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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轴发动机吞鸟试验方法及试验验证
王庆平 1，王

飞 2，赵海凤

1

（1.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株洲 412002；2. 南昌航空大学 飞行器工程学院，南昌 330063）
摘要：为分析鸟撞对涡轴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和性能的影响，在国家军用标准规范对航空发动机吞鸟试验要求的基础上，结合
典型涡轴发动机的结构特征设计了吞鸟试验方案和试验流程，并对某型涡轴发动机开展了 4 次吞鸟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发动机
均在规定时间内恢复至吞鸟前功率状态且未停车或熄火。试验结果表明：大鸟容易卡滞在进气道入口；小鸟高速撞击对发动机性

能以及结构强度完整性的危害更大；在吞鸟过程中发动机各参数均大幅波动，持续时间约为 4~6 s，波动过后功率恢复时间约为 5~
9 s；相比大鸟，小鸟高速撞击后发动机性能衰减更严重，约为 8.5%，清洗后约为 0.6%。所设计的典型涡轴发动机吞鸟试验方案和
试验流程合理、可行。

关键词：吞鸟试验；鸟撞；试验方法；试验流程；结构强度；涡轴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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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Method and Test Verification of Bird Ingestion for a Turboshaft Engine
WANG Qing-ping1，WANG Fei2，ZHAO Hai-feng1
（1. 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Hunan 412002，China；2. College of Aircraft Engineering，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63，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nalyze bird impact on the structural integrity and performance of turboshaft engine，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military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aeroengine bird ingestion test，the bird ingestion test scheme and test procedure were

designed combined with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turboshaft engine，and four bird ingestion tests were carried out on a turbo⁃
shaft engine. During the tests，the engine recovered to the power state before bird ingestion within the specified time without shutdown or

stalling.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large birds are easy to get stuck at the inlet. High-speed small bird impact is more harmful to perfor⁃
mance and structural strength integrity of the engine. In the process of bird ingestion，all parameters of the engine fluctuate greatly，lasting
for about 4~6 s，and the power recovery time after fluctuation is about 5~9 s. Compared with the big bird，the engine performance attenuation

after high-speed small bird impact is more serious，with a performance attenuation of about 8.5% and a performance attenuation of about
0.6% after cleaning. The designed bird ingestion test scheme and test procedure of typical turboshaft engine are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Key words：bird ingestion test；bird impact；test method；test procedure；structural strength；turboshaft engine

0

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吞鸟试验进行了总结，分析并讨论

引言

了开展吞鸟试验的理由、试验台架设计、空气炮和高

随着航空技术的快速发展，鸟类对飞行器的危害
不断凸显，鸟撞事件呈增加的趋势。据美国空军统
计，1956~1973 年发生航空发动机鸟撞事件 112 次 ；
[1]

1985~1998 年平均每年因鸟撞造成 3500 万美元的损
[2]

失 。因此，开展发动机吞鸟试验研究非常有意义。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国外进行了大量航空发

动机吞鸟试验研究。Howard 等 对 GE 公司开展的大
[3]

速摄像机的布局及试验流程；Shorr 等[4]利用有限元软

件 MSC.Dytran 建立了“软”、
“硬”2 种鸟体模型并进行
了鸟撞的数值模拟分析，与试验结果的对比表明 2 种

模型均能较好地模拟质量约为 1.8 kg 的鸟撞击对风

扇叶片的影响；Kermanidis 等[5] 针对采用张量蒙皮设
计的机翼前缘开展了鸟撞的非线性有限元分析，提出

了相应的有限元建模方法和分析步骤，数值模拟与试

收稿日期：2021-03-10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王庆平（1988），男，博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总体结构设计工作；E-mail：qpwang1988@163.com。
引用格式：王庆平，王飞，赵海凤 . 涡轴发动机吞鸟试验方法及试验验证[J]. 航空发动机，2022，48（2）：1-6. WANG Qingping，WANG Fei，ZHAO Hai⁃
feng.Test method and test verification of bird ingestion for a turboshaft engine[J]. Aeroengine，2022，4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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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吻合较好；Meguid 等[6] 利用 LS-Dyna 软件分析

表2

了鸟体大小和形状对撞击力的影响，发现鸟体和叶片

级别

压气机迎风面积/cm2

a

300~450

的初始撞击面积对最大撞击力影响较大，而鸟体的宽
高比对撞击力几乎没有影响；Demers[7] 探讨了鸟撞对

b

发动机设计准则的影响。在大量理论研究和试验的
[9]

用航空发动机吞鸟适航要求，并于 80 年代将适航理

念引入军用航空器的研制[10]，适航吞鸟要求成为军用
航空发动机研制必须考虑的问题。中国亦针对军用

小鸟

吞鸟的数量/只
小鸟 中鸟

大鸟

鸟速

1

飞机起飞

航空发动机吞鸟开展了相关研究。陈伟等 利用

≤16

LS-Dyna 开展了发动机叶片鸟撞击瞬态响应的数值

b

≤16

1

飞机巡航

度、体积以及叶片材料参数对撞击力的影响；张海洋

c

≤16

1

飞机下滑

模拟分析；刘建明等[12]基于 MSC.Dytran 分析了鸟体密

等 采用 SPH 方法分析了鸟撞对旋转风扇叶片的损
[13]

d

[14]

伤并进行了试验验证；张永飞等 针对某型涡轴发动

机开展了吞鸟对发动机性能影响试验；晏祥斌等[15]、
刘涛等[16] 开展了涡扇发动机吞鸟适航符合性验证研
究。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相继制定了国军标
《航空发动机吞鸟试验要求》
（GJB3727-1999）[17]、
《航
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机通用规范》
（GJB241A2010）[18]、
《航空涡轮螺桨和涡轮轴发动机通用规范》

（GJB242A-2018）[19]。

但上述吞鸟试验的研究、规范和要求主要侧重于
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机，针对涡轴发动机的很
少，仍未形成系统的试验方案和试验流程。本文根据

1

大鸟

1

涡轴发动机吞鸟试验级别

a

[11]

中鸟

1

足够容纳 1 只大鸟

表3
级别

吞鸟的数量/只

1500~2250

c

基础上，国外相继在 FAR-33 部 及 CS-E 中提出民
[8]

吞鸟的数量级别

飞行速度
飞行速度
飞行速度
按面积换算

飞机最大
极限飞行速度

发动机转速
最大状态转速
最大连续状态转速
下滑规定转速
最大状态转速

的时间内恢复到吞鸟前的工作状态。在 d 项条件下，
发动机不应发生能导致飞机损坏的故障。

2

试验方案与流程

2.1
2.1.1

试验前准备工作
试车台和发动机的校准
在吞鸟试验前，试车台和发动机应按照相关程序

校准，其中发动机的校准包括稳态性能和功率瞬态性
能，记录校准试验数据。完成发动机校准试验后，将

国军标对航空发动机吞鸟试验的要求，结合典型涡轴

稳态性能试验数据换算成标准性能曲线；将功率瞬态

发动机的结构特征，提出一种典型涡轴发动机吞鸟试

性能试验数据按实测结果绘制成发动机参数与时间

验方案，制定了相应的吞鸟试验流程，并通过地面台

的关系曲线。

架试验进行了验证。

2.1.2

1

国军标对涡轴发动机吞鸟试验的要求

算并确定发动机应吞入鸟的质量和数量。试验用鸟

《航 空 涡 轮 螺 桨 和 涡 轮 轴 发 动 机 通 用 规 范》

应尽量使用自然鸟，必要时中鸟和大鸟允许使用家

（GJB242A-2018）和《航空发
动 机 吞 鸟 试 验 要 求》
（GJB3727 - 1999）对 航 空 发

动机吞鸟试验中鸟的质量、
数量以及试验级别均作出
了详细规定，见表 1~3。

表1

根据发动机的进口面积，按照表 1、2 中的要求计

禽，允许通过修剪翅膀和腿等方式对试验用鸟进行处
鸟的质量级别

级别

名称

质量/kg

a

大鸟

1.80~2.00

c

小鸟

b

鸟的制作与投射位置的确定

中鸟

0.90~1.00
0.05~0.10

发动机完成吞鸟试验的判据为：在表 3 中的 a、b、

c 3 项条件下，虽然可能造成发动机某些零件损坏，但

不能引起发动机停车。发动机应不熄火，并能在规定

理、称重；若使用人造鸟，建议使用 20% 的明胶和 80%
的水制作。此外，为便于后期分析鸟在发动机内的运
行轨迹以及区分判断残骸来源，应将 2 只或 2 只以上
的鸟染上不同颜色。

确定应吞入鸟的质量和数量后，根据制定的吞鸟
试验程序图谱中吞鸟点发动机的状态，按照表 3 确定

鸟的投射速度。鸟的投射位置应避开压气机第 1 级

叶片前的静子支板，防止鸟卡滞在支板上；有 2 只或 2

第2期

只以上的鸟时，应尽量拉

进气通道

果[2-3，6]，确定发动机吞鸟试验的主要测量参数及其精

预旋叶片

度，见表 4。进行吞鸟试验时，测量参数除接入稳态

开其投射位置之间的距
离，如图 1 所示。

数采系统外，还应选取部分测点进行动态示波，以便

2.1.3 试验设备布局与安装

吞鸟试验设备布局如

图 2 所示。吞鸟试验专用

鸟

鸟

发现吞鸟试验过程中发动机可能出现的喘振、失速、

2号

1号

图1

投鸟设备为气体炮，按规

振动超标等异常现象并及时实施应对方案。
表4

鸟的投射位置

吞鸟试验主要测量参数及其精度
测量参数

定向发动机进口投射试验用鸟。同时至少利用 3 台

燃气发生器转速/（r/min）

变形和碎裂过程，并对鸟的速度进行测量。考虑到典

测功器测量扭矩/（N·m）

动力涡轮转速/（r/min）

高速摄影设备记录鸟的运行轨迹和撞击部位、试验件

测功器测量功率/kW

型涡轴发动机一般为功率前输出，在台架试验时功率

扩压器出口静压/MPa

轴需与测功器连接，所以投鸟设备以及高速摄影设备

动力涡轮进口总温（低于 200℃时）/℃

在安装时应与发动机轴线呈一定角度，从而避开测功

动力涡轮进口总温（高于 200℃时）/℃
动力涡轮进口总温（高于 800℃时）/℃

器。具体角度应根据发动机在台架上的安装情况确
定。此外，为了保证鸟体顺利进入发动机流道，发动

摄

发射鸟的炮筒

高
速
影
机

2.3

±0.1%
±0.5%
±1.0%

±0.25%
±1.0
±3.0
±6.0

±5.0%

鸟的速度/（km/h）

±3.0%

±1.0%

发动机性能录取

洗发动机）分别进行性能录取，并将结果进行对比分

测功器 转接段

析。残骸清除前应停车检查发动机进口流道及鸟的

鸟的入射轨迹

残骸分布，并拍照记录。若转子叶片变形严重，经结

发动机

导流盆

构强度评估确认安全后方可进行发动机性能的录取。

速
高 机
影
摄

图2

性能录取状态点与投放鸟时发动机的状态点一致。
2.4

吞鸟试验设备布局

发动机的分解检查
完成性能录取后，应及时分解检测以确定鸟对发

制定吞鸟试验程序图谱
按 照 GJB242A-2018 和 GJB3727-1999 的 要 求 ，

结合涡轴发动机的特点制定吞鸟试验程序图谱，如图
3 所示。

动机各零部件的损伤程度并进行记录。检测方法包括
但不限于目视、
磁力探伤、
渗透检查、
X 射线、
超声波。

2.5

吞鸟试验流程

基于国军标的相关要求及国内外航空发动机的

n（转速）
试验状态

a

b c

慢车

1

5
0

吞鸟试验研究成果，提出典型涡轴发动机的吞鸟试验

d
投鸟点

暖机

流程，如图 4 所示。

冷机

3

x

t/min

图3

2.2

±0.1%

发动机应在鸟的残骸清除前、后（清理残骸并清
鸟的入射轨迹

高速
摄影机

发射鸟的炮筒

精度

机匣振动值/（mm/s）
鸟的质量/g

机进口处应安装导流盆。

2.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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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国军标要求的吞鸟试验程序图谱

试验测量参数
以国军标

[16-18]

对航空发动机吞鸟试验的要求为

基础，同时参考国内外航空发动机吞鸟试验研究成

整机吞鸟试验
基于第 2 章中提出的试验方案和流程，对某型涡

轴发动机开展了整机吞鸟试验以验证试验方案和试
验流程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3.1

试验用发动机
试验用发动机为功率前输出的涡轴发动机，由惯

性式粒子分离器、压气机、燃烧室、燃气涡轮和自由涡
轮等组成，其结构如图 5 所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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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后 投 射 鸟 体 并 继 续 保持发动机在该状态运转 5

吞鸟试验前准备工作

试车台和发
动机的校准

确定鸟的数量、
质量和投射位置

确定试验
程序图谱

制作鸟体

参数测量

min，同时记录发动机运行的相关参数。
3.3

试验数据分析

选取动力涡轮进口温度、测功器测量功率、燃气
涡轮转速和动力涡轮转速 4 个参数与其最大值的百

发射鸟的炮筒
高速摄像机

分比 T45、P、Ngr、Npr 来考察某型涡轴发动机吞鸟前后

进口导流盆

运行状态的变化情况。4 次吞鸟试验各参数的变化
曲线如图 7 所示，参数详细变化情况与国军标要求的

进行整机吞鸟试验

对比见表 6。

强度评估
是否安全

是
否

发动机分解检查

图4

3

T45

98% 投鸟
96%
94%
92%
90%
0.87 s
99%
97%
100%

Npr Ngr

燃气涡轮

反旋叶片

98%
0

1

图5

3.2

自由涡轮

2

3

4 5
t/s

为了掌握不同质量和速度的鸟体对发动机造成
的损伤以及对发动机运行状况的影响规律，共进行了
4 次整机吞鸟试验。根据试验要求和该发动机的进
口截面确定了 4 次试验使用的鸟体数量、质量和速
度，见表 5。

1

2

3

2

2
4

2
2

2 号鸟

76.7

110.4

62.4

109.5

63.5
60.1

基于国军标的相关
要求，制定了吞鸟试验的

程 序 图 谱 ，如 图 6 所 示 。
试验过程中，当发动机在

中间功率状态稳定工作 3

0

速度/（km/h）

94.7

160

62.8

160

160
180

中间功率状态
3 min 5 min
空慢 投射鸟 空慢
3 min 地慢
地慢 3 min

5 min

图6

3 min

t/min

吞鸟试验程序图谱

8

9

时间/s

时间/s

1

+2.9

-1.7

1.20

5.09

2

+3.6

3

要求

5.00 s

0.89 s

1

2

3

4

t/s

5

6

7

8

9

6

7

8

9

（b）第 2 次试验

投鸟

5.96 s

0.45 s

1

2

3

4

t/s

5

（d）第 4 次试验

试验中发动机主要参数变化曲线

功率/%

+4.4

国军标

1 号鸟

7

87%
85%
100%
98%
101%
99%
0

吞鸟瞬间

质量/g

数量/只

100%
96%

T45/%

4

试验次序

9

次序

吞鸟试验中鸟体的主要参数

n/（r/min）

表5

8

投鸟

4次吞鸟试验发动机的主要参数变化与国军标要求的对比

试验

鸟体参数以及试验程序图谱

6

（c）第 3 次试验

表6

试验用涡轴发动机结构

7

4.15 s

图7

前段组件压气机

6

98%
100%
98%
0

P

P

鼓风机
清除流道
预旋叶片

4 5
t/s

（a）第 1 次试验

典型涡轴发动机吞鸟试验流程

94%
92%
90%
83%
81%
100%

T45
P

5.09 s

Npr Ngr

否
发动机性能录取

98% 投鸟
96%
94%
90%
88%
1.20 s
99%
97%
100%
98%
0 1 2

Npr Ngr

P

是

T45

转子叶片是否
严重变形

T45

发动机停车检查

Npr Ngr

试验设备安装

+4.5

-2.5
-2.4
-1.9

吞鸟 功率恢复

0.89
0.87

5.00
4.15

0.16

5.96

≤1

≤10

Ngr/% Npr/%

发动机运

+0.8

基本

未熄火、

不变

未停车

+0.7

基本

未熄火、

不变

未停车

+1.0

基本

未熄火、

不变

未停车

+0.8

基本

未熄火、

不变

未停车

行状况

未熄火、
未停车

注：+表示提高，-表示降低。

分析图 7 和表 6 可知，除第 1 次吞鸟试验的吞鸟

时间为 1.2 s（吞鸟瞬间发动机功率降到最低值所用的
时间），大于规定值（≤1 s）外，其余主要参数在吞鸟前
后的变化均符合国军标的要求。

第 1 次吞鸟试验发动机停车后检查，发现 2 号鸟

体（94.7 g）基本完整，卡滞在反旋叶片和清除流道进
口之间，并未进入主流道，如图 8 所示。这也是导致
吞鸟时间达到 1.2 s 的主要原因。此外，由于 1 号鸟体

第2期

未进入发动机内部发生燃

鸟残骸

烧，所以 T45 升高并不明显，

残骸后的性能录取，直接将发动机分解进行检查。
表7

仅升高了 2.9%（图 7（a）
）。

清除
通道

经 分 析 ，投 射 角 度 的

偏差导致了 1 号鸟体的卡

反旋叶片

量进行第 2 次吞鸟试验。

0

3

8.5

0.6

6.9
8.6

0

未进行

机叶片的卷曲变形损伤，所以在清除鸟体残骸前发动

3 的鸟体残骸卡滞在反旋

机的功率损失较小，在清除后功率基本无损失；第 3 、

叶 片 进 口 处 ，堵 塞 约 2 个

4 次吞鸟试验均造成压气机叶片的卷曲变形损伤，所

主流通道，如图 9 所示。

试验采用 2 只偏小的鸟

清理残骸后

5.3

从表 7 中可见，第 1 、2 次吞鸟试验均未造成压气

现，2 号鸟体（110.4 g）约 1/

反 旋 叶 片 处 ，所 以 第 3 次

清理残骸前

4

主气流
通道

中间功率状态下的功率损失/%

1
2

试验完成后停车检查发

现体型较大的鸟易卡滞在

吞鸟试验后发动机性能录取结果

试验次序

滞。随后调整了鸟体的投 图 8 第 1 次吞鸟试验中 2 号
鸟体残骸卡滞位置
射角度，适当增大鸟的质

通过第 1、2 次试验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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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清除鸟体残骸前发动机的功率损失较大，但在清
清除叶片

图9

鸟残骸

第 2 次吞鸟试验中 2 号
鸟体残骸卡滞位置

体。2 只偏小的鸟体全部进入发动机主流道，T45 明显

升高，约升高 4.4%（图 7（c））；试验停车后检查未见鸟
体卡滞，但压气机第 1 级叶片受损变形明显，变形区
域 约 为 18 mm × 6 mm × 6

除鸟体残骸后功率损失较小。

4

结论
（1）在吞鸟试验过程中，发动机各参数均有明显

波动，波动持续时间约为 4~6 s；

（2）对于典型的涡轴发动机，鸟体越小越容易进

入发动机主流道而造成压气机叶片损伤；
（3）鸟体速度越大，造成的压气机叶片损伤越严

mm，如图 10 所示。说明体

重，对发动机的危害也越大；

型较小的鸟体对本文所研

（4）大鸟容易卡滞在反旋叶片和清除流道进口之

究的涡轴发动机的危害性 图 10 第 3 次吞鸟试验中压
更大。
气机第 1 级叶片叶尖卷曲变形

间，对燃烧过程影响较小，T45 升高约 2.9%，发动机清

为了验证鸟体速度对发动机的危害程度，将鸟体

4.5%，清理残骸前后发动机的功率损失约为 0.6%，均

速度由之前的 160 km/h 提高至 180 km/h 进行第 4 次

试验。2 只鸟体全部进入发动机主流道并在发动机内
部燃烧，使得 T45 升高约 4.5%（图 7（d））；试验停车后检
查未见鸟体卡滞，
但压气机

3.4

车以及发生喘振、失速、振动异常等现象，发动机各项

鸟撞能力。

形 区 域 约 为 3.0 mm × 1.5

动机危害性更大。

（5）在 4 次吞鸟试验过程中，发动机均未熄火、停

其最大性能衰减 0.6%，说明该发动机具有较好的抗

处有 7 处明显变形，最大变

说明速度较快的鸟体对发

大于吞大鸟的；

参数变化均满足国军标要求，发动机清除鸟体残骸后

第 1 级叶片进气边靠叶尖

mm×0.5 mm，如图 11 所示。

理 残 骸 后 功 率 几 乎 无 损 失 ；吞 小 鸟 导 致 T45 升 高 约

本文研究成果可为同类型或其它类型发动机的
图 11

第 4 次吞鸟试验中

压气机第 1 级叶片变形

试验结果对比
完成每次吞鸟试验后，在发动机中间功率状态

下，在清除鸟体残骸的前后分别进行了性能录取，具
体结果见表 7。在第 4 次吞鸟试验后，为了更清楚地
掌握鸟体进入发动机内部的运动痕迹，未做清除鸟体

吞鸟试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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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鸟撞变形叶片的压气机气动性能数值模拟
刘双丽 1，陈

伟

1，3

，王志强

1，3

，罗

刚

2，3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2. 机械结构力学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16；
3. 辽宁省航空发动机冲击动力学重点实验室，沈阳 110015）

摘要：为研究受到鸟撞前后压气机气动性能的变化，提出了鸟撞叶片结构-气动分析几何模型的转化流程，基于 NASA Rotor37

转子得到了鸟撞变形叶片几何模型，分别建立了鸟撞前后的全通道气动性能 CFD 计算分析模型，在设计转速下开展了全 3 维黏性

流场数值模拟，并与 Rotor37 转子部件气动性能试验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非常接近，证明了该数
值模拟方法有效；鸟撞后叶片变形区域攻角增大导致的局部气流分离及并发的气流低速流动的耦合是转子气动性能恶化与转子

进入失稳工况的主要原因，含鸟撞变形叶片的转子压比、效率等气动性能参数明显降低，稳定工作边界明显缩小。所发展的气动
性能数值模拟方法与流程可有效地预估含变形叶片的压气机稳态气动性能。
关键词：鸟撞变形叶片；压气机；气动性能；数值模拟；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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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n Compressor with Bird Impact Deformed Blade
LIU Shuang-li1，CHEN Wei1，3，WANG Zhi-qiang1，3，LUO Gang2，3
（1.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chanics and Control of Mechanical Structures，Nanjing 210016，China；
3. Liaoning Key Laboratory of Impact Dynamics on Aero Engin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compressor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before and after bird impact，the transformation pro⁃

cess of structural- aerodynamic analysis geometric model of bird impact blade was proposed. The geometric model of bird impact deformed

blade is obtained based on NASA Rotor37 rotor，and the CFD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models of full channel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be⁃
fore and after bird impact were established respectively. The full three-dimensional viscous flow field was numerically simulated at the de⁃

sign rotational speed，and compared with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test data of Rotor37 rotor compon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m⁃
ulation results are very close to the test results，which proves that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is effectiv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e⁃

terioration of rotor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and the instability of rotor are the local air flow separation caused by the increase of attack an⁃

gle in the blade deformation area after bird impact and the coupling of concurrent low-speed air flow.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param⁃
eters such as pressure ratio and efficiency of rotor with bird impact deformed blade are significantly reduced，and the stable working bound⁃
ary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developed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and process of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steady-stat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compressor with deformed blades.

Key words：bird impact deformed blade；compressor；aerodynamic performance；numerical simulation；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吸入飞鸟后，不但可能发生严重的机

械损伤[1]，同时极易导致整机性能恶化，推力降低甚

至停车，危及飞行安全[2]。为避免上述危险，各国适
航管理机构颁布了适航规章，如美国 FAR33 部[3]，欧

洲的 CSE800[4]，中国的 CCAR33 部[5]等，以法规形式规

定了航空发动机吸入飞鸟后应具备的最低安全工作

收稿日期：2020-11-18
作者简介：刘双丽（1980），女，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航空发动机适航技术；E-mail：30215977@qq.com。
通讯作者：罗刚（1980），男，博士，工程师，研究方向为航空结构冲击动力学、航空发动机外物吞咽适航符合性等；E-mail：luogang@nuaa.edu.cn。
引用格式：刘 双 丽 ，陈 伟 ，王 志 强 ，等 . 含 鸟 撞 变 形 叶 片 的 压 气 机 气 动 性 能 数 值 模 拟 [J]. 航 空 发 动 机 ，2022，48（2）：7-13.LIU Shuangli，CHEN
Wei，WANG Zhiqiang，et al.Numerical simulation of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n compressor with bird impact deformed blade[J].Aeroengine，2022，48
（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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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如吸入中鸟后需要维持 75% 推力，吸入大型群

鸟后需要维持 50% 推力等标志性要求 。长期以来，
[6]

[7]

围绕航空发动机吸鸟后风扇/压气机叶片的损伤 、部
[8]

[9]

件或整机的动态响应 、适航符合性设计与验证 等
开展了大量研究，逐渐意识到发动机吸鸟后的结构损
伤引发的气动性能变化，可能是导致发动机整机性能
恶化和失去推力或工作能力的重要原因，因此针对变
形受损叶片或受损部件的气动性能持续进行了相关
研究。Imregun 等 采用稳态 CFD 分析方法进行了计
[10]

算流体力学/有限元法（CFD/FEM）耦合计算，对人为

气动性能的变化，本文选择了 NASA 公开的 Rotor37
转子叶片作为研究对象，Ro⁃
tor37 转子是 NASA Glenn Re⁃
search Center 于 20 世纪 70 年

代设计的低展弦比的核心压
气机跨声速第 1 级转子[22]，其

整级具有 36 片叶片，叶尖相
对 马 赫 数 为 1.48，转 速 为

17188 r/min，该转子的性能参

数在跨声速压气机中具有典

假设的鸟撞击损伤叶片的气弹稳定性问题进行了研

型性，并有详细的试验数据，

风扇转子叶片的气动稳定性；Bohari 等[12] 通过在 Ro⁃

可作为数值模拟方法的有效 图 1 Rotor37 转子单片
验证依据。Rotor37 转子单片
叶片几何模型

采用计算流体动力学方法获取了风扇在不同转速下

1.2

究；Kim 等[11]研究了 70% 转速下受到不同形式损伤的

tor67 转子叶片的前缘部分假设模拟鸟撞损伤变形，
的特性变化；Li 等[13-14]研究了 Rotor67 转子叶尖鸟撞损
伤对旋转失速与喘振裕度的影响；Muir 等[15-17]对某涡

扇发动机风扇在起飞阶段鸟撞的气动问题进行了研
究；杨杰等[18]基于 SPH 法鸟撞击发动机风扇数值模拟

叶片几何模型如图 1 所示。
叶片几何建模流程

采用基于迹线提取的半
自动建模方法建立适用于气
动性能分析的变形叶片几何

技术，应用 NUMACA 流体计算软件开展了受损叶片

输入模型。首先建立鸟撞叶

的整级风扇 CFD 模型，对整级风扇气动性能变化进

时排布叶片迹线的节点编号；

的流场数值计算；罗刚等[19] 建立了含有 3 联受损叶片

行了预估；陆嘉华等[20-21]在平面叶栅试验验证的基础

上，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中鸟对典型风扇转子叶
片造成损伤后导致的风扇气动性能变化。
综上所述，国外以高精度数值模拟方法为主，开
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国内开展了部分建模、数值模
拟与平面叶栅试验验证工作，其他研究绝大部分仍停
留在抗鸟撞结构分析与设计领域，对于发动机吸鸟后
导致压气机转子部件的气动性能变化和整机性能降
低过程缺乏了解，对发动机性能恶化的作用机理不够
明确，在发动机吸鸟后气动性能变化的高精度虚拟分
析手段亟需掌握。
本文针对含有鸟撞变形叶片风扇/压气机气动性

片的有限元模型，在建模分网
随后在冲击动力学分析软件
LS-DYNA 中开展鸟撞叶片瞬
态动力学分析，输出含有上述
迹线节点坐标的文件，通过对
节点编号进行编程排布，生成
符合气动分析软件 NUMECA
适用的 GEOMTURBO 文件，
导

入 NUMECA 中生成几何模型。
鸟撞变形叶片的几何建模流
程如图 2 所示。
1.3

图 2 鸟撞变形叶片的几
何建模流程

鸟撞变形叶片的几何模型

建立了小鸟撞击含 2 联叶片的 Rotor37 转子叶片

能分析的需求，建立了 NASA Rotor37 转子在鸟撞前

有限元模型，将 Rotor37 转子撞击前的 2 联叶片几何

试验数据进行了方法验证，并开展了对比分析与方法

SPH 方法进行鸟体建模，将鸟体设置为长径比为 2 的

后的气动性能 CFD 分析模型，开展了数值模拟，采用
流程研究工作。

1
1.1

鸟撞变形叶片的几何建模
叶片模型选取
为研究压气机转子叶片受到鸟撞发生变形后其

模 型 进 行 网 格 划 分 ，选 用 Solid164 实 体 单 元 ，采 用

圆柱体模拟鸟，
由于叶片尺寸较小，
因此取鸟体质量为
9 g。鸟体撞击位置设置在 50% 叶高，
鸟体与叶片间采

用点面侵彻接触方式，对叶片进行根部约束及旋转状
态设置，鸟体以 100 m/s 的入射速度被 100% 转速旋转

的叶片切割。在建模时，对叶片网格加密区域的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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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节点编号，所建立

2

的有限元模型如图 3 所示。
叶片材料采用 PLAS⁃

2.1

TIC_KINEMATIC 模型，具

对整级叶片几何模型（图 5）进行全 3 维的黏性流

用弹塑性水动力本构模型 图 3 NASA rotor37 转子的
与多项式方程描述其大变
鸟撞有限元模型
形特征。鸟体材料参数[9]

泊松比

113

0.33

密度 ρ / 熔点温度 参考温度 比热容 Cρ/
（kg/m3）
Tm /K
Tr /K
（J/kg·K）

表2
E/GPa

泊松比

10

0.3

采用 NUMECA 软件中的 IGG-Autogrid5 模块。叶片

区域网格的拓扑结构采用 O4H 型，叶片上、下游网格
度为 0.003 mm，径向设置了 73 个网格节点，叶尖径向

叶片材料参数（TC4）

4430

场计算用 CFD 网格划分，针对受损转子的网格划分

为 H 型，叶尖径向间隙内网格为蝶形。第 1 层网格厚

见表 2。
弹性模量
E/GPa

含变形叶片的整级叶片流场计算模型的 CFD

网格划分

体 参 数[18] 见 表 1。 鸟 体 采

表1

鸟撞变形叶片的气动性能数值模拟方法

1878

293

580

间隙内设置了 13 个网格节点。该受损转子整级 36 片

叶片通道的总网格量约为 4166 万。网格划分结果见
表 3 并如图 6 所示。

表 3 含变形叶片的 Rotor37 转子整级叶片的计算域网格参数

鸟体材料参数

ρ/（kg/m ） 屈服应力/Pa 切线模量/Pa 失效应变
3

950

1×106

5×106

1.25

各叶片通道网格
总网格量/万

（流向×周向×径向）

叶片受到鸟撞的数值

4166

模拟残余变形网格模型如

2.2

图 4 所示。

mm

17

0.003

数值模拟方法

气机稳态气动性能，为保证

撞击叶片，在撞击位置使

计算的效率和稳定性，采用

叶片前缘发生了波浪形鼓

变形幅值最大，对该模型

网格节点数

在于计算含变形叶片的压

柱鸟体沿发动机进气方向

击的叶片中间部位的残余

257×49×73

叶尖间隙径向 第 1 层网格高度/

数值模拟和分析目的

从图中可见，模拟圆

包变形，其中受到鸟体撞

节点分布

图4

（a）整级叶片表面网格

鸟撞叶片的数值模拟
残余变形网格模型

的变形迹线节点进行编程排布，生成 GEOMTURBO

文件并导入 NUMECA 中建立含变形叶片的整级叶片

（b）局部叶片表面网格

（c）10% 叶高 B2B 网格

（d）54% 叶高 B2B 网格

（e）95% 叶高 B2B 网格

几何模型，如图 5 所示。

图6

（a）含变形叶片的

（b）变形叶片进气边局部放大

整级叶片

受损 Rotor37 转子整级叶片流场计算网格

定常计算的方法，开展含变形叶片的全通道全 3 维流

场数值模拟。受到鸟撞受损后的 Rotor37 转子整级全

含变形叶片的整级叶片几何模型

3 维流场数值模拟采用 NUMECA 软件中的 Fine/Turbo

从图中可见，模型包含了 1 片鸟撞后变形的叶片

S 方程，时间项采用 4 阶 Runge-Kutta 法迭代求解，空

图5

和 35 片完好叶片，构成了整级叶片气动分析用几何
模型。

模块完成。采用时间推进法求解 3 维雷诺平均的 N间离散采用 2 阶精度的中心差分格式进行，湍流模型

选用 S-A 模型。Rotor37 整级全 3 维流场定常数值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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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拟结果的可靠性采用文献[22]中的试验数据进行验证。

3

含鸟撞变形叶片的压气机气动性能数值模

拟结果分析
3.1

绝对值

相对值/%

堵塞点流量/（kg/s）

-0.154

-0.75

-0.41

-20.7

失稳边界点流量/（kg/s）

稳定工作流量边界范围/（kg/s）

Rotor37 转子鸟撞前后气动特性对比

失稳边界点压比

Rotor37 转子受到鸟撞受损前后的气动性能对比

如图 7 所示。图中黑色方点为文献[22]给出的试验测

量得到的完好 Rotor37 转子特性，蓝线为计算得到的

完好转子的气动特性，橙线为计算得到的受到鸟撞后
转子的气动特性。
EXP
undamaged
damaged

Total pressure ratio

δmc=0.255 kg/s

-0.0913
-0.011

+1.37
-4.24
-1.26

拟方法是可靠的。而从鸟撞前后数值模拟获得的转
子气动特性的对比可见，鸟撞后的转子气动性能较撞
一致，说明该数值模拟结果能够较合理地反映出含有
变形叶片的转子气动性能影响的一般规律，说明本文
针对受损叶片所采用的气动性能计算方法较为有效。

δπ*=-0.0913

3.2

3.2.1

鸟撞后的 Rotor37 转子流场分析
堵塞和最大效率工况下的流场分析
在堵塞工况和最大效率工况下，Rotor37 转子受

到鸟撞后不同轴向截面相对马赫数分布分别如图 8、

2.0
δmc=-0.154 kg/s
1.9
18

19

20
Massflow

22

21

（a）压比-流量特性
0.90

η*=-0.011

排中间、转子下游以及计算域出口。
受损叶片

efficiency

图8

0.86

1.8
1.6
1.4
1.2
1.0
0.8
0.6
0.4
旋转方向 0.2
0

Ma

Rotor37 转子受到鸟撞

1.8
1.6
1.4
1.2
1.0
0.8
0.6
0.4
0.2
0

图9

Ma

Rotor37 转子受到鸟撞

后不同轴向截面相对马赫数

后不同轴向截面相对马赫数

分布（堵塞工况）

分布（最大效率工况）

从图 8 中可见，整体而言，在该状态下转子通道

0.84

0.82

9 所示。图中的 4 个轴向截面分别位于转子上游、叶

上游截面
叶中截面
下游截面
出口截面

EXP
undamaged
damaged

0.88

内的流动状态较好。在远离变形叶片的区域，流场结
构较为一致，流动的周向不均匀性并不显著。但是在
18

19

20
massflow/(kg/s)

21

22

（b）效率-流量特性
图7

最大效率
注：
“+”表示增加，
“-”表示减小。

+0.255

击前的虽然明显降低，但是鸟撞前后的特性变化规律

2.2

2.1

鸟撞前后转子气动特征参数对比

特征参数变化

Rotor37 转子受到鸟撞受损前后气动性能对比

从图中可见，鸟撞导致叶片变形后，该转子的气
动性能明显降低，在所有能稳定工作的流量状态下，
受到鸟撞后转子的压比和效率都要明显小于鸟撞前
的，相关参数变化结果见表 4。

从表中可见，数值模拟获得的转子受到鸟撞前的

特性与试验结果比较接近，说明本文所采用的数值模

变形叶片区域，流场结构还是呈现出了明显不同。主
要表现为在变形叶片的吸力面与相邻叶片压力面所
形成的通道内存在大范围的低速区，其产生原因是叶
片变形后，相应径向位置处的叶型几何进口角大幅增
大，有的甚至超过 90°（图 6（d）的 54% 叶高位置），导

致气流攻角也大幅增大，从而引发了受损叶片吸力面
附面层的流动分离，堵塞了叶片通道，降低了整个转
子的流动能力，进而使转子在堵塞工况下的流量减
小，这与图 7 中的结果一致。进一步观察受损叶片通

道中低速区的发展可见，在该状态下随着气流向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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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在主流的掺混作用下，该低速区的影响逐渐

赫数出现了明显降低，说明通道内附面层分离引起的

减弱，在转子下游截面，其速度已得到明显提升。再

堵塞作用是空间 3 维的。

观察计算域出口截面发现，出口截面的相对马赫数分
布已比较均匀，上游低速区的影响已基本消失。
对比图 8、9 可见，在最大效率工况以及堵塞工况

下，流场结构并没有明显变化，主要特点还是表现为

在变形叶片附近的流动受到了叶片变形带来的影响；
而在远离变形叶片的区域，各通道内流动的一致性较
好。由于受损叶片的变形使来流攻角增大，导致气流

3.2.2

近失稳工况下的流场分析

Rotor37 转子在受到鸟撞后在近失稳工况下不同

轴向截面相对马赫数分布如图 11 所示。

Rotor37 转子在受到鸟撞后，在近失稳工况下不

同 S1 流面相对马赫数分布、变形叶片区域和远离变形

叶片区域相对马赫数为 0.2 的等值面分别如图 12~14
所示。

Ma
1.8
1.6
1.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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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损叶片吸力面附近形成了大范围的分离区。
在堵塞工况下不同 S1 流面的相对马赫数分布如

图 10 所示。结合图 8 、10 可见，由于该受损叶片的变
形位置主要在 40% 叶高以上，在叶根附近没有明显
变形。从图 10（a）中可见，在 10% 叶高位置，受损叶

片通道的流动状态相对较好，未出现明显的附面层分
离现象；而从图 10（b）、
（c）中可见，在 54% 叶高以及

95% 叶高处由于叶片变形严重，都出现了由附面层分
离导致的低速流动区域。从图 10 中还可见，3 个不同

图 11

Rotor37 转子在受到

鸟撞后近失稳工况下不同轴
向截面相对马赫数分布

Ma
受损叶片 1.8
1.6
1.4
1.2
1.0
0.8
0.6
0.4
0.2
0

低速区

图 12

Rotor37 转子在受到

鸟撞后在近失稳工况下变形
叶片附近区域相对马赫数为
0.2 的等值面

与前 2 种工况相比，在近失稳工况下，Rotor37 转

叶高截面上等熵马赫数分布由于受到受损叶片通道

子内的流动发生了较明显变化。主要表现为：在该工

堵塞的影响，受损叶片前缘上游弓形激波的形态和位

况下，变形叶片通道内的低速区范围明显增大，并且

置与其它叶片也有明显区别，通道的堵塞作用类似于

在其相邻通道内的近叶尖

提高了激波后的反压，使得激波强度增大，激波后的

区域也出现了贯穿整个通

马赫数出现了明显降低；该叶片弓形激波的位置相比

道 的 低 速 区 。 从 图 12 中

于其它叶片前缘的激波更靠近上游；与受损叶片左侧
相邻的约 5 个叶片通道（与转子旋转方向相反）的流

Ma
1.8
1.6
1.4
1.2
1.0
0.8
0.6
0.4
0.2
0

的变形叶片区域的低马赫
数等值面的位置和形状可

（a）10% 叶高

动都受到了该叶片上游弓形激波的左支——外伸激
波的影响，其上游的来流马赫数也相应偏低；由于受
损叶片外伸激波减弱，在受损叶片左侧第 6 个叶片通

道上游，激波后的马赫数迅速提高，形成了局部高马
赫数区域；虽然受损叶片吸力面附面层的分离发生在
通道上部，但是其形成的
堵 塞 作 用 却 是 3 维 的 ，因

为在 10% 叶高截面上也可

以看到，其前缘的外伸激
波强度较大，激波后的马

Ma
1.8
受损叶片 1.6
1.4
1.2
1.0
0.8
0.6
0.4
0.2
0

（a）10% 叶高

（b）54% 叶高
图 13

（c）95% 叶高

Rotor37 转子在受到鸟撞后在近失稳工况下
不同 S1 流面相对马赫数分布

见，2 个通道的低速区在叶片下游连成了较大区域的
低速团。从图 13（c）中可

叶尖局部低速区

见，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
外伸激波

应该是，随着该转子的节
流，转子下游的背压逐渐
增大，转子上游的激波强

（b）54% 叶高
图 10

（c）95% 叶高

在堵塞工况下不同 S1 流面的相对马赫数分布

图 14

Ma
受损叶片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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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or37 转子在受到

鸟撞后在近失稳工况下远离

度也逐渐增大，波后马赫 变形叶片区域相对马赫数为
数逐渐降低，攻角进一步
0.2 的等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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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导致分离区也进一步增大。
另外，从图 11、13（c）以及图 14 中可见，在近失

稳工况下，与变形叶片间隔 4 个叶片通道（与转子旋

转方向相反）的叶尖区域也出现了大范围的低速区。
该低速区占据的周向范围较大，约 6 个叶片通道。这

可能是因为受到变形叶片上游外伸激波影响的区域
来流马赫数较小，而该外伸激波影响开始消失的区域
的流速又突然增大，导致这些位置处的叶片前缘激波
强度增大，在叶尖泄漏流的共同影响下，这些叶片通
道内的流动状态恶化，引起了流动的分离，形成了大
范围的低速区。同样，这些区域的低速区也会引起流
道的堵塞，其作用类似于受损叶片通道内的低速区，
从而进一步导致在间隔了若干个叶片通道后，又形成
了 1 个叶尖局部低速区。这些叶尖局部低速区与失
速团的形式非常接近，其存在导致该转子很快进入失

稳工况。此外，这些低速区的存在也导致总压损失和
熵的增大，使得该转子的压比和效率明显降低，这与
图 7 给出的该受损转子的性能变化情况吻合。

以上针对 Rotor37 转子受到鸟撞前后的气动性能

以及 3 种典型工况下的流场结构分析表明，本文针对

含鸟撞变形叶片的 Rotor37 转子所采用的全通道全 3
维黏性流场数值模拟方法可行，其结果合理，利用该

方法可以较准确地计算出含变形叶片转子内部的流
场细节，并获得其气动性能的变化特性。

4

结论
（1）本文发展的鸟撞变形叶片的几何建模流程可

有效建立含有变形叶片的风扇/压气机气动分析几何
模型；
（2）Rotor37 转子气动试验数据验证了本文提出

的气动性能数值模拟方法合理有效；

（3）Rotor37 转子鸟撞前后的气动性能特征参数变

化以及 3 种典型工况下的流场结构分析表明，在本文
构建的鸟撞叶片变形条件下，
该转子的压比、
效率等气
动性能特征参数明显降低，稳定工作边界明显缩减；

（4）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攻角增大导致的局部气
流分离及并发的低速流动行为的耦合是转子气动性
能恶化与转子进入失稳工况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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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撞试验弹托脱壳过程模拟与试验验证
刘

闯，魏

峰，陈国栋，黄福增，缪

旭

（辽宁省航空发动机冲击动力学重点实验室，沈阳 110015）
摘要：为避免在航空发动机风扇鸟撞试验中弹托在剥离时发生破损而导致其碎片飞入试验舱，开展了鸟撞试验脱弹过程的冲
击动力学研究。采用 LS-DYNA 动力学仿真软件对鸟撞试验中弹托与脱弹器撞击过程进行了数值仿真分析。考虑到脱弹过程中

材料高应变率的影响，应用 Johnson-Cook 材料模型描述了弹托和脱弹器的本构关系，采用有限元分析获取了弹托的变形、位移、应
力、动能等参数的变化过程。采用压缩空气炮进行了鸟弹发射，并将弹托变形的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弹
托变形的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相差 4.4%，证明仿真方法有效；在脱弹过程中弹托前端会张开，产生喇叭口状变形；弹托中后部的
应力水平始终保持在 80 MPa 以下，不会因冲击作用发生破损而导致其碎片飞入舱体。
关键词：鸟撞试验；鸟弹弹托；脱弹器；本构关系；压缩空气炮；风扇；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5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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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and Test Verification of Sabot Separation During Bird Impact Test
LIU Chuang，WEI Feng，CHEN Guo-dong，HUANG Fu-zeng，MIAO Xu
（Liaoning Key Laboratory of Impact Dynamics on Aero Engine ，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void the debris coming into test chamber caused by sabot separation during bird impact test，the impact dy-

namics was studied for bird impaction test arresting process. LS-DYNA dynamic simulation software was used to simulate and analyze the

impact process between bird sabot and arresting equipment in bird impact test.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material high strain rate in the
process of arresting，Johnson-Cook material model was used to describe the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rd sabot and arresting

equipment，and the change process of parameters such as deformation，displacement，stress and kinetic energy of bird sabot was obtained
by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he compressed air gun was used to launch the birdshot，an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deformation of the bird

sabot were compared with the test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nd the test results of the de⁃
formation of the bird sabot is 4.4%，which proves that the simulation method is effective. In the process of arresting，the front of the sabot

will open，resulting in bell mouth deformation. The stress level is always kept below 80 MPa at the middle and rear of the sabot，and its de⁃
bris will not come into the test chamber due to damage caused by impact.

Key words：bird impact test；bird sabot；arresting equipment；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compressed air gun；fan；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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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及试验研究，以提高安全性和可靠性[8] 。

引言

鸟撞问题是发生在毫秒级时间内的冲击非线性

鸟撞是指在飞行过程中航空器与飞鸟相撞造成
的飞行事故，对航空飞行安全的危害极大

[1-3]

动力学问题，具有动态载荷、柔性撞击、大变形和应变

。世界

率高等特点，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开展了大量的深入

各航空发达国家均以军标或适航规章的形式对鸟撞

研究。Kavithamol 等[9] 利用 ABAQUS 软件对飞机机翼

事件做出了相关要求

[4-6]

。中国民航局发布的航空发

动机适航管理规定中指出发动机在设计定型过程中
需要进行大、中、小 3 种不同质量的鸟撞验证试验 ，
[7]

因此在航空发动机的研制阶段就必须开展鸟撞击分

前缘受飞鸟撞击的响应进行了分析；Lavoie 等[10] 通过
对明胶弹和真实鸟体的高速撞击行为进行对比，认为

明胶弹是目前作为人工鸟弹的最好选择；陈伟等[11]对
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受到鸟撞击以后的动态响应和

收稿日期：2021-07-31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刘闯（1983），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转子强度试验、鸟撞试验及包容试验工作；E-mail：liuchuang1013@163.com。
引用格式：刘闯，魏峰，陈国栋，等 . 鸟撞试验弹托脱壳过程模拟与试验验证[J]. 航空发动机，2022，48（2）：14-18.LIU Chuang，WEI Feng，CHEN
Guodong，et al.Simulation and test verification of sabot separation during bird impact test [J].Aeroengine，2022，48（2）：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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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 f = [ D 1 + D 2 exp ( D 3 σ * ) ] ⋅ éê1 + D 4 ln ( ε* )ùú ⋅
ë
û （2）
[ 1 + D5 T * ]

损伤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
罗刚等[12]、柴象海等[13]在研究中指出,鸟撞试验是
评估航空器抗鸟类冲击能力的最有效方法；李迪等[14]
进行了宽弦空心风扇叶片大鸟撞击试验；谢灿军等[15]
对鸟撞试验过程进行了总结：概括来说就是将明胶弹
放入弹托，装进炮管，通过高压空气将弹体增速到预

式中：σ Y 为流动应力；A 为屈服应力参数；B 为硬化系

数；εP 为等效塑性应变；n 为硬化指数；C 为应变率系
.

数；ε* 为无量纲应变率；T * 为无量纲温度；m 为温度系

定速度，并在炮口处将弹壳剥离，鸟弹继续穿过剥离

数；ε f 为失效应变；D1～D5 为无量纲材料参数；σ * 为平

器向前飞出撞击试验件的过程；李达诚[16] 研究指出，

均应力和有效应力的比值。
采用 ANSYS LS-DYNA 有限元分析软件对弹托

鸟弹为软质、低强度物体，在突然承受高压强作用时
极易破碎，同时弹体在发射过程中会与炮管发生高速
摩擦，造成的弹体磨损以及产生的热量都会破坏弹
体，因此在鸟撞试验中需要设计弹托承载鸟体并对其
进行保护。在鸟弹弹托的制作过程中，目前广泛采用

和脱弹器冲击过程进行分析，由于模型具有几何对称

性，为简化计算，选取 1/4 模型进行分析，采用 solid164
实体单元对模型进行网格划分，建立 3 维有限元模
型，如图 2 所示。solid164 单元为 8 节点单元，采用单

膨胀固化材料，这样生产出的弹托成本低、加工周期

点积分和沙漏控制算法。在进行网格划分时，全部采

短，但存在尺寸精度差且极易破碎的问题，在高精度

用六面体单元进行扫掠分网，以控制仿真过程中出现

的鸟撞试验中，金属弹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

的沙漏现象；针对弹托与脱弹器撞击时前端应力水平

在某型发动机风扇鸟撞试验中，设计了铝制鸟弹

较高且变化较快的特点，在前端采用较细的网格划

弹托装载模拟鸟弹。为保证试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分，逐渐过渡到弹托后端较粗的单元，从而在保证计

要防止弹托在脱弹过程中发生损坏以及其碎片飞入

算效率的基础上有效提高仿真精度。弹托和脱弹器

试验舱。本文针对弹托与脱弹器碰撞过程进行了仿

共 划 分 56380 个 单 元 ，边

真分析，并利用压缩空气炮进行了鸟弹发射试验，将

界条件及载荷施加情况

仿真与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

为：
（1）鸟弹托初始速度为

1

84 m/s；
（2）鸟弹托和脱弹

脱弹过程的数值仿真

器子午面施加对称约束 ；
（3）脱 弹 器 安 装 平 面 约 束

在某型航空发动机风

所有自由度。

扇叶片鸟撞试验中，鸟弹

Y X
Z

图2

弹托和脱弹器的 3 维
有限元模型

弹托和脱弹器的结构模型

在高速冲击作用下，弹托冲击脱弹器时有一个侵

如图 1 所示。试验时要求

彻的力学行为，为了更好地还原这种情况，弹托与脱

炮管中飞出，撞击脱弹器

取 1.0，动静摩擦系数均取 0.15[19-20]。

铝弹托以 84 m/s 的速度从
并完成脱弹。
铝弹托材料为高强度

弹器的接触设置采用面-面侵蚀接触，接触刚度因子
图1

弹托和脱弹器的
结构模型

2

计算结果及分析

铝合金 5A06，脱弹器材料为 45 钢。弹托与脱弹器撞

2.1

Johnson-Cook（以下简称 J-C）材料模型对冲击过程

发生碰撞，随着碰撞过程

击 为 大 变 形 和 高 应 变 率 问 题 ，选 用 带 失 效 模 型 的

变形分析
鸟弹弹托在向前运动的过程中，其前端与脱弹器

进行分析，并利用 Gruneisen 状态方程描述材料所受

的进行，弹托的变形也不

的压力与体积之间的关系[17-18]。J-C 模型利用变量乘

断变大，前端沿脱弹器锥

积关系分别描述屈服应力、塑形应变、应变率和温度

筒型面逐渐张开成喇叭

对应力水平的影响，其本构模型和失效模型为
.
σ Y = [ A + B ( εP )n ] ⋅ éê1 + Cln ( ε* )ùú ⋅ [ 1 - ( T * )m ] （1）
ë
û

状 ，如 图 3 所 示 。 在 弹 托

上 沿 轴 向 依 次 选 取 A、B、
C、D、E、F、G、H、I、J、K、L、

图3

弹托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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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共 13 个点作为变形参考

应力/MPa
742

点（如 图 4 所 示），其 径 向

595

图4

153

0

（e）t=540 μs

弹托与脱弹器冲击过程的

（f）t=630 μs

应力/MPa
774

弹托变形参考点选取

0

应力/MPa
892
718

621

弹碰撞过程中应力逐渐向后传递的特点。弹托前缘

543

469

径向变形最大，
达到 1.9 cm，
距离弹托前缘越远，
径向变

369

316

195

163

形越小，至距离弹托前缘 72 mm 时，变形仅为 1.6 mm，
分析表明弹托仅在前端发生了明显变形，中后段无明

（g）t=720 μs

显变形。

图6

0

（h）t=840 μs

0

弹托的等效应力变化过程

不断产生塑性变形。弹托中后段始终保持很低的应

2.0

力水平（约 80 MPa），不会因冲击作用发生损坏而导

1.5
变形/cm

303

152

从 图 5 中 可 见 ，随 着

致其碎片飞入舱体。

1.0

A

0.5

B

C D

2.3
E F

能量分析
随着弹托向前运动，脱弹器对弹托的反作用力也

G

H
IJ
K
BC D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越来越大，而反作用力的方向与弹托的运动方向相
反，因此在脱弹过程中，随着冲击过程的进行，弹托的

时间/μs

弹托径向变形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动能迅速衰减，弹托动能衰减曲线如图 7 所示。从图

在冲击过程中，弹托的等效应力变化过程如图 6

到 0，这是由于在冲击过程中，动量在极短的时间内

图5

2.2

451

300

图 5 所示。

次发生变形，反映了在脱

598

447

位移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如

进行，选取的各参考点依

应力/MPa
746

应力分析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第 90 μs 后弹托与脱弹器发生

中可见，弹托初始动能在 1 ms 内从 4.58 kJ 快速衰减

迅速变化，形成了很高的瞬时冲击载荷，在冲击载荷

接触。随着接触区逐渐增大，弹托的应力水平不断提

作用下，弹托前段应力远大

高，至第 840 μs 时，弹托的前端已到达脱弹器锥段的

于材料的屈服应力，产生了

扩展至轴向约 80 mm 处（从弹托前缘算起），弹托前端

能因被吸收而迅速衰减。

底部，弹托前端应力达到 892 MPa，高应力区已向后
应力/MPa
325

应力/MPa
0
0

195

0

130

0
0
应力/MPa
716

65

（b）t=120 μs

图7

鸟撞脱弹试验

验。试验装置主要由气源、储气罐、快速开启机构、炮
管、脱弹器等部分组成，其结构如图 8 所示。
开启机构

应力/MPa
734

295

288

149

145

（d）t=420 μs

0

弹托动能衰减曲线

采用压缩空气炮作为动力源进行了鸟弹发射试

气源

鸟弹托 鸟弹 炮管

脱弹器
真空舱

储气罐

441

431

（c）t=330 μs

0

588

574

0

3

260

0

（a）t=0 μs

明显的塑性变形，弹托的动

压力传感器

计算机

图8

试验装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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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鸟撞试验中，通过试验装置中的快速开启结
构，储气罐中的压缩空气进入炮管推动鸟弹向前运
动，鸟弹被加速至预定速度后飞出炮管，而后弹托被
脱弹器拦阻并箍在脱弹器上，在完成脱弹的同时还有
效防止了压缩空气进入真空舱，模拟鸟弹在惯性作用
下从脱弹器中心孔穿过，飞入真空舱撞击试验件。
采用激光束发射接收的方法对鸟弹飞行速度进
行测量，速度测量系统结构如图 9 所示。测速装置由
2 组平行的发射器和接收器组成，测量其间距 L，并使

其与鸟弹飞行方向垂直。鸟弹经过第 1 组激光器时
激光束被遮挡，光电开关触发启动计时，经过第 2 组

激光器时，光电开关再次触发结束计时，获取鸟弹经
过 2 组激光器的时间间隔

为 Δt，则鸟弹飞行的平均

发射器

L

速度为 V=L/Δt。

发射物 接收器

V

在 试 验 中 ，实 际 鸟 撞
速 度 为 83 m /s，与 目 标 速

图9

速度测量系统结构

度误差为 1.2%，符合速度误差在±3% 范围内的要求。
弹托撞击脱弹器后，前端发生喇叭状开口变形，如图

10 所示。经与仿真结果（图 3）对比发现，弹托变形方

17

（4）弹托与脱弹器发生撞击后，动能迅速衰减，约
在 1 ms 后衰减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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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层合板鸟弹撞击损伤分析
王

浪 1，孙有朝 1，周亚东 1，杨

坤 2，曾海军 2，陈

川

3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民航学院，南京 210016；2. 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200241；
3.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510470）

摘要：为了研究复合材料风扇叶片鸟撞损伤情况，对鸟弹在 4 个入射角度下撞击复合材料层合板的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建

立了复合材料层合板靶板模型；分析复合材料层合板与鸟弹碰撞后的受力以及复合材料层合板水平、垂直应变情况，并在此基础

上建立了真实风扇叶片模型用于模拟被鸟弹撞击的风扇叶片。结果表明：复合材料层合板鸟撞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一致；综
合比较鸟弹的残余速度和复合材料层合板的损伤情况发现，在鸟弹入射角为 30°时，复合材料层合板的抗鸟撞效果最好；复合材料

层合板的数值模拟应变最大值与试验应变最大值的误差在 10% 以内，验证了数值模拟结果的正确性；当风扇转速为 6000 r/min
时，鸟弹入射角度越大，鸟弹与风扇叶片接触的时间越短，接触碰撞后鸟弹的速度减小越多，残余速度越小。
关键词：鸟弹撞击；复合材料层合板；撞击角度；冲击损伤；风扇叶片；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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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Bird Impact Damage of Composite Laminate
WANG Lang ，SUN You-chao1，ZHOU Ya-dong1，YANG Kun2，ZENG Hai-jun2，CHEN Chuan3
1

（1. College of Civil Aviation，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2. AECC Commercial Air⁃
craft Engine Co.，Ltd，Shanghai 200241，China；3. China Southern Airlines，Guangzhou 51047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bird impact damage of composite fan blades，the process of bird impact composite laminate at four inci⁃

dent angles was numerically simulated，and the target plate model of composite laminate was established. The force and horizontal and verti⁃

cal strain of the composite laminate after the impact between the composite laminate and the bird projectile were analyzed. On this basis，a
real fan blade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simulate the fan blade impacted by the bird projecti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erical simula⁃
tion results of bird impact of composite laminate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est results. By comprehensively comparing the residual velocity of
bird projectile and the damage of composite laminate，it is found that the anti-bird impact effect of composite laminate is the best when the
incident angle of bird projectile is 30 °. The error between the maximum value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strain and the maximum value of test

strain of composite laminates is less than 10%，which verifies the correctness of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When the fan speed is

6000 r/min，the greater the incident angle of the bird projectile，the shorter the contact time between the bird projectile and the fan blade，
the more the speed of the bird projectile decreases and the smaller the residual speed after the contact impact.
Key words：bird impact；composite laminate；impact angle；impact damage；fan blades；aeroengine

0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飞机的数量和

航空发动机，造成发动机叶片变形，进而导致发动机
推力降低、叶片断裂等严重后果，严重威胁民用和军
用航空的安全，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1-3]。因此，

班次都在不断增加，因鸟撞而发生的飞机安全事故也

设计和研究航空发动机叶片防鸟撞击保护装置对于

越来越多，据统计，在飞机的地面安全事故中，鸟类碰

提高航空飞行的安全性、减少财产损失、保障乘客生

撞事故占 21%。其中大量事故的起因是鸟类被吸入

命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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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鸟撞飞机事件的发生，提高航空器结构的
抗鸟撞击能力，迫切需要通过开发高性能材料和更好
的耐撞性设计来提高飞机风扇叶片结构的抗鸟撞性
能[4-6]。一般来说，鸟撞是持续时间短（一般在毫秒范

义。从板上方到板下方共分 5 层，每层的铺层角度分
别为 0°、45°、90°、-45°、0°，网格数量为 3960。复合材
料层合板尺寸、模型网格如图 3、4 所示。

围内)的高强度载荷加载事件，具有复杂的耦合相互
Ø80 mm

作 用 。 在 鸟 弹 的 软 体 撞 击 作 用 下 ，鸟 弹 的 几 何 效
应[7-9]、材料模型[10-12]，以及初始速度和落角[13-15]等关键

110 mm

参数都会影响风扇叶片结构的变形和损伤机理。为
了解决复合材料风扇叶片在鸟弹高速冲击下变形和
损坏的问题，Hedayati 等[16]研究了平板不同厚度、铺层

方式对平板鸟撞总能量的影响；Di 等[17]研究了鸟撞风

扇叶片层合板厚度对飞机的影响，计算出鸟撞层合板

图1

的临界厚度；Zhou 等[18]在不改变整体几何形状的情况

鸟弹几何尺寸

图2

鸟弹模型网格

200 mm

下，考虑了不同材料体系（不同铺层顺序和总厚度)的

鸟击耐撞性；Kim 等[19]、Siddens 等[20] 分别采用任意拉
格朗日-欧拉（Arbitrary Lagrange-Euler，ALE)方法和

500 mm

无网格拉格朗日粒子方法研究了被鸟击中的单个风
扇叶片的初始退化，并评估了对其他发动机部件的后
续损坏；Heimbs 等[21]介绍了在软体冲击下承受拉伸和
压缩预载荷的层压复合板的动态行为，发现拉伸和压
缩预加载会对损坏模式产生影响。上述研究表明，影
响叠层复合材料鸟撞损伤的关键因素包括层合板的

图3

复合材料层合板尺寸

合板的试验，并进行了数值模拟，建立了复合材料层

复合材料层合板
模型网格

总厚度[22]、铺层角度[23]、转速[24]和撞击位置[25]等。
本文进行了鸟弹在 4 个角度下撞击复合材料层

图4

鸟弹在不同入射角度下撞击靶板时的组装弹
体-靶板模型如图 5 所示。图中红色矩形为鸟弹，绿

合板靶板，分析了复合材料层合板与弹体发生碰撞后
的受力情况，建立风扇真实模型模拟鸟弹撞击风扇。

1
1.1

复合材料层合板鸟撞数值模拟
鸟弹几何模型的建立及网格划分
利用 Ironpython 语言对弹体尺寸以及复合材料层

合板靶板尺寸进行参数化，定义鸟弹以及复合材料层
合板的尺寸与实际试验状态下的尺寸一致，程序化方

（a）0°

（b）15°

（c）30°

（d）45°

法有利于模型生成，同时缩短工作时间。将鸟弹形状
简化为圆柱体，鸟弹几何尺寸如图 1 所示，靶板为长

方形。对鸟弹模型进行全六面体网格划分，网格数量
为 9483，鸟弹模型网格划分如图 2 所示。
1.2

复合材料层合板几何模型的建立

对复合材料层合板壳体进行建模，将网格模型生
成 K 文件导入 Isprepost 进行 TSHELL 单元的铺层，为

便于定义每层材料，分别对每层的积分点进行层数定

图5

在不同入射角度下鸟弹撞击的组装弹体-靶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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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矩形为靶板，鸟弹入射角度为靶板与重力方向夹
角，分别为 0°、15°、30°、45°，鸟弹撞击在矩形靶板一
条长边的中部。

考虑到边界效应的影响，试验采用全模型进行仿

1.3.1

2

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对数值模拟鸟撞复合材料

层合板损伤情况进行了分析。在 0°、15°、30°、45° 4
个角度下鸟弹与复合材料层合板接触的运动过程如

真计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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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所示。由于复合材料层合板角度发生变化，初始

仿真计算约束和材料模型的确立
仿真计算约束条件的设置
该仿真计算模型采用 ANSYS/LSDYNA 中的拉格

朗日算法，弹体与复合材料层合板之间的接触为侵蚀
接 触（*CONTACT_ERODING_ SURFACE_TO_SUR⁃
FACE，简称为 ESTS），建立的全模型无需设置对称边
界约束，同时根据试验条件，在目标板件单短边施加
固定边界约束，弹体速度设置为 140 m/s。具体约束

条件如图 6 所示，在试验中平板采用一端悬臂的方式
夹持，如图 7 所示。

撞击时间不相同。在 4 个角度下鸟弹的速度时程曲
线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4 个角度下复合材料
层合板的鸟弹初始速度均为 140 m/s，当复合材料层
合板与鸟弹接触时，鸟弹的速度开始减小，45°复合材

料层合板最先与鸟弹接触，其次分别是 30°、15°、0°复

合材料层合板，而后随着时间的延长，鸟弹速度不断
减小。45°复合材料层合板的鸟弹速度达到平衡的时
间最短，但 30°复合材料层合板的残余速度最小。
t=1.19 ms

t=1.34 ms

t=1.04 ms

t=1.14 ms

t=0.91 ms

t=1.01 ms

t=1.44 ms

t=1.54 ms

t=1.77 ms

t=1.44 ms

t=1.63 ms

t=1.29 ms

t=1.61 ms

t=1.19 ms

t=1.57 ms

（a）0°
t=1.24 ms

固定
边界

图6

1.3.2

图7

目标板件的约束条件

试验平板一端悬臂夹持

仿真计算材料模型的设置
数值模拟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建立一个合适的弹

体和复合材料层合板材料模型，本文考虑到试验中鸟

（b）15°

t=1.11 ms

（c）30°
t=0.82 ms

t=0.91 ms

t=1.03 ms

弹出现的流体分散现象，采用*MAT_ELASTIC_PLAS⁃
TIC_HYDRO 材料模型。

材料模型，该模型适合描述复合材料等脆性材料在大
应变、高应变率和高压下的动态响应，鸟弹和靶板材
料模型参数分别见表 1、2，其中靶板 x、y 方向分别为
靶板长边、短边方向，z 方向为与靶板垂直的方向。
表1
密度 ρ/ 弹性模量 E/
3

（g/cm ）
0.950

MPa

鸟弹材料模型参数

泊松比 ν

1.01

0.25

表2
132000

7300

硬化

失效

参数 H 应变 ε

0.4220

1

1

νxy/xz

νyz

0.005 0.017

G xy/xz /MPa
5600

合板接触的运动过程

鸟弹沿风扇进气方向
撞 击 风 扇 叶 片 时 ，切 鸟 角
度 会 改 变 ，不 同 角 度 的 撞
同。为了分析复合材料层
合板与鸟弹碰撞后的受力

Gyz /MPa
3000

0°
15°
30°
45°

140
130
120
110
100
90

0 0.2

0.6

1.0 1.4
Time/ms

1.8

情况，对 4 个角度下复合材 图 9 在不同入射角度下鸟弹
料层合板与弹体碰撞进行

靶板材料模型参数

ρ/（g/cm3） Ex /MPa E y/z /MPa
1.6

0.1724

Etan/MPa

（c）45°
在不同入射角度下鸟弹弹体与复合材料层

击对叶片造成的损伤也不

剪切模量 切线模量
G/MPa

图8

V/（m/s）

靶板模拟采用 LS-DYNA 中的 COMPOSITE 损伤

的速度时程曲线

了数值模拟，不同角度下复合材料层合板的应力如图
10 所示。从图 10（a）中可见，0°复合材料层合板在第

1.11 ms 时产生应力，在第 1.19 ms 时开始出现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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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4 ms

t=1.34 ms

t=1.14 ms

t=1.44 ms

t=1.24 ms

6.0e+07

t=1.54 ms

t=1.44 ms

2.0e+07

t=1.77 ms

t=1.63 ms

1.6e+08
1.4e+08
1.2e+08
1.0e+08
8.0e+07
4.0e+07
0.0e+00

（a）0°

t=0.76 ms

t=0.61 ms

t=0.91 ms

t=0.82 ms

t=1.01 ms

t=0.91 ms

t=1.11 ms

t=1.03 ms

t=1.29 ms

t=1.19 ms

t=1.61 ms

t=1.57 ms

（c）30°
图 10

（b）15°

（d）45°

在不同入射角度下鸟弹撞击时复合材料层
合板的应力分析

数值模拟结果对比如图 11 所示。图中实线为仿真结

果曲线，虚线为试验结果曲线；应变仿真结果最大值
M 与试验结果最大值 m 的比较见表 3。仿真结果与试
验结果的误差 δ

M-m
× 100%
（1）
m
从表 3 中可见，应变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的误差
δ=

在 10% 以内，验证了数值模型的正确性。
0.005

-0.005
-0.010
-0.020
-0.025

-0.030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Time/ms
0.035
0.030
0.025
0.020
0.010
0.005
0
-0.005
-0.010
-0.015
-0.020
-0.025

时开始出现裂纹，与 0°和 15°复合材料层合板不同，

裂纹呈直线形延展，在第 1.61 ms 时层合板完全断裂；
从图 10（d）中可见，45°复合材料层合板在第 0.61 ms
时产生应力，在第 0.82 ms 时出现裂纹，与 30°复合材

料层合板破坏裂缝相同，裂纹呈直线形延展，在第
1.57 ms 时平板完全断裂。可见由于角度不同，鸟弹
距复合材料层合板的距离也不同，角度越大，距离越

近，
鸟弹与复合材料层合板接触的时间越短，
但观察到

1Vertical atrain-s
1Horizontal strain-s
1Vertical atrain-t
1Horizontal strain-t

0

0.5

图 11

料层合板在第 0.93 ms 时产生应力，在第 1.04 ms 时出

复合材料层合板在第 0.76 ms 时产生应力，
在第 0.91 ms

（a）0°

1.0 1.5
Time/ms

2.0

0.015
0.010
0.005
0
-0.005
-0.010
-0.015
-0.020
-0.025
-0.030
8

2.5

1Vertical atrain-s
1Horizontal strain-s
1Vertical atrain-t
1Horizontal strain-t

7.8

8.0 8.2
Time/ms

8.4

8.6

（b）15°

1Vertical atrain-s
1Horizontal strain-s
1Vertical atrain-t
1Horizontal strain-t

9
Time/ms

10

（d）45°

（c）30°

材料层合板全部断裂；从图 10（b）中可见，15°复合材

时复合材料层合板全部断裂；从图 10（c）中可见，30°

1Vertical atrain-s
1Horizontal strain-s
1Vertical atrain-t
1Horizontal strain-t

-0.015

裂纹从断裂位置呈折线形延展，在第 1.77 ms 时复合

现裂纹，裂纹从断裂位置呈折线形延展，在第 1.63 ms

0.035
0.030
0.025
0.020
0.015
0.010
0.005
0
-0.005
7.6

0

Strain

t=1.19 ms

1.8e+08

板时，复合材料层合板应变随时间变化的试验结果与

Strain

t=0.93 ms

Strain

t=1.11 ms

Strain

应力/MPa
2.0e+08

在不同入射角下鸟弹撞击时复合材料层合板

应变随时间变化的试验与数值模拟结果对比
表3

复合材料层合板应变最大值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的比较
应变

入射角度/
（°）
0

15
30
45

Mc

-0.0280
0.0120
0.0092

-0.0200

mc

-0.0270
0.0130
0.0091

-0.0190

误差/%
Ms

-0.0275
-0.0075
0.0056

-0.0082

ms

δc

δs

-0.0280

3.70

1.82

0.0057

1.10

1.79

-0.0080
-0.0083

7.69
5.26

6.67
1.20

注：下标 c、s分别表示垂直、水平方向。

为模拟真实环境下鸟弹撞击风扇叶片的情况，建
立风扇叶片的计算模型，如图 12 所示。

风扇转速为 6000 r/min 时，在不同入射角度（通

一个有趣的现象，角度越大，复合材料层合板从开始

过投鸟角度改变）下鸟弹撞击的速度时程曲线如图

产生应力到出现裂纹的时间越长，
说明角度越大，
复合

13 所示。鸟弹初始速度均为 140 m/s，
不同入射角度下

材料层合板的抗鸟撞效果越好。综合比较鸟弹的残余
速度和复合材料层合板的损坏情况可知，鸟弹入射角
度为 30°时复合材料层合板的抗鸟撞效果最好。

在 4 个不同入射角度下鸟弹撞击复合材料层合

鸟弹与风扇叶片碰撞的时刻分别为：
0°时为第 0.79 ms，
15° 时 为 第 0.62 ms，30° 时 为 第 0.47 ms，45° 时 为 第

0.79 ms。从图中可见，入射角度越大，鸟弹与风扇叶
片的接触时间就越短，这与试验结果一致，且角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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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合材料层合板鸟撞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结
果一致，综合比较鸟弹的残余速度和复合材料层合板
的损坏情况，发现在鸟弹入射角度为 30°时复合材料
层合板的抗鸟撞效果最好。

（2）风扇转速为 6000 r/min 时，鸟弹入射角度越

大，鸟弹与风扇叶片接触的时间就越短，接触碰撞后
鸟弹的速度减小越多、残余速度越小。鸟弹入射角度
（a）几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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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风扇叶片鸟撞损伤的精细化分析方法
宋长远 1，唐

旭 1，陈大玮 1，陈

勇

1，2

（1. 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2. 燃气轮机与民用航空发动机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上海 200240）
摘要：为了研究复合材料风扇叶片鸟撞损伤机理并指导研发设计，提出一种鸟撞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精细化分析方法。建立
了包含铺层信息的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精细化有限元模型，进行中鸟撞击工况的数值计算，基于 ANSYS-Workbench 软件的自动化

脚本和 MATLAB 程序提取铺层有限元结果数据进行失效分析，通过 Tecplot 实现结果的可视化并结合叶片冲击响应进行叶片损伤

分析。结果表明：叶片的冲击响应除周向弯曲、轴向弯曲、扭转以外，在伸根段以上部分还包含高阶模态成分；叶片内部失效明显，
叶片外表可见损伤较少；在伸根段和榫头内部 50% 弦长位置出现明显分层，发生基体开裂的铺层较多；相同角度铺层的纤维失效

和基体失效位置及演化规律相似，少量铺层在高阶模态影响下，在特殊位置失效；±45°铺层在伸根段前缘附近出现显著纤维拉伸
失效，该位置为叶片的鸟撞薄弱点。

关键词：复合材料风扇叶片；鸟撞；有限元；冲击响应；失效分析；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4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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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ined Analysis Method for Bird Impact Damage of Composite Fan Blade
SONG Chang-yuan1，TANG Xu1，CHEN Da-wei1，CHEN Yong1，2
（1.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2.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Gas
Turbine and Civil Aero Engine，Ministry of Education，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bird impact damage mechanism of composite fan blades and guid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

sign，a refined analysis method of bird impact composite fan blades was proposed. The refined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composite fan blade

containing ply information was established，and the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medium bird impact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API script

of ANSYS-Workbench software and MATLAB program，the ply finite element result data was extracted for failure analysis. The visualiza⁃
tion of the results was realized through Tecplot，and the blade damag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combinated with the blade impact respon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addition to full field circumferential bending，axial bending and torsion，the blade impact response also includes

high-order modal components above the shank. The internal failure of the blade is obvious，and the damage on the blade surface is less.
There is obvious delamination at 50% chord position inside the shank and dovetail root，and there are many plies with matrix cracking. The
fiber failure location of the same angle ply ar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matrix failure location and evolution law. A small number of plies fail at
special loca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gh-order modes. The ± 45° ply has significant fiber tensile failure near the leading edge of the
shank，which is the bird impact weakness of the blade.

Key words：composite fan bade；bird strike；finite element；impact response；failure analysis；aeroengine

0

引言

比金属叶片面临着更大挑战。首先，复合材料层间性
能较低，延展性与应变能吸收率也低于金属材料的，

近年来，随着航空发动机燃油效率的提高，风扇

对鸟撞等冲击载荷更加敏感；其次，复合材料风扇叶

叶片的尺寸也不断增大，因此将密度低、性能优异的

片受到冲击后，损伤主要出现在内部铺层上，这些肉

碳纤维增强树脂复合材料投入风扇叶片设计制造已

眼不可见的损伤不但对叶片的结构完整性威胁巨大，

成为当下发展趋势。但在鸟撞事故中，复合材料叶片

也使得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冲击损伤试验研究比金

收稿日期：2021-12-09
作者简介：宋长远（1996），男，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复合材料风扇叶片抗外物冲击及损伤容限；E-mail：Scarface_7@sjtu.edu.cn。
引用格式：宋长远，唐旭，陈大玮，等 . 复合材料风扇叶片鸟撞损伤的精细化分析方法[J]. 航空发动机，2022，48（2）：25-32. SONG Changyuan，TANG
Xu，CHEN Dawei，et al. Refined analysis method for bird impact damage of composite fan blade[J]. Aeroengine，2022，48（2）：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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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叶片的更加困难[1-3]。因此，针对复合材料风扇叶

应力数据不同，复合材料的失效准则基于材料主方向

片鸟撞问题进行数值仿真，并在铺层水平上展开精细

应力建立，因此在进行强度分析时，需要提取材料主

化分析对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强度分析尤为重要。

轴坐标系下的应力数据。在后处理阶段的应力数据

时对叶片简化较多，可提取到的关于叶片的计算结果
十分有限。如 Chaims 等 基于铺层信息和复合材料
[4]

提取、铺层失效分析和结果可视化环节数据量较大，
需借助脚本程序实现自动化操作。

力学理论，计算单元节点等效物性，建立了复合材料

叶片铺层设计
HDF5 文件

风扇叶片壳单元模型，但仅分析了叶片的冲击响应；

铺贴面网格
ANSYS ACP

立了壳单元模型，分析了 叶片损伤及包边对叶片损

铺层信息与单
元积分点之间
形成映射关系

伤的影响。近年来，一些学者使用不同方法建立复合
等[7] 分别通过壳单元厚度方向的多个积分点保留了

层合实体单元模型
ANSYS Workbench

真实叶片的铺层信息，建立了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壳
[8]

单元模型，但使用壳单元计算结果误差较大 ，且无
法分析层间失效；使用逐层建模的方法，胡殿印等[9]
基于 Rotor 67 风扇叶片建立了包含 20 层铺层的复合

后处理

图1

1.2

1.2.1

给定载
荷工况

动态响应特性分析
铺层材料主轴应力
MATLAB 程序
结合失效准则

联系

Siddens 将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铺层简化为 4 层，建

Fibersim

预浸料材料属性

[5]

材料叶片的精细化有限元模型。Coroneos 等[6]、Xiao

数值求解 ANSYS 瞬态动力学
求解器

前处理

Workbench ACT 脚本

以往的复合材料风扇叶片鸟撞数值研究在建模

各铺层失效模式及发生位置
Tecplot FEM 数据格式

铺层失效可视化及分析

时间历程上的细化后处理

复合材料风扇叶片鸟撞精细化分析流程

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精细化有限元模型
复合材料风扇叶片有限元建模方法
本文研究对象为一种铺层复合材料风扇叶片，其

材料叶片实体模型；Zhang 等[10] 建立了一种类榫头结

叶尖直径为 1828.8 mm，叶片高度为 727.7 mm，叶尖

料风扇叶片的精细化有限元建模方法，模型中使用了

大厚度为 47.5 mm，
位于榫头上；
最小厚度为 8.8 mm，
气

构的实体模型；朱启晨等[11]提出了针对全尺寸复合材
[12]

层合实体单元，准确性得到了试验验证；唐旭等 、张
煜坤等[13] 基于文献[8]中方法分别建立复合材料风扇
叶片和榫头模型，针对铺层失效进行了预测。复合材
料风扇叶片建模技术的发展为鸟撞损伤的精细化分
析提供了条件。
本文针对复合材料风扇叶片鸟撞损伤的分析方

弦长为 337.9 mm，采用直燕尾榫头；叶片中线上的最
动叶身前、尾缘的厚度分别为 3.4、2.1 mm。叶片铺层
材料为碳纤维增强中温高韧性环氧树脂预浸料，铺层

厚度为 0.125 mm。叶片铺层方案为[0°/45°/0°/-45°]，
含 242 层结构层、206 层插入层，铺层总数为 448 层，
叶片及部分铺层形状如图 2 所示。

法进行了研究。建立了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精细化
有限元模型，提出 1 套复合材料风扇叶片鸟撞损伤的
精细化分析流程，进行中鸟撞击工况的数值仿真，分
析了不同失效模式发生位置的规律。

1
1.1

鸟撞损伤精细化分析方法
鸟撞损伤分析流程
复合材料风扇叶片鸟撞精细化分析流程如图 1

Ply Design & Orientation

45°

0°

-45°

图 2 叶片及部分铺层形状

根据文献[8]，首先在 Fibersim 软件中以叶片中面

为铺贴面，利用体积填充功能分别向吸力面和压力面
填充铺层形状的铺层，以满足叶片的几何外形。然后

所示。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由上百层预浸料铺层模压

根据文献[11]中的复合材料风扇叶片铺层设计准则，

成型，其冲击损伤可表现为铺层及铺层间的失效，因

调整铺层角度及排序，并将铺层信息储存到 HDF5 文

此在针对全尺寸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的鸟撞分析中，叶
片的有限元模型需能够正确体现铺层形状、排序、角

件中，铺层命名原则见表 1。

在 ANSYS Workbench 软件中，使用 ACP（Pre）模

度等信息。此外，在后处理阶段需将铺层作为独立单

块预先定义复合材料预浸料单向带的材料属性，划分

位展开分析。在复合材料结构强度分析中，存在全

铺贴面网格，最小网格尺寸为 5 mm，复合材料环氧树

局、铺层和材料主轴三种坐标系，在不同坐标系下的

脂工程弹性常数及单向带工程弹性常数见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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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Integrated Points

Dropped-off Element

铺层命名原则

符号

P
N O
Layer of Element
I
L
J K
Layered Solid Element
0° Direction

含义
以叶片的中面作为界限，该铺层位于叶片的

PS

压力面侧或吸力面侧。
以叶片的中面作为界限，该铺层位于叶片的

SS

M,N,O,P M
I

J

K,L I

J

O,P
N
K,L

y

压力面侧或吸力面侧。

序号前缀 P、I

z

该铺层为结构层或插入层。

角度后缀 p、n

图3

环氧树脂工程弹性常数

工程弹性常数

数值

工程弹性常数

数值

密度/（kg/m3）

1160

剪切模量/GPa

1.40

泊松比

0.35

3.78

弹性模量/GPa

表3

拉伸强度/MPa

54.6

工程弹性常数
面内纵向弹性模量/GPa
面内横向弹性模量/GPa
面外横向弹性模量/GPa
面内泊松比
面外纵向泊松比
面外横向泊松比
面内剪切模量/GPa
面外纵向剪切模量/GPa
面外横向剪切模量/GPa

x

数值

及测量仪器设置如图 4 所

8.6

用振动夹具对叶片施加约

的相互作用方式，使用专

8.6

束；
根据叶片运行时产生的

4.7
4.7
3.1

Composite Fan Blade
1

行模态测试，按照发动机

121

0.40

PCB
Impact Hammer

模型的准确性。叶片装夹

实际运行时的叶片与轮盘

0.27

0°
-45° -90°

复合材料风扇叶片有限元

1490

0.27

90° Direction

叶片单元划分、退化单元以及层合单元中铺层信息定义

示。采用锤击法对叶片进

单向带工程弹性常数

密度/（kg/m3）

0°
45°
90°
45°

Composite Fan Blade

该铺层角度为正或负。

表2

离心力，对夹具底部的 5 个

3

5

2

4

6

0
50 r
V - e te
P S b ro m
c
y te V i
P lo n in g
n
a
c
S

Impact Point
Clamp

Vibration
Isolating Base

图4

顶 紧 螺 栓 各 施 加 65 N · m

敲击点位置

的预紧力矩，并将试验装置固定到隔振底座上以降低
外界干扰。
使用 PCB 模态力锤敲击叶片，选用金属锤头，敲

面内纵向拉伸强度 Xt/MPa

2231

面内横向拉伸强度 Yt/MPa

29

大位置选取 6 个测点，使用 Polytec PSV-500 型激光多

29

换，获得叶片前 6 阶固有频率。

面内纵向压缩强度 Xc/MPa

1082

面内横向压缩强度 Yc/MPa

100

面外纵向压缩强度 Zc/MPa

100

面外纵向剪切强度 S13/MPa

60

面外纵向拉伸强度 Zt/MPa
面内剪切强度 S12/MPa

面外横向剪切强度 S23/MPa

60
32

在 ACP 主程序中，以铺贴面网格为基准，通过法

向拉伸生成叶片的有限元模型。风扇叶片铺层使用
层合实体 Solid185 单元建立，定义单元最大厚度为
1.25 mm，即单元在厚度方向上至多包含 10 层铺层信

息，该单元类型沿厚度方向包含多个积分点，每层铺
层通过 3 个积分点表示。铺层边缘、叶片厚度渐变区

域存在 Solid185 退化而成的四面体单元和楔形单元。
叶片单元划分、退化单元以及层合单元中铺层信息定
义如图 3 所示。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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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风扇叶片有限元模型验证

使用试验与数值仿真对比的方法验证 1.2.1 节中

击点位置如图 4 所示。在叶片前 6 阶模态振型幅值较
普勒测振仪测量各测点的时域响应信号，进行 FFT 变

在本次试验测量中，各测点得到的固有频率一

致性较高，此处选取 1 号测点的测量结果与仿真分

析结果进行对比。根据夹具与叶片之间的相互作用
方式，在叶片有限元模型相应位置施加节点位移约
束，进行模态分析，获取叶片的前 6 阶固有频率，榫

头节点约束如图 5 所示。模态分析得到的前 6 阶固

有频率与测试结果一致性较高，测量数据与有限元
数值计算结果对比，见
表 4。从表中可见，前 3

Nodal Translation Constraints

阶 的 误 差 仅 为 1% 左

右，最大误差为 7.71%。
验证了复合材料风扇
叶片精细化有限元模
型的准确性，模型满足
后续计算要求。

x,y

y
Dovetail Root

x
y

图 5 榫头节点约束

28
表4
模态阶次

当 σ 22 ≥ 0 时，基体开裂是否发生的判断准则为

测点 1 处测量数据与有限元数值结果对比
叶片固有频率/Hz
试验测量

数值计算

54.10

54.28

1
2

142.58

3

381.05

5

0.58

604.30

7.64

650.90

σ 12
+
S 12

( ) ( )

σ 22
e=
2S 12
2
d

4.58

540.97

2

2

2

σ 13
+
≥1
S 13

（3）

当 σ 22 < 0 时，基体压溃是否发生的判断准则为

-1.34

398.52

502.54

6

0.33

277.70

( ) ( ) ( )

σ 22
e =
Yt
2
m

相对误差/%

140.67

277.54

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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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é Yc
+ êê
2S 12
ë

( )

2

2
ù σ 22
σ 12
ú
- 1ú
+
≥1 （4）
Y
S 12
û c

（3）分层。

7.71

仅当 σ 33 ≥ 0 时，分层是否发生的判断准则为

复合材料风扇叶片精细化后处理方法

( ) ( ) ( )

σ 33
e=
Zt
2
t

复合材料风扇叶片铺层数量多，为解决现有有限
元软件中铺层应力数据提取操作及铺层失效分析结

2

σ 23
+
S 23

2

2

σ 13
+
≥1
S 13

（5）

果显示过程的繁复性，参考文献[12]中后处理程序的
实现逻辑与架构，编写 ANSYS Workbench 软件的二

次开发 ACT 脚本及 MATLAB 程序，实现精细化后处
理。在瞬态计算过程的时间点上，使用 Workbench 脚
本自动化提取铺层 6 个材料主轴应力（图 1），对 3 个

积分点上的计算结果取平均值，得到铺层上的结果。
基于材料主轴应力和相关失效准则，使用 MATLAB

图6

程序对铺层进行失效分析，并根据铺层的单元节点信
息，重构出铺层有限元网格，生成 Tecplot FEM 格式数
据文件，实现铺层失效的可视化。

在失效准则选用方面，复合材料损伤起始和失效
机理复杂，没有一种广泛适用的理论判据适用于复合
材料所有失效工况，针对失效准则的适用性的分析不
在本文研究范围内。选用 Hou 等[14] 改进后的 ChangChang 失效准则[15-16]，区分其中纤维失效模式为纤维
拉伸失效和纤维压缩失效，将其中一些需要大量材料
试验才能获得的面外横向基体开裂剪切强度、分层剪
切强度等强度极限做简化，应用于后续分析。在材料
主轴坐标系下，1、2、3 方向分别对应铺层纤维方向、
面内横向和面外法向，材料主轴应力及对应强度极限

2
2.1

铺层材料主轴应力及对应强度极限

中鸟撞击工况下算例分析
载荷工况
本文研究的风扇叶片对应型号发动机的进气道

喉道面积为 3.02 m2，风扇转子叶片总数 N=18，转速 n

=3600 r/min。根据适航条款 CCAR33.76 中的相关要

求，需以不低于起飞决断速度 V1 吸入 1 只 1.15 kg 和 6

只 0.7 kg 的鸟来验证发动机的适航性。

选 取 发 动 机 在 风 扇 叶 片 75% 叶 高 处 吸 入 1 只

1.15 kg 的中鸟作为本次研究的载荷工况。使用 Storace

等[17]提出的最大鸟切片载荷模型及参考文献[18]的载

荷-时间关系对叶片椭圆形区域施加均布的冲击载

如图 6 所示，可得到如下失效准则：

Slice Location

x

（1）纤维失效。

y

当 σ 11 ≥ 0 时，拉伸失效是否发生的判断准则为

( ) ( ) ( )

σ 11
e=
Xt
2
f

2

σ 12
+
S 12

2

2

σ 13
+
≥1
S 13

当 σ 11 < 0 时，压缩失效是否发生的判断准则为

( )

2

σ 11
e=
≥1
Xc
2
c

（2）基体失效。

（2）

A

D

Vt

Va

L=

β

on
ta ti

V1

Id e
A

图7

δ

Ro

A-A

（1）

s

h

h

a liz

z

θ

e

ir
dB

d

x

2D

风扇叶片切鸟及最大鸟切片形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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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风扇叶片切鸟及最大鸟切片形状如图 7 所示。

化处理。从图 9（a）中可见，从初始时刻到最大加载

建立长径比为 2∶1的平顶圆柱模型，
长度 L=184.14 mm，

后续的响应中，叶片整体弯曲变形占据主导。从图 9

参考文献[19]中的参数设置，
取鸟的密度 ρb=938 kg/m ，
3

直径 D=92.07 mm。冲击载荷参数见表 5。本次分析
中 x、y、z 方向分别为叶片的周向、展向和轴向。
表5

（b）中可见，在约 10 ms 内，叶片完成 1 次周向弯曲-回
弹运动，
振动频率与叶片的 1 阶相固有频率相近，
在弯
曲过程中，气动叶身的弯掠造型有展成平直的趋势。

冲击载荷参数

载荷参数

时刻，叶片以载荷作用区域附近的局部变形为主；在

数值

叶片当地方位角 δ/（°）

43.2

叶片当地线速度 Vt（
/ m/s）

276.37

冲击角度 θ/（°）

23.31

鸟与冲击点相对速度 Vi（
/ m/s）
速度矢量夹角 β/（°）

293.91
19.89
87.07

鸟切片厚度 h/mm

最大鸟切片质量 msb/kg

1.13

131.42

冲量 Q/N·s

1.31

加载时长 T/ms
平均作用力 Fav/kN

100.00

加载区域长轴长 l/mm

183.40

加载中心点弦向位置 d/mm
加载区域短轴长 w/mm

（a）t=0~5 ms
图9

（b）t=6~10 ms

吸力面 50% 弦长曲线在 x-y 平面投影

不同时刻叶片顶部在 x-z 平面投影如图 10 所示。

从图中可见，叶片顶部同样经过约 10 ms 时间回到初

91.70

始位置，从叶顶的位置变化可知，叶片在整体上还发

92.10

了变化，叶片横截面呈现出“中间厚、两边薄”的特点，

中鸟受相邻风扇叶片切割后，撞击在叶片压力面
上，形成椭圆形冲击加载区域。加载区域及节点力施

生轴向弯曲运动和扭转运动；同时，叶顶的形状发生
在鸟撞响应中，叶片前缘、尾缘相对于叶片弦向中部
区域更加活跃。

加方式如图 8（a）所示。根据总冲击加载时长定义无
量纲时间，
冲击力-无量纲时间的函数曲线如图 8（b）所
示。在榫头上施加了与图 5 中相同的节点位移约束。
2

1

3

（a）t=0~5 ms

Impact Region

7

8

图 10 不同时刻叶片顶部在 x-z 平面投影

6

5

4

（b）t=6~10 ms

在有限元模型中选取
y

9
z

测点，分析在叶片不同高
度上前缘、尾缘和叶片弦

x

向中点（50% 弦长）位置的

Test Point
1—TE_TIP；2—MID_TIP；3—LE_TIP；
4—TE_MID；5—MID_MID；6—LE_MID；
7—TE_SHANK；8—MID_SHANK；
9—LE_SHANK

（a）加载区域及节点力

振 动 ，如 图 11（a）、
（b）所

示。从图中可见，气动叶

（a）叶顶测点时间-位移

（b）无量纲时间-冲击力

施加方式
图8

2.2

冲击载荷施加区域及时间-载荷

复合材料风扇叶片动态响应分析

以 1 ms 为间隔，选取 10 ms 内叶片吸力面 50% 弦

长位置曲线在 x-y 平面上的投影（如图 9 所示），分析

叶片的周向弯曲变形特性。图中数据进行了无量纲

（b）叶身中部测点时间-位移 （c）伸根段顶部测点时间-位移
图 11

前缘、尾缘附近相对于叶片 50% 弦长位置的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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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顶部、中部的前、尾缘测点的位移曲线相对于相同

在加载结束时刻，伸根段弯曲幅值增大，分层失

高度的弦向中部测点的曲线有明显波动。若以弦向

效及发生位置如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见，内部铺层

中点的位移描述叶片整体位移，则在叶身上部区域的
前缘、尾缘附近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局部振动，其中以
测点 LE_MID 附近的局部振动最为明显；在伸根段顶

在 50% 弦长位置附近出现肉眼不可见的分层。在 t=
4~8 ms 内，叶身弯曲幅值较大，但由于叶片的气动叶
身厚度较薄，递减铺层少，层间应力水平较低，因此分

部 SHANK 测点组中，前缘、尾缘局部振动不明显，如

层未向气动叶身发展，在 t=8~10 ms 内，叶身中部的弯

缘尾缘与叶片中部相对厚度差较小，前缘、尾缘的活

时，叶盆吸力面侧铺层 SS_P043_45 和 SS_P041_0 与

图 11（c）所示。由于伸根段及以下区域刚度较高，前

跃程度会进一步降低。提取高阶模态振型，叶片第
14、17、21 阶模态振型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见，一

掠造型恢复，期间层间剪切应力方向突变，在 t=9 ms
SS_P023_45p 之间出现分层。

Delaminated

些高阶模态在叶片前缘、
尾缘处活跃，而在伸根段
及榫头处振动幅值小，体
现出与叶片响应相似的特

The moment when the impact loading ends

点。因此对于复合材料风
扇叶片的外物冲击问题，
叶片高阶模态对响应和损

Mode 14

图 12

Mode 17

Mode 21

SS_P043

叶片高阶模态振型

SS_P023

伤的影响不容忽视。
2.3

2.3.1

SS_P041

复合材料风扇叶片铺层失效分析
不同失效模式发生位置
使用第 1.3 节中方法提取铺层的材料主轴应力并

图 14

发生分层的位置主要受结构特点和叶片周向弯
曲运动影响，集中发生在榫头、伸根段内部的 50% 弦

长位置附近，其他位置铺层失效较少。叶片受到冲击
后，在结构惯性影响下，叶片的变形和运动从受载区
域向下传导，最终对榫头及伸根段形成了拉-弯-扭
组合加载模式。变厚度区域在拉伸载荷下的分层如

t=8 ms

分层失效及发生位置

发生纤维失效的铺层较少，在叶片完成 1 次回弹

将铺层失效模式可视化。由于铺层复合材料结构层
间性能较低，首先针对分层失效模式展开分析。

Intact

期间，
受叶片的轴向弯曲运动及扭转运动的影响，
±45°
铺层在伸根段前缘位置发生纤维拉伸失效。压力面

侧铺层在 40% 叶高以下部位的拉伸失效指标较高；
吸力面侧靠近叶片表面的 0°、-45°结构层压缩失效指

标较高，而 45°铺层的失效指标仍然指向拉伸失效模
式。

在叶片弯曲过程中，伸根段、榫头因拉伸-扭转

图 13 所示。榫头、伸根段厚度变化快，其中存在较多

载荷发生基体失效。其中，压力面侧一些 0°铺层在榫

移一致性较低，导致此处层间应力水平较高，且在榫

根段前缘发生了基体开裂，少量 0°铺层在伸根段前缘

的递减铺层，在受载过程中，不同高度铺层之间的位
头、伸根段内部存在铺层递减，递减铺层的边缘树脂
淤积形成了力学性能较差的树脂囊，易成为分层的起
点

[3，10]

，致使伸根段、榫头部位分层严重。
Stretching Load
InterlaminarNormal Stress

出现基体压溃；吸力面侧失效铺层较少，少量 0°铺层

在榫头约束部位、少量±45°铺层在伸根段前缘发生了
基体开裂，靠近叶片表面的 0°铺层在伸根段 25% 叶

高位置发生了基体压溃。此外，叶片弯曲导致叶盆处
Delamination

Motion

图 13

头约束处、伸根段 75% 弦长位置，以及±45°铺层在伸

变厚度区域在拉伸载荷下的分层

的叶型曲度降低。在叶片回弹过程中，在叶盆处叶型
曲度快速回复，导致吸力面侧铺层弦向受拉，一些高
度超过 50% 叶高的±45°铺层在叶盆位置发生基体开
裂，0°铺层无明显变化。总体而言，叶片基体失效的
分布较为广泛，且基体开裂较基体压溃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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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效位置规律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纤维失效和基体失效，

铺层失效模式及位置具有一定的
规律性，相同角度铺层失效函数
分布的相似性如图 15所示。从图

中可见，
在某一时刻，
中面一侧大
部分相同角度铺层失效函数分布
相似，仅在裁切铺层的边缘存在
一定差异，并且由于在弯曲变形
过程中靠近叶片表面的铺层普遍
承受更大的拉力，从叶片中面到

31

知此时叶片在失效位置产生弯折，根据式（3）包含的
主轴应力，分析 σ22、σ12、σ23 对失效的影响。PS_P017_

0 基体开裂失效相关应力如图 17 所示。从图中可见，
σ22 对于此处失效的作用最大，其高应力区与失效位

置重合，最大值达 126.22 MPa，远超铺层的横向拉伸
强度 Yt；σ12 次之，在失效区域应力水平较高，极值的
绝对值为 41.48 MPa，略低于强度极限 S12；σ23 的作用

较小，仅在叶顶应力较高，最大为 10.60 MPa，不足强

度极限 S23 的 1/3。高阶模态造成的叶身上部区域的
弯曲运动使 PS_P017_0 这一 0°铺层在失效位置产生
了较大的横向拉应力，进而引发了基体开裂。

叶片表面，铺层上失效函数值整
体水平逐渐升高。
不同叶片损伤模式及位置如 图 15 相同角度铺层
图 16 所示。从图中可见，叶片的 失效函数分布的相似性
远场失效更加严重，并且内部失

效比外部失效更加严重，其中伸根段前缘位置的±45°
铺层发生了纤维断裂失效，严重威胁结构叶片完整
性，为本次分析中叶片最为薄弱的环节。

图 17

3

PS_P017_0 基体开裂失效相关应力

结论
（1）叶片的动态响应包括周向弯曲、轴向弯曲、扭

转，在叶身上部区域的响应中，高阶模态的贡献显著；
在失效分析中发现，分层受结构特点的影响大，主要
发生在伸根段、榫头内部、吸力面叶盆内部一些裁切
铺层的边缘与相邻铺层之间。发生纤维失效的铺层
图 16

叶片损伤模式及位置

在精细化后处理过程中发现，虽然大部分铺层的
失效函数的分布存在规律性，失效位置易于预测，在
复合材料结构的冲击损伤分析中，由于响应中高阶模
态的作用以及铺层形状、角度的复杂性，存在一些特

较少，±45°铺层在伸根段前缘位置纤维拉伸失效显
著，为本次分析中叶片最薄弱的环节。

（2）对于纤维失效和基体失效，相同角度铺层的
失效函数值分布的相似性高，铺层失效位置具有一定
规律性；存在一些铺层在叶片高阶模态影响下于特殊
位置失效，必须通过精细化分析才能得到有效预测，
如在部分铺层叶顶中部发生的基体开裂。

殊 情 况 。 例 如 ，在 t=9 ms 时 刻 ，铺 层 PS_P017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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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进展
李少尘 1，陈

敏 1，胡金涛 1，唐海龙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1，航空发动机研究院 2：北京 102206）
摘要：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是提高当代先进航空发动机安全性、可靠性以及经济可承受性的关键技术，是实现发动机视情维
修的重要方法之一。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作为健康管理系统的重要支撑技术，在先进航空发动机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研
究价值与前景。基于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 50 余年的发展成果，梳理了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的总体实施流程，包括气路
测量参数的选择及参数预处理方法、基线值的计算及基线模型的构建方法；介绍了基于模型和数据驱动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的基

本原理和典型成果并对不同方法的特点进行了评述；对气路故障诊断未来发展方向，包括性能预测、在线气路故障诊断、信息融合
以及过渡态气路故障诊断的基本思想和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国内外研究表明：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已经形成了以基于模
型和基于数据驱动为基础的诊断方法体系，得到了较全面且系统的发展。中国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完善航空发动
机全寿命周期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建立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系统的设计体系，增强产、学、研、用等多方协作，为先进航空发动机健
康管理系统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关键词：气路故障诊断；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健康管理系统；智能诊断；在线诊断
中图分类号：V263.6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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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Research Progress on Aircraft Gas Turbine Engines Gas Path Fault Diagnosis
LI Shao-chen1，CHEN Min1，HU Jin-tao1，TANG Hai-long2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1，Research Institute of Aero-Engine 2：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2206，China）
Abstract：Aeroengine Health Management is a key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safety，reliability and affordability of contemporary ad⁃

vanced aeroengines，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s to realize condition based maintenance strategy. As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technology of the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aeroengine gas path fault diagnosis has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and prospects in the develop⁃
ment of advanced aeroengine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results of aeroengine gas path fault diagnosis for more than 50 years，the overall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gas path fault diagnosis was reviewed，including the selection of gas path measurement parameters，parameter

preprocessing，calculation of baseline values and baseline model construction methods ，followed by basic principles and typical achieve⁃
ments of model-based and data-driven method and comment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methods. Finally，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
rection of gas path fault diagnosis，including performance prognostics，online gas path fault diagnosis，information fusion and transient state

gas path fault diagnosis was proposed，the basic ideas and research status of these problems were analyzed. Public research shows that aero⁃
engine gas path fault diagnosis has formed a model-based and data-driven diagnosis method system，and has achieved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it is suggested that further improvement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Chi⁃

na，including improving the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aeroengine life-cycle data，establishing the design system of Engine Health Manage⁃
ment system，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the collaboration among industry，academia，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thus providing strong techni⁃
cal support for advanced aeroengine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Key words：gas path fault diagnosis；aircraft gas turbine engine；health management system；intelligent diagnosis；online diagnosis

0

引言
目前，先进航空器及其动力系统正在快速发展，

未来先进飞行平台对航空器提出了更高的任务需求，
同时对其推进系统提出了更高的性能标准。随着航
空发动机性能需求的不断提升，其工作状态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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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变，系统的非线性和结构的复杂性愈发明显，这些

方向，对气路故障诊断在未来航空动力领域的发展前

变化要求发动机具备更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随着发

景进行分析和评估。

动机加工制造工艺的复杂化及产量的提升，其生产制

1

造成本及投入使用后的运行维护成本也进一步提高。

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重要概念

以民航市场为例，2018 年全球投入机队维护、维修和

1.1

入占总资金的 42%[1]，经济可承受性已成为制约先进

蚀、侵蚀、密封件损坏、导向叶片偏离额定位置、积污、

航空发动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基于传统维修

疲劳及外物打伤等原因，使得发动机部件的结构尺寸

理念的状态监视与故障诊断技术在效率和准确性上

发生变化或出现性能衰退或恶化，以至于不能安全可

无法得到保障。因此，航空发动机的进一步发展离不

靠地工作，这种现象统称为气路故障[8]。

大修的资金高达 690 亿美元，其中，发动机的维护投
[2]

气路故障诊断的基本概念
在航空发动机使用过程中，由于表面零部件的腐

由气路故障的基本概念进一步引申出气路故障

开先进运行维护和健康管理技术的进步。
目前，航空发动机的运行维护方式逐步由定期维

诊断的基本概念，发动机物理层面的部件故障会影响

修向视情维修转变。视情维修是一种在“可靠性为中

部件性能或发动机结构尺寸，进一步影响发动机的总

心”维修指导思想下发展起来的运行维护方式，具有

体性能，整机性能的变化会通过测量参数的变化反映

规模小、效率高、经济可承受性好以及可避免重大灾

出来。这种参数变化关系的逆过程，就是气路故障诊

难性事故等显著优势[3]。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En⁃

断的基本原理，即：通过测量整机气路参数的变化来

gine Health Management，EHM）是为了实现发动机视

计算部件性能的变化，将故障隔离到单元体，并确定

机状态监视与故障诊断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了实时监

断原理如图 1 所示[9]。

情维修而提出的关键技术之一，其在具备传统的发动

控、健康评估、故障预测等功能，近年来受到航空界的

其物理故障，提出维修排故计划和方法。气路故障诊

高度重视。
作为发动机运行维修保障的重要支撑技术，同时
也是 EHM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航空发动机状态监

视与故障诊断在如今的发展背景下，仍有巨大的发展
与进步空间。发动机状态监控与故障诊断，是指对与
发动机各部件工作状态紧密相关的各类参数实施监
测，根据监测结果对各部件性能状态的发展趋势做出
有价值的判断[4-5]。

图1

航空发动机的主要故障类型包括气路部件故障、
振动故障、控制系统故障等[2，6]。其中，气路部件故障

1.2

[7]

气路故障诊断原理[9]

气路故障诊断的测量参数选择和数据预处理

较常见和多发 ，气路故障诊断方法一直是发动机状

在发动机运行中，通过传感器记录的测量参数是

态监视与故障诊断的重要部分。自 Urban 于 20 世纪

气路故障诊断的主要数据来源，在气路故障诊断开始

GPA）以来，气路故障诊断方法取得了显著地发展，实

和预处理，排除潜在的传感器故障，整理出适合特定

70 年 代 初 提 出 了 气 路 分 析 法（Gas Path Analysis，

前，首先对传感器测量的原始参数数据进行初始筛选

现了从监视到诊断与隔离、从离线诊断到实时监控、

诊断方法的数据子集。

[2]

从单一化向全面化综合化的转变 。准确把握气路
故障诊断在先进航空发动机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和作
用，对于气路故障诊断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

1.2.1

气路故障诊断测量参数选择
气路测量参数按照获取来源可分为直接测量参

数和间接测量参数。直接测量参数包括发动机各部

本文对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的总体框架、基

件进、出口的气动热力参数（如关键截面的总温、总

本原理和具体方法进行介绍和评述，重点聚焦于近 5

压）和发动机转速以及燃油流量等。这些参数是状态

年的研究成果，分析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的发展

监视参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选用时应考虑传感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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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费用、使用环境、测量精度及可靠性带来的影响，以

感器偏差检测，提高了测量参数质量；吕升等[15] 提出

规划合适的测量参数。间接测量参数是指通过直接

了一种基于 GA-AANN 神经网络的 SDQ 算法，利用遗

测量参数计算得到的发动机性能参数，包括发动机推
力、耗油率、流量、增压比与膨胀比，以及涡扇发动机
的涵道比等。以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为例，常用航空
发动机测量参数见表 1 。
[10]

表1

参数

单位

排气温度

℃

r/min

风扇出口总温
风扇出口总压
低压涡轮出口总温
低压涡轮出口总压
推力
发动机进口空气流量

航空发动机基线模型的建立

于模型的方法需要建立 1 个能够反映发动机健康状

态的解析模型，并且可以根据发动机个体的差异及工
作状态的变化动态调整；基于数据驱动的方法也需要

kPa

状态下的模型，抑或根据包含典型故障的数据训练发

kPa

在气路故障诊断过程中，一般采用发动机的直接

℃

利用代表发动机健康状态下的数据训练发动机健康

℃

动机故障基准模型[8]。

kN

kg/（N·s）

发动机出口燃气流量

法，都需要 1 个基准作为诊断过程中的参考指标。基

r/min

kg/s

燃油流量
耗油率

1.3

是基线模型，无论是基于模型还是数据驱动的诊断方

常用航空发动机测量参数[10]

低压转子物理转速

间接测量参数

升传感器故障诊断和信号除噪能力。

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

高压转子物理转速

直接测量参数

传算法优化了 AANN 神经网络，表明该方法能显著提

kg/s
kg/s

测量参数与对应条件下的测量值基准的相对偏差量
作为诊断依据。此时需要明确基准值和测量相对偏
差如何获取。
基准值的获取，通过对大量同型号多台份无故障
健康发动机试车或飞行数据进行统计和回归分析，构

1.2.2

气路测量参数数据预处理
数据的可靠性是航空发动机状态监视系统和诊

断系统的重要考核指标，气路测量参数在应用于气路
故障诊断前，应进行数据预处理，包括数据噪声消除
和数据平滑，并为传感器故障排除做准备。
传统的数据预处理方法包括移动平均、指数平均
等，其作用是消除原始数据的噪声。DePold 等[11] 指
出，在噪声消除方面，指数平均的方法要强于移动平
均的；当测量参数变化时，指数平均的方法也能更快
反应。但是，无论是移动平均还是指数平均，都存在
在消除噪声过程中过滤掉故障或维修事件的可能性，

建基线模型，或者基于少量健康发动机数据，利用性
能仿真模型进行自适应调整，模拟真实健康发动机状
态并通过仿真生成大量基线数据。
林兆福等[16]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研究基线方程

的建立方法，应用正交试验设计原理与最小二乘法，
建立了 JT9D 三型发动机的基线方程，与 ECMⅡ系统

进行趋势分析的结果一致，比发动机制造厂提供的原
始基线方程的精度更高。钟诗胜等[17]针对 PW4000 系
列、Trent700 等发动机开展了基线方程的研究，包括
利用三次回归法建立了 PW4056 发动机 P49 /P2 与发动

机总压比的基线方程关系。利用基于核函数的多元

同时面对高振幅脉动噪声，这 2 种传统的线性处理方

非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建立了 Trent700 发动机的排气

用滤波器、人工神经网络等进行发动机测量参数预处

量总压比之间的基线方程[18]。

法的处理效果较差[12]。随着计算技术的不断发展，利

理和噪声消除的研究成果相继发布。例如，UDAY

温度、燃油流量以及高、中、低压转子物理转速与控制
随着计算方法的发展，人工神经网络[19]、支持向

等[13] 提出了基于优化加权的递归中值滤波器的航空

量机等智能算法开始应用于基线方程的建立与辨识。

发动机数据预处理方法，可以在显著提升噪声和异常

面对数据量庞大、关系复杂的实际问题，这些智能算

点去除的同时，保留原始信号的重要特征；LU 等[14]将

法可以通过模型训练获得发动机基线的隐性方程，有

AANN）应用于气路测量参数预处理，相较于传统的

题[20-21]。 在 最 新 的 研 究 成 果 中 ，刘 渊 等[22] 针 对

自 联 想 神 经 网 络（Auto - Associative Neural Network，

效解决基线建模中存在的不确定输入和输出的问

滤波器和神经网络方法，可以同时实现噪声滤波和传

CFM56-7B 发动机的排气温度基线建模问题，提出了

36

第 48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一种基于堆叠降噪自编码器（Stacked Denoising Auto

Encoder，SDAE）和支持向量回归（Support Vector Re⁃

图（如图 3 所示）为例解释通过缩放系数进行部件特
性调整的原理[25]。

gression，SVR）相结合的基线建模方法。SDAE 可以

有效对输入数据进行降噪和特征提取，而 SVR 方法
则用于拟合和预测，该方法实施过程如图 2 所示。

图2

SDAE-SVR 混合模型的基线建模方法实施流程[22]

总体来说，基于基线方程的发动机基线模型构建

图3

方法，作为飞行数据记录较为完整的民航发动机的参

压气机特性缩放[25]

考基准，对数据的处理效率较高，结果较为可靠，智能

回归方法是通过各种多项式、曲线方程等对发动

算法的应用也使得算法的准确性和通用性进一步提

机部件特性图的特性线进行回归建模，通过优化算法

高。但是，面对性能分散度较大，工作状态复杂多变，

优化回归曲线的系数，来实现发动机性能的匹配。

且测量参数有限的军用发动机，其构建的基线可能无
法针对发动机的状态做出灵活调整，基线模型的精确

Kong 等[26-27] 利用多项式来描述增压比、效率、换算流

量以及换算转速之间的关系，并利用遗传算法来计算
使模型与实际数据匹配程度最好的多项式系数；

度也难以保障。
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建立基于发动机部
件特性图修正的发动机部件级基线模型。这种基于
部件特性修正的基线模型可以利用较少的发动机运
行数据，实现不同工况下发动机基线状态的准确模
拟。根据部件特性图修正方式的不同，该类基线模型
建立方法可以分为缩放方法和回归方法 2 类。

Tsoutsanis 等[28] 提出了一种利用椭圆曲线来描述换算

流量和增压比以及绝热效率之间非线性函数关系的
方法，并利用遗传算法优化曲线的系数，与文献[25]
提 出 的 方 法 相 比 ，模 型 精 度 提 高 了 27%，Tsoutsanis
等[29-30]和[30]此后又将该方法进一步应用于燃气轮机
的过渡态模型的校核和退化预测，完善了该方法的框

缩放方法是利用一系列“缩放系数”，对已有通用

架和应用。

部件特性图进行位置和形状的调整，以实现相应部件

总体来说，基于部件级仿真模型建立的发动机基

在特定工况下的性能改变，结合优化算法实现发动机

线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发动机部件之间的共同工作

性 能 的 匹 配 。 Stamatis 提 出 了“ 修 正 因 子（Modifica⁃

关系，面对工况的变化，模型的调整较为灵活。但这

tion Factor）”的概念 ，通过调整修正因子来调整通

一类基线模型目前较多应用于发动机离线气路故障

用部件特性图在不同区域内的性能表现，实现对实际

诊断的分析中，对于在线气路故障诊断的功能需求，

部件特性图的“复现”。Li 等在模型自适应调整方面

还需结合其他方法，进一步提高模型的实时性。

[23]

开展了研究，利用克兰菲尔德大学开发的 PYTHIA 模
[24]

[25]

当获得了较准确的发动机基线值后，就可以进行

型，分别用基于线性表达式 、二次函数表达式 来

测量参数相对偏差的计算。在使用过程中，发动机的

表示缩放系数在非设计状态下的变化规律，并结合遗

工作状态是动态变化的，其调节控制机构的调整也会

传算法和少量非设计点数据，提高了在偏离设计点较

对测量参数产生一定影响，而这种影响不是因为故障

远的非设计工况下模型的准确性。以压缩部件特性

造成的，需要在相对偏差计算时将其剔除。文献[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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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给出了一种计算测量参数相对偏差量的方法。首

参数（推力、耗油率等）以及反映发动机工作状态的测

先定义特定测量条件下的基线值 YC，B

量参数（重要截面的总温、总压，空气、燃气流量等）与

Y C, B = Y C, BB + ΔY C, 1 + ΔY C, 2 + ΔY C, 3

（1）

式中：YC，BB 为基线的基准，即利用基线模型计算的发

发动机部件特性、控制计划以及环境参数之间存在非
线性函数关系[32]
z = f ( x, u, v )

动机性能基准，通常随飞行马赫数、换算转速等反映

（3）

发动机工作状态的变量变化；ΔYC，1 为引气量修正，包

式中：z 为测量参数的集合；x 为部件特性的集合；u 为

隙控制引气量和可调涡轮冷却空气量修正；ΔYC，3 为

对于确定的稳态工作点，u 和 v 可以视为常量，此

括飞机引气、防冰引气和防喘放气等；ΔYC，2 为涡轮间
雷诺数修正。

基线值和偏差量的计算如图 4 所示。

控制计划的输入参数；v 为环境的输入参数。
时发动机模型的函数关系简化为
z = f (x)

（4）

在该函数关系中，气路部件特性是自变量，部件
的效率及流通能力变化会引起反映发动机性能的测
量参数变化，而发动机故障状态的特征就是部件特性
的变化。因此，基于模型的气路故障诊断将根据上述
发动机模型中测量参数与部件特性之间的非线性函
数关系，通过不同的诊断算法，基于发动机测量参数
的变化求解气路部件偏离正常状态的程度，从而确定
发动机故障。
2.2

图4

基线值和偏差量的计算[31]

于发动机的相似工作原理，通过表格或拟合关系式来
（2）

式中：YC，R 为实测参数的换算参数；ΔYC，Ⅰ 为多台份发
动机的性能分散性的反映。

在有些发动机监视系统中，有时也会将基线模型
换算到实际发动机相同的工况下，再计算其与实际参
数的相对偏差量。

2

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的 0 维性能仿

真模型主要有 2 类：第 1 类仿真模型的基本特征为基

测量参数的偏差量计算为
ΔY C = Y C, R - Y C, B - ΔY C, Ι

航空发动机性能仿真模型分类

基于模型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
基于模型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是最早开始应用

于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的方法之一。其核心是

描述发动机性能，将整个发动机作为 1 个“黑盒子”，
模型中不描述各部件的工作情况，只关注外在性能特

征；第 2 类仿真模型的技术特征为发动机的每个部件

通过部件特性进行表征，基于焓熵热力关系式建模，
通过求解各部件的共同工作方程来确定发动机关键
截面的气动热力参数和总体性能。第 1 类模型结构

相对简单，但是需要大量准确的发动机性能数据来描
述发动机性能和部件性能之间的关系。第 2 类模型

的相比于第 1 类优势在于可以更全面地考虑发动机
工作的细节，重点在于部件特性的变化、控制规律的

建立能准确描述发动机工作状态与部件特性、环境参

选择以及部件共同工作的相互制约和影响[31] 此外，

数与控制规律之间关系的性能仿真模型，能准确描述

高维仿真模型、变维度仿真模型在航空发动机气路故

发动机各部件之间的物理匹配关系，能在不同工况及

障诊断中也有应用。

使用条件下准确模拟发动机性能。利用实际测量参

2.3

数提供的发动机实际性能信息，结合仿真模型及相应
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实现故障诊断与隔离的功能。
2.1

基于模型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的数学描述

基于线性模型的诊断方法

随着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电子监控系统开始应用于航空发动机，
对发动机状态的监控和参数的记录更加全面和详细，

应用于气路故障诊断的发动机性能模型本质上

飞行报告的参数范围和复杂度都明显提高，为了提高

是 1 个 0 维的发动机模型，在该模型中，发动机的性能

地面监控站对飞行数据的分析能力以及故障维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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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维护的决策效率，气路分析法于 70 年代初期

为 k 个状态的多状态数学模型，使其满足 N≤k·M 的求

被提出[33]，在随后的 20 多年里，基于线性模型故障诊

生，通过提取最有可能发生故障的部件来降低故障模

由 Urban 提出，这也是基于线性模型的诊断方法首次
断方法不断完善，并陆续在 JT9D、CF6、PW4000 等多
[34]

型号发动机上得到应用 。

基于线性模型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按照算法性

解条件[38]；主因子模型法假设所有故障不可能同时发
式数 N，实现求解。
陈大光等[38-39]、张津[40] 在早期的气路故障诊断方
向上，基于线性模型的小偏差法，开展了多状态气路

质可分为 2 类 ：

分析法和主因子模型法的相关研究，有效改善了测量

（1）变量估计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典型算法为

参 数 不 足 时 气 路 故 障 诊 断 系 统 的 有 效 性 ，并 针 对

气路分析法。该类方法根据测量参数的集合对航空

JT9D、CF6 等民航发动机进行了方法的验证，发展了

[35]

发动机进行故障诊断，测量参数的集合不随时间变
化，典型的数据集合包括发动机试车节流过程稳态工
作点、在飞行过程中不同工况下的发动机稳态工作点
集合等。

一种新的发动机状态监视和故障诊断（Engine Moni⁃
toring and Diagnosis,EMD）系统；范作民等[41]、孙春林
等[42]等基于主因子模型法也开展了大量研究。

总体来说，小偏差法对发动机模型的线性化简化

（2）过程估计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典型算法为

使其求解速度更快、模型的应用更加快捷方便，采用

卡尔曼滤波方法。该类方法根据测量参数的时间序

多状态分析法或主因子模型法可以解决小偏差法测

列数据集合对发动机的状态进行估计和诊断。

量参数不足时的计算问题。成熟型号发动机在测量

基于线性模型的气路分析法是典型的变量估计
方法，其基本思路为，将式（3）中发动机测量参数随部

参数的数量和测量精度上都较好，同时数据库较为完
整和连续，适于采用小偏差法。

件特性的变化在某一确定工作点（如最大状态或巡航

为了考虑模型的非线性影响，减少线性化假设带

状态）附近进行一阶泰勒展开，此时，式（3）可以变为

来的计算误差，Escher[43] 提出了一种基于牛顿-拉夫

如下形式[36]

逊法的非线性迭代求解方法，将式（3）的求解过程表
z=H⋅x

（5）

述为影响系数矩阵的迭代，通过牛顿拉夫逊法迭代出

式中：H 为影响系数矩阵（Influence Coefficient Matrix，

最优解，诊断效果显著优于传统小偏差法的。非线性

ICM），是测量参数与部件特性之间的偏导数矩阵。

考虑变量的相对变化值，采用小偏差法通过对式

（6）影响系数矩阵 H 求逆，构造故障系数矩阵 H-1
Δx = H -1 ⋅ Δz

GPA 方法的简化如图 5 所示。基于该原理开发了 1 套
气路分析软件 Pythia，被诸多学者广泛使用[44]。

（6）

Urban 针对小偏差法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将该方

法应用在涡轴发动机、分排涡扇发动机、混排涡扇发
动机等多种构型航空发动机以及单轴、双轴燃气轮机
中，给出了多种构型发动机典型的故障模式方程，并

结合发动机的飞行使用数据给出了相应的故障诊断
结果[34，37]，进一步提高了该方法的诊断能力。
小偏差法方法的实现基础是影响系数矩阵 H 可
逆，即要求测量参数个数 M 必须大于或等于故障模式

图5

非线性 GPA 方法的简化[43]

数 N，同时测量参数没有噪声和偏差，在测量参数较

加权最小二乘法是另一种考虑模型非线性影响

少时，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该方法的应用。针对测量

的改进方法，通过引入测量参数和气路故障参数的协

参数不足造成的求解问题，提出了多状态分析法和主

方差求解使 Δz 最小的 Δx 的最小二乘解。

因子模型法。多状态分析法假设在不同工作状态下

GE 公司的 TEMPER 系统是应用于民用航空发动

有故障部件具有相同的特性变化，并将影响系数看作

机的故障诊断系统，其核心算法是加权最小二乘法。

是工作状态的函数，将式（6）的单状态数学模型扩展

Doel[45] 对 加 权 最 小 二 乘 法 进 行 了 评 估 ，并 介 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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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ER 系统的基本原理，同时指出对于最小二乘方

2.4

重要性；Kamunge 介绍了非线性加权最小二乘法在

化假设存在诸多限制。当航空发动机工作状态变化

涡轴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中的应用，并对比了线性和

较大时，线性化模型无法充分考虑发动机的非线性特

非线性最小二乘法的区别；朱之丽等[47]结合最小二乘

性，诊断的可靠性和成功率会有所降低。为了解决线

法和多状态数学模型，应用于某型双轴分排涡扇发动

性模型气路故障诊断方法的不足，研究人员提出了基

机的故障诊断，并进一步引用阻尼 Gauss-Newton 方

于航空发动机非线性模型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与

变权重最小二乘法，来改进故障权重矩阵选择不合理

断方法也可分为 2 类：基于变量估计的模型辨识法以

法计算结果的解释，即专家信息在 TEMPER 系统中的
[46]

[48]

法优化算法的效率和收敛性；鲁峰等 提出了改进的

基于非线性模型的诊断方法
基于线性模型的诊断方法所提出的小偏差线性

线性模型方法类似，典型的基于非线性模型的故障诊
及基于过程估计的非线性卡尔曼滤波法。

导致的诊断失误现象。
线性卡尔曼滤波（Linear Kalman Filter，LKF）方

模型辨识法的基本原理与第 1 章介绍的基于模

法是典型的过程估计方法，利用发动机部件级模型抽

型的基线模型校核方法类似，其主要思想是通过建立

象出线性状态模型，通过卡尔曼滤波增益矩阵和协方

发动机非线性模型来建立部件特性与测量参数之间

差矩阵，结合发动机时间序列数据，优化式（2）的逆过

的定量关系，并通过优化算法调整模型参数以匹配实

程求解，对发动机随时间的状态变化进行估计，对可

际发动机的性能状态。当发动机存在故障或性能衰

能发生的异常状态和故障进行诊断。基于卡尔曼滤

退等问题时，发动机模型可以通过性能测量参数辨识

波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流程如图 6 所示 。

故障或衰退发生的部位和程度，从而实现故障的诊断

[49]

图6

与隔离。模型辨识法的计算流程如图 7 所示[55]。

基于卡尔曼滤波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流程[49]

Simon 等[50-52] 基于线性卡尔曼滤波方法，增加了

线性不等式约束、柔性约束以及密度函数等约束条
件，提升了诊断的准确性；姜新瑞[53] 提出了一种改进
的发动机增广状态变量模型，能够调整部件性能参
数，反映发动机部件的退化程度，结合 LKF 实现了对

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单部件故障和双部件故障的准
确诊断，并分析了状态变量模型的参数矩阵变化对滤
波结果的影响。
总体来说，加权最小二乘法以及线性卡尔曼滤波
法均可以考虑传感器噪声和测量偏差的影响，同时不
要求测量参数数目必须大于等于气路故障数目。但

图7

模型辨识法的计算流程[55]

Stamatis 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基于部件特性

的“修正因子”的模型校核方法，并进一步将这种理念

应用于气路故障诊断[56]；Sampath 等[57] 针对遗传算法

在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中的应用开展了详细研
究，并将该方法应用于 EJ200、RB199 等发动机上，指

出基于遗传算法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可以有效反映

这 2 类方法都存在发散效应的问题，即故障同时发散

航空发动机系统的非线性且可以考虑系统噪声和传

种方法对于协方差矩阵的选择需要足够的先验知识；

获得准确的全局收敛结果需要消耗较多的计算资源；

到多个部件而不是准确地集中于故障部件；另外，2

感器偏差，但相比于其他方法，其计算时间相对较长，

同时，线性假设的存在让 2 种方法同样受到模型线性

Tsoutsanis 等[29-30]提出了多种发动机模型辨识方法，在

化带来的限制，无法完全准确地对非线性的发动机系
[54]

统进行诊断 。

校核模型的同时将这些方法应用于气路故障诊断。

朱大明等[55] 结合模型辨识法与数理统计方法给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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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种更适用于台架试车诊断的气路故障诊断方
法，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模型辨识法的结果进行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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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F 与中值滤波相结合的方法[62]，以及基于多步在线

递归估计和自适应缓冲策略的改进非线性卡尔曼滤

理，弥补了单纯以拟合程度为标准进行故障隔离的不

波方法[63]。这些改进的方法能更好地应对测量参数

足。为了提高测量参数的利用率，
陈敏等[4，58]提出了一

不确定性以及噪声对估计结果的影响。针对具体发

种 4 步优化的测量参数选择方法，通过测量参数敏感

动机，非线性卡尔曼滤波方法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计

性分析、部件性能参数相

算时间与计算精度，选择最优的解决方案。

关性分析、影响系数矩阵

2.5

小结

条件数分析和遗传算法检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模型计算的准确程度、功

验，优化了测量参数的选

能的完备性以及计算的可靠性是基于模型的航空发

择范围，在较少的测量参

动机气路故障诊断方法的重要因素。这一类方法不

数组合下也能实现较高的

需要依赖大量的运行数据，但需要通过一定数量准确

故障诊断成功率，对单部

度较高的数据样本来尽可能改善模型的精度，这对于
提高气路故障诊断的成功率有重要作用。另外，研究

件故障和多部件故障均有
较好的诊断效果，该方法
的运行流程如图 8 所示。

图8

4 步优化方法的
运行流程[58]

总体来说，航空发动机部件级模型能够反映发动

人员也针对基于模型方法的鲁棒性和抗干扰能力提
出了诸多改进的方法，进一步提高了气路故障诊断方
法的适用性。基于模型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在离线

机物理匹配机制和共同工作原理，应用模型辨识法可

诊断和实时跟踪方面都有较多研究成果和实际应用，

以在气路故障诊断过程中更加充分地考虑非线性对

在未来依然是气路故障诊断的主要方法之一。

诊断结果的影响，模型辨识法对于测量参数噪声及传

3

感器偏差的鲁棒性也较好。但是因部件级模型本身

数据驱动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
随着系统的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的增加，获得准

结构的复杂化，使模型辨识法的计算时间成本提高，
同时，作为基于变量估计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模型

确发动机性能模型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基于模型的

辨识法更多地应用于离线气路故障诊断，对于在线气

方法要想考虑更多的因素，模型的复杂度势必会提

路故障诊断的应用，还存在着一定的限制。

高，其可靠性和准确性会有所降低。在这种情况下，

非线性卡尔曼滤波方法是为解决线性卡尔曼滤

随着智能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基于数据驱动

波方法的局限性而提出的一类直接应用于非线性系

的方法开始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相比

统的改进的卡尔曼滤波算法，典型的方法包括扩展卡

基于模型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基于数据建立的发动

尔曼滤波（Extended Kalman Filter，EKF）以及无迹卡

机故障诊断模型不需要考虑发动机内部各部件之间

线性系统表达式围绕滤波值展开为泰勒级数并略去

之间建立 1 个非线性的动态故障模型，从而实现发动

尔曼滤波（Unscented Kalman Filter，UKF）。EKF 将非

的具体工作情况，通过发动机数据在系统的输入输出

2 阶及以上项，构成 1 个近似的线性化模型，然后利用

机气路故障诊断。典型的基于数据驱动的气路故障

卡 尔 曼 滤 波 完 成 对 目 标 的 滤 波 估 计 等 处 理[59]。 而

诊断方法可以分为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模糊逻辑理论

UKF 通过无迹变换直接处理均值和协方差的均值传

方法以及专家系统诊断方法。

递问题，而不需要对非线性系统进行线性化近似，相
比 EKF，UKF 应用于非线性系统的估计精度更高、稳
[60]

定性更好 。

3.1

基于神经网络的诊断方法
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是一种模拟人脑学习过程的

智能计算方法，利用非线性算法将输入与输出通过隐

Simon[61]对 LKF、EKF 以及 UKF 3 种基于卡尔曼滤

含层多个“神经元”连接成网络，并通过“神经元”之间

波的方法在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中的应用对比

的权值系数储存输入输出之间的内在联系。人工神

指出，对于航空发动机的非线性程度，扩展卡尔曼滤

经网络方法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其实现

波的精度已经满足要求；Lu 等针对非线性卡尔曼滤

过程可以分为学习阶段和诊断阶段[8]。在学习阶段，

波方法提出了多种改进的算法，典型的包括一种将

需要利用发动机的运行数据，调整网络的各项权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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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来训练网络模型，这些数据可以来源于发动机的历

类型，在先进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系统中具有较强的

史运行数据，或通过准确的发动机模型生成。对于故

应用潜力。

障诊断需求，需要训练发动机在健康状态下的模型；

3.2

基于专家系统的诊断方法

对于故障隔离需求，则需要通过发动机故障状态下的

利用专家系统进行故障诊断，是一种通过构建信

性能数据训练多个发动机故障模型。在诊断阶段，将

息知识库实现对发动机发生故障的原因进行推理的

训练好的发动机模型与实际发动机数据进行对比，诊

诊断方法。构成数据库的知识包括发动机历史数据、

断发动机是否发生故障并对具体故障进行隔离。

发动机维修数据、专家知识、发动机模型等。推理方

最早将神经网络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

法包括基于规则、案例、模型的推理。通过对故障模

断的研究成果之一是 Denney 于 1993 年提出的将 BP

式的复现，给出可能性最大的故障原因。

系列研究中，各种结构的神经网络算法被应用，除了

率低下、自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较差。因此，为了提

典型的 BP 神经网络[65] 外，还包括 RBF 网络[66]、动态神

升系统对故障推理的可靠性，目前已发展了融合多种

训练成型的神经网络故障诊断模型的诊断速度

该系统根据大量的历史数据建立基于规则的推理知

[64]

神经网络应用于 F100 发动机的故障诊断。在后续一

[67]

[68]

[69]

经网络 、概率神经网络 、自联想神经网络 等。

基于单一推理方法的专家系统往往知识获取效

推理和诊断方法的专家系统，如典型的 Tiger 系统[75]。

快，但与其他基于数据驱动的故障诊断方法类似，人

识库，是一种典型的基于规则推理的专家系统，但同

工神经网络方法的局限性在于：
（1）对数据的完整性

时该系统也应用了基于模型的故障诊断方法来辅助

要求较高；
（2）训练时间较长。为了增强算法泛化性，

系统对故障的推理，近年来，该系统进一步发展成为

训练样本规模通常很大，为了使模型具备较好的故障
隔离效果，往往需要生成多个神经网络模型[70-71]，这

与神经网络相结合的诊断方法。Spina 等[76]介绍了 4 种
典型的应用于不同场景发动机故障诊断的专家系统。

作为基于数据驱动的故障诊断方法，专家系统对

些因素都造成了该方法训练阶段时间成本的增加。
随着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
方法被应用于故障诊断。近 5 年来，人工神经网络仍

是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的重要研究方向。Tang

数据库的完整性和可靠性有较高要求，适用于具备全
寿命周期性能监控的成熟型号民航发动机。
3.3

基于模糊理论的诊断方法
模糊理论通常应用于被研究对象的数学模型无

[72]

等 提出了一种基于迁移学习理论的数据驱动方法，
建立了基于迁移学习的发动机数据更新结构，可以更

法准确获取或模型重建无法快速有效实现的问题，通

好地利用发动机的历史数据和近期采集数据，使训练

过一系列“如果…那么”的规则对输入与输出参数的

模型在全寿命周期内都具有较高的准确率；Tang 等[73]

关系进行估计。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与征兆的关系，

还提出了一种基于拓扑数据分析和迁移学习的发动

即测量参数与气路部件参数的映射关系，有时无法用

机多状态故障诊断方法，与传统的基于模型的多状态

精确的数学模型描述，模糊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将故障

气路故障诊断方法相比，该方法提高了算法对数据的

诊断的输出由“某个部件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故障”转

利用率，在较少测量参数下能实现较高的诊断成功

变为“某个部件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故障可能性较大”，

率；Zhong 等[74] 提出了一种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和支持

进而实现故障诊断的目标。

飞行数据对方法进行了验证，表明该方法具备更强的

等 于 1997 年提出，随后，研究人员开始广泛地将其

向量机的迁移学习方法，并利用 CFM56 系列发动机
故障识别能力。

总体上看，随着神经网络计算方法的不断进步，
该方法应用于航空发动机这种强非线性系统中的适
用性在逐年提高。深度学习可以有效解决传统神经
网络方法泛化能力差、容易陷入局部最优的问题。在

[77]

早期的模糊逻辑应用于发动机的方法由 Fuster

应用于发动机故障诊断；Gayme 等[78]通过启发式的方
法将发动机试验和飞行数据转化为模糊规则，并实现

发动机高压转子性能退化的诊断；Ogagi 等[79] 将该方
法应用于某 3 轴军用涡扇发动机的故障诊断，并在中
压压气机的故障诊断实例中对方法进行了验证。

航空发动机具有较完整的运行数据集时，神经网络方

基于模糊理论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的效果取决

法可以更快地识别数据特征，快速提取出潜在的故障

于模糊规则的质量和数量，相比于神经网络，模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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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过模糊规则建立离散化的发动机故障模型，使诊

情维修的性能预测模型

断方法的结构更为简单。但随着模型复杂程度的增

如图 9 所示。图中 Δx 代

加，需要设定更多的模糊规则来保证诊断模型的可靠

表部件性能相较于健康

性，准确的诊断规则也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为了提

状 态 的 偏 差 ，可 以 通 过

高模糊规则的可靠性，近年来发展了多种混合的模糊

气路故障诊断方法进行

理论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通过基于模型或基于神经

辨 识 与 隔 离 ，而 基 于 历

网络的方法对发动机的故障模式进行预先学习和筛

史数据与已知的发动机

选，提高模糊规则设定的质量，或优化模糊规则数量

部件性能衰退规律，结合性能预测方法即可对发动机

来降低故障模型复杂程度
3.4

[54，80]

。

图9

应用于视情维修的性能
预测模型[8，82]

未来性能变化趋势进行推测与分析，并给出发动机部
件可能的剩余寿命及视情维修的实施时间点[8]。

小结
从现有研究结果看，基于数据驱动的气路故障诊

断方法对数据的全面性和完整性提出了较高的需求。
对于已经具备大量数据样本的成熟型号发动机，基于

随着气路故障诊断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别
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外已经针对航空发动机性能
性能预测方法开展了大量研究，并将一些成果应用于

数据驱动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可以较好地提取数据

实际发动机，成为其健康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表征的发动机特征信息，利用数据样本生成宽适用

Daroogheh 等[83] 提出了基于粒子滤波的发动机气路故

性的非线性模型，进而实现对多种故障模式的定量诊
断。近年来，深度学习等多种新形式的智能算法的出
现，为基于数据驱动的气路故障诊断方法提供了新的

障诊断方法，并将该方法与动态模型结合，实现了某

单轴涡喷发动机的性能预测；Tsoutsanis 等[84] 利用发

动机动态模型，采用回归方法表示部件健康参数变化

发展机遇。另外，应同步重视航空发动机运行数据的

的规律，以压气机部件性能衰退的预测为例验证了方

收集与整理工作，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为数据驱动

法的有效性。

方法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

4

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方法发展方向
随着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系统的提出和发展，气

路故障诊断也有了新的发展方向。总体来看，近年来
的研究成果以基于模型和基于数据驱动的气路故障
诊断方法为基础，为适应先进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系
统的使用需求，提出了新的研究内容，大致分为 4 方

面：
（1）为进一步降低发动机维修成本，推动视情维修
策略的应用，发展了性能预测技术；
（2）为提高发现和
诊断故障的效率，进一步降低故障诊断延迟，发动机

美国是最早研究故障诊断技术的国家，各航空发
动机制造厂和航空公司都发展和应用了适合不同发
动机的状态监控和故障诊断系统。如美国空军后勤
管理中心的为 F-16 飞机研制的扩展监控系统（Mini⁃
mum Essential Engine Tracking System,MEETS），该 系

统可以利用状态监视系统接收发动机运行数据，定量
分析部件和发动机性能衰退程度，为 F110-GE-100
发动机提供视情维修方案[85]。美军自 2005 年起实施
多用途先进航空涡轮发动机计划（VAATE），提出在

发动机设计、采购和寿命周期内的维修费用降低 60%
的目标，通过先进控制系统、性能预测方法以及健康

在线诊断模型得到了长足发展；
（3）多源信息融合日

管理系统，实现发动机系统功能的进一步整合。美军

益成为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的重要研究目标；

应用健康管理技术后，F135 发动机的故障排故时间

（4）为适应发动机过渡态性能分析需求，提出了过渡
态气路故障诊断方法。
4.1

航空发动机性能预测
性能预测的提出与发动机从定期维修向视情维
[81]

修策略转变密切相关 。航空发动机性能预测同样
需要气路故障诊断方法来辨识部件的衰退程度，其预

由 F119 发 动 机 的 20 min 缩 短 至 15 min，比 现 役 的
F110、F100 等发动机故障排故时间缩短 94%，显著提
高了发动机维修性和装备可利用率[2]。

中国针对性能预测也已经形成了很多基础性研
究成果。在近 5 年的时间内，研究人员在性能退化模

型的建立与优化、发动机剩余寿命预测方法方面开展

测精确程度与采用的气路故障辨识方法直接相关，因

了较多研究。孙瑞谦等[86] 针对双轴混排涡扇发动机

此可以看作是气路故障诊断方法的延伸。应用于视

开展了考虑部件性能退化的发动机故障诊断量化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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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络模型，用来消除发动机个体之间的性能差异

离性进行了量化评价；周俊 针对数据驱动的航空发

对状态变量模型造成的影响[90]。eSTORM 系统运行

动机剩余使用寿命预测方法开展了相关研究，提出了

原理如图 10 所示。

多种剩余寿命预测方法，并提出了一种基于二次规划
的传感器数据融合方法的健康评估模型，更适合数据
驱动方法的建模分析；李臻[88]开展了面向全寿命的民
航发动机机队维修决策优化方法研究，提出了基于长
短期记忆的深度学习网络的民航发动机气路性能预
测模型，该方法可以实现对气路参数时序数据的有效
利用，进行民航发动机的气路性能有效预测 ；李航
等[89] 等基于非线性 Wiener 过程构建了带比例关系的
隐含非线性退化模型，并基于发动机实测数据优化了
模型参数，在预测准确性和精度上更有优势。
4.2

在线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模型
智能发动机概念的提出对航空发动机各系统提

图 10

eSTORM 系统运行原理[90]

这 2 类系统已经实际应用于美军 F119 和 F135 发

出了更高要求，具体到状态监视与故障诊断系统，智

动机的健康管理系统中，使机载健康管理系统具备控

能发动机要求健康管理系统具备先进的诊断、控制和

制用传感器在线诊断和隔离，以及增强的气路部件在

预测能力。在线发动机模型相比地面离线发动机模

线诊断和隔离功能[2]。

型，能够更加及时高效地利用发动机运行数据对发动

Lu 等[91] 针对发动机在线模型的建立提出了一种

机运行状态进行评估，对发动机可能潜在的部件衰退

自适应线性参数变化模型，通过算法的结合，在保证

或故障做出准确估计，并与控制系统配合，及时给出

计算精度的同时简化了模型结构，降低了计算负担，

控制优化方案，实现在没有飞行员干预的条件下自动

作为在线模型更好地满足了全包线大范围数据集的

[33]

完成诊断与排故 。本节内容将简要介绍航空发动
机在线气路故障诊断方法的研究。
航空发动机在线气路故障诊断方法的实现基础
是实时发动机模型，实时发动机模型在 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首先以支持向量机的形式出现，并采用分段线
性的模型模拟发动机性能。在其后数十年中，随着发
动机机载系统计算和储存能力的提高，实时发动机模
型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非线性模型的出现使发动机
机载模型可以在过渡态及全包线工作范围内跟踪发
动机性能。

应用需求；Chen 等[92] 在此基础上，将非线性模型与线
性参数状态空间模型（Linear parameter varying state-

space model，LPV）相结合，利用 LPV 替代非线性模型

的迭代计算，提升其实时性，非线性模型的使用也能
使 LPV 模型更好反映发动机的非线性和热力学规律；
Chang 等[93]针对基于滑模观测器的发动机状态估计方
法进行了研究，并将该方法与在线模型结合，形成了
一种鲁棒性强的在线气路故障诊断方法[94]。
综合以上国内外发展可见：在线模型与地面监测
系统一样，均为先进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系统的重要

美国针对发动机在线模型已经开展了多年的研

组成部分，可保证发动机安全可靠地运行。与地面站

究。PW 公司提出了一种机载自适应调整在线模型

相比，在线模型需要利用较少的数据集合下实现发动

（Self Tuning Onboard Real - Time Model，STORM）系

机实时状态的快速估计，为控制系统提供准确可靠的

统，利用线性状态模型及卡尔曼滤波器实施调整部件

调整方案以实现发动机性能保持与排故。现阶段国

状态，实现气路控制用传感器的在线诊断与隔离。为

内外的研究在发动机性能实时跟踪、部件状态辨识、

了解决同型号发动机个体之间的性能差异对在线模

在线气路故障诊断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型的影响，PW 公司进一步改进了 STORM（Enhanced
Self Tuning On-Board Real-Time Model，eSTORM）系

统，在 eSTORM 的基础上增加了基于经验数据训练的

但多数成果以民用航空发动机或简单构型涡喷、涡扇
发动机为例进行结果验证，针对军用发动机的在线气
路故障监视与诊断还未得到足够多的研究成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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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在线气路故障诊断模型的发展主要面临 2 方面

据集本身，从数据处理和信息提取的角度开展研究，

问题 ：一方面，在线模型在发动机全飞行包线内的

但与发动机机理层面的结合相对欠缺。将数据融合

跟踪与辨识能力仍是一项挑战，特别是发动机状态大

的成果应用于发动机机理模型，一方面可以使诊断方

幅变化的过渡态工况[91]，此时发动机的性能变化速度

法具有较好的原理可解释性，更好地反映发动机的物

快，不确定性高，系统非线性更加明显。在军用发动

理性质，增加诊断结果的可信度；另一方面，数据信息

机的飞行任务中，发动机过渡态占比较高，过渡态下

的融合丰富了诊断系统的数据集，为测量参数有限条

航空发动机在线模型的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探索。另

件下的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提供了可能。在大

一方面，在线模型本身的可靠性也是一项挑战，在现

数据和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在航空发动机使用过程

阶段，在线模型可以通过地面试验或模型校核方法对

中的信息来源越来越丰富，从出厂的试车数据到越来

模型本身进行校核调整。未来伴随智能发动机的发

越详细的发动机性能全寿命周期数据，航空发动机数

展，具备智能调整并结合不确定性因素考虑的在线模

据库在信息的种类与覆盖面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型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能够进一步提高在线模型可

如何提高对信息的利用率，是进一步提高现代航空发

靠性，提高其实际应用能力。

动机气路故障诊断能力和效率、增强方法泛用性的重

4.3

要途径。

[95]

基于方法和信息融合的气路故障诊断
基于单一方法进行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都

4.4

航空发动机过渡态气路故障诊断

有其局限性，例如基于模型的方法依赖于模型的精

现有的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方法多基于稳

度，需要控制模型的复杂程度并尽可能减小模型固有

态性能数据开发，然而在发动机的过渡状态下，尤其

计算误差；基于数据的方法过度依赖于故障样本的数

是军用发动机在飞行过程中的加减速飞行、机动作战

量和先验知识，需要系统全面的训练样本。为了充分

等经常出现。Merrington[101] 指出，战斗机在执行飞行

利用不同方法的优点，研究人员提出了许多方法融合

任务过程中，70% 的时间是工作在非稳定工作状态

的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方法。如 Borguet 等 提出了
[96]

一种卡尔曼滤波与广义极大似然比检验相结合的诊

下，因此在过渡态下的性能分析与故障诊断需求日益
迫切。

断方法，实现了卡尔曼滤波模型对突发故障的诊断，

国内外针对过渡态下航空发动机性能建模和性

并可以处理诊断结果无法集中于故障部件的问题；

能诊断开展了很多研究。早期的研究成果包括：Sam⁃

Xu 等 提出了一种将小波变换方法与神经网络相结合
[97]

的故障诊断方法，
可以解决神经网络局部收敛的问题。

path 等[102]建立了双轴混排涡扇发动机的过渡态模型，
并利用遗传算法建立了过渡态故障诊断模型，可以实

为了实现有限测量参数的气路故障诊断，通过融

现单部件故障的诊断与定位。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又

合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数据源，可以弥补单一层次

取得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Ki 等[103] 基于 Simulink 建

发动机性能数据的不足，提高数据的冗余性。Volpo⁃
ni 等[98] 针对 F117 隐身战机的健康管理系统开展信息
融合研究，提出信息融合可分为 3 个维度：传感器信

息融合、特征信息融合和决策信息融合，并结合这 3

立了涡轴发动机的过渡态计算模型；Kim 等[104]建立了

一种改进的 RBF 神经网络方法的发动机过渡态性能

模型；Wang 等[105] 针对发动机燃油系统提出了一种过
渡态建模方法，并将其融入发动机性能模型，在发动

个 维 度 开 发 了 信 息 融 合 的 气 路 故 障 诊 断 系 统 ；Hu

机过渡态下可提供更详细的燃油系统性能信息；

机森林模型、广义回归神经网络以及逻辑回归模型构

法应用于发动机过渡态性能诊断；Li 等[108] 基于等效

[99]

等 将发动机非参数信息与气路参数相结合，利用随

建了 3 种不同的信息融合故障诊断方法；
Chehade 等[100]

Tsoutsanis 等[30，106，107]将已经开发的发动机模型辨识方
冷却流动处理方法构建了一种地面燃气轮机的计算

基于数据层信息融合提出了“故障模式指数”
（Failure

模型，并分别利用卡尔曼滤波器和牛顿-拉夫逊算法

mode index FM-INDEX）的概念，结合不同传感器的信

进行了过渡态模式气路故障诊断。

息可以更好地描述不同故障模式的典型特征。

在过渡态下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在过去的 30 余

目前，国内外针对信息融合方法已经开展了较多

年间在性能建模、故障诊断方面发展迅速，各项研究

理论研究，总体上看，研究成果更多关注测量参数数

成果也在各种类型航空发动机以及地面燃气轮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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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系统的验证和应用。但是，目前针对航空发动机
过渡态下气路故障诊断方法的研究仍面临 2 方面挑

战：
（1）在过渡态下发动机气路、振动参数的变化需要
系统的机理解释和规律分析。
（2）在过渡态下测量参
数的收集与整理，以及测量参数不确定性对航空发动
机气路故障诊断方法精度和可靠性的影响。如何充
分利用过渡态性能信息以及如何建立准确的发动机
过渡态故障诊断模型，事关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系统
在飞行全包线范围内的适用性，
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5

结束语
经过 50 余年的发展，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

方法有了较全面系统地发展，形成了以基于模型和基
于数据驱动为基础的诊断方法体系。从现有文献来

看，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在其现役航空发动机上配备
了相应的健康管理系统，可以通过在线模型的实时监
视诊断加之地面站的配合，科学制定发动机运行维护
周期，保证其在全寿命周期内的安全稳定运行。
目前，制约中国航空发动机气路故障诊断研究的
困境和难题主要包括以下 3 方面：

（1）缺乏完整的发动机全寿命周期性能数据，
从个

体发动机的出厂试车、外场飞行及大修的数据链条缺
乏完整性及一致性，难以通过系统地收集和利用发动
机性能数据捕捉发动机全寿命周期的性能衰退规律。
（2）缺乏完整的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系统设计体
系。在发动机设计阶段应更加重视对健康管理系统
的同步发展，为发动机维修策略向视情维修方向转变
提供技术支撑。
（3）近年来中国针对性能预测、在线气路故障诊
断模型等开展了大量理论与算法研究，这些研究成果
应在实际应用中得到更加充分的检验。因此需要增
强产、学、研、用等多方协作，以支撑面向工程实际的
航空发动机健康管理系统设计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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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 AFSA 的桨扇发动机加速控制计划优化
邢耀仁，黄向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为了提升桨扇发动机的过渡态性能，提出了一种可以满足发动机性能参数约束和寻优结果正确性要求的桨扇发动机加
减速控制计划优化方法。引入自适应调整策略和半可行域对人工鱼群算法（AFSA）进行改进，经过数值验证，改进后的算法较原
始算法具有更快的收敛速度和更高的寻优精度。将推力与目标推力间的差值作为寻优目标，采用改进后的人工鱼群算法和序列
二次规划算法（SQP）对桨扇发动机的加速过程进行优化，得到了满足约束前提下的桨扇发动机时间最短的加速控制计划，结果表
明：与采用传统的基于梯度的序列二次规划算法相比，采用改进的人工鱼群算法进行离线分段寻优所得到的控制计划总加速时间
缩短了 21.8%（0.58 s），证明了改进人工鱼群算法具有更强的全局寻优能力，更适用于桨扇发动机加速控制计划的优化。
关键词：加速控制计划；人工鱼群算法；离线分段寻优；自适应调整策略；半可行域；桨扇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5.1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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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Propfan Engine Acceleration Control Schedule Based on Improved AFSA
XING Yao-ren，HUANG Xiang-hua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ransient performance of propfan engine，an optimization method of 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control schedule of propfan engine was proposed，which could meet the constraints of engine performance parameters and the correctness of

optimization results. The Artificial Fish Swarm Algorithm (AFSA) was improved by introducing adaptive adjustment strategy and semi feasi⁃
ble region. Through numerical verification，the improved algorithm had faster convergence speed and higher optimization accuracy than the

original algorithm. Tak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rust and target thrust as the optimization target，the acceleration process of propfan en⁃
gine was optimized by using the improved AFSA and Sequential Quadratic Programming (SQP)，and the acceleration control schedule with

the shortest time under the constraint was obta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acceleration time of the control schedule obtained by us⁃
ing the improved AFSA for offline segmentation optimization is 21.8% (0.58 s)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gradient based sequential
quadratic programming algorithm. It is proved that the improved AFSA has stronger global optimization ability and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propfan engine acceleration control schedule.

Key words：acceleration control schedule；artificial fish swarm algorithm；offline segmentation optimization；adaptive adjustment strat⁃

egy；semi feasible region；propfan 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的过渡态是指发动机由一种工作状

航空发动机是气动热力计算高度复杂的非线性
系统，直接对其进行满足参数约束下的过渡态性能寻

态改变到另一种工作状态的变化过程，加速时间是衡

优很困难，目前常用的寻优方法有 2 种：
（1）功率提取

量发动机过渡态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满足发动

额外的功率，使高压压气机的起动工作点沿着等换算

机性能参数约束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加速时间可以

转速线移动，在满足约束前提下，尽可能使提取功率

最大限度地提升发动机动态性能，因此对加速控制计

更大，从而获得最佳的加速控制规律[3-5]；
（2）动态规

划进行优化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1-2]。

划法，即在发动机动态模型基础上建立可以实现性能

法，即在发动机稳态模型基础上，从高、低压转子提取

收稿日期：2020-01-2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576097）资助
作者简介：邢耀仁（1995），男，硕士，研究方向为桨扇发动机的建模与控制；E-mail: 864208952@qq.com。
引用格式：邢耀仁，黄向华 . 基于改进 AFSA 的桨扇发动机加速控制计划优化 [J]. 航空发动机，2022，48（2）：50-56. XING Yaoren,HUANG Xianghua.
Optimization of propfan engine acceleration control schedule based on improved AFSA [J].Aeroengine，2022，48（2）：50-56.

需求的目标函数，并求解 1 个有约束的泛函优化问

题，该方法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发动机过渡态控制优化
中。运用的主要优化算法有约束变尺度法

[6-7]

、序列

二 次 规 划 法（Sequential Quadratic Programming，
SQP）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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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二次型调节器（Linear Quadratic Regu⁃

lator，LQR）法 、自适应方法 和元启发式算法 等。
[11]

[12]

[13]

由于约束变尺度法等传统算法都是基于梯度概念来

发动机作为研究对象。
在飞行状态给定时，发动机控制量确定了其工作
状态，桨扇发动机常用的控制量有供油量 W f 和前后

桨扇桨距角 β 1、β 2。对桨扇发动机加速控制计划进行
优化就是运用优化算法来求解发动机过渡态中 1 组

最佳的控制序列 u [ k ] = ( W f [ k ] β 1 [ k ] β 2 [ k ])，使得

发动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初始状态到达目标状

寻优的，既要求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可微，又容易陷

态。要使用优化算法对发动机过渡态进行优化，需将

入局部最优解中。而启发式算法通过模仿自然选择

发动机加速过程转化为 1 个标准的优化问题，而转化

过程，具有了生物进化的 2 个优势——强化和多样
性。其中强化可以使算法向最优值附近搜索，多样性

的第 1 步就是确定优化目标和约束条件。由于桨扇

可 以 保 证 最 优 值 的 全 局 最 优 性 。 人 工 鱼 群 算 法[14]

的推力，为了使桨扇发动机工作稳定，需保证工作时

（Artificial Fish Swarm Algorithm，AFSA）是一种基于鱼

发动机的推力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前后桨扇叶片产生

群行为的启发式算法，具有简单的结构形式和较好的

功率涡轮轴转速保持 100% 不变，不能按传统涡喷、

全局寻优能力，在各类优化问题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间接确定推力。但桨扇的推力可以很方便地通过转

王锡淮等[15]通过引入半可行域的概念，提升了人工鱼
群算法求解带约束问题的能力；范永利等[16]针对人工
鱼群算法难以综合考虑寻优速度和寻优精度的不足，

涡扇发动机那样通过转速和推力的一一对应关系来
速和桨距角从特性图中插值求得，因此本文直接对推
力进行优化。

衡量发动机加速性能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加速时

通过引入双高斯函数对算法进行了改进，提高了算法

间，加速时间越短、超调量越小，往往说明发动机的加

的全局寻优能力和搜索速度。

速性能越好。由于发动机的加速过程是连续的，需要

本文引入自适应调整策略和半可行域对人工鱼

将整个加速过程分割为一系列的静态过程。在每段

群算法进行改进，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桨扇发动

20 ms 的加速过程中，通过优化算法计算当前状态下

机加速控制计划的优化方法。

1

的最优控制量，使得推力在满足约束的前提下达到当

前状态下能达到的最大值。如果加速过程中每个 20

桨扇发动机过渡态控制问题
桨扇发动机作为一种介于传统涡桨发动机和涡

ms 内的推力都增长到了当前状态下所能达到的最大

扇发动机之间的新概念发动机，具有优于涡桨发动机

值，即当前推力与目标推力的差值最小，便可保证整

的高速性能和高于涡扇发动机的燃油效率。随着环

个加速过程的时间最短。依此对目标函数进行转化

保要求的不断提高，航空业对高效率、低排放动力装

和离散处理，具体时间最优过程寻优的目标函数为

置的需求为桨扇发动机的发展提供了机遇[1]，因此对
桨扇发动机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经济和环保价值。
现今桨扇发动机有多种实现方案。一种桨扇发动机
的结构如图 1 所示。该桨扇发动机采用的 3 转子结构

可以提升发动机的功率，采用的对转桨扇可以抵消一
部分力矩。基于以上优点，本文选取 3 转子对转桨扇
4143 45

2

min J [ k ] = ( F cmd - F [ k ]) , k = 1, 2, ⋯

（1）

式中：J [ k ] 为第 k 个仿真步长中的目标函数；F cmd 为目

标推力，在每步中均保持为终态推力不变；F [ k ] 为第
k 个仿真步长结束后的预测推力。

通过该目标函数即可保证发动机推力在每个 20

ms 步长中都尽可能地接近目标推力值。

同时，桨扇发动机在加速过程中需要保证高压轴

转速 n H、低压轴转速 n L、功率涡轮轴转速 n P、涡轮前温

度 T t4、高压压气机喘振裕度 SH 和低压压气机喘振裕
度 SL 都处在安全范围内。此外，W f、β 1、β 2 等桨扇发动
1

2

21 22

图1

３

44244

46 6

桨扇发动机结构

8

机的控制量也会受到执行机构调节范围和调节速度
的限制。综上所述，桨扇发动机需要满足以下 1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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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

ìn H ≤ n H, max , n L ≤ n L, max , n P ≤ n P, max
ï
ïïT t4 ≤ T t4max
ïïS H ≥ S H, min , S L ≥ S L, min,
ï
íW f ≤ W f, max
ïΔW ≤ ΔW
f, max
ïï f
ïïβ 1, min < β 1 < β 1, max , β 2, min < β 2 < β 2, max
ï
îΔβ 1 ≤ Δβ max , Δβ 2 ≤ Δβ max

式中：R V 为人工鱼的视野
半 径 ；λ 为 0~1 之 间 的 随
机值。
（2）

计 算 Xi 和 Xj 的 目 标
函 数 值 Y i 和 Y j ，如 果 Y j 好

图2

式中：n H, max、n L, max、n P, max 为高压轴、低压轴、功率涡轮轴
X

高、低压压气机最小喘振裕度；W f, max 为发动机最大供
变化速率；β 1,max、β 1,min 为最大、最小前桨距角；β 2,max、β 2,min
为最大、
最小后桨距角；
后桨距角的变化
Δβ 1、
Δβ 2 为前、
速率；
Δβ max 为最大桨距角调节速度。

将桨扇发动机的安全约束经过归一化处理转化

为以下 14 个约束函数

nH [ k ]
ì
≥0
ïïg 1 [ k ] = 1 n H, max
ïï
ïï
n [k]
ïïg 2 [ k ] = 1 - L
≥0
n L, max
（3）
í
ïï
⋮
ïï
β2 [ k ] - β2 [ k - 1 ]
ïï
≥0
ïïg 14 [ k ] = 1 Δβ 2 , max
î

最终得到了最短时间加速控制计划优化问题的
标准数学形式

(

)

人工鱼视野[16]

X j - X it

X

j

- X it



（6）

进条件，寻找次数达到上限后仍未找到 X j 时，随机前
进1步
2.1.2

聚群行为

X it + 1 = X it + R V ⋅ λ

（7）

鱼聚集成群可以集体觅食和躲避敌害，这是鱼在

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生存方式。鱼聚群时会遵守
2 条规则：
（1）尽量向邻近伙伴的中心移动；
（2）避免
过分拥挤。

人工鱼 X i 搜索视野内的伙伴数量 n 和中心位置

X C，如果 Y C n > δY i（其中 δ 为拥挤度因子），则表明伙

伴中心位置较好且不太拥挤，朝伙伴中心移动 1 步，
X it + 1 = X it + d ⋅ λ

（4）
2.1.3

X C - X it

X

C

- X it



（8）

追尾行为
当某 1 条鱼或几条鱼发现食物时，附近的鱼会尾

随而来，导致更远处的鱼也尾随过来。

算法简介
人工鱼群算法[14] 主要利用鱼的 3 大基本行为：觅

食、聚群和追尾行为，采用自上而下的寻优模式，从构

造个体的底层行为开始，通过鱼群中各个个体的局部

人工鱼 X i 搜索视野内目标函数 Y j 最优的人工鱼

X j，若 Y j n > δY i，则表明伙伴位置较好且不太拥挤，

朝最优人工鱼移动 1 步，否则执行觅食行为。
X it + 1 = X it + d ⋅ λ

寻优，达到全局最优值在群体中凸显出来的目的。人
工鱼的 3 种基本行为简述如下。
2.1.1

Visual

否则，X i 继续在视野内寻找 X j 并判断是否满足前

否则执行觅食行为

AFSA 算法

2.1

=X + d⋅λ
t
i

式中：d 为步长。

2

F[k]
min J = 1 , k = 1, 2, ⋯
F cmd
s. t. g i [ k ] ≥ 0 , i = 1, 2, ⋯, 14

2

t+1
i

Xi

Xj

动1步

的最大转速；Tt4，max 为最高涡轮前温度；SH，min、SL，min 为

Xb

Xnext

于 Y i ，则 X i 向 X j 的 方 向 移

油量；ΔW f 为供油量变化速率；ΔW f, max 为最大供油量

Step

Xa

2.2

觅食行为

算法改进

X j - X it

X

j

- X it



（9）

觅食行为是鱼群循着食物多的方向游动的行为，

针对算法存在的后期搜索盲目性大的缺陷，文献

是鱼趋向食物的一种活动。人工鱼视野如图 2 所示。

[16]通过引入双高斯函数对觅食行为进行改进，因文

人工鱼 X i 在视野内随机选择一种状态 X j
Xj = Xi + RV ⋅ λ

（5）

献中通过双高斯函数获取步长调节系数的计算参数
过多、过于复杂，本文对步长的自适应调节机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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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另外，由于原始算法无法求解带约束问题，本

近限制边界。如果只是简单地让可行解无条件地优

文参考[15]引入半可行域思想来处理约束。

于不可行解，易使寻优结果远离边界，陷入局部最优

2.2.1

或者寻不到最佳性能点，因此本文引入半可行域的概

动态调整视野和步长
视野对人工鱼群算法的行为和收敛性能有较大

念对约束进行处理，通过保留一定比例稍稍超过约束

影响。视野范围较大时，人工鱼的全局搜索性能强并

边界的人工鱼样本，来保证寻优算法具有搜寻到边界

能快速接近最优点，但可能会在最优值附近出现振荡

附近最优点的能力[15]。

现象，难以稳定；视野范围较小时，人工鱼的局部搜索

同时，由于发动机各物理量的数量级相差较大，
直

能力强，可以更精确地接近最优值，但存在收敛速度

接使用物理量计算不利于各约束间的比较，影响寻优

慢的缺点。

计算时的准确性。因此需要对各量进行归一化处理。

对于发动机这一类强非线性系统，寻优前期应该
加强全局搜索能力，在大致定位到最优值的位置后改

对于归一化后的不等式约束极值问题的标准形
式为
min f ( x ) , s.t. g i ( x ) ≤ 0 , i = 1, 2, ⋯, n （13）

为加强局部搜索能力。因此在算法运行前期，为了增
强算法的全局搜索能力和收敛速度，采用较大的视野
和步长，使人工鱼可以在大范围内进行粗搜索；随着

引入评价人工鱼与约束边界接近程度的函数
E (i)

搜索的进行，逐渐减小视野和步长，最后算法在最优

E ( i ) = ∑max ( 0, g i ( x ))
n

解附近进行精细搜索，从而提高算法的收敛速度和寻

i=1

对于 1 个给定的正数 ε，有 E ( i ) ≤ ε，则将该人工

优结果的精度。
视野 R V 和步长 d 的动态调整策略为
ìR t + 1 = a ⋅ R t + R V, min
í t+1
= a ⋅ d t + d min
îd
V

V

鱼样本定义为半可行点，将其保留并参与后续的优化
（10）

式中：a 为调节系数，需满足前期从 1 开始缓慢减小，
后期快速减小直到接近 0，根据文献[14]中一些算法
实例，本文采用指数函数对 a 进行调节

( ( ))

t
a = exp -30 ×
N max

过程；对于 E ( i ) > ε 的人工鱼样本则直接舍去，并用
重新生成的人工鱼样本来代替。

为了保证人工鱼样本集合中保留一定比例的半
可行点，引入对阈值 ε 0.5 的自适应调节机制
ìε t + 1 = ε t - d ε ( Q rate ≥ R )
ï
í t+1
ïε
= ε t + d ε ( Q rate < R )
î

s

（11）

式中：t 为当前迭代次数；N max 为最大迭代次数；s 为大
于 1 的整数。

视野 R V 的初值选取为 x max 4（x max 为搜索宽度），

0.5

0.5

（15）

动态调整的步长。
最终筛选样本时从优到劣排列的标准为：
（1）可行点严格优于半可行点；
（2）可行点间目标函数值更佳的为优；
（3）半可行点间 E ( i ) 值较小的为优。

对觅食行为的改进

在人工鱼群算法的觅食行为中，人工鱼会随机选

择一种状态，如果该位置优于当前位置，则向该方向
移动 1 步，但在该方式下人工鱼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因此对人工鱼的移动方式加以修改
2.2.3

0.5

要保持的半可行点所占比例的目标值；d ε 为阈值每次

0.05，最小步长 d min = 0.005。

X j = X i + R V ⋅ ( 2λ - 1 )

0.5

式中：Qrate 为半可行点在所有样本中所占的比例；R 为

步 长 d 的 初 值 选 取 为 R V 8，最 小 视 野 半 径 R V, min =
2.2.2

（14）

（12）

对约束问题的处理

由于发动机参数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在寻优时必

须对约束条件进行处理。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发动
机性能，在寻优时需要使发动机的工作点尽可能地接

2.3

算法步骤
对人工鱼群算法进行改进后，
算法求解步骤如下。
步骤 1

定义鱼群规模 N fish、初始可视域半径 R V、

拥挤度因子 δ、初始移动步长 d、最大尝试次数 N、最大

迭代次数 N max、半可行点判定阈值 ε 0.5、半可行点比例

R 和阈值调整步长 d ε，在约束范围内随机生成人工鱼

群样本；
步骤 2

计算初始鱼群每个个体的目标函数值，

将最优人工鱼的位置和目标函数值记录在公告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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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果均不满足移动条件，则执行觅食行为；
步骤 4

评价新一代鱼群的所有个体，
如果某个

体目标函数值优于公告板值，
则更新公告板上最优解
的位置和目标函数值；
步骤 5

计算半可行点在鱼群中的比例，
按结果

调整半可行点判断阈值 ε ；
步骤 6

如果前后 2 代的最优人工鱼个体目标函

数值没有满足一定的精度要求或计算代数没有达到

算法验证
为了验证改进后的人工鱼群算法的寻优性能是

否优于标准的人工鱼群算法，本文选取表 1 中的标准

测试函数进行验证。验证算法的具体参数为：N fish =
100， R V = 1， δ = 0.618， d = 0.05，

N = 100，

N max = 1000，ε 0.5 = 0.01，R = 15%，d ε = 0.005。

表达式

Sphere

f1 = x + x

Booth

Eggcrate

2
1

(

f4 = x + x
2
1

2
2

一 致 。 仿 真 环 境 为 ：Intel®Core ™ i5 - 8300H CPU@

2.30 GHz，16 GB 内存 ，Win10 64 位操作系统，VS2010
编程。具体寻优结果对比见表 2。

从表中可见，3 种算法的最优解均能在约束范围

内接近理论最优值 0，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验证本文算

法程序的正确性。与原始 AFSA 相比，改进后的 AF⁃

2

将本文改进 AFSA 寻优结果与文献[16]中的双高斯改
进 AFSA 进行对比发现，本文算法虽然经过简化，但

精度依然很高，平均迭代次数与文献[16]中的结果相
近，且对于测试函数 1，本文算法平均迭代次数明显
小于文献中的结果。

最优加速控制计划的获取

状态为例，对于其他工作点，只需在模型中修改相应

) + ( 2x + x - 5 )
+ 25 ( sin x + sin x )
2

原始 AFSA 具备更快的收敛速度和更高的收敛精度。

以桨扇发动机在飞行高度 H=0 km 时的加速工作

2
2

f 2 = 0.25 ( x 21 + x 22 ) - 0.48x 1 x 2

f 3 = x 1 + 2x 2 - 5

结果进行对比，文献中鱼群算法参数与前 2 种算法的

3

标准测试函数

名称
Matyas

代数，并与文献[16]中同测试函数下的双高斯法改进

精度的数量级提升较为明显，说明改进后的 AFSA 较

寻优结束，
输出结果。

表1

记录寻优结果的最优值、最差值、平均值和平均优化

SA 平均迭代次数减少幅度较为明显，平均寻优结果

最大次数，
返回到步骤 3；
步骤 7

用 2 种算法对每个标准测试函数分别测试 5 次，

分别执行聚群行为和追尾行为，如果满

足移动条件，则向 2 种行为中更优的方向移动 1 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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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2

2

2

高度、马赫数的数值即可。在加速时，飞行员通过推
油门杆来设定目标推力值，选取发动机的一种典型工
作状态：从巡航状态（推力为最大推力的 60%）加速到
最大推力状态（100% 推力）的场景进行优化。分别运

表2
测试函数

取值范围

理论最小值

改进 AFSA 和 AFSA、NAFSA[16]的寻优结果对比
寻优结果
最优值

f1

[ -10, 10 ]

0

最差值
平均值
平均迭代次数
最优值

f2

[ -10, 10 ]

0

最差值
平均值
平均迭代次数
最优值

f3

[ -10, 10 ]

0

最差值
平均值
平均迭代次数
最优值

f4

[ -10, 10 ]

0

最差值
平均值
平均迭代次数

AFSA

2.01 × 10

-8

6.49 × 10

-6

1.46 × 10

-8

3.11 × 10 -6
15.4

1.03 × 10

-7

8.75 × 10 -8
76.6

改进 AFSA

2.71 × 10

-10

9.75 × 10 -8
4.21 × 10
11.8

7.15 × 10

-8

-12

1.04 × 10

-8

3.84 × 10 -9
29.2

NAFSA[16]

9.76 × 10 -14
9.83 × 10 -11
1.79 × 10 -11
31.9

2.27 × 10 -14
7.36 × 10 -12
1.14 × 10 -12
32.18

2.28 × 10 -8

1.71 × 10 -10

4.03 × 10 -13

4.03 × 10

-4

8.59 × 10

-9

7.77 × 10 -11

3.68 × 10

-5

5.15 × 10

-8

3.37 × 10 -4
103.8

1.85 × 10

-1

9.16 × 10 -1
120.6

4.22 × 10 -8
34.4

1.28 × 10

-6

2.84 × 10 -7
45.2

4.12 × 10 -18
29.96

8.69 × 10 -12
1.95 × 10 -9
3.6 × 10 -10
33.74

55

邢耀仁等：基于改进 AFSA 的桨扇发动机加速控制计划优化

第2期

用改进的 AFSA 和 SQP 算法对该过程的加速控制计
划进行优化，得到在加速过程中的推力、各控制量和
典型参数随时间的变化，如图 3～6 所示。

（b）低压喘振裕度变化

图3

在加速过程中推力随时间的变化

（c）功率涡轮轴转速变化
图6
图4

在加速过程中典型参数随时间的变化

从图中可见，
改进 AFSA 和 SQP 2 种算法均可保证

在加速过程中桨距角随时间的变化

优化后的控制计划在整个调节范围内满足约束要求。

将 2 种算法得到的桨扇发动机时间最优加速过程

总时长和寻优程序总计算时间进行对比，
结果见表 3。
表3
时间
加速过程总时长
总计算时间

算法效率对比
改进 AFSA
2.08

2418

SQP

s

2.66

1576

从 表 中 可 见 ，改 进 AFSA 计 算 出 的 时 间 最 优 加

图5

在加速过程中供油量随时间的变化

速 控 制 计 划 的 加 速 时 间 比 SQP 的 结 果 缩 短 21.8%

（0.58 s），说明改进 AFSA 的全局寻优能力更强，在寻

优时可以更加精确地搜索到每个步长中满足约束要
求的最大推力；但 SQP 算法在计算代数更多的前提
下，总计算时间仍然短于改进 AFSA 算法，说明在计
算速度上，基于梯度的数学基础更严密的 SQP 算法更
胜一筹。

4

（a）涡轮前温度变化

结论
通过引入自适应调节策略和半可行域对 AFSA

算法进行改进，提高了收敛速度和寻优精度，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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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带约束优化问题的求解。
将改进 AFSA 算法应用于具有多个可调变量的

桨扇发动机加速计划优化中，得到的控制计划加速时
间比 SQP 算法的缩短 21.8%（0.58 s），证明了该算法具
有更强的全局寻优能力。

综上所述可知，改进 AFSA 算法具有优秀的非线

性全局寻优能力，适用于桨扇发动机过渡态加速计划
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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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飞机湍流边界层噪声分离技术的应用
李才华，张绍云，杨振超，刘

鹏

（中国商飞民用飞机试飞中心，上海 201323）
摘要：为了获取特定巡航工况下飞机外表面湍流边界层噪声以及发动机噪声的频谱和声压级，在机体外表面安装表面声压传
感器进行测量，根据传感器数据之间的相干关系，采用湍流边界层噪声分离技术将湍流边界层噪声与发动机噪声从总的声载荷中
分离出来。采用 Robertson 模型计算与飞行试验相同的巡航状态下湍流边界层噪声频谱，并与飞行试验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

明：在巡航状态下，对于机体外表面总的声载荷，湍流边界层噪声的贡献量大于发动机噪声的；在中心频率为 20~10000 Hz 时，采用
Robertson 模型得到的湍流边界层噪声频谱与飞行试验结果的 1/3 倍频程谱曲线趋势较为吻合，总声压级相差约 2 dB。试飞结果验
证了该噪声试验及分离技术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

关键词：噪声分离；湍流边界层；相干函数；Robertson 模型；飞行试验；巡航；民用飞机；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7+.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2.008

Application of Noise Separation Technology in Turbulent Boundary Layer of Civil Aircraft
LI Cai-hua，ZHANG Shao-yun，YANG Zhen-chao，LIU Peng
（COMAC Flight Test Center，Shanghai 201323，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obtain the spectrum and sound pressure level of turbulent boundary layer noise and engine noise on the aircraft

outer surface under specific cruise conditions，a surface sound pressure sensor was installed on the outer surface of the aircraft body for

measurement. According to the coher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nsor data，the turbulent boundary layer noise separation technology

was used to separate the turbulent boundary layer noise and engine noise from the total acoustic load. The Robertson model was used to cal⁃
culate the turbulent boundary layer noise spectrum under the same cruise condition as the flight test，and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flight test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turbulent boundary layer nois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engine noise for the to⁃

tal acoustic load on the outer surface of aircraft body in cruise condition. When the center frequency is 20 ~ 10000 Hz，the turbulent bound⁃

ary layer noise spectrum obtained by Robertson model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1 / 3 octave spectrum curve trend of flight test results，
and the difference of total sound pressure level is about 2 dB. The flight test results verify that the noise test and separation technology has
good application effect.

Key words：noise separation；
turbulent boundary layer；
correlation function；
Robertson model；
flight test；
cruise；
civil aircraft；
aeroengine

0

引言

试，获取了脉动压力功率谱密度；空客公司在 A320 飞

在飞行状态下，湍流边界层脉动压力是飞机舱内

不同声源特性及其传递路径，用以修正舱内噪声预测

机上进行了一系列噪声相关的飞行测试[2-4]，获取了

噪声的主要来源之一，其激励飞机蒙皮结构，并通过
机体结构复杂的传递路径引起结构振动和舱内噪声，

模型。
机体外表面声载荷包含湍流边界层噪声和发动

研究其特性对舱内噪声优化设计以及声载荷预测有

机噪声。采用相干函数方法可分离出湍流边界层噪

着重要作用。

声。这种信号处理技术首先由 Chung[5] 提出，在实验

在民用飞机领域，国外对湍流边界层噪声的研究
较多。Bhat 对波音 737 飞机进行表面声载荷飞行测
[1]

室使用 3 个布置成三角形的麦克风测量同一声源信

号，并对每个麦克风加载独立的气流用于模拟风噪，

收稿日期：2020-03-26
作者简介：李才华（1987），男，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振动噪声试飞相关工作；E-mail：licaihua@comac.cc。
引用格式：李才华，张绍云，杨振超，等 . 民用飞机湍流边界层噪声分离技术的应用[J]. 航空发动机，2022，48（2）：57-61.LI Caihua，ZHANG Shaoyun，
YANG Zhenchao，et al.Application of noise separation technology in turbulent boundary layer of civil aircraft[J]. Aeroengine，2022，48（2）：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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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相干函数方法将风噪信号从总声压值中分离出
来。Cyrille 在波音 777 飞机上进行了表面声载荷飞
[6]

零；如果在 0~1 之间，那么计算出 y（t）信号里与 x（t）相
关的部分，用 Gcy（f）表示

G cy ( f ) = γ 2xy ( f ) G y ( f )

[7]

行测试，并识别出发动机噪声；许坤波等 在管道内

布置 2 圈环形麦克风阵列，利用互相关方法得到单音
及宽频噪声结果。

湍流边界层预测模型主要分为 2 大类：一类是壁

面压力谱模型，将边界层附近脉动压力的能量按频率

如果 1 个测试系统有 2 个麦克风传感器（如图 2

所示），定义传感器 1 的信号为 x（t），由相关信号 u（t）
和不相关信号 （
l t）组成；同样对于传感器 2 的信号 y

（t），由相关信号 v（t）和不相关信号 m（t）组成。

分解，得到用于估算脉动压力的功率谱密度，其主要

相关信号 不相关信号

研究者有 Robertson[8]、Efimtsov[9]、Rackl 等[10]、Goody[11]；
另一类是波数-频谱模型，将能量按波长分解，通过

大 量 的 试 验 拟 合 出 经 验 表 达 式 ，其 主 要 研 究 者 有
Corcos 、Chase 、Mellen 等 。 Teresa 对 以 上 不 同
[12]

[13]

[14]

[15]

单一声源或
多个相关声源

图2

的模型进行介绍和对比。对于壁面压力谱模型，在同

种工况下，采用 Efimtsov 和 Rackl-Weston 模型计算得
到的均方压力最大，Goody 模型次之，Robertson 模型

最小；对于波数-频谱模型，采用 Corcos 和 Mellen El⁃
liptical 模型在低波数段得到边界层噪声过大的类似
预测结果，根据试验结果对 Chase 模型进行了大量修
正，准确性较好。

目前，中国在民用飞机上进行机体表面声载荷测
量的飞行试验不多，湍流边界层噪声分离技术的研究
也相应较少。本文在飞行试验中获得机体外表面声
压数据，采用相干函数方法分离湍流边界层激励，并
与 Robertson 模型计算结果进行对比。

1

H2

v（t）

（
l t）
m（t）

麦克风 1
x（t）
麦克风 2
y（t）

x（t）与 y（t）间的相关函数表示为
γ 2xy ( f ) =

γ 2uv ( f )
1+

Gl (f)
Gu (f)

+

Gm (f)
Gv (f)

+

Gl (f) Gm (f)

（4）

Gu (f) Gv (f)

式中：γ 2uv ( f ) = 1；G（f）为信号的自功率谱。
令a =

Gl (f)

Gu (f)

，b =

Gm (f)
Gv (f)

，则式（4）变成

1
（5）
1 + a + b + ab
式（5）中有 2 个未知数 a 和 b，
其求解需引入第 3 个
γ 2xy ( f ) =

相关信号 不相关信号

图 1 所示）为例，对相干函数进行描述。

单一声源或
多个相关声源

y（t）

H（f）

图3

简单线性系统

假设输入信号为 x（t），输出信号为 y（t），H（f）为
频响函数。x（t）和 y（t）对应的自谱分别为 G（f）
和 Gy
x

| G (f) |
xy

2

Gx (f) Gy (f)

（1）

在式（1）中，对于所有的频率都有
0 ≤ γ 2xy ( f ) ≤ 1

类似地，令 c =

H1

u（t）

H2

v（t）

H3

w（t）

（
l t）
m（t）

n（t）

麦克风 1
x（t）
麦克风 2
y（t）
麦克风 3
（
z t）

3 个传感器组成的系统

Gn (f)
Gw (f)

，得到传感器 1、3 信号与传

感器 2、3 信号之间的相关函数

（f），二者的互功率谱为 Gxy（f）。则相干函数为
γ 2xy ( f ) =

u（t）

2 个传感器组成的系统

以 1 个单输入和单输出组成的简单线性系统（如

图1

H1

传感器信号。3 个传感器组成的系统如图 3 所示。

相干函数方法

x（t）

（3）

（2）

如果 x（t）与 y（t）完全不相关，那么相干函数等于

1
1 + a + c + ac
1
γ 2yz ( f ) =
1 + b + c + bc
γ 2xz ( f ) =

（6）
（7）

由于 γ 2xy ( f )、γ 2xz ( f )、γ 2yz ( f ) 可以由式（1）获得，联立
方程，可以解出未知数 a、b、c。根据 a、b、c 各自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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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义，联立式（5）、
（6）和（7），分别得到
Gu (f) = Gx (f)
Gv (f) = Gy (f)

2

γ xy ( f ) γ xz ( f )

（8）

γ yz ( f )
γ xy ( f ) γ yz ( f )

（9）

γ xz ( f )

（10）

γ xy ( f )

的相关成分，可视为相关成分的自谱，详细的推导过
程见文献[5]。
在工程应用中，可以先将相关成分的自谱转换为
1/3 倍频程谱，并根据声压计算公式得到不相关成分

extraneous

(

S PLtotal ( f )

( f ) = 10lg 10

10

- 10

S PLcoherence ( f )

（14）

1
ρU ∞2
（15）
2
式中：Ma 为来流马赫数；q 为来流动压力；ρ 为来流空

方程

10

)

（11）

SPLcoherence（f）为信号中相关成分的 1/3 倍频程声压级
频谱。

机体表面位移边界层厚度 δ*的计算使用 Bhat[1]的

{

δ/X = 0.37Re -0.2
1 + [ Re x /6.9 × 10 7 ]
x

}

2

0.1

（16）

δ
（17）
8
式中：X 为特征长度，定义为表面声压传感器距离机
δ* =

头的轴向距离；Rex 为当地雷诺数。

3

式 中 ：SPLtotal（f）为 信 号 总 的 1/3 倍 频 程 声 压 级 频 谱 ；

2

)

2

q=

式（8）～（10）等号左边表示各传感器信号中包含

的 1/3 倍频程谱

(

0.006q
1 + 0.14Ma2

气密度。

γ xz ( f ) γ yz ( f )

Gw (f) = Gz (f)

S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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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介绍
飞行试验在国产某型飞机上进行，使用 B&K4948

传感器测量机体外表面声载荷。传感器直径为 20
mm，厚为 2.51 mm，用金属圆盘固定，整个传感器结构

（含金属圆盘）直径为 30 mm，传感器实物照片如图 4
所示。传感器频率测量范围为 5~20000 Hz，动态噪声

Robertson 半经验模型
Robertson 半经验模型基于 Lowson 模型 发展而
[16]

来。Lowson 公式计算的功率谱在低 St 时有些偏低，
而在高 St 时下降太多，因此 Robertson 模型对 Lowson

变化范围为 55~160 dB。橡胶圆盘套在传感器结构（含
金属圆盘）上，
其作用主要是尽可能消除传感器与机体

表面阶差引起的附加风噪。橡胶圆盘内直径为 30
mm，外直径为 100 mm。

公式进行了改进。

相比于其他壁面压力谱模型，Robertson 模型在

不同马赫数范围内更能反映实验测量结果。而近年

来的模型（如 Goody 模型）基于低速不可压缩流实验
数据提出，可能不适合高飞行马赫数。并且，相比于

其他模型，Robertson 模型更为简单，参数容易获取，
便于应用。

（a）传感器

（b）橡胶圆盘

Robertson 模型使用了边界层位移厚度 δ 和当地
*

来流速度 U∞作为归一化参数
-'
p
Φ (ω) =
é
ω
ω 0 êê1 +
ω0
ë
U∞
ω 0 = 0.5 × *
δ
2

( )

0.9

ù
ú
ú
û

（12）

2

（13）

式中：ω 为圆频率；ω0 为特征频率；；p' 为均方脉动压
2

力，使用 Lowson 模型的定义

（c）安装后的反面
（d）安装后的正面
图 4 表面声压传感器（含金属和橡胶圆盘）

为了保证传感器在飞行过程中不脱落，使用厚度
约为 1 mm 的双面胶将传感器和圆盘结构粘贴在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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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最后覆盖 1 层薄的航空铝箔胶带加固。传感器

分量的对比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巡航状态

采系统，确保传感器数据之间记录的同步性，声压数

声压在中心频率为 1000 Hz 附近时达到最高，并在频

导线通过 1 个改装的舷窗穿入客舱内部，连接同一数

据采样率为 60 kHz。飞行参数通过机上飞参记录器

下，湍流边界噪声的贡献量要大于发动机噪声的。总
率越高时，衰减越快。

存储，与噪声数据时间同步。试验前后对声压传感器

进行标定。3 个表面声压传感器在机体等直段外表
面形成三角布置结构。其中 1、2 号传感器在机体上
沿航向布置，传感器中心点之间距离为 20 cm；2、3 号

传感器沿垂向布置，传感器中心点之间距离为 20 cm。
2 号传感器中心点沿航向距离机头 12.55 m。传感器

在机体表面的安装位置如图 5 所示，在飞机上实际安
装的照片如图 6 所示。

（a）工况 1

12.55 m

图 5 表面声压传感器在飞机

图6

表面声压传感器实际

上的安装位置

4

安装照片

试验与计算结果对比
飞行试验在 10668 m（工况 1）和 9144 m（工况 2）

高度上进行，马赫数均为 0.78。试验时避开云雨天
气，并只在直线稳定飞行时采集数据。

飞机在到达指定高度和目标速度、状态稳定后，
由机上工程师记录声压数据，对每个工况截取 1 min

图7

向弱相关，沿着飞机垂向完全不相关，由此认为机身
表面各点处湍流边界层激励是不相关的成分，而发动

机噪声被认为是相关成分。这样，可以使用相干函数
的方法进行湍流边界层噪声分离。
在得到 3 个表面传感器的声压数据后，使用傅里

叶变换计算各通道时域信号的自功率谱，频率分辨率
为 0.5 Hz。计算两两信号之间的互功率谱，为复数形

式，通过式（1）得到相干函数。根据式（8）～（10）得到
各传感器的相关成分即为发动机噪声，并转换成 1/3
倍频程声压谱。最后通过式（11）得到湍流边界层噪
声，以 1/3 倍频程谱显示。

在工况 1、2 下 1 号表面传感器信号总的噪声和各

1 号传感器湍流边界层噪声的分离

本文使用 Robertson 模型计算湍流边界层噪声，

用到的计算参数见表 1。其中飞行高度、马赫数和真

空速通过飞参记录器获取，运动黏度参照飞行大气参
数标准。边界层位移厚度、动压、特征频率和均方脉
动压力根据式（13）～（17）计算得到。

时长的数据进行分析。

湍流边界层激励的 1 个重要特性是沿着飞机航

（b）工况 2

表1
参数
飞行高度/m
马赫数
U∞（
/ m/s）

Robertson 模型计算参数
数值
工况 1

10668
0.78

237.98

工况 2
9144
0.78

244.66

υ/×10-3（m2/s）

0.0376934

0.0324671

δ /m

0.01637291

0.01614482

q/Pa

10156.56

12915.61

X/m
*

Rex

特征频率 w0/Hz
-'2
p /Pa2

12.35

77973271
7267.5

3153.52

12.35

93066531
7577.2

5099.55

在工况 1、2 下 Robertson 模型的计算结果与试验

结果分离得到的 1/3 倍频程谱对比如图 8 所示。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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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见，在中心频率为 20~10000 Hz 时，二者结果较为
接近，最大相差约 2 dB。频率较高时，试验结果分离
得到的湍流边界层噪声衰减程度要大于 Robertson 模
型的计算结果。

（2）在典型巡航状态下湍流边界层噪声的贡献量
要大于发动机噪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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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射流喷管技术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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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现代飞行器动力性能的日益提高和工作范围的不断扩大，传统直接连接式畸变模拟试验局限性越来越大，先进航
空动力研发的一些关键技术，如动态畸变响应的动力学问题、进气道-发动机流量协调与模态转换问题等，都离不开自由射流试
验。早在 20 世纪中期就诞生的自由射流进气装置面临着诸多挑战，新一代高性能航空发动机进发匹配试验的迫切需求，也为其
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构型创新和虚实结合为自由射流进气装置及其试验带来了全新的、智能化的发展方向。为了

使构型创新自由射流进气装置满足新一代高性能航空发动机进发匹配试验的需求，详细介绍了国内外进气装置的开发历程，从自
由射流试验技术、气动设计、结构设计、以及姿态设计等 4 个方面，对典型构型的基本原理和气动性能进行了综合分析，阐述了进

气装置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针对动态姿态模拟和进发匹配特性自由射流试验研究的不足，指出了通过构型创
新和综合集成的喷管关键技术研究发展趋势及获得的进展。结合近年来新一代航空发动机研制的新形势对自由射流试验的新需
求，以及众多创新技术的应用，表明自由射流喷管将迎来工程应用领域的蓬勃发展，为相关技术研究与工程实践提供技术基础。
关键词：自由射流喷管；风洞；进发匹配；高空模拟试验；气动型面；姿态模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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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Free Jet Nozzle Technology
CHEN Peng-fei1，2，WU Feng1，2，WANG Juan-juan1
（1.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Mianyang Sichuan 621000，China；2.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Northwestern Poly⁃
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129，China；3.Sichu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Aerodynamic Altitude Simulation for
Civil Aviation, Mianyang Sichuan 621000, China）
Abstract：With the increasing improvement of the dynamic performance of modern aircraft and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working

range，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direct connection distortion simulation test are becoming greater and greater. Some key technologies
of advanced aviation pow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such as the dynamics of dynamic distortion response，inlet engine flow coordination

and mode conversion，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free jet test. The free jet intake device，which was born in the mid-20th century，is facing
many challenges. The urgent demand for the advance matching test of a new generation of high-performance aeroengine also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for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the combination of configuration innovation and virtual reality has brought a

new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the free jet intake device and its test. In order to make the configuration innovation free jet in⁃
take device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let-engine compatibility test of a new generation of high-performance aeroengine，the develop⁃
ment process of intake device at home and abroad was introduced in detail.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typical

configurations we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from four aspects：free jet test technology，aerodynamic design，structural design and attitude

desig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ake device and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faced by its development were described. Focusing on the
shortcomings of dynamic attitude simulation and inlet-engine compati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free jet test，the research trend and progress

of key technologies of nozzle through configuration innovation and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were pointed out. Combined with the new situ⁃
ation of new generation aeroengine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the new demand for free jet tes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any innovative

technologies，it shows that the free jet nozzle will usher in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field，and provide a techni⁃
cal basis for relevant technical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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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性研究较少。

引言

本文通过全面梳理自由射流喷管开发历程，从自

自 1928 年第 1 个老式风洞问世 ，到 1993 年美国

由射流高空模拟试验技术、喷管气动技术、喷管结构

ment Center，AEDC）研发的 C-2 自由射流高空模拟试

由射流喷管技术内涵及其现状，提出通过构型创新和

[1]

阿 诺 德 工 程 发 展 中 心（Arnold Engineering Develop⁃
验舱投入使用

[2-4]

，历经 60 多年的发展，自由射流逐渐

占据了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的主导地位

[5-7]

。美

国主力战机 F-15 和 F-16 的发动机通过 AEDC 开展
的试验测试[8-10] 证明了自由射流技术的优势，不仅在

传统飞行器动力装置试验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而且在
新概念飞行器的发展过程中也取得了突破。法国欧
洲导弹公司（Matra Bae Dynamics Alenia，MBDA）和法

技术、以及喷管姿态模拟技术 4 个方面，综合分析自

综合集成向高效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为工程设计
提供参考。

1

自由射流喷管开发历程
英国国家燃气轮机研究中心（National Gas Tur⁃

bine Establishment，NGTE）自 20 世 纪 60 年 代 开 始 进
行自由射流试验，历经方案提出、方案论证、设计、加

国航空航天实验室（the French Aerospace Lab）于 2003

工、验证、优化 6 个必要的开发过程。

自由射流装置在 Ma=4~8 条件下进行冲压式喷气发

流试验舱计划；于 1955 年开发了 1 套用于设计半柔性

年启动高超声速冲压发动机飞行测试项目

[11-12]

，利用

动机气动推进平衡试验验证。总之，自由射流高空模
拟试验具有试验范围广、功能强和精度高等优越性，
发展自由射流高空模拟试验装备及其试验技术已成
为先进航空发动机技术发展的战略性举措

[13-14]

。随

着新一代高性能战斗机、空天飞机的问世，强机动性、
高超声速发动机的研发将更依赖于自由射流技术，该
技术的发展将带动航空发动机技术的革新。
自由射流进气装置（简称喷管）的作用是在一定
条件下，使总压、总温空气通过特定的几何、流动、结
构、传热甚至光学等约束条件经流场加速、转向等过
程，在规定试验区域内使试验模拟的马赫数、俯仰角、
偏航角等流场参数按试验设定的控制规则调节、变
[15]

化 。自由射流喷管是在地面设施中，通过设立飞机
自由飞行条件，使模拟进气道-发动机在不同速度和
姿态飞行条件下达到大型关键装备系统的工作状况，
其设计质量直接决定了自由射流的流场品质、试验数
据的可靠性和精度，以及该试验能力和试验舱的运行
效率。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先
进航空动力研究国家，研制了不同类型的自由射流喷
管，近年来，国外专门针对发动机自由射流喷管的研
究相对有所减少，但从更广泛的角度针对喷管作用机
理以及射流流动控制技术开展了一些工作。国内相
关研究主要是针对飞行器风洞自由射流喷管方面，而
对发动机试验过程中的动态姿态模拟和进发匹配特

英国 NGTE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提出了自由射

壁超声速喷管的程序，解决了超声速可调喷管设计问
题；50 年代末先后进行了 5 cm×5 cm、31 cm×31 cm 的

小尺寸模型验证试验，认识到变几何、2 维喷管的优越
性；并于 1960 年开始进行工程设计，在 1967 年正式对

协和式飞机进气道与奥林匹斯 593 发动机进行 Ma=
1.7~2.3 和编航角为±4°条件下的自由射流试验 [16] 。

在 1956 年，美国刘易斯飞行推进试验室（Lewis

Flight Propulsion Laboratory，LFPL），在 Ma=2.35、2.50
时完成了直径为 71cm 的冲压发动机的自由射流试

验。试验采用的自由射流喷管为固定几何超声速喷
管，俯仰角范围为±4°。该喷管设计采用了早期超声
速喷管设计方法，包括 1943 年完成的风洞收缩锥形

段设计、1948 年完成的轴对称等熵流特征线计算方法

和 1951 年完成的可压缩流湍流边界层计算方法等 [17]。
美国 AEDC 通过大量先期技术研究，于 1989 年完

成了 C-2 自由射流试验系统亚声速自由射流喷管设
计加工，并于 1991 年安装使用，1991 和 1992 年完成
了亚声速和超声速自由射流喷管试验验证[18] 。其可

调超声速喷管在 1988 年完成了气动和机械原理研
究，1989 年完成初始设计，1991 年完成最终设计和组
装，1992 年进行了安装和试验。据报道[19]，RR 公司于

2018 年在 C-2 舱开展了自由射流试验，试验中的空气

流量较大，马赫数达到跨声速级，射流喷管及试验现
场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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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最 新 文 献 报 道[20]，

在高空舱内要复现进气道进口真实流动分布与动态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特性，决定了开口式自由射流喷管不仅限于使用亚声

于 2021 年在固冲发动机转

速喷管，同时自由射流喷管必须具备马赫数连续可变

级验证方法研究中 ，针对

的调节能力及姿态调节能力。连续调节是为了实现

地面直连试验无法准确模

单一设备系统宽范围试验模拟指标，以及满足在“进

拟飞行器姿态对转级的影

图1

C-2 自由射流
试验舱现场

响及进气道压力振荡等不

气道-发动机”联合工作时发动机能安全合理到达状
态点的工艺需求。

足，开展了固冲发动机自由射流试验，其引射系统有

实现自由射流高空模拟试验技术的出口马赫数、

效模拟了飞行工况。

气流角和流场等参数的充分模拟与控制，其喷管的气

2

动、结构以及姿态模拟技术至关重要。喷管的设计主

2.1

自由射流喷管技术内涵及其现状

要是解决气动性能、使用性能和调节性能三者之间的

自由射流高空模拟试验技术
针对战斗机在加减速

[11-12]

或大角度机动

[13-14]

矛盾。目前世界上进行航空发动机自由射流试验的
过程

中的进发动态匹配问题，强调飞发/进发一体化设计
的推进系统的联合考核，需要在地面试验设备上先开

典型试验舱为美国 AEDC 的 C-2 试验舱和英国 NGTE
的 4 号试验舱。其自由射流喷管技术参数见表 1。
表1

展进发匹配工作特性模拟试验。以往采用畸变试验
对进气道和发动机进行剥离考核，即在直接连接式高
空模拟试车台上，在闭口式亚声速气动喷管中，设置
畸变装置模拟发动机进口气动截面（Aerodynamic In⁃

出口面积/m2

高宽比

更高的考核目的，在新的推进系统考核要求下，提出

来流马赫数，还有气流具备的速度矢量特征。

跨声速喷管

超声速喷管

7.154

5.295

1

0.72

0.78

俯仰角/（°）

-10~45

-10~45

-10~10

马赫数

0.3~0.9

0.3~3.0

1.5~3.5

偏航角/（°）

了在高空舱内开展进气道-发动机联合考核工作的自

-10~10

马赫数变化率/s
温度/℃
最大角速度/（（°）/s）
角加速度/（（°）/s ）
2

马赫数模拟精度
紊流度

2.2

NGTE 4

亚声速喷管

2.05

收缩比

稳定性考核试验，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为达到

流截面（Inlet Reference Plane，IRP）[2]，模拟对象除了

AEDC C-2

参数

terface Plane，AIP）的压力与温度参数[21]，开展发动机

由射流试验，该试验模拟条件已变为进气道前自由来

典型试验舱自由射流喷管技术参数

-73.3~79.4
20
50

±0.05
0.01

-10~10
0.05
1
1

-10~10
0.1

10~20
1%（Ma>3.0 为 3%）

自由射流喷管气动技术
亚声速喷管主要通过调节进出口压力控制马赫

图2

高空模拟试验气动布局

数；而超声速喷管主要是通过面积比（喷管出口面积
与喉部面积之比）来控制马赫数。喷管的曲线形状保

在自由射流高空模拟试验中，将带前机身模拟器

证了气流的均匀度，即气流流场品质。喷管的气动设

的进气道和发动机一起置于高空舱内，利用真空环境

计和加工质量对自由射流试验气流品质有决定性的

实现高度模拟，利用自由射流喷管实现来流速度和角

影响。

度模拟，此时，喷管出口由闭口式转变为开口式，便于

（1）亚声速气动型面。已知的亚声速收缩型面[22]

同时考核进气道和发动机在飞行过程中的工作情况，

包括维氏曲线、移轴维氏曲线、五次曲线、双三次曲线

最大程度地确认其匹配能力是否满足要求，同时又能

等，其中双三次曲线可通过调整拐点避免气流分离，

强调对动态过程的考核。由于模拟边界条件的转变，

获得较好的出口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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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超声速气动型面。跨/超声速自由射流喷
管型面技术包括进口收缩段设计、初始段设计、终止
段设计以及附面层修正技术，如图 3 所示。

来调节马赫数。
Erdmann[37] 于 1971 年

提出了利用旋转的液压装
置对喷管喉部高度进行控
制调节的方案。喷管柔性
壁的厚度不变，
喷管具有边
界层的修正机制[38]，如图 4
所示。日本宇宙航空研究

图3

收缩段设计一般采用与亚声速喷管相同的收缩
型面，还包括 CQCQ 曲线、基于 sinnX 的曲线和双椭圆

曲线等[23-24]。初始段设计是为了将喉部的声速来流
变成转折点处的泉流，可采用不同的近似方法，主要
包 括 Foelsch 法 、Crown 解 析 法

[26-27]

多支点全柔性喷管

开发机构（Japan Aerospace Exploration Agency，JAXA）

超声速喷管型面

[25]

图4

和圆弧加直线

法[28-30]。终止段设计主要是消除达到壁面的所有膨
胀波，把超声速泉流变成满足马赫数要求的均匀平行
流 。 其 方 法 包 括 特 征 线 网 格 法（即 Busemann 法）、
Flosch 解 析 法 、Sivells 法 和 Maxwell 法 等 。 其 中
[31]

[32]

Busemann 法计算简单，当假定喷管喉道处为均匀声
速来流时，与实际有偏差；Flosch 解析法用于二元超

研发的超声速风洞[39-40]，利用 11 对液压传动装置使可
挠板变形，从而使出口马赫数由 1.4 增大到 4.5。该形

式的喷管在各种马赫数下均可获得最优形状，从而得
到马赫数分布均匀、气流偏角小的高品质流场。
（2）半柔壁喷管通过刚柔耦合实现喉部面积变化。
Mcgarry[41]于 1958 年进行了单支点可调风洞喷管

设计，其结构原理如图 5 所示[42]；Jayor[43] 于 1963 年开

展了单支点喷管试验研究；Pierce[44] 和 Alcenius[45]先后
完成了多支点半柔性喷管设计；Juhany 等[46]于 2007 年

对半柔壁风洞喷管进行了详细研究，试验结果显示，
其流场品质得到了很好地保证。

声速喷管型面设计，将拐点处作为均匀泉流假定条件
时，计算出的型面曲率是不连续的，因而只适用于固
定几何喷管；Sivells 法和 Maxwell 法都是连续曲率喷

管型面的设计方法，均适用于采用挠性板结构的可调
喷管，其中 Sivells 法包含了附面层修正，也是 AEDC
采用的型面设计方法。
2.3

自由射流喷管结构技术

喷管结构分为 2 维和 3 维，3 维喷管型面所产生

的气流扰动集中于喷管的对称轴线上，试验段中心部

分的流场不均匀度较大，一般用于高超声速马赫数的
模拟；2 维喷管设计加工简单，避免了 3 维喷管的缺点
而被广泛使用。

从喷管马赫数可调性分析，早期喷管多为固定喷

1—旋转型面板；2—密封支板；3—驱动杆；

4—固定型面板；5—柔性板；6—轴向补偿器

图5

单支点可调风洞喷管气动模型

俄罗斯 TsAGI 的 T109 风洞[47]、法国莫当的 S3 超声

管，随着高空模拟设计和运行技术的发展，Rosen[33]于

速风洞[48]、美国 AEDC C-2 试验舱、英国 NGTE CELL4

通过喷管壁的弹性变形来调节喷管出口气流马赫数

对称的单支点/多支点半柔性壁几何调节方案[49]。

1955 年首次提出了一种简单灵活的可调喷管方式，
的变化。喷管马赫数调节方式从最初的对称塞式[34]
[35]

[36]

和格栅式 ，发展为滑块式 ，并逐步发展到当前使
用的全柔性、半柔性及刚性 3 种形式。

（1）全柔性喷管通过液压装置改变喷管喉道尺寸

试验舱，以及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均采用了

（3）刚性喷管通过机械转动来改变喷管喉部面积。
刚性连续可调风洞喷管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
主要在日本、美国和中国做过相关研究。日本 Kita⁃
mura 等[50] 设计出 Ma=2.0～4.0 时连续可调的刚性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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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美国 Tichenor 等[51]于 2010 年报道了连续可调风洞
喷管研究，如图 6 所示 ；美国 Butler 和中国范志鹏
[52]

[53]

等 也开展了相关研究与试验。

变化、较大的姿态模拟角度以及在进口壁面效应等条
件下获得良好的流场品质，对喷管型面气动设计、结
构动力学特性以及调节响应能力等诸多方面提出了
严格要求。

3

发展趋势与最新进展
基于航空航天的发展现状，飞行器真实工作环境

图6

的模拟至关重要[56-58]。尤其近年来，随着新一代战斗

美国 Ma=5.0~8.0 连续可调刚性喷管

从流场品质、Ma 可调、工艺难度、工作效率、以及
成本几个方面，对不同结构形式的喷管性能进行对比
见表 2。从表中可见，受流场均匀性、马赫数连续调

节范围、工作效率和成本的限制，目前国内外主要采
用半柔性结构形式喷管。
表2

及机动过程中性能的变化一直是各类飞行器研发的
重点与难点，在很多情况下限制了飞行器的整体性
能。为了提高飞行器性能，需要发展出口马赫数连续
可调的射流流场，只有射流流场姿态连续变化，才能
模拟飞行器真实的飞行过程和工作环境。因此，流速

喷管性能对比

喷管类型

流场品质

Ma 可调

固定

高

否

容易

低

高

全柔性

高

是

很难

较低

高

半柔性

较高

是

较难

较高

较低

刚性

一般

是

一般

高

低

2.4

机及新型战略导弹的不断发展[59-60]，飞行器在加减速

工艺难度 工作效率

成本

与角度连续变化的高性能、高效率自由射流喷管的研
发，随着 CFD 技术[61-62] 和智能技术[63-64] 等广泛应用得
以快速发展。
3.1

通过构型创新向高效化方向发展
可变面积和可变姿态的自由射流喷管因具有使

试车台实现工作效率最大化、低成本及快速调节等优

自由射流喷管姿态模拟技术
进发匹配试验的关键在于模拟飞行器在不同机

动飞行状态下的来流条件[54]，这种模拟方式与传统风
洞试验通过改变试验件相对于风洞轴线的姿态来模
拟飞行器飞行的环境不同，在自由射流试验中，试验
件一般保持固定，通过可变姿态的射流喷管来改变气
流与试验件之间的角度，模拟飞行器机动飞行对推进
系统产生稳定性的影响。可见，结构尺寸较大的多支
点柔性喷管，在自由射流姿态模拟试验中存在难以快
速调节及偏转空间有限等弊端。最好的解决办法是

点，将成为地面风洞试验研究的新趋势。Beale [65] 于
21 世纪初提出了一种基于可变面积的喷管方案，并

完成了该方案模型在水介质中的动力学试验。同时，
中国也开展了基于非对称机械臂的姿态模拟射流喷
管的方案设计与仿真研究[66]，如图 8 所示。该研究解

决了在大姿态角范围内满足不同推进系统地面试验
所需的气流能力与试验舱物理空间之间的矛盾，大大
地提高了喷管的使用效率，为喷管设计提供了新思
路，展现了该领域的最新进展与发展趋势。

采用结构尺寸较紧凑的单
支点喷管来调节姿态，在
试验区域内形成试验规定
角度的气流。Staniforth[55]
在半柔性喷管基础上设计
的俯仰模拟机构如图 7 所

示。从图中可见，支撑点
的减少有效地缩短了喷管

图8

长度，使姿态模拟设计成
为可能。但支撑点减少
后，为确保在适当的型面

图7

基于单支点的姿态
模拟喷管

3.2

基于非对称机械臂的气动布局

通过综合集成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随着 CFD 技术、智能技术等的不断发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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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ates W R，Edwards Z B . The aeropropulsion systems test facility

智能射流试验研究将成为

（ASTF）[R]. AIAA-1977-913.

喷管发展的主要方向。结

[5] Smith C，Bergmann J，Riddle T. Current airframe propulsion integra⁃

构将与气动、传感器、调节

tion testing techniques at AEDC[R]. AIAA- 2004-6819.

控制、流场显示、虚拟试验
等深度融合：如高气动性
能、低能耗的半自由射流
喷管

[67-68]

[6] Smith，Robert E . Marrying airframes and engines in ground test facili⁃
shock 1

shock 2

shock 3

649-679.

gine test capability[R]. AIAA-1993-2179.

实现喷管射流流场动态特
expansion 1

probe

所示；为实现对关键指标 图 9 带姿态模拟超声速喷管
舱压的动态变化过程监

流场试验

测，基于 Matlab /Simulink[73] 、CFD 计算[74] 等对超声速

自由射流试验系统的喷管建模，将仿真结果与试验结
果对比分析。综合利用地面试验和气动模型、
仿真分
析等方法，
创造可供技术验证、
状态管理和辅助决策的
喷管智能管控系统，
逐步实现自由射流试验的自动化、
交互化和智能化。

4

ties：an evolutionary revolution[J]. Journal of Aircraft，1996，33（4）：

[7] Beale D，Kelly P，Lacasse J. Subscale validation of a freejet inlet-en⁃

；借 助 智 能 纹 影

征的实时监测[69-72]，如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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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本文对自由射流喷管发展历程、分类、技术内涵

以及研究进展进行了分析与综述，针对喷管技术在以
下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1）更合理的型面调节方式。如气动型面与薄板
形变之间的耦合问题、气动负荷下的型面线性与非线
性控制及如何更加精确、
稳定地控制试验状态参数等。
（2）高温模拟密封问题。随着组合动力、
高超声速
飞行器研制进展，
对高马赫数（Ma>3）自由射流模拟试
验的需求愈加迫切，喷管结构的高温高压问题也十分
突出，如型面运动的热效应-力载荷耦合特性、驱动控
制装置的重复性与冷却方案及间隙控制与密封策略。
（3）基于气动性能实现的智能辅助平台的开发及
系统集成。设计更加智能的喷管和射流试验控制系
统，如射流全流场参数在线辨识与实时显示、智能化
喷管状态控制与运动调节及虚拟现实交互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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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活塞发动机爆震抑制方法
孟现召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洛阳北郊机场，河南洛阳 471000）
摘要：某型航空活塞发动机在运行中多次发生爆震故障，已有研究认为该型发动机全油门燃油流量低于 64 L/h 是其爆震的主

要诱因，但实践中将该型发动机全油门燃油流量增大至 71.9 L/h 后仍然有爆震故障出现，表明该型发动机的爆震并非单一诱因。
为探索该型发动机爆震的可靠抑制方法，利用 EGView 软件分析典型故障例数据，查找可能的隐藏诱因并采用控制变量法进行实
践测试，结果表明：发动机巡航转速偏低是该型发动机爆震的另一重要诱因，并证实了全油门偏富油对该型发动机的大功率爆震

倾向具有抑制作用。根据实践测试结果提出控制该型发动机全油门燃油流量不低于 66 L/h 和发动机巡航转速不低于手册规定
2500～2525 r/min（推荐按上限设置）的解决方案，经 6 万余飞行小时的实践验证表明该型发动机的爆震故障已被可靠解决。
关键词：航空活塞发动机；爆震抑制；发动机巡航转速；全油门燃油流量；EGView 软件
中图分类号：V2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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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onation Restraining Method of Aero Piston Engine
MENG Xian-zhao
（Luoyang Beijiao Airport，Civil Aviation Flight University of China，Luoyang Henan 471000，China）
Abstract：Detonation faults had occurred many times in the operation of an aero piston engine. It had been considered that the main

cause of detonation was that the full throttle fuel flow of the engine was lower than 64 L/h. However，in practice，detonation faults still oc⁃
cured after the full throttle fuel flow of the engine was increased to 71.9 L/h，indicating that the detonation of the engine was not a single

caus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iable detonation restraining method of the engine，the typical fault case data were analyzed by EGView soft⁃
ware，the possible hidden causes were found and the practical test was carried out by control variable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w
engine cruise rotation speed is another important inducement of detonation，and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rich fuel at full throttle can obvi-

ously restrain the tendency of high-power detonation of the engine.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test results，a solution is proposed to control

the full throttle fuel flow of the engine not less than 66 L/h and the engine cruise rotational speed not less than 2500~2525 r/min（recom⁃
mended to be set according to the upper limit）specified in the manual. The practical verification of more than 60，000 flight hours shows
that the engine detonation fault has been reliably solved.

Key words：aero piston engine；detonation restraining；engine cruise rotational speed；full throttle fuel flow rate；EGView software

0

引言
某型活塞式教练机多次在全油门起飞爬升过程

中发生发动机爆震，典型故障现象表现为发动机某缸

波震碎排出气缸。拆下气缸进一步检查，在某些故障
例中还可发现有活塞边缘掉块、活塞环断裂等硬件损
伤，给飞行安全带来较大影响。
除一些专为利用爆震波产生推力而设计的新概

气缸头温度（Cylinder Head Temperature，CHT）突然快

念发动机外[1-2]，在传统设计的活塞发动机上爆震是

速升高并伴随发动机抖动。飞机尽快落地后拆下故

一种可造成明显硬件损伤的非正常燃烧。在专业领

障气缸的火花塞，一般可发现火花塞中央电极陶瓷绝

域内关于爆震机理及其控制方法已有较多研究。金

缘体轴向贯穿性开裂，用内窥镜检查气缸内部可发现

露平等[3]、黄乙武[4] 及 JOHN[5] 综述了汽油发动机爆震

气缸内非常清洁，常规可见的气缸内沉积物已被爆震

的影响因素，包括点火角、压缩比、空燃比、燃料抗爆

收稿日期：2020-05-28
基金项目：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科学研究基金（CJ2018-04）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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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孟现召 . 航空活塞发动机爆震抑制方法[J]. 航空发动机，2022，48（2）：70-75. MENG Xianzhao. Detonation restraining method of aero piston
engine[J]. Aeroengine，2022，48（2）：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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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冷却等；黄乙武[4] 还论述了汽油爆震和抗爆机

步 减 小 全 油 门 燃 油 流 量 获 取 爆 震 阈 值 ；否 则 用

理；JOHN 还指出在大功率、小空速和较贫油混合气

EGview 软件解析故障例 FDR 文件，查找隐藏在大功

识 的 增 强 ，研 究 重 点 开 始 向 效 率 方 向 倾 斜 。 高 青

续在试验机平台上测试验证。

[5]

组合因素下易发生发动机爆震。近年来，随着环保意
[6]

[7]

等 、刘娜等 指出发动机处于爆震燃烧边界时作功
能力最强，并且研究了使发动机尽量处于轻微爆震边

率偏贫油背后的致爆因素，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并继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界的方法，这些方法均基于爆震传感器捕获爆震信号

试验机在完成参数设置后即投入正常的飞行训

后对点火角进行微调。作为传统设计的航空活塞发

练。在测试中再次出现故障例，表明该型发动机的爆

[8]

动机，为确保可靠性应远离爆震边界 ，且该型发动

震并非大功率偏贫油这一单一诱因，控制变量法令背

机上没有安装爆震传感器，点火角在地面维修设置

后隐藏诱因得以浮现。

后，运行中不能自行调整[9]。该型发动机的爆震故障

2.1

均出现在全油门起飞爬升阶段，且故障例中全油门燃
油流量均在 64 L/h 附近或以下，前期研究认为发动机
[10]

大功率状态下缸内混合气偏贫油 。

本文在某型教练机真机上对前期研究结论的可
靠性进行实践环境测试验证，为解决发动机爆震故障

分 析 试 验 中 首 次 出 现 的 目 标 故 障 例 的 FDR 数

据，飞机气压高度 Hp.alt（青色单线）、各缸 CHT（量参数

记为 tchs，较松散多色线簇，每色代表 1 个单缸）、排气

温度（Exhaust Gas Temperature，EGT，量参数记为 tegs，
较紧凑多色线簇，每色代表 1 个单缸，颜色同 tchs）、发
动机转速 Nrpm（蓝色单线）、进气压力 pma（咖色单线）和

提供数据支撑。

燃油体积流量 q（红色单线）
等参数的变化过程如图
ff

结论[10]，为远离爆震边界、可靠解决爆震故障，拟将全

760

油门燃油流量调整至上限的 71.9 L/h 进行真实运行

环境中的测试。试验中以获取在消除发动机大功率
偏贫油因素基础上的 CHT 异常升高或爆震故障例为

目标，以确定该型发动机的爆震是大功率偏贫油单一
诱因还是多种诱因的组合。
该型发动机的翻修周期为 2000 飞行小时[9]，以发

动机余寿大于 1000 飞行小时为筛选条件，在该型教
练机机队中随机选取 4 架飞机作为试验验证用机，试

验机除增大全油门燃油流量至上限外其它参数包括
运行方式等均不作改变。
该型教练机上安装有飞行数据记录器（Flight Da⁃

ta Recorder，FDR）系统，能够将飞行中相关参数的即
时值实时记录在其数据文件中

[11-12]

，事后通过专用的

EGView 软件解析数据文件即可将所记录参数的连续
[13]

变化过程以曲线形式呈现 ，为分析故障提供很大便

利。在测试中若所有试验机均在发动机翻修窗口前
的测试实践中无故障例出现，则表明该型发动机的爆
震为大功率偏贫油单一诱因，可结合前期研究结论逐

232

816

204
177

704

149

tegs /℃

和前期关于全油门燃油流量应不小于 64 L/h 的研究

260

649

121

593

93

538
482

406
339
271

66
00:20:00 00:24:00 00:28:00
Duration/h:min:s

图1

38

203
135
68
0

454
379
303

9000

2743

7000

2134

8000
6000

227
151
76
0

2438

5000

1829

4000
3000
2000
1000
0

1524

Hp.alt/m

871

Nrpm（
/ r/min）

册中给出的全油门燃油流量范围 60.6～71.9 L/h [11]，

qff （
/ L/h）

试验采用控制变量法。基于该型教练机维修手

1 所示。

pma /kPa

试验方法

tchs /℃

1

在测试试验中典型故障例 FDR 数据分析

1219
914
610
305
0

测试试验中故障例的爬升阶段 FDR 曲线

图中横坐标以“h：min：s”独立计时，示出了本次

机载 FDR 系统启动后的持续时间，纵坐标已按量单
位对 EGView 原始界面数据进行了转换。

从图中可见，CHT 异常出现在 1 号和 3 号气缸，图

中标示了 1 号缸 CHT 曲线 tch1（紫色线）和 3 号缸 CHT
曲线 tch3（灰色线）。该型发动机冬季为保持温度加装
了限制散热空气流量的挡板，因散热原因在持续大功
率下 1 号缸 CHT 升高较快，统计显示此为机群共性。
为分析 3 号缸 CHT 异常的原因，图中又示出了 3 号缸

EGT 曲线 teg3（灰色线，颜色同 tch3）。为便于描述各参

数的变化过程，图中标示了 A1～F1 6 个特征点和对应
的取值纵标线（浅灰色细竖线）。

72

在 EGView 软件界面上截取飞机起飞离地点的即

时数据，显示发动机燃油流量为 71.9 L/h，符合预设

值；在起飞后爬升过程中 tch1 在 A1 位置达到 216.7 ℃，
超 过 了 该 型 发 动 机 CHT 警 戒 阈 值 215.6 ℃ ，激 发 告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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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飞行员收油门改平飞对发动机降温；待温度降

低后略推油门继续爬升；10 s 后 tch3 在 B1 位置升高率

明显变大并伴随 teg3 快速降低；在 C1 位置推油门至最
大，tch3 继续升高并在 203.9 ℃时趋稳呈平台走势，且

在此期间 teg3 与其他各缸 EGT 走势一致，而 tch1 则持续
升高于 D1 位置达到 216.1 ℃，再次激发告警，飞行员

再次收油门改平飞降温，tch1 见顶回落而 tch3 却打破平

台期开始快速升高，teg3 升高较其他各缸迟缓并出现
峰值位置的波动；之后 tch3 在 E1 位置达到 218.9 ℃激发
告警，继续收油门后各缸 CHT、EGT 均同步降低；之后

在 F1 位置推全油门继续爬升，tch1 很快探底回升，tch3 则
继续降低趋稳。
文献[5]指出早燃和爆震互为诱因，且早燃中伴
随 CHT 突升 EGT 降低，爆震中伴随 CHT 升高 EGT 在
峰值降低或呈平坦峰值。图 1 中 3 号缸在 B1～C1 期间

随 tch3 突然大幅升高 teg3 缓慢降低符合早燃特征，D1～

E1 期间 tch3 大幅升高 teg3 缓慢升高至峰值出现高位降低
波动符合爆震特征；A1 之前全油门期间 tch3 正常、C1～

D1 全油门期间 tch3 进入稳定平台期且 teg3 与其它各缸变
化趋势相同、在 F1 位置推全油门后 tch3 降低并稳定，均

表明全油门期间早燃/爆震趋势被抑制。为进一步确
认该结论，继续分析该机巡航期间 tch1 和 tch3 的变化趋
势，如图 2 所示。

121

593

93

538

66
00:30:00

图2

00:40:00
00:50:00
Duration/h:min:s

始分离，tch3 以较大速率升高同时 teg3 快速降低，表明 3
号缸出现了早燃；在 C2 位置收油门，tch3 升高速率不减

且 teg3 转为缓慢升高，表明 3 号缸早燃诱发了轻微爆

震；在 D2 位置 tch3 达到 224.4 ℃激发告警，收油门后 tch1
和 tch3 均降低；在 E2 位置前加油门各缸 CHT、EGT 同步

升高，至 E2 位置各缸 CHT、EGT 进入平台期，tch3 在平
台期持续 93 s 后开始以较大速率升高并伴随 teg3 缓慢

降低，表明 3 号缸出现了早燃；在 F2 位置推油门至最
大，各缸 EGT 同步降低，tch3 在 26 s 后达到阶段极大值
209.4 ℃后自行回落，表明早燃被抑制，而 tch1 则持续

快速升高于 86 s 后达到 194.4 ℃，随飞行员主动收油
门而见顶回落。

由以上分析可知，图 1 中非全油门的 B1、D1 点参

数对 3 号缸 CHT 异常有诱发作用，更低功率的 E1 和全

油门的 C1、F1 点则有抑制作用；图 2 中诱发点在非全
油门的 B2、C2、E2，抑制点在更低功率的 D2 和全油门的
F2。将各特征点发动机转速 Nrpm、进气压力 pma 和燃油

流量 qff 即时数据及对 3 号缸 CHT 的作用汇总，见表 1。
表1
特征点 位置/h:min:s
A1

B1
C1

D1
E1

38

203
135
68
0

303
227
151
76
0

7000

2134

8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A2

2438

B2

1829

D2

1524

Hp.alt/m

tchs /℃

tegs /℃

149

649

482

271

379

2743

Nrpm（
/ r/min）

177

704

339

454

9000

qff （
/ L/h）

204

760

406

pma /kPa

232

816

各缸 CHT 探底回升。B2 位置推油门 tch1 和 tch3 曲线开

F1
260

871

油门各缸 CHT 降低，tch1 和 tch3 曲线重合，后小幅加油门

1219
914
610
305
0

在测试试验中 CHT 异常升高巡航阶段的 FDR 曲线

图 2 为图 1 曲线的延续，示出了该机爬升改平飞

后巡航阶段的部分数据曲线，A2～F2 为 6 个特征点。
飞机在 A2 位置收油门改平飞进入巡航状态，tch1 和 tch3
均降低，tch1 达到阶段极大值 207.2 ℃，之后随连续收

C2
E2
F2

00：22：26
00：23：11
00：24：51
00：26：38
00：27：42
00：28：30
00：31：08
00：35：05
00：36：14
00：38：15
00：45：28
00：52：28

故障例各特征点数据
Nrpm（
/ r/min）

pma/kPa

qff（
/ L/h）

作用

2452

88.4

55.6

诱发点

45.1

诱发点

59.1

抑制点

45.4

诱发点

39.0

抑制点

56.4

抑制点

2642
2643
2492
2428
2650
2513
2485
2459
2465
2494
2626

90.1
85.3
72.5
60.6
80.3
72.1
71.1
66.0
59.6
65.0
75.2

64.0
61.7

抑制点

39.7

抑制点

47.3
41.3

诱发点

41.3

诱发点

结合分析过程对比表 1 中各特征点的数据，基本

的规律表现为发动机转速在 2452～2494 r/min 期间

对早燃/爆震有诱发作用，在 2428 r/min 以下和全油门

状态对早燃/爆震有抑制作用；在 D1 位置由全油门状
态收小油门后激发 3 号缸爆震并至 E1 位置再次收小

油门爆震被抑制，验证了减小发动机功率能够抑制爆
震的前期研究结论[10]，也表明在 D1 位置存在致爆因

素；在 F2 位置推全油门后早燃被自行抑制表明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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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对早燃/爆震具有抑制作用；特别地对诱发点 B1 和

大转速差为 2800 - 2500 = 300 r/ min ，占出厂额定大

动机转速 Nrpm、进气压力 pma 和燃油流量 qff 数据，可发

压力”趋势明显。

抑制点 D2 所表现出的转速规律反转现象，综合其发

车转速的 10.7%，带来的大功率下的“小转速大进气

现诱发点 B1 的“小转速大功率”特征较为明显。

如果运行实践中巡航转速实际设置值偏小，将进

转速大进气压力”状态。
2.2

存在“小转速大进气压力”状态的原因

巡航转速实际设置值测试
为进一步探究该机巡航转速实际设置值是否偏

小，对该机进行地面试车测试，如图 4 所示。
203

该 型 教 练 机 采 用 恒 速 变 距 螺 旋 桨 ，并 采 用“ 油

169

门-变距联动”装置将螺旋桨调速器的操纵集成在油

135
102

门杆上。其发动机在油门-变距联动下的转速-进气
压力地面试车曲线如图 3 所示。

68

2800

d

b

2400

34

e
00:07:00

c

Nrpm（
/ r/min）

2000
1600

图4

1200
800
400
0

00:07:20
00:07:40
Duration/h:min:s

0

3500

189

3000
2500

151

2000

114
76

1500
1000

38

500

0

0

在地面试车状态下发动机巡航转速测试

为曲线细节清晰，图 4 仅示出了发动机转速 Nrpm、

进气压力 pma 和燃油流量 qff 3 个参数在巡航转速平台

a
47

00:08:00

227

Nrpm（
/ r/min）

1 显示各诱发点数据均指向能够诱发早燃/爆震的“小

2.3

qff （
/ L/h）

进气压力提高而增强，随发动机转速提高而减弱。表

一步加剧“小转速大进气压力”的趋势。

pma /kPa

文献[4]指出，在发动机操作因素中爆震倾向随

54

61

68

75

81

88

95

段附近的数据变化。从图中可见，随推油门 Nrpm、pma

102

油门-变距联动下的转速-进气压力地面试车曲线

和 qff 3 个参数同步上升，Nrpm 在 A3 位置见顶回落和 B3

图中 ab 段螺旋桨工作于定距变速状态，发动机

下位点 b，转速波动源自于调速器超调和螺旋桨变距

转速随油门位置而改变 ；bc 段为 2500～2525 r/min

系统响应迟滞，后继续推油门 pma、qff 同步增加但 Nrpm

图3

pma/kPa

[8]

[11]

的发动机“巡航转速”平台段 ，螺旋桨工作于恒速变
[8]

距状态，发动机转速与油门位置无关 ；e 为全油门位
置点。
作为对比，图 3 中 abde 段示出了传统的有变距杆

恒速变距螺旋桨机型上发动机转速的变化过程。在

这种机型上，地面试车中变距杆置于最前位、螺旋桨
工作在最小距的定距变速状态[8]，随前推油门杆进气
压力提高发动机转速从慢车（即怠速状态）沿曲线 ab
至 d 达到设定的大车（全油门状态）转速阈值，螺旋桨
开始进入恒速变距状态，此后继续提高进气压力至 e

位置探底回升表明发动机转速到达巡航转速平台段

稳定不变，表明螺旋桨进入恒速变距状态；至 C3 位置

后 3 个参数开始同步上升表明已越过巡航转速平台
段上位点 c；在 D3 位置之后 3 个参数稳定不变表明油
门杆已推至全油门位。将 A3～D3 各特征点即时数据
汇总，见表 2。
表2

特征点 位置/h:min:s Nrpm（
/ r/min） pma/kPa
A3

00：07：23

2494

91.8

C3

00：07：30

2468

98.9

B3
D3

点到达全油门期间发动机转速均不变。
可见，与传统的有变距杆的恒速变距螺旋桨机型
相比，
在该型教练机上发动机
“巡航转速”
平台段设计带
来的最大影响在于发动机工作在 c 点时具有最大的
“小
转速大进气压力”
趋势。值得注意的是，
该型教练机的
发动机在原始出厂时额定大车转速为 2800 r/min ，相
[9]

对于原始出厂状态在巡航转速平台段上位点 c 时最

发动机地面试车各特征点数据

00：07：25
00：07：34

2436
2638

95.5
99.6

qff（
/ L/h）

状态

57.2

超调上限

65.9

平台段

59.1

超调下限

71.9

全油门

A3、B3 位 置 对 应 的 Nrpm 波 动 上 、下 限 的 均 值 为
2494 + 2436
= 2465 r/ min 与 C3 位置即时值 2468 r/min
，
2

较接近，基本可认为巡航转速设置值为 2468 r/min，小

于该型教练机维护手册中规定的 2500～2525 r/min
的巡航转速范围[11]，表明存在加剧巡航转速平台段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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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转速大进气压力”趋势的因素。
2.4

巡航转速平台段对燃/爆震诱发速率的影响

第 2.1 节 FDR 数据分析过程显示，表 1 中各诱发

点从数据建立至早燃/爆震出现所经历的时间（以下

称诱发时长）不等。对自然吸气式活塞发动机而言，
随飞行高度增加，相同的发动机转速和节气门开度对
[8]

应的进气压力降低 。为讨论巡航转速平台段对燃/
爆震诱发速率的影响，统计各诱发点对应的飞机气压
高度 Hp.alt、诱发时长及诱发前后 3 号缸状态，见表 3。
表3

各诱发点数据建立前后 3 号缸状态及诱发时长

诱发点

数据建立前

数据建立后

诱发时长/s

B1

正常

早燃

早燃趋稳

爆震

10

正常

早燃

早燃

爆震

正常

早燃

D1
B2
C2
E2

Hp.alt/m

0
0
0

93

1091
1828
2462
2474
2471

结合已测定出的该机巡航转速实际设置值 2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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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规定范围内（2500～2525 r/min，典型设置值 2520 r/
min），将 4 架试验机的全油门燃油流量向下调整为
68 L/h 继续实践验证。

此后至试验机相继达到发动机翻修时间窗口，4

架试验机总计完成了 5000 余飞行小时的实践测试，
无一例早燃/爆震故障出现，
表明全油门燃油流量为 68
L/h、发动机巡航转速为 2520 r/min 的组合方案有效。

同时在测试过程中其它非试验机保持原有的

64～66 L/h 的全油门燃油流量在总计 4 万余飞行小时

的运行中出现 1 例早燃/爆震故障，此故障例的 FDR

数据显示，其全油门燃油流量为 63.6 L/h，小于 64 L/h
的 前 期 研 究 结 论 ，且 在 爆 震 发 生 后 1 次 收 油 门 至
2505 r/min 即有效抑制了爆震的持续，与之前故障例

中需大幅度或多次收油门至远低于巡航转速以下才
能抑制爆震[10，16]形成明显对比，表明提高发动机巡航
转速缓解“小转速大进气压力”趋势的方向是正确的。
综合以上多种支撑数据，为远离爆震边界、可靠

r/min 及表 1、3 中的数据可知，D1、B2、E2 点处于图 3 中

解决该型发动机的早燃/爆震故障，修改解决方案全

疑，并可判断出这 3 个位置点的节气门开度 B2>D1>

2500~2525 r/min（推荐按上限）做机队推广，又经 6 万

巡航转速平台段上位点 c 与全油门位置点 e 之间无
E2；根据 B1、C2 点参数及图 1、2 曲线图综合分析，B1 点

节气门开度应大于 D1、C2 点节气门开度，应基本与 E2
的相等；而 B1、C2 点发动机转速略低于 2468 r/min，应

与螺旋桨变距系统超调带来的转速波动有关。结合
各诱发点发动机转速即时值可知，
“ 小转速大进气压
力”趋势为 B1>D1≈B2>C2>E2，与表 3 中各点诱发早燃/
爆震所经历的时长相符，表明早燃/爆震的诱发速率

与发动机所处的“小转速大进气压力”趋势大小有关。
2.5

解决发动机爆震故障的可行方案及验证
前期研究显示，在该型教练机上全油门燃油流量

低于 64 L/h 时爆震发生几率增加[10]，文献[14-15]指
出，提高缸内混合气浓度可降低早燃发生频率，本次

试验也证实将全油门燃油流量设置在上限时对早燃/
爆震具有抑制作用。本次试验表明，在该型教练机全
油门起飞过程中多发的爆震故障除全油门燃油流量
偏低因素外，还与发动机巡航转速实际设置值偏低有
关，而且直接相关于发动机所处的“小转速大进气压
力”趋势大小。控制变量的测试方法使故障诱因确
定、解决方向明确。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探索该型
发动机上早燃/爆震的全油门燃油流量阈值，仍以控
制变量法为指导，将全机队发动机巡航转速调整至手

油门燃油流量为 66 L/h、发动机巡航转速按手册为
余飞行小时的机队运行实践验证表明故障可靠解决。

3

结论
（1）该型教练机多发的爆震故障与全油门燃油流

量偏小和发动机巡航转速设置偏低双重因素有关；
（2）推荐按手册上限阈值设置发动机巡航转速并
使全油门燃油流量不低于 66 L/h，能够可靠降低该型
发动机的早燃/爆震故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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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升燃烧室流动与贫油熄火过程的影响规律
陈

坚 1，李建中 2，胡

阁 2，陈霖周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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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贵州理工学院 航空航天工程学院，贵阳 550003；2. 江苏省航空动力系统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16）
摘要：为了研究高温升燃烧室在冷态和燃烧状态下的流动差异及其对贫油熄火过程的影响规律，采用粒子图像测速法（PIV）
和高速相机对 2 种状态下流场结构及贫油熄火过程进行测量。结果表明：主燃孔和掺混孔射流与头部旋流存在相互作用，使得燃
烧室流动处于自模化状态，其流场结构不随压损的改变而变化，但速度值随着压损的增大而提高；当量比的变化不会影响在燃烧

状态下的流场结构，但影响速度值，且燃油喷射对头部流场存在一定影响；在冷态和燃烧状态下流场结构的差异最主要体现在局
部回流区和气流速度上，燃烧状态下的轴向正速度约为冷态时的 5~7 倍，径向速度约为 10 倍；气流的流动方式对贫油熄火过程影
响显著，在局部漩涡和垂直气流作用的区域火焰首先熄灭。

关键词：高温升燃烧室；流动特征；贫油熄火；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2.011

Influence of Flow and Lean Blowout Process in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
CHEN Jian1，LI Jian-zhong2，HU Ge2，CHEN Lin zhou-ting1
（1. Schoo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Gui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Guiyang 550003，China；2. Jiang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Aerospace Power System，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flow difference and its influence on lean blowout process in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 under

non-reactive and reactive states，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PIV）and high-speed camera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flow field structure

and lean blowout process under non-reactive and reactive stat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jets of primary and dilu⁃
tion holes and the swirl of dome makes the combustor flow in a self modeling state. The flow field structure does not change with the change
of pressure loss，but the velocity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pressure loss. The change of equivalence ratio does not affect the flow field

in reactive state，but affect the velocity value，and the fuel injection has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flow field in the dome. The difference of

flow field between non-reactive and reactive state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ocal recirculation zones and velocity. The axial positive ve⁃
locity in reactive states is about 5～7 times that in non-reactive states and the radial velocity is about 10 times. The flow patterns of airflow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lean blowout process，and the flame is extinguished firstly under the action of vortex and vertical flow.
Key words：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flow characteristics；lean blowout；aeroengine

0

尽管对高温升燃烧室在大状态下的油气比要求越来

引言
作为航空发动机 3 大核心部件之一的燃烧室，是

越高，但对其设计要求并没有降低：可靠的点火性能、
拓宽稳定工作范围、降低出口温度分布系数、提高燃

把燃料化学能转化为热能的热端部件，其性能直接反

烧室寿命、减少污染物排放。这些要求之间往往相互

映了航空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在航空技术发展过

矛盾，折中协调非常困难[7-8]。

程中备受关注，其性能也有了质的飞跃[1-3]。现今，各
类航空器为了追求更高的动力性能，对发动机推重比
的要求持续提高，燃烧室朝着高温升方向发展

[4-6]

。

贫油熄火被列为发动机的重要性能指标，其性能
优劣将直接影响发动机的可靠性和稳定工作范围。
由于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内的气流根据其流量分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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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由射流孔和头部旋流器进入，是包含旋流和横向射
流的复杂流动。旋流和射流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对燃

上主
燃孔
进气

旋流器

烧室的贫油熄火性能、稳定工作范围、出口温度分布

上掺
混孔
进气

距离调节块

及污染物排放等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9-10]。Muruga⁃
nandam 等[11-12] 对燃烧室的贫油熄火极限进行了试验

观察窗

头部进气

研究，当燃烧室在贫油熄火极限附近工作时，一些熄

火的先兆状况会反复出现，如果出现 OH 基团突然减

少，那么预示着即将熄火；Ateshkadi 等[13] 在对燃烧室
火焰稳定和贫油熄火极限的研究过程中发现，燃烧室

图1

主燃区的形状对贫油熄火极限起关键作用，并由此提
出了一种新的预测燃烧室贫油熄火极限的模型；
Richards 等[14-15]研究发现主燃孔的位置对燃烧过程至
关重要，并提出实现与主流最佳匹配主燃孔轴向位置
应位于燃烧室高度的 1/2 处；Gogineni 等[16]研究了不同
主燃孔位置及孔径对燃烧室主燃区特征的影响，获得

了主燃孔射流对燃烧室贫油熄火极限和污染物排放
[17]

下主
燃孔
离心喷嘴 进气

多孔板

下掺
混孔
进气

主燃孔
掺混孔

基于 RQL 燃烧技术的环形燃烧室结构

同理，气流在进入主燃孔和掺混孔前均需流经进气腔
体，进气腔体的长度为腔体水力直径的 10 倍，主燃孔

和掺混孔的开孔板厚 1 mm。主燃孔中心距离旋流器

出口 32.5 mm，掺混孔中心距离旋流器出口 63.5 mm。
为了便于试验中主燃孔和掺混孔的位置可调，在燃烧

室上、下壁面均采用多个距离调节块相互搭接的形式

的影响规律；王晓峰等 结合数值模拟和试验结果，

并与燃烧室进行密封。采用双级反旋的斜孔式旋流

获得了主燃孔位置变化对燃烧室流动和点熄火性能

器和离心喷嘴，喷雾锥角为 77°，喷口位于旋流器中

的影响规律；王成军等[18] 采用特征截面特征参数法，
对中心分级燃烧室贫油熄火极限进行了预测，并对熄
火过程中火焰结构变化的内因进行了分析。
本 文 将 富 油 燃 烧 - 淬 熄 - 贫 油 燃 烧（Rich-burn/

Quick-quench/Lean- burn,RQL）燃烧技术与高温升燃
烧室设计相结合，设计基于 RQL 的高温升燃烧室，并

以 RP-3 液态航空煤油为燃料，分别在冷态和燃烧状

态下，采用粒子图像测速法（Particle Image Velocime⁃
try，PIV）对燃烧室流场结构进行测量。另外，采用高
速摄影机对燃烧室的贫油熄火过程进行拍摄，并将熄

心，距离出口 19.8 mm。
1.2

试验系统

试验系统（如图 2 所示）主要包括：矩形燃烧室、

供气系统、供油系统、点火系统、高速相机、同步器、激

光发射器、示踪粒子发生器、控制系统及 2 维 PIV 等。
电脑
罗茨
风机

同步器
燃烧室

点火器
空压机

激光
发生器

油泵

火过程的火焰图像与燃烧状态的流场结构进行叠加，

油箱

分析流动与熄火过程的耦合特性。

1
1.1

燃烧室结构及试验系统
燃烧室结构
本文研究的燃烧室为基于 RQL 燃烧技术的环形

粒子
发生器

高速
相机

PIV 相机

电脑

流量计 阀门 压力表

图2

试验系统

燃烧室气流由 1 台罗茨风机供给，通过主气路后

燃烧室单个头部，如图 1 所示。

分为 5 路分别由头部和上、下主燃孔以及上、下掺混

100 和 65 mm 的矩形结构。为了便于对气动和结构

对总压进行测量。试验是以燃烧室头部进口总压作

将单头部扇形结构简化成长、宽、高分别为 300、

孔进入燃烧室，每条支路上均安装涡街流量计和阀门

参数的孤立研究，燃烧室不设置冷却结构，头部、主燃

为基准，上、下主燃孔和掺混孔的进口总压与头部保

孔 和 掺 混 孔 均 采 用 独 立 进 气 方 式 ，其 流 量 分 配 为

持一致。为了进行光学测量，在燃烧室侧壁面设置观

32%、22% 和 46%。为了保证头部进气的均匀性，头

部气流首先流经多孔板后，再由旋流器进入燃烧室。

察窗，其长和高分别为 150 和 65 mm，长度方向的起
点与旋流器出口平齐。为了便于燃烧室在 PIV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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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尾气的排出，设计了分支型排气段，激光由平行于

强化中心回流。在主燃孔射流交汇处下游上、下两

燃烧室通道的观察窗口射入，尾气则通过排气段侧开

侧，同样形成旋向相反的局部回流。局部回流区的形

的支管排出。

成强化了主燃孔气流与周围气流的动量和质量交换，

在 PIV 测量中，为了保证具有足够高的测量精

有利于淬熄区的快速混合。掺混孔射流深度同样达

度，必须确保示踪粒子在气流中具有很好的跟随性和

到燃烧室高度的一半，在射流交汇处上游的上、下两

分布的均匀性。在燃烧状态下的测量中，还需要保证

侧，形成旋向相反的局部回流。在富油区和淬熄区内

在高温下具有化学稳定性。Mgo 的熔点为 2852 ℃，具

发生器发出，喷注在进气总管内，喷注位置距离燃烧

室各进口均达到 3 m 以上，从而保证在试验过程中示

Y/mm

径为 10 μm 的 MgO 作为示踪粒子。示踪粒子由粒子

U/（m/s）

65.0

有较好的耐温性和跟随性，因此在测量中使用平均直

踪粒子的均匀性。试验采用的激光器为 Nd：YAG 双

32.5

0

脉冲激光器，单脉冲最大能量为 200 mJ，激光波长为

30
富油区

532 nm，最大工作频率为 15 Hz。数字相机为 Imperx

90

120
贫油区

150

（a）1% 压损

2048 像素，最小跨帧时间为 200 ns，最高拍摄频率为

65.0

Y/mm

20 Hz。同步控制器为 Micro Pulse 725 型，通过多个

器、数字相机和图像采集板，保证在严格同步的信号

60
淬熄区
X/mm

公 司 的 Bobcat B2041 型 ，最 大 分 辨 率 为 2048 像 素 ×

延时通道同时产生多个延时的触发信号来控制激光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U/（m/s）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32.5

基础上协调工作。在测量燃烧状态下的流场时，为了
减弱火焰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在相机镜头前安装机械

0

快门和滤光镜片。滤光镜片通光波长为 532 nm，带

30
富油区

时间间隔应小于预估时间[19]。在试验中参考最高速

65.0

Y/mm

els，放大倍数为 2.604 pixels/mm。另外，使用高速相

机拍摄燃烧室的熄火过程，焦距调节至燃烧室中心截

U/（m/s）

30
富油区

率为 1000 Hz，像素放大率为 16.74 pixels/mm。

60
淬熄区

90

120
贫油区

150

（c）3% 压损
65.0

Y/mm

在 Z=0 测量截面（子午面）上，燃烧室在不同压损
度线，即回流区边界。从图中可见，主燃孔射流深度

-6-5-4-3-2-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X/mm

试验结果及分析

下的冷态流场如图 3 所示。图中黑色实线代表零速

150

32.5

0

面，相机分辨率设置为 1280 pixels×1088 pixels 拍摄频

2

120
贫油区

（b）2% 压损

像 200 张。另外，为了尽量减小测量误差，PIV 的拍摄

5 μs。数据询问窗口的设置尺寸为 32 pixels×32 pix⁃

90
X/mm

宽为 1 nm；机械快门的最高工作频率为 2 Hz，拍摄图

度估算出时间间隔为 18 μs，设置的实际时间间隔为

60
淬熄区

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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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淬熄区

贫油区

32.5

达到燃烧室高度的一半，将中心回流区截断，并在主
燃孔射流交汇处下游形成低速尾迹区，尾迹区延伸到
掺混孔射流处截止。在射流交汇处上游的上、下两

0

30
富油区

120

X/mm

侧，形成旋向相反的局部回流。这说明主燃孔射流与
头部旋流存在相互作用，部分射流将进入头部富油区

90

（d）4% 压损
图3

燃烧室在不同压损下的冷态流场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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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局部回流虽然是成对出现的，但其位置和大小

内的速度分布，但是对沿程速度产生影响。增加燃烧

并不是严格对称的。这说明虽然射流孔的结构是对

室压损有利于增强富油区燃油掺混以及淬熄区内气

称的，但是单孔射流与头部旋流之间的作用力是有差

流的快速混合，从而强化富油区的燃烧性能和提高淬

异的。在下掺混孔后缘形成了低速尾迹区，而在上掺

熄区的快速混合效果。在 X=10 mm 处，轴向速度分

混孔处却没有出现。正因如此，贫油区内上、下两侧

布呈现类似“M”型分布，即中间范围为负向速度，两

的流动方向是不对称的，上掺混孔射流在一定程度上

侧为正向速度。通过两零速度点之间的高度计算其

主导了贫油区内的气流方向。另外，在不同压损下的

中心回流区高度约为 51 mm。径向速度则呈现上侧

中心回流区结构、局部回流区形成位置、射流孔射流
轨迹、尾迹区位置及结构基本保持一致。可以说明，
主燃孔和掺混孔射流与头部旋流相互作用，提高了燃

正向速度，下侧负向速度的双峰结构。在 X=25 mm
处，轴向速度在高度为 20~40 mm 时出现负向速度值
大幅度提高。结合流场图不难说明，主燃孔射流交汇

烧室内湍流强度，燃烧室的流动处于自模化状态（雷

处前缘形成的局部回流区能有效加强中心回流区内

诺数达到一定值后，雷诺数的改变几乎不影响流场性

局部的气流混合。因此，其径向速度在靠近燃烧室高

质），其流场结构与压损无关。

度的中心出现了明显的双峰分布。在 X=50 mm 处，

燃烧室在不同压损状态下，Z=0 截面上不同轴向

结合流场图发现，轴向速度在低速尾迹区出现明显的

位置的轴向速度和径向速度分布如图 4 所示。图中

负速度区域。同时，由于存在旋向相反的一对局部回

速度均进行归一化处理，其参照量为 4% 压损状态下

流区，因此径向速度在燃烧室高度两侧形成双峰的结

仅头部进气时的最大轴向和径向速度。从图中可见，

构特征，且上侧的速度峰值较高。说明上、下两侧的

在不同压损状态下，各轴向位置的速度分布趋势保持

局部回流区并不是严格对称的，上侧的局部回流具有

一致，即流场的结构特征不会改变，但速度随着压损

更高的回流强度。在 X=100 mm 处，轴向速度分布均

H/mm

的增加而提高。这说明压损的改变不会影响燃烧室
75
70
65
60
55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0.8

向速度的分布呈不均匀状态，整体来看下侧的速度值
Δp/pt3=1%

Δp/pt3=2%

Δp/pt3=3%

Δp/pt3=4%

H/mm

略高。说明贫油区的流动特征受掺混孔射流的影响
明显，从而影响燃烧室出口温度分布。
燃烧室在 1% 压损下的不同当量比燃烧状态下

的速度矢量和轴向速度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不同当量比状态下，燃烧室内的速度矢量方向、局部
X=25 mm

X=10 mm
0

0.8 -1.4

X=100 mm

X=50 mm

0

1.4-0.30
U/Umax

0 0.15 0

0.1 0.2 0.3

（a）轴向速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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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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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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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0.1 0.1 0.3 -0.10 0 0.05
-0.30
0 0.15-0.6 0
V/Vmax

（b）径向速度分布
图4

为正值，而径向速度分布均为负值，且轴向速度和径

燃烧室在 Z=0 截面上不同轴向位置的速度分布

回流区形成位置及旋向基本没有变化。说明在燃烧
状态下，当量比的变化不会改变燃烧状态下的流场结
构。另外，在燃烧状态下，由于液态燃料是以离散液
滴形式喷入燃烧室，部分示踪粒子会附着在液滴上。
同时，在旋流器出口附近，液滴的喷射速度较气流速
度高，较大尺寸的液滴由于惯性力大，穿透深度增加，
且与气流的跟随性变差。因此距旋流器出口较近的
轴向距离内，PIV 测量出的主要是液滴的运动轨迹。
但随着轴向距离的增大，燃油颗粒逐渐蒸发成燃油蒸
汽并与气流混合，PIV 相机才能准确捕捉到示踪粒
子，从而反映出流场的真实状态。与图 3 的冷态流场

对比可以明显发现，由于燃油从离心喷嘴喷出具有一
定的喷雾锥角，因此在旋流器出口没有表现为冷态时
的贴壁流动，而是表现为具有一定扩张角的高速流动
区域，且在该区域内具有较高的速度梯度。同时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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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压损，当量比为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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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b）1% 压损，当量比为 0.66

燃烧室在 1% 压损下的不同当量比燃烧状态下
的速度矢量和轴向速度

液滴相对气流具有更高的速度，因此在其迅速扩张以
及与气流的相互剪切作用下，在旋流器出口上、下两
侧的角落出现局部回流（角回流区），且 2 个角回流区

的旋向相反。说明燃油喷射与气流的相对运动对燃
[20]

6

9

（a）轴向速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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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径向速度分布
图6

燃烧室在冷态与燃烧状态下的流动速度分布

从图 6（a）的轴向速度分布曲线中可见 ，在富油
区和淬熄区内（X=10、
25、
50 mm），
虽然在燃烧状态下

烧室头部的流场结构造成影响 。另外，由于在燃烧

的轴向速度基本为正向速度分布，
且在相同轴向位置

状态下，一方面，燃烧室内的温度升高，气流密度减

处的正向速度平均值比冷态时的提高 5~7 倍，
但其分

小，使得燃烧室内气流的气动阻力减小，导致燃烧室

布曲线变化趋势与冷态时的几乎相同。说明虽然在

内的气流速度提高；另一方面，燃烧引起更大能量耗

富油区受燃油液滴的影响，
没有反映出中心回流的流

散，使得燃烧室内的正向速度梯度增大。因此，主燃

动特征，
但液滴的运动轨迹是由燃烧室的气流流动决

孔和掺混孔射流上游的局部回流区虽然存在，并与冷

定的，
即气流的流动特征决定了燃油的分布特征。富

态时的旋向相同。但回流区有所减小，尤其富油区内

油区内正向速度的提高，
有利于增强其剪切作用，
从

的局部回流（主燃孔射流上游）减小尤为明显；同时主

而强化富油区的燃烧性能。淬熄区内正向速度的提

燃孔射流下游的局部回流区消失。说明燃烧状态对

高，
有利于缩短其驻留时间，
从而有效抑制淬熄区内

燃烧室富油区和淬熄区内的流场结构具有一定影响；

热力型 NOx 的大量生成。另外 ，
在相同压损、不同当

同时淬熄区内的驻留时间将被缩短。在贫油区内，下

量状态下的轴向速度分布曲线基本重合。说明相比

掺混孔射流下游的局部回流区消失，整体上的流动方

于当量比的改变，
燃烧室压损的变化对轴向速度分布

向与冷态时的相同，但速度梯度明显增大，且随着当

中的速度影响更为明显。在贫油区（X=100 mm），
在

量比的增大，其速度梯度进一步增大。说明燃烧状态

燃烧状态和冷态下的轴向速度虽然均为正向速度分

对贫油区内的气流流动方向影响较小，但是高温导致

布，
但是在燃烧状态下的轴向速度明显提高，
且速度

速度及速度梯度的增大。

分布的不均匀性增大。同时在相同压损下，
随着当量

燃烧室在改变当量比条件下不同轴向位置的轴向

比的增大，
轴向速度提高。说明贫油区内的温度分布

速度和径向速度分布与冷态时的对比曲线如图6 所示。

不均匀导致轴向速度分布不均匀，
同时燃烧温度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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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加速了气流的流动。
从图 6（b）的径向速度分布曲线中可见 ，
在 X=10

后整个根部火焰熄灭，火焰快速缩小，燃烧室濒临熄
火（7~9）。

mm 位置处，
在燃烧状态下的径向速度分布趋势与冷
H/mm

态的相同，
均呈现上正下负的双峰结构，
但速度峰值
较冷态的提高约 10 倍，
且在相同压损、不同当量比状
态下的径向速度分布曲线基本重合。径向速度的提

H/mm

高，
促进了燃油液滴在燃烧室周向的掺混，
从而强化
了富油区的燃烧性能。在 X=25 mm 位置处 ，在冷态

H/mm

条件下的径向速度分布呈现类似连续正弦分布特征，
出现正负交替的 4 个峰值点。燃烧状态下的分布依
然为上正下负的双峰结构，
且速度峰值与冷态时的相
当。说明在此位置处，
燃油的蒸发基本完成，
可以反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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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映出燃烧室内真实的气流流动特征，
但在燃烧状态下

相比于富油区，
速度峰值点位置向燃烧室高度中心靠
近，
且速度峰值较冷态时的略微增大，
但冷态时的峰
值点位置更靠近燃烧室高度中心。结合轴向速度分
布可以说明，
此位置处的流动受掺混孔射流上游的局
部回流影响，
在燃烧状态下的局部回流区尺寸有所缩
小。在 X=100 mm 位置处，
虽然燃烧状态与冷态时整
体的径向速度方向一致，
但在燃烧状态下的径向速度
较冷态时的增大，
且分布的不均匀性增强。说明贫油
区内温度分布不均匀也将造成径向速度分布不均匀，
同时燃烧温度的提高将加速气流的流动。
由于燃烧室内存在不同的气流与火焰的耦合方
式，即平行气流、垂直气流和漩涡作用于火焰边界，这
都将对火焰的结构和发展造成巨大的影响[21]。因此
将燃烧状态下的流场与熄火过程耦合，研究气流对熄
火过程中火焰结构的变化规律。燃烧室在压损为 1%
状态下的贫油熄火过程与流场的相互关系如图 7 所

示。从图中可见，当供油开始减小时，火焰长度缩短，
且火焰前锋在主燃孔射流交汇处形成凹面（1~2），即
在局部漩涡的作用下，火焰前锋中间区域首先熄灭。
随着供油压力的继续降低，火焰的长度继续缩短，且
火焰前锋快速熄灭处均处在局部漩涡的作用下。同
时，火焰的高度减小，火焰边界由剪切层缩小至中心
低速区（3~5）。随后火焰在局部漩涡和垂直作用火
焰边界气流的作用下，中心区域熄灭，形成类似“C”
型结构（6）。当供油继续降低时，在垂直火焰边界气
流的作用下，旋流器根部中心区域火焰开始熄灭，随

0 15 30 45 60
X/mm

0 15 30 45 60
X/mm

燃烧室在压损为 1% 状态下的贫油熄火过程与
流场的相互关系

富油区内局部回流区尺寸缩小。在 X=50 mm 位置
处，
冷态与燃烧状态的径向速度分布趋势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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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压损的变化不会改变燃烧室流场结构，但随

着压损的增大，燃烧室内沿程速度分布值增大；
（2）燃烧状态对富油区和淬熄区内流动的影响最
主要体现在局部的回流区上，在燃烧状态下，局部回
流区缩小甚至消失；同时，燃油喷射影响旋流器出口
上、下两侧的流场结构；当量比的变化不会影响燃烧
状态下的流场结构，但影响速度值大小；
（3）除局部回流区外，在燃烧状态与冷态下的整
体速度分布趋势基本一致，但在燃烧状态下速度显著
提高，其中轴向的正向速度提高约 5~7 倍，径向速度

提高约 10 倍；同时在燃烧状态下温度分布的不均匀
性导致了速度分布的不均匀性；

（4）在贫油熄火过程中火焰结构的变化与气流流
动强烈耦合。当供油开始减小时，在局部漩涡的作用
下的火焰前锋处首先熄灭；随后火焰边界由剪切层缩
小至中心低速区，并在局部漩涡和垂直气流的作用下
熄灭；最后旋流器根部的火焰在垂直气流的作用下熄
灭，燃烧室濒临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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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中央传动失效故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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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某型航空发动机在使用时发生中央传动失效故障，故障首断件为中央传动从动锥齿轮，断口性质为高周疲劳。为剖析
齿轮啮合与故障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包含主、从动锥齿轮的有限元模型，采用准静态的方法将啮合过程分成 50 个加载步，分析啮

合过程中从动锥齿轮应力分布情况。结果表明：在啮合过程中从动锥齿轮最大应力位置不是裂纹起始部位。通过行波共振分析、
振动应力测试、加工缺陷影响分析及故障复现试验，确定故障发生的主要原因为从动锥齿轮 4 节径后行波共振和啮合状态较差，
而故障位置加工状态较差对故障的发生也起到促进作用。分析结果表明：齿轮节径型振动是航空发动机齿轮主要的破坏原因之

一，在工作转速范围内节径型前、后行波振动均有可能被激起；齿轮啮合状态异常会显著提高振动应力水平。采用调整齿数、齿
宽、辐板厚度等方式可将共振转速调出常用工作转速范围，避免齿轮发生振动疲劳破坏。
关键词：中央传动系统；锥齿轮；失效分析；节径振动；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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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 Analysis of Central Transmission System for an Aeroengine
YANG Chang-qi1,2，YU Duo-kui1，ZHANG Mao-qiang1,2，LI Zheng1，AN Zhong-yan1，TONG Wen-wei1
（1.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2. Liaoning Key Laboratory of Impact Dynamics on
Aero Engine, 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The central transmission failure of an aeroengine occured when it was in use. The first failure component was the slave bev⁃

el gear of the central transmission system，and the fracture property is high-cycle fatigue.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ar

meshing and fault，a finite element model including master and slave bevel gears was established. The meshing process was divided into 50
loading steps by quasi-static method，and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of slave bevel gear was analyzed in the meshing proces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maximum stress position of slave bevel gear is not the crack initiation position in the meshing process. Through traveling wave reso⁃
nance analysis，vibration stress test，machining defect influence analysis and fault recurrence test，it is determined that the main fault cause

of slave bevel gear is the Backward-traveling wave of 4th Diameter（4DR）Vibration and poor meshing state，and the poor machining state of

the fault location also promotes the occurrence of the fault.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ameter Vibration is one of the main fault causes of aero⁃
engine gears，the Forward-traveling and the Backward-traveling wave of Diameter Vibration in working speed range may be excited. The

abnormal meshing state of the gear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vibration stress level. The resonance speed can be adjusted out of the com⁃
mon working speed range by modifying the tooth number，tooth width，web thickness and so on，so as to avoid vibration failure damage of
the gear.

Key words：central transmission system；bevel gear；failure analysis；diameter vibration；aeroengine

引言

附件机匣 2 部分，中央传动装置与附件机匣通过中央

航空发动机附件传动系统功能多、集成化程度

接。安装在飞机附件机匣上的起动机将输出功率通

高、故障率高等特点已成为影响发动机可靠性的重要

过柔轴、发动机附件机匣、中央传动杆、中央传动齿轮

因素。某型发动机附件传动系统包括中央传动装置、

传递给发动机高压转子，使发动机起动；在发动机正

0

传动杆连接，附件机匣通过柔轴与飞机附件机匣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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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工作时，飞机和各附件通过飞机附件机匣、发动机
附件机匣及中央传动装置等一系列齿轮传动系统从
发动机高压转子提取功率保证正常工作。

动锥齿轮破裂成 4 个碎块，其中轮盘断裂成 3 块（编号
为 1、2、3）、齿轮轴 1 块。

随着航空发动机质量不断提高，附件传动系统齿
轮设计得越来越轻薄，其振动问题越来越突出[1]。在
中国航空发动机研制和使用过程中曾发生因齿轮行
波振动引起的疲劳破坏故障[2]。研究高速齿轮的振动
特性和减振、避振方法及测试技术，对于保证飞行器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3]。Jiang 等[4] 和 Lin
等[5] 研究了啮合刚度对齿轮系统振动的影响，得出了

（a）轮盘

啮合相位角对齿轮系统振动影响很大的结论；方宗德

图1

等[6-8] 建立了锥齿轮振动系统模型，掌握了锥齿轮传

[11]

故障从动锥齿轮宏观形貌

碎块 1、2 之间的径向断口宏观形貌如图 2 所示。

动系统振动响应和动态特性；田行斌等[9-10] 提出了基
于载荷增量法的锥齿轮啮合过程接触分析方法和锥

（b）齿轮轴

从图中可见明显的疲劳弧线特征，从疲劳弧线的方向

齿轮加工参数优化设计方法；李盛鹏等 研究了工作

判断，疲劳起源于小端面与齿凸面根部转接部位，断

转速和啮合扭矩引起的预应力对齿轮振动频率的影

口可见 20 多条疲劳弧线，从小端向大端穿透齿牙和

响；郭梅等

[12-13]

对附件机匣齿轮系统进行振动特性分

辐板，疲劳扩展充分。

析，发现因附件机匣为复杂的多部件组合弹性系统，
多频率、多啮合的激励导致系统的振动设计和共振特
性更为复杂，不易分析；欧阳旭靖等[14] 对齿轮系统进
行了共振分析，提出了基于应变能的危险齿轮确定方
法，大幅减少了设计时间；卢艳辉等[15] 采用有限元分
析和试验相结合的方法，验证了圆柱齿轮共振转速计
算与试验结果吻合性较好，得到齿轮振动频率受传递
扭矩的影响较小的结论；刘海鸥等[16]对弧齿锥齿轮进
行振动特性分析与试验，认为前、后行波均会激起齿
轮行波振动；江平等[17]详细研究了基于试验器的齿轮

（a）碎块 1 断口

动应力测量方法。

图2

（b）碎块 2 断口

碎块 1、2 之间的径向断口宏观图像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某型航空发动机
检查小端面其余齿槽与裂纹相同的位置，发现普

使用时发生的中央传动装置失效故障，开展了故障原
因及机理分析，并进行了故障复现。

1

故障现象描述

遍存在棱角、台阶、过渡不圆滑的现象，小端面齿槽宏
观放大形貌如图 3 所示。

在某型发动机使用时曾出现“振动大”和“降转”
告警信号，持续几秒后，发动机发出“滑油金属屑”告
警，随后高压转速信号降至 0。对故障发动机返厂分
解检查时发现，中央传动齿轮箱内的主、从动锥齿轮

500 μm

断裂。

2
2.1

（a）齿槽 1

失效分析
宏观检查

故障从动锥齿轮宏观形貌如图 1 所示。故障从

图3

2.2

（b）齿槽 2

小端面齿槽宏观放大形貌（50 倍）

微观检查

碎块 1、2 之间的径向断口微观形貌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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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疲劳起源于小端面与齿凸面根部转接圆
角处，呈点源起始；源区磨损，无法观察原始断裂形
貌；在疲劳扩展区可见细密的疲劳条带，整个断口为

的从动锥齿轮应力分析，计算结果见表 1；在离心力

作用下从动锥齿轮应力分布如图 6 所示；在 1 个啮合

周期内（3 个轮齿先后啮合，按啮合顺序定义为齿 1、
2、3）轮齿接触位置变化及应力分布如图 7 所示。在

高周疲劳特征。

离心力和啮合力组合作用下从动锥齿轮最大应力为
345.4 MPa，位于拆卸孔边 6 点钟方向，极限强度储备

为 3.83，满足设计要求。轮齿根部最大应力部位随啮

合关系发生变化，在啮合过程中的最大应力为 316.3
（a）碎块 1 断口（70 倍）
图4

（b）碎块 2 断口（69 倍）

MPa，距小端面轴向约 11.36 mm，不是发生故障的裂
纹起始位置。

碎块 1、2 之间的径向断口微观形貌

表1

从碎块 1、3 之间周向断口微观形貌可见放射棱

线和疲劳条带特征，应为碎块 1、2 之间径向疲劳断口

样可见疲劳特征，从拆卸孔边棱角起始，应为碎块 2
径向疲劳扩展所致，末端放大形貌为韧窝特征，瞬断

状态

啮合力
组合状态

储备

（离心+啮合）
n0.2
nb

孔（6 点钟）

故障部位

齿根最大应力部位

403

246

121

-57.6

60.8

195.3

3.44

3.33

345.4

306.8

3.83

4.32

3.05

316.3
4.19

注：n0.2 为屈服强度储备；nb 为极限强度储备。

方向为辐板到齿牙。
2.3

离心力
载荷

碎块 2、3 之间拆卸孔右侧斜向断口微观形貌同

周向应力/MPa

项目

转向形成的疲劳扩展。周向断口末端为撕裂棱形貌，
放大观察主要为韧窝形貌，为瞬时断裂。

从动锥齿轮应力计算结果及储备

裂纹扩展情况
根据上述失效分析检查结果可知，裂纹首先从小

端面向大端面扩展，然后同时沿轴向和径向扩展，穿
透齿牙和辐板，在辐板与轴转接圆角处沿周向向两侧
扩 展 ；在 碎 块 1 上 疲 劳 裂

-104.1 4.4 119.7 233.1 346.4 MPa

纹沿周向扩展后，转向沿

（a）周向应力
（b）径向应力
图 6 在离心力作用下齿轮应力分布

径 向 扩 展 ；在 碎 块 2 上 疲

啮合力、
啮合应力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分别如图 8、
9

劳 裂 纹 分 为 2 段 ，分 别 沿

径向向齿牙扩展和沿齿轮

位置/mm

瞬断方向
疲劳区

力不足发生瞬时破坏并断

瞬断区

图5

裂纹扩展情况

如图 5 所示。

故障锥齿轮强度、振动分析
根据齿轮设计要求、工作特点及破坏模式，对锥

1.627E+02

缺陷对比工作。
强度分析
从动锥齿轮的工作载荷主要包括离心力和啮合
力，分别开展离心力和啮合力单独作用及组合作用下

6.67E-03

1.3016E+02

5.00E-03

9.762E+01

3.33E-03

6.508E+01

1.67E-03

3.254E+01

0

0

接触位置

周向应力
（a）开始啮合
应力/MPa

位置/mm

1.00E-02

1.9524E+02

8.34E-03

11.36 mm

1.627E+02

6.67E-03

1.3016E+02

5.00E-03

9.762E+01

3.33E-03

小端

齿轮进行强度分析，并完成动应力测试与分析及表面
3.1

1.9524E+02

8.34E-03

到一定程度后，因承载能

3

应力/MPa

1.00E-02

轴周向扩展。当裂纹扩展

裂 为 4 块 ，裂 纹 扩 展 情 况

-112.9 -68.7 -24.6 19.5 63.7 MPa

6.508E+01

1.67E-03

3.254E+01

0

0

接触位置

周向应力
（b）单齿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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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应力/MPa

位置/mm

1.9524E+02

1.00E-02

1.627E+02

8.34E-03

阶次

1.3016E+02

6.67E-03

9.762E+01

5.00E-03

6.508E+01

3.33E-03

0

接触位置

周向应力

在啮合力作用下轮齿接触位置变化及齿根周向应力分布

1

3409

3366

3

4692

3621

4

6
齿1
齿2
齿3

2
5

图8
250

10

15

20

25 30
时间步

35

40

45

1 节径 1 节圆

7928

-1.5

7807

7964

-2.0

7940

8093

7

13145

2 节径
1 节圆
3 节径

-1.7

3 节径
3 节径
1扭
1弯

13145

13380

-1.8

4 节径

13145

13420

-2.1

4 节径

13390

-1.9

4 节径

注：误差=（（计算频率-试验频率）/计算频率）×100%
50

合成啮合力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析。考虑从动锥齿轮啮合频率（35E）的影响，行波共
振转速计算结果见表 3，坎贝尔图如图 11 所示。根据

分析结果，从动锥齿轮在转速为 14583 r/min 附近存

故障部位
齿根最大应力部位

200

1.3

7807

10698

7

振型

-1.2

6
7

4

误差/%

3663

7807

4
5

0

在 3 节径前行波共振、在转速为 20219 r/min 附近存在

150

4 节径后行波共振，且这 2 个振型的最大振动应力均

100

位于疲劳裂纹起始部位，如图 12 所示。

50

5

图9

10

15

20

25 30
时间步

35

40

45

啮合应力随时间的变化曲线（齿 2）

所示，
仿真啮合印痕与实际接触印痕对比如图 10 所示。
在 1 个啮合周期内单齿承载时间占 59％，双齿承载时
间占 41％，啮合印痕仿真结果与实际情况相近。

（a）仿真啮合印痕
图 10

表3

50

振型
1 节径
2 节径
3 节径
4 节径

（b）实际接触印痕

仿真啮合印痕与实际接触印痕对比

行波振动分析
计算了从动锥齿轮的固有频率，并与模态试验结

前行波
后行波
静频计算值
共振频率/
共振转速/
共振频率/
共振转速/
/Hz
Hz
（r/min）
Hz
（r/min）
3409

3509

6109

3314

5715

7807

8539

14583

7191

12415

3621
13145

差不超过 2.1%，见表 2。

3840
14841

14
4 节径
13
12
11
10
9
3 节径
8
7
6
5
2 节径
4
3
1 节径
2
1
0

果进行了对比，主要振型的频率计算与试验结果的误

从动锥齿轮行波共振转速计算结果

3941

图 11

6503

3425

25422

5912

11797

20219
20219 r/min

周向应力/MPa

模态试验

14583 r/min

合成啮合力/kN

8

0

理论计算

4

（c）退出啮合
图7

静频/Hz

f/kHz

0

从动锥齿轮固有频率计算及试验结果对比

2

3.254E+01

1.67E-03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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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E

11824
7883
n/（r/min）

15766

19707

从动锥齿轮坎贝尔图

在工作中锥齿轮啮合力产生轴向分量和周向分

量，容易发生齿轮共振，因齿轮自身旋转，在静坐标系
中旋转齿轮的振动体现为顺齿轮转向和反齿轮转向
旋转的前、后行波振动，故需开展锥齿轮行波振动分

3.3

振动应力测试结果及分析

在试验器上开展了 3 次从动锥齿轮振动应力测

试（贴片位置如图 13 所示），实测从动锥齿轮在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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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测试结果，第 2 次振动测量的振动应力值远

大于其余 2 次的，在试验后检查发现主动锥齿轮工作

面接触印痕偏出大端，啮合印痕较差（如图 15 所示），
说明啮合印痕异常会导致齿轮振动应力增大。

-1

0

MPa

0.029352 1690.27 3380.50 5070.74 6760.98

1

（a）3 节径振型

表4

故障部位振动应力及

动强度储备计算结果

（b）3 节径振动应力

测量 振动应力/ 动强度

振型

次序
1

3 节径

2

前行波

-1

0

1

4 节径

2

后行波

3

1.65439 2771.8656 5542.077 11082.5

1

（c）4 节径振型
图 12

MPa

3

（d）4 节径振动应力

从动锥齿轮振型及振动应力分布

3.4

MPa

储备

596

0.98

404

1.44

488

1.19

731
903
748

0.75
0.61

图 15

0.73

第 2 次振动测量试验

后主动锥齿轮的工作印痕

加工缺陷影响分析

从动锥齿轮设计图纸要求锐边倒圆(R=0.2 mm)，

为 14839～14977 r / min 时

但实际倒角形状与设计要求存在差异，如：从动锥齿

在转速为 20515～20692 r/

倒角位置存在“台阶”状接刀痕等，对比分析 4 种加工

存在 3 节径前行波共振，

轮小端锐边无倒圆、倒 0.2 斜角（C=0.2 mm×45°）以及

min 时 存 在 4 径 后 行 波 共

状态对故障部位应力的影响，如图 16 所示并见表 5。
从图表中可见，在倒圆（R=0.2mm）、无倒圆和倒 0.2 斜

振，锥齿轮应力瀑布图如

角 3 种加工状态下故障部位的应力水平相当，而倒角

图 14 所 示 。 综 合 考 虑 工

作温度、尺寸公差等因素，
在整机状态下 3 节径前行

图 13

应变片粘贴位置

波和 4 节径后行波共振转速的范围分别为 14599～

存在“台阶”状接刀痕时故障部位离心应力提高 60%
左右，振动应力提高 30% 左右，对高周疲劳寿命的影
响较大。

14938 r/min 和 20127～20489 r/min，与计算结果相当

600

且均在发动机工作转速范围内。根据振动应力测试

500
应力/MPa

结果，按照理论相对振动应力分布折算故障部位振动
应力并计算动强度储备，计算结果见表 4。从表中可

见，从动锥齿轮 4 节径后行波动强度储备不满足标准

15

/(r/min)

14

1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频率/kHz

图 14 从动锥齿轮应力瀑布图

11

主轴转速

13

300
200
100

要求。

应力/MPa
100
60
20

400

离心力（14589 r/min）
离心力（20219 r/min）
3 节径振动应力
4 节径振动应力

0

图 16

3.5

R=0.2 mm

无倒圆

C=0.2 mm

台阶

从动锥齿轮故障部位倒角加工状态对应力的影响

故障复现试验

为验证从动锥齿轮故障与 4 节径后行波共振、齿

轮啮合状态和齿槽小端面棱边加工状态的相关性，将

着色印痕调整到设计上限，在从动锥齿轮裂纹起始位
置预制台阶接刀痕，开展了故障复现试验。
采用噪声监控振动情况，从动锥齿轮在 4 节径后

行波共振转速下持续运行 10 min 后，发现共振特征消
失，试验器声音异常，并随即发出巨响。停车后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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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锐边

不同倒角下从动锥齿轮的应力分布

离心应力

尺寸

振动应力

振动应力

（3 节径共振转速） （3 节径前行波）

R=0.2 mm

142

185 320

258

148

352

节径前行波和 4 节径后行波共振，通过改进结构很难

将其全部调整出工作转速范围。因此提出将从动锥
齿轮辐板适当加厚且加严对公差的控制要求、将 4 节

径后行波共振转速调整到工作转速以外且具有足够

147

81

无倒圆

166

284

改进措施及验证
由于故障从动锥齿轮在工作转速内同时存在 3

（4 节径后行波）

135.6

7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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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振裕度、使 3 节径前行波共振转速避开发动机常

用工作转速的结构改进方案。经振动测量试验验证，
行波共振转速与计算值相当，改进措施有效。

C=0.2 mm

81

153
153

183

134

83

台阶

276

227

392

337

6

结束语
（1）出于减重考虑，通常航空发动机附件传动系

165

446

发现从动锥齿轮轮盘断裂为 2 块，且轮盘与轴断开，
如图 17 所示。从图中可见，从动锥齿轮试验件的裂

统采用薄辐板齿轮结构，锥齿轮在啮合力轴向分量的
作用下容易激起齿轮轮盘节径型振动，且前、后行波
均能够被激起，而齿轮轴弯曲、扭转和节圆等模态不
易被激起，故在航空发动机附件传动系统设计时，应
着重关注工作转速范围内锥齿轮的节径型振动；
（2）锥齿轮共振转速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吻合度

纹起始点位于齿槽小端面齿根圆角处，与故障发动机

较好，能够较准确地预测共振转速，在设计时可通过

从动锥齿轮裂纹起始点位置相同、故障模式相近。

调整齿数、齿宽、辐板厚度等方式将共振转速调出经
常停留的工作转速范围；
（3）齿轮啮合异常会带来振动应力突增，在设计
时应综合考虑载荷、机匣壳体刚度等因素，确保啮合

2 号接刀痕

印痕在合理的范围内，建议开展机匣壳体刚度试验和

1 号接刀痕

齿轮着色印痕试验加以验证。

裂纹起始源

参考文献：

3 号接刀痕

[1] 李文明 . 新机研制中整机振动及其限制值——实践与思考[J]. 航

（a）小端面
图 17

4

（b）大端面
从动锥齿轮试验件断裂形貌

故障机理分析
故障发动机飞行时在 4 节径后行波共振转速下

停留时间较长；从动锥齿轮故障位置表面加工状态较
差，导致构件的抗疲劳能力降低；锥齿轮啮合状态较

差时，在 4 节径后行波共振转速下的振动应力明显增
大。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从动锥齿轮在 4 节径后

行波共振转速下的动强度储备不满足设计要求，从而
在故障部位萌生裂纹，裂纹在后续工作中进一步扩展
直至发生断裂故障。

空发动机，2002,28（2）：22-26．

LI Wenming. Engine vibration and its limit in development of

new engine—practice and consideration[J]. Aeroengine，2002, 28

（2）：22-26.（in Chinese）

[2] 杨荣，常春江，魏文山，等 . 某型发动机附件机匣中心传动从动锥齿
轮断裂故障分析[J]. 航空发动机，1999，25（4）：31-38.

YANG Rong，CHANG Chunjiang，WEI Wenshan，et al. Failure

analysis of accessory gearbox’s bevel gear [J]. Aeroengine，1999，
25（4）：31-38.（in Chinese）

[3] 晏砺堂，朱梓根，李其汉，等 . 高速旋转机械振动[M]. 北京：国防工
业出版社，1994：87-88.

YAN Litang，ZHU Zigen，LI Qihan，et al. Vibration of high rotat⁃

ing speed machinery[M].Beijing：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1994：87-88.（in Chinese）

[4] Jiang H J， Shao Y M. Dynamic analysis of a multi-mesh gear

第2期

89

杨昌祺等：航空发动机中央传动失效故障分析

system with mesh stiffness variation [C]//Proceedings of the

the spiral bevel gear under prestress[J]. Journal of Aerospace

ences and Computers and Information in Engineering Conference.

[12] 郭梅，陈聪慧，王建军，等 . 发动机附件机匣结构系统振动特性[J].

[5] Lin J，Robert G P. Mesh stiffness variation instabilities in two-

GUO Mei，CHEN Conghui，WANG Jianjun，et al.Vibration charac⁃

ASME 2013 International Design Engineering Technical Confer⁃
Portland ：IDETC/CIE，2013：1-8.

stage gear systems[J]. Journal of Vibration and Acoustics，2001，
124（1）：68-76.

Power，2006，21（5） ：949-955.（in Chinese）
航空动力学报，2013，28（7）：1607-1612.

teristics of accessory gearbox structure system of engine[J].Jour⁃
nal of Aerospace Power，2013，28（7）：1607-1612.（in Chinese）

[6] 方宗德，高平，宋乐民 . 弧齿圆锥齿轮传动的振动分析[J]. 航空学

[13] 郭梅，邢彬，史妍妍 . 航空发动机附件机匣结构设计及齿轮强度分

FANG Zongde，GAO Ping，SONG Lemin. Vibration analysis in

GUO Mei，XING Bin，SHI Yanyan.Structural design and strength

报，1994，15（5）：576-581.

transmission of spiral bevel gears[J].Acta Aeronautica et Astronau⁃
tica Sinica，1994，15（5）：576-581.（in Chinese）

析[J]. 航空发动机，2012，38（3）：9-11.

analysis of accessory gearbox system for aeroengine[J]. Aeroen⁃
gine，2012，38（3）：9-11.（in Chinese）

[7] 方宗德，高平，高向群 . 直齿圆锥齿轮的振动分析[J]. 机械工程学

[14] 欧阳旭靖，郭梅，王建军 . 基于共振分析的发动机附件传动系统危

FANG Zongde，GAO Ping，GAO Xiangqun. Analysis of vibration

OUYANG Xujing，GUO Mei，WANG Jianjun.Determine the dan⁃

报，1994，30（3）：65-70.

in straight bevel gearing[J]. Chinese Journal of Mechanical Engi⁃
neering，1994，30（3）：65-70.（in Chinese）

险齿轮的确定[J]. 航空发动机，2016，42（1）：25-31.

gerous gear in accessory gear system of engine based on reso⁃
nance analysis[J].Aeroengine，2016，42（1）：25-31.（in Chinese）

[8] 方宗德，李建华，彭先龙，等 . 弧线齿面齿轮应力过程分析[J]. 航空

[15] 卢艳辉，梅庆，雷沫枝，等 . 航空发动机附件传动齿轮振动特性分

FANG Zongde，LI Jianhua，PENG Xianlong，et al. Analysis of

LU Yanhui，MEI Qing，LEI Mozhi，et al. The fem analysis and

动力学报，2012，27（12）：2815-2820.

stress process for face gear with accurate tooth pinion[J]. 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2012，27（12）：2815-2820.（in Chinese）

[9] 田行斌，方宗德 . 弧齿锥齿轮的有摩擦承载接触分析[J]. 西北工业
大学学报，2000，18（1）：19-22.

TIAN Xingbin，FANG Zongde. A new method for Loaded Tooth

Contact Analysis （LTCA） of spiral bevel gears with friction[J].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2000，18（1）：1922. （in Chinese）

析与试验研究[J]. 机械强度，2014，36（4）：499-503.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the vib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ero-

engine accessory gear[J].Journal of Mechanical Strength，2014，36

（4）：499-503.（in Chinese）

[16] 刘海鸥，刘兴星 . 弧齿锥齿轮动应力计算分析及测试研究[J]. 机械
传动，2017，41（9）：111-114.

LIU Haiou，LIU Xingxing. Numerical analysis and test research

of the dynamic stress of spiral bevel gear[J].Journal of Mechani⁃
cal Transmission，2017，41（9）：111-114.（in Chinese）

[10] 田行斌，方宗德 . 弧齿锥齿轮加工参数的全局优化设计[J]. 航空动

[17] 江平，李刚，陈青兰，等 . 航空发动机附件传动齿轮辐板动应力测

TIAN Xingbin，FANG Zongde. Overall optimization on machine -

JIANG Ping，LI Gang，CHEN Qinglan，et al. Dynamic strain

力学报，2000，15（1）：75-77.

tool settings of spiral bevel gears[J].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
2000，15（1）：75-77. （in Chinese）

[11] 李盛鹏，方宗德 . 预应力作用下弧齿锥齿轮的动频率计算[J]. 航空
动力学报，2006，21（5）：949-955.

LI Shengpeng，FANG Zongde. Dynamic frequency calculation of

试技术[J]. 航空动力学报，2016，31（10）：2536-2543.

monitoring technique for the rim of cylinder gear in the aero-

engine[J].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2016，31（10）：2536-2543.

（in Chinese）

（编辑：刘

静）

第 48 卷 第 2 期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2022 年 4 月

Vol. 48 No. 2
Apr. 2022

多工况下的发动机支架拓扑优化设计
谭

莉，程

博，贾

铎，高东武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综合考虑航空发动机支架的各性能指标，提高支架结构的设计质量并实现轻量化，进行了结构拓扑优化方法在发动
机附件支架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以某油滤支架为例，根据该油滤附件与其相邻结构的相对空间位置关系建立支架的初始模型，基
于 HyperWorks 软件平台，在工况分析及载荷简化的基础上，以总柔度为目标函数，采用加权折衷规划法建立了多工况下的支架结

构拓扑优化的数学模型，并对比了优化前后支架的应力、位移、固有频率和质量。结果表明：在静强度储备相当的基础上，优化后
支架质量减轻了 23％，结构刚度整体上提高了 30％以上，且第 1 阶固有频率提高了 62％，减轻支架质量的同时提高了结构性能，可
为发动机类似结构的优化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支架；轻量化；多工况；拓扑优化；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7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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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ology Optimization Design of an Aeroengine Bracket under Multiple Load Cases
TAN Li，CHENG Bo，JIA Duo，GAO Dong-wu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Structural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an aeroengine accessory bracket was researched in order to compromise between various

performance indexes and achieve high design quality and lightweight. Taking an oil filter bracket as an example，the initial bracket model
was firstly created according to the relative posi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il fiter and its adjacent structures. Then working condition
analysis and load simplification was carried out，and taking the total flexibility as the objective function，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structural topology optimization under multiple load cases was established by weighted compromise programming approach based on Hyper⁃
Works. The stress，displacement，frequency and mass of the optimized bracket were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bracket. The results show
that，on the basis of equivalent static strength reserve，the optimized bracket’s weight decreases by 23% and the overall structural stiffness
increases by more than 30%. In addition，the first-order natural frequency increases by 62%. It's indicated that the weight is reduced and
the structural performance is improved simultaneously after optimization. Some reference can be provided to optimize similar structures.
Key words：bracket；lightweight；multiple load cases；topology optimization；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附件支架作为附件安装的基础，其结

构设计需综合考虑安装空间、载荷形式、维护空间等，

前，支架结构的拓扑优化研究与应用主要在机械设
备[1-2]、汽车[3-5]、航天等领域[6]。邢向亮等[7]以结构柔度
最小化为目标，考虑体积约束和结构平衡，建立 2 种

发动机支架方案；陈敏等[8] 考虑最危险工况，对支架

应满足在发动机各种工作条件下自身的强度、寿命、

进行拓扑优化并确定了合理的设计方案；顾伟亮等[9]

可靠性、维修性等要求。由于受传统加工方法的限

以第 1 阶固有频率最大化为目标，以体积为约束，提

制，支架结构设计存在局限性，制约了结构效能的最
大化，难以满足未来对轻质、高效的先进结构的需求。
拓扑优化作为一种先进的优化方法，给结构设计带来
了很大的灵活性，在许多领域都有很好的应用。目

高了支架固有频率，为机械手的后续改进提供依据；
Chang 等[10] 对压缩机支架进行拓扑优化，在不增大应
力的前提下，减轻质量且提高第 1 阶固有频率；李林

等[11]以星敏感器安装点 RMS 值最小化为目标，以基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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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积分数为约束，进行了支架拓扑优化设计并验证
了方法的可行性。在航空领域，Tomlin 等[12] 在空客

2

油滤支架典型工况分析

A320 飞机铰链支架设计中采用拓扑优化，获得了性

能优、质量轻的新结构；Gulbahce 等[13]采用拓扑优化，

低。支架与机匣、油滤附件的装配关系以及安装空间

得到了应力与频率满足要求的质量更轻的喷气发动
机支架结构；Dubrovskaya 等[14] 将拓扑优化用于燃气

如图 1 所示。支架与油滤

附件间的接触问题为强非

涡轮发动机的铰链支架设计中，并对比了优化前后的

质量与应力。近几年国外研究人员不断更新设计思
路，逐步形成支架结构拓扑优化设计理念。例如，空
客将拓扑优化技术应用于现有零件的再设计，大幅度
减轻了机翼支架结构质量

[15-16]

；美国 GE 和 GrabCAD

公司于 2013 年组织开展了钛合金飞机发动机支架的
拓扑优化设计，优化后的支架在满足负载要求的同时
其质量减轻了 84% 。中国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如对
[17]

原油滤支架设计依赖于设计者的经验，结构效率

线性问题，求解较为复杂
耗时，而优化重点关注支
架中部主体部分的材料布
局与传力路径，因此简化
如下：支架所受载荷的作 图 1 油滤支架的安装空间
用点位于附件质心处；在各向过载条件下，支架与油
滤附件可能发生接触的面简化为 Cyl 面、Bot 面、Top
面、Hol 面、X 面，如图 2 所示。并将各方向的作用力

卫星支架[18]、飞机支架[19-21]等的拓扑优化。

目前航空发动机附件支架结构设计主要凭设计
者的经验，
效率低且设计方向不明确。为此，
本文基
于 HyperWorks 平台，
以某滑油滤支架为例，
进行了多
工况下的支架结构拓扑优化。

1

拓扑优化简介
结构拓扑优化的概念起源于 Michell[22] 对桁架结

构设计的研究。经不断发展，已形成渐进法[23]、均匀

法[24]、密度法[25] 等拓扑优化方法。本文采用密度法。
密度法是人为引入一种密度可变的假想材料，其相对
图2

密度和弹性模量之间的关系也是假定的，每个单元被
赋值相对密度 ρ i 作为优化的设计变量，取值范围为
0 ≤ ρ i ≤ 1。 当 ρ i = 0 时 ，表 示 材 料 被 删 除 ；当 ρ i = 1

时，表示材料被保留。从而将结构拓扑优化问题转化
为材料最优分布设计问题，应用数学规划法进行求

油滤支架承载面简化

沿滑油滤中心轴方向 A 向
和与中心轴垂直的方向 H
向分解（如图 3 所示）。由

此，将附件质心处的各向

解。密度法中的常用的材料插值模型有：固体各向同

载荷耦合到支架结构上的

性 微 结 构/材 料 惩 罚 模 型（Solid Isotropic Microstruc⁃

不同表面。

性的合理近似模型（Rational Approximation of Materi⁃

工作环境下持久可靠地工

tures / Material with Penalization，SIMP）[26-28] 和 材 料 属
al Properties，RAMP）[29]。 OptiStruct 求 解 器 采 用 的

SIMP 法，通过引入惩罚因子对中间密度值进行惩罚，
使密度值向 0 或 1 聚集，使结果能很好地逼近实体或
孔洞，得到分明的 0-1 优化结果。

为保证支架在发动机
图3

载荷分解方向

作，目前在结构设计时使其应力保持在较低水平，就
静应力而言，在线弹性范围内，满足线性叠加原理，因
此本文对各工况仅考虑单一方向的过载。
根据油滤支架与机匣连接处的 3 个安装孔和固

定油滤的 2 个螺栓孔的空间位置关系，将支架设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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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对称结构，因此，X 方向或-X 方向只需考虑其中

如支架固定在机匣安装座上时，要留有空间供扳手拧

1 个方向的过载，取最大值为 2g；为保证支架结构有

紧螺栓。

足够的强度储备，在优化时取最大过载量，Z 与-Z 方

（3）根据结构的特点和承受载荷作用位置与方

向的过载系数均取为 9g。由此确定 5 种典型工况见

向，结合结构优化经验，该支架的初始构型需包络

表 1。

表1
工况
状态

3
3.1

1
Z向
过载 9g

分空间。

5 种典型工况

2

-Z 向

过载 9g

3

-X 向

过载 2g

滑油滤附件重心下方部

4

-Y 向

5
Y向

过载 1.33g 过载 1.33g

油滤支架拓扑优化设计
拓扑优化流程
在进行结构拓扑优化前，应保证结构分析是完备

的，如输入材料属性、边界条件、载荷等。优化求解器
Optistruct 采用局部逼近的方法，通过灵敏度分析构

考 虑 到 互 换 性 ，支 架
与机匣端接口以及支架与
滑油滤端接口的位置、形
式、尺寸均保持不变。初
始构型中的设计域与非设
计 域 如 图 5 所 示 ，分 别 用
蓝色、红色表示。
3.3

图5

油滤支架优化初始构型

支架拓扑优化数学模型
基于密度法，以单元的相对密度为设计变量，以

造近似显式模型，迭代找到最优解。该油滤支架的拓

最小化各工况下的结构柔度为目标，采用加权折衷规

扑优化流程如图 4 所示。

划法，将此多目标优化问题转化为单目标优化问题，
以体积分数、频率、应力以及制造约束为约束条件。
建立多工况下油滤支架柔度最小化拓扑优化的数学
模型为
C ( X ) = ∑w k C k ( X )
find X = ( x 1 , x 2 , ..., x m )T，min
X
n

k=1

ì
L
ïï∑x i v i - f V V 0 ≤ 0, ω 1 ≥ ω
1
s.t. íi = max
σ ≤ σ U , 0 < ρ min ≤ ρ i ≤ 1
ïï k
îk = 1, 2, ..., n
m

（1）

式中：X 为设计域内单元的相对密度，是设计变量；m
为离散单元总数量；C ( X ) 为支架结构的加权柔度，是

优化的目标函数；w k 为第 k 个工况对应的权重因子；
C k 为第 k 个工况的柔度；n 为工况数量；v i 为第 i 个单

元的体积；V 0 为初始体积；f V 为体积约束对应的体积
分数，本文取 0.15；ρ i 为第 i 个单元的相对密度；ω 1 为

第 1 阶固有频率；σ max
为第 k 个工况下的最大应力；
k
ωL、σ U 分别为优化中设置的第 1 阶固有频率的下限值
图4

3.2

油滤支架的拓扑优化流程

优化迭代初始构型
该支架可占据的空间受周围管路、附件限制，拓

与结构最大应力的上限值，考虑到优化后模型重建等

引起的偏差，约束条件加严，分别取 ωL=500 Hz，σ U=
45 MPa。

此外，在优化中还引入了制造工艺约束：将最小

扑优化迭代的初始构型的确定主要基于以下 3 方面：

成员尺寸设置为 6；设置了平面对称约束。

管路及其附件等发生干涉，并且留有一定的间隙。

化初始构型在各过载条件下的响应，本文工况 1～5

（1）保证该支架结构不与滑油滤、邻近的燃油滤、
（2）保证支架的安装、拆卸有足够的操作空间。

根据工况的重要程度以及参考原油滤支架和优

对应的权重系数分别取为 0.30、0.30、0.30、0.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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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结构重建

经 33 步迭代后收敛，得到拓扑优化的结果如图 6

所示。密度值越接近 1 的单元，表示在此处材料堆

积，在结构设计时建议保留；密度值越接近 0 的单元，
表示材料稀少，在结构设计时可以去除。
Element Densities(Density)
1.000E+00
8.900E-01
7.800E-01
6.700E-01
5.600E-01
4.500E-01
3.400E-01
2.300E-01
1.200E-01
1.000E-02

图6

油滤支架的拓扑优化结果

考虑到支架结构的连接性与制造等因素，拓扑优
化单元密度阀值取 0.5，保留密度值大于 0.5 的单元，
如图 7 所示。

Element Ddensities(Density)
1.000E+00
8.900E-01
7.800E-01
6.700E-01
5.600E-01
4.500E-01
3.400E-01
2.300E-01
1.200E-01
1.000E-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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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下直接相连，
两两相互支撑，
材料贴近初始构型壁
面，
且材料布置在外围，
中间留空，
有利于增强刚度。

4

支架结构分析及结果对比

4.1

支架优化前后应力比较
原支架与优化后支架结构在各工况下的应力最

大值见表 2；以工况 1、5 为例，应力分布如图 9 所示。
表2

最大应力

结构
原支架
优化后支架

为得到油滤支架的 3 维实体模型，基于拓扑优化

结果重建几何模型。模型重建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
保留主要的结构特征，适当忽略次要的结构特征和不
重要的细节。
模型的重建过程分以下 3 大步骤：

工况 2

工况 3

工况 4

工况 5

77.58

77.55

61.45

15.96

17.13

76.16

应力/MPa

1.250E+01
1.111E+01
9.723E+00
8.335E+00
6.948E+00
5.560E+00
4.172E+00
2.784E+00
1.397E+00
8.786E-03
原支架

图9

（2）基于外形轮廓，最大程度保留其主要特征，恢
复出几何实体；
（3）进行局部细节完善，如增加倒角。
本文在模型重建中未强制要求结构完全对称，油
滤支架的最终几何模型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支

33.42

9.33

12.50

（a）工况 1 下的应力

优化后支架

应力/MPa
1.713E+01
1.523E+01
1.332E+01
1.142E+01
9.518E+00
7.614E+00
5.711E+00
3.808E+00
1.904E+00
1.023E-03

应力/MPa

形轮廓；

76.19

应力/MPa
7.758E+01
6.596E+01
6.034E+01
5.172E+01
4.310E+01
3.448E+01
2.586E+01
1.742E+01
8.621E+00
1.003E-03

7.616E+01
6.769E+01
5.923E+01
5.077E+01
4.231E+01
3.385E+01
2.539E+01
1.692E+01
8.463E+00
1.460E-03

（1）对选定的构型进行光顺处理，得到结构的外

MPa

工况 1

原支架

图 7 单元密度值大于 0.5 的构型

各工况下的应力最大值

（b）工况 5 下的应力

优化后支架

优化前后支架在工况 1、5 下的应力

从结果来看，就应力水平而言，工况 1、2 是关键

工况。优化后的支架与原支架在这 2 个关键工况下
的最大应力值基本相当，相差不到 2%。优化后的支
架结构相对于原支架结构在工况 3、4、5 下的应力虽
然有所增大，但是相对于工况 1、2 而言，结构应力要
小得多。因此，就整个结构的静强度储备而言，优化
后的支架结构与原结构的基本相当。
4.2

支架优化前后位移比较
原支架和优化后支架结构在各工况下的位移最

图8

优化后的油滤支架几何模型

大值见表 3。以工况 1、5 为例，位移如图 10 所示。从

表中可见，与原结构相比，优化后的支架在各工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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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工况下的位移最大值
最大位移

结构
原支架
优化后支架
优化后减小
幅度

mm

工况 3

工况 4

工况 5

0.080

0.153

0.160

0.011

0.053

构轻量化设计提供一种新的解决途径。

34.1%

参考文献：

34.5%

0.219

0.241

29.8%

33.7%

0.017

34.5%

0.080

原支架

（a）工况 1 下的位移

8.028E-02
7.136E-02
6.244E-02
5.352E-02
4.460E-02
3.568E-02
2.676E-02
1.784E-02
8.920E-03
0.000E+00
原支架

（b）工况 5 下的位移

of the portal frame of transshipment mechanism of the mining mu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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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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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后支架

优化前后支架在工况 1、5 下的位移

构在各工况下的刚度整体增强，支架结构抵抗变形的
能力提高。
支架优化前后模态分析结果比较

原油滤支架的第 1 阶固有频率为 353 Hz，优化后

的支架结构的第 1 阶固有频率为 571 Hz，相对于原支
架提高了约 62%，优化效果明显。
支架优化前后质量对比

原油滤支架材料为 ZTC4 合金，质量为 196.2 g；优

化后的支架结构材料选择 TC4 合金，其密度与 ZTC4
合金的相同，质量为 151.4 g。相比于原支架，优化后
支架质量约减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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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9E-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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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3E-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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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8E-02
1.746E-02
1.164E-02
5.821E-03
0.000E+00

位移/mm

快速准确地获得较好的设计方案，可为发动机支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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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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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5E-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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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mm

图 10

构性能，满足支架设计要求。数值分析结果验证了发

工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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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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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CADE 的 FADEC 软件通用基准模型库开发
周彰毅，张

春，朱理化，黄

浩，李纪波

（中国航发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
摘要：在航空发动机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FADEC）软件研制过程中，可重用基准模型库的开发和使用是提升软件研发效率和
质量的重要技术手段。为了提升 FADEC 软件复用效率，加快软件研发进程和适航认证，在分析模型库相关指南和规范的基础上，
结合工程实际的需要，完成 FADEC 基准模型库的设计和验证，以三角函数类、方根类、滤波类和余度表决类 4 种典型类型为对象，
通过泰勒定理、牛顿迭代和离散化等数学理论和自动控制理论进行机理分析，基于安全关键软件开发环境（SCADE）建模仿真工具
完成模型库设计，通过对比仿真、模型测试和形式化验证方法等完成模型库验证。结果表明：该基准库支撑了多个 FADEC 软件项
目的研制，其正确性和可靠性已在各项工程试验中得到反复检验，具有十分重要的工程价值，所提出的模型库设计和验证方法也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基于模型开发；安全关键软件开发环境；模型库；形式化验证；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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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Standard Model Library for FADEC Software Based on SCADE
ZHOU Zhang-yi，ZHANG Chun，ZHU Li-hua，HUANG Hao，LI Ji-bo
（AECC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Wuxi Jiangsu 214063，China）
Abstract：In the development of aeroengine Full Authority Digital Electronic Control（FADEC）software，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reusable standard model library i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mean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use efficiency of FADEC software and speed up the softwa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airworthiness certifica⁃
tion，the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of FADEC standard model library were completed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relevant guidelines and

specifications of model library and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needs of engineering. Taking four typical types of trigonometric function，
square root，filter and redundancy analysis as objects，the mechanism was analyzed by mathematical theories such as Taylor Theorem，New⁃
ton iteration and discretization and automatic control theory. The model library design was completed based on SCADE modeling and simu⁃
lation tool，and the model library verification was completed through comparative simulation，model test and formal verification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andard model library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many FADEC software projects，and its correctness and reli⁃
ability have been repeatedly tested in various engineering tests，which has very important engineering value. The design and verification
method of proposed model library also have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Key words：FADEC；model-based development；SCADE；model library；formal verification；aeroengine

0

引言
航空发动机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Full Authority

Digital Electronic Control，FADEC）系统控制软件是实

现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功能和控制品质的关键环节，
是 FADEC 系统所有部件中最为关键和重要的部件。
根据 DO-178C 中软件安全等级定义，FADEC 软件的

安全等级为最高等的 A 级[1]。FADEC 软件开发的难
度大、周期长、成本高，而且由于需求变更频繁、功能

不断综合和安全性要求日益严苛等原因，控制软件开
发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2]。传统手工编码的软件
开发模式在提高软件质量和研制效率方面的局限性
越来越明显。基于模型的开发（Model-Based Devel⁃
opment，MBD）具有图形化设计、自动代码生成和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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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等优势，可以在设计阶段提前发现软件缺陷并进

标符合性方面，模型库的开发和验证过程的活动及目

行封闭，使用经鉴定的代码生成器可以省去编码、代

标应与使用该模型库的软件一致；
（2）模型库使用方和适航认证当局要能获得 DO-

码审查和单元测试，使得开发人员能把更多精力集中
于软件设计和控制算法优化

[3-5]

。安全关键软件开发

环 境（Safety Critical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Environ⁃
ment，SCADE）是 1 款专注于安全关键系统和软件开

178C/DO-278A 中相应软件安全等级要求的关于模
型生命周期过程的所有数据；

（3）模型库开发方要提供关于模型库的相关文档；

发集成开发环境的软件[6]，提供一整套 MBD 解决方

案 ，包 含 多 个 经 适 航 鉴 定 的 工 具 箱 ，在 A380 飞 机 、
LEAP 系列发动机等应用的众多航空机载软件都使用
SCADE 开发并通过适航认证[7]。

李夏[8] 研究发现软件重用是提高软件研发效率

的重要手段，能减少重复开发，提高软件可靠性和可
维修性，并有助于软件设计的标准化和设计风格统
一，进而提高系统间的互操作性；Frakes 等[9] 提出软

件重用资产包括软件本身和软件领域知识，软件重用
的目的是提升软件质量和效率，可重用性是软件质量
的重要考量因素，同时提出可重用的测量方法，并阐

（4）模型库使用方应提供模型库的操作需求（若
模型库的开发方和使用方相同，则操作需求可以包含
在模型库需求中）。
1.2

模型库的需求
模型库的开发首先要进行模型库的需求分析，模

型库可能的使用场景很多，因此要清晰地描述模型库
可能的使用条件，其衍生需求应在文档中清晰描述并
提供给模型库的使用方，模型库的需求应该包括：接
口约定；输入约束，比如数据的限制；内存管理；调度
条件；系统资源标识；其他限制。

述了领域工程在软件重用中的重要作用；Mika 等[10]分

1.3

别和提出基于该标准的多种软件可配置和可重用策

明材料，证明模型库开发方和使用模型库的软件开发

略。在基于模型的软件开发中，基于领域知识提取通

方所完成的活动能共同满足模型库和软件应满足的

析了基于 IEC 61499 功能模块建模和编程标准，并识

用算法和功能，构建可重用基准模型库，形成 1 套可

重用的库需求、库模型和库验证用例等组织资产，已
成为提升软件研制能力的共识。

在模型库的验证方面，模型库的使用方应提供证

目标。模型库的验证目标应至少包括（见 DO-331 表
MB.6）：

（1）验证模型库是否符合其需求；

本文分析了 DO-331 中关于可重用构建和模型

库相关的标准和指南，
结合航空发动机 FADEC 软件的

领域特点和工程需要，
进行自定义基准模型库的研制。

1

模型库的相关标准和要求分析

模型库的验证目标

（2）审查模型库在软件中的使用情况；
（3）对使用模型的软件和模型库进行集成测试。
1.4

定义模型库规范和配置管理
应定义模型库规范，其内容主要包括开发、验证

和使用规范。模型库的建模/设计规范应提供给模型

在基于模型软件的软件开发中，通用软件需求的

的使用方，内容包括模型库内部设计/编码规则，模型

提取和自定义模型库的研制是基础性工作，因此，模

库与 MBD 环境和代码的接合规则。模型库的使用方

型库基于模型开发和验证的核心，用于建模、验证、编
码和测试。此外，不同研制阶段的模型包含的要素和

应验证模型库开发所用的设计/编码规则与使用该库
的软件开发所用的设计/编码规则是否兼容。

内容不尽相同，采用模型库管理的方法是实现仿真模

在配置管理方面，模型库开发和验证过程的配置

型重用系统化和工程化的必须和必然[11]。

管理级别应与使用该模型库的软件的配置管理级别

1.1

相一致。

模型库的开发和使用的基本原则
针对 DO-178C 和 DO-278A 的“基于模型开发和

验证的补充”
（即 DO-331 标准）对模型库的开发和使

用做了专题讨论，明确规定了模型库的开发和使用的
[12]

基本原则 ：
（1）在 DO-178C/DO-278A 关于安全等级及其目

2
2.1

模型库设计和验证
三角函数类
在软件开发中，对于三角函数或者反三角函数，

通常使用编译器自带的实现函数或者第三方代码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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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关注其具体实现方法。但航空发动机控制软件

1.5

对时间资源、空间资源和安全性都有很高的要求，开

1.0

发人员往往会重新开发而不是使用自带的三角函数，
本节以正弦模型的开发为例进行分析，其他三角函数
模型的设计与此类似。

0.5

-400

-200

-300

0
-100
0
-0.5
-1.5

1 个函数 f 及其前 n+1 阶导数都是连续的，那么该函数

理论计算值

图2

在 x 处的值可以表示为

f (a)
( x - a )2 +
2
!
（1）
f (n)( a )
f (3) ( a )
( x - a )3 + ... +
( x - n )2 + R n
3!
n!
式中：余项 R n 定义为
x ( x - t)
Rn =
f ( n + 1 ) ( t ) dt
（2）
a
n!
式中：t 为积分变量。
f ( x ) = f ( a ) + f ' ( a )( x - a ) +

∫

该定理表明：任何光滑的函数都可以用多项式来
逼近它。
对于正弦函数 sin，将其在原点（x=0）进行泰勒展

开，经过求导计算后，得到泰勒多项式为

x3
x5
x7
x9
+
+
+ ...
3! 5! 7! 9!
式中：x 的单位为弧度。
sin ( x ) = x -

（3）

正弦函数 SCADE 模型如图 1 所示。模型的输入

2.2

求根类

对于方程 f ( x ) = 0 的

求解，根据牛顿-瑞普逊方

多项式计算，得到正弦值 Sin。

采用 SCADE 模型计算与理论计算对比的方式进

范围的计算结果。从图中可见，SCADE 模型计算值

角度/（°）

模型计算值

（
f x）
斜率=f （
' xi）
（
f xi）
（
f xi）-0

的 初 始 值 是 x i，则 可 以 在

xi+1

[ x i , f ( x i ) ] 处绘制 1 条与函

xi

x

xi-xi+1

数相切的切线，该切线与 x
轴的交点 x i + 1 表示根的新

图3

牛顿-瑞普逊法

[12]

的估计值 。
牛顿-瑞普逊法可以根据几何表示来推导，在图
3 中，在 x i 处的 1 阶导数等于斜率
f ( xi ) - 0
f ' ( xi ) =
xi - xi + 1
将式（4）变形得到

xi + 1 = xi -

f ( xi )

f ' ( xi )

（4）

（5）

式（5）称 为 牛 顿 -瑞 普 逊 公 式 ，通 过 多 次 迭 代 ，

x i + 1 不断接近方程 f ( x ) = 0 的真正解，在工程中通常

采用误差项作为收敛判断和终止迭代的条件，当前迭
代结果的误差为

行正弦函数模型的验证，得到的对比曲线如图 2 所

示。因正弦函数是周期函数，仅显示了[-360°，360°]

400

法 ，如 图 3 所 示 。 如 果 根

Angle 转换到[-360°，360°]，得到 Angle_Limited1，然后

ited2，再换算到[-π/2，π/2]范围内的弧度值，最后进行

300

正弦函数 SCADE 模型和理论计算对比验证

为任何角度，输出为正弦值。首先将任意输入角度

将 Angle_Limited1 转换到[-90°，90°]，得到 Angle_Lim⁃

200

-1.0

根据泰勒定理，在任何包含 a 和 x 的区间上，如果

''

100

εa = xi + 1 - xi

（6）

当迭代的误差在预先设定的可接受容限 ε s 内，则

停止迭代，即

和理论计算值几乎一致。

（y =

|ε a| < ε s

（7）

本文对 FADEC 软件数值计算常用的开平方根
x）算法进行模型开发，用牛顿-瑞普逊法推导

出开平方根的迭代公式后，采用 SCADE 的高阶建模

操作符 Foldw（条件迭代操作符）来完成模型的设计，
通过循环迭代的方式进行求解，模型结构如图 4 所

示。图中，In 为被开方数，Out 为平方根，上面部分为
开平方根模型，该模型循环调用 SLib_Sqrt_Loop 模型
完成单次牛顿-瑞普逊计算和条件判断。为了避免
图1

正弦函数 SCADE 模型

因振荡、收敛慢或者发散的情况而导致无限循环，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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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将迭代次数上限设置为 20 次，迭代的容许误差设
置为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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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超前和滞后时间常数的函数。超前滞后滤波在
s 域的传递函数为
G( s) =

Y ( s ) As + 1
=
X ( s ) Bs + 1

（8）

式中：A 为超前时间常数；B 为滞后时间常数；X 为滤
波输入信号；Y 为滤波输出信号。
该传递函数可以表示为
G ( s ) = G1 ( s ) ↔ G2 ( s )
G 1 ( s ) = As + 1

（9）
（10）

1
（11）
Bs + 1
式中：G 1 ( s ) 为微分环节，其特性为超前；G 2 ( s ) 为 1 阶
G2 ( s ) =

图4

惯性环节，其特性滞后延迟。

开平方根 SCADE 模型

根据 DO-178C 和 DO-331 标准对软件 A 级安全

SCADE 仅适用于离散系统的控制系统和软件设

计，不支持连续域的建模，因此需从 s 域转换为 z 域。

关键软件的测试要求，从正常测试（包括有效等价类

根据经典控制理论中的变换理论，采用双线性变换的

和边界内的值）和鲁棒性测试（包括无效等价类、边界

方法[14]对式（8）进行转换，得到 z 域的传递函数

上和边界外的值）2 方面考虑，通过等价类划分、边界

值分析和重复性考虑等设计开平方根的测试用例，编
写模型测试脚本，在 SCADE 的合格测试环境（Quali⁃
fied Test Environment，QTE）中进行模型测试，对应的

测试用例和结果见表 1。从表中可见，开平方根模型
在正常值和非正常值情况下均符合需求。
表1

开平方根模型测试用例和测试结果
等价

等价

In

Output

有效类

无效类

10000

100

√

6.7823

√

2.25
46

1.5

123.3

11.1041

0

0

1E-08
-1E-08
-1.21
-16

2.3

0.0001
0
0
0

√
√
√
√

边界值

重复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G( z ) =

2A + T s + ( T s - 2A ) z -1

( 2B + T s ) + ( T s - 2B ) z -1

（12）

进一步得到对应的差分方程
2A + T s
T s - 2A
Y(n)=
X(n) +
X ( n - 1) +
2B + T s
2B + T s
（13）
2B - T s
Y ( n - 1)
2B + T s
依据差分方程，在 SCADE 中完成超前滞后校正

模型的设计，如图 5 所示。

√
√
√
×

×

√

×

√

√

滤波算法类

在航空发动机 FADEC 系统中，在高温高压条件

下对热端部件的信号采集存在较大的外界干扰，为削

弱这些外界扰动对控制品质的影响，通常需要对信号
进行滤理，其中，超前滞后滤波是一种高效实用的滤
波方法。超前滞后环节是非线性的超前滞后函数，在
动态下，超前滞后环节的输出值是旧输入、旧输出、新

图5

超前滞后校正模型的设计

对于该滤波算法的验证，采用模型封装技术将
SCADE 模 型 封 装 成 Simulink 模 型 ，导 入 到 Matlab /
Simulink 环境中，在相同滤波参数配置情况下，将封

装后的 SCADE 滤波器模型与 Simulink 自带的超前滞
后校正模型进行对比仿真，如图 6 所示。以某温度信
号作为滤波原始信号进行滤波，如图 7 所示。从图中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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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设计的滤波器模型有较好的滤波效果。

其中 X_Default 和 X_Safe 可能是 1 个常数，或者

是保持输出的前值，与具体信号特性相关。
Group 1

使用 SCADE 真值表进行模型设计，对应的二余

3.5 s+1
5.0 s+1

Signal 1

x

图6

度表决 SCADE 模型如图 8 所示。

y

超前滞后模型对比仿真

1200

温度/K

1000
800

原始数据
Simulink 模型结果
SCADE 模型结果

600
400

0

5

图7

2.4

10

15
时间/s

20

25

图8

30

超前滞后模型仿真结果对比

余度算法类
出于对安全关键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考虑，

二余度表决 SCADE 模型

对于余度表决算法这
类条件组合模型，除了采
用常规的正向模型测试方

FADEC 控制系统中常采用余度技术，如关键信号的

法外，还采用了形式化方

采集和处理常用二余度和三余度。本节以二余度模

法，基于穷尽搜索对各种

拟 量 信 号 表 决 算 法 为 例 进 行 模 型 设 计 ，并 使 用

场景进行分析验证。

SCADE Verifier 对这类条件组合模型进行形式化验证。

SCADE 的底层支持语言是

为 传 感 器 A、B 的 信 号 值 与 有 效 性 ，若 X1_Valid =

且提供了形式化验证工具

记输入信号（X1，X1_Valid）、
（X2，X2_Valid）分别

True，则表示 X1 无故障，该信号可用，X2 同理。输出

形式化的同步语言 Lustre，
Design

Verifier， 使 用

X_FautInfo 为表决后的故障综合信息，根据获取的双

SCADE 进行形式化验证的 图9 使用SCADE进行形式
化验证的一般步骤
一般步骤如图 9 所示[15]。

R1：若双通道信号均有效，且信号偏差未超过容

ic，CTL）[16]将高层需求提取为待验证的安全属性。对

信 号 为（X，X_FautInfo），X 为 表 决 后 的 模 拟 量 ，
通道信号是否有效及信号值得到如下高层需求：

许阈值（Threshold），则表决值为 X1 和 X2 的平均值，表

决 故 障 信 息 置 为 信 号 完 好 ，即 X_FautInfo = Sig⁃
nal_OK；

R2：若双通道信号均有效，且信号偏差超过容许

阈值，此时无法判断哪个传感器的信号有效，表决值

为 安 全 值（X_Safe），表 决 故 障 信 息 置 为 表 决 故 障
（VoteFault）；

本例使用分支时态逻辑（Computation Tree Log⁃

需求 R1、R2、R3、R4 的安全属性进行描述，其中 R1 的
安全属性可描述为

AG ( X1_V ∧ X2_V ∧ | X1 - X2 | ≤ Threshould

→ X = ( X1 + X2 ) /2 ∧ FaultInfo = Signal_OK )（14）

式中：AG 表示对于所有状态；∧ 表示逻辑与；→ 为逻
辑蕴含符；X 为表决值；FaultInfo 为表决信息。

对 需 求 R1，根 据 安 全 属 性 可 知 ，当 X1_V 为 真 ，

R3：若仅 1 个通道信号有效，则表决值使用该有

X2_V 为真，且 2 个传感器值偏差在容许阈值范围内

R4：若双通道信号均无效，则表决值使用默认值

尔变量 Prop_R1_1（图 9），且此时信号故障信息应为

效信号值，表决故障信息置为信号完好；

（X_Default），表 决 故 障 信 息 置 为 信 号 故 障（Signal⁃
Fault）；

时，表决值 X 应等于平均值，将这个判断结果赋给布

完好，将这个判断结果赋给布尔变量 Prop_R1_2。Im⁃
plies 为 SCADE 验证库中的逻辑蕴含运算符，需求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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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验证模型如图 10 所示。Prop_R1_1、Prop_R1_2 即
为形式化验证的分析对象。

Control，2018，37（1）：110-115.（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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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喘振信号处理仿真系统的航空发动机
判喘参数优化设计
张

鑫，范

明

（中国航发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00）
摘要：为了提高某型涡扇发动机判喘的准确度和时效性，基于 PXI 计算机设计了用于判喘参数优化的喘振信号处理仿真系

统。完成了发动机台架试验的喘振特征信号高频同步采集，实现了喘振信号机载处理系统的数字化。通过喘振信号的模拟输出

与机载处理仿真，分析了喘振信号的低通和带通滤波参数、压差信号直流分量高选值、判喘阈值、喘振确认持续时间、消喘指令持
续时间 6 个参数对判喘系统的影响，并对判喘参数进行了优化设计与验证。通过参数优化，发动机小状态的判喘时间由 86 ms 缩
短到 53 ms，大状态由无法判出到有效判出喘振。结果表明：该系统有效地提高了发动机判喘的准确度和时效性，可广泛用于航空
发动机判喘系统的参数优化与设计验证。

关键词：判喘系统；喘振；仿真；逼喘试验；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2.015

Optimization Design of Surge Judgment Parameters of Aeroengine Based
on Surge Signal Processing Simulation System
ZHANG Xin，FAN Ming
（AECC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Wuxi Jiangsu 2140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timeliness of surge judgment of a turbofan engine，a surge signal processing simulation

system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surge judgment parameters was designed based on PXI computer. The high frequency synchronous acquisi⁃

tion of surge characteristic signal was completed in engine bench test，and the digitization of airborne surge signal processing system was re⁃
alized. Through the simulation output of surge signal and airborne processing simulation，the effects of six parameters such as low-pass and

band-pass filtering parameters of surge signal，high-selection value of DC component of differential pressure signal，threshold of surge

judgment，the duration of surge confirmation and the surge elimination instruction on the surge judgment system were analyzed，and the
surge judgment parameters were optimized and verified. Through parameter optimization design，the time of low state surge judgment was

shortened from 86 ms to 53 ms，and the high state surge judgment was effective from impossible sta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timeliness of surge judgment，and can be widely used for parameter optimization and design verifica⁃
tion of aeroengine surge judgment system.

Key words：surge judgment system；surge；simulation；forced surge test；aeroengine

0

引言

上变化都对发动机防喘/消喘控制提出了更高要求[1]。
为了提高发动机防喘/消喘控制的性能，国内外

随着飞机对发动机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其工作

均持续开展了各种防喘/消喘控制系统的研制与设

包线不断扩大，导致发动机喘振裕度不足；飞机的载

计。Gaston[2] 提出了一种新的判喘方法，在保证防喘/

弹量增加，发射时废气尾流对发动机影响更为强烈；

消喘功能的同时尽量减小系统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

飞机机动性要求更高，发动机工作条件更为恶劣。以

Gogoi 等[3] 建立了一种基于 CFD 的轴流压气机旋转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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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张鑫，范明 . 基于喘振信号处理仿真系统的航空发动机判喘参数优化设计[J]. 航空发动机，2022，48（2）：102-108.ZHANG Xin，FAN Ming.
Optimization design of surge judgment parameters of aeroengine based on surge signal processing simulation system[J].Aeroengine，2022，48（2）：1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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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和喘振等气动不稳定性预测模型，可作为初步研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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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于高压压气机出口末端的引压装置将该截面的总

压缩系统失稳的有效工具；张绍基 针对战斗机发射

压和静压气源引入喘振压差传感器的两端，传感器输

导弹时的热扰动因素开展了详细的防喘/消喘控制系

出总静压差信号。根据高压压气机出口的总静压差

统设计与优化，并进行了台架验证；邢家瑞等[5] 对发

信号的脉动幅值与频率可以有效评估发动机是否发

射武器的防喘/消喘控制开展了分类细化设计，进行

生喘振。

了地面、飞行台吞噬火药等多种验证试验 ；秦海波
等[6] 提出根据高压压气机转速和发动机进口压力对
判喘依据进行动态修正，以提高判喘的准确度；叶巍
等[7] 对喘振过程中发动机高压压气机总压与静压的
压差变化情况及其脉动频率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并给
图1

出了判喘系统的评估方法；孙健国等[8] 研究了喘振裕
度自适应控制方法以及该控制方法对发动机性能的
提升作用；张海波等[9] 建立了某型涡扇发动机喘振实
时模型，提出了一种主动稳定性控制方法，提高了发
动机过渡态的动态性能；李小彪等[10]根据涡扇发动机
工作特点，设计了一种基于压气机出口总压的新判喘
方法；吴虎等[11] 基于气动耦合原理，发展了某型涡扇
发动机风扇出口分流环计算模型，建立了喘振及其喘
振消除的数值模拟方法。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发动
机的喘振特性，邹龙政[12]、屈霁云等[13]、唐狄毅等[14] 分
别采用进气口安装扰流板、引气口接入高压气源和燃
油阶跃等多种方式开展了逼喘试验与数据分析；旷桂
兰等[15]开展了某型涡轴发动机整机逼喘试验，获得了
[16]

该型发动机的喘振边界线；江勇等 采用扰流插板方
式研究了 2 种不同转速下发动机进气道进口截面的
喘振压力波。但是，基于工程应用的判喘参数优化工
作开展相对较少。张绍基等[17]、刘世官等[18]和郭贵喜
等[19]分别从发动机判喘总体试验设计、试验详细过程
以及基于虚拟仪器的仿真系统三大方面阐述了某型
发动机的判喘试验与优化设计，但未对所有相关参数
开展优化。
本文针对某型发动机在喘振过程中存在漏判的
问题，设计了用于参数优化的喘振信号机载处理仿真
系统，开展了对判喘系统所有判喘参数的仿真分析与
验证。

1

判喘系统原理
某型涡扇发动机的判喘系统由高压压气机出口

总静压引气管路、喘振压差传感器、信号处理电路和
现 场 可 编 程 门 阵 列（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
FPGA）处理算法组成，处理逻辑如图 1 所示。通过安

判喘系统处理逻辑

机载信号处理电路对传感器的信号经全波整流
后，进行低通和带通滤波处理，得到压差信号的波动
量 DPCKAC 与均值 DPCKDC。其中，波动量 DPCKAC 反映了压

差信号瞬时的变化，当发动机处于稳态工作时，DPCKAC
约为 0；DPCKDC 反映了压差信号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
值，当发动机处于稳态工作时，DPCKDC 等于当前的压差

值。在 FPGA 端算法处理（运行速度为 31.25 kHz）中，
将 DPCKAC 与 DPCKDC 的比值 A 与阈值 A0 进行比较，当 A>
A0 且持续一定时间 T0，判断发动机发生喘振。具体算
法如下
ìD PCKDC , 当D PCKDC > D PCKDC 0
D PCKDC * = í
îD PCKDC 0 , 当D PCKDC ≤ D PCKDC 0
ìï0, 当D PCKAC > 0
D PCKAC * = í
ï
î| D PCKAC | , 当D PCKAC ≤ 0
T ( t + 1) = T ( t ) + C

T1 ( t + 1 ) = T1 ( t ) + C1

（1）
（2）
（3）
（4）

式 中 ：DPCKDC* 为 压 差 信 号 直 流 分 量 高 选 后 结 果 ；
DPCKAC *为压差信号交流分量计算结果；DPCKDC0 为压差

信号直流分量高选值；T（t）为当前 A>A0 的持续时间；
T（t+1）为 FPGA 端运行下一个周期时，A>A0 的持续时
间；T（t）
为当前消喘指令持续时间。
1

式（1）的作用是为了对 DPCKDC 进行高选，防止发

动机在慢车及以下状态时压差信号过小而导致误判
为喘振，具体分析见第 4.2 节。

式（2）的作用是当压差信号由稳态瞬时增大时，

DPCKAC 为 0；当压差信号由稳态瞬时变小时，取为负数

的 DPCKAC 的绝对值来衡量压差信号波动的剧烈程度。
由于当发动机发生喘振时压差信号均出现先减小的
过程，式（2）可以避免当发动机状态正常变化时，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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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增大过程被误认为是由喘振引起的，从而降低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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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采集与记录
发动机台架的试车数据采集与记录存在多平台

喘系统误判的可能性。
式（3）的作用是记录发动机喘振状态的持续时

采集、数据保存时间不同步、未采集喘振压差传感器

间，其中 T（0）=0，T（t）≥0。当 DPCKAC */ DPCKDC*≥A（即
0

原始信号等问题，不利于对喘振信号特征进行分析与

4；当 DPCKAC */ DPCKDC* <A0 时 ，C=- 1。 假 设 DPCKAC */

高速大数据量专用的 tdms 格式保存数据，实现采样

压差信号瞬态波动量除以平均值大于一定阈值）时，
C=
DPCKDC*≥A0 持续的时间 T0=20 ms 时，
认为发动机发生喘

振。由于程序在 FPGA 中每运行 1 次的时间为 1/31250

仿真。本文借助 PXI 计算机的高性能采集板卡，采用

率为 100 kHz 的 6 通道同步信号采集与记录，采集信

号包括喘振压差传感器原始信号、高压压气机出口总

s，
当 T（t）≥0.02×31250×4 时，
认为发动机发生喘振。

压信号和高压压气机转速信号等。

时间 T1，其中 T（0）
=0，T（t）
≥0。当确定发动机发生
1
1

2 点：

14×31250 时，发出消喘指令。在执行消喘指令后，当

kHz，本文达到 100 kHz。在对压差信号数据进行离

振状态时，令 C1=-1，对 T（t）
进行减法，当 T（t）
<T1 ×
1
1

周期 100 Hz 左右的短时波动。另外，对喘振过程前

式（4）的作用是确定发动机执行消喘动作的持续

喘振后，令 C1=14 开始进行累加计算。当 T（t）
≥T1 ×
1
T（t）＜T0×31250×4 时，即判喘系统认为发动机不在喘
14×31250 时，停止发出消喘指令。

其中，低通和带通的滤波参数、DPCKDC 的高选值

本文系统的信号采集与记录模块的优势有以下
（1）数 据 采 集 的 采 样 率 ，国 内 其 他 试 验 低 于 10

线分析时发现发动机在发生喘振的瞬间存在 2~3 个

后的数据进行频率分析时发现存在 1 kHz 以上的高

频信号。目前暂不确定这些高频成分是否与喘振相

DPCKDC0、判喘阈值 A0、喘振确认持续时间 T0 以及消喘

关。但是高采样率为后续进行更深入的喘振特征分析

起到不同的作用。不同发动机的喘振信号特征存在

（2）强调了数据采集的同步性要求。信号采集通

指令持续时间 T1 对判喘的有效性、实时性和可靠性均
一定的差异，根据实际发动机的喘振信号对上述相关
参数进行优化，可以明显提高判喘系统的性能，从而
有效地保障发动机工作的安全性。

2

机载处理仿真系统
为了实现对判喘系统的优化，机载处理仿真系统

包括了高频多通道同步信号采集与记录、机载处理数
字化实现以及喘振信号模拟仿真 3 个模块，上位机及
系统架构分别如图 2、3 所示。

提供了可能性，
特别是对预测喘振等复杂算法的研究。
过 2 张板卡 PXI 4462 和 PXI 6281 完成，2 张板卡之间

通过共用采样时钟保证同步性。对高压压气机出口
总压、静压和压差等信号同步采集，对研究管路对信
号的相位延迟等问题有着重要作用。另外，系统可以
增加对发动机其他位置的压力测量，以了解喘振的始
发位置。
2.2

机载处理数字化模块

在 PXI 计算中，基于 LabVIEW 图形化编程语言

采用 NI PXI-7852R 板卡，实现了机载判喘系统的数
字化。通过相同喘振压差原始信号的回放模拟，对数

字化模块与实际发动机控制器的处理模块进行了测
试对比，验证了二者在信号处理结果和判喘时间上具
有较好的一致性。
该模块采用上位机+FPGA 端的架构，如图 4 所

图2

喘振机载处理仿真系统上位机

示。其中，上位机主要功能包括波形显示、参数配置

和数据记录等；FPGA 端实现了全波整流、低通滤波、
带通滤波和其他逻辑算法的功能，即实现了喘振压差

信号的完整处理过程。模块对低通和带通的滤波参
数、DPCKDC 的高选值 DPCKDC0、判喘阈值 A0 以及喘振确认
持续时间 T0 等判喘参数设定了对应的变量，实现了上
图3

仿真系统架构

位机对 FPGA 端参数的在线修改功能。该功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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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试验人员对相关参数进行快速修正，极大地缩短

入喘振状态时，通过地面设备能够快速推出插板，避

了参数优化与验证所需要的时间，更加深刻地认识相

免发动机的喘振状态持续时间过长。

关参数对判喘的可靠性和实效性的影响。

逼喘试验分别在发动机的小状态和大状态下开
展，相应的高频同步采集数据如图 5 所示。

2.3

机载处理数字化程序架构

喘振信号模拟仿真
要得到 1 组性能优良的发动机消喘系统，必须通

过整机逼喘试验来深入研究和确定消喘控制器的对
应参数。俄罗斯研制 1 套发动机消喘系统通常要进
行 500 余次的整机逼喘试验来验证，不仅需要巨额的

压差/kPa 消喘指令 转速/% Ps25/kPa 静压/kPa 总压/kPa

图4

2000
1500
1000
500
0
2000
1500
1000
500
0
800
600
400
200
0
-200
80
70
60
50
40
1.2
0.8
0.4
0
120
80
40
0
-40

科研经费，而且项目研制周期也很长。为了提高研发
喘振信号模拟仿真模块。

该模块的信号模拟输出包括真实台架逼喘试验

的喘振压差信号和根据喘振特征设计的定制波形 2
类。真实的压差信号模拟可实现对判喘参数优化设
计的快速验证，且避免了重复试验的资源耗费。定制
波形可通过软件配置实现不同频率和幅值以及噪声
叠加的信号模拟。定制波形的模拟输出能够更加深
入全面地验证判喘系统的特性，还可用于实际控制器
生产交付时判喘系统的测试验收。另外，由于高性能

板卡的使用，信号模拟输出的采样率可达到 100 kHz，
输出误差小于±10 mV。

3

25

3000
2000
1000
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
1000
750
500
250
0
-250
100
80
60
40
1.0
0.5
0
-0.5
-1.0
300
200
100
0
-100

0

25

喘试验开展。在试验前，对发动机的试车台架进行了

75

100

50
t/s

75

100

（b）大状态

逼喘试验与数据统计
本文判喘参数的优化设计基于某型发动机的逼

50
t/s

（a）小状态
压差/kPa 消喘指令 转速/% Ps25/kPa 静压/kPa 总压/kPa

效率、降低试验成本，采用 NI PXI-4461 板卡设计了

0

图5

4

发动机喘振数据

参数分析与优化设计

适应性改造，主要包括：在喘振压差传感器的引气端

通过机载处理仿真系统，利用真实数据和定制数

口处增加绝压传感器，分别测量高压压气机出口总压

据分别对所有判喘系统的参数进行仿真分析，评估不

和静压；增加喘振压差传感器信号输出，保证在不影
响机载控制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进行压差原始信号
采集；增加各类传感器信号输出和台架消喘指令、
机载
消喘指令输出的线缆，
并与机载处理仿真系统连接。
在试验过程中，采用进口安装插板的方法逼喘。
在发动机进口安装可移动的扇形插板，通过专用的地
面设备控制，采用步进的方式推进插板。当发动机进

同参数对判喘准确性和时效性的影响，总结出 1 套完

整的参数优化方法。该方法包括低通和带通的滤波
参数、DPCKDC 的高选值 DPCKDC0、判喘阈值 A0、喘振确认
持续时间 T0 以及消喘指令持续时间 T1 等 6 个参数的
影响分析与优化设计。
4.1

滤波参数
当喘振引起的压力脉动频率不在或部分不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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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滤波范围内时，会由于喘振造成的压力脉动的测量

高选值不能太小，否则存在喘振误判的风险；同时，高

幅值衰减而导致判喘失败；当低通滤波参数过大或过

选值不能太大，否则可能存在对喘振无法判断或延迟

小时，会导致无法相对准确地得到压力的平均值，影

判断的可能性。

响判喘的有效性。因此，要确定机载判喘的低通和带

对多台份多批次发动机在正常工作过程中的

通的滤波参数，需要对发动机喘振前后分别进行快速

DPCKDC 值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在慢车过程中 DPCKDC 值在

傅里叶变换（Fast Fourier Tranform，FFT），了解核心机
和整机在喘振过程中的频率成分。

对于低通滤波参数，分别设定截止频率为 0.50、

0.72、1.00、2.00 Hz，滤波效果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

1.13±0.04 范围内变化。参考前期设计值，保持 DPCKDC0
为原有设定值，即为 0.983。
4.3

判喘阈值 A0

判喘阈值是最直接参与判断发动机是否发生喘

见，小于 1.00 Hz 的截止频率得到的 DPCKDC 可以较好

振的参数，是判喘系统相关参数中最为重要的设定

地反映压差的平均值；在 0.72 Hz 时反映平均值的同

值。在完成滤波参数和 DPCKDC 的高选值设定后，将所

时，延迟较小。结合实际电路设计，保持原有低通截

有实际发动机逼喘数据进行模拟回放，通过仿真系统

止频率为 0.72 Hz 不变。

的信号处理数字化模块查看实际波动量 DPCKAC 与均

150

压力/kPa

值 DPCKDC 的比值（A 值）。在综合考虑漏报和虚警的情

0.50 Hz
0.72 Hz
1.00 Hz
2.00 Hz

140
130
120
110
100

况下，设定合理的判断阈值。
邢家瑞[1] 和秦海波等[6] 提出喘振阈值根据转速关
系分段设定 。当高压转子转速＜85% 时，判喘阈值
设 为 0.3；当 高 压 转 子 转 速 ≥85% 时 ，判 喘 阈 值 设 为

90
80

70
3.0

3.5

图6

4.0

4.5
t/s

5.0

5.5

6.0

喘振信号不同低通滤波参数滤波效果

0.6。但在本文发动机不同状态下的喘振试验中，A 值

变化均小于 0.6。根据该型发动机的喘振试验的实际
情况，本文的判喘阈值设置为单一值，不根据转速进

对于带通滤波参数，
发动机在喘振过程中的压差

行分段。
A 值仿真结果如图 8 所示 。 从图中可见，A 值在

信号的脉动频率的变化范围主要为 1~10 Hz，如图 7
所示。因此 ，
将原带通滤波范围 3~166 Hz 更改为 1~

为 0.45。因此，为了减小系统误判的风险，将判喘阈

166 Hz。
7

值 A0 由 0.30 更改为 0.35。

喘振过程中

6

0.6

喘振开始前

5

0.5

喘振结束后

4

0.4

3

A

压差/kPa

发动机正常工作过程中为 0.30 以下，在喘振时最大值

2

0.2

1

0.1

0

50

图7

4.2

0.3

100
频率/Hz

150

200

0

20

30

图8

发动机大状态喘振压差数据 FFT 结果

DPCKDC 的高选值 DPCKDC0

10

4.4

40
t/s

50

60

70

A 值仿真结果

喘振确认持续时间 T0

判喘系统中设定高选值 DPCKDC0 的目的，是为了避

从实际逼喘数据中可见，
在喘振过程中压差信号

免发动机在慢车及以下状态时由于压差信号较小，发

的波动类似于正弦波，
设定合理的喘振确认持续时间

动机状态的正常波动可能引起判喘系统的误判。这

T0 可以避免由于信号干扰和噪声导致的虚警。而该

是因为 DPCKAC 与 DPCKDC 的比值作为衡量发动机波动状

值的设定是在确定上述判喘参数后，
经过数据模拟回

态的值，当分母 DPCKDC 值较小时，分子 DPCKAC 小范围变
化也会引起比值发生较大的变化。原则上，DPCKDC 的

放与仿真试验得到的。
通过对发动机在小状态和大状态下的逼喘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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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时间分别需要至少 18.3 ms 和 23.5 ms。为了提
高判喘可靠性和实效性 ，将喘振确认持续时间 T0 由
20 ms 更改为 15 ms。

压差信号/kPa

数据的仿真可知，
当判喘阈值 A0 为 0.35 时，
喘振确认

4.5

消喘指令持续时间 T1

判喘成功并且发动机退出喘振后，延迟多久退出消喘

100
75

0

1

2

3

4
t/s

5

6

7

8

0

1

2

3

4
t/s

5

6

7

8

1.00
消喘指令

影响不大，可根据实际发动机状态设定。本文在优化

125

1.25

动作。这样的操作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发动机完全退
出喘振状态，同时又不会过度执行消喘。该值对判喘

150

50

设定消喘指令持续时间 T1 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当

设计中保持原值不变。

5

0.75
0.50
0.25

0

-0.25

参数验证

图 10

在参数优化前，判喘系统在发动机不同状态下的
逼喘试验中，存在小状态消喘指令发出延迟时间过长
和大状态漏判的问题。这样的结果无法满足发动机
正常工作的控制要求，必须保证在全状态下判喘的有
在参数优化后，依次进行了控制器在回路的仿真
试验验证和实际发动机的逼喘试验验证。试验结果
表明，本文的参数优化有效地缩短了消喘指令的发出
时间，将小状态的判喘时间由 86 ms 缩短到 53 ms，发
动机小状态判喘优化仿真结果如图 9 所示；同时，在

发动机大状态的逼喘试验中，成功判断出发动机喘
振，参数优化后发动机大状态判喘结果如图 10 所示。
其中，当消喘指令值为 1 时，表示发出消喘指令；当消
喘指令值为 0 时，表示不发出消喘指令。
压差信号/kPa

100

消喘指令

6

参数优化后发动机大状态判喘结果

结论
（1）在仿真系统应用的基础上，完整地了解了相

关参数对判喘的影响和作用，形成了完整的参数优化

效性和实时性。

消喘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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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流程；
（2）在喘振过程中的高压压气机总压与静压的压
差信号脉动频率变化范围主要为 1~10 Hz，将原带通
滤波范围 3~166 Hz 更改为 1~166 Hz；

（3）通过对喘振数据的仿真与分析，考虑判喘可

靠性和实效性，将喘振确认持续时间由 20 ms 更改为
15 ms;

（4）经参数优化后的判喘系统，将小状态的判喘

时间由 86 ms 缩短到 53 ms，并完成了大状态的喘振
判喘。

80

本文通过对相关参数的优化设计，有效地提高了

60
40

某型发动机判喘系统的准确性和时效性，验证了喘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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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处理仿真系统的有效性，为其他型号航空发动机
的判喘系统设计与优化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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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条件判断准则的涡扇发动机限制
保护控制器优化设计
白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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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降低涡扇发动机控制逻辑中最小-最大选择结构的保守性，更高效地利用现有的安全裕度，提出一种基于条件判断
准则的涡扇发动机限制保护控制器优化设计方法。通过对发动机关键输出变量进行条件主动判断，来决定限制保护控制器是否
处于激活状态。其中，条件判断模块中的边界阈值采用智能优化算法-粒子群算法使其在给定的边界内搜索出合理可靠的最优
值。基于某型涡扇发动机控制系统仿真平台进行计算机数值仿真，仿真结果表明：该优化方法有效地降低了最小-最大选择结构
的保守性，在保持所有必要的安全极限情况下，推力响应速度得到了有效提高。其中，传统线性控制器的响应时间为 4.7 s，而基于
条件判断准则的限制保护控制器的响应时间则为 3.8 s，缩短了近 20%，控制系统的保守性得到了有效降低。
关键词：限制保护控制器；线性控制器；涡扇发动机；保守性；条件判断准则；粒子群算法
中图分类号：V233.75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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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al Design of Turbofan Engine Limit Protection Controller Based on Condition Judgment Criterion
BAI Jie1，2，HU Ming-liang1，WANG Wei1，2，ZHANG De-sheng3
（1. College of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ianjin 300300，
China；
2. Civil Aircraft Airworthiness and
Maintenance Key Lab of Tianjin，
Tianjin 300300，
China；
3. 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hang’
an University，
Xi’
an 710064，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reduce the conservatism of min-max selection structure in turbofan engine control logic and make more efficient

use of the existing safety margin，an optimal design method of turbofan engine limit protection controller based on condition judgment crite⁃
rion was proposed. The active condition judgment of the key output variables of the engine was carried ou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limit

protection controller was in the active state. Among them，the boundary threshold in the condition judgment module adopted the 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algorithm-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to search the reasonable and reliable optimal value within the given bound⁃
ary. Computer 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simulation platform of a turbofan engine control system. The simulation re⁃
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ization method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conservatism of the min-max selection structure，and the thrust response

speed is effectively improv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aintaining all necessary safety limits. Among them，the response time of the tradition⁃

al linear controller is 4.7 s，while the response time of the limit protection controller based on the condition judgment criterion is 3.8 s，
which is shortened by nearly 20%，and the conservatism of the control system is effectively reduced.

Key words：limit protection controller；linear controller；turbofan engine；conservatism；conditional judgment criteria；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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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线内无约束地操纵发动机[1-2]。这种结构确保选择最
保守的控制输入，即使热力学参数并没有立即达到危

目前，商用涡扇发动机控制系统通常采用最小-

险状态，限制保护控制器也可能被提前激活，导致涡

最大燃油选择结构来确保飞行员可以在整个飞行包

扇发动机响应速度慢于维持安全运行的实际需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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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保守设计仍然能够满足美国联邦航空局对发动机
[3]

响应时间的认证要求 。然而，在紧急情况下，如发
生跑道入侵以及尾翼受损事件时，这种保守的控制器

新方案。该方案采用现有的最小-最大架构，但对
“限制调节器仅在工作点接近特定限制时才有效”进
行修改。

设计方案很可能会影响飞机的飞行安全。如 1989 年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232 号航班在苏城坠毁[4]以及 2001
年美国 AA587 号航班坠毁事件等[5]。

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提出了很多降

低控制器保守性同时改善发动机响应速度的方法。
Litt 等[6] 在开发增强发动机应急控制响应方法时，试

图通过增加设定点控制器的带宽来实现更快的发动
机响应，发现涡轮温度限制保护控制器能激活并减缓
发动机的响应；Csank 等[7]进一步研究发现，即使实际

（a）Min-Max 架构逻辑

温度远离其极限值，温度极限调节器也开始起作用；
Richter 等[8] 用滑模控制器代替传统线性调节器，有效

避免了极限调节器对发动机的过度保护，然而，这种
方法需要对发动机控制系统进行重新设计，将在整个
飞行包线的验证和发动机控制实施方面带来巨大挑
战；薛文鹏等[9] 通过改变限制保护控制器的设定值来
释放加速限制从而提高加减速性能；陈小磊等[10]通过
调整加速计划来提高过渡态性能，但同时增加了极端
条件下压气机的喘振风险；Garg 等[11]为了在保持当前

控制结构的同时降低这种保守性而提出一种新方案，
其中发动机极限调节器仅在被限制的变量处于指定

（b）Min-Max 架构在 MATLAB/Simulink 环境下的仿真
图1

涡扇发动机经典控制系统架构

由于极限调节器的作用是确保不违反规定的极

范围内且以比规定速率更快的靠近极限值时才处于

限，如果没有达到极限的机会，则不需要激活。因此，

激活状态，仿真结果表明：这种方法可以在保持必要

限制保护控制器在最小-最大选择方案中激活的操

的安全限制时提高发动机动态响应速度。但其中的

作区域可以被定义为：条件 1，要被限制的变量“接

边界阈值需要采用传统方法经过一次次试验来得到，
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且不具有全局最优性。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条件判断准则的涡扇发动机
极限调节器设计方案，通过对发动机热力学参数变量
的变化趋势来进行主动判断。

1
1.1

限制保护控制器的优化设计
条件判断准则的逻辑设计
当前的航空发动机控制逻辑采用最小-最大控

制选择结构，以防止发动机在加减速过程中由于油门
指令改变而超过任何安全或操作极限。其整体逻辑
框架如图 1 所示。这种结构本质上是保守的，产生的

近”其极限值；条件 2，其当前速率使得它将在某个时
间段内达到极限，而没有其他变化。为了使极限调节
器处于激活状态，条件 1、2 都必须为逻辑真。

对于 WEGT（发动机排气温度）、N（风扇转速）
、NC
f

（高压转子转速）、PS3max（高压压气机最大出口静压）等

最大极限保护控制器参数，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持
WEGT≤WEGTmax；Nf≤Nfmax；Nc≤Ncmax；PS3≤Ps3max。 因 此 ，根 据

条件 1、2 可得最大极限调节器的条件判断准则
Nt
= M≥F,0≤F≤1
（1）
N max
N max - N t

( N t - N 0 ) Δt

= H≤G,G≥0

（2）

瞬态响应比需要的慢。为了在保持当前控制结构的

式中：Nt 为涡扇发动机某热力学变量在 t 时刻对应的

同时降低这种保守性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安全裕度，

数值；Nmax 为其设定的安全极限值；M 为其在安全极

提出了一种基于条件判断准则的极限保护控制器的

限范围内所占有的比例；N0 为热力学参数在某一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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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值；Δt 则为控制系统的采样时间；H 为参数以当

前的变化率到达系统设定的极限值所需要的采样时
间 Δt 的倍数；F 为系统设定的激活边界阈值；G 为系
统给定的变化率激活边界阈值。

当 M ≥ F且H ≤ G 时，则认为此热力学参数极其

接近系统设定的极限值而且变化剧烈。如果按当前
的变化率则在 G·ΔT 内变量要超越系统极限值，使发
动机处于危险状况。此时应激活极限调节器，参与控
制系统架构 Min-Max 的逻辑选择。决定限制保护控

制器是否掌握控制系统的控制权，其逻辑判断准则见
表 1。

图3

条件 1 与条件 2 逻辑框架在 MATLAB/Simulink 中仿真

控制器有效作用的关键在于选择边界阈值 F 和 G 的
数值大小。如果阈值选择过大，则当涡扇发动机某个

表1

热力学参数超过其给定的极限值时，限制保护控制器

限制保护器激活判断逻辑

条件 1

条件 2

激活/禁止

无法及时有效地对发动机进行保护，有可能导致发动

H≤G

激活

机损坏甚至导致灾难性后果；反之，边界阈值选择过

M≥F

H≥G

禁止

M≤F

H≤G

小，当发动机没有出现到达极限值的紧急情况时，限

禁止

M≤F

H≥G

禁止

M≥F

制保护控制器有可能被提前激活，导致控制系统的动
态响应速度减缓，从慢车状态到达起飞状态的过渡时

对于 PS3min（高压压气机最小出口静压）等最小极

限保护控制器参数，其目的是保持 PS3≥PS3min。其条件
判断准则为

N min
= M≥F,0≤F≤1
Nt

N t - N min

( N t - N 0 ) Δt

= H≤G,G≥0

（3）
（4）

上述最大极限保护控制器和最小极限保护控制
器的各条件判断准则在 MATLAB/Simulink 环境中的
仿真如图 2 所示。

间超过《航空发动机适航审定》CCAR 33.28 和 CCAR
33.75 条款中规定的 5 s 响应时间[12]。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采用粒子群优化算法（Parti⁃

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来寻找优化边界阈值 F
和 G。PSO 算法需调整的参数较少，结构简单，易于
工程实现[13]；而且没有交叉和变异运算，搜索速度很
快，非常适合工程领域寻优[14]。
基于 PSO 算法寻找优化条件判断准则边界阈值

的计算流程如图 4 所示。首先需要对粒子群进行初
始化，产生随机粒子，然后将随机粒子的数值依次赋
予限制保护控制器中的 F 和 G 2 个参数。针对该参数

使 Simulink 动态模型运转，得到此时的适应度函数
值，将该值作为输出，输入判断模块，如果不满足终止

图2

条件判断准则在 MATLAB/Simulink 中仿真

涡扇发动机每个限制保护控制器条件判断准则
模块中的“条件 1”和“条件 2”的逻辑框架在 MATLAB/
Simulink 中的仿真如图 3 所示。
1.2

基于粒子群算法对边界阈值寻优

由第 1.1 节的条件判断准则分析可知，限制保护

图4

粒子群算法优化边界阈值计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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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条件，则对粒子群进行再次更新，再次赋予限制保护
控制器的 2 个参数进行运算。如果满足终止条件，则
退出循环输出最优值。
J=

∫ t| N
0

demd

- N fdbk | dt

F

G

Accel

0.85

6.9

Nfmax

0.68

5.61

0.61

4.59

0.77

WEGTmax

目标函数 J 越小代表优化效果越好
∞

限制保护器边界阈值优化数值

参数

（5）

式中：t 为目前所处时间；Ndemd 为限制保护控制器期望
值；Nfdbk 表示此刻变量反馈值。

本文以文献[15]中的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仿真
平台作为研究对象。当 Accel 限制保护控制器中的极
限值设定为 1510 时，采用双变量参数寻优，控制系统
采样时间 Ts 设定为 0.015 s；种群数量 N 选取 100；惯性

因子 w 选择 0.6；学习因子 c1 和 c2 设置为 2；在 SLS（海

平面飞行条件下海拔高度为 0、Ma=0）条件下进行仿

真，其粒子群算法运行的适应值变化和自变量最优值
如图 5、6 所示。

0.72

Ncmax

PS3max

0.83

PS3min

6.82
5.7

进控制器的仿真结果如图 7 所示。从图 7（a）中可见，
到达 95% 最大推力，传统线性控制器的响应时间为

4.7 s，而基于条件判断准则的限制保护控制器的响应
时间则为 3.8 s，缩短了近

20%，控 制 系 统 的 保 守 性

得到了有效降低。从图 7

（k）中可见，传统线性控制
系统其保护器（包括过渡

（b）控制变量 WEPR 响应

图5

4.2

（a）净推力响应

（c）高压压气机喘振裕度响应

适应值变化
（d）低压压气机喘振裕度响应 （e）高压压气机转子加速度响应

图6

（f）排气温度响应

（g）高压转子转速响应

（h）高压压气机出口

（i）推力比油耗对比

边界阈值最优解

基于上述优化流程，依次得到 Nf、NC、WEGT、PS3max

等最大极限保护控制器和 PS3min 等最小极限保护控制
器的边界阈值，见表 2。

2

仿真验证

静压响应

为了对比原始控制器和改进控制器在动态响应
速度方面的优劣，将表 2 中的边界阈值代入仿真平台

中，在 SLS 条件下（海平面飞行环境海拔高度为 0、Ma
=0）从慢车状态短时间内加速到起飞状态，其中油门

操纵杆在 0.1 s 内从 40°拉伸到 80°。原始控制器和改

（j）风扇转速响应
图7

（k）限制保护控制器激活逻辑

线性控制器和改进控制器响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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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限制器和稳态限制保护器）激活时间总计为 3.86 s，
而改进后的限制保护器激活时间只有 1.97 s，约缩短
了 48%。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段内只有 1 个限制保护

控制器处于激活状态，这是由于最小-最大体系结构

system in aircraft engine[C]//2018 37th Chinese Control Conference

（CCC）. IEEE，2018：8671-8676.

[3] Imani A，Montazeri M. A min–max multiregulator system with stabili⁃

ty analysis for aeroengine propulsion control[J]. ISA Transactions，
2019，85：84-96.

所决定的。从图 7（c）中可见，采用线性调节器的涡

[4] Guo T，Litt J. Risk management for intelligent fast engine response con⁃

气机喘振裕度距离最小极限值还有一定距离），使用

[5] Richter H. Multiple sliding modes with override logic：limit manage⁃

扇发动机在加速过程中是以保守方式运行的（高压压

改进后的限制保护器能够降低这种保守性，使压气机
喘振裕度曲线沿着极限值运行且始终大于给定的极
限值。从图 7（e）、
（f）、
（g）、
（h）、
（j）中也可见，改进后

的限制调节器能够有效地保护发动机各输出变量在
极限值范围内，证明了改进后的限制保护控制器的有
效性以及优越性。
除了在 SLS（海平面飞行环境海拔高度为 0、Ma=

0）条件下进行仿真验证，还在高空飞行条件下（海拔
高度为 914 m，Ma=0.6）进行了数值模拟仿真，仿真结

果与图 7 中各热力学变量的时间响应曲线非常相似。
由于结果的相似性，本文不再赘述。

3

结束语
本文介绍了一种在传统发动机控制系统最小-

最大选择结构中基于条件判断准则的极限保护控制
器概念。规定只有被限制的变量“接近”其极限值，且
以当前速率使得其将在某个时间段内达到极限，而没
有其他变化时才激活与之对应的极限保护控制器。
其中，条件判断模块中的边界阈值采用粒子群智能进
化算法在合理范围内搜索出最优解，从而设定合理可
靠的阈值。仿真结果表明：通过正确选择极限调节器
边界阈值的参数，能够降低整个涡扇发动机控制系统
的保守性，有效提高发动机推力的响应速度，同时保
持所有必要的安全极限，且该优化设计方法逻辑结构
较为简单，对原有控制系统的结构改动较小，优化效
果良好，具有非常强的工程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 Yu B，Ke H，Shu W，et al. A novel control scheme for aircraft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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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ou L，Liu Z，Liang A，et al. Design of simulation platform for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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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叶片小尺寸试样取样及高温疲劳试验夹持方法
范永升 1，杨晓光

1，2

，王相平 3，石多奇

1，2

，王

良 4，王

鹏

5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2. 发动机结构强度北京市重点试验室：北京 100191；3.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沈阳 110015；4. 成都航利（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成都 611936；5. 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076）

摘要：针对服役涡轮叶片的疲劳性能及寿命评估问题，发展了一种适用于含薄壁和内冷通道等复杂结构特征涡轮叶片的小尺
寸试样取样技术及小试样的高温疲劳试验夹持方法。应用该方法对不同大修间隔的某型航空发动机第 1 级高压转子涡轮叶片进

行了取样，对叶片取样小尺寸试样在 850 ℃下开展疲劳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所发展的复杂构型涡轮叶片取样技术和小尺寸试样
高温疲劳夹持方法能够有效应用于该型服役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片的取样疲劳性能试验；真实服役的涡轮叶片小试样的疲劳性能
与标准热处理状态合金的相比出现了劣化，并且随着服役时间的延长劣化程度加剧，寿命降缩短例最大超过 90%；服役涡轮叶片
取样小试样的疲劳裂纹主要萌生于表面和亚表面的缺陷，共晶组织和碳化物是服役涡轮叶片裂纹萌生的危险位置。
关键词：涡轮叶片；小试样；取样；失效机理；高温疲劳；夹持方法；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2.017

Fatigue Clamping Technology and Life of Serviced Turbine Blades with Small Coupons
FAN Yong-sheng1，YANG Xiao-guang1，2，WANG Xiang-ping3，SHI Duo-qi1，2，WANG Liang4，WANG Peng5
（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2.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eroengine Struc⁃
ture and Strength，Beijing 100191，China；
3.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4. Chengdu Holy In⁃
dustry & Commerce Corp. LTD，Chengdu 611936，China；
5. Beijing Institute of Space Launch Technology，Beijing 100076，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carry out fatigue property assessment of service turbine blades，a small-size coupon sampling and fatigue test

method for small samples of turbine blades with complex structural features such as thin walls and internal cooling channels were devel⁃

oped. This method was used to sample the first-stage high-pressure rotor turbine blades of an aeroengine with different overhaul intervals.
Fatigue experiments were then performed on small samples of blades at 850 ℃.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for the real service，the
fatigue performance of the small samples are also deteriorated compared with the alloy samples in the standard heat treatment state and the

deterioration intensifi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ervice time. The maximum reduction of fatigue life is over 90%. The fatigue cracks origi⁃
nated mainly from surface and subsurface defects. Eutectic structures and carbides are dangerous positions for crack initiation in service
turbine blades.

Key words：turbine blades；small coupons；sampling；failure mechanism；fatigue at high temperature；camping method；aeroengine

0

动机的维修间隔，减少受损涡轮叶片的更换量，具有

引言

重要的经济和安全价值。因此，需要对服役涡轮叶片

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长时服役在高转速、高温和

的力学性能开展试验研究，而为保留涡轮叶片的服役

燃气腐蚀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带来叶片材料力学性能

历程和信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从服役叶片上取样并

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发动机整机的安全服役、推进性

开展力学性能试验。

能和维修成本

[1-3]

。涡轮叶片造价昂贵，轻易放弃受

目前国内外对于真实服役涡轮叶片的研究主要

损的涡轮叶片，将大大增加发动机的日常使用和维护

集中在涡轮叶片服役后组织状态和服役后力学性能

成本。摸清服役涡轮叶片的寿命安全边界，可延长发

变化分析 [4-6]。Carter 等[7]对涡轮叶片的服役微观组织

收稿日期：2020-04-30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9-IV-0017-0085）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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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形式做出归纳总结，指出超温工作对涡轮叶片的

性能考核试验中针对叶片的服役工况和损伤特点开

损伤最为严重；Jahangiri 等 研究了长期服役的涡轮

展评估。

静子叶片微观组织的退化行为及其力学性能，指出碳

高压转子涡轮叶片往往具有复杂的冷却通道，因

化物退化是叶片合金蠕变性能降低的主要原因；Tong

此取样多选择小尺寸薄壁试样。本文针对某型发动

等 对比研究了正常服役和超温服役条件下某型发

机含复杂内冷通道的薄壁涡轮叶片提出了一种小尺

动机第 1 级涡轮叶片的微观组织及蠕变性能的变化，

寸试样取样方案，如图 1 所示。

[8]

[9]

指出超温服役会影响叶片材料的最小蠕变速率；范永

前缘

升等[10] 对服役不同时长后的某型航空发动机第 1 级

尾缘
叶尖

高压转子涡轮叶片开展了基于叶片位置的微观组织

60%
叶高

退化和力学性能研究，指出涡轮叶片在服役过程中微
观组织退化的主要方式是叶片合金内部 γ'相的退化，

10 mm

从而影响叶片材料的硬度和疲劳寿命。

叶根

涡轮叶片在大修过程中需要对其服役和修复后
的组织状态及力学性能进行评估，以便确定叶片是否

10 mm

可持续服役和是否可修以及修复后是否可用。这就
需要对服役后的涡轮叶片取样并在典型服役载荷条

（a）沿叶片横截面取样

图 1 某型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取样方案

件下对其开展力学性能考核试验。已有针对涡轮叶
片力学性能影响的研究工作大多停留在标准试样和
试验室研究的基础上

[11-12]

。而涡轮叶片几何结构复

杂，薄壁效应突出，服役历程不清晰等特征是预制损
伤标准试样所不能代替的。

（b）沿叶高取样

从图 1（a）中可见，在涡轮叶片叶身共布置 4 个取

样位置，分别为第 4 级冷却肋板、叶盆、叶背和尾缘。
选定上述 4 个取样位置主要是因为这几处叶片沿叶

高方向弯掠程度低，所取试样易于加工成型。从图 1

本文以某型航空发动机第 1 级高压转子涡轮叶

（b）取样试样沿叶高方向布局中可见，叶片取样试样

的小尺寸试样取样方法及高温疲劳试验夹持方法，对

片 60% 叶高处的服役温度和离心载荷的作用较为复

片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种适用于复杂构型涡轮叶片

不同大修间隔的涡轮叶片取样并进行高温疲劳试验，

的标距段主要集中在 60% 叶高处，这是因为涡轮叶

杂，也是涡轮叶片服役的危险截面，可保证所取小试

对服役涡轮叶片取样小尺寸试样的疲劳寿命的变化

样能够最大程度保留涡轮叶片的典型服役特点，使得

和疲劳破坏失效机理进行研究。

通过叶片取样小试样对

1
1.1

涡轮叶片服役寿命的评

研究方法

估更加合理。在取样方

复杂构型涡轮叶片取样方案

案确定后，利用线切割方

针对复杂构型涡轮叶片的取样试样，目前国内外
公开报道的主要有 2 种：一种是实心厚叶片的小尺寸

标准棒状试样[13]；另一种是薄壁叶片的小尺寸非标准
薄壁试样[14]。小尺寸标准棒状试样因为已经有较为
健全的试验标准，可以开展较为全面的力学性能评
价，目前在地面燃气轮机和无较大空腔的叶片试验中

法从叶片上切下小尺寸
毛坯试样（如图 2 所示），
随
后进行试样设计和加工。
1.2

1.2.1

图2

某型航空发动机取样
小尺寸毛坯试样

小尺寸试样夹持方案与试样设计
小尺寸试样夹持方案
为实现小尺寸薄壁试样的高温加载，需要设计试

应用较为广泛。而小尺寸薄壁试样因为试样构型的

样与标准试验机连接的过渡夹具。目前常用的小尺

特点，只能针对特定的力学性能展开评价，如用于蠕

寸试样过渡夹具样式有螺栓紧固型、销钉紧固型和挂

[15]

变试验和单轴拉伸试验的工字梁型薄壁试样 。在
取样时，应当对叶片的取样位置进行合理布局，使试
样能够尽可能保留叶片的典型服役特征，以便在力学

片型 3 种。螺栓紧固型装夹对于本文的薄壁试样并
不适用；销钉型装夹可以通过提高打孔的对中性来避
免加载过程中的附加力矩，但是对于小尺寸试样，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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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圆孔会产生较大应力集中，在试验中极有可能出现

固环带有一定的锥度。上下夹头中均是半径较小的端

销钉孔预先破坏的情况；

面在上，
半径较大的端面在下。从如图 4（e）中可见，
在

挂片型加载常用于蠕变试

高温炉

试验过程中紧固环在重力作用下向下移动，施加给定
位滑块和夹头 1 个沿锥面法向的压力，
形成定位滑块左

验，对于应力控制的应力
比大于零的疲劳试验和单

右的几何约束和力约束，
从而限制定位滑块的移动，
实

轴拉伸试样也适用。针对
图 2 中涡轮叶片小尺寸试

样设计的高温试验装置如
图 3 所示。

现试验件的固定。因此，可以通过合理设计上下夹头
和紧固环的锥度来实现在疲劳试验过程中的紧固，防

热电偶

图3 小试样高温疲劳试验装置

为使小尺寸试样能够与通用试验机连接，本文设

止夹具连接部位的疲劳滑脱。
1.2.2

小尺寸试样夹持端圆弧设计
在确定了试样夹持和加载方式之后，需要对试样

计了一种挂片式二次过渡夹具，该夹具主要包括带有

的具体形式进行设计。本文选用挂片式试样夹持方

与试样两端几何形状匹配凹槽的夹头、定位滑块和紧

式，利用试样和夹头之间的接触挤压对试样施加载

固环 3 部分，如图 4（a）所示。安装试样时，按照图 4

荷。因此必须对夹持端的过渡圆弧进行合理设计和

（a）所示安装结构将试验件安装在下主夹头的试样安

强度校核，防止在加载过程中夹持段的挤压接触应力

装区，并将定位滑块装入主夹头的装样区中用于确定

超过试样标距段的考核应力而产生微动疲劳，导致试

试验件位置，
平面朝向试验件，
圆锥面朝向主夹头圆锥

样在夹持段提前失效。为获得合理的夹持段圆弧半

面，将紧固环套入主夹头紧固定位销与试验件。采用

径，建立有限元模型，如图 5 所示。试样两侧刚体夹
头设置固支约束，试样远端施加 750 MPa 载荷，试样

同样方案安装上端部分，
安装完毕后将主夹头外伸

与 夹 头 之 间 设 置 库 伦 接 触 摩 擦 ，摩 擦 系 数 设 置 为

端的螺柱对应安装在材料
拉伸试验机试验机的螺纹

定位滑块

紧固环

安装端，完成装夹。从图 4

（b）、
（d）中可见，
上下夹头、
定位滑块和与之匹配的紧

0.25。试样选材为定向凝固高温合金 DZ125，该合金
在 850 ℃下力学性能参数

小试样

见表 1。选取单元类型为

C3D8R，共 计 划 分 单 元

主夹头

5918 个。改变试样和夹头

（a）加持方案

固支约束

固支约束
R2

接 触 端 半 径 R1，计 算 不 同
R1 下试样的应力分布 ，选

88°
20

88°

20

R10

取合理的 R1 取值作为最终

R1
刚体夹头

刚体夹头

图5

750 MPa

小试样夹持端有限元

模型及边界条件设置

8

的设计值。
Ø24

2

8

Ø24

mm

（b）夹头几何尺寸

表1

Ø25.5

mm

（c）紧固环几何尺寸

2
7.5

紧固环

10.5

8

F

主夹头
mm

（d）定位滑块几何尺寸

（e）沿试样厚度方向夹具
安装剖面

图4

小试样夹持方案及夹具设计

E2/MPa

132000

μ12

0.341

μ23

0.29

G12/MPa
90000

G23/MPa
52000

Mises 应力分布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 R1 的

定位滑块

F

92000

不 同 夹 持 端 圆 弧 半 径 R1 下 小 试 样 夹 头 与 试 样

小试样

4

E1/MPa

小试样 DZ125 合金在 850 ℃下的力学性能参数

S/MPa

+8.813e+02
+7.530e+02
+6.914e+02
+6.298e+02
+5.682e+02
+5.066e+02
+4.449e+02
+3.833e+02
+3.217e+02
+1.985e+02
+1.369e+02
+7.528e+01
+1.367e+01

Max-stress
point

R1=5 mm

S/MPa

+7.812e+02
+7.530e+02
+6.913e+02
+6.296e+02
+5.680e+02
+5.063e+02
+4.446e+02
+3.829e+02
+3.212e+02
+2.596e+02
+1.979e+02
+1.362e+02
+7.452e+01
+1.285e+01

Max-stress
point

R1=7 mm

第2期
S/MPa

+7.572e+02
+7.530e+02
+6.913e+02
+6.295e+02
+5.678e+02
+5.060e+02
+4.443e+02
+3.825e+02
+3.208e+02
+2.590e+02
+1.973e+02
+1.355e+02
+7.377e+01
+1.202e+01

S/MPa

R1=5 mm

S/MPa

+7.573e+02
+7.530e+02
+6.910e+02
+6.291e+02
+5.671e+02
+5.051e+02
+3.812e+02
+3.192e+02
+2.572e+02
+1.953e+02
+1.333e+02
+7.134e+01
+9.368e+00

可见，随着 R2 的增大，试样最大 Mises 应力的位置从
夹持端边缘向试样中心移动。定义试样最大 Mises 应

力点的位置到试样中心的垂直距离为 L，L 值越小说
明试样自由圆弧过渡段的应力集中点越靠近试样标

Max-stress
point

矩段。L 随 R2 的变化关系如图 9 所示。从图中可见，
当 R2>15 时，L 的缩短变得较为缓慢。自由圆弧过渡

S/MPa

R1=13 mm

段应力集中系数随 L 变化曲线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

R1=15 mm

+7.580e+02
+7.530e+02
+6.906e+02
+6.283e+02
+5.659e+02
+5.036e+02
+4.412e+02
+3.788e+02
+3.165e+02
+2.541e+02
+1.917e+02
+1.294e+02
+6.703e+01
+4.665e+00

Max-stress
point

图6

不同 R2 下试样的应力分布如图 8 所示。从图中

R1=11 mm

+7.812e+02
+7.530e+02
+6.913e+02
+6.296e+02
+5.680e+02
+5.063e+02
+4.446e+02
+3.829e+02
+3.212e+02
+2.596e+02
+1.979e+02
+1.362e+02
+7.452e+01
+1.285e+01

Max-stress
point

可见，当 L 延长时，试样自由过渡段圆弧的应力集中
系数也快速增大。这是因为当 L 延长时，R2 减小，导
致试样几何尺寸快速变化，从而增大了试样的应力集
中系数。为减小试样的应力集中系数，以使试样在试

Max-stress
point

验过程中最大应力点出现在考核标矩段，考虑到涡轮
叶片取样毛坯试样长度的限制，
最终选取 R2=16.6 mm。

不同夹持端圆弧半径 R1 下小试样夹头与

头的接触点开始向试样
考核段移动。试样与夹
头接触最大 Mises 应力随
夹 持 段 圆 弧 半 径 R1 变 化
关系如图 7 所示。从图中
可见，当 R1<10 mm 时，随

着 R1 的增大，试样与夹头

850

+7.633e+02
+7.520e+02
+6.959e+02
+6.399e+02
+5.838e+02
+5.278e+02
+4.717e+02
+4.156e+02
+3.596e+02
+3.035e+02
+2.475e+02
+1.914e+02
+1.353e+02
+7.928e+01

750
700
650

Max-stress
point

S/MPa

800

4

图7

6

8

10 12
R1/mm

14

16

试样与夹头接触最大

R2=5 mm

R2=7 mm

R2=9 mm

R2=11 mm

Max-stress
point

Max-stress
point

Max-stress
point

Max-stress
point

Mises 应力随夹持段圆弧半
径 R1 变化关系
R2=13 mm

的最大接触 Mises 应力快速降低；当 R1>10 mm 时，试

低于考核段的载荷 750 MPa。考虑到随着 R1 的增大

试样夹持端的长度也会随之增加，而涡轮叶片的取样

毛坯试样却不超过 30 mm。为了保留足够的考核段
长度，故选取试样夹持端圆弧半径 R1=10 mm。
小尺寸试样自由过渡段圆弧设计

国家标准《GB15248-2008 金属材料轴向等幅低

循环疲劳试验方法》[16]中推荐板材疲劳试样的厚度为
2.5 mm，自由过渡段圆度半径为 1.5～2.5 倍板厚。显

图8

R2=17 mm

R2=19 mm

不同自由过渡段半径小试样 Mises 应力分布

6.0

1.20

5.5
5.0

L/mm

样与夹头的最大接触 Mises 应力则降低得较为缓慢且

R2=15 mm

应力集中系数

力的位置由夹持端与夹

Max-stress
point

Max-stress
point

Max-stress
point

900

试样与夹头接触 Mises 应力/MPa

增 大 ，试 样 最 大 Mises 应

L

试样 Mises 应力分布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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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0
3.5
3.0

4

图9

8

12
R2/mm

16

L 随 R2 的变化关系

20

1.16
1.12
1.08
1.04

1.00
3.0

图 10

3.5

4.0 4.5 5.0
L/mm

5.5 6.0

自由圆弧过渡段应力

集中系数随 L 变化曲线

然本文所用小尺寸试样不满足国标的推荐要求，因

通过上述试样几何参数和夹持方案的选定，最终

此，需要对小尺寸试样的自由过渡段圆弧半径 R2 进

确定某型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取样小试样几何尺寸

发生考核段之外的失效。建立与第 1.2.2 节中相同的

采用 2 段圆弧过渡方式来降低加载过程中的应力集

行设计和校核，避免在试验过程中过渡段应力集中，

参数和实物如图 11 所示。试样总长不超过 30 mm，

有限元模型，计算不同的 R2 下试样的应力分布和最

中，标距段宽度为 3 mm，厚度由于涡轮叶片壁厚限制

大点应力，选取合适的 R2 作为最终的设计值。

不超过 1 mm。

118

3

1.8

在不同载荷条件下的疲劳寿命（疲劳寿命已用最小值

8

R 10

R16.6

l

6

命方程，2 个大修间隔涡轮叶片取样小试样的应力幅

8

30

图 11

标准化处理）见表 2 并如图 12 所示。应用 Basquin 寿
值和寿命的关系为

mm

（a）叶片取样几何尺寸参数

1.3

1.0：σ=1706.3N f-0.079

（b）叶片取样小试样实物

1.5：σ=1553.6N

涡轮叶片取样小试样尺寸及实物

某型涡轮叶片取样小试样疲劳试验

动机第 1 级高压涡轮转子叶片进行取样，该转子叶片
所用材料为定向凝固镍基高温合金 DZ125。取样后

对试样毛坯表面进行抛磨加工，除去叶片表面因服役

最大应力/MPa

能，本文分别选取 1.0 和 1.5 个大修间隔的某型航空发

而带来的表面缺陷，随后对共计 17 片叶片取样试样

0.5 Hz。试验结束后用丙酮溶液对失效试样的断口
进行超声清洗，将断口附近试样线切割后制备金相试

样，利用 SUPRA 55 型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分析涡轮叶片取样小试样的疲劳破坏失效机理。
表2

不同大修间隔涡轮叶片取样位置信息及疲劳寿命

大修间隔

取样位置

最大应力/MPa

疲劳寿命

2

810

11533

1

840

9983

1
1.0

2
2
2
1
1
2
2
1
1

1.5

3
2
1
3
1
4

2.1

810
840
875
910
950
950

22393
6928
8528
6447
2376
1985

（2）

900
850
800
750

在 850 ℃条件下开展低周疲劳试验，每个试样的取样

位置和载荷见表 2。试验应力比为 0.1，加载频率为

（1）

-0.072
f

大修间隔
1.0
Eq.（1）
1.5
Eq.（2）
标准热处理，R=0

950

为研究不同服役大修间隔后涡轮叶片的疲劳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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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图 12

104
疲劳寿命

105

不同大修间隔某型涡轮叶片取样小试样疲劳寿命

图 12 中实线为标准热处理状态下该型涡轮叶片

材料的疲劳寿命曲线，数据由文献[17]中数据拟合得
到，所用试样为标准试棒，试验条件为 850 ℃，应力比
为 0，试验为应变控制，加载速率为 0.005 /s，转换为应

力控制频率为 0.3125~0.625 Hz，此处添加标准热处理

状态寿命曲线为定性对比涡轮叶片取样小试样寿命
与标准热处理材料差异。从图中可见，服役 1.0 个和

1.5 个大修间隔的涡轮叶片取样试样疲劳寿命曲线均
位于标准热处理合金的下方。服役叶片寿命的降低

可能存在 2 方面原因：一方面，服役使得涡轮微组织

退化，导致叶片试样的疲劳性能显著降低；另一方面，
图 12 中实线所用试样为标准试棒，造成疲劳寿命或

760

15126

810

8567

准处理状态的疲劳寿命不同。此外，随着服役时间的

2423

上都呈现出降低的趋势。Holländer 等[13] 对某多晶服

8827

强度的尺寸效应使得同材质、同状态的测试结果与标

810

15348

延长，叶片取样小试样的疲劳寿命在不同的载荷水平

840

5551

760

840
875
910
950
950

7829
2236
939

1476

结果及讨论
服役涡轮叶片取样试样疲劳寿命
不同服役时长涡轮叶片取样试样的位置信息和

役涡轮叶片取样试样与标准试验件低周疲劳性能进
行了对比研究，发现经过一定时长的服役，叶片取样
试样的低周疲劳性能较合金原始状态出现了一定程
度的降低，并且试样的叶身部位较叶根部位表现出了
更大的损伤状态；同时，指出叶片疲劳寿命的降低与
叶片服役过程中的微观组织退化相关。Krika 等[18]在
对某定向凝固镍基高温合金预服役之后的热机械疲
劳性能开展研究也发现，服役之后的合金寿命相较于

第2期

标准热处理状态出现了一定程度地降低。相似的寿

10 μm

命和力学性能的降低在文献[19-20]中也有报道。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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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涡轮叶片取样小试样疲劳破坏机理

服役 1.0 和 1.5 个大修间隔涡轮叶片试样在 840

碳化物

共晶组织

碳化物

疲劳裂纹

微裂纹

MPa 下断口附近的滑移带形貌如图 13 所示。从图中

可见，服役 1 个大修间隔的涡轮叶片试样断口附近的
γ'相呈比较均匀的立方体形貌，而服役 1.5 个大修间

隔的叶片试样靠近断口附近存在 γ'相的密集变形区，
而远离断口附近区域的 γ'相则仍然保持立方体形貌。
说明由于服役使叶片材料内部 γ'相的变形更加不均
匀和局部化，促进了裂纹的萌生和扩展。

10 μm

共晶组织

图15 服役涡轮叶片取样试样

图 16

近断口微裂纹形貌

3

服役涡轮叶片取样试样

碳化物处萌生微裂纹形貌

结论
（1）本文所发展的复杂构型涡轮叶片取样技术和

小尺寸试样高温疲劳夹持方法在某型服役发动机高
1 μm

压涡轮叶片的取样疲劳性能试验中得到有效应用。
（2）服役工作使涡轮叶片取样小试样的疲劳寿命
相较标准热处理状态下合金寿命有所降低，并且随着
服役时间的延长，寿命降低程度加大。

1 μm

（a）1.0 个大修间隔涡轮
叶片试样（1000 倍）
图 13

变形区

1 μm

未变形区

（b）1.5 个大修间隔涡轮
叶片试样（6000 倍）

不同大修间隔涡轮叶片试样在 840 MPa 下断口

（3）涡轮叶片中含有大量的共晶组织和碳化物，
而共晶组织由于微观结构的不均匀导致力学性能与
γ'相均匀排布区域存在差异，易产生应力集中，累积
塑性应变，是裂纹萌生和扩展的危险位置。
本研究只给出了涡轮叶片取样小试样寿命在不

附近的滑移条带形貌

服役时长的变化对于试样的裂纹萌生机制并没
有太大影响。所有的叶片取样小试样裂纹均萌生于
表面或亚表面缺陷，主要为加工缺陷、碳化物和共晶

同服役时长后的变化情况。后续的研究工作中需要开
展针对涡轮叶片材料微观组织退化和力学性能及寿命
定量研究工作，建立起微观组织和叶片寿命的量化关
系，
服役于发动机涡轮叶片的经济大修和安全判废。

组织等，如图 14 所示。在对叶片的微观组织分析中
发现了大量的共晶组织，共晶组织因为 γ'相的大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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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叶片热障涂层在 CMAS 环境下的失效分析
陈

泽，张志强，韦文涛，田

昊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对于多台份某型发动机在试车后出现的带热障涂层涡轮叶片表面附着较多环境沉积物 CMAS 进而导致热障涂层脱落

失效的故障，通过宏观形貌观察、化学成分分析、微观结构分析等方法对 CMAS 分布规律、成分特征和失效模式进行了分析。结果
表明：CMAS 沉积物在叶盆面较厚、叶背面较薄，靠近缘板处较厚、叶身中部位置较薄，进气边较厚、排气边较薄；厚度较薄处的附

着物颗粒细小、分布均匀，较厚处的附着物结构较疏松，大多呈块状不均匀分布；涡轮叶片热障涂层表面沉积物及气膜孔堵塞物的
成分以 CMAS 为主，同时还有中低温部件碰摩磨屑生成的 Fe2O3、TiO2 和 NiO；由 CMAS 腐蚀引发的热障涂层失效模式主要有气膜孔
堵塞引发周围涂层烧结失效、涂层表面和内部应力失配、陶瓷层柱状晶被冲击撞断以及 8YSZ 热障涂层被溶解。
关键词：热障涂层；硅酸铝盐；涡轮叶片；气膜孔；失效模式；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4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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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 Analysis of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on Turbine Blade in CMAS Environment
CHEN Ze，ZHANG Zhi-qiang，WEI Wen-tao，TIAN Hao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The distribution law , components and failure mode of CMAS were analyzed by means of macroscopic morphology ohserva⁃

tion , chemical composition analysis and microstrueture analysis for the faults which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sediment CMAS that coverd

on the surface of aeroengine turbine blades with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after many aeroengine tests. The result shows that CMAS is thicker

on blade basin , near the blade platlorm and on the leading edge while thinner on blade back , the middle of blade and the trailing edge.The
thick CMAS has exiguous particular and is well distributed, and the thin CMAS has loose structure and an uneven distribution.The deposits

on the surface of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of turbine blades and the blockage of film holes are mainly CMAS, and there are also some Fe2O3,
TiO2, and NiO which come from the debris produced by the friction of the medium and low temperature parts.The main failure modes of

TBCs caused by CMAS are film holes plugged which results in coating sintering , stress mismatch at the surface and inside of the coating ,
the fracture of the columnar crystals caused by impact and the dissolution of 8YSZ TBCs.

Key words：thermal barrier coatings；CMAS；turbine blade；film hole；failure modes；aeroengine

0

MCrAlY 金 属 粘 结 层 2 部 分 构 成 ，通 常 喷 涂 厚 度 为

引言
随着航空发动机技术的发展，为追求更高的推重

比，对涡轮前温度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中国航空
发动机涡轮前进口温度已达到 1800 K 以上 ，远高于
[1]

[2]

镍基高温合金叶片的承温极限 。为提高涡轮叶片
的 耐 高 温 能 力 ，在 实 际 工 程 上 广 泛 应 用 热 障 涂 层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TBCs），以 降 低 基 体 温 度 ，
延长叶片使用寿命

[3-4]

。目前中国使用的热障涂层多

由 8YSZ（6%~8%Y2O3 部 分 稳 定 ZrO2）隔 热 陶 瓷 层 和

100~500 μm[5-6]，可 使 叶 片 基 体 表 面 温 度 降 低 100~
300 ℃[7-8]，使得涡轮叶片能够在较高的温度环境中正
常工作，极大地延长了涡轮叶片的使用寿命。

但是在实际工程中，热障涂层的使用还存在很多
问题。DAROLIA[9]、Krämer 等[10]发现热障涂层的实际
工程工作环境不同于实验室环境，航空发动机的实际
使用环境的空气中通常有较多的粉尘、沙砾、火山灰
及其他杂质，会在发动机工作时随空气一起进入发动
机中，涡轮部位的高温工作环境使得这些外来物熔化

收稿日期：2019-12-25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7-VII-0007-0100）资助
作者简介：陈泽（1994），男，硕士，工程师，从事涡轮叶片冷却技术研究工作；E-mail：18040094133@126.com。
引用格式：陈泽，张志强，韦文涛，等 . 涡轮叶片热障涂层在 CMAS 环境下的失效分析[J]. 航空发动机，2022，48（2）：121-126. CHEN Ze，ZHANG Zhiq⁃
iang，WEI Wentao，et al.Failure analysis of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on turbine blade in CMAS environment[J]. Aeroengine，2022，48（2）：1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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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熔融态堵塞气膜孔、附着在涂层表面或侵蚀到陶瓷
[11]

层甚至是金属粘结层内部；杨姗洁等 研究发现这些
环境沉积物的主要成分为 CaO、MgO、Al2O3 和 SiO2 等

硅 酸 铝 盐 ，简 称 为 CMAS；CLARKE 等[12]、GLEDHILL
等[13] 和 SONG 等[14-15] 研究表明，这些环境沉积物的附
着、撞击与侵蚀会造成气膜孔堵塞，降低冷效、陶瓷层

scope，SEM）对涂层截面进行微观形貌与成分分析，
测量热障涂层表面附着物的厚度及成分，并对深入陶
瓷层内部的 CMAS 成分和结构进行检测分析。

2

试验结果

2.1

CMAS 分布规律及成分特征
熔融态的粉尘、沙砾及其他杂质随着高温燃气进

应力失配失效脱离或热障涂层被溶解而失效。
本文主要研究了在实际工程应用中 8YSZ 涡轮叶

入涡轮部件后大量依附在涡轮叶片上，由于叶片不同

片热障涂层表面 CMAS 沉积物的分布规律和成分特

部位的结构、温度等条件不同，CMAS 的附着情况也

失效模式进行总结和分析。

2.1.1

征，以及对由 CMAS 沉积物附着、侵蚀等方式引起的

1

试验

1.1

有所不同。

CMAS 分布特征

对高压涡轮导向叶片进行试车后发现热障涂层

表面被 CMAS 附着物大面积覆盖，经对其进行解剖、
观察、测量、分析，得到其宏观分布规律和特征：叶片

试验材料
试验选取某型航空发动机高压涡轮导向叶片和

叶身和缘板均附有大量红褐色或黄褐色的附着物。

转子叶片，在其上喷涂双层结构热障涂层：金属粘结

其中叶盆面附着物较多且厚度不均匀，在叶片高度方

层为使用真空电弧镀制备的 NiCrAlY 涂层，厚度为

向，越靠近上下缘板根部，附着物越厚，而叶身中部的

8YSZ 陶瓷层，厚度为 50~300 μm。

排气边的附着物较薄。通

10~100 μm；陶 瓷 层 为 采 用 APS 或 EB - PVD 制 备 的

附着物最薄；在叶片宽度方向，进气边的附着物较厚，

1.2

过观察微观结构，发现附

试验方法

将带热障涂层的涡轮叶片装在航空发动机上进
行 500 h 地面台架试车。试车后将试验叶片取下，解

剖高压涡轮转子叶片（如图 1 所示）和高压涡轮导向
叶片（如图 2、3 所示）。

着物结构疏松，呈熔融泥
状分布，进气边附着物局
部 呈 油 亮 橘 皮 状（如 图 4
所示），排气边附近的附着
物颗粒尺寸较大。

图4

导向叶片进气边附着物

高压涡轮工作叶片经试车使用后，叶片表面均有

叶尖截面

不同程度的附着物黏附，且附着物的分布特征基本相
同，其主要分布规律和特征如下：附着物颜色均呈黄
叶中截面

（a）叶片解剖位置
叶根截面
a
b

l
c

j

k
d

i

e

褐色或浅黄色，其厚度不均匀，叶盆面较厚、叶背面较
h

薄，与导向叶片的相似；叶盆面附着物厚度也不均匀，
g

f

图 1 高压涡轮转子叶片

（b）叶片解剖位置及分区
图 2 高压涡轮导向叶片解剖

解剖位置

位置及分区

叶尖较薄、叶根较厚。在叶盆面距叶尖约 35 mm 的范

围内附着物致密，厚度较薄，有多处附着物呈长条状
或块状凸起；在叶根至距
叶 尖 35 mm 区 域 内 ，附 着

物较疏松，厚度较厚，表面
粗糙，呈不规则凸起状，呈

将 试 验 件 解 剖 后 ，采

一定取向分布，整个叶盆

用 配 有 能 谱 仪（Engvgy

面上的附着物有大量的呈

Dispersive Spectros Copy，
EDS）的 扫 描 电 子 显 微 镜

（Scanning Electron Micro⁃

薄 片 状 脱 落 特 征 ，如 图 5
所示。
图3

气膜孔解剖位置

图5

工作叶片叶盆面附着物
宏观形貌

附着物厚度较薄处的附着物颗粒细小，分布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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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组织致密，表面较光滑，如图 6 所示；而附着物较

中 CaO 的质量分数较高，SiO2 的质量分数较低，积碳

物颗粒与涂层表面结合紧密，微观上具有高温烧结熔

高，其原因是航空煤油未充分燃烧，存在大量积碳，对

厚处的结构则较疏松，大都呈块状不均匀分布；附着
融特征，如图 7 所示。

现象更为明显。CMAS 沉积物中 C 的质量分数显著升
涂层表面红外辐射特性产生一定影响，会加剧红外辐
射 传 热 影 响 ，改 变 涂 层 表 面 温 度 及 温 度 场 。 以 上
CMAS 附着物成分的差异可能与发动机工作状态、试

车条件和环境因素直接相关，但 CMAS 主要成分仍然

以 CaO 和 SiO2 为主，Ca 离子扩散会对陶瓷层产生明
显损伤，而 SiO2 复合氧化物具有低熔点特性，会加剧
图6

附着物较薄处结构

图7

附着物较厚处结构

微观形貌

2.1.2

涂层的失效。

微观形貌

表3

CMAS 成分分析

根据叶片表面 CMAS 分布特点，本次试验选取图

2（b）中叶盆面 l 处 1 点、k 处 5 点、i 处 8 点，叶背面 b 处

叶盆面

2 点、d 处 4 点、f 处 3 点的 CMAS 成分进行统计，并与

叶背面

国外的民用发动机 CMAS 成分及某型发动机服役后
CMAS 成分进行对比，具体成分占比见表 1；去除积碳

叶盆面

和少量杂质及磨屑的影响，外来的 CMAS 附着物成分

叶背面

比例见表 2。

表 1 2 种发动机与本次试验的 CMAS 部分成分对比 wt%

国外民用发动机
某型发动机
本次试验

表2

CaO

MgO

9.54

3.22

33.00
17.85

CMAS 成分

Al2O3

SiO2

Fe2O3

C

TiO2

11.76 32.73

7.68

9.03

2.02

7.20

12.70

46.7

3.50

14.99 24.47

0.40

13.3

24.17

0.40

2 种发动机与本次试验的 CMAS 主要成分数对比 wt%

国外民用发动机
某型发动机
本次试验

CMAS 成分

CaO

MgO

Al2O3

SiO2

16.7

5.6

20.5

57.1

33.1
29.4

7.2
5.8

12.8
24.7

46.9
40.2

从表 1 中可见，本次试验除了积碳外，叶盆面附

着 物 的 主 要 成 分 为 CaO - MgO - Al2O3 - SiO2 和 Fe2O3。

叶盆面与叶背面 CMAS 平均成分对比
MgO

3.50
3.85
C

24.71
49.36

Al2O3

CMAS 成分
SiO2

14.99
18.95
S

24.47
6.41

CMAS 成分

0.67
0.00

TiO2

0.40
0.00

CaO

wt%
Fe2O3

17.85

13.30

NiO

总量

0.53

100

12.44

0.12

8.47

100

相对叶盆面而言，叶背区域的积碳量相对叶盆面
的明显增加（见表 3），Al2O3 的质量分数明显升高，而
低熔点 SiO2 的质量分数明显降低。
2.2

2.2.1

CMAS 引起的 TBCs 失效
CMAS 对气膜孔的堵塞

根据试验数据统计得知，叶片前缘与叶盆中部的

CMAS 附着情况严重，导致部分气膜孔堵塞，不能起

到冷却作用，导致叶片局部温度过高，热障涂层烧结
脱落失效。
按图 3 对高压涡轮导向叶片进行解剖，对不同切

割位置观察到的气膜孔周围涂层微观形貌进行了分
析可知：第 1、4、16 排被解剖的气膜孔未堵塞；而第 7、
12 排气膜孔有明显的堵塞情况。

在第 7 排气膜孔被解剖的 4 个气膜孔中，1 个孔

此外本次试验的附着物中还有少量的 TiO2 和 NiO，来

的外侧孔口部位部分被堆积物堵塞，1 个孔的内部完

涂层等磨损产生碎屑，在高温燃气中氧化并沉积到高

物堵死。

源于低压及高压压气机磨屑，主要是由于叶尖和封严
导叶片表面。与国外民用发动机数据相比，本次试

全被堆积物填满 2 个孔的外侧孔口部位完全被堆积
第 7 排气膜孔剖面局部放大形貌如图 8 所示。堵

验 CMAS 主要成分中 Al2O3 的质量分数较高，SiO2 的质

孔物质分为浅灰区和深灰区 2 种物质，能谱分析结果

大，其中 Fe2O3 的质量分数较高；与某型发动机服役后

数较高，深灰区 O、Si、Ca、Cr、Co 等元素的质量分数较

量分数较低，中低温部件转子碰摩产生的磨屑影响较
CMAS 成分数据对比发现，本次试验 CMAS 主要成分

见表 4。结果表明，浅灰区 O、Co、Ni 等元素的质量分

高。由能谱分析结果可知，浅灰色区域元素主要为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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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 μm，涂层表面黏附一定厚度的附着物；观察到

浅灰

浅灰

的横截面气膜孔均被附着物完全堵塞或接近完全堵
塞状态，对冷却气膜状态影响较大；CMAS 逐步附着

在残留于斜孔内的涂层的表面，直至将气膜孔完全堵
深灰
100 μm

深灰
100 μm

（a）300 倍
图8
表4

（b）200 倍

孔

位置

图 9（a）

浅灰区

图 9（b）

浅灰区

孔

位置

图 9（a）

浅灰区

图 9（b）

浅灰区

深灰区
深灰区

深灰区
深灰区

O

Mg

Al

Si

Ca

wt％
Ti

0.40

0.58

0.68

－

的区域，气膜孔堵塞情况严重，叶片冷却效率降低，叶

－

8.83

1.33

1.15

5.04

5.50
3.78

片温度场和应力场发生了改变，该区域的叶身和热障

－

Fe

0.48

涂层温度逐步升高，加速了 CMAS 离子的渗入和陶瓷

Cr

4.46

10.61
15.20

－

0.47

1.40

5.04

5.05

5.09

Co

Ni

Zr

W

0.97

65.07

22.01

0.25

1.26

2.2.2

0.86

2.92

52.07

22.91

0.43

0.68

示。从图中可见，CMAS 侵蚀对涂层失效影响作用主

13.08
24.65

0.72
2.97

47.53

10.90

36.24

2.23

4.75

0.62

3.00
－

在 第 12 排 气 膜 孔 被

100 μm

无堵孔物质堆积。

第 12 排 气 膜 孔 剖 面 图9 第12排气膜孔剖面局部
局部放大形貌如图 9 所
放大形貌

示，堵孔物质能谱分析结果见表 5。从表中可见，在

堵孔物质中 O、Al、Cr、Fe、Ni 等元素的质量分数较高。
说明该区域元素组成主要为 CMAS 的主要元素，该区
域的气膜孔堵塞是由 CMAS 附着导致的。

第 12 排气膜孔剖面堵孔物质能谱分析结果
Al

Si

Ca

图 11（a）

13.49

1.42

11.54

8.95

1.96

孔

Cr

Fe

Co

Ni

W

图 11（a）

图 11（d）

5.69
8.30

－

15.02
17.29

要如下：附着物已经渗入至陶瓷层内部，局部陶瓷层

有疏松化现象，说明 CMAS 溶解了部分 YSZ，如图 10

（a）所示；CMAS 完全溶解了 YSZ 陶瓷层，导致粘结层
和基体发生了明显的氧化现象（如图 10（b）所示），这

是由于前缘气膜孔严重收缩或堵孔，导致冷却效果降

陶瓷层，导致 YSZ 涂层完全溶解在 CMAS 中，形成疏

堆 积 物 堵 死 ，2 个 孔 内 部

13.45

前缘（进气边）涂层失效后形貌特征如图 10 所

（1230 ℃）[8]，CMAS 渗入陶瓷层内部，并逐步侵蚀 YSZ

孔的外侧孔口部位完全被

Mg

CMAS 侵蚀涂层

低 ，前 缘 温 度 急 剧 升 高 ，部 分 CMAS 达 到 其 熔 点

解剖的 4 个气膜孔中，2 个

图 11（d）

层的烧结，最终导致涂层失效。

0.46

素，该区域的气膜孔堵塞是由 CMAS 附着导致的。

O

由此可知，在前缘和叶盆等 CMAS 附着较为严重

0.63

致的；而深灰色区域元素组成主要为 CMAS 的主要元

孔

相关，
均呈现附着物垂直于孔壁或孔外侧沉积的现象。

7.70

结层材料元素，该区域的气膜孔堵塞是由涂层喷涂导

表5

附着物厚度最厚位置接近 300 μm，
气膜孔表面或斜孔

露出位置，附着物的沉积应该与燃气方向和孔壁夹角

第 7 排气膜孔剖面局部放大形貌

第 7 排气膜孔剖面堵孔物质能谱分析结果

塞，与叶身涂层表面附着物相连接；叶片气膜孔周围

10.03
0.64
0.44

1.30
38.32
47.53

0.71

wt％
Ti

2.48
0.36

0.51
0.59

通过对各气膜孔解剖结果对比分析可知：在前缘
附近孔壁两侧均有一定厚度的涂层，其余位置斜孔均
是迎着喷涂面方向存在一定的涂层附着，涂层厚度为

松“粉状化”的组织，导致 YSZ 涂层完全失效。
CMAS

CMAS

YSZ

NiCrAlY

50 μm

50 μm

（a）CMAS 溶解部分 YSZ
（b）粘结层与基体氧化
图 10 前缘（进气边）涂层失效后形貌特征

图 10（b）局 部 位 置 的 能 谱 分 析 结 果 如 图 11 所

示。从图中可见，CMAS 已经溶解了 YSZ 涂层，Ca、
Si 等元素已经完全渗入 YSZ 内部和其下方的氧化物
中，由于该位置为气膜孔斜孔末端，粘结层较薄且

已 经 完 全 氧 化 ，同 时 下 方 基 体 中 存 在 较 多 氧 化 孔
洞 ；YSZ 涂 层 下 方 氧 化 物 主 要 以 Al2O3 、Cr2O3 为 主 ，
CMAS 中的 Si、Ca 已经渗入扩散到氧化物内部，发生

热化学反应，逐步溶解形成新的复合氧化物，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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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裂纹，一些凹坑内还残留有附着物，如图 13（b）所

示。由以上特征可以判断，外来颗粒高速撞击涂层表
面，可将柱状晶打斜、打断、打碎，甚至产生 45°角裂

纹，部分柱晶碎块脱落，在表面形成凹坑状脱落坑。
100 μm

（a）Ca 元素能谱分析结果
图 11

100 μm

当外来颗粒较小，对涂层表面的冲击能量较小时，则

（b）Si 元素能谱分析结果

只会使柱晶在表面附近打断，在压表面产生平行于表

Si K

CMAS 溶解 YSZ 区域能谱分析结果

氧化膜阻氧性降低，加速了热障涂层失效，导致基
体氧化腐蚀速率加快。
2.2.3

CMAS 附着降低涂层应变容限

分析测量数据发现，叶片前缘与叶盆处 CMAS 附

面的微裂纹，如图 13（c）所示。

3

结论
（1）CMAS 附着物在涡轮叶片上的分布受燃气特

性和温度场的影响厚度不均，叶盆面较厚，叶背面较

着 物 较 厚 ，其 厚 度 最 高 可 达 400 μm 以 上 ，叶 盆 面

薄；靠近缘板处附着物较厚；进气边附着物较厚，结构

CMAS 热 膨 胀 系 数 和 YSZ 陶 瓷 层 差 异 较 大 ，同 时

（2）涡轮叶片热障涂层表面沉积物及气膜孔堵塞

CMAS 厚 度 达 到 陶 瓷 层 平 均 厚 度 1 倍 以 上 。 由 于

疏松，排气边附着物较薄，结构致密。

CMAS 自身具有较高的脆

物主要以 CMAS 为主，同时还有中低温部件转子叶片

性 ，CMAS 沉 积 在 涂 层 表
面，增加了整体涂层的厚

和其对磨件产生的磨屑生成的 Fe2O3、TiO2 和 NiO。另

外，附着物中存在大量积碳，会加剧红外辐射传热影

CMAS

度，在冷热交替过程中致

YSZ

使陶瓷层内部及涂层界面

响，改变涂层表面温度及温度场，导致涂层失效。
50 μm

处应力增大，应变容限下 图 12 CAMS 附着导致 YSZ
涂层应力失配失效

降 ，导致涂层内部微裂纹

增多，陶瓷层衰减，陶瓷层从层间开裂或较薄陶瓷层
从界面处剥离，如图 12 所示。
2.2.4

的主要失效诱因。在实际工程中，CMAS 的附着会导

致气膜孔堵塞进而降低冷却效率；侵蚀会导致热障涂
层表面及内部应力失配或是 YSZ 热障涂层被溶解；冲

刷会导致热障涂层陶瓷层柱状晶被冲击撞断。最终
都将导致热障涂层失效。

冲击打断柱晶

对于使用 EB-PVD 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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