Al 相。由于 PtAl2 相较脆，在热应力作用下

渗层与扩散层界面易萌生微裂纹，在发动机工作时振
动应力作用下进一步扩展导致疲劳掉块。目前常见

α-Al2O3 生成，而微量元素 Y 的添加具有对氧化膜抗
剥 落 性 能 。 除 Y 外 ，还 可 以 在 MCrAlY 涂 层 中 加 入

Zr、Hf[14]、Ta、Si[15]、B[16-18] 和 Re[19] 等实现微量元素改性

效应。由于涂层成分和微量元素可以在很大范围内

的铂铝渗层大多以单相 β-（Ni/Pt）Al 为主，主要采用

调控，因此不同研究机构分别申请并拥有了大量关于

建议将故障涡轮叶片的渗铝工艺由包埋法调整为气

叶 片 热 障 涂 层 系 统 由 外 层 热 障 涂 层（Thermal

化学气相沉积或气相法，其研究与应用也比较成熟。
相或化学气相沉积法，合理控制铝活度，获得理想的

MCrAlY 涂层的专利[20-21]。

Barrier Coating，TBC）和粘结层（MCrAlY 包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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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结层原始组织主要为 γ/γ′相两相组织，其中弥散分

布有少量 α-Cr 相。外场服役至报废的定向高压涡轮
叶片损伤形貌如图 3 所示。表现为前缘中截面出现

空洞和叶尖刮磨缺失，这也是外场发动机高压涡轮叶
片报废的主要模式。在服役过程中，在温度和应力作
用下，粘结层 Ni、Al 和 Cr 元素会向外和向内扩散。元
素向内扩散使得涂层中的相随之变化，α-Cr 相逐渐

2

原始缺陷导致的裂纹
试车后分解荧光检查发现的某单晶低压涡轮叶

片叶背尾缘线性显示形貌如图 4（a）所示。断口呈氧

化和撕裂特征（如图 4（b）所示），组织可观察到近表

层脱落分离特征、脱落于涂层面层与扩散层交界处，
且 在 该 界 面 可 见 1 条 断 续 分 布 的 黑 线 特 征（如 图 4

消失，逐步转化为 γ′相，Al 元素继续扩散，γ′相转变为

（c）、
（d）所示），能谱分析含有大量的 O 元素和 Al 元

抗高温氧化性大大降低，致使涂层失去保护基体作

度范围与断口深度接近。综合以上特点分析认为低

用；元素向外扩散时会与氧气反应，生成氧化膜（热生

涡叶片裂纹性质为涂层开裂。原因主要与涂层面层

长氧化层，Thermally Grown Oxide，TGO），主要由 α-

与扩散层界面存在原始缺陷，致使界面结合状态不良

γ 相，Al 元素质量分数降低到一定程度时，粘结层的

Al2O3 组成。随着叶片服役时间增加，TGO 层厚度增

素，说明该低涡叶片存在涂层界面缺陷；叶片涂层厚

有关。

加、致密性降低，产生一定的残余应力；此外，在服役
和停车等状态下剧烈的温度变化使得 TBC 层与基体

合金之间热膨胀失配，在 TGO 层形成很大的残余应
力。上述损伤导致叶片陶瓷层剥落和粘结层失效，使

叶片基体合金直接暴露于高温环境下，大大缩短了叶
片的使用寿命。

（a）宏观

（b）裂纹断口（2000 倍）

20 μm

（c）裂纹处组织（2000 倍）
图4
5 μm

（a）报废时宏观形貌

0

20

40 60
2θ/（°）

80

（d）裂纹附近组织

某单晶低压涡轮叶片涂层损伤形貌

试车后分解荧光检查发现某单晶低压涡轮叶片
叶身裂纹如图 5 所示。经裂纹断口和组织分析表明，

γ
γ'
α-Cr

Intensity(a.u.)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0

（b）原始涂层

20 μm

故障叶片疲劳裂纹的产生与叶片内腔局部区域存在
再结晶有直接关系[23]。模拟试验表明，故障叶片内腔
表面的再结晶晶粒主要由 2 种方式产生：
（1）叶片在

100

固溶热处理前再结晶处存在加工（如喷丸、打磨、抛

光、校形等工艺）变形；
（2）再结晶处存在较大的铸造残

（d）服役中涂层

余应力。观察故障叶片再结晶附近的表面形貌可知，
再结晶处仅为原始的铸造表面，
未见喷丸、
打磨、
抛光、
校形等特征及机械加工痕迹，可以排除叶片在固溶热
10 μm

（e）报废时损伤
图3

5 μm

（c）原始涂层 XRD

外场服役定向凝固高压涡轮工作叶片损伤形貌

处理前再结晶处存在加工变形的情况。综合上述分
析，该故障叶片出现再结晶的惟一途径为叶片固溶热
处理前再结晶组织处存在较大的铸造残余应力，一般
通过调整铸造冷却速度和优化转角处结构来降低。

124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8 卷

在多型号发动机试车分解后解剖检查暴露过，说明该
焊接缺陷有一定共性问题，在现有氩弧堆焊 Co-Cr200 μm

（a）宏观

W 或 Co-Cr-Mo 耐磨涂层工艺中容易产生，且存在在

后续检测工艺中未被检出的可能，建议承制厂针对不
同母材的低压涡轮工作叶片叶冠耐磨层焊接工艺进

（b）裂纹断口

行系统研究，提高焊接质量，完善叶片工艺路线，提高
缺陷检出率。掉角模式主要与耐磨层原始焊接缺陷
以及尺寸超差引发碰摩有关，如图 6（c）所示。此外，
源区

（c）裂纹处低倍组织
图5

2 μm

100 μm

断口

（d）裂纹处高倍组织

某单晶低压涡轮叶片叶身裂纹

展弦比大、型面薄、叶身细长的低压涡轮转子叶
片的刚性较弱，在服役时常受到发动机寿命和正常运

由于 Co-Cr-W 耐磨层硬度（HV≈430）较 Co-Cr-Mo 的

（HV≈750）低，致使耐磨性存在明显差异，导致试车后
常出现严重磨损现象，如图 6（d）所示。

3

γ'相的退化
γ′相是镍基高温合金涡轮叶片基体组织的重要

转的振动应力影响。为了减小局部应力，有多种减小

强化相，其尺寸、形貌与转变等是叶片服役环境与载

振 动 的 方 法 ，但 带 冠 设 计 是 目 前 最 常 用 有 效 的 结

荷等最直观的体现。在服役过程中，γ′相会发生长

构[25]。设计带锯齿冠的叶片，并设计预扭、装配后，相

大、聚集粗化、回溶、二次析出与筏排化等不同形式的

邻叶冠啮合面间产生预扭紧度（挤压作用力），整环叶

转变，微观组织的退化程度直接影响其性能损伤程

冠形成刚性的连锁环状，叶片级的整体刚性增强，提

度，各类组织均与合金的性能有不同程度的对应关

高了抵抗振动的能力。在工作时，利用啮合面（通常

系。高温时应力会加速 γ′体积分数降低；γ′相筏形完

采用手工堆焊耐磨层 CoCrW 或 CoCrMo 合金）磨擦阻

尼实现减振。目前，试车后耐磨层偶发荧光线性显

善程度主要受应力的影响，提高温度会使 γ′相在更低

应力下产生并形成完善的筏形组织。在涡轮叶片服

示、掉角和磨损故障。经解剖分析证实线性显示主要

役过程中，除了受到高温作用，还会受到离心载荷、气

为耐磨层原始未焊合缺陷，大多数缺陷尺寸、开口较

动载荷和振动载荷引起的的应力作用。其中，由叶片

小，加上表面涂覆 MCrAlY 涂层、叶片在反复装配及

试车等条件下缺陷开口增大，致使分解后荧光检查发
现线性显示，如图 6（a）、
（b）所示；该类型未焊合缺陷

力之一，其对组织和性能的影响显著，因此在叶片实
际服役过程中的作用应为热力耦合的共同作用。
对不同服役时间叶片各截面各部位显微组织的
观察和定量分析（如图 7 所示）中可见，叶身中部进气

1 [1315.90 μm]

边由于温度较高且承受一定的应力，是损伤最严重部
200 μm

200 μm

（a）宏观

自身高速旋转带来的轴向离心应力是叶片最主要应

（b）裂纹处低倍组织

位。枝晶干 γ’相发生溶解、连接、粗化等退化现象，
除体积分数降低外还可观察到 γ′相的筏化；叶尖排气

边是温度次高的位置，但由于应力较低，是组织损伤
第 2 严重的区域，显微组织的损伤主要以 γ′相的溶

解、连接、粗化为主，表现为 γ′相体积分数的降低，但

基本看不到 γ′相的筏化现象；此外叶尖截面的叶盆也
是容易发生组织损伤的部位，是损伤第 3 严重的区

500 μm

（c）掉角组织
图6

（d）耐磨层磨损

某低压涡轮叶片叶冠损伤形貌

域，由于叶片瞬时超温导致的显微组织退化，并表现
出 γ′相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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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背 排气边

（a）服役前典型位置组织形貌

进气边 叶盆

叶根 A5 叶中 A3
叶尖 A1
横截面 纵截面 横截面 纵截面 横截面

叶根 A5 叶中 A3
叶尖 A1
横截面 纵截面 横截面 纵截面 横截面

进气边 叶盆

叶背 排气边

[2] Ohta Y，Yoshizawa H，Nakagawa Y G. Microstructural changes in a Ni-

base superalloy during service[J]. Scripta Metallurgica，1989，23（9）：
1609-1614.

[3] McMahon C J. On the mechanism of premature in-service failure of

nickel-base superalloy gas turbine blades [J].Material Science and En⁃
gineering，1974，13：295-297.

（c）长时服役后典型位置

进气边 叶盆 叶背 排气边

枝晶干 γ′体积分数/%

枝晶干 γ′体积分数/%

A5
A3
A1

60

A5

52
44

A1
A3

进气边 叶盆 叶背 排气边

（d）长时服役后典型位置 γ′

体积分数

相体积分数

4

aging on the microstructural evolution in René N5 single crystal Ni
based

superalloy blades [R].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Superalloys，Seven Springs，Pennsylvania：TMS，2016：
285.

properties for Ni-based superalloy M247LC SX[J]. Materials Science

28

（b）服役前典型位置 γ′相
图7

[4] Pal J，Srinivasan D，Cheng E. Effect of rejuvenation heat treatment and

[5] Brunner M，Bensch M，Völkl R，et al. Thickness influence on cree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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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ure of Udimet 500 and Nimonic 115[J]. Metallurgical and Materi⁃
als Transactions A，1983，14（1）：18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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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服役涡轮叶片显微组织演化和必要

的断裂特征分析，初步阐明了叶片服役损伤模式主要
有涂层系统的退化、原始缺陷导致的裂纹扩展以及 γ′

相的退化等。涡轮叶片基体材料（相当于 1 元系统）
的服役环境复杂、大多还存在多种损伤模式并存，与

结构、服役状态密切相关，甚至与叶片所用合金有关，
都将影响涡轮叶片的损伤机理研究和剩余寿命的预
测。此外，涡轮叶片表面大多采用涂层、渗层进行防
护，相当于 2 元、3 元甚至 4 元、5 元复杂系统（基体+互

扩散层+涂层或渗层+TGO 层+TBC 层），各系统之间
匹配设计与性能表征、服役后系统内失效模式和显微
组织演变规律以及对力学性能影响研究等，将进一步
影响涡轮叶片使用的可靠性。
本文仅从显微组织损伤分析方面进行了探索，缺
乏系统定量表征，组织损伤与性能退化之间的量化关
系还在研究中。叶片的设计、材料和工艺单位应联合
开展基于显微组织、
断裂特性层面的损伤机理、
仿真分
析和寿命预测等系统的基础研究，积累大量数据和工
程经验，从而实现由服役叶片失效后分析向预防的转
变、
掌握如何使用叶片，
完善涡轮叶片正向设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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