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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分析法在多维度整机系统风险评价中的应用
杨

阳，万里勇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当前中国发动机的交付模式普遍为以磨合为目的的装配试车和以交付为目的的装配试车（两装两试），而国际上民航发
动机的交付模式普遍为一次装配试车合格后即可交付（一装一试）。为转变中国现有的交付模式，开展了基于 2 种交付模式的风

险评定方法研究。通过引入层次分析法对 2 种交付模式的风险进行评定，在目前采用的 2 维度风险矩阵评价方法基础上，引入“识
别率”的概念，形成了“严酷度+概率等级+识别率”的 3 维度风险评价方法。构建出了一种复杂系统多维度综合风险评定方法，为
衡量发动机 2 种交付模式的系统风险值提供了一种定量计算途径。为现有的交付方式向“一装一试”的模式转变提供了理论依
据，促进了发动机厂内实现一次装配与试车，降低了交付经济成本，进而缩短了外场发动机交付周期。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风险；多维度；风险评价；层次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V328.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3.001

Application of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n Multi-dimensional Risk Assessment
of Aeroengine System
YANG Yang，WAN Li-yong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At present，the engines delivery mode in China is generally assembly test run for the purpose of running-in and assembly

test run for the purpose of delivery (two assemblies and two tests)，while the delivery mode of civil aviation engines in the world is generally

that they can be delivered after passing a one-time assembly test run (one assembly and one test). In order to change the existing delivery

mode in China，the research on risk assessment method based on two delivery modes was carried out. The risks of the two delivery modes
can be evaluated by introduc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Based on the currently used two-dimensional risk matrix evaluation
method，the concept of "risk identification rate" was introduced to form a three-dimensional risk evaluation method of "Effect Severity

Ranking + Occurrence Probability Ranking + Risk Identification Rate ". A multi-dimensional comprehensive risk assessment method for a

complex systems was constructed，which provided a quantitative calculation method for measuring the system risk value of two engine deliv⁃

ery modes.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xisting delivery mode to the mode of "one assembly and one test"，
promotes the one-time assembly and test run in the engine factory，reduces the economic cost of delivery，and further shortens the delivery
cycle of the field engine.

Key words：aeroengine；risk；multi-dimensional；risk assessment；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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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从现有的交付模式向“一装一试”的模式转变，可
以缩短发动机厂内工作时间，降低人工和试验的经济

当前中国航空发动机生产和大修的交付模式普

成本，加倍批产新机和大修机的交付进度。根据《中

遍为两次装配+两次试车（分别为以磨合和交付为目

国航发创新基金项目研究合同-面向“一装一试”交

的），而目前国际上普遍的交付模式为一次装配试车

付模式的评定标准研究》开展了基于风险等效的风险

合格后即可交付。相对于“一装一试”的交付模式，

评定方法研究。通过研究复杂系统综合技术风险评

“两装两试”的模式从时间和成本上都不占优势，因此

定方法，对 2 种交付模式进行风险评定，确定发动机

收稿日期：2018-11-12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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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n multi-dimensional risk assessment of aeroengine system[J]. Aeroengine，2022，4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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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模式转变的主要技术风险，并为其它型号发动机
交付模式风险评定提供参考。
在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必须开展风险管理工作，加
大风险管理力度[1-2]。周亚峰等[3] 采用风险矩阵对某

险优先数（Risk Priority Number,RPN）是严酷度等级

（Effect Severity Ranking, ESR）与 发 生 概 率 等 级（Oc⁃
currence Probability Ranking,OPR）的乘积。
RPN＝ESR×OPR

[4]

燃机采用的新技术进行了逐项风险分析；狄鹏等 运
用风险矩阵和网络层次分析法对武器装备体系建设

1.1

[5]

RPN 值越大，其危害性越高

[11-12]

（1）

。

确定分级量化原则

风险模型进行了分析；王天婕 运用头脑风暴法、风

确定指标分级标准的方法是：在对风险实际调查

险矩阵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商用航空发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各风险因子最高和

动机研发项目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在其他行业，层次
分析法也是对复杂项目进行风险分析的有力工具。
李毅[6] 利用该方法对隧道坍塌风险进行了分析；张凯

最低的 2 个极限值，划定指标的的级差范围；根据确
定的指标分级值，在 2 个极值之间，按取差原则，以递
增或递减规律取值划分出级别。

[7]

等 将该方法应用于核事故应急决策中。综合以上
学者的研究成果，层次分析法在复杂系统的风险评价
方面有着广泛应用。
风险矩阵[8] 是在管理过程中识别风险重要性的
一种结构性方法，也是风险潜在影响评估的 1 套方法

论，在目前的航空发动机研制过程风险分析中应用广
[9]

泛 。风险矩阵作为一种筛查工具对风险进行排序，
根据其在矩阵中所处的区域确定哪些风险需要更细
[10]

致地分析，或者应首先应对哪些风险 ，但对于其他
维度（如风险能被识别的概率、风险持续时间等）缺乏
评价手段。而且，对整个系统来说，如何评价其整体
的风险情况，尚缺少 1 个合理的计算模型来定量评

价。层次分析法将一个复杂的多目标决策问题作为
一个系统，将目标分解为多个子目标，进而分解为多
准则的若干层次，通过将定性指标模糊量化逐层算出
子目标层次权重和排序，最终得到总目标评价值。该

目前应用较多的的分级方法一般采用逻辑分类
和特征分类，如将等级划分为 3 类、5 类等（数目不限，
可根据需要变化；可定性或定量）。比如 3 类表示为

良好、中等和不良；5 类表示为好、较好、中等、较差、
差或很低、较低、中等、较高、很高等。也可根据数值

按照阶梯的原则分级，比如 5 类表示为 0.2、0.4、0.6、
0.8、1.0（如果取 10 级可以以 0.1 为间隔），其他分级思
路类似。
1.2

严酷度等级
严酷度（ESR）是指潜在风险的影响程度。在严

酷度等级划分中，定性等级分为 4 个级别Ⅰ、Ⅱ、Ⅲ、
Ⅳ，定量的级别分为 1～10 种赋分值，数字越大严酷
程度越高，详见表 1。

表1
ESR 分值

严酷度等级

对发动机影响
影响属于危险性的或风险属于

10、9

方法作为多方案优化决策的系统方法，比较适于具有

Ⅰ

危险性的，导致人员严重受伤或

Ⅱ

大的导致人员受伤；飞行任务中

分层交错评价指标的目标系统且目标值又难以定量

死亡；发动机毁坏等。
影响属于重大的或风险属于重

描述的决策问题。
8、7

本文在目前常用的风险矩阵基础上，通过引入
“识别率”的概念，基于权重的分配建立了系统风险评

断；发动机严重损坏，导致发动机
大修等。
影响轻微的或风险属于轻微

价模型，通过层次分析法的数学手段建立了一种多维
6、5、4

度的航空发动机系统风险评价模型。

1

严酷度等级

Ⅲ

单项风险 2 维度风险矩阵评价方法

的，人员受轻伤；飞行任务延误或
降级；不需要大修的发动机损坏，
但造成离位修理等。
影响可忽略的或风险属于可忽

风险矩阵是用于识别风险并对其进行优先排序

3、2、1

的有效工具。严酷度等级和概率等级的组合，用半定

Ⅳ

略的 ，对人员无伤害 ；任务可继
续；可以原位修理或不需修理等。

量赋值的思想构成风险评价指数矩阵表，根据数值即
可进行风险分级。这种方法称为风险评价指数矩阵
法，是一种评价风险水平和确定风险的简单方法。风

1.3

发生概率等级
发生概率等级（OPR）用来评定风险实际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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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见表 2。OPR 的评分等级可根据发生频次或

1.6

风险发生频次 Po

概率可能性

9

5×10-2≤Po<10-1

经常发生

1×10-2≤Po<2×10-2

有时发生

2×10-3≤Po<5×10-3

偶然发生

Po≥×10-1

8

2×10-2≤Po<5×10-2

7
6
4

方法的缺点也很明显，
假设
有 M 个风险项，
在以概率等

Po<1×10-4

风险管理的优先顺序和策略，但对系统风险如何评价

极少发生

没有计算方法。而且，假设有多个专家对同一风险项

只有 2 个维度时，建立的风险矩阵见表３，其中

严酷度与概率等级均为 10 级（取值 1～10）。

概率等级

8

7

6

5

4

3

2

1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8

80

72

64

56

48

40

32

24

16

8

90

7

70

6

63

60

5

54

50

4

45

40

3

36

30

2

27

20

1

81

18

10

9

72
56
48
40
32
24
16
8

63
49
42
35
28
21
14
7

54
42
36
30
24
18
12
6

45
35
30
25
20
15
10

36
28
24
20
16
12

5

8
4

27
21
18
15
12
9
6
3

18
14
12
10
8
6
4
2

9
7
6

60≤R<80

1

40≤R<60
20≤R<40
１<R<20

单个风险项风险级别与接受准则
接受原则说明

灾难性风险（A 类） 不可接受，建议放弃或更换方案
高风险（B 类）

不可接受，必须采取措施降低风险

中等风险（C 类） 有条件接受，应采取措施降低风险
低风险（D 类）

可接受，需控制

可忽略风险（E 类） 可接受，不需控制

维度，引入“识别率”的概念。对于识别率，没有相关

标准定义，本文将识别率初步定义为“风险能够被识
别的概率（Risk Identification Rate，RIR）”。

为便于理解，参考严酷度等级的定义，建立 RIR

越大；容易识别出来的风险，则采取措施的机会越大，

2

则，见表４。

80≤R≤100

3 维度的评价结构是在 2 维度的基础上增加 1 个

3

4

为 5 级 A、B、C、D、E。同时，对应每级制定风险接受准

风险级别

引入“识别率”的系统风险评价方法

分值与等级，按照定量分为 1～10 分值，定性分为 4

根据风险指数范围[1，100]，将风险级别定性分

表4

法无法应用于系统风险计算的关键。

5

单个风险项风险接受准则

风险指数 R

风险坐标图上表现出来所有风险项。因此，这是该方

2.1 “识别率”定义

10
9

1.5

9

进行评价，因每个人评价结果不一样，则无法在 2 维

2

风险评价指数矩阵
严酷度等级

10

风险坐标图示例

风险坐标图直观地比较了多项风险，从而确定各

2 维度风险矩阵[13]

表3

图1

的平面坐标系下，
只能得到 M 个离散点，
无法描述系统

很少发生

1×10-4≤Po<5×10-4

1

严酷度

风险情况，
示例如图１所示。

5×10-4≤Po<1×10-3

2

1.4

为不同的重要性水平。该

1×10-3≤Po<2×10-3

3

风险项

观，可将风险很快地划分

级和严酷度等级为交叉轴

5×10-3≤Po<1×10-2

5

概率等级

直观，应用简便。显示直

发生概率等级

OPR 分值
10

优缺点说明
该方法的优点是比较

发生概率可能性在相应等级中选取。
表2

3

阳等：层次分析法在多维度整机系统风险评价中的应用

级，见表５。越难被识别的风险，其潜在的危害性就
所造成的危害性越小。
表5
RIR 分值 RIR 等级

识别率（RIR）等级评分准则
评分准则

10、9

Ⅰ

现行识别方法几乎不可能识别出或无法识别

6、5、4

Ⅲ

现行识别方法基本可以识别

8、7

3、2、1

2.2

Ⅱ

现行识别方法有很小的机会去识别

Ⅳ

现行识别方法肯定可以识别

系统风险计算过程

无论对 2 维度评价还是 3 维度评价，风险矩阵只

是对所有单个风险项分别计算 1 个风险指数，然后根

据风险指数大小进行风险项排序，得出单个风险项可
接受与不可接受的说明。对于系统来说，缺乏计算总
风险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引入风险权重的概念，计算
系统总风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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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发动机共识别出 M 个风险项，第 k 个风险项的
风险值为 R（1≤k≤M）
，风险权重为 W k，则总的风险值
k
R为

各风险的重要程度来确定；Bk 由风险因素的特点和影
响确定；Ak 由专家的组成结构确定。

权重系数的确定可以采用层次分析法，通过对评
R = ∑W k·R k
M

（2）

k=1

式中：
∑W k = 1。
M

程度划分见表 6。矩阵判断标度（1～9 标度法）使矩

阵中的各要素的重要性能够进行定量显示、排序计算

k=1

假设第 k 个风险项的风险维度为 p（k），其中第 j 个

风险维度的权重为 b（1≤j≤p
（k），且 bk +bk +…+bk =1），
k
1

j

2

有 q（k）位，
其中第 i 个专家的权重为 a（1≤i≤q
（k），
且 ak+
k
i

等获得权重集。

p( k )

并设对第 k 个风险项的风险维度进行评价的专家共
1

a k +…+a k =1），则 q（k）位专家对 p（k）个风险维度进行
q( k )

2

价指标相互比较，建立判断矩阵。层次分析法的重要

表6

层次分析法的重要程度划分

标度

含义

1

表示 2 个元素相比，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5

表示 2 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3

表示 2 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稍重要

评价的结果可构成第 k 个风险项的风险评价矩阵 H k
D k = A k·H k =
h k12 ⋯ h k1p( k ) ù
é h k11
êê h
h
⋯ h k2p( k ) úú
úú
[ a 1k , a 2k , ⋯, a q(k k ) ]· êê ⋮k21 ⋮k22 ⋮ ⋮
êê
úú
h
h
⋯
h
ë kq( k ) 1
kq( k ) 2
kq( k ) p( k ) û
D k1 , D k2 , ⋯, D kp( k )
(3)

分，若评价指标 i 相对评价指标 j 的比较分值为 aij，则

进行评价的结果。

要就是 1∶1，稍重要就是 3∶1，也可以取中间数值 2∶1

[

]

式中：为第 i 个专家对第 k 个风险项的第 j 个风险维度

在得到风险评价矩阵 H k 后，可根据第 k 个风险项

的专家权重向量 Ak=[ak,ak,…,ak ]计算出风险评价向量
D k = A k·H k =
h k12 ⋯ h k1p( k ) ù
é h k11
êê h
h
⋯ h k2p( k ) úú
úú =
[ a 1k , a 2k , ⋯, a q(k k ) ]· êê ⋮k21 ⋮k22 ⋮ ⋮
êê
úú
ëh kq( k ) 1 h kq( k ) 2 ⋯ h kq( k ) p( k )û
D k1 , D k2 , ⋯, D kp( k )
(4)
1

[

2

q( k )

]

式中：R k 为对第 k 个风险项的第 j 个风险维度进

行综合评价的结果。
根据第 k 个风险项的风险维度权重向量 R k 计算
出相应的风险值 R k
é b 1k ù
ê b2 ú
T
R k=Dk·B k =[Dk1,Dk2,…,Dkp(k)]·ê k ú
⋮
ê p( k )ú
b
ë k û

9

2，4，6，8

表示 2 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极其重要
表示 2 个元素相比，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表示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表 6 反映的是 2 个评价指标相对重要程度的得

指标 j 相对 i 的比较分值 aji =1／aij。如果认为一样重

等，两两相比较，把数值填入，构造出成对比较判断矩

阵 A。通过计算各判断矩阵的权重、排序并做一致性
检验即可得到权重分配。
主要步骤如下：

（1）求得判断矩阵每行所有元素的算术平均值 wˉ i
wi
wi = n
（6）
w
∑i
i=1

（2）将算术平均值 wˉ i 归一化
wi
wi = n
∑w i

（7）

i=1

（5）

T

式中：B k 为 B k 的转置。
在得到每个风险项的风险值 R k 后，即可根据式

（2）计算出总的风险值 R。若 p(k)=3，则为 3 维度评价
结果；若 p( k )>3，则为多维度评价方法。
2.3

7

权重[14]系数的确定

本方法中所要确定的权重共有 3 种：各风险项权

重 Wk、各风险维度的权重 Bk、专家权重 Ak。其中 Wk 由

（3）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n ( Aw )
i
λmax=∑
nw i
i=1

（8）

( Aw ) i 为向量 ( Aw ) 的第 i 个元素。
式中：

（4）计算 CI 进行一致性检验
λ max - n
CI=
（9）
n-1
式中：n 为判断矩阵的阶数，查随机一致性指标 R1，见
表 7，并计算比值。

定义：CI=0，有完全的一致性；CI 接近于 0，有满意

的一致性；CI 越大，不一致性越严重。当且仅当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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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表7

n
R1

1
0

2
0

3

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4

0.58

阳等：层次分析法在多维度整机系统风险评价中的应用

5

0.9

1.12

6

1.24

7

1.32

8

1.41

0.1 时，认为一致性可以接受。

在简便计算的情况下可采用取平均值的方法，即

的风险项进行评价，假设赋分见表 9。

按照系统风险评价方法，其中各权重采用最简单

的均值法，得到各风险项的风险值分别为：R1=7.8、R2
=6.4、R3=6、R4=2.8、R5=3，则系统总风险值为 5.2，依据

表 8 的接受准则，为有条件接受，不希望发生，应采取
措施降低风险。

各权重均等分配。
2.4

5

系统风险值说明
计算得到的是 1 个系统风险值，对整个系统来

说，需要系统风险总的级别说明，见表 8。
表8

结束语
该方法可以用来定量评价航空发动机系统风险，

对于其他机械系统也可运用该评价模型的理论方法

系统风险接受准则

风险指数 Rs

4

定量计算风险值。

接受原则说明

8≤Rs≤10

系统风险不可接受，建议放弃或更换方案

风险评价具有不确定性，即将定性描述的风险用

6≤Rs<8

系统风险不可接受，必须采取措施降低风险

定量的方式来表达[15]。该方法的计算基础是专家评

4≤Rs<6

系统风险有条件接受，应采取措施降低风险

2≤Rs<4

分，主观性较强，但是通过专家权重的引入，又降低了

系统风险可接受，需控制

0<Rs<2

主观性带来的影响。

系统风险可接受，不需控制

目前的航空发动机风险评价方法还停留在简单

表 8 与表４的区别在于表４适用于单个风险项

的“严酷度+概率等级”的 2 维度评价方式上，只是简

多少个单个风险项即得到多少个数值结果；而表 8 是

的方式，比如“识别率”等，并通过层次分析法引入了

的风险级别确定，仅是多个维度分值的简单相乘，有
对整个系统的系统级风险，最终得到的只有 1 个数值

单的以列表的形式罗列风险项。通过增加评价维度
权重的概念，可以实现发动机系统风险的评价。需要

结果。由于权重系数的引入，使得无论是几个维度的

指出的是，除了“识别率”之外，还可以增加其他维度，

计算，最终结果都会与单维度保持相同数量级，位于

比如“风险持续的时间”等，因此，是一种多维度的评

[0，10]区间内，因此，风险接受准则是不同的。
表9

风险项

评价维度
严酷度

风险项 1

概率等级
识别率
严酷度

风险项 2

概率等级
识别率
严酷度

风险项 3

概率等级
识别率
严酷度

风险项 4

概率等级
识别率
严酷度

风险项 5

3

概率等级
识别率

价方法。与此同时，根据系统风险等效的原理，也提
供了一种可以反向降低系统风险途径的可能。

评价结果示例

专家 A

专家 B

专家 C

专家 D

专家 E

9

8

7

8

8

10
8
9
8
7
8
8
8
4
3
2
5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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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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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5
8
9
8
4
3
2
4
2
1
4
1
1

8
7
4
2
1
8
5
3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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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扇发动机内外涵道水量分布比例数值仿真
薛文鹏，宋江涛，张

琦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西安 710089）
摘要：涡扇发动机经常会在雨天执行飞行任务，当雨滴进入发动机后，由于风扇旋转、液滴和液滴碰撞、液滴与叶片壁面碰撞
导致核心机与内外涵道之间的水量重新分配。针对雨滴在内外涵道的分配问题，采用了 3 维建模仿真方法计算水进入核心机的
比例。通过拉格朗日法建立了两相流模型，同时考虑了液滴运动模型和破碎模型，研究了不同的水气比、初始液滴直径和风扇转

速对内外涵道水量分配比例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入核心机的水量取决于液滴的初始液滴直径和风扇速度，水气比对进入核心机
的水量影响较小。将仿真计算结果与文献[6]中经验数据进行了比较，仿真最大误差为 3.3%。证明所建立的涡扇发动机内外涵道
水量分布比例数值仿真方法是合理的，对计算液滴量的内外涵道分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两相流；水气比；初始液滴直径；水量分配比例；内外涵道；涡扇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3.002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Water Distribution Ratio in Inner and Outer Duct of Turbofan Engine
XUE Wen-peng，SONG Jiang-tao，ZHANG Qi
（China Flight Test Establishment，Xi’an 710089，China）
Abstract：Turbofan engines often perform missions in rainy days. When raindrops entered the engine，the water between the core en⁃

gine and the inner and outer ducts was redistributed due to the rotation of the fan，the collision between droplets and droplets，as well as the
collision between droplets and blade wall. Aiming at the raindrops distribution in the inner and outer ducts，a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proportion of water entering the core engine. A two-phase flow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Lagrangian method，and the droplet motion model and breakup model were considere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water-air ratio，initial drop⁃
let diameter and fan speed on the water distribution ratio in the inner and outer duct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mount of wa⁃
ter entering the core engine depends on the initial droplet diameter and fan speed，and the water-air ratio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amount of

water entering the core engin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e empirical data in reference [6]，and the maximum simulation

error is 3.3%. It is proved that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of the water distribution ratio in the inner and outer ducts of turbofan en⁃
gine is reasonable，and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calculating the droplets distribution in the inner and outer ducts.

Key words：two-phase flow；water-air ratio；initial droplet diameter；water distribution ratio；inner and outer duct；turbofan engine

0

动机吸雨考核试验前需进行发动机吸雨仿真计算，以

引言

确定吸雨对发动机的影响，而内外涵道水量分配的确

航空发动机可能会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运行，即

定（或进入内涵的水量）是进行发动机吸雨仿真计算

使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也需要保障其安全和可靠地

中的关键，因此需对发动机吸雨状态下进入核心机的

工作。雨天时，气流中的液态水会对发动机的性能和

水量比例进行分析研究。

操作性产生不利影响

[1-2]

。对于涡扇发动机而言，进

发动机在吸雨状态时，大量的雨滴撞击风扇，产

入核心机的水会直接影响发动机的工作稳定性和性

生飞溅、扩散或反弹[3]。Roumeliotis 等[4] 研究表明，大

能，而吸雨考核也是发动机交付使用前必须进行的试

约 20% 的水量撞击在进气锥的外表面，一部分液滴

验项目。一般为节省试验成本和降低试验风险，在发

附着在叶片表面并形成水膜。对于风扇转子，旋转产

收稿日期：2020-06-03
基金项目：工信部民机科研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薛文鹏（1987），男，硕士，从事航空动力装置飞行试验工作；E-mail：xwpfenyun@163.com。
引用格式：薛文鹏，宋江涛，张琦 . 涡扇发动机内外涵道水量分布比例数值仿真 [J]. 航空发动机，2022，48（3）：7-12.XUE Wenpeng，SONG Jiangtao，
ZHANG Qi.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water distribution ratio in inner and outer duct of turbofan engine[J]. Aeroengine，2022，48（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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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较小液滴由于其惯性较小而随着气流进入外涵

α=

道。此外，撞击产生的部分二次液滴继续撞击转子叶

A0
A air

（1）

片，产生更小的液滴。液滴与液滴、液滴与壁面碰撞

式中：A 0 为发动机进口几何面积；A air 为空气捕获流管

以及风扇旋转导致外涵道和核心机之间的水重新分

面积。

布。国外对航空发动机吸入雨水的研究较为成熟；
Murthy 等[5]建立了航空发动机吸雨后对发动机特性的
影响及各截面参数的变化规律；Schmehl 等 对工业
[6]

燃气轮机中液滴的飞溅过程进行了研究，建立了 1 个

发 动 机 吸 雨 适 航 认 证 试 验 的 最 大 水 浓 度 为 20

g/m ，约等于 3% 的水气比。然而，欧洲航空安全局
3

（European Aviation Safety Agency，EASA）提 出 了 4%
的水气比作为最大值来补偿因集雨现象引起的风扇

基于经验数据的修正公式，以评估液滴与壁碰撞后产

进口截面的水浓度[13-14]。

生的液滴直径；Nikolaidis[7] 采用 3 维建模仿真的方法

1.2

研究了不同吸雨量对发动机排气组分浓度的影响；

滴可能会破裂，形成更小的液滴。液滴破裂高度依赖

研究不同转速下叶片形成水膜的厚度；Rajmohan 等[8]
Kaushik 等[9] 采用数值计算的方法进行液滴直径轨迹

液液滴破碎
液滴在气-液两相流动中移动，由于速度差异，液

于气动力和液体表面张力，
液滴破裂过程如图 1 所示。

追踪，将液滴直径看作质子，并未考虑碰撞、传热等对

气流方向

液滴轨迹的影响。中国学者对发动机吸雨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吸雨对发动机的性能影响方面；李一光[10]在
航空发动机稳态性能模拟技术基础上，结合水的物理
性质，采用数值方法研究了某双转子涡喷发动机吞水
后的性能变化过程；陈光等 总结了 CFM56-3 发动

球形液滴

[11]

图1

机投入使用后出现的一些吞雨停车故障，并提出了在
发动机设计中采取的尽量减少雨水流入内涵的 4 点

措施，介绍了喷水增大推力的机理和其在一些军民用

椭圆形液滴

据分析了吸雨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上述文献对发

Oh =

的要求，进行了发动机地面吸雨试验，并结合试验数

程涉及较少，且未计算吸入雨水在叶片旋转和碰撞作
用下水量在内外涵道的分配比例。
本文通过欧拉-拉格朗日法建立了两相流模型 ，
研究了不同水气比、
初始液滴直径和风扇转速对内外
涵道水分分配比例的影响。

1
1.1

发动机吸雨现象

ρ (c - cl) d1
σ

μl

（2）
（3）

ρl d1 σ

的速度；c 为气流速度；d 1 为初始液滴直径；μ 1 为液滴
的黏性系数；σ 为液滴的表面张力系数。

液滴韦伯数表示气动力与表面张力之间的关系，
而奥内佐格数表示液滴黏度的影响。表面张力对液
滴的凝聚性很重要。如果超过临界韦伯数，则发生特
定的破碎机制。若干学者分析了不同条件下液滴破
裂的机理，所制定的液滴破碎准则[16]见表 1。
表1

飞行条件对进入发动机的水浓度有显著的影响。
在发动机低转速和高飞行速度（空慢下降）时，发动机

临界韦伯数

口袋模式破裂

12 × ( 1 + 1.077 × Oh1, 4 )

向剪切破裂模式过渡

口截面的水浓度显著增加，高于大气环境的水浓度，
1.3

液滴破碎准则

破碎过程
向混合破裂模式过渡

捕获空气流管面积小于发动机进口几何面积，风扇进

进口截面的水浓度影响，定义集雨系数 α 为

液滴破裂过程

式中：ρ 为气流密度；ρ l 为初始液滴的密度；c l 为液体

集雨系数

这种现象称为集雨现象。为了表征集雨现象对风扇

破碎

韦伯数和奥内佐格数 Oh 定义为
We =

面，对发动机吸入雨水后雨滴在压气机内部的变化过

中空结构

液滴破裂由韦伯数 We 来确定[15]，对于球形液滴，

飞机发动机上的应用情况；邢洋等[12] 按照 GJB 241A

动机吸雨的研究均集中在发动机整机性能的变化方

口袋模式破裂

20 × ( 1 + 1.2 × Oh1, 6 )
32 × ( 1 + 1.5 × Oh1, 4 )

液滴与液滴和液滴与壁面的碰撞
发动机在吸雨时，气流中的液滴会产生液滴与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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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之间相互碰撞、液滴与发动机部件的碰撞。液滴与

导致需要求解的方程数量增加；而欧拉-拉格朗日法

液滴、液滴与壁面碰撞会产生更小的二次液滴。

将液滴分组为有限数量的液滴组，每组的轨迹表示流

液滴与固体避面的碰撞如图 2 所示。图中，
d2 为碰

场中的一部分液滴。本文为了减少计算时间，采用欧

撞后的二次液滴直径液滴与壁面碰撞后一般产生 3 种

拉-拉格朗日法进行液滴轨迹的计算。

情形：
液滴与固体壁面碰撞后附着形成液膜（附着）、
反

在发动机吸雨过程中，液滴在气流中的运动过程

弹并保持其初始液滴尺寸（反弹）和破碎成较小的液滴

可以通过液滴的受力情况进行研究。液滴受到作用

[10]

重新进入气流（飞溅） 。飞溅过程取决于液滴的初始

力包括重力、拖曳力和离心力。因液滴与气流之间存

尺寸、
速度、
风扇速度和液滴与风扇的相对位置。

在相对滑移速度，则液滴二者之间的拖曳力可以根据

d1

d1=d2

d2

Rebound

1.4

图2

d1

相对运行速度确定，因此液滴速度的变化可表示为

d1>d2
d2
Water film

g (ρ - ρl)
dc l
= FD +
+ Fα
ρl
dt

d1
Water film

Splashing

Spreading

液滴与固体避面的碰撞

（4）

式中：F D 为液滴和气流之间因滑移速度而产生的附

加拖曳力；F α 为液滴受到的离心力；g 为重力加速度。

水膜的形成
如果液滴发生飞溅，则产生更小的二次液滴，并

在壁面上形成液体水膜。水膜在离心力作用下可能

d 21
1
·C D
ρ (cl - c)
2
4
式中：C D 为拖曳力系数。
FD =

（5）

根据 Young[17] 提出的液滴相在气流中运动的拖

会沿着径向向外涵道流动。DAS 等[11] 对压气机转子
叶片上的水膜形成进行了数值研究，表明当含水量大

曳力计算方法，液滴在气流中运动的拖曳力系数可

于 2% 时，会在叶片压力表面上形成水膜。叶片上的

表示为

24
( 1 + a 1·Rea ) + 43·Re
Re
+ Re
液滴的雷诺数为
CD =

水膜形成相当于增加了叶片的截面厚度，导致压气机
的效率降低。

2

两相流模型
航空发动机的雨水吸入流动过程包括连续相（空

气相）和离散相（液滴相），为了处理离散相和连续相

2

Re =

液滴在离心力作用下产生径向速度，使液滴向沿

前在两相流的计算中广泛应用的计算方法为欧拉法

着径向向外壁面移动。

和拉格朗日法[12-14]，如图 3 所示。欧拉法将携带气体

3

在每个时间步长上都由热力学和流体力学状态变量

数值仿真
本文对涡扇发动机风

来描述。假设流体是 1 个连续体，在 1 个平稳的参考

扇进行了数值仿真。风扇

液滴是在 1 个移动的参考框架中计算的，液滴和连续

包括进气锥、分离器和转

框架中导出了基本的运动方程。而拉格朗日法中的
相是相互作用的。欧拉法分别计算每个液滴的轨迹，

Rotor

Splitter
Cone

子叶片。考虑到风扇的几
图4

风扇几何模型

时间，只对 30°的截断进行了建模，进口条件为干空气
和液滴组成的两相流。对不同的初始液滴直径、水空

Fa
y

a
FG

气比和风扇转速进行了数值计算。
x

z

图3

Volume

的几何模型（如图 4 所示）

何对称性，为了减少计算

FD

（7）

μl

式中：a 1、a 2 为液滴拖曳力修正系数。

的流动过程，本文采用两相流耦合算法进行计算。目

和液滴作为 1 个连续体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两相流

ρl d1 (cl - c)

（6）

欧拉法和拉格朗日法

利用 k - ε 湍流模型对风扇的流场进行仿真计

算。液滴相在进口截面均匀分布，压力为 101325 Pa，
温度为 300 K，湍流强度值为 1（中等强度），采用破碎

10

模型计算液滴与液滴和液滴与壁面碰撞以及由此产
生的二次液滴。进气锥和分离器采用六面体网格划
分，计算收敛速度快。因风扇转子几何形状更复杂，
采用多面体网格划分，网格总数为 10 。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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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volume fraction
splitter
5.500e-002
5.000e-002

Bypass

4.500e-002
4.000e-002
3.500e-002

仿真结果分析

Core

3.000e-002

采用上述模型计算了不同水气比、风扇转速和初
始液滴直径条件下的水量分离比例。进入核心机和
外涵道的水量分布表示为
S war = 1 W ar =

W ar , core
W ar

2.500e-002

WARcore
≈1,33%

2.000e-002
1.500e-002
1.000e-002

（a）N1=60%

（8）
图5

ṁ l
ṁ g

（9）

式中：S war 为进入外涵道的水量比例；W ar , core 为进入核

心机的含水量；W ar 为进入发动机的含水量；ṁ l 进入发

Splitter

风扇转速为 60% 和 100% 时的径向水分分布

高风扇速度，分离的水大部分聚集在叶片的尖端区域
（图 5（b））。

进入外涵道的水量比

动机中水的质量；ṁ g 为进入发动机空气的质量。

例 S War 随风扇转速的变化

60%，初始液滴直径 d1=1 mm 的进口条件下进行水量

见，在所有初始液滴直径

在 水 气 比 W ar=1%、5%、10%，发 动 机 转 速 N1=

分配计算，结果见表 2。计算结果表明，随着含水量

W ar 的增加，水量分离比例 S war 略有增大。含水量从

1% 增大到 10%，水量分离比例增大 0.5%。液滴与液

滴碰撞随着水浓度的增大而增强，并产生较小的液
滴 。 液 滴 与 液 滴 碰 撞 导 致 液 滴 直 径 从 原 来 的 d1=1
mm 减小到 d2=0.89 mm，当水气比增大到 10% 时，二次

（b）N1=100%

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
（1～5 mm）范围内，风扇速

度与分离水量之间存在近 图 6 进入外涵道的水量比
例随风扇转速的变化
似线性关系，
且随着转速的
升高，
水量分离比例增大。
4.2

（War=4%）

初始液滴直径的影响
为了确定液滴直径对水量分离比例的影响，对液

液滴直径减小到 d2=0.62 mm，由于较小的液滴的惯性

滴直径为 1～5 mm 的液滴进行数值分析。水气比为

明，初始含水量对水量分离比例的影响较小。

7 所示。从图中可见，初始液滴直径从 1 mm 增大到 3

也较小，导致产生较大的水量分离比例。计算结果表

表2
W ar

60%

0.73

60%

10%

60%

5%

4.1

d 2/mm

1%

mm，进入核心机的水气比减小了 0.64%。进入外涵

水量分配比例

N1

4%、转速为 60% 时，d1=1、3 mm 的径向水分分布如图

S war

0.89

55.7%

0.62

56.2%

55.9%

风扇转速影响

在风扇转速 N1=60%、70%、80%、90%、100% 时，

计算在相同初始液滴直径下水量分配比例 S war 的变

化，仿真结果显示，风扇转速对分离水量有显著影响。
初 始 液 滴 直 径 为 3 mm、含 水 量 为 4% 时 ，N1=60%、

Water volume fraction
splitter
5.500e-002

W ar , core 从 1.33% 减小到 1.14%，风扇转速越高，离心力

越大，导致进入外涵道的水分比例增大。此外，对于

Blade interspace

（a）d1=1 mm

（b）d1=3 mm

5.000e-002
4.500e-002
4.000e-002
3.500e-002
3.000e-002
2.500e-002
2.000e-002
1.500e-002
1.000e-002

100% 的径向水量分布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当

风扇转速 N1 从 60% 提高到 100% 时，进入核心机的

Blade area

图7

d1=1、3 mm 时的径向水分分布
（War=4%，N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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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与韦伯数的关系见表 3。

道的水量比例随初始液滴
直径的变化如图 8 所示。

表3

碰撞现象与韦伯数的关系

从图中可见，分离的水量

碰撞现象

韦伯数

S

随初始液滴直径的增大而

反弹

0 < We < 10

S<1

增大，对于不同的液滴直
径，其变化趋势一致。通

图8

飞溅

例随初始液滴直径的变化

常认为直径较大液滴的惯
性也较大，
因此需要较大的

（War=4%）

We > 10

散布（附着）

进入外涵道的水量比

据进行比较（如图 10 所示），二者相关性均呈相同趋
势。初始液滴直径越大，飞溅后的二次液滴尺寸越

会产生较小尺寸的二次液滴，
初始液滴直径越大，
分离

小。结果表明，飞溅后原

器入口平面上的二次液滴尺寸越小。较小液滴的惯性

液滴尺寸减小为原来的 1/
50~1/100。产生的二次液

也较小，
从而导致进入外涵道的水量增加。
进气锥表面的液膜
液滴撞击固体部件壁面形成液膜，一部分以液滴
的形式重新进入气流，另一部分附着在固体表面。产

滴尺寸高度依赖于初始液
滴速度。本文初始液滴速

生的液膜厚度取决于吸入水量、风扇转速和进气锥的

度为 185 m/s，与飞机在颠

几何形状。风扇速度为 60%、水气比为 4% 时，进气锥

相当。

表面的水膜厚度如图 9 所

Film thickness
1.00e-05
示。在进气锥正面，液膜 9.00e-06
8.00e-06
7.00e-06
厚 度约为 10 um。轴向方 6.00e-06
5.00e-06
向，随着轴向位移的增加， 4.00e-06
3.00e-06
液膜厚度减小；径向方向， 2.00e-06
1.00e-06

簸气流中的典型飞行速度

图 10

仿真数据与文献[6]
中的数据对比

为评估仿真结果与文献[6]的差异，定义仿真偏
差ε
ε=

随着半径的增大，
液膜厚度 图9 风扇进气锥上的水膜厚度
减小。
（War=4%，d1=3 mm，N1=60%）

5

S>1

将二次液滴尺寸的仿真计算值与文献[6]中的数

离心力才能改变原来的轨迹。但是较大的液滴碰撞后

4.3

S<1

仿真结果验证

d 2sim - d sch
× 100%
d sim

（13）

式中：d 2sim 为仿真计算得到的二次液滴直径；d sch 为文
献[6]中的液滴直径。
二次液滴直径的仿真
计算值与文献[6]中数据的

将仿真计算得到的二次液滴尺寸与文献中的数
[6]

据进行比较。Schmehl 等 对工业燃气轮机中液滴的
飞溅过程进行了研究，建立了 1 个基于经验数据的修
正公式，以评估液滴和壁面碰撞后产生的液滴直径。

(

d1
d1
= exp -2 - 0.05·S
d2
d ref

)

（10）

中可见，初始液滴直径为
1 mm 时 偏 差 最 大 ，为
3.3%。

6

图 11

结论

仿真数据与文献[6]
中的数据偏差

（1）进入核心机的水量取决于液滴的初始液滴直

式中：d ref 为参考液滴直径；S 为飞溅参数。
Re
S=
0.419
24·( L a )

（11）

La =

（12）

ρ1 d1 σ
μ 21

偏 差 如 图 11 所 示 。 从 图

航空发动机与工业燃气轮机的工作原理一致，对

径和风扇速度，
含水量对进入核心机的水量影响较小。
（2）二次液滴直 径 的计算值与文献[6]中的数据

相符合，最大误差为 3.3%。

本文建立的试验仿真方法对计算液滴的内外涵

道分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于空气压缩部件而言，二者具有相似的气动结构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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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粗糙度对离心压气机气动性能影响分析
史

磊 1，刘嘉琦 2，黄晨雷

1

（1. 中国民航大学 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天津 300300；2. 上海飞机客户服务有限公司 客户培训与运行事业部，上海 200241）
摘要：为探究叶片表面粗糙度的变化对压气机气动特性的影响，以某小型 GTF 涡扇发动机离心压气机为研究对象，在假设粗

糙度均匀分布的前提下分析了离心压气机内部流动细节，数值计算了以 30 μm 为间隔从 30~270 μm 共 9 种不同表面等效砂粒粗糙

度 ks 下的流动特性。结果表明：当叶片表面从光滑状态增大到 ks=270 μm 时，峰值效率降低 4.8%，对应的总压比降低 9.4%。通过
对离心压气机内部流场分析可知，粗糙度逐步增大使叶片表面附面层厚度增加，诱导吸力面出现流动分离，使叶片尾迹区范围扩

大，叶片流动损失增加等。在数值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计算结果拟合并校验了离心压气机的总压损失系数 ϖ、效率损失系数 ζ 与叶
片表面粗糙度 ks 的关系式，预测了其性能衰退规律。

关键词：离心压气机；表面粗糙度；气动性能；数值计算；衰退规律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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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Analysis of Surface Roughness on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Centrifugal Compressor
SHI Lei1，LIU Jia-qi2，HUANG Chen-lei1
（1.Sino-European Institute of Aviation Engineering，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Tianjin 300300，China;
2. Customer Training and Operation Business Unit，Shanghai Aircraft Customer Service Co.，Ltd，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blade surface roughness on the compressor aerodynamic performance，a centrifugal

compressor of a small GTF turbofan engine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the flow details in the centrifugal compressor were ana⁃
lyzed under the assumption of uniform surface roughness distribution. The flow characteristics under 9 different surface equivalent grit

roughness ks from 30 μm to 270 μm at 30 μm intervals were numerically calc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blade surface rough⁃
ness increases from smooth state to ks=270 μ m，the peak efficiency decreases by 4.8% and the corresponding total pressure ratio decreases

by 9.4%.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flow field of centrifugal compressor，it can be seen that the gradual increase of roughness in⁃
creases the thickness of the boundary layer on the blade surface，causes flow separation on the suction surface，expands the range of the

blade wake area，and increases the blade flow loss. On the basis of numerical study，the total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 of centrifugal com⁃
pressor is fitted and verified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ϖ、efficiency loss coefficient ζ and blade surface roughness ks，and the per⁃
formance degradation law is predicted.

Key words：centrifugal compressor；surface roughness；aerodynamic performance；numerical calculation；degradation law

0

效作功，降低燃气轮机效率。压气机作为发动机最前

引言
由于在运行过程中接触到的腐蚀性物质以及沙

石颗粒等异物的吸入，航空发动机及地面燃气轮机的
压气机叶片表面粗糙度将会逐渐增大，进而使其气动
性能降低。据估计，70%~85% 的燃气轮机性能降低
[1]

的主要原因是叶片表面粗糙度的增大 。对于工作

状态下的压气机，叶片表面存在的粗糙单元会增加无

端的核心部件，其 1% 的效率变化会导致燃气轮机整
机效率变化 1.8%~3%[2]。因此，研究叶片粗糙度的变

化对压气机气动特性的影响，对于减少在长期运行过
程中部件因污垢沉积而导致的性能衰退以及优化发
动机的保养维修方法有重要意义。
Syverud 等[3] 通过喷洒盐水来模拟压气机进口的

粗糙度增大，发现压气机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粗

收稿日期：2020-06-09
基金项目：中国民航大学科研启动基金（2017QD01S）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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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lei. Influence analysis of surface roughness on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centrifugal compressor[J]. Aeroengine，2022，48（3）：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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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度增大的影响；Bammert 等[4] 通过改变轴流压气机
叶片表面的粗糙度进行对比试验，研究了不同量级粗
糙度对压气机性能的影响；Gbadebo 等[5] 通过数值方

所示；研究对象为该发动机的离心压气机，如图 2 所
示，其主要参数见表 1[15-16]。

法研究了静叶表面粗糙度对轴流压气机 3 维流动分
离的影响，粗糙度引起较大的轮毂角分离，从而导致

流动损失，受影响的区域从轮毂延伸到 30% 叶高附

近；Morini 等[6] 考察了均匀粗糙度和非均匀粗糙度对
NASA Stage 37 总体性能衰退和内部流动特征变化的

影响，得到了表面粗糙度的增大对堵塞点处效率的降
低影响较小的结论；Back 等[7]对低速压气机叶栅进行

图1

DGEN380 发动机

了粗糙度量级和位置对叶片性能的影响分析，表明吸

表1

力面粗糙度是叶片性能的主要影响因素；Park 等[8] 对

图2

离心压气机模型

离心压气机主要设计参数

参数

数值

带有粗糙叶片的单级轴流涡轮机的性能进行测量也

叶轮入口半径/mm

得到相似的结论，当压力面变粗糙时，归一化效率降

叶轮出口半径/mm

61

低 2%，而当吸力面变粗糙时，归一化效率降低 6%。

叶尖间隙/mm

105
3

11

叶轮叶片数

在中国，李冬等[9] 等基于等价雷诺数修正原理，通过

设计转速/（r/min）

仿真方法对压气机叶片进行定量研究发现积垢沉淀

49788

流量/（kg/s）

等因素会引起叶片粗糙度增大，从而导致其性能衰

1.52
4.68

总压比

[10]

退；高磊等 通过改变雷诺数条件，试验研究了表面
粗糙度量级和位置对压气机平面叶栅总压损失特性
的影响；吴艳辉等[10-11]通过改变叶片厚度以及叶顶间
隙来研究粗糙度变化对压气机叶片损伤带来的流动
影响；琚亚平等[12] 通过在叶片表面设置 3 维、非均匀

分布的粗糙带，探究了叶轮性能对不同积垢区域的敏
感性；余继华等[13]通过对离心式压气机不同叶顶间隙
和粗糙度情况进行仿真发现，
粗糙度减小、
叶顶间隙减
小有助于提高压气机的工作效率；孙海鸥等[14]通过对
轴流压气机叶片表面粗糙度的数值模拟，得到了总压

1.2

数值计算方法

数值计算借助商业 CFD 软件 NUMECA 来进行，

离心叶轮网格选取 HI 拓扑结构，为满足带有粗糙度
壁面计算，叶片近壁面第 1 层网格尺度应大于压气机
叶片的等效粗糙高度 k0，因此设定第 1 层网格尺度为

40 μm，网 格 最 小 正 交 角 为 21.073° ，最 大 展 弦 比 为
204.27。离心叶轮前、尾缘网格如图 3 所示。本文分

别绘制了 150、180、200、240 万这 4 套网格进行无关性
校验，校验结果见表 2。为

损失系数、效率损失系数与叶片表面粗糙度的关系。

了兼顾计算精度和计算速

以上研究主要集中于粗糙度不同位置对压气机

度，在本研究中选取当网

性能参数敏感性的影响方面，而对离心压气机流场的
影响研究较少，并且设置的粗糙度数目单一。本文以

格数达到 180 万时可满足
网格无关性需求。

DGEN380 小型大涵道比发动机的离心压气机为研究

表2

对象，单独改变叶片吸力面和压力面的粗糙度，研究

网格数/万

表面粗糙度对离心压气机气动性能的影响，并预测了

150

其性能衰退规律。

180

1

240

1.1

研究对象及数值计算方法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模型为中国民航大学中欧航空工程

师学院航空发动机实验室的 DGEN380 发动机，如图 1

200

图3

离心叶轮前、尾缘网格

网格无关性校验结果

流量/（kg/s）
1.568

0.8025

等熵效率

总压比

1.561

0.8062

4.572

1.568

0.8025

4.54

1.567

0.8026

4.54

4.539

应 用 Numeca 中 的 Fine / Turbo 模 块 进 行 数 值 计

算，选择 Spalart-Allmaras 湍流模型，叶轮 y+ 如图 4 所

示。从图中可见，叶片表面和轮毂壁面的平均 y+≈5，

y+

2

12
10

粗糙度对离心压气机性能的影响
粗糙度会影响离心式压气机的流通能力和流动

6

效率。在不同粗糙度下的压气机的流量-压比曲线

4

和流量-效率曲线如图 6、7 所示。

2
0

叶轮 y+

计算结果分析

2.1

8

图4

15

磊等：表面粗糙度对离心压气机气动性能影响分析

机匣壁面的 y 的平均值小于 10，符合 S-A 湍流模型的
+

使用要求。进口边界条件设定总温为 288.15 K，总压

为 101325 Pa，出口给定平均静压，采用固体无滑移绝
热边界条件，收敛条件为计算残差小于 10 且进、出
-6

口的流量误差小于 0.01%。

Numeca 中粗糙度模型是基于对壁面函数的修

4.8
4.6
4.4
4.2
4.0
3.8
3.6
3.4

150 μm
180 μm
210 μm
240 μm
270 μm

光滑
30 μm
60 μm
90 μm
120 μm

1.40 1.45 1.50 1.55 1.60 1.65

0.75

光滑
30 μm
60 μm
90 μm
120 μm

0.70
0.65

流量/（kg/s）

图6

150 μm
180 μm
210 μm
240 μm
270 μm

0.80

等熵效率

史

压比

第3期

1.40 1.45 1.50 1.55 1.60 1.65
流量/（kg/s）

图7

在不同粗糙度下的
流量-压比曲线

在不同粗糙度下的

流量-效率曲线

从图 6、7 中可见，随着粗糙度增大，特性曲线整

正，计算时考虑近壁面的对数率速度型线并忽略黏性

体向左下方移动，说明粗糙度的增大导致流道中的流

底层。按照当前使用的软件说明，考虑粗糙度影响的

通能力降低，峰值效率点处的效率和压比随之降低，

壁面函数为

其中 ks=150 μm 时峰值效率点的效率和压比比光滑

u
1 y - d0
= ln
+B
uτ κ
k0

（1）

ks
k0 =
（2）
30
式中：u 为距壁面 y 处流体切向速度；uτ 为壁面摩擦速

度；κ=0.41，为冯卡门常数；B 为无量纲常数；k0 为等效

粗糙高度（求解器定义）；ks 为等效砂砾高度；d0 为零
位移平面高度。

率 点 的 效 率 和 压 比 比 光 滑 叶 片 的 降 低 了 4.8% 和

9.4%，反映了压气机内部损失增加，叶片对气体作功
的能力降低。

从图 7 中还可见，叶片效率在近喘点受到粗糙度

增大的影响要显著高于近堵塞点受到的影响，这是因

为，粗糙度增大导致附面层增厚，使得流道中流动趋
于堵塞，而在近堵塞点流量大于近喘点流量，因而受

数值方法验证
为验证本文数值方法的合理性，将压气机特性的

数值计算和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如图 5 所示。从图中

可见，二者呈现较好的一致性，其误差在 3% 以内，说

明本文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可以满足该叶轮的性能预

到粗糙度引起堵塞的影响就低于近喘点受到的影响。
3 种粗糙度（ks=0、150、270 μm）下峰值效率点的

参数见表 4，峰值效率点叶片等熵效率和单位面积流
量随叶高分布如图 8、9 所示。
表4

测和流动分析要求。

3 种粗糙度下峰值效率点的参数

ks /μm

流量/（kg/s）

150

1.449

4.75

0.800

4.25

0.750

4.00
3.75

试验数据
计算数据
1.40 1.45 1.50 1.55 1.60 1.65
流量/（kg/s）

270

0.775
0.725
0.700
0.675

试验数据
计算数据
1.40 1.45 1.50 1.55 1.60 1.65
流量/（kg/s）

（a）流量-压比
（b）流量-效率
图 5 压气机特性的数值计算和试验结果对比

等熵效率/%

1.516

4.681

81.92

1.432

4.238

77.1

4.393

0.8

ks=0 μm
ks=30 μm
ks=150 μm
ks=270 μm

0.6
0.4
0.2
0

图8

78.75

1.0

1.0
叶高位置

4.50

效率

压比

0

压比

50

60

70 80 90
等熵效率/%

叶高位置

1.3

叶片的降低了 3.2% 和 6.1%；而 ks=270 μm 时峰值效

100

峰值效率点等熵效率
随叶高分布

0.8
0.6
0.4
0.2

ks=0 μm
ks=30 μm
ks=150 μm
ks=270 μm

0
160 180 200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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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面积流量/（kg·m-2·s-1）

图9

峰值效率点单位面积

流量随叶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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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8、9 中可见，主流区的特性参数大于上下两

端壁的，等熵效率和流通能力（表现为单位面积流量）
在叶片不同高度随粗糙度的增大均降低。由于在叶
底端壁和叶顶间隙受端壁二次流和叶尖泄漏流影响，
（a）ks=0 μm

可见在叶根位置和叶顶间隙区域粗糙度的增大对气
体流动的影响弱于中间叶展位置的主流区域的；粗糙

（b）ks=30 μm

度增大引起的等熵效率衰退主要集中在 20%~90% 叶

高部分，
而流通能力的衰退在 90% 叶高位置最为明显。
2.2

粗糙度对离心压气机流场细节影响

本节主要研究背压为 422 kPa 时叶片在光滑条件

以及各粗糙度条件下的流动细节。

0

（c）ks=150 μm
0.2

0.4

不同粗糙度（ks=0、30、150、270 μm）下子午流道

0.6

0.8

（d）ks=270 μm

Relative Mach number

1.0

1.2

1.4

（a）10% 叶高

熵增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光滑叶片条件下，
熵增在轴向转向径向处较高，而随着粗糙度的增大，
流道内整体的熵增扩大，
高熵区域由下游往上游拓展。

（a）ks=0 μm

（a）ks=0 μm

（b）ks=30 μm

（b）ks=30 μm
0

（c）ks=150 μm
0.2

0.4

0.6

0.8

（d）ks=270 μm

Relative Mach number

1.0

1.2

1.4

（b）50% 叶高

0

（c）ks=150 μm
20

图 10

40

60

（d）ks=270 μm
80

100

Entropy/（J/（kg/K））

不同粗糙度下子午流道熵增

（a）ks=0 μm

不同粗糙度（ks=0、30、150、270 μm）下叶顶速度

中可见，随着粗糙度的增
大 ，叶 顶 泄 漏 减 小 ，损 失
增加，说明此时由于粗糙
度导致的摩擦损失已经
占据了流道内损失的主
导地位。

280
260
240
220
200
180
160

周向相对速度/（m/s）

分 布 如 图 11 所 示 。 从 图

0.5

图 11

ks=0 μm
ks=30 μm
ks=150 μm
ks=270 μm

0.6

0.7 0.8
相对弦长

0.9

1.0

0

（c）ks=150 μm
0.2

0.4

不同粗糙度下叶顶
速度分布

不同叶高截面相对马赫数分布如图 12 所示。从

图中可见，随着粗糙度的增大，叶片内整体的马赫数
呈减小趋势，叶片表面的低速区域扩大，叶片表面粗

0.6

（b）ks=30 μm

0.8

（d）ks=270 μm

1.0

Relative Mach number

1.2

1.4

1.6

（c）90% 叶高

图 12

不同叶高截面相对马赫数

糙度对流道内的气流有减速作用。
从 图 12（b）中 可 见 ，气 体 流 经 吸 力 面 时 形 成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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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出现了低速区域，随着粗
糙度的增大，流道内低速
区域扩大。从 50% 叶高处

叶表距离/mm

声，之后在离心叶轮末端

吸力面 15% 弦长位置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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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0 μm
ks=30 μm
ks=150 μm
ks=270 μm

1.6
1.2
0.8
0.4
0

50

100 150 200
速度/（m/s）

250

层 内 速 度 型（如 图 13 所 图 13 50% 叶高 15% 弦长
位置附面层速度型
示）可 见 ，随 着 粗 糙 度 增

（a）ks=0 μm

（b）ks=30 μm

（c）ks=150 μm

（d）ks=270 μm

大，近壁面速度降低，附面层增厚，即流动中低能流体
增多。
从 图 12（c）中 可 见 ，叶 片 前 缘 马 赫 数 进 一 步 增

大，而在叶片中部随着粗糙度的增大，低速区范围变
大，叶顶泄漏恶化。
为了更好地体现出壁面粗糙度对流动的影响，在

叶片吸力面一侧提取不同位置处沿叶表外法向的速
度分布曲线，并将速度达到 99% 当地主流速度的位
置视为该点处边界层的外边界，获得其边界层厚度以
及形状因子分布，如图 14、15 所示。由于边界层随着

流动不断发展，在中下游已难以获得准确的主流速
度，因此只提取吸力面 0～35% 弦长部分的边界层。

1.5
1.0
0.5
0

图 14

5

ks=0 μm
ks=150 μm
ks=270 μm

10 15 20 25 30 35
弦长位置/%

边界层厚度分布

3.3
3.0
2.7
2.4
2.1
1.8
1.5

ks=0 μm
ks=150 μm
ks=270 μm

不同粗糙度下吸力面近壁面极限流线

塞使得流动损失急剧增加，并且随着粗糙度的增大，
流动分离范围逐渐扩大，使得流道的流通能力和流动
效率均降低。

在 50% 叶高处叶片静压沿子午长度的分布如图

17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叶尖处吸力面气体流速大，
导致主叶片前缘吸力面静压降低，压力面静压升高，
气流通过被高速旋转的叶轮作功导致叶片两侧的静
压升高。叶片静压分布代表了叶片负载，而静压分布
曲线所包围的面积体现了叶片对流体作功的大小。
可见离心叶轮主要作功的

0

图 15

5

10 15 20 25 30 35
弦长位置/%

边界层内形状因子分布

从图 14 中可见，叶片边界层随表面粗糙度增大

位置是后半部分。随着粗
糙度增大，叶片表面静压
和总压均在 50%～90% 弦

长范围内明显降低，说明

而变厚，低能流体的数量增加。边界层内形状因子表

在此区域内粗糙叶片表面

示为位移厚度与动量厚度的比值，形状因子数值越小

承受载荷较小，作功能力

说明边界层内流动更饱满，造成的边界层损失越小。

也低于光滑叶片的。

300
静压/kPa

2.0

开关因子

边界层厚度/mm

2.5

图 16

ks=0 μm
ks=150 μm
ks=270 μm

250
200
150
100

50

0

图 17

0.2

0.4 0.6 0.8 1.0
弦长位置/%

在 50% 叶高处叶片静

压沿子午长度的分布

从图 15 中可见，粗糙度越大的叶片的边界层形状因

2.3

置的形状因子明显增大，
说明气流发生过短暂分离[16]。

的效率、流量以及作功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衰退，为

子越大。粗糙度为 150、
270 μm 的叶片在前 2% 弦长位
不同粗糙度下吸力面近壁面极限流线如图 16 所

示。从图中可见，在光滑条件下叶片表面存在二次流
结构，这主要是受离心力以及径向压差影响，流线从
下端壁流向上端壁，形成由叶根至叶顶的径向二次流
结构。当粗糙度变为 60 μm 时，由于在边界层内的流
体微团有动量损失，遇到下游压力升高时，动量损失
增加，最终导致流体微团不再往下游发展，形成物面
分离，出现了流动分离线。该区域内气流的掺混、堵

粗糙度对压气机损失的影响
由之前分析可得，表面粗糙度的增大会导致叶轮

了更好地描述叶片粗糙度对离心压气机性能的影响，
用总压损失系数 wˉ 和效率损失系数 ζ 来描述表面粗
糙度对压气机影响的关系

wˉ =

P t, le - P t, te
P t, le - p le

ζ = 1 - η is
k +s = R ec ×

ks
×
c

（3）
（4）

cf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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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不同粗糙度对应的损失系数
+

wˉ

ks/μm

ks

30

2.402

90

3.546

0

60
120

0

0.1342

0.1443

3.116

0.1828

0.1618

180
210
240
270

Journal of Engineering for Gas Turbines and Power，1992，114（2）：
161-168.

0.1778

0.2284

4.737

[1] Diakunchak I S. Performance deterioration in industrial gas turbines[J].

0.1748

0.2223

4.610

参考文献：

0.1723

0.2146

4.465

机的性能衰退规律。

0.1693

0.2092

4.298

数 ζ 与叶片表面粗糙度的关系式，预测了该离心压气

0.1659

0.2017

4.097

为参考工况，计算得到压力损失系数 ϖ 和效率损失系

0.1562

0.1931

3.855

150

（3）以不同叶片粗糙度计算得到的峰值效率点作
ζ

0.1684

[2] 张志华 . 船舶动力装置概论[M].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0.1804

0.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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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73-90.

0.1832

ZHANG Zhihua. Introduction to marine power plant [M]. Harbin：Har⁃
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Press，2002：73-90.（in Chinese）

不同粗糙度下 p=422 kPa 时计算得到的压力损失

[3] Syverud E，Bakken L E. The impact of surface roughness on axial com⁃

从表中可见，随着表面粗糙度的增大，叶片的压

for Land，Sea，and Air.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系数 wˉ 和效率损失系数 ζ 以及无量纲粗糙度 ks 见表 5。
+

pressor performance deterioration[C]// ASME Turbo Expo 2006：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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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ammert K，Woelk G U. The influence of the blading surface roug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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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拟合曲线（如图 18、19 所示）的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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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ζ smooth
0.056 [ ln ( k +s + 1 ) ] + 1
ζ

ζ sm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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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机压气机进口可调静子叶片角度控制规律
王

赫 1，杨纯辉 2，韩文俊 1，王

晨

1

（1.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2. 空军装备部驻沈阳地区第二军事代表室，沈阳 110043）
摘要：核心机试验进气范围宽，从常温常压状态到加温加压进气状态，进行进气温度和压力调节的同时给核心机带来大量的
过渡态工作过程，对核心机气动稳定性提出了较高的需求，通过压气机进口可调静子叶片角度（α2）的调节可以有效提升稳定裕

度，需要设计出合理的压气机 α2 规律来保证核心机的试验安全。为了研究压气机进口可调静子叶片角度控制规律，以整机大量试
验数据为基础，以发动机相似原理为理论依据，分别在核心机稳态、加速和减速等不同状态下开展核心机与整机压气机进口可调

静子叶片角度控制规律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最终确定的压气机 α2 稳态规律与整机的 n2R25-α2 控制规律相同，遵循在加速过程中
稳态基础上偏关 2°、在减速过程中稳态基础上偏关 5.5°的控制规律，确保压气机在试验过程有较好的稳定裕度，保证试验安全。
关键词：核心机；压气机进口可调静子叶片角度；相似原理；控制规律；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3.004

Control Law of Compressor Inlet Variable Stator Vanes Angle of a Core Engine
WANG He1，YANG Chun-hui2，HAN Wen-jun1，WANG Chen1
（1.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2.Air Force Equipment Department Second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Shenyang, Shenyang 110043，China）
Abstract：The core engine test has a wide air inlet range. While adjusting the air inlet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from normal tempera-

ture and pressure to heated and pressurized air inlet，it brings a large number of transition working processes to the core engine，which puts
forward a high demand for the aerodynamic stability of the core engine. The stability margin could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by adjusting the

compressor inlet variable stator vanes angle（α2）. It was necessary to design a reasonable compressor α2 rules to ensure the test safety of
core engin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control law of compressor inlet variable stator vanes angle，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whole engine
test data and the engine similarity principle，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ntrol law of compressor inlet variable stator vanes angle of the

core engine and the whole engine was carried out under different states such as steady state，acceleration and deceleration of the core en⁃
gi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nal compressor α2 steady state law is the same as the n2R25 -α2 control law of the whole engine. The control
law of turning off 2° on the basis of steady state in the acceleration process and 5.5° on the basis of steady state in the deceleration process
ensures that the compressor has a good stability margin in the test process and ensures the test safety.

Key words：core engine；compressor inlet variable stator vanes angle；similitude principle；control law；aeroengine

0

引言

压气机进口可调静子叶片角度（α2）规律尤为重要。

核心机试验涉及不同的进气状态，从常温常压状

年前，Sellers[2]和 Szeliga 等[3-4]在发动机型号研制前，针

态到加温加压状态，试验工作包线远宽于配装发动机
时的使用包线。并且在核心机试验过程中进气温度和
压力需要根据试验任务的变化频繁调节，导致核心机
处于大量的过渡态工作过程，增加了喘振、超温等风
[1]

险 。因此，为保证在核心机试验过程中不发生喘振、
超温等故障，制定适用于核心机的稳态以及过渡态的

国外一直在开展对于 α2 控制规律的研究。50 多

对核心机本身的 α2 控制规律就已经做了大量的研制
工作，为后续型号研制打下基础；lebman 等[5] 也开展

了压气机静子角度对发动机/核心机性能的影响研
究。后来国外对于 α2 的控制方式做了进一步研究。
俄罗斯的 AЛ-31Φ 发动机在全包线范围内都以 n2R-α2
的方式进行控制；美国为更好地发挥 CFM56 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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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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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气机的性能，以换算到压气机进口 25 截面高压压

气机换算转速 n2R25 对 α2 进行控制。中国也逐渐意识
到发动机/核心机 α2 控制规律研究的重要性。隋岩峰

（3）

n2/ T 1 =const

（4）

根据式（1）～（3）推导出高压换算转速 n2R 也为相
似参数

等[6] 研究了一种基于数据加权的计算方法，应用换算
参数 n2R 进行动态变换反映发动机的稳态/过渡态，有

效地进行 α2 控制；黄爱华[7] 基于涡扇发动机试车数

T25/T1=const

发动机相似参数拟合公式选取发动机转速特性
中参数作为基础数据。

据，研究了压气机进口可调静子叶片角度在低转速和

根据式（2）、
（4）和转速特性参数，高压压气机换

高转速时的控制规律以及对压气机的影响；韩文俊

算转速 n2R 和换算到 25 截面高压压气机换算转速 n2R25

等[8-10]基于发动机实时模型研究了改变 α2 对发动机过
渡态的影响，并以此设计了加速过程 α2 控制方法；欧

均为相似参数；
因此 n2R 和 n2R25 可以用矩阵关系式表示
ék 1 ù
6
é( n 2R )
ù êk ú
ê ( n 2R )5
ú 2
ê
ú êêk 3 úú
⋱
n2R25=ê
ú· k 4
⋱
ê
ú êêk 5 úú
⋱
n 2R ú êk 6 ú
ê
1û k7
ë
ë û

[11]

阳辉等 以某型发动机为例，对处于中间及以上状态
α2 按高压压气机换算转速 n2R25 控制，对其余状态（包
括瞬态工作过程）α2 按高压压气机换算转速 n2R 和换

算到压气机进口 25 截面高压压气机换算转速 n2R25 中
的偏关值控制。

本文以核心机试验需求为牵引，考虑试验过程中
进气温度和压力调节给核心机带来大量的过渡态工
作过程，以保证试验中核心机气动稳定性为目标，研
究并设计核心机 α2 控制规律。

1

（5）

式中：n2R＝n2 ×（288.15/T1）0.5；n2R25＝常数×n2 ×（288.15/
T25）0.5。

n2R 和 n2R25 的 关 系 曲

线如图 1 所示。

将 n2R 按式（5）转换成

α2 稳态控制规律

n2R25（稳态拟合），
因此可以

在整机稳态时，α2 按高压压气机换算转速 n2R 和

换算到 25 截面高压压气机换算转速 n2R25 择优控制。
并且 α2 规律按发动机进口温度 T1 进行分段控制。这

是为了使发动机在较高进气温度和大马赫数条件下
发挥出较好的性能水平，对 α2 规律进行偏开控制，增
加核心机进气流量，提高压气机效率，优化发动机大
状态性能。
核心机试验可以通过调整 α2 控制规律研究压气

机特性的变化，不需要设计多个 T1 温度段进行角度控

制，仅对同种 T1 进气条件作为基础控制参数进行 n2R
和 n2R25-α2 控制规律对比[12-13]。

根据发动机相似理论 ，在发动机进口 Ma=const

和低压换算转速 n1/ T 1 =const 的相似工作状态下，相
似参数为恒定值
n2/ T 25 =const

在相似工作状态下，无量纲参数也为恒定值

图1

n2R 和 n2R25 关系曲线

在低转速段，稳态拟合 n2R -α2 相对于 n2R25 -α2 偏

开；在高转速段，稳态拟合 n2R-α2 相对于 n2R25-α2 偏关，
整体相差不大。因此在整机状态下，核心机在大部分
节流工作范围内，发动机 α2 控制规律按 n2R-α2 偏关控
制；在中间状态下按 n2R25-α2 偏开控制。

核心机 α2 稳态控制规律与整机 n2R25-α2 控制规律

相 同 ，按 照 nc 控 制 ，nc=常
数×n×（288.15/T25d）0.5。因

此在大部分的节流工作范
机 α2 控制规律偏开控制；
在中间状态下控制规律相
同，如图 2 所示。

（1）

2

（2）

2.1 整机过渡态控制

式中：n1 为风扇相对物理转速；n2 为压气机相对物理
转速；T25 为压气机进口总温。

（稳态拟合）-α2的关系。

围内，核心机相对于发动

[14]

n1/ T 1 =const

将n2R-α2的关系转换成n2R25

图2

α2 控制规律对比

α2 过渡态控制规律对比
在加减速、消防喘和惯性起动过程的发动机 α2 控

制存在偏关设计，这主要是考虑压气机在这些过渡过
程中具有良好的稳定裕度[15]，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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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加速过程中 α2 的超调量应不大于 1.5°；在

心机转速受主燃油的影响

减 速 过 程 中 α2 按 n2R 控 制 且 相 对 fα2（n2R）程 序 偏 关

更直接，n2R 上升速率大于

（2）在消防喘过程中，α2 在当前控制计划值的基

在发动机实际加速过

5.5°；

n1R 的。

础上关小 5°；

程中的参数变化如图 6 所

础上关小 2°。

存在滞后，比 T25s 升高快，

（3）在惯性起动过程中，α2 在当前控制计划值基
在核心机试验过程中没有惯性起动功能，也没有

防喘功能，因此不用考虑这 2 种过渡态偏关逻辑。本
文选取整机试车数据，主要对加减速状态进行分析。

在实际试车过程中，T25 传感器存在滞后，在加速

过程中 T25 升高慢，在减速过程中 T25 降低慢。在过渡

示。经过拟合后的 T25n 不 图 5 发动机加减速过程转差
变化（试车）

因此根据公式 n2R25＝常数× n2 ×（288.15/ T25）0.5 算出的

n2R25n 比 n2R25s 偏低。在加速过程中实测的 α2 为 n2R 控制

的结果，而通过 n2R25s 插值得到的 α2 相对来说偏开很
多，因此在发动机实际加速过程中 α2 控制规律与压气
机稳态工作规律基本一致。

态过程中，n1R 和 n2R 的转差相对关系和稳态时的不同，
风扇出口温度 T25 会发生变化，因此式（5）在过渡态过

程中不再适用。但是，在过渡态过程中风扇的工作点
与稳态工作点变化不大，因此风扇出口温度与风扇转
速 n1R 存在必然联系，在发动机过渡态过程中用稳态

公式（1）、
（3）和节流特性数据来近似表示 n1R 和 T25 /T1
的关系式

6
é( n 2R )
ù ék 1 ù
ê ( n 2R )5
ú êk 2 ú
ú·êêk 3 úú
⋱
T25/T1=ê
ê
ú êêkk 4 úú
⋱
n 1R ú êk 56 ú
ê
1û ë û
ë

（6）

n1R 和 T25/T1 的关系曲线如图 3 所示。

图6

发动机实际加速过程中的参数变化

核心机过渡态控制规律参考发动机加速时 α2 控

制规律与压气机稳态工作规律（拟合后 n2R25-α2）的关

根据式（6）拟合出新

系，以及在过渡态过程中压气机工作点变化情况进

的 T25，认 为 此 T25 为 发 动

行设计。对于核心机而言，考虑在加速过程中压气

机过渡态过程中实际的

机工作点在稳态工作线上面、核心机没有加速指标

T25s，并 根 据 此 T25 计 算 出

（加速油相对量减少）以及台架气源匹配等因素，核

心机加速时按 n2R25- α2 控制规律基础上偏关 2°控制，

新的 n2R25，作为发动机过
渡态过程中实际 n2R25，记
为 n2R25s。

图3

n1R 和 T25/T1 的关系曲线

与在发动机加速过程中的 α2 规律对比如图 7 所示。
在加速过程中偏关控制，会导致核心机进气流量减
少，可能使油气比增大从而使涡轮前温度提高，进而

2.2 加速过程对比
通过实时模型仿真计
算，在发动机加速过程中
压气机工作点在稳态工作
线上面，离喘振边界更近
（如 图 4 所 示），因 此 在 加

速过程中尤其是在加速开

图4

始时刻更容易发生喘振。

压气机工作点变化（仿真）

发动机加减速过程

发动机加减速过程转差变化如图 5 所示。从图

中可见，在加速过程中发动机转差变大，这是由于核

图7

在发动机加速过程中的 α2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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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工作点提高，有一定的风险。因此，在加速过程中

α2 偏关，一方面会提高压气机喘振边界，另一方面提
高了压气机工作点。
2.3 减速过程对比
通过实时模型仿真计算，在发动机减速过程中压
气机工作点在稳态工作线下面，离喘振边界更远（图
4），因此在减速过程中更难发生喘振。

在减速过程中发动机转差也变大（图 5），与实时

图9

模型计算结果相反，这是由于在实际试车减速过程中
存在 α2 超前逻辑。 α2 偏关后，核心机流量减小，抽吸
能力减弱，对风扇有一定程度的堵塞作用，导致风扇
转速降低加快，转差变大。
在发动机减速过程中的参数变化如图 8 所示。

此线形为实际发动机存在 α2 超前逻辑下的减速过程
图，如果不存在 α2 超前逻辑，减速过程图会有很大变
化。经过拟合后的 T25n 不存在滞后，比 T25s 降低快，因

此根据公式 n2R25＝常数×n2×（288.15/T25）0.5 算出的拟合

在发动机减速过程中的 α2 规律

在 发 动 机 消 喘 过 程 中 按 当 前 α2 控 制 规 律 偏 关

5°，在消喘过程中类似于 1 个减速再加速过程，通过

减油迅速降低发动机状态，通过关 α2 增大压气机稳
定裕度，因此在核心机消喘时按 n2R25 - α2 控制规律基
础上偏关 10°控制。

3

结论
（1）核心机稳态 α2 控制规律与整机稳态 α2 控制

n2R25 比实测 n2R25 偏高。在减速过程中 α2 按 n2R25 和 n2R

规律相近，按整机稳态 n2R25-α2 控制；

关的结果，而用拟合 n2R25 插值得到的 α2 偏开很多，因

过程中压气机工作点变化情况，核心机加速时按稳态

偏关控基础上再偏关，实测的 α2 为 n2R25 控制基础上偏

此在发动机实际减速过程中 α2 控制规律相对于压气
机稳态工作规律偏关 10°～20°。

（2）参考发动机加速时 α2 控制规律，以及在加速

n2R25-α2 控制规律基础上偏关 2°控制；

（3）参考发动机减速时 α2 控制规律，以及在减速

过程中压气机工作点变化情况，核心机减速时按稳态

n2R25-α2 控制规律基础上偏关 5.5°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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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比与进口预旋耦合作用下波瓣混合器
射流掺混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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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掌握速度比和进口预旋耦合作用下波瓣下游射流掺混机理的变化规律，对 4 种不同进口预旋角下 3 种不同速度比

工况进行了全 3 维数值模拟。结果表明：随着进口预旋角从 0°增大到 30°时，内外气流之间的掺混有所增强。小速度比工况和大

速度比工况下总压损失系数分别增大了 0.1 和 0.05，推力损失分别为 4.6% 和 17.5%，因此应当综合考虑促进掺混和由此导致的总

压损失和推力损失增大的效应。随着速度比的增大，流向涡强度逐渐增大，外涵流体对波瓣下游涡系发展的限制作用逐渐减弱，
流向涡逐渐沿径向向外发展，更大范围的气体被卷吸参与了掺混；速度比和进口预旋的耦合作用有利于流向涡提前形成，并在波
谷和中心锥之间引起泄漏旋流，加速了涡系破碎和耗散的速度；同时，速度比的增大，扩大了泄漏旋流径向范围，加强泄漏旋流同
向的流向涡，有利于进一步加速射流掺混，但也使涡系间的相互作用更强烈，导致射流总压损失和推力损失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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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Jet Mixing Mechanism of Lobed Mixer under the Coupling of Velocity Ratio and Inlet Swirl
SONG Yu-kuan1，2，LEI Zhi-jun1，2，ZHANG Yan-feng1,2，LU Xin-gen1,2
（1.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China；2. School of Engineering Science，Uni⁃
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eize the variation law of jet mixing mechanism of lobe downstream under the coupling of velocity ratio and inlet

swirl，full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under three different velocity ratios and four different inlet swirl ang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xing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air flow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inlet swirl angle from 0° to 30°. Under
low velocity ratio and high velocity ratio，the total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 increases by 0.1 and 0.05 respectively，and the thrust loss is
4.6% and 17.5% respectively. Therefore，the effect of promoting mixing and the resulting increase in total pressure loss and thrust loss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ed. With the increase of velocity ratio，the strength of streamwise vortices gradually increases，the limit⁃
ing effect of bypass flow on the development of lobe vortex system downstream gradually weakens，the streamwise vortices gradually devel⁃
op outward along the radial direction，and a wider range of gases are entrained and participate in the mixing. The coupling effect of velocity
ratio and inlet swirl is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streamwise vortices in advance，causes leakage swirl between the trough and central
body，and accelerates the breaking and dissipation of vortex system. At the same time，the increase of the velocity ratio expands the radial

range of the leakage swirl and strengthens the homodromous flow vortex of the leakage swirl，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e the jet mixing，
but also mak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vortex systems stronger，
resulting in the increase of the total pressure loss and thrust loss of the jet.
Key words：lobed mixer；mixing mechanism；inlet swirl；velocity ratio；turbofan engine

0

引言
波瓣混合器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涡扇发动机的被

动掺混方式 [1-2]。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者对波瓣

射流掺混机理进行了较为系统地研究。 Povinelli 等[3]
和 Blackmore 等[4] 通过试验和数值计算验证了波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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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Manning 采用可视化测量技术观测到波瓣后
[5]

由于 K-H 不稳定性产生的正交涡结构。流向涡和正

20°的上扩角和 25°的下扩角，波瓣长度为 94 mm，高
为 47 mm。其表面尺寸如图 1 所示。
94

交涡之间的相互作用加速流向涡的耗散和破碎，形成
度的内、外涵对流，而湍流斑主导了小尺度的掺混[6]。

率[8]、中心锥参数[9] 等；而气动参数主要是内、外涵进

口的速度比和进口预旋角。对于速度比，Yamamoto
等 认为速度比为 1.0 时比 1.25 时气流掺混稍慢，但
[10]

[11]

8

5°

8

137

响 进 行 研 究 ，几 何 参 数 包 括 波 瓣 瓣 数[7]、波 瓣 穿 透

25°

除对掺混机理的研究外，研究人员也对几何参数
和进口气流参数对波瓣混合器气动性能的参数化影

R=13

20°

Sections

大量的小尺度湍流斑。通常认为，流向涡主导了大尺

24°

47

游流场中大尺度流向涡的存在及其对气流掺混的重

图1

R=9.5

mm

波瓣混合器表面尺寸

数值计算所用的计算域和计算网格如图 2 所示。

选取包含 1 个叶瓣的 24°扇型区域，几何模型包含了

不存在太大差别；单勇等 的数值计算表明，随着涵

波瓣混合器、中心锥和喷管。为了更好地模拟波瓣下

道比的增大，出口流体的径向速度梯度减小，出口平

游射流的发展过程和射流与大气相互作用的过程，在

均噪声声压级降低 36% 左右；Mao 等 的数值研究发
[12]

现，流向涡、正交涡和速度比 3 种因素在气流掺混过

喷管出口上游 1D（D
h
h 为波瓣尾缘处内涵截面水力直

径）的位置设置远场的气流进口，在径向距离 3Dh 处

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且三者的影响并不相互独立；

设置径向远场流场作为计算域的顶部边界，计算域轴

喷管壁面间的间隙诱导分别对内、外涵之间和外涵与

向出口在喷管出口下游 5Dh 处，以便更好地模拟射流

Yu 等[13]发现速度比为 2.0 时，波瓣几何外形和波峰和
大气之间的掺混有重要影响，而速度比为 0.4 时二次
流的强度受到削弱，流向涡仅在波峰附近形成，掺混

效率不如速度比为 2.0 时的。虽然速度比对涡系发展

的影响研究已经较为具体，但还存在一些机理问题没
有完全澄清，比如速度比的改变对波瓣下游气流掺混
发展的影响等。另外，进口预旋通常出现在发动机非

离开喷管后的发展过程。
远场（开放大气条件）

外涵速度
进口
Dh
内涵速度
进口

促进掺混，但也会引起额外的推力和总压损失。雷志
军[14]、苏尚美等[15]系统研究了低压涡轮出口气流角对
波瓣掺混机理的影响，得到了气流角大小、径向分布
等条件的变化对波瓣涡系发展及射流掺混的影响规
律；柴猛等[16-17]在机理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折弯
叶瓣的消旋波瓣混合器，有效提高了进口预旋工况下
排气系统的推力性能。但是文献[14-17]等的研究均

在速度比为 1.3 的工况下进行，未对不同速度比工况
下预旋对波瓣涡系发展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研究。

本文结合 3 维数值模拟和试验，分析不同进口预

旋和速度比工况下波瓣下游涡系发展、耗散过程的机
理，并进一步评估其对射流掺混过程的综合影响。

1
1.1

数值计算方法
计算模型与边界条件
所用的波瓣混合器周向均布了 15 个叶瓣，具有

3Dh

排气系统计算域 周期性边界

（a）计算域划分
图2

设计工作状态下或使用高负荷低压涡轮叶片的发动
机中[14]。进口预旋卷吸大量有用的轴向工质，虽然会

5Dh

（b）计算网格

计算域划分和计算网格

鉴于波瓣几何外形十分复杂，计算域的网格采用
四面体非结构网格，在固壁附近采用 15 层棱柱网格

加密，相邻网格的膨胀比为 1.2，总网格数量约为 3000

万。在边界条件方面，内、外涵工质均采用不可压理
想空气，湍流度分别设置为 5% 和 1%；内、外涵进口为

速度进口边界条件，计算域两侧边界设置为周期性边
界条件，波瓣、中心锥和喷管的固壁面是绝热无滑移
的固体壁面，其余远场边界设置为开放大气，压力为
101325 Pa，湍流度为 5%。文献[17]指出，SST 模型能

比较准确地模拟波瓣下游中小半径范围内的流场参
数变化，比 k-ε 和 k-ω 模型的计算结果精度更高，因
此本文采用 SST 模型来封闭雷诺平均的 NS 方程进行

数值计算。

速度比定义为内、外涵气体的轴向速度之比，本
文研究的所有工况内涵气流轴向速度均保持不变，速
度比的变化通过改变外涵气流速度实现；而进口预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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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内涵进口气流具有周向速度，所有工况外涵进口
气流始终保持轴向进气条件。在 0°、10°、20°和 30°4

涵进口速度之比）的数值计算和试验结果对比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数值计算结果和试验值分布趋势

种内涵进口预旋角下分别对速度比为 0.8、2.0 和 3.0

一致，且二者的数值具有较好的吻合度，在图中所示

1.2

交涡所在区域（图中红圈），这可能与试验测量使用的

的共 12 个工况进行了详细研究。
数据处理方法

为了定量描述速度比及进口预旋对涡系变化和
气流掺混的影响，便于比较各工况下的计算结果，采
用文献[18]中提出的一种无量纲总压系数、流向涡系
数和正交涡系数的数据处理方法，其可靠性得到了验

的 2 个截面上，速度系数偏差大的位置正好对应了正
7 孔探针在波瓣尾迹这样的高剪切层区域测量误差
较大有关。
1.2

EXP
CFD

1.0
0.8

证[19]，其表达式为

流向涡量
ωs =

（1）

u 2 + v 2r + v 2θ

ωa =

ω +ω
θ

0.2

0.2
0

0.4

uω x + v r ω r + v θ ω θ

2

0.4

0.4

P 0 - P si
P 0i - P si

平面涡量

Cux

Cux

Cp0=

0.8
0.6

0.6

总压系数

EXP
CFD

1.0

0.6

0.8

1.0
R/Dh

1.2

1.4

0

0.6

（a）x/Dh=0.36

（2）

图3

0.8

1.0 1.2
R/Dh

1.4

1.6

（a）x/Dh=0.72

轴向速度的计算与试验结果

喷管出口截面流向涡、正交涡系数的计算和试验
2
r

（3）

式中：下标 0 和 s 分别为总参数和静参数，i 为进口截

结果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数值计算结果准确捕

捉到了流向涡和正交涡的位置和形状以及喷管壁面

面的参数，a、r 和 θ 为柱坐标系中的轴向、径向和周向

的高平面涡量带；而在试验中，由于探针无法靠近喷

方向；u 为气流轴向速度；ω 为气流涡量。

管壁面，并没有测试到壁面附面层的高涡量区。从以

流向涡量和平面涡量分别表征流向涡和正交涡

的强度，本文所有的涡量均以 Uref /D（U
h
ref 为内涵进口
截面的平均速度）为参考值进行了无量纲处理。

上分析可知，数值计算可以较好地模拟各截面的参数
分布，并有效捕捉平面涡、流向涡等主要流动结构及
发展过程。

为了定量评价波瓣下游的射流掺混情况，定义掺
混指数为

I =
2
g

∬

(

)

2

gn - gm
ρu x dA
gi - gm
s

∬
s

ρu x dA

（4）

式中：g 为下游流场中测量面上任意测点的流场参
（a）流向涡系数

数；n、m 分别为进口截面、掺混均匀面相应参数的质
量平均值。
本文采用总压系数作为计算掺混指数的参数。
掺混指数可以表征各截面的射流掺混程度，掺混指数
越小，表示掺混越均匀。
1.3

数值方法验证
为了验证数值计算方法的准确性，对速度比为

1.3 的轴向进气工况进行了模拟计算，并与文献[16]中

的试验数据进行了对比。在 0.36Dh 和 0.72Dh 截面的

波峰线上，轴向速度系数 Cux（某点上的轴向速度与内

（b）正交涡系数
图4

喷管出口截面流向涡、正交涡系数的计算与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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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红、蓝色高涡量带）。对比不同速度比工况，在速

结果分析

2.1

轴向进气工况下速度比对波瓣后流场的影响
以轴向进气的不同速度比工况为基准工况开展

研究，对比分析速度比分别为 0.8、2.0 和 3.0 时对涡系
发展及射流掺混过程的影响。
2.1.1

涡系结构分析
在速度比为 0.8 和 2.0 工况下波瓣混合点下游 4

个轴向截面的流向涡量、平面涡量和总压系数分布如

图 5~7 所示。并辅助以截面流线分布，速度比为 3.0
的工况具有与速度比为 2.0 工况相似的涡系结构，受

篇幅限制没有给出。对于波瓣来说，其皱褶的波峰波谷结构分别在内、外涵诱导出径向向外和径向向内
的二次流，2 个径向反向的二次流在波瓣出口处相遇
后，诱导出 1 对方向相反的流向涡带（图中 0.07Dh 截
速度比 0.8
S1

波瓣混合器尾缘
S3 S4

Cws
12.0
9.6
7.2
4.8
2.4
0
-2.4
-4.8
-7.2
-9.6
-12.0

S2

速度比 2.0

图5

0.77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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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Dh

0.72Dh

1.45Dh

2.90Dh

轴向进气工况下波瓣混合器下游的流向涡量

度比为 0.8 工况下高速外涵气体诱导出更强的径向二
次流，从而增强了初始流向涡强度，但流向涡在该工
况的后续发展较为缓慢，直到在 0.07Dh 与 1.45Dh 截面
之间才在波谷附近发展出明显的涡核（S1 和 S2）。而
在 速 度 比 为 2.0 和 3.0 的 2 个 工 况 下 ，在 0.07Dh 与
0.36Dh 截面之间就已经发展出较为清晰的涡核（S3 和

S4），且涡核均位于波峰附近，径向尺度远大于速度比

为 0.8 工况的。说明速度比的增大有利于加速流向涡
的发展，且影响到流向涡核形成的位置。当速度比小

于 1.0 时，波谷附近的外涵流体穿刺并扩散到内涵流

体中，而波峰附近的低速内涵流体受高速外涵流体限
制，不容易实现类似的穿刺和扩散（图 7 中 0.36Dh 和

0.72Dh 截面外涵高总压气体的“鼻子”状结构）。正好

解释了速度比小于 1.0 的工况内、外涵流体在波谷附

近发展出流向涡核的原因，但同时外涵高速气流约束
了波谷附近流向涡的径向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
制了波峰外围区域的掺混。对于速度比为 2.0 和 3.0
的工况，情况则恰恰相反：从图 7 中的 0.36Dh~1.45Dh
截面可见，高速内涵气体在流向涡核的卷吸下从波峰
刺入外涵，并且向喷管壁面扩散，而在波谷处外涵气
体的扩散首先受到限制，这也是这 2 种工况流向涡形

成于波峰位置附近的原因。外涵气流限制作用的减
弱导致流向涡核径向尺度横跨整个波高，流向涡耗散

速度比 0.8
T1
速度比 2.0

图6

T2
T4

T3
0.77Dh

0.36Dh

0.72Dh

1.45Dh

2.90Dh

Cwa
16.0
14.4
12.8
11.2
9.6
8.0
6.4
4.8
3.2
1.6
0

轴向进气工况下波瓣混合器下游的正交涡量
cp0

速度比 0.8

1.0
0.4

-0.2
-0.8

速度比 2.0

-1.4
-2.0

图7

0.77Dh

0.36Dh

0.72Dh

1.45Dh

2.90Dh

轴向进气工况下波瓣混合器下游的总压系数

速度更快。最后，对比 2.9Dh 截面的总压系数分布，随

着速度比的增大，波峰附近残留的未掺混内涵流体范
围越来越小，说明速度比的增大促进了波瓣下游的气
体掺混。由上面分析可知，流向涡是波瓣下游流体掺
混的主导因素，且随着速度比增大，增强的流向涡极
大地加速了波瓣下游内、外涵的射流掺混。
平面涡量大小是正交涡强弱的表征，从图 6 中可

见，速度比为 0.8 和 2.0 的 2 种工况下不同轴向截面处
的平面涡量分布，由于内、外涵间速度差的存在，在

0.07Dh 截面形成了沿着波瓣尾缘型线分布的正交涡
带（图中红色高涡量带），在下游截面随着正交涡与流

向涡的相互作用下逐渐耗散。速度比对正交涡发展
的影响还需要围绕流向涡发展来讨论。在速度比为
0.8 工况时，流向涡核形成于波谷附近，因此对正交涡

的卷吸和拧断也发生在这一区域（0.72Dh 截面中 T1

和 T2），受此影响，在波谷附近的正交涡耗散也较快。
在外涵约束作用下，流向涡沿径向向外的扩散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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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波谷外围的正交涡受流向涡影响较小，耗散速度

指数值也不断增大；而在

较慢；而对于速度比大于 1.0 的工况，其流向涡发展较

其下游截面，随着速度比

快，且径向尺度横跨整个波高，因此影响到整个波高

增大，总压掺混指数的衰

范围的正交涡的发展，尤其是极大地加速了波峰处的

减速率显著增大，在波瓣

正交涡耗散（0.72Dh 截面中 T3 和 T4）。横向对比来看，

下游 1.5Dh 截面附近，速度

所主导的正交涡耗散，图 6 中各工况相应截面上随速

总压掺混指数值都小于速

速度比的增大加速了流向涡的发展，也加速了流向涡
度比增大而降低的残余平面涡量就是最好的佐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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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掺混过程影响的分析

比为 2.0 和 3.0 的 2 种工况

图9

不同速度比下掺混
指数轴向分布

度比为 0.8 工况的，进一步

佐证了上文结论，即速度比增大有利于加速射流掺

3 种不同速度比的轴向进气工况下波谷子午面

上湍动能分布如图 8 所示。湍动能的大小表征射流

混。在喷管出口截面（x=2.9Dh）处，总压掺混指数随
速度比增大而减小，说明速度比大的工况，在喷管出

掺混的强弱程度。子午面上的掺混区域大概分成 3

口截面掺混得更加均匀。

后产生的回流区所主导 MZ 区，由流向涡以及流向涡

2.2.1

部分：正交涡所主导的 NV 区，内涵气体离开中心锥
和正交涡间的相互作用引起的强烈掺混区 SV。流向

涡是大尺度涡，主导着波瓣中气体掺混过程的发展。

2.2

进口预旋工况下速度比对波瓣后流场的影响
涡系结构分析
为了综合分析速度比和进口预旋的耦合作用对

波瓣下游流场涡系发展的影响，在所有工况下波瓣混

对比 3 种工况，速度比为 3.0 时高湍动能 SV 区最早出

合器下游 0.07Dh 和 0.36Dh 轴向截面的流向涡量和平

区。这是因为速度比越大流向涡的发展速率越快，流

内涵预旋气流进入波瓣后，在机匣附近的进口预旋受

现，并且拥有 3 种工况中最大范围、最强湍动能的 SV

面涡量的分布如图 10、11 所示。根据参考文献[15]，

向涡对相互作用增强，提高了 SV 区的掺混强度；同

波瓣自身消旋作用影响，其周向气流角急剧减小，但

破碎过程。从图中可见，NV 区的湍动能在 SV 区出现

流，
是影响预旋工况下涡系发展过程的主要因素之一。

时，流向涡的出现拉伸了正交涡，也加速了正交涡的
后开始逐渐减少。综上所述，不断增加的速度比增强
了流向涡和正交涡的强度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促进了流体之间的掺混。

在波谷和中心锥之间的间隙中依然存在 1 股泄漏旋

轴向进气工况下，波瓣出口截面存在一对相向旋
转的流向涡带 LV（左支蓝色顺时针涡量区域）和 RV

（右支红色逆时针涡量区域），如图 10（a）所示。在进
进口预旋角： 0°

R

1.2
1.1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

图8

速度比 0.8
波瓣混合器出口

SV

LV

20°

30°

RV

B

喷管出口
速度比 2.0

NV

速度比 0.8

10°

MZ

速度比 3.0

轴向进气工况下波谷子午面上湍动能分布

速度比 2.0

（a）流向涡量
进口预旋角： 0°
速度比 0.8

在轴向进气条件下波瓣混合器下游各截面总压
掺混指数的轴向分布及其随速度比的变化如图 9 所
示。总压掺混指数越小，表示掺混程度越均匀，而其

增大，内、外涵的不均匀性不断增强，故而其总压掺混

20°

30°

T1

T2

速度比 2.0

沿轴向的递减速率可在一定程度上表征掺混速度的
大小。从图中可见，在波瓣出口截面，随着速度比的

10°

图 10

（b）正交涡量
不同进口预旋角和速度比工况下 0.07Dh 截面的
流向涡量和平面涡量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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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预旋角： 0°

10°

20°

30°

这种现象大大加速了波谷附近的掺混。通过对比所
有工况下外涵周向运动的情况可见，单独增大进口预

速度比 0.8

RV2

LV

旋角可以增大周向运动的强度，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

RV1

其影响范围；单独增大速度比减弱了外涵气流的限制
作用，扩大旋流的作用范围，但对周向运动的强度并

速度比 2.0

B2

B1

（a）流向涡量
进口预旋角： 0°

10°

20°

30°

没有太大影响；同时增大进口预旋角和速度比可以有
效地增大周向运动地强度和作用范围，进而影响涡系
的发展。对比流向涡的云图可见，在速度比为 0.8 工

况下，改变进口预旋并不能明显改变 0.36Dh 截面流向
涡带的大小，始终保持与波高相近的尺度；在大速度

速度比 0.8

比工况下，随进口预旋角的增大，如图 11（a）所示的

流向涡核 B 的强度和最大涡量值越来越大，而且图 11

（b）中外涵流体周向运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这是由

速度比 2.0

于当速度比较小时，受到高速外涵的径向约束，流向
（b）正交涡量

图 11

不同进口预旋角和速度比工况 0.36Dh 截面的
流向涡量和平面涡量的分布

涡特征尺度的发展受到制约，流向涡的耗散速度也受
到限制，仅在小半径处受到旋流的作用发生了拉伸；
随着速度比的增大，
外涵流体的约束减弱，
进口预旋导
致的泄漏旋流开始迅速发展，加速了小半径范围内的

口 预 旋 条 件 下 ，波 瓣 表 面 滞 止 线 迁 移 至 压 力 面 一

流向涡耗散速度，
同时绕流波谷增大了流向涡的强度。

[14]

侧 ，进而导致波瓣下游流向涡右支延伸到压力面一

在大速度比工况下，旋流一方面拉扯着作用范围

侧（图 10（a）中 0.07Dh 截面中 RV），并且 RV 随着进口

内的流向涡和平面涡量带发生周向拉伸，另一方面推

涡量值及流向涡量带范围显示，吸力面侧流向涡量随

向外移动（这种现象可在流向涡的轴向分布中观察

预旋角的增大进一步向压力面延伸。该截面中最大

挤着作用范围外的残余涡量带和流向涡核 B 沿径向

着进口预旋角和速度比的增大而增大，在出口截面形

到，但受篇幅所限并未给出），在泄漏旋流周向拉伸和

成尺度和强度更大的逆时针流向涡核 B；而压力面侧

径向推挤共同作用下，右支的流向涡带 RV 呈现出断

涡核的形成时间也推迟。说明进口预旋有利于增强

在 0.36Dh 截面完全断裂成 2 部分 RV1 和 RV2，甚至在

的顺时针涡量带 LV 范围随进口预旋增强而减小，其

与其旋转方向相同的流向涡，而对反向流向涡有一定
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如下：受到波瓣大曲率几何的影
响，泄漏旋流在绕行波谷的过程中极易在吸力面一侧
出现流动分离或低动量区，如图 10（b）中分离涡量带

裂的趋势，随着进口预旋角和速度比的增大，RV 逐渐

大速度比大预旋角工况下，流向涡核 B 也被拉扯分裂
为 2 个（B1 和 B2）。这种现象也说明，速度比的增大
有利于扩大进口预旋的作用范围，从而促进内、外涵
气体间的掺混。

T2 就是分离泡或低动量区形成的自由剪切层，这一

2.2.2

加强了 RV 和同侧流向涡核 B，随着进口预旋角和速

下不断加速 ，在中心锥下游形成回流区[9]，在 10°和

涡核 B 的卷吸下逐渐被拧断。

的湍动能分布如图 12 所示。在图下方给出了放大的

自由剪切层的旋转方向与 RV 的旋转方向相同，因此
度比的增大流向涡核 B 的强度不断增大，T1 和 T2 在

在波瓣下游的发展过程中，内涵的旋流裹挟外涵

的气体发生周向运动，同时外涵气体在二次流的作用
下在波谷附近向斜下方穿刺进（图 11（b）中 0.36Dh 截

对掺混过程影响的分析
在进口预旋工况下，泄漏旋流在渐缩中心锥作用

30°进口预旋角下速度比为 0.8 和 3.0 时波谷子午面上
中心锥后区域的速度矢量，标注出回流区域的边界和
长度。
随着速度比的增大，在流向涡主导的掺混区 SV

面中标示的箭头）内涵，与内涵旋流相遇并发生了强

的形成越发靠近上游，说明流向涡相互作用引起的耗

烈掺混。相比轴向进气条件下仅靠流向涡加速掺混，

散过程提前发生，有利于加速射流掺混；同时，SV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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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比 0.8

速度比 2.0

NV

MZ

波瓣出口 喷管出口
SV
NV

显差异。这是因为速度比为 0.8 的工况掺混过程主要

波瓣出口 喷管出口
SV

波瓣出口 喷管出口
SV

MZ

受外涵主导的流向涡影响，而预旋对外涵流体的影响

NV
RCZ

0.73Dh
喷管出口
波瓣出口
SV
NV

RCZ

1.52Dh

MZ

并不算大，故此射流掺混的过程受旋流影响也较小。
但预旋对射流掺混还是有影响的，随着进口预旋角的
增大，掺混指数降低的梯度也不断增大，出口截面上

MZ

（a）进口预旋角为 10° （b）进口预旋角为 30°

图12 不同进口预旋角和速度比工况下波谷子午面湍动能分布

的径向位置也向外移动，这种现象与上文中速度比增
大导致高速外涵气体对流向涡发展的限制作用减小
的结论相呼应。另外，在 SV 区下方存在正交涡主导

掺混区 NV，其径向位置也随着速度比的增大向外移
动，除了受到流向涡的影响之外，还因为速度比的增
大扩大了泄漏旋流的影响范围，从而剪切层的位置也
沿着径向向外移动。对比计算域出口附近的湍动能
分布可见，大速度比大预旋工况的湍动能更早地掺混
均匀。
综合对进口预旋和速度比 2 部分的分析，可以总

结出进口预旋和速度比的耦合作用对波瓣下游流场
的影响如下：进口预旋的存在使得内涵气体裹挟外涵
气体发生周向运动，拉伸了流向涡和正交涡带，同时
也加强了与进口预旋同方向的流向涡；而速度比的增
大减弱了外涵气体对于内涵的限制作用，既促进了流
向涡的发展以及流向涡和正交涡之间的相互作用，也
扩大了进口预旋引起泄漏旋流的作用范围，从而进一
步促进了内、外涵气流之间的掺混。

总压掺混指数值随着预旋的增强而减小。意味着掺
混过程随预旋增强而加剧，出口截面掺混也越均匀。
在速度比为 3.0 的工况射流掺混过程主要受内涵

影响下的大尺度流向涡主导，故而受预旋影响较大。
在波瓣出口截面下游射流掺混指数值随预旋的增强
而减小，说明预旋角越大，波瓣出口下游就已经有较
好的掺混均匀度。到 1.5Dh 截面时，流向涡耗散殆尽，
其主导的掺混基本完成，此时大预旋工况下的掺混指

数较小，说明掺混得更加均匀。但在 1.5Dh 截面下游，
在预旋角小于 10°的工况下，其残余的流向涡继续促

进掺混，而在 20°和 30°工况下几乎没有残余流向涡

存在，但其诱导的中心锥下游回流区的发展使得其掺
混均匀度反而不如低预旋工况下的，故而其在 2.9Dh
截面时的总压掺混指数更大。对比图 13（a）和（b）可

知，在不同速度比工况下，射流掺混受预旋的影响也
不一样，在 2.9Dh 截面的总压掺混指数值，速度比为

3.0 的工况小于速度比为 0.8 的工况，且其整体总压掺

混指数减小梯度也大于小速度比工况下的，说明内涵
进口预旋对大速度比工况的影响较大，且有利于加速
射流掺混。
速度比的变化极大地影响波瓣混合器的掺混流

在速度比为 0.8 和 3.0 时不同预旋角下总压掺混

场，从而影响波瓣喷管的总体性能，通过衡量总压和

见，在速度比为 0.8 时，不同预旋角工况下波瓣出口截

系，可以定量了解速度比和进口预旋对波瓣喷管总体

指数沿着轴向的分布如图 13 所示。从图 13（a）中可

面的掺混指数几乎相等，各工况下的掺混指数降低曲
线趋势也基本接近，结合上文中对流向涡的分析，虽
然在 0.07Dh 截面流向涡核 B 随着进口预旋角的增大

而变强，但对内、外涵之间的掺混的影响并未产生明

推力 2 个性能参数，以及速度比和进口预旋之间的关
性能的影响。

总压损失系数定义为波瓣喷管进口和出口截面
平均总压系数之差。总压系数随进口预旋角的分布
曲 线 如 图 14 所 示 。 从 图

中可见，总压损失与速度
比和进口预旋角均呈正相
关关系。小速度比工况下
虽然总压损失整体偏小，
但是随着进口预旋角从 0°

图 13

（a）速度比为 0.8

（b）速度比为 3.0

不同速度比下掺混指数的轴向分布随进口预旋角变化

增大到 30°，总压损失系数
增大了 0.1；而在大速度比

图 14

总压系数随进口

预旋角的分布

工况下总压损失系数只增大了 0.05。说明在小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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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工况下总压损失受到进口预旋变化的影响更大。
在不同速度比下喷管的推力损失系数随预旋角
的变化曲线如图 15 所示。本文中研究的推力是静态
推力，定义为

T=

∫

.

exit

ud m +

∫

exit

( P exit - P atm ) dA

（5）

Tc=T/（0.5ρU refD h）
2

2

式中：T 为喷管出口的推力；u 和 P 分别为轴向速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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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速度比和进口预旋角的增大增强了流向涡和
正交涡系，有利于气体掺混，但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
总压和推力的损失：在小速度比工况下进口预旋角从
0°增大到 30°时总压损失系数增大了 0.1，推力损失

4.6%，在大速度比工况下总压损失系数增大了 0.05，
推力损失 17.5%。为优化喷管的总体性能，需要综合

考虑促进掺混和推力损失与总压损失增大二者之间
的平衡关系。

静压，下标 exit 和 atm 分别表示喷管出口和周围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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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背凹槽结构对半开式向心涡轮性能影响数值模拟
宋友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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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2. 中小型航空发动机叶轮机械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株洲 412002）
摘要：为了厘清半开式向心涡轮转子轮背间隙内的流动机理及轮背间隙泄漏流动对涡轮性能的影响，以某半开式向心涡轮为
研究对象，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轮背间隙泄漏流动进行分析，深入剖析了封严气、泄漏流及主流的运动轨迹，并明确了轮背泄漏
损失分布。针对轮背间隙内泄漏流动的特点，对轮背结构进行了改进设计，并研究了轮背凹槽的形状、长度、宽度和深度对泄漏损
失的影响。结果表明：半开式向心涡轮轮背存在横向泄漏流动，并与主流和封严气进行掺混，造成流动损失，恶化了涡轮性能，采
用轮背凹槽结构后，可有效抑制轮背的泄漏流，降低流动损失。凹槽的形状、长度、宽度和深度对泄漏流的影响程度不同，椭圆形
凹槽可使涡轮效率提高 0.2%，矩形凹槽可使涡轮效率最大提高 0.23%。
关键词：半开式向心涡轮；轮背间隙；凹槽；流动特征；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3.006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Influence Backface Groove Structure on the
Performance of Scalloped Radial Turbine
SONG You-fu1，2，ZENG Fei1，2，OUYANG Yu-qing1，2，YANG Jie1，2，PANG Shang-neng1，2
（1. 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Hunan 412002，China；2. Hunan Key Laboratory of
Turbomachinery on Medium and Small Aero-Engine，Zhuzhou Hunan 412002，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clarify the flow characteristics in the backface clearance of the radial turbine rotor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back⁃

face clearance leakage flow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adial turbine，a scalloped radial turbine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back⁃
face clearance leakage flow was analys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The movement tracks of sealing gas，leakage flow and main⁃
stream were deeply analyzed，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ackface leakage loss was 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akage flow in

the backface clearance，the backface structure was improved，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shape，length，width and depth of the backface groove

on the leakage los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leakage flow in the backface of the scalloped radial turbine，which is mixed

with the mainstream and sealing gas，causing flow losses and deteriorating turbine performance. After adopting the backface groove struc⁃
ture，the backface leakage flow can be effectively restrained and the flow loss can be reduced. The shape，length，width and depth of groove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leakage flow. The oval groove can increase the turbine efficiency by 0.20%，and the rectangular groove can in⁃
crease the efficiency by 0.23%.

Key words：scalloped radial turbine；backface clearance；groove；flow characteristics；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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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燃气轮机、涡轮增压器及热力透平。涡轮作为航

引言
微小型燃气轮机结构紧凑、可靠性高、维修简单，

空发动机 3 大核心部件之一，其热力性能直接影响整
个发动机安全、高效地运转。

被广泛应用于车载及舰船动力、航空动力等领域。向

近些年，随着技术进步及发展需要，向心涡轮得

心涡轮凭借其单级膨胀比大、小流量时效率高、结构

到广泛应用，对其内部流动机理的认识逐步深刻，相

[1]

紧凑、制造简单及可靠性高等优点 ，常被应用于微

关研究日益增多[2-4]。Simpson 等[5] 对向心涡轮有无导

收稿日期：2020-08-05
基金项目：中国航发自主创新专项基金（ZZCX-2018-020）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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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宋友富，曾飞，欧阳玉清，等 . 轮背凹槽结构对半开式向心涡轮的性能影响数值模拟[J]. 航空发动机，2022，48（3）：34-41. SONG Youfu，
ZENG Fei，OUYANG Yuqing，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influence backface groove structure on the performance of scalloped radial turbine[J]. Aero⁃
engine，2022，48（3）：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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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的内部流动及损失进行了详细对比研究，并揭示了

算时模拟单个通道，整个转子计算域为转动域，红色

导叶对向心涡轮内部流动的影响规律；Khalil 等 研

部分为静止壁面，绿色部分为转动壁面。

[6]

究了向心涡轮导叶内部摩擦损失及掺混损失对涡轮
性能的影响；李耀阳等[7] 对向心涡轮背部间隙流动特
性展开了研究，对比了不同轮背结构的涡轮性能差
异，并分析了二次流与主流掺混损失的影响，但其对
封严腔结构进行了简化处理，不能完全反映封严冷气
的流动特性；Kidwell 等[8]对叶片背部间隙尺寸进行研
究，发现叶片背部间隙越大，泄漏流越多，效率则越

低；Cox 等[9]对向心涡轮进行处理，削掉转子入口段轮

（b）轮背几何模型

（a）轮背封严腔

盘，并对比了该结构的涡轮与闭式向心涡轮气动参数

图1

实际半开式向心涡轮轮背几何结构

和内部流场的差别，表明处理后的涡轮轮背有强烈的
间隙泄漏流。向心涡轮按照转子进口段轮盘形式可
以分为闭式、半开式和开式。开式向心涡轮削去转子
进口段轮盘，可大幅度降低转子重量及轮盘应力，但
会导致转子轮背泄漏损失急剧增加[10]。其泄漏流动
主要产生于转子顶部间隙和转子轮背间隙，转子顶部
间隙尺寸是影响涡轮级性能的重要因素[11-12]，然而背

（a）转子轮背封严腔模型

部间隙泄漏损失也不可忽视。何平等[13] 对开式向心
涡轮的背部间隙流动特性进行了研究，发现轮背间隙
泄漏量远小于转子顶部间隙泄漏量，但二者损失相
当，并且二者流动特性及作用机理有所不同。因此，
得到应用与发展。半开式向心涡轮结构在一定程度

图2

半开式向心涡轮数值模型及计算域

表1

半开式向心涡轮几何特征参数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导叶叶片数

23.0

动叶出口叶高/mm

53.5

14.0

动叶背部间隙/mm

动叶叶片数

为综合考虑涡轮强度和性能，半开式向心涡轮的结构

导叶叶高/mm
动叶进口叶高/mm

上降低了叶轮质量，对降低轮盘应力有益，但其背部
间隙依然存在，仍会造成背部大量的泄漏损失，且该
[14]

1.2

损失占整个间隙损失的比例较大 ，有必要深入分析
其轮背间隙内的流动特征。

（b）计算域

12.0

动叶轴向长度/mm

15.9

62.1
1.0

数值模拟方法

数值计算采用 CFX17.2 软件求解定常雷诺平均

方程来实现，其中湍流模拟采用带有自动壁面处理功

本文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半开式向心涡轮开展

能的剪切应力输运模型（SST 模型）。N-S 方程和湍流

了真实结构下带有冷气封严的轮背间隙泄漏流动分

输运方程对流项的离散均采用高阶格式，时间项的离

析，并研究了不同形状、长度、宽度及深度的轮背凹槽

散采用 2 阶向后欧拉格式，扩散项和压力梯度项的离

结构对轮背泄漏流的抑制作用。

1
1.1

物理模型及数值模拟方法
物理模型
以某辅助动力装置中的单级大膨胀比半开式向

心涡轮为研究对象，为真实反映轮背盘腔封严气与泄
漏流的相互作用，采用了实际的轮背几何结构，如图
1 所示，数值模型及计算域如图 2 所示。导叶和转子

叶片数分别为 23 和 12，转子进、出口间隙均取 1.5%
相对叶高，半开式向心涡轮几何特征参数见表 1。计

散均通过采用形状函数计算空间导数来实现。
1.3

网格模型
计算区域的网格划分采用分块式方法。导叶区

域网格采用商用软件 TurboGrid 生成结构化网格，单

通道网格量为 50 万左右。转子区域由于其几何结构

复杂，难以高效率地进行手动分块，网格划分效率低
下，且无法模拟倒角等几何细节。在改变轮背几何的
拓扑结构时，需要人为做出大量适应性改变，十分不
便。采用非结构网格与结构网格均能较为准确地反
映流场内的流动细节，二者计算结果差异较小[15]，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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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非结构网格具有网格

了部分高半径处轮盘，使得泵吸效应减弱，封严气在

划分效率高、适应性强等

轮盘低半径处紧贴叶片吸力面流入主流通道，与主流

优点，转子区域采用 ICEM

发生掺混，且该处流体流动方向与转动方向相反。
速度/（m/s）
6.828e+002

软件进行带附面层的非结
构网格划分，转子网格总
量在 400 万左右。为保持

计算的稳定性和收敛性，

Z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X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外壁面及叶片的壁面

Yplus 均控制在 5 以下，转 图 3 转子区域局部计算网格
子区域局部计算网格如图
3 所 示 ，并 进 行 了 网 格 无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a）轮背封严气流动
图5

（b）叶背封严气流动

轮背盘腔内封严气的流动

泄漏流在此处交汇，并与通道内主流相互作用，在主

边界条件

计算域导叶进口给定
总温、总压、进气方向和来
流湍流度，出口给定平均

流进口形成紧贴下壁面的漩涡结构，该流动结构与主
图4

转子总压恢复系数随
总网格量变化曲线

静压，封严气入口给定流量和总温，具体计算边界参
数见表 2。计算域内外流道、叶片表面给定无滑移壁

面边界条件，壁面光滑，周向两侧设置为周期性边界。
静子区域与转子区域的交接面采用混合面处理方式。

2

8.029e-001

一定的二次流动；在吸力面侧由于轮背封严气与轮背

曲线如图 4 所示。

膨胀比

2.139e+002

压力面侧流动较好，仅在叶尖附近由于叶尖泄漏存在

恢复系数随总网格量变化

进口总温/K

4.269e+002

转子表面极限流线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关性验证工作，转子总压

进口总压/MPa

6.400e+002

3.434e+002
4.036e+000

径向网格尺度相当。内、

参数

8.530e+002

5.131e+002
1.737e+002

保证导叶出口与转子进口

1.4

速度/（m/s）

表2

计算边界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转速/（r/min）

56000

封严气总温/K

490

1260

0.431
4.1

封严气流量/（kg/s）

0.002

转子轮背间隙泄漏流分析

流在叶片展向中部区域相互掺混，使得叶片中部的流
动存在较大的径向速度分量。相比于压力面，在吸力
面侧二次流更加明显，在三者综合作用下的流动流损
失也更大。
速度/（m/s）
2.621e+002

速度/（m/s）
2.621e+002

1.310e+002

1.310e+002

1.966e+002

1.966e+002

6.554e+001

6.554e+001

2.676e-002

2.676e-002

（a）吸力面
图6

在涡轮工作设计点工况下对半开式向心涡轮原

转子轮背表面

始模型进行计算分析。在转盘高速旋转时，封严气流

极限流线如图 7 所

动受到的泵吸效应[16] 比压差效应更为显著。在盘腔

示。从图中可见，

中以惯性坐标系来研究，流体质点旋转后，由黏性力

在轮背高半径处黏

产生指向圆心的加速度，若黏性力不足以提供向心

性力占主导作用，

力，流体质点将偏离圆周运动。轮盘半径越大，泵吸

存 在 低 能 流 体 ，流

效应越明显。轮背盘腔内封严气的流动如图 5 所示。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b）压力面
转子表面极限流线
速度/（m/s）

2.621e+002
1.966e+002
1.310e+002
6.554e+001
2.676e-002

动方向与转动方向

封严气在黏性力的作用下紧贴轮盘流入轮背腔体，腔

相 反 ；在 轮 背 中 部

体内部径向压力梯度很小，封严气径向速度有限，大

主要受压力梯度影

部分封严气做周向流动。由于半开式向心涡轮削去

响 ，气 流 从 压 力 面

0

图7

0.010 0.020 m
0.005 0.015

转子轮背表面极限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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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吸力面，并在轮背壁面发生分离与再附，最后由

间隙内的有效流通面积。轮背不同截面形状（包括梯

吸力侧流出盘背，流入主流通道并与封严气、主流发

形、矩形及椭圆形）凹槽结构如图 8 所示。以转子背

生掺混，该气流流动特征与宽叶顶轴流转子叶尖泄漏
的气流流动特征相似；在轮背低半径处为受刮削作用
（黏性力主导）下的封严气进入涡轮的通道，其流动方

部间隙 T（T=1 mm）为无量纲参数，各凹槽的最大长度

均为 20T，深度为 2T，矩形凹槽宽度、梯形凹槽上底及
椭圆形凹槽短轴长保持一致。

向与转动方向相反。
在旋转坐标系下对封严气及轮背泄漏流的受力
情况进行分析，二者主要受到离心力和科氏力影响。
离心力
Fce=mω2r

（1）

F co = -2mω r

（2）

（a）轮背无凹槽

（b）梯形凹槽

科氏力
式中：ω 为角速度；v 为相对速度；r 为当地半径。
从式中可见，轮背泄漏流受到的科氏力与离心力

（c）矩形凹槽

方向一致，都为垂直转动轴向外，泄漏流朝着叶尖方
向流动；封严气受到的科氏力与离心力相反，且在在
盘腔中大部分区域科氏力大于离心力，因此气流流动

图8

（d）椭圆形凹槽

轮背不同截面形状凹槽结构

带凹槽和不带凹槽的轮背表面极限流线如图 9

方向基本与科氏力方向一致，紧贴壁面流动。当轮背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封严腔内的流动基本一致，都

泄漏流和封严气进入涡轮主通道后，气流切向速度减

是在黏性力作用下紧贴壁面流动，且流动方向与转动

小，科氏力逐渐减弱，气流在离心力作用下向叶顶方

方向相反，最终从吸力面流出。在靠近凹槽底部的封

向流动（图 5）。结合图 5～7 来看，原始模型的涡轮轮

严气流入槽内后，受科氏力影响，力的方向垂直向内，

背存在大量的泄漏流，且泄漏流与封严气、主流发生

但由于受到凹槽的几何约束，被堆积在槽底并形成气

掺混，造成了较大的流动损失。

流涡系结构。而轮背中部的泄漏流进入凹槽后，一部

3

分在科氏力和离心力共同作用下由凹槽顶部流出，另

轮背凹槽结构对涡轮性能的影响分析

一部分因压力梯度由吸力面流出，但是泄漏量比无凹

为了提升涡轮性能，有必要降低轮背间隙内的流
动损失。由于要防止燃气倒灌入盘腔中，封严气必不
可少，因此要降低流动损失，必须减少轮背泄漏流动。
为了控制转子轮背的横向泄漏流，对转子背部结构进
行改进，通过采用凹槽的结构来抑制泄漏流，并详细

速度/（m/s）
7.788e+002

速度/（m/s）
7.788e+002

3.894e+002

3.894e+002

Hartsel 提出的经典公式
η=

m g ( h *0 - h *2 ) + m c ( h *c, 0 - h *2 )

m g ( h *0 - h *2, is ) + m c ( h *c, 0 - h *2, is )

（3）

式中：mg 为主流流量；mc 为封严冷气量；下标 0 为进口
截面，2 为出口截面。
3.1

轮背凹槽形状对涡轮性能的影响

在半开式向心涡轮轮背添加凹槽结构，可减轻转
子质量，且能在凹槽内形成气流“漩涡区”，减小轮背

3.057e-002

3.057e-002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影响。本文计算的不同轮背结构模型的进出口边界、
[17]

1.947e+002

1.947e+002

研究了凹槽的形状、面积及深度等参数对涡轮性能的
转速及数据处理方法保持一致。涡轮效率计算采用

5.841e+002

5.841e+002

（a）轮背无凹槽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b）梯形凹槽

速度/（m/s）
7.788e+002

速度/（m/s）
7.788e+002

3.894e+002

3.894e+002

5.841e+002

5.841e+002

1.947e+002

1.947e+002

3.057e-002

3.057e-002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c）矩形凹槽
图9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d）椭圆形凹槽

不同凹槽形状轮背表面极限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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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结构的大大减少。从该流动特征可见，由于凹槽的
存在，使得轮背由压力面流向吸力面的气流在凹槽内
产生一定的漩涡，阻碍了在轮背的横向流动。
轮背涡系结构（其中 PV 为通道涡，LV 为泄漏涡，

QV 为凹槽内漩涡）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轮背

无凹槽时，轮背的横向泄漏流动较为明显，泄漏流不

静熵/（J/kg·K）
1.316e+003
1.253e+003
1.191e+003
1.128e+003
1.066e+003
1.003e+003
9.410e+002
8.786e+002
8.161e+002
7.537e+002
6.913e+002

参与作功，并在吸力面与通道涡相互作用，造成更大
的流动损失。增加凹槽结构后，在轮背凹槽内产生大
量的涡系，不同凹槽形状的漩涡尺寸和结构有所不
同，但是其作用机理类似，即通过凹槽形成大量漩涡，
减小间隙内有效流动面积，降低轮背泄漏量。从涡系
结构来看，梯形凹槽内涡较小，但数量较多，椭圆形凹
槽内涡结构较少，但其涡系结构尺寸较大，对横向泄

表3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a）轮背无凹槽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X

Z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d）椭圆形凹槽

不同凹槽形状下轮背靠近主通道出口的静熵
各轮背带不同形状凹槽的涡轮级性能参数

%

参数

无凹槽

梯形凹槽

矩形凹槽

椭圆形凹槽

进口流量

0

-0.02

0

0

0

效率
转子总压
恢复系数

（b）梯形凹槽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b）梯形凹槽

静熵/（J/kg·K）
1.316e+003
1.253e+003
1.191e+003
1.128e+003
1.066e+003
1.003e+003
9.410e+002
8.786e+002
8.161e+002
7.537e+002
6.913e+002

（c）矩形凹槽
图 11

Z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a）轮背无凹槽

静熵/（J/kg·K）
1.316e+003
1.253e+003
1.191e+003
1.128e+003
1.066e+003
1.003e+003
9.410e+002
8.786e+002
8.161e+002
7.537e+002
6.913e+002

漏流动挤压较为严重，可最大幅度降低轮背泄漏流。

X

静熵/（J/kg·K）
1.316e+003
1.253e+003
1.191e+003
1.128e+003
1.066e+003
1.003e+003
9.410e+002
8.786e+002
8.161e+002
7.537e+002
6.913e+002

转子能量
损失系数
反力度

0

0
0

0.10
0.02

0.1

0.09

0.20

-0.14

-0.03

-0.15

0.15

-0.05

0.13

-0.08

不同轮背结构下的涡轮反力度差异不大，其中轮背梯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c）矩形凹槽

图 10

X

Z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X

Z

（d）椭圆形凹槽
轮背涡系结构

形凹槽结构比无凹槽时的高 0.15%。总体来看，轮背
采用凹槽结构后，可一定程度提升涡轮性能。
3.2

轮背凹槽面积对涡轮性能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了轮背凹槽结构对减少半开式向

轮背靠近主通道出口的静熵如图 11 所示。对比

心涡轮的背部间隙泄漏流动、改善涡轮性能有良好的

掺混，在吸力面侧产生 1 个高熵区，且在轮背根部有

间隙 T（T=1 mm）为无量纲参数，凹槽深度均为 2T，凹

之下，轮背无凹槽时，封严气、背部泄漏流与主流相互
明显的回流区，漩涡占据通道面积较大。在轮背加入

作用。下文以矩形凹槽结构为研究对象，以转子背部
槽长和宽分别用 L 和 W 表示，
通过改变凹槽长、宽来控

凹槽结构后，该区域的熵值明显减小，回流区有所减

制凹槽面积变化，
分析凹槽

弱，可知其轮背泄漏损失大幅度降低。

面积对性能的影响规律。

各轮背带不同形状凹槽的涡轮级性能参数（以轮
背无凹槽作为量纲基准）见表 3。从表中可见，轮背

带凹槽结构的涡轮效率均比无凹槽时的高，其中椭圆
形轮背凹槽涡轮效率最高，比无凹槽时的高 0.2%。
轮背带凹槽结构的转子总压恢复系数也比无凹槽时

的高，对应的转子能量损失系数均低于无凹槽时的。

3.2.1

凹槽宽度变化
给定凹槽长度 L=24T，

分别研究凹槽宽度 W 为
2T、4T 和 6T 时对涡轮性能
的影响，如图 12 所示。其

中 W=0T 表示无凹槽结构。

图 12

凹槽宽度对涡轮
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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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在 W=2T 时，涡轮效率最高，比无凹槽结
构时的高 0.12%。在 L=24T 不变情况下，随着凹槽宽
度的增大，涡轮效率逐渐降低，但仍高于无凹槽结构
时的涡轮效率。
轮背带凹槽和不带凹槽的极限流线如图 13 所

示。从图中可见，凹槽的存在使得轮背由压力面流向

吸力面的泄漏流在凹槽内部形成了较为强烈的漩涡，
阻碍了轮背的横向流动。但是，当凹槽宽度进一步增
大，逐渐大于涡系结构尺寸时，其对泄漏流的抑制作
用则会越来越小，结合图 12、13 可知，当 W=2T 时，凹
槽作用效果最佳。

Ma
9.144e-001
8.235e-001
7.326e-001
6.417e-001
5.508e-001
4.599e-001
3.691e-001
2.782e-001
1.873e-001
9.542e-002
5.535e-003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Ma
9.144e-001
8.235e-001
7.326e-001
6.417e-001
5.508e-001
4.599e-001
3.691e-001
2.782e-001
1.873e-001
9.542e-002
5.535e-003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Ma
9.144e-001
8.235e-001
7.326e-001
6.417e-001
5.508e-001
4.599e-001
3.691e-001
2.782e-001
1.873e-001
9.542e-002
5.535e-003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Ma
9.144e-001
8.235e-001
7.326e-001
6.417e-001
5.508e-001
4.599e-001
3.691e-001
2.782e-001
1.873e-001
9.542e-002
5.535e-003 0 0.010 0.020 m
0.005 0.015

（a）W=0T

（c）W=4T

图 15

（b）W=2T

（d）W=5T

轮背间隙内速度分布

轮背泄漏流和封严气流动如图 16 所示。其中黑

色流线为轮背泄漏流，红色流线为封严气流。从图中
（a）W=0T

（b）W=2T
图 13

（c）W=4T

（d）W=5T

轮背表面极限流线

转子轮背靠近主通道出口的静熵如图 14 所示，

可见，在无凹槽结构时，轮背泄漏流较为明显，从转子
压力面到吸力面有大量的泄漏流存在，在轮背高半径
处有部分在黏性力作用下的气流从叶顶流出。而封
严气受到的科氏力大于离心力，紧贴着壁面流动，并

对比不同结构的静熵分布可知，大部分区域带有凹槽

有部分封严气在轮背低半径处从吸力面流出，在吸力

结构和无凹槽结构的静熵分布基本一致，但是在靠近

面轮背附近掺混。在加入凹槽结构后，在轮背凹槽内

吸力面的轮背，由于凹槽结构的存在，减少了轮背的

产生了较为明显且强烈的漩涡，极大阻碍了背部间隙

泄漏流，从而使泄漏流与主流的掺混损失有所降低。
静熵/（J/kg·K）
1.245e+003
1.166e+003
1.087e+003
1.008e+003
9.285e+002
8.493e+002
7.702e+002
6.910e+002
6.119e+002
5.327e+002
4.536e+002

静熵/（J/kg·K）
1.245e+003
1.166e+003
1.087e+003
1.008e+003
9.285e+002
8.493e+002
7.702e+002
6.910e+002
6.119e+002
5.327e+002
4.536e+002

（a）W=0T

静熵/（J/kg·K）
1.245e+003
1.166e+003
1.087e+003
1.008e+003
9.285e+002
8.493e+002
7.702e+002
6.910e+002
6.119e+002
5.327e+002
4.536e+002

（c）W=4T
图 14

（b）W=2T

静熵/（J/kg·K）
1.245e+003
1.166e+003
1.087e+003
1.008e+003
9.285e+002
8.493e+002
7.702e+002
6.910e+002
6.119e+002
5.327e+002
4.536e+002

（a）W=0T

（b）W=2T

（c）W=4T

（d）W=5T

（d）W=5T

轮背靠近主通道出口的静熵

轮背间隙内速度分布如图 15 所示。从图中可

见，带有凹槽结构的背部间隙内速度在大部分区域均
比无凹槽结构的小，这是因为气流在凹槽结构内产生
了大量的气流漩涡，阻碍了轮背横向泄漏流的流动。

图 16

不同凹槽宽度下背泄漏流和封严气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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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背封严气与泄漏流流动如图 19 所示。从图中

内流动，降低了泄漏流与主流的掺混损失。
3.2.2

凹槽长度变化

可见，在轮背无凹槽时，黑色流线代表的轮背横向泄

轮背横向最大尺寸有限，为便于后续凹槽长度的

漏流较多，主要存在于轮背中部区域，红色流线代表

变化，选取凹槽宽度为 4T、深度为 2T，进一步分析凹

的封严气则基本从轮背低半径处吸力面流出；在轮背

16T、20T、24T）对 涡 轮 性

少了轮背间隙的泄漏量。

槽 长 度 变 化（L=8T、12T、

增加凹槽结构后，凹槽内产生大量的漩涡，大幅度减

能的影响，如图 17 所示。
从图中可见，随着凹槽长

度的增大，涡轮效率先提
高后降低。在凹槽长度
为 20T 时 ，涡 轮 效 率 最

高，比无凹槽结构时的高

图 17

0.23%。

凹槽长度对涡轮
效率的影响

（a）轮背无凹槽

（b）L=8T

（c）L=12T

（d）L=16T

（e）L=20T

（f）L=24T

不同凹槽长度下轮背表面极限流线如图 18 所

示。从图中中可见，在轮背无凹槽时，轮背存在大量
的横向泄漏流，占据轮背的上部分区域，再流入吸力
面与主流掺混。在轮背加入凹槽结构后，随着凹槽长
度的增大，在轮背凹槽内形成的漩涡越来越多，占据
了轮背间隙空间，使得轮背横向泄漏流减少，有效降

图 19

不同凹槽长度下封严气和泄漏流流动

低了轮背的泄漏损失。但是凹槽长度过大，在轮背高
半径处低能流体本该受黏性力作用流向叶顶，却被凹
槽阻碍在了槽内，反而加剧了低能流体的堆积，使得
流动损失增加，故凹槽长度存在最佳值。

3.3

凹槽深度对涡轮性能的影响
选 取 L=20T、W=4T

的 凹 槽 ，凹 槽 深 度（D=
1T、2T、3T）对 涡 轮 效 率
影 响 如 图 20 所 示 。 从 图

中可见，随着凹槽深度的
增加，涡轮效率先提高后
降低，当 D=2T 时，涡轮效
率最高，比无凹槽结构时

图20 凹槽深度对涡轮效率影响

的高 0.23%。
（a）轮背无凹槽

（b）L=8T

（c）L=12T

在 不 同 凹 槽 深 度 下 ，轮 背 泄 漏 流 动 如 图 21 所

示。从图中可见，在轮背无凹槽时背部流动产生了
分离与再附，轮背泄漏流动较为明显，泄漏流较多。
在轮背增加凹槽后，凹槽内产生了大量的漩涡，有
效地阻碍泄漏流的横向流动，降低了流动损失。随
着凹槽深度的增加，漩涡气流更加明显，凹槽深度
进一步增加时，其尺寸远大于漩涡结构，漩涡无法
形成对流动面积的有效调节，不仅会降低漩涡的作

（d）L=16T
图 18

（e）L=20T

（f）L=24T

不同凹槽长度下轮背表面极限流线

用，还会由于低能流体堆积过多，加剧流动损失，当
该损失的增加高于其收益时，涡轮效率开始降低，
故凹槽深度存在最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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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由吸力面侧流出，并且与吸力面侧流出的封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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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湍流燃烧多物理耦合建模和仿真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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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航空发动机研究院 1，航天航空学院 2：北京 100084）
摘要：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喷雾燃烧包含液滴破碎、雾化、蒸发、掺混、燃烧等多个物理过程，各物理过程相互耦合，产生出预混、
非预混、自着火等多种燃烧模式，不同的燃烧模式表现出的湍流-化学反应相互作用也各不相同，对发展普适的湍流燃烧模型提出
了巨大挑战。针对多物理场耦合的湍流燃烧过程进行物理建模成为湍流燃烧建模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此外，航空发动机湍流
燃烧研究也面对着工程设计和优化的客观需求，即发展效率和精度兼顾的高效湍流燃烧仿真方法并量化湍流燃烧控制物理机制，
为燃烧组织调控提供指导。综合上述内容，从发动机两相喷雾燃烧模式、自适应燃烧建模和主控物理机制分析等方面点评和回顾
了近期的基础研究进展，对当前的研究现状做了初步总结。
关键词：湍流燃烧；数值仿真；燃烧模式；自适应建模；不确定性量化；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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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Multi-physical Coupling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Engine Turbulent Combustion
ZHANG Jian1，ZHANG Qi1，YANG Tian-wei2，YIN Yu2，REN Zhu-yin1
（1. Institute for Aero Engine，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2. Schoo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The physiochemical processes of turbulent spray combustion in aeroengine combustor may simultaneously involve droplet

breakup，atomization，evaporation，reactants mixing，and combustion. Various physical processes are coupled with each other to produce

premixed，non-premixed，and autoignition modes，and different combustion modes exhibit different turbulence-chemistry interactions，
which poses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versal turbulent combustion model. Physical modeling of turbulent combustion pro⁃

cess with multiple physical field coupl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tasks of turbulent combustion modeling recent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udy of turbulent combustion in aeroengine is also facing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engineering design and optimization，that is，to
develop turbulent combustion simulation methods with both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and to quantify the physical mechanism of turbulent

combustion control，so a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combustion organization regulation. Based on the above，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cent ba⁃
sic research progres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regime diagram of diluted spray flames，zone-adaptive turbulent combustion modeling，and

the active subspace and Lagrangian analysis for controlling physiochemical processes，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and flame stabilization，
and makes a preliminary summary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Key words：turbulent combustion；numerical simulation；combustion mode；adaptive modeling；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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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燃烧室是航空发动机实现能量转化的核心部件

之一，通常工作在高温、高压、强湍流等极端条件下。

到发动机的寿命、效率、污染物排放等[1]。解决先进
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研发过程中面临的燃烧稳定困难、
高空可靠点火、
振荡燃烧、
污染物减排等一系列问题依
赖于对湍流燃烧基本现象和规律的系统、
深刻的认识。

高性能燃烧室要求既能够在高来流速度下实现快速

然而发动机燃烧室中发生的湍流喷雾燃烧过程

混合和高强度湍流燃烧，又能够在宽工况范围和参数

十分复杂。液态燃料喷射入燃烧室，蒸发、扩散并与

突变情况下实现稳定燃烧，燃烧组织的好坏直接关系

周围气体混合，最终发生气相化学反应，涉及一次破

收稿日期：202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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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二次破碎、液滴蒸发、气相混合和燃烧等复杂物理
化学过程，并且这些过程以强耦合的方式同时发生，
具有空间和时间尺度跨越广、多种燃烧模式并存的特
征。目前随着更严格的高效、低排放等要求，湍流燃
[2]

43

pression Ignition，HCCI）中准确刻画了火焰传播辅助

的自着火、火焰传播和局部熄火等燃烧模式及火焰稳
定机理[9-11]。
（2）发动机燃烧室内喷雾燃烧过程涉及非预混、

烧开始趋于近极限燃烧 ，这就需要进一步加深对湍

预混、自着火等多种燃烧模式，同时涉及雾化、蒸发、

流喷雾燃烧机理的认识，实现流动和化学反应的有效

气相混合燃烧等多个物理过程。实际燃烧过程仿真

匹配。数值仿真是当前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支撑航

的准确程度，强烈依赖于湍流模型、燃烧模型以及蒸

空发动机的自主研发，仿真技术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

发模型的预测性能。在湍流模型方面，采用联合雷诺

[3]

高端装备研发水平 。发动机燃烧室高效高保真仿
真涉及的关键科学问题包括复杂湍流-化学反应耦
合机制、多燃烧模式流动耦合建模和仿真不确定性
等，在阐明机理基础上，解决近极限燃烧如点熄火等
工况下，仿真预测精度不足、计算量大等瓶颈，实现基

平均-大涡模拟方法（Hybrid RANS-LES Method）[12]来

替代纯粹的大涡模拟方法，可以很好地平衡计算精度
和计算量，其中分离涡模拟方法（Detached-eddy Sim⁃
ulation，DES）[13]是应用较广的一种。然而该方法模化
的雷诺平均方法向大涡模拟方法的转换过程过慢，导

于“仿真预测”可控稳定燃烧组织的详细化学反应动

致流体的混合过程发展较慢，有待进一步改进。
“超大

力学高效计算，对发动机燃烧室的设计与发展有重要

涡”模拟方法[14] 消除了分离涡方法的缺陷，对于复杂

意义。

流动和热力问题的数值预测精度有明显地提升，同时

1

计算量显著减少，表现出对于燃烧室复杂流场高效、

发动机湍流燃烧数值仿真进展

准确预测的较大潜力。在燃烧模型方面，进展主要体

近年来，随着高性能计算机和仿真理论的迅速发

现在把火焰面类燃烧模型和有限速率类燃烧模型推

展，与燃烧室仿真相关的物理化学模型不断完善，数

广到模拟喷雾火焰。对火焰面模型的大多数研究是

值仿真技术逐渐在燃烧室设计技术研究和工程研制

简单地假设燃料液滴先发生预蒸发过程，然后低维火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4]。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焰计算中燃料流的温度会因为液滴蒸发降低一定程

在最新公布的 CFD2030 年远景规划中也将航空发动
机燃烧流场高保真、高效模拟列为 4 个 CFD 应用重大
[5]

度，也有研究尝试将液滴蒸发项直接考虑进小火焰
库，但仅限于在空间中均匀分布的单一尺寸液滴。事

挑战和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该问题包含湍流燃

实上，对于低维流形是否仍然存在于喷雾火焰中，目

烧模式识别方法、湍流燃烧多物理过程建模、发动机

前还没有定论。有限速率类燃烧模型中的层流有限

燃烧室仿真的加速算法和仿真不确定性量化等多方

速 率（Laminar Finite Rate，LFR）模 型 ，涡 耗 散 概 念

面内涵，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1）实际燃烧室中燃烧过程涉及多种燃烧模式，
而不同燃烧模式下的燃烧机制差异显著，因此区分不
同的燃烧模式至关重要。在燃烧模式识别和表征方
面，Yamashita 等[6] 提出 Flame Index 方法，该法基于燃

（Eddy Dissipation Concept，EDC）模型，输运概率密度

函数（Transported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TPDF）

方 法 和 条 件 矩 封 闭（Conditional Moment Closure，
CMC）模型等已被拓展应用于喷雾燃烧。Ukai 等[15]在
丙酮喷雾火焰模拟中采用了条件矩封闭模型，结果表

料及氧化剂的组分质量分数梯度区分反应流场中的

明双条件矩方法能较好地处理预蒸发燃料，提高温度

非预混燃烧模式区域及预混燃烧模式区域，后期经

场的预测结果；Pei 等[16] 使用输运概率密度函数方法

Fiorina 等[7]进一步修正了该方法用于富燃部分预混对

冲火焰燃烧模式分析时预混燃烧模式区域被错误识
别的问题；近期 Lu 等 提出化学反应爆炸模式分析
[8]

（Chemical Explosive Mode Analysis，CEMA）方法，用于

燃烧模式和火焰稳定机理分析。该方法基于反应源
项雅可比矩阵的特征分析，已在射流非预混火焰、局
部 预 混 火 焰 及 均 质 压 燃（Homogeneous Charge Com⁃

对正庚烷喷雾喷射和点火进行了 RANS 模拟，使用并

分析了不同的小尺度混合模型，包括欧氏最小生成树
模型、平均交换相互作用模型和修正 Curl 模型。涡耗

散概念模型也被应用在双级高速氧燃料（High-Ve⁃
locity Oxy - Fuel，HVOF）喷 雾[17] 和 乙 醇 喷 雾 低 温 燃
烧[18] 的数值研究中；Wang 等[19] 分别用层流有限速率

模型和火焰面进度变量模型对丙酮喷雾火焰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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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并比较了计算结果，结果表明层流有限速率模型

方法。在化学反应动力学加速方面，采用结合动态自

比火焰面进度变量模型能更好地预测释热率和火焰

适应建表方法与降维方法的特征时间燃烧模型，降低

结构。另外，高效自适应湍流燃烧建模是一个亟需开

详细化学反应动力学的计算成本；在仿真流程优化加

展的研究方向。Wu 等[20]提出了一个结合火焰面方法

速方面，以特征时间燃烧模型的模拟结果作为初始燃

与组分输运的自适应燃烧模型，实现了对于三叉火焰

烧场（取代常规高温初始化），提升有限速率燃烧模型

高效、准确的预测；Xu 等 提出了基于 CEMA 与动态

的收敛效率，从而提高基于有限速率燃烧模型的喷雾

[21]

网格加密（Adaptive Mesh Refinement，AMR）技术的组

燃烧仿真的计算效率。该方法可广泛应用于有限速

分输运结合火焰面方法的自适应燃烧模型，该方法利

率燃烧模型例如层流有限速率燃烧模型和涡耗散概

用 CEMA 对计算域进行动态分区，实现了对于正十二

念模型等，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烷喷雾火焰抬举高度的高效、准确预测。在蒸发模型

从上述研究进展中不难看出发动机燃烧室中喷

方面，液体燃料的雾化、蒸发会显著影响气相燃料的

雾燃烧过程涉及多种燃烧模式，而不同燃烧模式下的

空 间 分 布 ，进 而 显 著 影 响 后 续 的 燃 烧 过 程 。 James

湍流-化学反应相互作用的机制差异显著，当前发展

等 简单地假定液滴蒸发出来的燃料蒸汽均匀地分

发动机工况下普适、高效的湍流燃烧模型是研究热

配到现有计算颗粒上；Kung 等 则将燃料蒸汽分配

点。同时针对多燃烧模式共存且存在点熄火等极限

来的燃料按照计算颗粒的饱和程度，先后分配到计算

工程数值仿真需求，亟需发展效率和精度兼顾的高效

[22]

[23]

到新产生的计算颗粒上；Naud[24]提出了将液滴蒸发出
[25]

燃烧状态，考虑详细反应动力学是很有必要的，面向

颗粒上。Xie 等 修正已有模型的能量耦合形式，提

发动机燃烧室仿真方法，并发展量化发动机燃烧控制

出了指数分配模型，并与随机耦合模型等多种耦合模

物理机制方法，为燃烧调控提供指导。

型联合使用。

2

（3）实现高效燃烧室数值模拟的另一瓶颈是详细
反应动力学。虽然会带来巨大计算量，但是详细反应
动力学对准确预测近极限火焰特性和污染物排放至
关重要。研究者们提出了一系列化学反应动力学加
速方法[26]，针对反应源项和其它项共同求解的加速算

航空发动机喷雾燃烧模式机理

2.1

自着火协助火焰传播及速度标度律
针对下一代航空发动机燃烧室高温升、高压比需

求，Gong 等[28] 发现在高温高压状态下，燃烧室内的火

焰模式不再是单一的火焰传播或者自着火，而是二者

法有自适应混合积分及稀疏自适应混合积分等；针对

耦合同时存在，并开展了自着火协助的火焰传播的耦

常微分方程组求解的加速方法有常微分方程组的快

合燃烧模式及其该模式下的火焰传播速度标度律的

速求解器及网格聚集方法等；针对化学反应源项数值

研究。

多维喷雾燃烧仿真的计算量依然较大，较难满足工程
应用中计算时效性的要求。另外，由于较强的湍流蒸发-反应非线性耦合，多维喷雾燃烧数值模拟容易
发散，鲁棒性差。在如何改进多维喷雾燃烧仿真的鲁
棒性方面还没有形成系统性方法，以提高鲁棒性为目
的的各种热态燃烧场初始化方法还处在尝试阶段。
最近，在发动机燃烧室的喷雾燃烧高效仿真方
[27]

面，尹钰等 开展了模型燃烧室高效仿真研究，提出
了基于特征时间燃烧模型的多维喷雾燃烧高效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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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火焰结构

图 1 火焰传播速度与火焰结构[28]

T/K

人工神经网络等。然而包含详细化学反应动力学的

呈线性增加趋势。针对重要自由基 OH 进行输运平

T/K

包括动态自适应建表方法、分段重复使用反应映射和

速度起初基本为定值，后迅速加快，最后与诱导长度

C，D，R

类方法通过计算信息的存储和重用来节约计算资源，

例，随着诱导长度的增加（如图 1（a）所示），火焰传播

C，D，R

建表/查询类方法及动态自适应化学等。建表/查询

以航空替代燃料 n-dedocane 的火焰传播研究为

Sl（
/ cm/s）

积分的加速方法有骨架机理及简化机理、降维方法、

衡分析（如图 1（b）所示）发现，随着诱导长度的增加，
反应区由扩散-反应平衡转变为对流-反应平衡，揭

示了随着停留时间的延长，火焰传播模式转变为自着
火协助的火焰传播。
对于复杂燃料从火焰传播到自着火转变，只依赖
于停留时间的标度律不再适用，因此开展了自着火与
火焰传播耦合模式中火焰传播速度标度律的研究。
提出了火焰传播速度和

度及标度律如图 2 所示。
其水平的分支 1 代表火焰

传播模式，非线性增长的
分支 2 代表自着火协助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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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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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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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固定液滴初始直径

（b）固定剪切率改变液滴

改变剪切率

初始直径

对冲喷雾火焰燃烧模态相图[29]

互作用的影响，含低温反应区的双模态燃烧区域集中
在相图的左上方。

分支 1

0.4 0.5 0.6 0.7 0.8 0.9
Xmax(CO)/Xmax(CO),ign

火焰传播模式。
2.2

分支 2

5
S l /S 0l

新标度律，正庚烷火焰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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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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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正庚烷火焰速度及
标度律[28]

喷雾火焰结构与模态相图
在喷雾燃烧中存在复杂的液滴和火焰相互作用。

化学反应项的 Jacobian 矩阵的特征根具有明确

物理意义，若特征根具有正实部，其化学模态传递的
化学反应项具有指数增长趋势，对应具有着火趋势的
火焰核心区域称为化学爆炸模态。Xu 等[31]通过比较

化学反应项和非化学反应项投影到化学爆炸模态上
的投影项，并将定义为投影项之间比率的指示器作为

在部分区域内蒸发起主导作用，蒸发-化学反应耦合

区分不同燃烧模式的标准，确定物理化学过程的控制

强烈，采用气相火焰面库并不能准确刻画喷雾火焰特

机制，识别出了局部辅助点火、自着火和熄火模式。

性，有必要建立喷雾火焰库。混合分数在喷雾火焰中

为了研究在喷雾燃烧中蒸发对化学反应的影响，将蒸

是非单调的，加之低温化学反应的影响和多解现象，

发源项从非化学反应源项中提取出来，投影到化学爆

定量刻画初始、边界条件对火焰形态和燃烧模式的影

炸模态上，描述蒸发和化学反应的耦合关系，揭示两

响，绘制喷雾火焰相图，可以为喷雾火焰面模型的建

相耦合对喷雾火焰的影响。

立奠定基础。
Xie 等[29]针对对冲喷雾火焰研究了集中式火焰和

分布式火焰并存的双模态燃烧等多解现象，通过量纲

分析确定了喷雾对冲燃烧问题中的关键无量纲参数，
并采用 Stokes 数和喷雾侧等效当量比绘制了刻画喷
雾火焰燃烧模态的相图；发展了两相燃烧下基于化学
反应爆炸模态的燃烧模式识别方法，探究了低温化学
反应和雾化蒸发对喷雾火焰结构的影响，揭示了由蒸
发-低温化学耦合带来的 1 道或多道低温反应区[30]。

固定液滴初始直径为 20 μm、改变剪切率和固定

剪切率为 50 s-1、改变液滴初始直径得到的对冲喷雾
火焰相图如图 3 所示。图中实心圆和空心圆分别表

示含低温反应区的集中式火焰和普通的集中式火焰，
空心方块和实心方块分别代表分布式火焰和熄火解，
红色和蓝色阴影区域分别表示含与不含低温反应区
的双模态燃烧区域，灰色阴影区代表单解区域。
从 图 中 可 见 ，双 模 态 区 域 通 常 出 现 在 富 燃 、
Stokes 数低的区域，其中，受蒸发和低温化学反应相

针对化学爆炸模态分析方法（CEMA），气相状态
向量的演化可以写成
Dφ
=gω（φ）+g（φ）
+ge
（1）
d
Dt
式中：φ 为组分质量分数和温度的变量矩阵；gω、gd 和
ge 分别为化学反应源项、扩散项和蒸发源项。

根据链式法则，式（1）可写成化学 Jacobian 矩阵 J

=gω /φ 的形式
Dg ω
Dφ
=J·
=J·[gω（φ）+g（φ）
+ge]
（2）
d
Dt
Dt
化学爆炸模态（CEM）定义 J 为的正实部特征值
对应的特征模态。对于所有 CEM，最大正实部的特
征值表示为 λ（如果不存在
CEM，则 λe 为最小负特征
e
值），式（2）投影到 λe 的模态上可以得到
Dϕ ω
Db e
=λ（ϕ
+
·gω
e
ω+ϕd+ϕe）
Dt
Dt

（3）

式中：be 为 λe 对应的左特征向量；ϕω、ϕd 和 ϕe 分别为化
学反应投影项、扩散投影项和蒸发投影项，蒸发对化
学反应的影响由 ϕB 体现，正值表示蒸发促进化学反

46

Db e
应，负值表示蒸发抑制化学反应，ϕi=be ·gi； ·gω 表
Dt

示特征向量旋转的贡献，已被证明可以忽略不计。

从负值变为正值，而对于氧化剂侧的反应区，蒸发源
项的投影一直为正值。在中间蒸发主导的区域，蒸发
源项的投影明显为负值。分析表明，在近燃料喷口区
及中心蒸发区，蒸发抑制化学反应，在燃料氧化剂当
量比混合区附近，蒸发促进燃烧。根据蒸发对化学反
应的作用，可以确定 3 个化学爆炸模态区从燃料侧到
氧化剂侧分别对应于混合区、抑制区和促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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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射流速度下平均 OH 及瞬态 OH、CH2O
质量分数分布[32]

进一步引入拉格朗日视角的前沿点概念[33] ，
刻画

0

出火焰稳定中的随机特性，
前沿点参数时间轨迹与统

-0.5

计双稳态特征及涡结构与前沿点相互作用如图 6 所

-1.0

（b）蒸发投影项

对冲喷雾火焰的燃烧模式分析

140

5

Uj（
/ m/s）：108

0.5

hybrid

160

[30]

示。经统计分析获得了前沿点随机特性中的统计双
稳态特征 ，
揭示出火焰稳定中的 2 种作用模式 ，
即层
状结构-前沿点相互作用模式和涡结构-前沿点相互
作用模式。

火焰前沿点动力学与火焰结构
火焰稳定是发动机湍流燃烧高效进行的重要前

提与保证，揭示火焰稳定机制对于认识发动机内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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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

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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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侧的反应区，蒸发源项的投影在特征值零点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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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项可见蒸发对 2 个反应区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

YOH,m×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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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

混反应区的特征，另一个位于中间的蒸发区。从蒸发

置的稳定机制。

Um=0

模态区域，其中 2 个对应于反应区，均表现出部分预

λ *e

OH 及瞬态 OH、CH2O 的质量分数分布如图 5 所示 。

x/mm

投影项的分布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 3 个化学爆炸

0.6

锋面位置基本不变的特征，在不同射流速度下平均
揭示了自着火与流体输运共同作用决定火焰锋面位

对冲喷雾火焰的主爆炸模态特征值实部和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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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等[32]针对悉尼非预混钝体燃烧器，采用大涡

模拟-火焰面进度变量方法（Large Eddy Simulation-

Flamelet/Progress Variable approach，LES-FPV）研究了

Z

燃烧特征和优化发动机燃烧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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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伴流竞争机制。并将衰减自相似保持性概念应
用于混合特征分析，揭示流场由射流主导转变为伴流
主导时，混合分数分布自相似特征不再保持。同时，
发现了条带状 CH2O 结构及不同中心射流速度时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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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 等[34]用不同燃烧模型对悉尼喷雾燃烧器的乙

采用的 4 种不同湍流化学反应相互作用封闭水

平 的 燃 烧 模 型 为 特 征 时 间 尺 度（Characteristic Time

Scale，CTS）、层 流 有 限 速 率（LFR）、涡 流 耗 散 概 念

（EDC）和输运概率密度函数（TPDF）模型。CTS 模型

基于组分在特征时间内趋向于相应的局部化学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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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轴向位置处气相平均温度的径向分布[34]

3.2

自适应湍流燃烧建模

杨天威等发展了基于 TPDF 与组分输运类燃烧

模型这 2 个子模型的空间分区自适应燃烧模型，通过

邓克尔数判据动态确定湍流-化学反应相互作用强
烈的关键区域，仅在该区域采用精度较高的 TPDF 方
法兼顾预测精度与计算效率。

以 LFR 模型作为组分输运类燃烧模型的代表进

状态，不考虑有限速率化学反应动力学；对于 LFR 模

行介绍。自适应燃烧模型的整体框架如图 9 所示。

考虑了有限速率化学反应动力学但不考虑组分脉动

相互耦合，在整个计算域中以 LFR 模型为基础模型，

型，平均化学源项直接用解析的平均组分进行评估，
的影响；EDC 模型通过假设每个计算网格内存在反应
精细结构来解析湍流化学反应相互作用，并通过考虑

精细结构与周围流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评估平均化
学反应源项；TPDF 模型未做任何假设精确封闭湍流
化学反应相互作用。CTS—LFR—EDC—TPDF，对湍
流化学反应相互作用的封闭程度越来越精确。
4 种不同有限速率燃烧模型的平均温度如图 7 所

示。从图中可见，TCI 的封闭水平对火焰温度的预测

LFR 和 TPDF 模型作为自适应燃烧模型的 2 个子模型

采用邓克尔数判据 Da>Da0 判断湍流-化学反应相互
作用较强的局部区域，记为 PDF 区域（图中红色区

域），在 PDF 区域外围包裹着由一定层数网格组成的
缓冲区域（图中绿色区域），通过在缓冲区域反复更新
计算颗粒向 PDF 区域提供边界条件。在 PDF 区域和

缓冲区域启用 TPDF 模型，采用 TPDF 求解器计算 TP⁃
DF 颗粒的空间位置和组分的演化，并向 LFR 模型提
Base model:
LFR model in Eulerian
viewpoint

有显著影响，TPDF 模型可以将峰值温度降低 300 K

Coupling between
submodels
Relaxation method
Buffer region

以上。不同轴向位置处气相平均温度的径向分布如
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 TCI 封闭，CTS—LFR—

EDC—TPDF 模型的精确程度依次提高，模拟得到的

结果有明显的改进趋势，TPDF 模型的预测结果与试
验数据的一致性最好。

Model assignment
criterion based on
Damköhler number

Advanced model:
TPDF method in
Lagrangian viewpoint

图9

自适应燃烧模型的整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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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PDF 区域上反应源项和松弛项信息，使 LFR 模型

12

的结果在 PDF 区域与 TPDF 模型的保持一致。

10

模型的组分一致性。采用 Popov 等[35] 在处理 LES/TP⁃
DF 求解器密度耦合问题时提出的弛豫技术，自适应

8

y/cm

子模型耦合的难点在于保证 PDF 区域内部 2 种

6
4

燃烧模型能够在确保 LFR 标量场光滑性和数值稳定

2

性的同时使 LFR 模型的标量场与 TPDF 的保持一致。

eff

s

0

图 10

i

j=1

m j ( Y ija - Y ijb )

Δt∑j = 1 m j

ωi=ρˉ

N pc

，i∈[1,Ns-1]

（6）

Y͂ i, TPDF - Y͂ i
，i∈[1,Ns-1]
τr
h͂ TPDF - h͂
ωh=ρˉ
τr

4

6
4
2
0
-4

-2

0
x/cm

2

4

（b）PDF 区域（红色）与
缓冲区域（绿色）

自适应燃烧模型预测的平均温度和分区情况
y=60 mm

y=90 mm

LFR

TPDF

AdaCM

1500
1000

（7）

1.0

LFR

TPDF

0.5

AdaCM

0

（8）

式中：Y ijb 和 Y ija 分别为 Δt 时间步反应前后 j 颗粒内 i 物

2

8

2000

Y͂ II × 10 -3

∑
S=

0
x/cm

2500

项 ωi；ωh 为混合物焓的弛豫项。S i、ωi、ωh 由 TPDF 模型
N pc

-2

10

平均温度

混合物焓；S i、ωi 分别为物质的化学反应源项 S i 和弛豫
提供

-4

（a）自适应燃烧模型预测的

T͂ /K

具体来说，
在 PDF 区域内，
LFR 模型求解的标量方程为
∂Y͂ i
ρˉ
+∇·
（ρˉu͂ Y͂ ）
（ρˉD eff∇Y͂ ）
i -∇·
i =
∂t
（ρˉu͂ ）Y͂ i+ρˉS i+ωi,i∈[1,Ns-1]
（4）
∇·
∂h͂
（ρˉu͂ h͂ ）-∇·
（ρˉD eff∇h͂ ）=∇·
（ρˉu͂ ）h͂ +ωh （5）
ρˉ +∇·
∂t
式中：ρˉ 为平均密度；Y͂ i 为 i 物质平均质量分数；u͂ 为平
均速度；D 为等效扩散系数；N 为物质种类数目；h͂ 为

12

T͂ /K
2100
2000
1900
1800
1700
1600
1500
1400
1300
1200
1100
1000

图 11

10

x/mm

20 0

10

x/mm

20

3 种燃烧模型预测的平均温度与 H 平均质量
分数横向分布

质质量分数 Yi 的值；mj 为 j 颗粒的质量；Δt 为时间步
长；N 为每个网格内颗粒数目；Y͂
和 h͂
分别为

TPDF 模型的结果几乎完全相同，表明自适应燃烧模

粒统计平均值；τ r 为弛豫时间，一般取 τ r = 4Δt。

表 1。从表中可见，采用自适应燃烧模型显著减少了

展的自适应燃烧模型进行数值验证，取 Da0=0.1。自

降低，仅为单一 TPDF 模型的 1/4 左右。

pc

i, TPDF

TPDF

TPDF 计算颗粒系统的 i 物质质量分数混合物焓的颗
采用 2 维氢气/空气湍流非预混射流火焰对所发

适应燃烧模型预测的平均温度和分区情况如图 10 所

型能够达到与 TPDF 模型相同的预测精度。

TPDF 模型和自适应燃烧模型的计算效率比较见

所用计算颗粒数进而缩短了单步计算耗时，计算开销

表1

示，并同时展示 TPDF 计算颗粒（图中黑点）。从图中

可见，PDF 区域与高温反应区重合，表明邓克尔数判

据 Da>0.1 很好地识别出了湍流-化学反应强相互作
用的空间区域；TPDF 颗粒确实仅存在于 PDF 区域与
缓冲区域，数目大幅减少。

单步计算耗时/（s/时间步）

计算颗粒数

TPDF 模型

36.78

107573

自适应燃烧模型

3.3

2 种模型的计算效率比较

燃烧模型

10.40

29975

不确定性量化和主控机制分析
数值模拟中的湍流模型、燃烧模型和化学反应动

3 种燃烧模型预测的平均温度与 H 平均质量分数

力学模型等均涉及大量模型参数，这些参数可能具有

单一模型的预测结果。从图中可见，自适应模型与

化和主控机制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在湍流燃烧控制

横向分布如图 11 所示，同时画出 LFR 与 TPDF 这 2 个

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湍流燃烧模拟的不确定性进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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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和仿真不确定性量化方面，季维奇等[36-37]首次将
该方法应用于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不确定性在自着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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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H 的概率密度分布如图 14 所示，分别评估了动力学模

型参数、物理模型参数和边界条件带来的不确定性。

火、层流火焰 和湍流火焰 模拟中的传递研究中，

从图中可见，对于目标量 L，湍流燃烧模型和动力学

在 0 维燃烧模拟和湍流燃烧模拟中均得到了反应速

模型带来的不确定性明显大于边界条件，边界条件带

率常数的低维子空间。Vohra 等 将速率常数、活化

来的推举长度的不确定度与试验值吻合良好。而对

能以及初始状态均考虑到输入参数空间中，对 H2 /O2

于目标量 H，其不确定性基本由湍流燃烧模型决定，

[38]

反应得到了 1 维子空间。这些研究都实现了对海量

边界条件和动力学模型的影响很小。另外，通过对活

化学动力学模型参数的降维。活性子空间方法在湍

性子空间的分析发现，随着从火焰上游向下游的发

流燃烧模拟的不确定性量化和主控机制分析方面有巨

展，主导过程由化学反应动力学过程向湍流脉动转

大的应用潜力，
并且有助于后续的湍流燃烧调控分析。

变，并且湍流质量扩散在沿流向的整体火焰中均有较

针对湍流燃烧模拟不确定性分析的“维度灾难”

为显著的影响。

问题，Wang 等 基于活性子空间方法和替代模型，发

所示），利用 0 维或 1 维化学动力学模型作为替代模

30
20

型，首先将动力学模型参数进行降维，降维后的活性

10

动力学参数与物理模型参数组成新的输入空间再次

0

降维，实现了采用较小计算量完成湍流燃烧仿真不确

total
kinetic
physical
boundary

PDF

展了适用于湍流燃烧模拟的连续降维方法（如图 12

0.1

第 2 步：
R͂ +模型/边界
物理
0
参数降维 参数空间（10 维）

图 12

活性子空间分析

1 维活性方向
单一不确定性参数 R͂

湍流燃烧模拟

Wang 等 应用连续降维方法对 Burrows-Kurkov

超声速壁面射流火焰开展了不确定性量化和主控物
理机制分析，量化了包括化学动力学、湍流燃烧模型

常 数 以 及 边 界 条 件 在 内 的 不 确 定 性 。 Burrows-

Kurkov 超声速壁面射流火焰仿真结果如图 13 所示，
其中 L 为火焰推举长度。目标量 L 和火焰-壁面距离
1500

2000

30

概率密度分布

密度分布

目标量火焰推举长度 L 和火焰-壁面距离 H 的
概率密度分布[39]

4

结束语

火协助的火焰传播燃烧模式，发展了火焰传播速度和

[40]

1000

20
25
H/mm

的现象，研究了自着火和火焰传播的耦合模式即自着

适用于湍流燃烧模拟的连续降维方法

300
T/K

15

（1）对实际航空发动机燃烧室中多燃烧模式并存

低维子空间

活性子空间分析

0.4

25

（b）火焰-壁面距离 H 的概率

图 14
0/1-D 替代模型模拟

0.3

total
physical
boundary

（a）目标量火焰推举长度 L 的

定性量化和主控物理机制分析。
第 1 步：
动力学参数空间
动力学
（101~103 维）
参数降维

0.2
L/m

300
3000
2000
200
1000
0
100 20

PDF

[39]

2400

CO 之间的标度律。对喷雾两相燃烧，针对对冲喷雾

火焰研究了集中式火焰和分布式火焰并存的双模态
燃烧，并采用 Stokes 数和喷雾侧等效当量比构建了喷
雾火焰燃烧模态的相图；并以化学爆炸模态方法量化

了不同燃烧模式，揭示了液滴雾化对火焰影响机制。
同时发展了以拉格朗日视角分析了钝体火焰火焰传
播模式和稳定机制。
（2）量化了湍流化学相互作用建模对喷雾燃烧预
测的重要性，体现了输运概率密度函数（TPDF）模型
的潜在优势，并建立了基于组分输运类燃烧模型和
TPDF 模型的自适应湍流燃烧建模框架。同时，发展

了基于活性子空间的物理化学参数连续降维方法，量

L

化了湍流燃烧控制物理机制和模型不确定在湍流燃
0

5

图 13

10

15

x/cm

20

25

30

35

Burrows-Kurkov 超声速壁面射流火焰仿真结果[39]

烧模拟中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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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弧等离子体强化燃烧技术在
航空发动机中的研究进展
于锦禄

1，2，3

，赵兵兵 1，郭

昊 1，徐哲霖 1，胡雅骥 1，范

玮 2，徐华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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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军工程大学 航空工程学院，西安 710003；2. 西北工业大学，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072；
3. 中国航发四川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99）

摘要：滑动弧等离子体强化燃烧技术是一种新型的强化燃烧技术。从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点熄火边界拓宽的需求出发，阐述了
滑动弧强化燃烧的基本原理，分析了滑动弧等离子体通过化学效应和热效应 2 个方面强化燃烧的作用机制，介绍了滑动弧等离子
体强化燃烧技术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的潜在优势。从放电特性、数值仿真、强迫雾化和强化燃烧 4 个方面，分析了滑动弧强化燃烧

的研究现状。针对滑动弧等离子体强化航空发动机燃烧技术的技术特点，给出了 3 种自由轨道式 3 维旋转滑动弧强化燃烧方案和
1 种固定轨道式滑动弧强化燃烧方案。以燃油喷嘴和文氏管放电方案为例，给出了旋转滑动弧强化燃烧的试验验证结果。对滑动
弧等离子体强化燃烧技术在航空发动机上的实际应用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关键词：滑动弧等离子体；强化燃烧；点火；燃烧室；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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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Sliding Arc Plasma Assisted Combustion Technology in Aeroengine
YU Jin-lu1，2，3，ZHAO Bing-bing1，GUO Hao1，XU Zhe-lin1，HU Ya-ji1，FAN Wei2，XU Hua-sheng3
（1.College of Aeronautical Engineering, Air Force Engineer University, Xi'an 710003, China；2.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North⁃
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 China；3.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99, China）
Abstract：Sliding arc plasma assisted combustion technology is a new assisted combustion technology. Starting from the demand of

widening the ignition boundary of aeroengine combustor，basic principle of sliding arc assisted combustion was expounded. The mechanism
of sliding arc plasma assisted combustion was analyzed through chemical effect and thermal effect. The potential advantages of sliding arc
plasma assisted combustion technology in aeroengine were introduced. The research status of sliding arc assisted combustion was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discharge characteristics，numerical simulation，forced atomization and assisted combustion. According to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liding arc plasma assisted combustion technology of aeroengine，three free track three-dimensional rotating sliding arc

assisted combustion schemes and one fixed track sliding arc assisted combustion scheme were given. Taking the fuel nozzle and Venturi dis⁃
charge scheme as an example，the test verification results of rotating sliding arc assisted combustion were give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sliding arc plasma assisted combustion technology in aeroengine is summarized and prospected.
Key words：sliding arc plasma；assisted combustion；ignition；combustor；aeroengine

0

引言
随着航空发动机性能不断提高，燃烧室的工作条

件不断恶化，点火难度更大，熄火边界也很难满足要

中，空气流速较小，燃烧室的点火起动较为容易。但
是在空中再点火状态下，燃油流量小，供油压力低，导
致燃油雾化差；同时燃烧室进口气流温度低，进气速
度大，导致此时点火的可靠性和成功率较低[3]。

求[1-2]。航空发动机燃烧室普遍采用火花塞点火。发

近年来，利用等离子体放电强化航空发动机燃烧

动机在地面工作时，燃烧室的进口空气温度、压力适

是该方向的研究热点。常见的产生等离子体的方式

收稿日期：2021-11-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776223、91741112）资助
作者简介：于锦禄（1981），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等离子体点火助燃及其在航空发动机中的应用；E-mail：yujinlu1@163.com。
引用格式：于锦禄，赵兵兵，郭昊，等 . 滑动弧等离子体强化燃烧技术在航空发动机中的研究进展[J]. 航空发动机，2022，48（3）：52-59. YU Jinlu，
ZHAO Bingbing，GUO Hao，et al.Research progress of sliding arc plasma assisted combustion technology in Aeroengine[J]. Aeroengine，2022，48（3）：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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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介质阻挡、电晕、辉光、微波、电弧、微波、滑
[4]

接通高压电时，在 t1 时刻首先会在最小间距 x1 位置处

动弧放电等 。其中滑动弧等离子体强化燃烧技术

击穿电弧，随着气流的流动，电弧沿着电极向右移动

是一种新型的强化燃烧技术。滑动弧放电是指 2 个

并被拉长，并在 t2 时刻被吹动到下游 x2 位置；如果加

电极在高压电场激励下产生电弧通道，电弧在气流驱

载在电极上的电压足够高，电弧会被持续拉长滑动到

动下沿气流流向向下游滑动的一种动态的电弧放电

x3 位置，直到电弧的长度大于其临界长度后，电弧熄

[5]

形式 。在滑动弧放电过程中，能促使电极间的介质

灭，之后会在最小间距处重新击穿，并重复电弧的滑

发生等离子体放电化学反应，产生丰富的活性基团和

动过程。

高能电子等。这些活性粒子能够参与化学反应，加速
其进程。正是因为具有这些独特的性质，滑动弧等离
[6]

子体在降解污染物 、处理污水

[7-8]

[9]

、重整燃料 、消毒

杀菌[10]、强化燃烧[11-12]等方面应用广泛。
在滑动弧放电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活性基团和
激发态粒子，强化燃烧的效果明显，但是如何将其与
航空发动机结构结合是一个难题。2017 年，于锦禄

[13]

在第 3 届全国青年燃烧学术会议上首次提出将滑动
弧与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头部结合的概念，并创新性的
[14]

给出了基于滑动弧助燃的发动机燃烧室头部方案 ；
2018 年，于锦禄等[15]给出了详细的滑动弧与航空发动
机燃烧室头部结合的方案。后续的研究表明，滑动弧

在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强化燃烧方面突显出的优势主
要包括以下 3 个方面：

（1）点火。可燃混合气经过滑动弧放电区域，燃

油被滑动弧加热、电离、裂解成更有利于燃烧的小分
子或活性粒子，可以实现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的贫油点
火和低温点火，扩大燃烧室的点火边界，实现宽范围
的点火，并缩短点火延迟时间；

电极 1
电极 1
V

-

t1

+

x1

电极 2

t2

t3

x2

x3

（a）放电结构
图1

（b）放电效果

2 维滑动弧放电结构和效果

等离子体点火助燃的机理主要表现为热效应、化
学效应和气动效应[18]。滑动弧放电是等离子体放电
中的一种，在强化燃烧方面主要体现在化学效应和热
效应 2 方面。

（1）化学效应。
滑动弧强化燃烧的化学效应是基于非平衡等离

子体放电产生的化学活性粒子来提高燃料的燃烧特
性，实质是滑动弧等离子体放电中高能电子与中性粒
子间的碰撞引发重粒子的离解、激发甚至电离，产生
大量的活性粒子，从而影响燃烧系统的化学平衡。滑
动弧等离子体助燃的化学效应如图 2 所示。

（2）助燃。混合气中的燃油被强迫雾化[5]、电离
和裂解[16]，提高燃油雾化质量，扩宽稳定燃烧范围，拓
宽发动机燃烧室的熄火边界，实现宽范围的燃烧。同
时还可以提高燃烧效率，降低燃烧污染物排放；
（3）滑动弧放电可采用交流电源，能量消耗低，对
电源要求低，可替代原发动机的点火器。
本文归纳了目前航空发动机点火所面临的问题，
并介绍了现有的滑动弧强化燃烧技术研究进展。

1

滑动弧强化燃烧的作用机制

（a）助燃激励前
图2

（b）助燃激励后

滑动弧等离子体助燃的化学效应

以煤油空气混合气为例，试验证明[5]，一方面，滑
动弧在放电过程中，大分子的煤油裂解成大量的 O、
H、OH、CH、CO、CH4、C2H2、C2H4、C2H6、C3H4 等活性更

高的粒子和小分子。活性粒子可以提高化学反应速

滑动弧放电产生的电子温度较低而电子数密度
[17]

较大，具有典型的低温等离子体特征 ，具有放电结

率和火焰传播速度；CH4、C2H2、C2H4、C2H6、C3H4 等小

分子气相燃料的化学反应速率更高，需要的最小点火

构简单、电源功率小、激励参数易调节、电极寿命长和

能量更小，更容易着火和燃烧，可以缩短点火延迟时

活性粒子激发效率高等优点。2 维滑动弧放电结构

间。另一方面，滑动弧在放电过程中，电子与燃料分

和效果如图 1 所示。当滑动弧的上下 2 个扩张型电极

子发生碰撞，大分子碳氢燃料被电离成活化能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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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电小碳链活性粒子，加速了化学链锁反应，强化燃

决定强化燃烧效果的重要因素，需要重点关注。近年

烧效果。总之，滑动弧强化燃烧通过产生活性基、激

来，国内外学者们针对滑动弧放电等离子体开展了大

发态粒子、离子和电子将放电能量耦合到燃烧过程

量研究，包括采用不同的电源（直流电源、交流电源）

中，放电产生的活性粒子会改变燃料的化学反应速

和不同放电结构的激励器，从 2 维滑动弧放电、3 维旋

率，加快燃烧反应，强化燃烧过程。
（2）热效应。

转滑动弧放电，到磁驱动的滑动弧发电，研究范围覆
盖放电的电压电流特性、电弧的动态特性、滑动弧放

滑动弧强化燃烧的温升效应是指滑动弧放电过
程引起的气流温度升高对燃烧过程中化学反应进程
的影响，可以减少点火需要的最小点火能量，增强燃
烧的稳定性。滑动弧等离子体助燃的温升效应如图
3 所示。研究表明 ，非平衡等离子体放电中的一部
[19]

分能量用于加热放电介质。另外，在相同放电条件
下，与氮气-燃料放电中燃料温升相比，空气-燃料放

电的滑动模式、光谱特性以及红外特性等。
Zhang 等[20] 研究了尖-尖电极滑动弧放电的放电

特性，发现有 2 种放电模式，从电信号和电弧形态特

征将 2 种模式总结为重复击穿的火花模式和小电流
峰值的类似辉光放电模式。尖-尖滑动弧放电在不
同介质流量下的放电图像如图 4 所示。

电时温度升高更加显著，这是由于等离子体放电时 O
原子等活性粒子的存在导致燃料氧化并释放热量，使

0

燃料/空气混合气的温度接近自着火温度而导致点火

air flow

1

2

3

4

5

6

8

10

发生。

图3

（b）助燃激励后

滑动弧等离子体助燃的温升效应

滑动弧强化燃烧的 2 种效应并不是相互独立的，

而是同时存在、同时发生，相互耦合相互影响。施加

滑动弧助燃激励后放电区域快速放热、工作介质气体
温度升高，化学反应速率增大，放电生成的活性粒子
浓度提高，粒子的输运强度增大，化学效应、温升效应
增强；化学效应提高了自由基的初始浓度，改变链的
激发和传播过程，加快燃烧反应的传热、传质过程，使
化学反应的放热量增大，介质温度升高，同时诱导局
部的流场扰动，温升效应、化学效应增强。

2

滑动弧强化燃烧的研究现状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等离子体点火助燃技术开

始受到航空航天动力领域研究人员关注和重视，滑动

图4

L/min

尖-尖滑动弧放电在不同介质流量下的放电图像

Sun 等[21]利用时间分辨的光学技术研究了大气压

交流滑动弧等离子体放电过程中的电弧动态过程，采

用平面激光诱导的光学诊断技术研究了放电过程中
的基态 OH 自由基的分布。OH-PLIF 拍摄的 OH 基分
布的演变过程如图 5 所示。
Height from plattorm/cm

（a）助燃激励前

7
6
5
4
3
2
1

图5

0.053

1.013

1.973
2.933
OH 基分布/ms

3.893

4.853

OH-PLIF 拍摄的 OH 基分布的演变过程

Yukihiro 等[22]开展了大气压交流滑动弧等离子体

弧强化燃烧技术作为其中一种得到了飞速发展。总

放电的试验研究，表明可以通过提高交流频率、降低

体上看，国内外对滑动弧的研究主要包括放电特性、

气体流速等方法来增加电弧的临界长度。证明了气

数值仿真、强迫雾化和强化燃烧研究 4 方面。

体流速对电弧长度的变化有显著影响。不同放电间

2.1

放电特性研究

放电特性是研究滑动弧强化燃烧的基础特性，是

距下滑动弧放电的照片如图 6 所示。

朱家健等[23] 通过光谱诊断的方法研究了空气流

第3期

55

于锦禄等：滑动弧等离子体强化燃烧技术在航空发动机中的研究进展
20 mm

气压升高由击穿伴随模式发展为稳定滑动模式，电弧
击穿电压也随之升高。

图6

0.6

不同放电间距下滑动弧放电的照片

0.9

4.5

相互作用。在较低流速下，电弧的弧根稳定在电极顶

着流量的增加而缩短，同时放电过程从类似辉光型转
换为火花型。不同流量下滑动弧放电 OH 基分布如

2.1

2.4

2.7
3.0
3.3

0

影响，特别关注了局部湍流和滑动弧放电电弧之间的

处产生并沿电极向上旋转滑动。电弧的熄灭时间随

1.8

0.3

量对滑动弧电弧动力学、OH 分布和 UV 光谱特征的

部的尖端；而在较高流速下，电弧在 2 极间最小间距

1.2 1.5

3.6

3.9

ms

（b）电弧 CCD 照片叠加

（a）电弧运动拍摄
图8

4.2

旋转滑动弧的 CCD 照片叠加

Zhang 等[27] 开展了磁驱动滑动弧放电的试验研

图 7 所示。并在 2017 年利用非接触式的光学诊断技

究，分析了气体流速以及磁场强度等因素对旋转滑动

术，获得了滑动弧放电的输运温度 。采用同时测量

弧等离子体的放电特性的影响规律。验证了前人的

等离子柱的瞬时长度、放电电压和输运温度来计算瞬

类似结论，随着介质气体流量的增大电弧旋转模式发

时的电场强度，
并由此推算出滑动弧放电的电子温度。

生快速转变，放电电压大幅降低。磁驱动滑动弧放电

[24]

7
6

0.39

5
4

0.

-1

0

0.83

0.91

78

1.0

0.75

1

-1 0 1
Width/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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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5 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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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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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0

0.23

0.33

0.47
0

1

-1 0 1
Width/cm

0.19

-1

0.6
0

1

的 2 种模式如图 9 所示。

Top view
Arc
Anode
Cathode

1.8

8

5

0.2

×104

9

6

1.4

Intensity/(Arb.unit)

Height/cm

8

1.8

Intensity/(Arb.unit)

×10

9

4

Arc
Position

0.2

何立明等 开展了多因素对 2 维滑动弧以及 3 维
[25]

旋转滑动弧放电特性的影响研究，针对电极结构、射

流流量以及放电电压进行了大气压交流滑动弧放电
的电信号测量和高速 CCD 拍摄。通过分析电信号特

Arc
Position B

（a）Mode A

（b）Mode B

（Q≤12 L/min） （12 <Q<15 L/min）
图 9 磁驱动滑动弧放电的 2 种模式

（b）42 L/min

不同流量下滑动弧放电 OH 基分布

A

张若兵等[28] 详细研究了电极结构对滑动弧放电
的影响规律，为优化滑动弧放电的电极结构提供了大
量的实践经验。不同电极结构下滑动弧放电图像如
图 10 所示。
气体体积流量：10 L/min 放电功率：130 W

征和电弧运动形态，定义了放电过程中存在的 2 种滑

动模式，即稳定电弧滑动模式和击穿伴随滑动模式。
旋转滑动弧的 CCD 照片叠加如图 8 所示。并在 2019
年开展了环境压力对 3 维旋转滑动弧等离子体助燃
激励器放电特性的影响研究[26]。电弧的滑动模式随

20°

30°

图 10

40°

50°

60°

不同电极结构下滑动弧放电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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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值仿真研究
滑动弧放电强化燃烧的仿真涉及多学科交叉融

动弧的激励功率增大，
熄火

合，包括等离子体物理、空气动力学、燃烧学、传热学

边界显著提高，
且与数值模

等，涉及的时间、空间尺度跨度大，因此给仿真计算带

拟结果一致。滑动弧激励

来了很大难度。

器结构原理如图 13 所示。

Kolev 等[29]采用轴对称模型和笛卡尔模型开展了

33

性，并初步探索了滑动弧
放电的机理。不同时刻下
电弧中的电子密度分布如
图 11 所示。

-3
t=0.05 ms t=0.025 ms ne /m 21
10

1020

31
29

10

Cathode

y/mm

模型。验证了模型的适用

35

27
25

图 11

19

1018
1017

Anode

动电弧放电的仿真研究，

Anode
Cathode

氩气环境条件下的 2 维滑

建立了 2 维滑动孤的放电

N2

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滑

1016

不同时刻下电弧中的
电子密度分布

Kolev 等 在大气压氩气环境下研究 2 个扁平电极
[30]

Suo 等[32] 研 究 了 滑 动

电弧放电对外部扰动甲

Air

1

2

(-)
Air
Power
Supply
(+)

口温度分布系数和熄火边界的影响。结果表明，施加

2.3

强迫雾化研究

改善，施加等离子体助燃

[5]

后，输入电压为 240 V 时的

12 所示。当入口空气流量为 20 m³/h，余气系数为 0.6

3

N2

机燃烧室的可行性，并研究了滑动弧对燃烧效率、出

温度分布场分布得到明显

匀系数减小。不同放电电压燃油喷雾 SMD 对比如图

4

部，验证了该等离子体强化燃烧技术应用于型号发动

理，
分析了在不同电流条件下电弧传热差异的机理。

的升高，燃油喷雾的雾化锥角增大，SMD 减小，不均

7

5 6

胡长淮等[33] 基于滑动弧等离子体的强化燃烧头

率明显提高，燃烧室出口

离子体能够有效提高燃油雾化质量。随着放电电压

7

N2

中的贫油熄火极限拓宽了 60%。

了数值模拟研究，探讨了滑动弧放电过程中的击穿机

体对燃油喷雾性能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滑动弧等

9

8

极限的影响。在滑动电弧 图13 滑动弧激励器结构原理
放电的情况下，扰动火焰

等离子体助燃后的燃烧效

裂解头部，试验研究了不同放电电压下滑动弧等离子

10

烷/空 气 旋 流 火 焰 稳 定 性

间产生的滑动弧放电中的能量传输，并对滑动弧进行

张磊等 基于滑动弧的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燃油

CH4 & N2

熄 火 边 界 扩 宽 了 7.34%。

滑动弧等离子体强化航空 图 14 滑动弧等离子体强化
发动机燃烧的三头部试验

航空发动机燃烧的三头部
试验系统

系统如图 14 所示。

3

滑动弧强化航空发动机燃烧方案

时，未施加等离子体的燃油喷雾的雾化锥角为 43°，

3.1

压达到 200 V 时，燃油喷雾的雾化锥角增大到 75°，

难点是如何将现有燃烧室结构与放电电极结合，并实

SMD 为 93.545 6 μm，不均匀系数为 0.304；当放电电

-100 -60 -20 20
x/mm

2.4

（b）有滑动弧

不同放电电压燃油喷雾 SMD 对比

强化燃烧研究

Yiguang 等[31]研究了非平衡滑动弧等离子体放电

对 N2 稀释、甲烷/空气逆流扩散火焰的稳定和熄灭的

的滑动弧航空发动机燃烧
室 设 计 方 案（如 图 15 所

示）分别为燃油喷嘴和文
氏管放电方案、文氏管和
外套筒放电方案和双路滑

文氏管
燃油喷嘴

第 1 级旋流器
第 2 级旋流器

（a）燃油喷嘴和文氏管
放电方案
文氏管

文氏管 滑动弧
燃油喷嘴
第 1 级旋流器
第 2 级旋流器

（b）文氏管和外套筒放电方案
图 15

滑动弧

燃油喷嘴

第 1 级旋流器
第 2 级旋流器

滑动弧
雾化的燃油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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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绝缘。3 种自由轨道式

雾化的燃油

（a）无滑动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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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滑动弧等离子体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其

雾化的燃油

SMD 减小为 89.690 6 μm，不均匀系数减小到 0.233。

自由轨道式 3 维旋转滑动弧强化燃烧方案

（c）双路滑动弧放电方案

3 种自由轨道式的滑动弧航空发动机燃烧室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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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弧放电方案。图中的旋流结构均以轴向旋流为例
给出，也可以为径向旋流。因滑动弧在滑动过程中的
滑动轨迹是自由发展的，是随着电参数、气动参数的
变化而变化的，故称之为自由轨道式。
以燃油喷嘴和文氏管放电方案为例，该结构主要

旋凹槽的扩散内通道以及 2 个 3 维螺旋电极。其中，
第 1 级旋流器位于激励器的头部，由数个轴线与激励
器轴线相交成一定角度的小孔构成；第 2 级旋流器为

叶片式径向旋流器。2 个 3 维螺旋电极镶嵌于内通道
的螺旋凹槽内，且与旋流器以及扩散内通道同轴。因

包括旋流器基体、燃油喷嘴、文氏管等。旋流器采用

滑动弧的滑动轨道是按照燃烧室的气流旋流流动特

2 级同向的轴向旋流设计，可对燃油喷嘴中喷出的燃

点提前设计好的，在工作过程中，滑动弧只能沿着固

油起到二次空气雾化的作用，可用绝缘陶瓷材料 3D

定的轨道滑动，因此称之为固定轨道式滑动弧强化燃

打印而成。燃油喷嘴为主-副油路空气压力雾化喷

烧方案。

嘴，作为放电的负极；文氏管采用圆滑过渡的收缩-

3.3

扩张结构，由金属材料制成，作为放电的正极。外层

滑动弧强化燃烧验证
以燃油喷嘴和文氏管放电方案为例，通过试验发

的喇叭口结构采用扩张型设计，起到扩压器的作用。

现，在航空发动机燃烧室中滑动弧等离子体旋流激励

滑动弧等离子体旋流激励器实物如图 16 所示。在滑

器具有喷油即点火的优势，能够实现点火助燃一体

滑动弧的内电极，利用第 1、2 级内外旋流器之间的文

可见，在点火的初始阶段，首先观察到了滑动的放电

动弧放电工作过程中，利用预燃级燃料喷嘴作为旋转

化。滑动弧激励器的点火过程如图 18 所示。从图中

氏管内壁面作为旋转滑动弧的外电极，内外电极组成

电弧；随后滑动弧将其附近的可燃混合气点燃，并在

滑动弧强化燃烧激励器。当滑动弧强化燃烧激励器

电弧附近形成了微小的点火火核；点火火核随着滑动

通电工作时，通过第 1 级旋流器对气流的旋流作用产

弧同步滑动，越来越大，最终引燃了整个燃烧室中的

生 3 维旋转滑动弧，其与燃油混合气充分耦合，可燃

可燃混合气。

混合气被滑动弧加热、电

离、裂解成更有利于燃烧

喇叭口

的小分子或活性粒子，在

文氏管

燃烧区提前燃烧、高效燃

燃油喷嘴

烧，扩大燃烧区域，提高燃

旋流器

烧效率，可以实现贫油点

火和燃烧，最终实现宽范 图 16 滑动弧等离子体旋流
激励器实物

燃烧的目的。
文氏管和外套筒放电方案的特点是，文氏管与外
套筒之间放电，通过第 2 级旋流器的旋流作用促使滑
动弧 3 维旋转滑动。

双路滑动弧放电方案是指和文氏管同时与外套

筒和燃油喷嘴放电方案，此时可以将外套筒和燃油喷
嘴连接双路高压电源，而文氏管接地。这种双路滑动
弧放电方案产生的滑动弧数量更多，面积更大，更有
固定轨道式滑动弧

强化燃烧方案
固定轨道式滑动弧激
励器[34]如图 17 所示。激励

变化趋势如图 19 所示。当燃烧室稳定燃烧后，在第
45 s 打开滑动弧等离子体点火助燃系统，开始实施助

燃 ，燃 烧 室 出 口 温 度 迅 速 升 高 ，由 950 ℃ 升 高 到

1080 ℃，升高了 130 ℃，体现出了滑动弧等离子体的

化学效应和温升效应；关闭等离子体助燃系统之后，
燃烧室出口温度呈现明显降低趋势。
1200
1000

滑动弧激
励器开启

800

利于点火和助燃。
3.2

滑动弧激励器的点火过程

采用滑动弧激励器的某燃烧室出口温度随时间

Temperature/K

围点火和燃烧，达到强化

图 18

旋流器基体
螺旋状电极
（阳极）
螺旋状电极
（阴极）

600
400
200
0

-10

喷嘴安装截面

器 包 括 2 级 旋 流 器 、带 螺 图 17 轨道式滑动弧激励器

滑动弧激
励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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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燃烧室在无滑动弧等离子体助燃条件下的燃
烧效率为 79.99%，而施加滑动弧等离子体助燃之后，
其燃烧效率提升至 89.27%，提高了 9.28%。

4

总结与展望
滑动弧等离子体能克服传统电火花放电的不足，

拓宽点火包线和稳定燃烧范围，提高点火可靠性，实
现高空快速二次起动。通过滑动弧等离子体激励器
进行强化燃烧特性试验研究，发现该激励器能够迅速
可靠地点燃燃烧室中的可燃混合气，特别适合燃烧室
在高空/高速等极端条件下点火。滑动弧等离子体助
燃改变燃料的燃烧状态，能提高燃烧效率，增大火焰
传播速度，扩大稳定燃烧范围。3 维旋转滑动弧强化
燃烧激励器结构简单，与燃烧室结构相适应，能够组
织高效的稳定燃烧，实现燃烧室在贫油或低温工况下
成功点火与稳定燃烧，保证出口温度均匀。
滑动弧等离子体强化燃烧技术在发动机领域有
较好的应用前景，但其工程化应用还需要以下技术有
所突破：
（1）滑动弧放电过程中的能量传递机制和强化燃
烧机理。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了滑动弧
等离子体强化燃烧技术的诸多优势，但是由于电子激
发态、振动激发态分子浓度及分布的测试诊断技术尚
不成熟，无法分析等离子体放电中的能量传递机制，
对于滑动弧强化燃烧的详细机理还不够清楚，需要加
大对点火助燃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
（2）高气压条件下滑动弧稳定激励方法。在航空
发动机的实际工作环境中，燃烧室的进口空气总压较
高。在高气压条件下滑动弧等离子体放电非常不均
匀，甚至无法放电。进行高气压条件下滑动弧等离子
体激励方法研究，对于滑动弧强化燃烧的工程应用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3）滑动弧等离子体强化燃烧技术的工程应用技
术。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滑动弧强化燃烧技术在
航空发动机上的试验验证了该技术的可行性，但将滑
动弧激励器应用到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时，还需要解
决激励器的安装位置、激励方式、材料、驱动电源的小
型化和轻质化、可靠性、寿命等工程实际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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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柔性转子-支承系统耦合动力特性计算与试验
龙

伦 1，袁

巍

1，2

，王建方 1，刘文魁

1，2

，唐振寰

1，2

（1.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2.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航空发动机振动技术重点实验室：湖南株洲 412002）
摘要：随着航空发动机朝着高转速、高推重比方向发展，机匣壁设计得越来越薄，导致转、静子系统间的耦合振动问题突出，增
加了发动机整机振动过大风险。针对某型高速柔性转子试验件系统，建立了柔性转子-支承系统的力学模型，采用有限元软件
ANSYS 对系统进行耦合动力特性分析，并开展了转子系统动力特性试验。结果表明：采用转子-支承系统耦合模型进行动力特性

分析获得的峰值转速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差异为 3% 左右；由于支承系统存在共振，转子在工作转速范围内由 2 个峰值转速

40%n、69%n 变为 3 个峰值转速 38%n、62%n 和 84%n，增加的峰值转速落在转速常用工作转速范围内，增加了系统振动过大风险。
采用转子-支承系统耦合模型进行转子系统动力特性设计可以避免传统方法仅考虑转子动力特性而忽略了支承系统局部振动和
耦合振动带来的振动问题，更为全面地指导发动机转子动力学设计。
关键词：高速柔性转子；支承系统；耦合动力特性；动力特性试验；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1.9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3.009

Calculation and Test of Coupling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peed Flexible Rotor-Support System
LONG Lun1，YUAN Wei1，2，WANG Jian-fang1，LIU Wen-kui1，2，TANG Zhen-huan1，2
（1.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Hunan 412002，China；2. Key Laboratory of Aeroengine Vibration
Technology，Aero Engine Corporation of China，Zhuzhou Hunan 412002，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eroengine towards high speed and high thrust-to-weight ratio，the design of casing wall was be⁃

coming thinner and thinner，which led to prominent coupling vibration problems between rotor and stator systems，and increased the risk of
excessive engine vibration. According to a high-speed flexible rotor test piece system，the mechanical model of the flexible rotor-support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he coupling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stem were analyzed by finite element software ANSYS，and the dy⁃
namic characteristics tests of the rotor system we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eak speed calculated is

about 3% by using the rotor-support system coupling model and the test results. Due to the resonance of the support system，the rotor has

changed from two peak speeds of 40%n and 69%n to three peak speeds of 38%n，62%n and 84%n within the working speed range. The in⁃
creased peak speed falls within the common working speed range，increasing the risk of excessive system vibration. Using the rotor-support

system coupling model to design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tor system can avoid the vibration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method,

which only considering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tor and ignoring the local vibration and coupling vibration of the support sys⁃
tem，thus guide the engine rotor dynamics design more comprehensively.

Key words：high speed flexible rotor；support system；the coupled dynamic characteristic；dynamic characteristics test；aeroengine

引言

子是 1 个超弯曲型临界转速工作的高速柔性转子。

现代先进涡轴发动机普遍采用前输出轴方案，即

轴发动机正朝着转速越来越高、转子柔性越来越大的

发动机动力涡轮转子必须同心穿过燃气发生器转子

方向发展，同时为了减质机匣壁厚往往较薄，导致柔

内腔伸到发动机前端，这种结构形式导致动力涡轮转

性转子-支承系统之间的动力耦合越发明显，在进行

0

随着发动机对功重比要求的不断提高，现代中小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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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轴发动机高速柔性转子动力学设计时，有必要考虑

承座、过渡段机匣、进气轴承转接段、过渡段转接段零

弹支、机匣等静子部件的影响。

部件组成，通过转接段分别固定连接在刚性很大的车

Bansal 等 采用传递矩阵法计算了单/双转子-轴
[1]

承模型的阻尼临界转速和非稳态临界转速，分析了轴
承刚度和阻尼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Bonello 等 提出
[2]

了适用于时、频域中求解高维复杂转子系统动力学响
应的方法，建立了复杂的双转子和 3 转子有限元模

型，开展了多频激励下转子振动响应特性研究；Villa
[3]

等 分析了滚动轴承参数对转子系统临界转速等动

力特性的影响规律；史亚杰等[4-6]以某低压转子为例，

台上。高速柔性转子试验件系统结构如图 1 所示。
后支承系统
进气轴承
座转接段 前支承系统

1.2

高速柔性转子试验件系统结构

转子-支承系统耦合振动机理

根 据 上 述 转 子 -支 承

螺力矩对柔性转子动力特性的影响；洪杰等 将稳健

系统结构力学特征，抽象

设计和容差模型相结合，提出了一种定量考虑影响参

出 2 自由度转子-支承系

数变差的转子动力特性稳健设计方法；李自刚等[8-10]
建立了考虑齿轮非线性摩擦力和非线性油膜力的柔

鼠笼弹支动力涡轮
叶片盘组件
动力涡轮
短轴组件

动力涡轮
轴承座

5#轴承 6#轴承

图1

采用有限元方法，研究了支承刚度、支承轴向位置、陀
[7]

动力涡轮
传动轴组件

进气轴承座 鼠笼弹支

1#轴承 2#轴承

过渡段转接段

过渡段组件

统力学模型，如图 2 所示。
在 转 子 -支 承 系 统 力

图2

2 自由度转子-支承

性转子动力学模型，仿真分析了负载、变转速、联轴器

学模型中，假设弹簧-阻尼

不对中和支承松动等因素对柔性转子系统动力特性

系统刚度、阻尼分别为 k、c；转子和支承系统的质量分

的影响；章健等[11-12] 建立了共用支承-转子系统动力
学方程，对转子系统动力学振动响应耦合特征及其主
要力学参数的影响规律进行理论分析和仿真计算；邓

别为 m 1 和 m 2，自身频率分别为 Ω 1 和 Ω 2；转子和支承
系统的自身振动位移分别用 x 和 y 表示。
设支承系统的振动位移为

旺群等[13-15]在柔性转子上开展了高速动平衡试验、突

y = YsinΩ 2 t

加不平衡试验、油膜减振和转静子碰摩试验，有效地
指导了柔性转子动力学设计。以上研究对于高速柔

系统力学模型

（1）

当只有支承系统自身振动时，转子在支承系统的

性转子动力学设计提供了有效指导，但更多的是针对

影响下产生附加振动位移为 x′，则其运动方程可简化

单独转子部件开展，对于转子-支承系统耦合动力特

表示为


m 1 x′ = -k ( x′ - y ) - c ( ẋ ′ - ẏ )

性研究较少，并欠缺针对性试验研究。

引入变量 z = x′ - y，表示转子与支承系统之间的

本文以某型高速柔性转子试验件系统为对象，通
过建立转子-支承系统的力学模型，对转子-支承系

相对振动位移。将其代入转子结构的运动方程

统耦合振动机理进行了研究，并对转子-支承系统进
行耦合动力特性分析与动力特性试验。

1
1.1

m 1 z̈ + cż + kz = -m 1 ÿ = m 1 Ω 2 2 YsinΩ 2 t

（3）

z = ZsinΩ 2 ( t - φ )

（4）

解得

高速柔性转子-支承系统耦合振动机理分析
高速柔性转子试验件结构
高速柔性转子试验件系统由柔性转子和转子支

承系统组成。柔性转子采用 2-2-0 的支承方式，从功

式 中 ：Z =

(ω

Ω 2 2Y

2

- Ω2

2

)

2

+ ( 2ωΩ 2 D )
2ωΩ 2 D

2

为 相 对 阻 尼 系 数 ；tanφ =

采用圆柱滚子轴承，此外在 2#、6#轴承位置还设计了

子-支承系统的共振频率。

要由 2 级动力涡轮叶片盘、动力涡轮短轴、动力涡轮

为 x = z + y，将式（1）、
（4）代入 x′ 可得

带挤压油膜阻尼器的鼠笼式弹支结构。转子结构主

传动轴等零部件组成。支承系统主要由动力涡轮轴

ω - Ω2
2

2

；D =

；ω =

率输出端到动力涡轮盘端轴承编号分别为 1#、2#、5#
和 6#，其中 1#轴承采用单排球轴承，2#、5#、6#轴承均

（2）

c
2

km 1

，

k
，为 转
m1

转子在支承系统影响下的附加振动位移可表示
′

x′ = X ′ sinΩ 2 ( t - β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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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X =
′

m 1 cΩ 2

3

k2 + ( Ω 2 c )

(k - m Ω )
1

k (k - m1 Ω2 2) + (Ω2 c)

2

2

2

2

2

+ (Ω2 c)

2

Y， tan β =

。

当考虑转子自身振动时，转子的整体振动位移 S

如图 3 所示。整体模型中

带挤压油膜阻尼器的支点
阻尼系数依据经验公式[15]
μRL 3
π
C= 3 ·
获
c
2 ( 1 - ε 2 )3 2

图3

转子-支承系统
有限元模型

得，不带挤压油膜阻尼器的支点阻尼系数取 0。

可表示为其自身振动位移与受支承系统影响的附加

2.2

振动位移的叠加，即 S = x + x′。

座上，因此该支点刚度为轴承与轴承座的串联刚度，

振动位移 T，则 T = y + y ′，其中 y ′ 可表示为

依据设计经验该支点为刚性支点，支承刚度取 5×107

同理，可求得在转子振动影响下支承系统的整体

y ′ = Y ′ sin Ω 1 ( t - θ )Y ′ =
tan θ =

k2 + ( Ω 1 c )

(k - m Ω )
2

m 2 cΩ 1

1

2

2

3

k (k - m2 Ω1 2) + (Ω1 c)

2

+ (Ω1 c)

2

X

2

由以上分析可知，当支承系统不动时（Y = 0），转

子不会产生基础激励下的附加振动位移（X ′ = 0），此

时二者之间不会有耦合振动，并且转子振动位移频谱
中仅有转子自身频率 Ω 1。当在一般情况：Y ≠ 0 时，附

加振动响应 X ′ > 0，转子在支承系统的位移影响下存
在附加振动位移，此时二者之间存在耦合振动，转子

振动位移频谱中除转子自身频率 Ω 1 外，还存在支承

单独柔性转子动力特性分析

在该柔性转子设计时，1#、5#轴承直接装在轴承

N/m；2#、6#轴承装在鼠笼弹支上，依据设计经验，支

点支承路径上存在弹支的支点为柔性支点，支承刚度
取决于弹支刚度，本文中 2#、6#弹支刚度均设计为

0.5×107 N/m。在此支点刚度下对转子进行不平衡响
应分析，不平衡量取 10 g·mm，位置分别位于动力涡

轮 第 1、2 级 叶 片 盘 上 。 在 转 速 为（0~100%）n（n=
20900r/min）范围内，计算位于转子部件上 3 处位置

（分别对应后面转子试验中的振动位移测量位置）振
动位移响应。转子不平衡响应计算结果如图 4 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工作转速范围内转子存在 2 个峰值响
应转速，相对转速分别为 40%n 和 69%n。转子 2 个响
应转速峰值对应的振型如图 5 所示。
300

系统频率 Ω 2。同样，支承系统也受到转子位移影响

250

2

振动位移响应/μm

下的附加振动响应。

柔性转子试验件系统动力特性分析

2.1

柔性转子试验件系统有限元建模
在柔性转子建模中，保持转子长度、直径、轮盘形

状位置等基本结构形式不变，移除叶片结构，用相同

D1 位移测点
D2 位移测点
D2 位移测点

200
150
100
50
0

质量、转动惯量的集中质量单元模拟，忽略局部连接

20

图4

结构开孔、圆角、倒角及其他部分细节结构，以提高计

40
60
相对转速/%

80

100

转子不平衡响应曲线

算效率。在支承结构建模中，忽略结构中质量相对较
小的螺栓、导管、封严构件等，支承部件连接界面均按
固结处理。采用 3 维实体单元对轴承座、机匣、转接

段、鼠笼弹支等零部件进行建模，由于轴承部件结构
复杂，采用弹簧单元进行等效，根据转子所使用轴承
滚珠数目、直径、接触角等参数，参照文献[16]中的轴

（a）第 1 个转速峰值对应振型 （b）第 2 个转速峰值对应振型
图5

2.3

转子 2 个响应转速峰值对应振型

耦合动力特性分析
为了掌握转子-支承系统在全转速范围内的振

承刚度近似公式求得本转子中 4 个轴承的刚度量级

动情况，
本文采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 对转子-支承

根据柔性试验件转子系统结构对上述建立的模

组件施加转速、
陀螺力矩等条件，
转子不平衡量大小、
不

为 10 N/m，故本文中轴承刚度取 1×10 N/m。
8

8

型进行组装，得到转子-支承系统整体有限元模型，

系统有限元模型进行不平衡响应分析。分析中对转子
平衡量位置以及计算的 3 处振动位移响应位置与第 2.2

第3期

龙

节所述一致。系统不平衡响应计算结果如图 6 所示。
250

62%N

振动位移响应/μm

200

D1 位移测点
D2 位移测点
D2 位移测点

84%N

150
100

0

0.2

图6

了转子峰值转速。

3
3.1

柔性转子试验件系统动力学试验及分析
试验测试装置
柔性转子试验件系统动力学试验在卧式高速旋

转试验器上进行，转子试验件通过浮动轴连接到输入

38%N

50

63

伦等：高速柔性转子-支承系统耦合动力特性计算与试验

电机上，实现动力输入。在试验中在动力涡轮传动轴

0.4
0.6
相对转速/%

0.8

1.0

系统不平衡响应计算结果

上粘贴反光带，通过光电传感器测量转子转速；通过
位移传感器测量转子挠度；并在支座和转接段、鼠笼
弹支上分别通过加速度传感器、应变计对试验进行安

从图中可见，在工作转速范围内转子存在 3 个响应转

全监控。在试验过程中转子的安装测试如图 9 所示。

38%n、62%n 和 84%n。 系

位移传感器，
A1~A6 为加速度传感器，
S1～S4 为应变计。

速峰值，相对转速分别为

统 3 个响应转速峰值对应
的振型如图 7 所示。

图中，
⊥表示垂直方向，
＝表示水平方向，
D1～D4 为振动

（a）第 1 个转速峰值对应振型

A1
A2

真空箱

A5
A6
D1
S3
S4

（b）第 2 个转速峰值对应振型 （c）第 3 个转速峰值对应振型
图7

2.4

后支座

系统 3 个响应转速峰值对应振型

图9

对比计算结果分析
相比于单个转子，在（0~100%）n 范围内转子-支

D3
D4

A3
A4

D2

动力输入

S1
S2
试验平台

前支座

柔性转子试验件系统动力学试验测试

承系统多 1 个振动响应峰值转速，在 84%n 转速附近。

3.2

根据第 1.2 节转子-支承系统耦合振动机理，推测转

子出现该峰值转速可能是由支撑系统共振导致的。

转子系统进行推转速试验。在试验过程中，位移传感

为了验证推测，本文对转子-支承系统中后支承系统

器 D1~D3 测得的额定工作转速范围内的转子挠度-转

在 共 振 ，该 共 振 转 速 比

与其他测点测量方向不一致，故在此不再列出。从图

且对应的振型（如图 8 所

值，
相对转速分别为 37%n、
60%n 和 83%n。这与转子-

进行模态分析，发现后支承系统在 87%n 转速附近存

试验结果及分析
为了验证分析方法的准确性，对高速动平衡后的

速曲线如图 10 所示。D4 测点测量方向为水平方向，

84%n 的 峰 值 转 速 略 低 ，

中可见，在工作转速范围内转子存在 3 个响应转速峰

示）与图 7（c）中后支承系

支承系统耦合动力特性分析的结果一致，表明了分析

统的振型相似，以上分析

方法的准确性，
同时也验证了该系统耦合振动的存在。
300

在 84%n 峰值转速附近存

在的耦合振动是由后支承 图 8 后支承系统 87%n 转速
系统导致的，也验证了推
附近共振振型
测的合理性。

此外，转子-支承系统前 2 个振动响应峰值对应

的转速相比于转子前 2 个振动响应峰值对应的转速
均稍低，这主要是由于采用系统模型分析时，考虑了
支承机匣的柔度，导致转子支承刚度降低，进而影响

振动位移响应/μm

结果说明转子-支承系统

60%n

250

83%n

D1 位移测点
D2 位移测点
D2 位移测点

37%n

200
150
100
50

0

20

图 10

40

60
相对转速/%

80

转子挠度-转速曲线

10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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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采用转子-支承系统耦合模型进行动力特性

分析获得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验证了转
子-支承系统建模和分析方法的有效性；
（2）转子-支承系统耦合模型可以直接在模型中
准确模拟转子支承刚度，改进了传统转子动力特性分
析时转子刚性支承根据经验取值、柔性支承刚度取弹
支刚度的方法；
（3）对于刚度偏低或在工作转速范围内存在固有
频率的支承系统，采用转子-支承系统耦合模型进行
动力特性分析可以更全面了解系统的振动特性，避免
了传统方法单单考虑转子动力特性而忽略了支撑系
统局部振动和耦合振动带来的振动问题，对结构设计
更具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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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与ISO标准中锥齿轮轮齿弯曲疲劳强度计算标准比较
滕文爽

1,2

，郭

梅

1,2

，宋振海

1,2

，庞顺清 3，李锦花

1,2

（1.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2.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航空发动机动力传输重点实验室：沈阳 110015；
3.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沈阳 110043）

摘要：为正确评估不同标准中的轮齿强度计算结果，分析和比较了航空工业标准（HB）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标准计算锥齿
轮轮齿弯曲疲劳承载能力。通过计算方法比较和实例计算对比 2 种途径，找出了 2 种标准计算公式的差异、修正系数种类和取值

上的差异，及其对计算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2 种标准考虑的影响因素不同，ISO 标准相较 HB 考虑的因素更为全面，特别是在动

载系数、应力修正、尺寸系数等参数计算上存在较大差异，使得采用 ISO 标准计算齿根应力基本值更小，齿根应力与许用齿根应力
更大；ISO 标准中提供的动载系数根据转速区域的不同采用的计算公式不同，提供的尺寸系数考虑了不同组织和热处理工艺对系
数取值的影响，对计算结果更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锥齿轮；轮齿；齿根应力；强度计算；弯曲疲劳；航空工业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
中图分类号：V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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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Calculation Standards for Bending Fatigue Strength of Bevel Gear Teeth
in HB and ISO Standards
TENG Wen-shuang ，GUO Mei1，2，SONG Zhen-hai1，2，PANG Shun-qing3，LI Jin-hua1，2
1，2

（1.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2. AECC Key Laboratory of Power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on Aeroengine，Shenyang 110015，China；3.AECC Shenyang Liming Aero-engine Co.，Ltd，Shenyang 110043，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correctly evaluate the gear tooth strength calculation results in different standards，the bending fatigue bearing

capacity of bevel gear teeth calculated by Aviation Industry standard (HB)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ganization (ISO) standards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calculation methods and example calculation，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tandard calculation formulas，the types and values of correction coefficients，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were foun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factors considered by the two standards are different. The ISO standard is more comprehensive than HB，es⁃
pecially in the calculation of dynamic load coefficient，stress correction，size coefficient and other parameters，which makes the basic value

of tooth root stress calculated by ISO standard smaller，and the tooth root stress and allowable root stress larger. The dynamic load coeffi⁃
cient provided in ISO standard adopts different calculation formula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peed regions. The size coefficient provided

takes into account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structures and heat treatment processes on the coefficient value，which is more instructive to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Key words：bevel gear；gear teeth；tooth root stress；strength calculation；bending fatigue；HB standard；ISO standard

0

在载荷的重复作用下，疲劳裂纹扩展以致断齿。从断

引言

齿的形式来看，有单齿折断、多齿折断和局部折断。

疲劳断齿是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附件传动齿轮
[1]

典型故障形式之一 。当轮齿的齿根应力大于材料
弯曲疲劳极限时，在齿根过渡曲线处出现疲劳裂纹，

轮齿折断将直接导致传动功能失效和发动机故障。
针对锥齿轮轮齿弯曲疲劳[2] 强度评估，多个国家
都颁布并实施了评估标准。其中，普遍采用国际标准

收稿日期：2020-05-26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7-IV-0012-0049）资助
作者简介：滕文爽（1990），女，硕士，工程师，从事航空发动机传动系统设计工作；E-mail：1085094605@qq.com。
引用格式：滕文爽，郭梅，宋振海 . HB 与 ISO 标准中锥齿轮轮齿弯曲疲劳强度计算标准比较[J]. 航空发动机，2022，48（3）：65-69. TENG Wenshuang，
GUO Mei，SONG Zhenhai. Comparison of calculation standards for bending fatigue strength of bevel gear teeth in HB and ISO standards[J]. Aeroengine，
2022，48（3）：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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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组织颁布的 ISO 标准[3-4] 和美国齿轮制造协会颁布

对于最小安全系数，2 种标准的确定方式不同。

的 AGMA 标准 。1985 年，中国颁布了 HB（航空工业

HB 建议，在失效概率为 1% 的情况下，最小安全系数

技术能力对引入的相关参数和公式做了部分改动，以

1.25。ISO 标准建议，弧齿锥齿轮应取 SFmin≥1.3；直齿

[5]

标准） ，其内容主要参照 ISO 标准，并结合中国当时
[6-7]

适应当时中国的设计制造水平；1986 年，中国颁布了
GB（国家标准）[8-9]，该标准中的技术内容与 ISO 标准

一致。国内外学者对不同的齿轮强度计算标准做了
对比研究。Walton 等[10-11]比较研究了 AGMA 和 ISO 标

为 1；在失效概率为 1‰ 的情况下，最小安全系数为
锥齿轮或 βm<5°的弧齿锥齿轮，具有一般可靠性时，应
取 SFmin=1.0～1.1；具有较高可靠性时，应取 SFmin≥1.5。

2

计算公式对比

准对齿轮弯曲强度的计算差异，认为 ISO 标准计算的

2.1

HB 与 AGMA 标准中关于锥齿轮强度计算方法，认为

使用条件和工作条件不同，用齿根应力基本值乘以载

名等[13] 比较分析了 ISO 与 AGMA 标准中关于锥齿轮

计算公式见表 1。分类比较 2 种标准引入的修正系

许用弯曲应力大于 AGMA 标准的；黎向宇等 对比了
[12]

HB 计算的弯曲强度评估值大于 AGMA 标准的；邹又

强度计算方法，得出 ISO 标准计算的弯曲强度偏保守
的结论；周长江等[14-15] 比较研究了 ISO 与 AGMA 标准

中渐开线圆柱齿轮强度计算方法，认为 ISO 标准计算

结果相比 AGMA 标准的偏保守；郭梅等[16]比较研究了

齿根应力计算公式对比

2 种标准计算齿根应力的基本思想相同。考虑

荷、使用条件、几何参数等修正系数来确定齿根应力，
数，见表 2。采用不同计算公式计算的相同作用的修
正系数对比见表 3。
表1

齿根应力计算公式

参数

HB

为 ISO 标准考虑因素更全面。

σF

σ F = σ F0 ⋅ K A ⋅ K V ⋅ K Fβ

和企业开始逐步引进和使用国外基于 AGMA、ISO 等

σF0

ISO 标准与 HB 中渐开线圆柱齿轮强度计算方法，认

随着国内外技术合作与交流的增加，中国的高校

标准编制的齿轮传动设计分析软件，如 KISSsoft、Ro⁃

σ F0 =

解不同标准之间的差异对正确评价强度计算结果非

影响因素

轮的弯曲强度分析方法，对比修正系数种类、取值和
计算公式等差异，并通过齿轮实例计算对比分析计算

表2

1

HB 计算公式为
或

σ FP ≥ σ F

S F ≥ S Fmin

ISO 标准计算公式为
或

σ FP ≥ σ F

S F ≥ S Fmin

Yi，Yγ

YK，YLS

ISO 标准
亚临界区（N≤0.75）

(

Kv = 1 +

14

vc

85 - 10u

)

Kv =

F mt K A

c v1, 2 + c v3；

bf peff c '

F mt K A

c v1, 2 + c v4 + 1；

超共振区（N≥1.5）
Kv =

（2）

（4）

bf peff c '

主共振区（0.75<N≤1.25）

u

（1）

（3）

YFa，Ysa，Yε

Kv =

动载系数

式中：σFP 为许用齿根应力；σF 为齿根应力；SF 为计算安
全系数；SFmin 为弯曲强度的最小安全系数。

KA，KV，KFβ，KFα

HB

修正系数

确定轮齿抗弯承载能力。

ISO 标准

KA，KV，KFβ

齿根应力计算同作用修正系数不同公式对比

齿根弯曲承载能力评价方式对比

力，用许用齿根应力与齿根应力的比值即安全系数来

⋅ Y Fa ⋅ Y sa ⋅

F mt = 2000T/d m

YFa，Ysa，Yε，YLC，Yb

使用条件

HB 与 ISO 标准均采用许用齿根应力确定承载能

F mt

m mn ⋅ b

Y ε ⋅ Y K ⋅ Y LS

HB

几何参数

表3

σ F0 =

齿根应力计算引入的修正系数对比

载荷

结果差异。

⋅ Y Fa ⋅ Y sa ⋅

F mt = 2000T/d m

Fmt

常重要。本文比较和分析了 HB 与 ISO 标准关于锥齿

σ F = σ F0 ⋅ K A ⋅ K V ⋅ K Fβ ⋅
K Fα

Y ε ⋅ Y γ ⋅ Y i ⋅ Y LC ⋅ Y b

max[17] 和 Masta 软件[18]。采用这些软件与采用中国标
准计算得到的齿轮强度结果不能简单对比。因此，了

F mt

m mn ⋅ b

ISO 标准

应力修正
系数
齿向载荷
分布系数

Y sa = H +

K Fβ = K Hβ

( ) ( )
S Fn
h Fa

0.4

⋅

S Fn
ρf

0.2

bf peff c '

c
+ c v7
F mt K A v5, 6
Y sa = ( 1.2 + 0.13L a ) ⋅
qs

(

1
)
1.21 + 2.3/L a

La =
K Fβ

S Fn

S Fn
，q =
h Fa s 2ρ F
K Hβ
=
K 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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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 计算公式中：KA 为使用系数；KV 为动载系数；

的差异对齿根应力的影响，与齿宽和中部接触线的投

KFβ 为弯曲强度计算的齿向载荷分布系数；YFa 为齿形

影长度有关。

分担系数；Yi 为惯性系数；YLC 为纵向曲率系数；Yb 为齿

向载荷分布系数公式不同，且 ISO 标准根据转速区域

宽；dm 为中点分度圆直径。

结果均与齿根应力 σF 的计算结果成正比。

系数；Ysa 为应力修正系数；Yε 为加载点系数；Yγ 为载荷
根应力纵向分布系数；mmn 为中点法向模数；b 为齿

ISO 标准计算公式中：KA 为使用系数；KV 为动载

系数；KFα 为端面载荷分配系数；KFβ 为齿向载荷分布

（4）2 种标准计算动载系数、应力修正系数和齿

不同动载系数的计算公式不同，3 个修正系数的计算
2.2

许用齿根应力计算公式对比

2 种标准计算许用齿根应力都是考虑材料特性、

系数；YFa 为齿形系数；Ysa 为应力修正系数；Yε 为重合

几何参数和使用条件不同，对弯曲疲劳极限作修正获

中点法向模数；b 为齿宽；dm 为中点节圆直径。

数比较，见表 5；采用不同计算公式计算的相同作用

度系数；YK 为锥齿轮系数；YLS 为载荷分担系数；mmn 为
通过对比修正系数和公式可知，ISO 标准与 HB

对于齿根弯曲强度分析存在以下差异。

（1）采用 ISO 标准计算齿根应力时，比采用 HB 多

引入端面载荷分布系数 KFα，与啮合刚度、重合度、齿

距偏差和跑合允许量有关，KFα 的取值与齿根应力的

得许用应力，计算公式见表 4；2 种标准引入的修正系
的修正系数对比见表 6。
表4

许用齿根应力计算公式
HB

修正系数

σFP

σ FP =

Y0 ⋅ YX

计算结果成正比。
（2）采用 2 种标准计算齿根应力基本值时，HB 与

ISO 标准引入的几何参数修正系数不同。HB 中引入

加载点系数 Yε、纵向曲率系数 YLC、齿根应力纵向分布
系数 Yb；ISO 标准中引入重合度系数 Yε，这些参数计算

结果均与齿根应力基本值 σF0 和齿根应力 σF 的计算结

果成正比。加载点系数 Yε 是将载荷作用于齿顶的齿
形系数与应力修正系数转换为载荷
作用于危险点的齿形系数与应力修正系数，通过

σ Flim ⋅ Y ST
⋅
S Fmin

YRrelT

YσrelT

YST ，YX

几何参数

表6

YST ，YX

许用齿根应力计算同作用修正系数不同公式对比

修正系数

HB

ISO 标准

1.775

2.0
结构钢、调制钢、球墨铸铁、珠光体
可锻铸铁，YX=1.03-0.006mmn，并规

向分布系数 Yb 是将按悬臂梁处理的平均齿根应力转

（3）计算齿根应力基本值时，2 种标准中引入的

YNT

材料特性

响的系数，可通过公式计算或图线查取；齿根应力纵

0.625。

ISO 标准

齿面状态

力修正系数

有 关 ，当 量 圆 柱 齿 轮 的 纵 向 重 合 度 εvβ >1 时 ，取 Yε =

Y δrelT ⋅ Y RrelT ⋅ Y X

Y0

使用条件

数 YLC 是考虑锥齿轮轮齿纵向曲率对轮齿弯曲疲劳影

转换到指定点的系数，通过公式计算得到，与重合度

σ Flim ⋅ Y ST ⋅ Y NT
⋅
S Fmin

HB

影响因素

试验齿轮应

几何参数有关；重合度系数 Yε 是把作用于齿顶的载荷

σ FP =

表 5 许用齿根应力计算引入的修正系数对比

公式计算得到，与重合度和传动比有关；纵向曲率系

化为锥齿轮最大齿根应力的系数，与重合度和接触区

ISO 标准

当 mt≤1.588 时 ， 定 0.85≤YX≤1；
尺寸系数

YX=1；

渗碳淬火钢、全齿廓感应或火焰淬

YX=1.1225mt-0.25

1.05-0.01mmn，并规定 0.8≤YX≤1；灰

当 mt>1.588 时， 火 钢 、渗 氮 钢 或 氮 碳 共 渗 钢 ，YX=
铸 铁 ，YX=1.075 - 0.015mmn，并 规 定
0.7≤YX≤1

HB 计算公式中：σFlim 为弯曲疲劳极限；SFmin 为弯

使用条件系数有差异。HB 中引入了惯性系数 Yi，ISO

曲强度的最小安全系数；YST 为试验齿轮应力修正系

本值 σF0 和齿根应力 σF 的计算结果成正比。惯性系数

ISO 计算公式中：σFlim 为弯曲疲劳极限；SFmin 为最

标准中引入了锥齿轮系数 YK，参数取值与齿根应力基

数；Y0 为温度系数；YX 为尺寸系数。

Yi 是考虑重合度较低时，负载齿轮运转不平稳性对齿

小安全系数；YST 为试验齿轮应力修正系数；YNT 为寿命

根应力影响的系数，与重合度相关，当总重合度大于
2 时，取 Yi=1；锥齿轮系数 YK 是考虑锥齿轮与圆柱齿轮

系数；YσrelT 为齿根圆角敏感系数；YRrelT 为齿根表面状
况系数；YX 为尺寸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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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种标准均是用弯曲疲劳极限与最小安全系数

表9

的比值乘以相应的修正系数获得许用应力，但 HB 与

影响因素

修正系数计算结果
HB

ISO 标准

1

KA

KFβ

1.25

KFβ

根表面状况系数 YRrelT、齿根圆角敏感系数 YσrelT，这些

YFa

2.24

YFa

2.24

Y0 考虑了齿轮本体温度超过 121 ℃时温度对材料性

Yε

0.59

Yε

0.625

YST

2.0

YσrelT

1.002

YK

1.035

YNT

0.887

KA

ISO 对于许用齿根应力分析存在以下差异。

（1）2 种标准中引入的修正系数不同。HB 中引

载荷

入了温度系数 Y0，ISO 标准中引入了寿命系数 YNT、齿

Ysa

系数与许用弯曲应力 σFP 计算结果成正比。温度系数
几何参数

能影响的系数，通过公式计算，当本体温度≤121 ℃

曲应力的影响，可通过经验取值或查图获得；齿根圆

过材料弯曲疲劳极限的程度，是材料和应力梯度的函
数；齿根表面状况系数 YRrelT 考虑了齿根表面状况（主

使用条件

要取决于表面粗糙度）对齿根强度的影响，当表面粗
（2）ISO 标准与 HB 对于试验齿轮应力修正系数

YST 的取值和尺寸系数 YX 的计算公式不同。

3

YST

1.775

材料特性
齿面状态

1.76
0.987

YX

角敏感系数 YσrelT 表示疲劳损坏时理论的应力峰值超

1

YLC
Yb

时，Y0=1；寿命系数 YNT 是考虑应力循环次数对齿根弯

糙度≤16 μm 时，一般取 YRrelT=1。

KV

1.61

0.794

Yi

1.058

Y0

0.9322

Yγ

1.0

1

KV

1.94

KFα

1

Ysa

YX

YRrelT
YLS

1.25

1.85

1.0
1.0
1.0

Yγ/YLS、齿向载荷分布系数 KFβ 的含义和计算公式均相
同的修正系数计算结果一致外，其他引入的系数和计
算结果均不同；

实例分析
为进一步对比 HB 与 ISO 标准的计算结果差异，

选取了 1 组实例齿轮参数进行计算，轮齿参数见表 7，
载荷计算结果见表 8，修正系数计算结果见表 9。
表7

轮齿参数

参数

大齿轮

小齿轮

49

36

压力角/（°）

20

20

齿宽/mm

22

22

齿数

4

模数/mm
螺旋角/（°）

4

35

0.4

齿面粗糙度/μm

0.4

1250

功率/kW
转速/（r/min）

表8

35

1250

3800

5172

载荷计算结果

参数

HB

ISO 标准

2405.76

1661.05

齿根应力 σF/MPa

3007.21

中点分度圆名义切向力 Fmt/N

40468.0

齿根应力基本值 σF0/MPa
许用弯曲应力 σFP/MPa

1067.46

4026.60
40468.0

1289.98

（2）采用 ISO 标准计算的动载系数和应力修正系

数大于采用 HB 计算的结果；

（3）计算齿根应力基本值时，HB 与 ISO 标准引入

的修正系数种类和取值相差较大，主要因 HB 比 ISO

标准多引入了纵向曲率系数 YLC（实例计算值 0.987）
和齿根应力纵向分布系数 Y（实例计算值
1.61），导致
b

采用 ISO 标准计算的齿根应力基本值远小于采用 HB
计算的结果；

（4）主要由于齿根应力基本值 σF0（HB 计算结果

是 ISO 标准的 1.45 倍）和动载系数 Kv（ISO 标准计算

结果是 HB 的 1.94 倍）的计算结果差异，导致采用 ISO
标准计算的齿根应力远大于采用 HB 计算的结果；

（5）采用 ISO 标准计算的许用齿根应力大于采用

HB 计算的结果。

4

总结
（1）ISO 标准与 HB 引入的修正系数不同，导致计

算结果存在差异。主要由于引入修正系数差异，包括

齿间载荷分布系数、齿根圆角敏感系数、齿根表面状
况系数、纵向曲率系数、齿根应力纵向分布系数等；修

从计算结果可见：
（1）除使用系数 KA、齿形系数 YFa、载荷分担系数

正系数计算公式差异，包括动载系数、应力修正系数、
尺寸系数等。导致在相同条件下，虽然采用 ISO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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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齿根应力基本值更小，但是齿根应力与许用齿
根应力更大。
（2）采用 ISO 标准计算齿根应力时，比 HB 多引入
齿间载荷分布系数 KFα。受啮合刚度、重合度、齿距偏
差和跑合允许量等因素影响，若 KFα 计算结果不为 1
时，对计算结果会产生较大影响。
（3）采用 ISO 标准计算许用齿根应力时，比 HB 多
引入齿根圆角敏感系数 YσrelT、齿根表面状况系数 YRrelT
修正系数，受材料特性、齿轮表面状态等因素影响，若
2 个系数计算结果不为 1 时，对计算结果影响较大。
（4）采用 HB 计算齿根应力基本值时，比 ISO 标准
多引入了纵向曲率系数 YLC 和齿根应力纵向分布系数
Yb。受螺旋角、中点锥距、重合度和齿宽等因素影响，
若 2 个系数计算结果不为 1 时，对计算结果会产生较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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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FD 和神经网络的 2 级刷式密封结构泄漏和
级间不平衡性分析
阎

师 1，胡

芳

2，3

，黄首清

2，3

，刘守文

2，3

（1.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2. 航天机电产品环境可靠性试验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3. 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北京 100094）
摘要：为了提高航空发动机刷式密封结构仿真的时效性与适用性，通过 CFD 计算获得了 20 个 2 级刷式密封结构的泄漏量和级

间压比训练样本，对设计的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和数据泛化预测，获得 50 组上下游刷丝排数和保护间隙组合下的泄漏率、级间不平

衡性数据，并讨论了三者的影响及刷丝排数和保护间隙之间的耦合作用。结果表明：7 次即可完成神经网络的训练。通过预测数

据发现，仅下游参数变化时，随着刷丝排数的增加，保护间隙对级间压比的影响减小，随着保护间隙的减小，刷丝排数对泄漏率的
影响也减小；而仅上游参数变化时，参数对级间压比的耦合性不明显。通过泛化数据进行参数优选，泄漏率可达 30.688 N•m3/h，
基本消除级间不平衡，且密封性能较好。所建立的神经网络适用于预测具有明显耦合性的 2 级刷式密封结构流动特性。
关键词：2 级刷式密封；神经网络；泄漏；级间不平衡；耦合性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3.011

Leakage and Inter-stage Imbalance Analysis of Two-stage Brush Seals Structure Based on
CFD and Neural Network
YAN Shi , HU Fang2，3, HUANG Shou-qing2，3, LIU Shou-wen2，3
1

（1.China Academy of Space Technology，Beijing 100094，China；2.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Reliability Testing
Technology for Aerospac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roducts，Beijing 100094，China；3 Beijing Institute of Spacecraft Evironment
Engineering，Beijing 100094，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imeliness and applicability of aeroengine brush seal structure simulation，twenty training samples of

leakage and inter-stage pressure ratio of two-stage brush seal structure were obtained by CFD calculation. The designed neural network
was trained and predicted by data generalization，and fifty groups of leakage rate and inter-stage imbalance data under the combination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brush wire rows and protection gap were obtained. The influence of the three as well as the coupling effect be⁃
tween brush wire rows and protection gap we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ining of neural network can be completed in seven

times. Through the prediction data，it is found that when the downstream parameters change only，the influence of the protection gap on the

inter-stage pressure ratio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brush wire rows，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brush wire rows on the leakage rate al⁃

so decreases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protection gap. When the upstream parameters change only，the coupling of the parameters to the in⁃
ter-stage pressure ratio is not obvious. Through parameter optimization based on generalized data，the leakage rate can reach 30.688 N·m3/
h，the inter-stage imbalance can be basically eliminated，and the sealing performance is good. The neural network can be used to predict
the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two-stage brush seals with obvious coupling.

Key words：two-stage brush seals；neural network；leakage；inter-stage imbalance；coupling

0

引言
由于可以容忍刷丝束和转子瞬时不同心并保持

良好的密封特性，刷式密封结构在航空发动机中获得
了 重 要 应 用 ，是 传 统 迷 宫 密 封 结 构 的 重 要 替 代 产
品[1-3]。随着对压比、推重比要求的不断提高，航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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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阎师，胡芳，黄首清，等 . 基于 CFD 和神经网络的 2 级刷式密封泄漏和级间不平衡性分析[J]. 航空发动机，2022，48（3）：70-75. YAN Shi，
HU Fang，HUANG Shouqing，et al. Leakage and inter-stage imbalance analysis of two - stage brush seals structure based on CFD and neural network[J].
Aeroengine，2022，48（3）：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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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对刷式密封结构的承压能力、泄漏特性有了更高
要求，而多级刷式密封技术是高压差密封的一种有效
解决方案，可以同时获得更优的密封特性并减小各级
的压降及刷丝束-和转子的磨损[4-5]。相对于上游，下

式密封结构的一种 3 维切片式 CFD 模型，即周向宽度
仅包含 1 根刷丝，轴向包含各排刷丝。2 级刷式密封

结构的 3 维切片式 CFD 模型如图 1 所示。在模型中，
上游入口和下游出口分别设置高压和标准大气压，除

游 刷 式 密 封 结 构 承 受 了 大 部 分 的 压 降 。 Hendricks

了入口和出口之外的边界均设置为静态墙边界。刷

压降为总压降的 40%，而下游为 60%。这种分压不均

明了 2 级刷封的上下游表面所在位置，各平面的压力

等 的试验表明，对于一种 2 级刷式密封，上游刷丝束

丝束区域的横截模型如图 2 所示。图中平面 1～4 表

带来级间不平衡性，下游刷式束承担的较大的压差也

指面积权重平均压力。上、下游级的压差为

[6]

ΔP u = P 1 - P 2

使刷丝束和转子间的磨损较大，造成下游刷式密封性

ΔP d = P 3 - P 4

能过早失效，不利于多级刷式密封技术充分发挥其优
势。因此，研究影响刷式密封结构级间不平衡的影响
因素和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有关多级刷式密封技术研究主要集中于流
动特性和影响因素。Qiu 等[7]利用雷诺平均 N-S 方程

4 mm
墙边界
平面 1
上游
（压力边界，pu）
流动方向

耦合非达西多孔介质模型研究了多级刷式密封与迷
宫密封混合密封技术的流动特性；Pugachev 等[8] 将刷

丝束视为多孔介质的 3 维 CFD 模型预测一种多级刷
式密封结构的泄漏特性；黄首清等[9] 基于一种 3 维切

片模型和刷丝接触模型研究了 2 级刷式密封结构的

（1）

4.75

tu

mm

上游刷丝束

φu

流体-背板边界
Lu （墙边界）
平面 2

Hu

φu

4 mm
墙边界

流动方向

4.75

td

下游刷丝束

平面 3

Δp=pd-pu
下边界
Δpu=p1-p2
（转子表面，墙边界）
Δpd=p3-p4
pk：平面 k 的平均压力，k=1,2,3,4

图1

（2）

Ld
φd

mm

流体-背板边界
（墙边界）
平面 4
Hd

φd

下游
（压力边界，pd）

2 级刷式密封结构的 3 维切片式 CFD 模型

泄漏、接触力和转矩特性；赵欢等[10] 研究了刷丝束径
向间隙、刷丝间隙、保护间隙对级间压比的影响。需

要指出的是，级间不平衡性的影响因素很多，而且具
有较强的耦合性，现有研究主要为常规控制变量参数
讨论，时效性和适用性不足。正交分析[11-12]等方法可
以较大提高参数影响分析的效率，但只能获得一些关
键离散参数组合的结果。对于一些高度耦合和非线
性的情况，也可采用基于 2 次多项式响应面方法，但

是在实际应用时，响应面精度往往不足以有效逼近真

图2

刷丝束区域的横截模型

在实际的刷式密封结构中，在压差作用下刷丝束

实 面 。 近 年 来 随 着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的 兴 起 ，神 经 网

不可避免地发生压缩和变形，使研究变得极端复杂。

络[13-15]等方法开始应用于复杂变量模型、强耦合效应

为便于研究，并结合刷丝实际排列规律，假设刷丝为

模型的结果预测，利用经过良好训练的神经网络进行
数据泛化预测具有很好的时效性和适用性。
本文基于 CFD 模型获得泄漏量和级间压比的训

练数据，设计神经网络模型进行训练，据此进行数据

泛化预测，并讨论了上下游刷丝排数和保护间隙对泄
漏率、级间不平衡性的影响及刷丝排数和保护间隙之
间的耦合作用。

1
1.1

CFD 模型
切片式几何模型
针对刷丝在周向循环对称的结构特点，建立了刷

均匀间隙蜂窝状排列（图 2）。Lelli 等[1] 的计算表明，
是否考虑压差作用下的刷丝束变形造成的流动差别
小于 10%，故忽略刷丝的移动和变形。

Dogu 等[14-15]利用多孔介质模型计算的结果表明，

在刷丝根部附近压力梯度很小。故图 1 的模型中未
对刷丝根部建模，大大减少网格数量和计算时间，且
对 CFD 结果影响不大。

刷环的泄漏率用标况体积流率 Lt （
/ N·m3 /h）表

示，与切片模型计算的质量流率 L0 （
/ kg/s）和周向循环
数 c 相关

L t = 3600 ⋅ c ⋅ L 0 /ρ a

（3）

72

式中：
ρa=1.29 kg/m3，
为标况下空气密度；
c=

( Φ + Hr ) ⋅ π

( d + δ ) /cos φ

，

为周向循环数，是 360°完整模型与切片式模型的体积
之比。
1.2

表1

模型参数

CFD 模型主要参数见

表 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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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D 模型主要参数
参数

初值
0.07

刷丝直径 d/mm

0.007

刷丝间隙 δ/mm

网格及CFD求解设置

计算网格如图 3 所

示。刷丝间隙流体区域几
何形状比较复杂，网格剖
分非常细密，网格单元大
小为 0.0033 m。刷丝束的

上游和下游网络剖分适
中，而由于刷丝不参与流

上下游
各 10

刷丝排数 n
保护间隙 Hp
刷丝长度 L’/mm

上下游
各 1.5
16

漏率和级间压比是反映 2 级刷式密封性能的重要指
标，因此设置输出层神经元为 2 个，分别代表泄漏率

和级间压比。而保护间隙和刷丝排数是影响泄漏率
和级间压比的重要参数，为了区别上下游参数的影
响，设置输入层神经元为 4 个，分别代表上游保护间
隙、上游刷丝排数、下游保护间隙、下游刷丝排数。对
于隐层的神经元数根据经验公式[11]
Kh=2ki+1

（5）

式中：Kh 为隐层神经元数；ki 为输入层神经元数。

因此隐层神经元数取 9 即可获得足够的精确性，
考

≤4.24

虑到 MATLAB2019a 神经网络拟合工具箱推荐的默认

出口压力 Pd /kPa

101.325

Neural Network Fitting 工具箱建立的神经网络结构如图

转子直径 Φ/mm

146

模型中刷丝长度 L/mm
刷丝倾斜角 φ/（o）
总压差 Δp/MPa

45

0.2

体计算且不考虑移动和变形，
故刷丝网格划分最粗糙。

值是 10，因此确定层数为 10。这样，借助 MATLAB 的
4 所示。其中，神经元传递函数选择双曲正切的 S 型

Tansig 函数；训练函数选择 Trainlm，即 Levenberg-Mar⁃
quardt 算法；
神经网络预测性能用 MSE 和 R 评价，
分别
是目标值与预测值的均方误差以及回归相关系数。

TSBS
enlarged view
SSBS,n=10

图3

enlarged view

计算网格

刷丝束内部的流动是分析的重点。对于取表 1

参数的 2 级刷式密封模型，
上游来流流速不大于 1 m/s，
按照保护间隙 1.5 mm 和 30 ℃下空气运动黏度为 1.6×
10-5 m²/s，估算雷诺数为
v in·H p 1 × 1.5 × 10 -3
Re =
=
= 93.75
γ
1.6 × 10 -5

（4）

在刷丝束内部，流速一般小于 100 m/s，结合刷丝

直径为 0.07 mm，计算对应的雷诺数为 437.5。综上，2
级刷式密封模型的流动被视为层流型。

计算采用 ANSYS-Fluent 14.0 软件，选择可压缩

理想气体流动、稳态 3D 求解器、2 阶迎风差分格式和

图4

2.2

用于预测泄漏率和级间压比的神经网络结构

数据训练

训练样本根据 CFD 模型计算，给出了不同保护

间隙和刷丝排数组合下的压比和泄漏率结果，共 20
个样本，见表 2。其中，直接用于训练神经网络的样
本（训练数据）占 70%，即 14 个；而用于验证（验证数

据）和测试（测试数据）的样本分别占 15%，即各 3 个。
训练次数与均方误差的关系如图 5 所示。从图

SIMPLE 算法。上述 CFD 模型和计算方法的准确性已

中可见，训练 4 次后，验证数据和测试数据与预测值

2

误差达到 0.0169（均方根误差为 0.13，在表 2 中泄漏率

通过试验证明[2]。

2.1

神经网络模型
结构和算法
神经网络包括输入层、输出层和隐层。考虑到泄

的均方误差基本稳定，其中验证数据与预测值的均方
和级间压比 2 列数据的平均值 18.94 的 1% 以下）；而

训 练 7 次 后 ，训 练 数 据 与 预 测 值 的 均 方 误 差 小 于
10-20。而根据预测值与样本值的相关系数（如图 6 所

第3期

1

Mean squared error/（N·m3/h）2

序号 Hu/mm Hd/mm
1
0.7
1.5
2
1.1
1.5
3
1.5
1.5
4
1.9
1.5
5
2.3
1.5
6
1.5
0.7
7
1.5
1.1
8
1.5
1.5
9
1.5
1.9
10
1.5
2.3
11
1.5
1.5
12
1.5
1.5
13
1.5
1.5
14
1.5
1.5
15
1.5
1.5
16
1.5
1.5
17
1.5
1.5
18
1.5
1.5
19
1.5
1.5
20
1.5
1.5

表2

训练样本

nu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6
8
10
12
14
10
10
10
10
10

nd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6
8
10
12
14

10-5

10-15
10-20

0

图5

Train
Validation
Test
Best
1

2

3 4 5
7 Epochs

Δpd/Δpu
0.82
1.249
1.698
2.211
2.702
3.639
2.375
1.698
1.33
1.087
2.537
2.022
1.698
1.506
1.347
1.212
1.43
1.698
1.935
2.171
40
35
30
25
20
15
10
5

6

7

训练次数与均方

5

10 15 20 25 30 35 40
Tavget

预测值与样本值的
相关系数

示），二 者 满 足 很 好 的 线 性 关 系 ，相 关 系 数 达 到
0.99997。综上，可以认为本神经网络得到了较好地
训练，可以用于泛化预测。
2.3

泛化预测

根据训练后的神经网络预测的 50 组同时改变上

下游保护间隙和刷丝排数时的泛化数据分别见表 3、
4。表 3、4 分别仅改变上下游参数，其它参数按表 1 取

值。需要指出的是，基于训练后的神经网络，这些泛
化预测数据几乎是瞬间获得的，而且理论上可以得到
几个参数的任何取值组合。这样，基于神经网络方法
获得 CFD 模型的泛化数据无论在时效性还是参数组
合的适用性上都有很大优势。

3

表3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表4

图6

误差的关系

Lt（
/ N·m3/h）
26.3
32.2
36.5
39.6
41.9
25.4
31.7
36.5
40.1
42.6
42
38.5
36.5
34.7
33.2
41.4
38.2
36.5
34.7
32.8

Data
Fit
Y=T

Output~=1*Target+0.045

100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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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丝排数和保护间隙对泄漏率的耦合影响
刷丝排数和保护间隙对泄漏率的耦合影响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无论是改变上游参数还是改变
下游参数，泄漏率的大小和变化规律基本一致，也与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同时改变上游保护间隙和刷丝排数时的泛化数据
Hu/mm Hd/mm
0.7
1.5
0.7
1.5
0.7
1.5
0.7
1.5
0.7
1.5
1.1
1.5
1.1
1.5
1.1
1.5
1.1
1.5
1.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9
1.5
1.9
1.5
1.9
1.5
1.9
1.5
1.9
1.5
2.3
1.5
2.3
1.5
2.3
1.5
2.3
1.5
2.3
1.5

nu
6
8
10
12
14
6
8
10
12
14
6
8
10
12
14
6
8
10
12
14
6
8
10
12
14

nd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Δpd /Δpu
1.659
1.602
1.622
1.667
1.727
1.777
1.416
1.254
1.180
1.155
2.526
2.023
1.699
1.516
1.372
2.999
2.658
2.209
1.997
1.891
3.139
3.036
2.627
2.253
2.118

Lt（
/ N·m3/h）
29.779
26.433
26.229
26.852
26.298
37.503
33.407
32.148
31.698
30.688
42.046
38.517
36.450
34.609
33.057
43.417
41.382
39.616
36.292
33.516
42.587
42.043
41.704
38.126
34.044

同时改变下游保护间隙和刷丝排数时的泛化数据
Hu/mm Hd/mm
1.5
0.7
1.5
0.7
1.5
0.7
1.5
0.7
1.5
0.7
1.5
1.1
1.5
1.1
1.5
1.1
1.5
1.1
1.5
1.1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9
1.5
1.9
1.5
1.9
1.5
1.9
1.5
1.9
1.5
2.3
1.5
2.3
1.5
2.3
1.5
2.3
1.5
2.3

nu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nd
6
8
10
12
14
6
8
10
12
14
6
8
10
12
14
6
8
10
12
14
6
8
10
12
14

Δpd/Δpu
3.222
3.465
3.603
3.607
3.597
1.931
2.176
2.375
2.459
2.542
1.224
1.440
1.699
1.937
2.172
0.820
1.009
1.335
1.768
2.159
0.409
0.663
1.094
1.659
2.091

Lt（
/ N·m3/h）
30.215
26.875
25.631
26.966
27.072
37.242
33.214
31.675
32.079
31.170
41.362
38.171
36.450
34.682
32.808
42.857
41.894
40.056
36.389
33.319
43.302
44.306
42.593
38.455
34.204

直观感受一致，即泄漏率随着刷丝排数的增加而降
低，随着保护间隙的减小而降低。同时，也能发现保
护间隙高度和刷丝排数影响具有一定的耦合性，随着

74

航 空 发 动 机

第 48 卷

刷丝排数的增加，保护间隙对泄漏率的影响变弱；而

间隙的增大而减小；而仅改变上游参数时，级间压比

随着保护间隙的减小，刷丝排数对泄漏率的影响也变

总体上（在保护间隙为 1.1～2.3 mm 时成立）随着刷丝

弱。这一耦合规律可以从分析影响泄漏率主要因素

排数的增大而减小，随着保护间隙的增大而增大，与

的角度理解，当刷丝排数增加到一定数量后，刷丝束

改变下游参数时趋势相反，这可以结合级间压比的定

区域的流动阻力足够大，因此泄漏率对保护间隙的变

义以及参数变化对流动阻力的影响理解这一规律。

化不敏感；而类似的，当保护间隙小到一定程度后，保

同样，保护间隙高度和刷丝排数影响也具有一定

护间隙区域的流动阻力足够大，因此泄漏率对刷丝排

的耦合性。仅下游参数变化时，随着刷丝排数的增

数的变化不敏感。可见，虽然这里的泄漏率数据为神

加，保护间隙对级间压比的影响变弱；而随着保护间

经网络泛化数据，并不能从神经网络的角度对规律进

隙的减小，刷丝排数对泄漏率的影响也变弱。而仅上

行解释，但是这一泛化结果却与从物理层面的解释相

游参数变化时，上述耦合性不明显。上述耦合规律类

吻合。

似的可以从分析影响压降主要因素的角度理解，另外
由于压降主要发生在下游刷式密封结构上，也可以解
40

30

里的级间压比数据为神经网络泛化数据，并不能从神

30

20

经网络的角度对规律进行解释，但是这一泛化结果却

20

10

2.5
上
游 2.0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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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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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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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与从物理层面的解释相吻合，也可以看出神经网络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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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预测具有明显耦合性的量级刷式密封流动。
最后，还可以从泛化数据中进行参数优选。当上
下游保护间隙和刷丝排数分别为 1.5、1.9 mm 和 10、8

刷丝排数和保护间隙对泄漏率的影响

时，级间压比为 1.009，最接近 1，这一取值组合可以消

刷丝排数和保护间隙对级间不平衡性的耦

m3 /h；而上下游保护间隙和刷丝排数分别为 1.1、1.5

（a）上游刷丝
图7

4

释为什么下游参数影响的耦合性较强。同样，虽然这

泄漏率 Lt （
/ Nm3/h）

泄漏率 Lt （
/ Nm3/h）

40

（b）下游刷丝

合影响
级间不平衡用级间压比表征，刷丝排数和保护间
隙对级间不平衡的综合影响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

见，与对泄漏率的影响不同，改变上游参数与改变下
游参数对级间压比的影响有较大不同。从整体看，下
游参数变化对级间压比的影响更明显，最大值和最小
值分别为 3.61 和 0.41，而上游参数变化时级间压比的
最大值和最小值只有 3.14 和 1.15。仅改变下游参数
时，级间压比随着刷丝排数的增大而增大，随着保护

除级间不平衡，但对应的泄漏率较大，为 41.894 N·
mm 和 14、10 时，级间压比为 1.155，也很接近 1，而且

泄漏率只有 30.688 N·m3 /h，这一取值组合可以基本
消除级间不平衡，且密封性能较好。

5

结论
（1）文中建立的神经网络训练 4 次后，验证数据

和测试数据与预测值的均方误差达到 0.0169；训练 7
次后，训练数据与预测值的均方误差小于 10-20。训练

样本与预测值满足很好的线性关系，相关度系数达到
0.99997。

（2）根据本文算例神经网络的泛化预测数据，泄

8
10
nu
数
排
14
丝
刷
游
上

（a）上游刷丝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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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间压比 Δpd /Δpu

级间压比 Δpd /Δpu

4.0
3.5
3.0
2.5
2.0
1.5
1.0
0.5
0
上游 2.0
保护 1.5
间隙 1.0
H
0.5
u /m
m

（b）下游刷丝

刷丝排数和保护间隙对级间不平衡的影响

漏率随着刷丝排数的增加而降低，随着保护间隙的减
小而降低；随着刷丝排数的增加，保护间隙对泄漏率
的影响减小；而随着保护间隙的减小，刷丝排数对泄
漏率的影响也会减小。
（3）根据本文算例神经网络的泛化预测数据，下
游参数变化对级间压比的影响更明显；仅改变下游参
数时，级间压比随着刷丝排数的增加而增大，随着保
护间隙的增大而减小；而仅改变上游参数时，级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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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总体上（在保护间隙为 1.1～2.3 mm 时成立）随着刷

丝排数的增加而减小，随着保护间隙的增大而增大；
仅下游参数变化时，随着刷丝排数的增加，保护间隙
对级间压比的影响减小；而随着保护间隙的减小，刷
丝排数对泄漏率的影响也减小。而仅上游参数变化
时，上述耦合性不明显。
（4）上下游刷丝排数和保护间隙对泄漏率和级间
不平衡性的影响虽然源于神经网络泛化数据，却与从

[6] Hendricks R C，Griffin T A，Kline T R，et al. Relative performance
comparison between baseline labyrinth and dual-brush compressor
discharge seal in a t-700 engine test[R]. NASA-1994-GT-106360.

[7] Qiu B，Li J，Yan X. Investigation into the flow behavior of multi-stage
brush seals[J]. Power and Energy，2014，228（4）：416-428.

[8] Pugachev A O，Deckner M.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rotordynamic

stiffness coefficients for a three-stage brush seal[J]. Mechanical Sys⁃
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g，2012，31（8）：143-154.

[9] 黄首清 . 刷式密封的介质流动及刷丝尖端接触传热特性研究[D].

物理层面的解释相吻合，显示了神经网络适用于预测

北京：清华大学，2015.

具有明显耦合性的 2 级刷式密封流动特性。

heat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of brush seals[D]. Beijing：Tsinghua Uni⁃

（5）针对本文算例，上下游保护间隙和刷丝排数

分别为 1.1、1.5 mm 和 14、10 时，级间压比为 1.155，泄
漏率只有 30.688 N·m /h，基本消除级间不平衡，且密
3

封性能较好。

本研究尚有一些不足，例如神经网络技术存在过
学习或欠学习现象，对训练数据的要求较高，可能对
2 级刷式密封流动的预测结果有影响。作者将针对
以上不足开展进一步研究。

HUANG Shouqing. Research on the flow field and bristles tip contact
versity，2015.（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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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实验研究[J]. 航空学报，2020，41（10）：123544.

ZHAO Huan，JIAO Zhongze，SUN Dan，et al. Numerical and experi⁃

mental reseach on interstage pressure drop distribution affecting fac⁃
tors of multi-stage brush seals [J]. Acta Aeronautica et Astronautica
Sinica，2020，41（10）：123544.（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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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RBMs-RVR 的涡轴发动机输出功率衰退预测
童志伟，鲁

峰，黄金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针对涡轴发动机全寿命期内输出功率衰退预测问题，提出一种含多层连续受限玻尔兹曼机（CRBMs）深度特征提取的相
关向量回归（RVR）功率预测方法。对发动机气路部件测量数据进行重构，利用 CRBMs 深度网络提取数据深层特征，将特征数据

作为 RVR 模型的输入，实现对输出功率的预测，并对预测结果提供概率分布。以某型双转子涡轴发动机部件级模型为试验对象，
模拟全寿命期内发动机气路部件性能退化，对输出功率进行衰退预测。试验结果表明：基于 CRBMs-RVR 的预测模型与传统的

RVR 预测模型相比，训练时间缩短 30.2%，预测结果的均方根误差减小 64.6%；与基于主成分分析（PCA）进行特征提取的 PCARVR 预测模型相比，预测结果均方根误差减小 42.4%，验证了所提出的预测方法具有模型结构简单、预测精度高、可提供概率式输
出的优点。

关键词：输出功率衰退；预测模型；连续受限玻尔兹曼机；特征提取；相关向量回归；涡轴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7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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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Power Degradation Prediction of Turboshaft Engine Based on Continuous 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s and Relevance Vector Regression
TONG Zhi-wei，LU Feng，HUANG Jin-quan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output power degradation prediction of turboshaft during the whole lifetime ，a Relevance Vector

Regression（RVR）power prediction method with multi-layer Continuous 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s（CRBMs）depth feature extraction
was proposed. The measurement data of engine gas components were reconstructed，and CRBMs deep network was used to extract the deep

features of data. The feature data was used as the input of RVR model to realize the output power prediction of，and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
tion of the predicted results was provided. Taking the component-level model of a twin-rotor turboshaft engine as the test object，the perfor⁃
mance degradation of engine gas path components in the whole lifetime was simulated，and the output power degradation prediction was car⁃
ried out.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RVR prediction model，the training time of the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CRBMs-RVR is reduced by about 30.2%，and th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the prediction results is reduced by about 64.6%. Compared
with the PCA-RVR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for feature extraction，the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the
prediction results is decreased by about 42.4%，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roposed prediction method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model
structure，high prediction accuracy and providing the output probability.

Key words：output power degradation；prediction model；Continuous 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s（CRBMs）；feature extraction；

Relevance Vector Regression（RVR）；turboshaft engine

0

基线值之间产生相应的偏差[2-3]。通过发动机传感器

引言

数据对性能参数进行预测，可掌握发动机性能衰退趋
[1]

性能参数反映着航空发动机性能状态 ，随着发
动机服役时间的累积，各部件受到自然磨损、腐蚀、积
垢等影响发生性能退化，导致整机性能参数实际值与

势，制定最佳维修策略，降低维修成本，提高设备运行
的可靠性[4]。
目前，针对航空发动机性能参数预测技术的研究

收稿日期：2020-06-0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91960110）、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7-I-0006-0007）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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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童志伟，鲁峰，黄金泉 . 基于 CRBMs-RVR 的涡轴发动机输出功率衰退预测[J]. 航空发动机，2022，48（3）：76-82.TONG Zhiwei，LU Feng，
HUANG Jinquan.Output power degradation prediction of turboshaft engine based on continuous re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s and relevance vector regres⁃
sion[J]. Aeroengine，2022，48（3）：7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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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基于模型和基于数据 2 种。Takahisa 等[5] 基于

于航空发动机而言，传统的特征提取法如主成分分析

气路部件性能状态的健康参数，并将其用于机载模型

法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数据的非线性结构，从而影响学

发动机机载模型设计了卡尔曼滤波器，实时估计表征
实现对发动机性能参数的预测，这种基于模型的方法

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等线性变换算
习算法的学习效果[11]。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机载模型的精度。基于数据的预

因此，本文针对航空涡轴发动机时间序列模型因

测方法以发动机传感器数据为基础，利用算法本身强

输入维度高而导致计算负荷大、因输入参数冗余而导

大的非线性映射能力，直接建立发动机传感器参数与
发动机性能参数之间的映射关系。谭巍等[6] 采用支
持向量回归算法建立了航空发动机性能衰退综合指
标的预测模型，对性能衰退趋势进行预测；在此基础
上，曹惠玲等[7] 基于滑动时窗策略实时更新训练样本
并自适应优化支持向量机建模参数，实现了对发动机
性能参数的在线预测；丁刚等[8] 基于过程神经网络算
法，对航空发动机性能衰退过程排气温度裕度进行预
测。然而，航空发动机是复杂的强非线性、非平稳系
统，且传感器测量结果通常含噪声，传统的基于模型
和基于数据的预测方法无法提供预测结果的概率分
布，忽略了由样本数据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预测结果
不确定的问题 。由 Tipping 提出的一种基于贝叶斯
[9]

框 架 的 稀 疏 概 率 模 型 —— 相 关 向 量 机（Relevance
Vector Machines ，RVM），模型结构相较于神经网络模

致模型学习效率低等问题，引入了 1 类非线性特征提

取 方 法 —— 连 续 限 制 玻 尔 兹 曼 机（Continuous Re⁃
stricted Boltzmann Machines，CRBM）[12-13]，通过堆叠多
个 CRBM 组建 CRBMs 深度网络，提高对高维数据深

层特征的提取能力。将 CRBMs 深度网络与相关向量
回 归（Relevance Vector Regression，RVR）算 法 相 结

合，构建基于 CRBMs-RVR 的涡轴发动机输出功率衰
退预测模型，并给出预测结果的概率分布。

1

CRBMs-RVR 预测算法
CRBMs-RVR 预 测 算 法 由 CRBMs 深 度 网 络 与

RVR 回归模型结合构成，其结构如图 1 所示。从图中

可见，网络由可视层单元 v={vi,i=1,2,…,n}、隐含层单元
h={hj,i=1,2,…,m}和层间权值向量 w={wij}连接而成。其

中 v、
h 和 w 的上标分别表示当前可视层和隐含层层号，

型、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模型

3 层隐含层单元数分别为 m1、
m2、
m3。首先利用 CRBMs

概率式输出的独特优势[10]，然而和诸多智能算法一

息并消除信息冗余；然后利用 RVR 回归算法进行建

结构简单且泛化能力强，具有很强的噪声处理能力和
样，在实际应用中容易受到数据特征选择的影响。对

图1

1.1

模，
获得新特征数据与期望输出之间的映射关系。

CRBMs-RVR 预测算法结构

连续受限玻尔兹曼机

受 限 玻 尔 兹 曼 机（Restricted Boltzmann Ma⁃

chines ，RBM）是一种随机递归的神经网络，由于其具
有表示力强、易于推理等优点，在分类、降维、特征学
习等任务执行中应用广泛 。然而，传统的 RBM 网
[14]

深度网络对高维数据进行特征提取，挖掘数据深层信

络由二值可见层和隐层单元组成，在处理连续数据时
表现不佳。针对表现为连续形式的航空发动机传感
器数据，引入 Hinton 等提出的 CRBM，通过在激活函

数 sigmoid 单元的输入端对样本增加零均值的高斯单
元噪声，用连续形式的随机单元替换传统 RBM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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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制随机单元。CRBM 网络结构如图 2 所示。从图

数 据 深 层 特 征 的 提 取 能 力 ，堆 叠 多 个 CRBM 构 建

个数与原始数据维度相同；隐含层是经 CRBM 网络提

（图 1）中，CRBMs 深度网络由 3 个 CRBM 堆叠而成。

中可见，可视层为网络的输入端，接收原始数据，单元
取的新特征，其单元个数即为新特征的维度。

CRBMs 深 度 网 络 。 在 CRBMs - RVR 预 测 算 法 结 构

在深度网络中，前一个 CRBM 的输出作为当前 CRBM
的输入，每个 CRBM 内部单独训练层间权值矩阵，并

将变换后的向量作为当前 CRBM 的输出，整个训练过
程以完全无监督方式进行[15]。对于包含 N 组 n 维原始
样本集 V ={v ij,i = 1,2,...,n,j = 1,2,...,N}，利用 CRBMs 深度

网络逐层提取特征，
最终获得包含 N 组、
维数为 m 的特
图2

征数据集，表示为 H ={h ij,i = 1,2,...,m,j = 1,2,...,N}。需要

CRBM 网络结构

说明的是，
提取的特征数据仅为原始样本的特征表达，

在训练过程中，采用最小化对比散度权重更新算
法（Minimizing Contrastive Divergence，MCD） 迭代更
[12]

无任何物理意义[15]。
对于深度网络而言，网络深度极大地决定了网络

新隐含层单元和可视层单元状态。在迭代计算的第

性能，如果过于简单，则对深层信息学习效果不佳；如

k 步，隐含层单元状态表示为

果太复杂，则容易出现计算负荷大、过拟合等问题。

hj ( k ) = φ

(∑
i

w ij ( k ) v i ( k ) + σ c N j ( 0,1 )

)

（1）

式中：N j ( 0,1 ) 为以 0 为均值、1 为标准差的标准正态分
布函数，系数 σ c 与函数 N j ( 0,1 ) 相乘则产生 1 个均值
为 0、方差为 σ c 2 的高斯噪声；φ 为 sigmoid 函数
1
φ ( x ) = θL + ( θH - θL )
1 + exp ( -a ⋅ x )

（2）

因此本文根据网络输入数据的重构误差来确定网络
深度。对于 CRBMs 深度网络输入端原始数据集 V，
定义重构值为 V̂ ，重构误差 E 为
E = V - V̂





（7）

首先初定 CRBMs 的隐含层层数 L，计算重构误

差，判断重构误差是否小于设定的阈值 e。如果重构

式中：θ L、θ H 分别为 sigmoid 函数的上、下渐近线，通常

误差小于阈值 e，则确定深度网络结构为 L；否则，向

然后利用隐含层状态 h j ( k ) 反向计算，重构可视

利用建立训练好的 CRBMs 深度网络对原始数据

取 θ L = 0、θ H = 1；a 为控制 sigmoid 函数斜率的参数。

深度网络末端堆叠 1 个 CRBM，增加网络深度。

层状态 v̂ i ( k )

集 V 进行特征提取，将输出的特征数据集合 H 作为

v̂ i ( k ) = φ

(∑
j

w ji ( k ) h j ( k ) + σ c N i ( 0,1 )

)

（3）

根据 MCD 算法，权值系数 w ij 以及参数 a 的更新

公式为

Δw ij ( k + 1 ) = η w v i ( k ) h j ( k ) - v̂ i ( k ) ĥ j ( k )

(

Δa i ( k + 1 ) =
Δa j ( k + 1 ) =

η av
( v i ( k )2 - v̂ i ( k )2 )
a i ( k )2

η
( h j ( k )2 - ĥ j ( k )2 )
a j ( k )2
a
h

)

i

tj=ψ(hj,w)+εj

（8）

ψ(hj,w)=∑w n K ( h j,h n ) + w 0

（9）

n=1

（5）

式 中 ：w=(w0,w1,… ,wN)T 为 权 值 向 量 ；K ( h j,h n ) 为 核 函

（6）

斯噪声，则有

a
h

j

函数中参数 a 的学习率、第 k 步的值。
CRBMs-RVR

性关系为

（4）

a h ( k ) 分别为计算隐含层、可视层单元状态时 sigmoid

1.2

出。假设训练样本{(hj,tj)}相互独立，二者之间的非线

N

式 中 ：η w 为 权 值 系 数 的 学 习 率 ；η 、a v ( k ) 以 及 η 、
a
v

RVR 模型的输入，t=(t1,t2,…,tN)T，为所对应的期望输

由于单个 CRBM 特征提取能力有限，为了提高对

数，j=1,2,…,N，n=1,2,…,N；εj 为零均值、方差为 σ2 的高
p(tj|hj)=N(tj|ψ(hj,w),σ2)

（10）

对于 N 组训练样本(H,t)={(hj,tj)}，似然函数为
-

N

{

p(t|H,w,σ2)=( 2πσ 2 ) 2 exp -

}

1
2
 t - Φw  （11）
2
2σ

式中：Φ 表示维度为 N×(N+1)的结构矩阵，Φ=[ϕ1,ϕ2,
…，ϕN]，ϕn=[1,K(hi,h1),…,K(hi,h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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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超参数向量 α=(α0,α1,…,αN)T，每个权值系数

wn 对应 1 个独立的超参数 αn，使其服从零均值的高斯
先验分布

p(w|α)=∏N ( w n|0,α -1
n )

2
2.1

i=1

当已知似然函数和先验分布后，依据贝叶斯公式
p( t|w,σ ) p( w|α )
p( t|α,σ 2 )
2

（13）

由于 p(t|w, σ )与 p( w|α ) 均满足高斯分布，则权值
2

向量 w 的后验概率仍然满足高斯分布
p(w|t,α,σ 2)=N(w|m,Σ)

（14）

式中：Σ=(σ Φ Φ+A) ，为后验协方差；m=σ ΣΦ t，为
-2

T

动机部件级模型，模拟发动机气路部件性能衰退，获
取传感器数据与输出功率数据集。根据工程实际情
况，涡轴发动机可用气路传感器测量参数选择包括：

可以得到权值向量的后验概率分布
p(w|t,α,σ 2)=

数据预处理
针对某型含气路部件健康因子的双转子涡轴发

N

（12）

涡轴发动机输出功率衰退预测模型

-1

-2

T

均值；矩阵 A=diag(α0,α1,…，αN)。

动力涡轮转速 ng、燃气涡轮转速 np、压气机出口压力
P3 和温度 T3、动力涡轮进口压力 P45 和温度 T45、燃油流

量 Wf 以及旋翼负载总距角 α。气路部件健康因子选

取压气机、燃气涡轮和动力涡轮流量变化系数 ΔS W1、
ΔS W2、ΔS W3，以及效率变化系数 ΔS E1、ΔS E2、ΔS E3，表示

[

]

为 ΔS = ΔS W1,ΔS W2,ΔS W3,ΔS E1,ΔS E2,ΔS E3 。

将发动机历史状态作为附加因素考虑到预测模

为求解权值向量 w 的最大后验分布，通过最大化

型中，以体现时间序列的状态演化关系。依据前 m 个

边缘似然函数 p( t|α,σ ) 计算超参数的估计值，并对其

步长的发动机气路部件传感器信息，完成对 n 个步长

2

进行优化。边缘似然函数的计算公式为

∫

p( t|α,σ 2 )= p( t|w,σ 2 ) p( w|α ) dw

（15）

对边缘似然函数的超参数 α 和 σ 2 求偏导，并令导
数式为 0，得到
new
n

α

(σ ) =
2 new

=

后输出功率 Ne 的预测，预测模型为

Ne(t+n)=f(x(t),x(t-1),…,x(t-m))

式中：x=[ng,np,T3,P3,T45,P45,Wf,α]；f 为非线性函数，表示
预测模型输入与输出之间的映射关系。

涡轴发动机各参数的数量级不同，因此对数据进

γn

（16）

m 2n

 t - Φm 

行归一化处理，防止在模型训练过程中出现梯度消失
问题，并使网络快速收敛。根据式（22），将样本数据

2

（17）

N - ∑γ n
N

归一化至[0,1]。
x* =

n=1

式中：γ n = 1 -α nΣ nn，Σ nn 表示后验协方差矩阵的第 n 个
对角元素；N 为样本总数。

通 过 迭 代 式（16）、
（17），得 到 更 新 后 的 超 参 数
α new
(σ 2)new。最终找到最大化边缘似然函数的超参数
n 、

向量 α* 以及参数(σ 2)*。此时，α* 中大部分元素接近无

穷大，由式（12）可知其对应的 wn=0，剔除结构矩阵 Φ
中对应的基函数，生成 1 个稀疏模型。其余趋于有限
值的 wn 所对应的 hn 则称为相关向量，其对应的基函
数组成新的结构矩阵 Φ *。
在预测过程中，对于新的输入向量 xtest，相应预测
分布为
p(ttest|t,α*,(σ2)*)=N(ttest|ytest,σ test)

（18）

ytest=mTΦ *(xtest)

（19）

2

2
test

其中，预测结果的均值 ytest 和方差 σ 分别为
σ =(σ ) +ϕ(xtest) Σϕ(xtest)
2
test

2 *

（21）

T

（20）

x - x min
x max - x min

（22）

式中：x、x* 分别为原始数据和归一化后的标准数据；
xman、xmin 分别为原始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2

涡轴发动机输出功率衰退预测模型
基于 CRBMs-RVR 算法建立涡轴发动机输出功

率预测模型。利用 CRBMs 深度网络对 n 维的原始数

据 提 取 m 维 非 线 性 深 层 特 征 ，并 将 特 征 信 息 作 为
RVR 回归模型的输入，建立与期望输出功率之间的

映射关系。引入均方根误差 RMSE、平均绝对误差 MAE
来评价预测模型的性能
R MSE =
M AE =

1 N
( ŷ i - y i )2
N∑
i=1

1 N
| ŷ i - y i |
N∑
i=1

（23）
（24）

式中：y i、ŷ i 分别为第 i 个样本的期望输出的真实值和
模型的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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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函数的选取以及核参数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 RVR 模型的学习效果。选择应用最为广泛的高

斯核函数，并利用粒子群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
zation，PSO）[16]对高斯核函数参数进行自动寻优，目标

函数为 RVR 模型训练过程预测结果的平均绝对误差
MAE。高斯核函数计算公式为

(

x
K(x ,x )=exp i

j

i

- xj

2μ 2



2

)

（25）
图3

式中：x i、x j 分别为数据空间内的样本点，μ 为高斯核

为压缩数据集，按每 10 个飞行循环为 1 个循环周

函数的核参数。
基于 CRBMs-RVR 的涡轴发动机输出功率预测

模型的构建主要步骤如下：

（1）获取涡轴发动机运行数据。
（2）构建训练样本矩阵和预测样本矩阵。确定预
测模型的嵌入步长 m 与预测步长 n，
将预处理后的重构
矩阵作为预测模型的训练样本矩阵和预测样本矩阵。
（3）构建 CRBMs 深度网络结构。确定 CRBMs 深

度网络层数和层间节点数，并自下而上逐层训练。

（4）利用 CRBMs 深度网络对原始样本矩阵进行

逐层特征提取并降维，将新特征数据输入 RVR 预测
模型。

（5）构建 RVR 预测模型。以训练样本预测结果

的平均误差为目标函数，利用 PSO 算法对核函数参数
进行寻优。

（6）输入预测样本矩阵，检测模型精度，若未满足
误差要求，则返回第（3）步。
（7）得到基于 CRBMs-RVR 的涡轴发动机输出功

率预测模型。

3

期取 1 组数据，最终获得长度为 500 的数据集。重构

样本数据，选择嵌入步长 m=2，预测步长 n=1。将 500
组数据中前 400 组数据作为训练样本、后 100 组数据

作为测试样本对预测模型进行训练与测试。预测模
型的参数设置为：CRBMs 深度网络学习率设为 ηw=
0.2、η av = η ah = 0.1，附 加 噪 声 方 差 σ 2c = 0.052，单 个
CRBM 无监督学习最大迭代次数为 100；PSO 算法中
粒子群规模设为 30，最大迭代次数为 500；RVR 模型

迭代次数设为 500。CRBMs 深度网络对原始样本数
据特征学习的效果决定了整个预测模型的性能。本

文希望原始高维数据经 CRBMs 深度网络特征提取
后，新特征数据保持较低的维度，以达到简化模型结

构、提高预测精度的目的。目前尚未有文献对如何确
定深度网络结构提供理论指导，本文以输入数据的重
构误差为指标，通过试错法来确定深度网络结构。最
终确定 CRBMs 深度网络隐含层层数为 L=3，各层单元

数 为 24 - 55 - 45 - 5，高 斯 核 参 数 的 优 化 结 果 为 μ =
3.643。
3.2

仿真结果与分析

气路部件健康因子退化曲线

涡轴发动机输出功率衰退预测结果

为了说明 CRBMs 深度网络在特征提取方面的优

验证基于 CRBMs-RVR 的涡轴发动机输出功率

越 性 ，分 别 建 立 传 统 的 RVR 预 测 模 型 、基 于 PCA -

3500U，内 存 为 8G。 算 法 验 证 仿 真 平 台 为 Matlab

模型进行对比，预测结果对比如图 4 所示。每个模型

预 测 模 型 的 性 能 。 计 算 机 的 配 置 为 AMD Ryzen 5
2016b。
3.1

RVR 算法的预测模型与本文提出的 CRBMs-RVR 预测
在 10 倍交叉验证的基础上进行完善，
以保证可靠性。

从图中可见，
随着涡轴发动机部件性能的衰退，
输

试验说明

参照 NASA 基于 MAPSS 仿真平台对涡扇发动机发
[17]

生气路部件性能退化的统计结果 ，
在地面设计点处模

拟涡轴发动机 5000 个飞行循环内气路部件性能衰退，
获得传感器参数与输出功率的时间序列数据。5000 个
飞行循环内气路部件健康因子退化曲线如图 3 所示。

出功率呈衰退趋势。在 3 种模型预测结果中，基于

CRBMs-RVR 的预测模型预测值与实际值的贴合度最
高；基于 PCA-RVR 的预测模型预测值在实际值曲线

附近上下波动，表现出较差的稳定性；基于传统 RVR
的预测模型预测精度最低，
预测值逐渐偏离实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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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进 行 特 征 提 取 的 2 种 预 测 模 型 ，可 以 看 出 基 于

CRBMs-RVR 算法模型的预测结果比基于 PCA-RVR
算法模型的更优。这主要是因为 PCA 是一类线性变

换法，在面对表现为强非线性关系的涡轴发动机数据
时，信息特征提取能力受限，从而影响了学习机的学
习效果。而 CRBMs 深度网络对发动机传感器数据进
行逐层特征提取，能够对原始样本数据深层的非线性
关系做出更加本质的刻画，因此基于 CRBMs-RVR 算
法的预测模型预测效果最佳。
3.3

（a）全过程输出功率变化趋势

预测结果概率式输出

基于 CRBMs-RVR 算法的预测模型可以量化样

本数据本身的不确定性以及建模的不确定性，获得预

测结果的概率式输出。在 95% 的置信区间内，涡轴
发动机预测结果概率式输出如图 5 所示。

（b）输出功率预测结果放大
图4

3 种模型预测结果对比

3 种模型的预测结果分析见表 1。从表中可见，

基于 PCA-RVR 算法的模型预测结果的均方根误差
为 0.0264、绝对误差为 0.0235，与基于传统 RVR 的预

图5

测模型相比分别减小 38.4% 和 40.8%；基于 CRBMs-

RVR 算法的模型预测结果的均方根误差仅为 0.0152、

预测结果概率式输出

从图中可见，预测结果 95% 的置信区间覆盖了

绝对误差仅为 0.0148，与基于传统 RVR 的预测模型

所有时间序列点处的涡轴发动机输出功率的实际值，

模型对输入数据结构敏感，采用特征提取算法对高维

提供概率式输出，避免了因不确定性导致的预测风

相比分别减小 64.6% 和 62.7%。这主要是因为 RVR

预测精度非常高。为涡轴发动机输出功率衰退预测

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并降维，有效地消除了数据的冗余

险，这也是基于 RVR 算法建立预测模型的独特优势。

信息，有利于 RVR 模型的学习；简化模型结构，降低

了模型训练时间。在测试过程中，RVR 模型结构稀

疏且仅为简单矩阵运算，因此包含 PCA 以及 CRBMs

4

结论
（1）RVR 模型对输入数据结构敏感，对高维冗余

特征提取算法的预测模型计算负荷小幅增加，但计算

的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并降维，可有效简化模型结构、

耗时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提高模型预测精度。

表1
RVR

性能

3 种模型预测结果分析
PCA-RVR

CRBMs-RVR

指标

训练

测试

训练

测试

训练

测试

RMSE

0.0254

0.0429

0.0145

0.0264

0.0047

0.0152

Time/s

4.74

0.0018

3.16

0.0024

3.31

0.0027

MAE

0.0248

0.0397

0.0128

0.0235

0.0042

0.0148

对比基于 CRBMs 深度网络以及 PCA 对原始数据

（2）与未进行特征提取的传统 RVR 预测模型和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 PCA-RVR 模型相比，本文提出

的基于 CRBMs-RVR 的预测模型预测结果的均方根
误差分别减小 64.6% 和 42.4%，验证了 CRBMs 深度网

络对于呈强非线性特征的航空发动机数据具有较高
的特征提取能力。
（3）本文提出的基于 CRBMs-RVR 的预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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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对涡轴发动机输出功率衰退的预测，模型结构
简单且预测精度高，并提供预测结果的概率分布，避
免了因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预测风险。同时本方法可
以应用到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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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闭环起动系统设计及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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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某型航空发动机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地面起动性能不佳、需要频繁调整和空中起动边界较小的问题，提出一种在
开环起动系统的基础上叠加供油修正系统后形成闭环起动系统的方法。在保证燃油接口不变的约束下，通过借用原有油源及增
加电液转换指令相结合的方式改进设计了一种带燃油流量修正功能的起动装置，利用数字电子控制器的计算能力，采用基于转速
升高率的 PID 控制算法实现了发动机的闭环起动。结果表明：在平原机场地面起动成功率达到 99.8%，在高原机场地面起动不经
调整或经过 1 次适应性调整就能保证发动机可靠起动，空中惯性起动包线左扩 100 km/h，空中风车起动包线左扩 50 km/h，大幅度
提高了发动机的起动成功率，有效减少了因大气温度或海拔高度变化进行调整的工作。
关键词：闭环起动；燃油修正；PID 控制；数字电子控制器；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3.013

Design and Test Verification of Aeroengine Closed-loop Starting System
WANG Ri-ping1，CUI Li-feng1，FENG Li1，XU Xin2，WANG Xiao-peng3，YANG Ben1
（1.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2. AECC Aero-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Wuxi Jiangsu
214063，China；3. AECC Xi’an Engine Contro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Xi’an 710077，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poor ground starting performance，frequent adjustment and small air-start boundary in the

use of an aeroengine，a closed-loop starting system method was proposed after superimposing the oil supply correction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open-loop starting system. Under the constraint of keeping the fuel interface unchanged，a starting device with fuel flow correction

function was designed through a combination method of the original oil source and the addition of electro-hydraulic conversion commands.

Using the computing capability of the digital electronic regulator，the closed-loop starting of the engine was realized by using the PID con⁃
trol algorithm based on the speed rise rat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ccess rate of the ground starting of an engine at a plain airport is

99.8%，and the engine reliable starting can be ensured without adjustment or one adaptive adjustment of the ground starting of a plateau air⁃
port. The air inertial starting envelope is expanded to the left by 100 km/h，and the air windmill starting envelope is expanded to the left by

50 km/h，which greatly improves the success rate of the engine starting and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adjustment work due to the change of at⁃
mospheric temperature or altitude.

Key words：closed-loop starting system；fuel correction；PID control；digital electronic regulator；aeroengine

0

开环起动系统和闭环起动系统[5]，近年来，随着高性

引言

能数字电子控制器的应用和发展[6-7]，中国在多型号

起动是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关键技术之一，包
括地面起动和空中起动

[1-2]

。发动机用户和通用规范

对起动过程基本要求是起动时间短、不超温、不喘振、
不悬挂

[3-4]

，因此提高航空发动机起动成功率对飞机

正常执行任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起动系统分为

发动机上实现了闭环起动，提高了起动成功率。但
是，目前部队配装的发动机占主导地位的起动系统仍
为液压机械式开环起动系统，起动性能欠佳，尤其在
高原起动困难，需要根据大气温度或海拔高度变化频
繁调整，增加机务工作量，影响飞行任务的执行[8-9]。

收稿日期：2019-11-14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王日平（1988），男，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设计工作；E-mail：674878552@qq.com。
引用格式：王日平，崔利丰，冯力，等 . 航空发动机闭环起动系统设计及试验验证[J]. 航空发动机，2022，48（3）：83-88. WANG Riping，CUI Lifeng，
FENG Li，et al. Design and test verification of aeroengine closed-loop starting system[J]. Aeroengine，2022，48（3）：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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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用户需求，解决发动机起动困难和频繁调整

油油嘴流量相当，对计量后燃油流量不产生影响。n2

问题，要保证飞机和发动机接口不变，因此在原有液

达到设定转速后，起动闭环功能开始发挥作用，通过

压机械式开环起动系统的基础上实现闭环起动的需

断电放油阀关闭放油油嘴的回油，此时回油通过补油

求尤为迫切。

电磁阀以及层板实现。数字电子控制器对比实际 n2

航空发动机液压机械式开环起动系统逐渐被闭
[10]

升高率与起动闭环控制规律的差异，计算出占空比驱

环起动系统取代。杨懿松等 在航空涡轴发动机上

动补油电磁阀放油。当 n2 升高率与数字电子控制器

采用了闭环起动系统，通过数字电子控制器计算给定

设计的控制规律一致时，补油电磁阀接收到调节器输

转速速率和反馈转速速率偏差实现了供油的精确调

入的 50% 占空比信号，补油电磁阀及层板回油流量

[11]

节；李胜泉等 针对航空发动机起动问题提出了一种

之和与补油油嘴流量相等，对计量后燃油流量不产生

基于转速速率闭环的燃油流量调节方法；Richter[12]同

影响；当 n2 转速升高率低于（或高于）设计的控制规律

率上的优势；Sukhovii 等 对基于转速速率闭环起动

动补油电磁阀使回油流量减小（或增大），实现在起动

样提到了基于转速速率的闭环起动控制在起动成功
[13]

的控制算法进行了研究。上述对闭环起动供油调节
方式的研究均为直接控制燃油计量活门开度，而对于
在液压机械式开环供油的基础上进行燃油流量修正

时，调节器给出低于（或高于）50% 的占空比信号，驱
过程中按 n2 升高率闭环对供油量的修正。闭环起动

系统原理如图 2 所示。图中，N2dots 为 n2 转速升高率设

计值；N2dotx 为按 T1 和 PH 修正的 n2 转速升高率计划值
N2dot 为 n2 转速升高率实际值，可查表得到（表格内容

的研究仍属空白。
本文针对某型航空发动机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平

不再赘述）。

原起动性能不佳、高原起动困难、需要频繁调整和空
中起动边界较小的问题，首次提出了一种在开环起动
系统的基础上叠加供油修正系统后形成闭环起动系
统的方法，并进行了试验验证。

1

图2

基本原理
在原有起动装置上，通过在主燃油泵调节器齿轮

泵后燃油与计量活门后燃油之间增加带补油油嘴的
油路，并增加定压活门[14]、断电放油阀、放油油嘴、层

2
2.1

闭环起动系统原理

改进基础
油源
某型航空发动机的起动燃油控制由主燃油泵调

板以及由数字电子控制器控制占空比的补油电磁阀

节器和起动装置实现。其中主燃油泵调节器负责主

来实现闭环起动功能。闭环起动燃油修正原理如图

燃油流量的计量工作；起动装置的功能为接受到自动

1 所示。
断电
放油
阀

起动箱发出的指令，利用齿轮泵后燃油打开计量活门
补油
电磁
阀

放油油嘴

后燃油通往主燃烧室的供油油路。换句话说，该型发
齿轮泵后燃油

动机来自主燃油泵调节器的齿轮泵后燃油和计量活
计量活门后燃油

补油油嘴
层板

定压活门

门后燃油均与起动装置相连，改进后起动装置正是利
用这 2 路油源并增加补油油嘴实现补油功能，再通过

增加 1 个数字电子控制器控制占空比的补油电磁阀
进行放油控制，从而实现对主燃油泵调节器供出的燃
油进行修正的功能。

回油

图1

2.2
闭环起动燃油修正原理

在起动供油阶段，在高压压气机转子物理转速 n2

数字电子控制器
为实现起动过程供油量基于 n2 升高率的闭环控

制，控制系统需要采集实际 n2 升高率，并设计与大气

低于设定转速时，起动闭环功能不工作，流过补油油

温度、海拔高度等因素相关的控制规律，通过判断实

嘴的燃油通过断电放油阀及层板回油，回油流量与补

际 n2 升高率与控制规律的差异情况调整供油，以改善

第3期

起动控制效果。为此研制了数字电子控制器，在原有
接口中采集了 n2 和发动机进口总温 t1，另外其中内置
了舱压传感器，因此在硬件输入环节具备了实现闭环
起动的能力。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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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嘴增加的流量通过补油电磁阀和层板回油，
此时有
Q bz - Q cb - Q z ( q ) = Q xz

（2）

式中：Q（q）
为占空比为 q 时补油电磁阀流量；Qxz 为燃
z
油修正流量。
当 q=50% 时，通过补油油嘴增加的流量全部通

电气线路
某型航空发动机原有模拟式综合电子调节器保

留了涡轮冷却功能的 2 根线路，通过飞机电缆连接至

发动机主接线盒上，将模拟式电子调节器改为数字式
电子控制器后，风扇导叶角度 α1 和高压压气机可调静

子叶片角度 α2 角位移测试通道不再需要硬线进行温

过补油电磁阀和层板回油，此时有
Q bz = Q cb + Q z, 0.5

（3）

式中：Qz，0.5 为 q=50% 时补油电磁阀流量。
3.2

软件设计

在软件设计上新增了闭环起动控制率模块，采用

度补偿，剩余 2 根线路，因此控制系统在硬件输出环

基于 n2 升高率的 PID 控制方法[15-17]。在控制算法中设

3

通过辨识发动机在起动过程中不同转速段的转速升

节也具备了实现闭环起动的能力。

高率特性，设计了转速变比例参数，使发动机在起动

起动装置改进设计

由于某型发动机不需要燃油激增功能，改进后 J/

RT-144 起动装置取消了实现燃油激增功能所用的切

断活门及燃油激增调整螺钉等相关零组件，用堵头、

过程中不同转速段下都能获得良好的控制效果，同时
设计了基于转速升高率的误差修正系数，加快较大误
差下的转速升高率响应速度，同时增强小误差下的稳
态性能，从而提升转速升高率闭环控制效果。

堵塞等零件封堵了相关油路，为增加实现闭环起动功

地面起动控制规律计划值为

能所用的断电放油阀、补油电磁阀、定压活门、放油油

N 2dotx = N 2dots

嘴及带补油油嘴的油路等相关零组件提供了空间，保
证了燃油接口与安装孔相对位置与原起动装置一致，

(

改进后 J/RT-144 起动装置原理如图 3 所示。在

N 2dotx = N 2dots ×

电磁阀保持关断，使通过补油油嘴增加的流量全部通

式中：PH 为大气压。

过放油油嘴和层板回油，此时有

4

Q cb + Q fz = Q bz

（1）

式中：Qcb 为层板流量；Qfz 为放油油嘴流量；Qbz 为补油
油嘴流量。
齿轮泵后燃
主燃油进油管接头 D1 油管接头 D6 D8

回油管接头 D7

补油
电磁阀

D5

图3

4.1

PH
101.325

) (
0.3

×

288.15
T1

)

0.5

（5）

试验验证

4.1.1

地面台架开环试验
试验结果
开环起动供油曲线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P38

油曲线，每种状态供油曲线均为断电放油阀通电，补

油电磁阀占空比分别为 20%、50%、80%，分别对应闭
环起动系统最大减油能力、平衡位置（不加油不减

断电
放油阀

漏洞管接头 D4

（4）

调整钉初始位置和 P38 调整钉里拧 36 响共 2 个状态供

起动
电磁阀

主燃油出口 D3

)

0.5

风车起动、惯性自动起动控制规律计划值为

实现原位换装。
燃油修正功能不工作时，断电放油阀保持接通，补油

(

PH
288.15
×
×
T1
101.325

放油油嘴 D13

层板 D11
D14

补油油嘴 D12 原定压 新增燃油修正用
活门 定压活门

改进后 J/RT-144 起动装置原理

燃油修正功能工作时，
断电放油阀保持断开，
补油

油）、最大加油能力的起动供油曲线，P38 调整钉初始
位置状态 n2r 在 40% 以前，
供油修正能力较弱 ；n2r 在

40% 以 后 ，供 油 修 正 能 力

明显增强。P38 调整钉里拧

36 响状态 n2r 在 34% 以前，
供油修正能力较弱 ；n2r 在

1.2
1.0
0.8

ΔPf /MPa

3.1

详细设计

计了转速变比例系数和转速升高率误差修正系数。

0.6

开环 50%
开环 80%
开环 20%
开环，50%，P38 里 36 响

0.4
0.2
0

图4

开环，80%，P38 里 36 响
开环，20%，P38 里 36 响
10 20 30 40 50 60 70
n2r/%

开环起动供油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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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以后，供油修正能力明显增强。试验结果表明闭

失败。在闭环起动后供油修正系统投入工作，减少供

环起动系统具备燃油修正能力。

油量则发动机起动成功，可以认为闭环起动系统可以

4.1.2

解决发动机起动失速的问题。

原因分析
起动控制器原理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见，P38 调

整钉、高压压气机后压力 P31 以及主燃油泵调节器计
量活门后油压共同影响起动回油活门的开度。
调准
摇臂 拉簧 弹簧 薄膜 起动回
油活门

进行开环起动和闭环起动，悬挂对比试验供油曲线如
回油

起动
控制器

图 7 所示。在开环状态下，发动机起动悬挂，起动失

败；闭环起动后供油修正系统工作，增加供油量发动

进气嘴

起动供油量调
整螺钉 P38
高空校正器
扇形件 P39

通过 P36 调整钉里拧 0.25 圈、P44 调整钉外拧 14 响

漏油

机起动成功，可以认为闭环起动系统可以解决发动机
计量活门后燃油

顶杆
P1

图5

真空膜盒

起动控制器原理

一方面，在起动前段，起动回油活门具有一定的
开度，起动装置对供油量的修正会影响主燃油泵调节
器计量活门后燃油压力，若起动装置做出增加供油量
的修正，则计量活门后油压升高，造成起动回油增加，
一定程度减少了计量活门后油量，表现为起动装置对
增加供油的修正能力降低；若起动装置做出减少供油
量的修正，则计量活门后油压会降低，造成起动回油
减少，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计量活门后油量，表现为起
动装置对减少供油的修正能力降低。随着起动转速
的升高，起动回油活门关断，不再对起动装置的供油
修正能力产生影响，此时起动装置的供油修正能力明
显提高。
另一方面，P38 调整钉控制起动回油活门关断的

时机，P38 调整钉顺时针方向拧入（里拧），调准弹簧预

紧力增大，则起动回油活门关断的时机会出现在 n2r

较低的位置；相反 P38 调整钉逆时针方向拧出（外拧），
调准弹簧预紧力减小，则起动回油活门关断的时机出
现在 n2r 较高的位置。从图 4 中可见，P38 调整钉里拧

起动悬挂的问题。
开环，50%，P38 里 6 响，
P44 里 15 响
闭环，P38 里 6 响，
P44 里 15 响

1.0
0.8
0.6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ΔPf /MPa

P12
来自高压压气
机后压力 P31

悬挂对比试验结果

对起动过程进行大幅度减油，发动机在此状态下分别

ΔPf /MPa

放气嘴 P40

4.2.2

0.4

0.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n2r/%

0

图 6 失速对比试验供油曲线

4.3

4.3.1

开环，50%，P36 里 0.25 圈，
P44 里 14 响
闭环，P38 里 0.25 圈，
P44 里 14 响

10 20 30 40 50 60 70
n2r/%

图 7 悬挂对比试验供油曲线

高空台试验
风车起动试验结果
高空台风车起动试验结果见表 1。从表中可见，

在风车起动过程中，发动机点火成功进入转速升高率

闭环控制后，
风车起动能力有所提高。其中在高度 H=
5 km 时，表速 Vb 左移 50 km/h（要求 600 km/h）；在 H=8
km 时，Vb 左移 100 km/h（要求 650 km/h）；在 H=10 km
时，Vb 左移 100 km/h（要求 700 km/h）。
表1

H/km
5.07
5.08
8.08

8.09

10.06

高空台风车起动试验结果

Vb（
/ km/h）

t1 /℃

555

-5.7

551

n2 /%

结果

18.08

成功

18.34

成功

-4.9

18.40

成功

546

-12.2

18.32

成功

594

-5.1

19.59

成功

548

-12.2

36 响后，燃油修正能力明显提高的 n2r 拐点从 40% 提

4.3.2

4.2

在惯性起动过程中，发动机点火成功进入转速升高率

前到 34%。
4.2.1

地面台架闭环试验

惯性起动试验结果
高空台惯性起动试验结果见表 2。从表中可见，

失速对比试验结果
通过 P38 调整钉里拧 6 响、P44 调整钉里拧 15 响对

起动过程进行大幅度加油，发动机在此状态下分别进
行开环起动和闭环起动，失速对比试验供油曲线如图
6 所示。在开环状态下，发动机失速转速下掉，起动

表2
H/km
8.14
8.25
8.22

高空台惯性起动试验结果

Vb（
/ km/h）

t1 /℃

538

-17.6

568
525

n2 /%

结果

63.33

成功

-9.0

63.30

成功

-17.7

63.38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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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环控制后，惯性起动能力有所提高。在 H≥8 km 时，
Vb 左移 100 km/h（要求 650 km/h）。
4.4

首翻期寿命试验

闭环起动系统随发动机完成了 600 h 首翻期寿命

试验，共进行 795 次起动，仅 1 次失败，原因为更换主

87

叠加供油修正系统后形成闭环起动系统，实现了发动
机的闭环起动，大幅提高了发动机的起动成功率；
（2）在保证燃油接口不变的约束下，通过借用原
有油源及增加电液转换指令相结合的方式改进设计
了一种带燃油流量修正功能的起动装置，实现了在原

泵后点火油压偏高，此时闭环系统还没有投入工作，

液压机械供油规律基础上进行燃油流量修正的功能，

起动失败次与闭环系统无关。

提高了发动机起动裕度。在最少增加零组件的前提

4.5

下实现燃油调节，结构简单，可靠性高；

试飞考核试验
闭环起动系统随发动机完成了试飞考核试验，空

（3）地面台架闭环试验表明，在开环起动时失速

中风车起动试验结果见表 3。从表中可见，
在风车起动

及悬挂的发动机，在闭环起动时起动成功；

风车起动能力有所提高。其中在 H=5 km 时，
Vb 左移 50

以使空中风车起动和惯性起动包线一定程度地左移；

过程中，
发动机点火成功进入转速升高率闭环控制后，
km/h（要求 600 km/h）；在 H=8 km 时，Vb 左移 50 km/h

（要求 650 km/h），在 H=10 km 时，Vb 左移 50 km/h（要
求 700 km/h）。

表3
4.9

空中风车起动试验结果

7.9

结果

550

连续起动 3 次均成功

650

连续起动 3 次均成功

600

10

连续起动 3 次均成功

空中惯性起动试验结果见表 4。从表中可见，在

惯性起动过程中，发动机点火成功进入转速升高率闭
环控制后，惯性起动能力满足要求。其中在 H≤8 km
时，Vb 要求 500 km/h；在 H>8 km 时，Vb 要求 650 km/h。
表4
H/km
4.9

机在高原可靠起动。

Vb（
/ km/h）
495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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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BC-RBF 神经网络的飞机燃油流量监测
与故障诊断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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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3，高

洁 2，陈

灏

1

（中国民航大学 航空工程学院 1，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 2：天津 300300；3. 深圳航空有限公司，深圳 518102）
摘要：为了检测飞机发动机的性能及故障，利用神经网络建立了燃油流量的预测模型，将人工蜂群（ABC）算法结合预测需求
在 3 维进行拓展，分别优化基于径向基函数（RBF）的神经网络泛化值和中心值，与经典 RBF 神经网络、K 均值聚类算法等相比，3 维

拓展后的 ABC 算法对 RBF 神经网络进行的“反馈式更新”拥有更好的预测效果，其计算平均差值及预测误差更小，所需时间更短。
随机选取短航程、中航程、长航程航班数据分别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选择油门杆角度、飞行高度、马赫数、大气总温、发动机转速等
参数能够反映发动机运行工况，预测效果理想；采用 ABC 算法对 RBF 神经网络进行优化后模型的更新能力较强，能够获得更高的
预测精度，降低计算平均差值；通过航班故障数据验证了利用神经网络进行故障诊断的方法具有较大的实际应用价值。
关键词：燃油流量预测；人工蜂群算法；径向基神经网络；快速存取记录器数据；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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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craft Fuel Flow Prediction and Fault Diagnosis Based on ABC-RBF Neural Network
CHEN Cong1，LOU Gao3，GAO Jie2，CHEN Ha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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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utomation，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Tianjin 300300，China；3.Shenzhen Airlines Co.，Ltd.，Shenzhen 518102，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detect the performance and fault of the engine，the fuel flow predic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neural

network. The Artificial Bee Colony (ABC) algorithm was expanded in three dimensions combined with the prediction demand，and the generalization value and the center value of neural network based on Radial Basis Function (RBF) were optimized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classical RBF neural network and K-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the after ABC algorithm three dimensional estension had better predic⁃
tion effect on the "feedback update" of RBF neural network，its calculation average difference and prediction error were smaller，and the

time required was shorter. The data of short voyage，medium voyage and long voyage fligh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r verification. The re⁃
sults show that the selection of TRA、H、Ma、TAT、N1、N2 and other parameters can reflect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the engine，and the pre⁃
diction effect is ideal. ABC algorithm has strong ability to update the optimized RBF neural network，which can obtain higher prediction ac⁃
curacy and reduce mae value. Through the flight fault data，it is verified that the method of fault diagnosis using neural network has great
practical value.

Key words：fuel flow prediction；ABC algorithm；RBF neural network；quick access recorder data；aeroengine

0

先进机型皆采用该系统，依靠大量的机载传感器组成

引言

的网络完成数据收集，如光纤传感器、虚拟传感器、智

为了在执行飞行任务时保证飞机的结构完整性
和人员安全，20 世纪 90 年代美、英等国开展了复杂装

备 预 测 与 健 康 管 理（Prognostics and Health Manage⁃
ment，PHM）系统研究 ，目前波音 787、A380、A350 等
[1]

能传感器、无线传感器、压电传感器等，通过这些传感
器 采 集 系 统 的 数 据 及 信 息 并 提 取 故 障 特 征 ，以 供
PHM 分层智能故障诊断及故障预测使用。但在中国

民航占主力地位的 B737-800 飞机上加装上述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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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工信部民机专项（MJZ-2017-Y-82）、航空科学基金（20151067003）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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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陈聪，娄高，高洁，等 . 基于 ABC-RBF 神经网络的飞机燃油流量监测与故障诊断[J]. 航空发动机，2022，48（3）：89-93.CHEN Cong，LOU
Gao，GAO Jie，et al.Aircraft fuel flow prediction and fault diagnosis based on ABC-RBF neural network[J]. Aeroengine，2022，48（3）：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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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现实，也不符合航空公司的经济性需求，需要采

够自更新的全局优化算法，
属于群智能算法的一种[11]。

用合理准确的预测方法，通过分析快速存取记录器

人工蜂群算法的优势在于判定结果优劣的条件

（Quick Access Recorder，QAR）数据对飞机性能及其
健康状况进行预测。

燃油流量（Fuel Flow，FF）为发动机的主要状态参

数，可作为判断发动机性能是否恶化的主要特征指
[2]

标 。因此，获得准确且具有良好普适性的燃油流量

能够自由选择，同时能够快速收敛找到合适的结果。
正是利用了这种优势，人工蜂群算法能够较好地优化
RBF 神经网络的中心值。使用人工蜂群算法来选取
中心值，能够给 RBF 网络优化提供新的思路。

人工蜂群算法分为引领蜂、跟随蜂和侦察蜂 3 个

预测模型可以方便地面维修、飞机性能状态监控，同

阶段，每个阶段都相互联系并具有独特的功能。该算

时为航空公司提供数据参考，节省开支。

法大部分的运算量集中在跟随蜂阶段，该阶段要对蜜

目前有许多利用 QAR 数据对燃油流量所做的研
[3]

究。张金柱等 通过对大量的实际数据进行回归分

源进行持续更新。更新方法与 fitness 值的计算方法
j

和跟随蜂跟随概率 x i 的计算方法有关。

析认为燃油流量受多种参数影响，并采用最佳子集回

j

归的方法获得了燃油流量的回归方程；Qu 等[4]通过监

式中：x

order，FDR）为参数输入估算了燃油流量，并与实际燃

的随机数。

控航空发动机，以飞行数据记录器（Flight Data Reco⁃
油流量做了比较；耿宏等[5] 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

神经网络具有良好的学习性，适合解决多个参数

j
min

和x

j
max

j

j

j

（1）

为规定的搜索区域的下界和上界变

量；j∈{1,2,…,D}为 D 维向量中的某个分量；s 为[0,1]中
本文将式（1）进行了 3 维拓展

行了燃油流量模拟；高扬等[6]、麻嘉琦等[7]利用神经网
络与深度学习算法对燃油流量进行了预测。

x i=x min+s（x max-x min）

X i=X min+s（X max-X min）
j

式中：X

j
min

和X

j
max

j

j

j

（2）

为规定的搜索下界向量和上界向量，

的相关性问题，在多个领域都有应用。蒲斌等[8] 利用

从实际角度出发，这些向量为 6 维向量，代表本研究

神经网络预测了非 ETC 路段的交通流量问题；黄魁

值的上界和下界。

等[9] 利用灰色神经网络对装备的故障预测和预测性
维修进行了研究；刘思敏等[10] 利用基于径向基函数
（Radial Basis Function，RBF）的神经网络对大坝形变

进行了预测；Dawei[11] 基于人工蜂群（Artificial Bee Colo⁃

ny ，
ABC）算法优化小波神经网络对短时交通流达到了

良 好 的 预 测 效 果 ；谷 润 平 等[12]、刘 永 建 [13] 分 别 针 对
QAR 数据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本文以 RBF 神经网络作为核心，将 QAR 数据中

的油门杆角度 TRA、飞行高度 H、马赫数 Ma、大气总温

TAT、发动机转速 N1、N2 作为学习参数[14-15]，利用人工蜂

群算法来优化 RBF 神经网络，使用学习完毕的 RBF
神经网络对短、中、长航程多个航班进行预测，并将预

测值与实际值进行对比，计算平均差值 mae 并观察符
合程度以验证模型的普适性。

1
1.1

相关理论和技术
人工蜂群算法
人工蜂群算法是近年来提出的由蜂群行为启发

的算法，在局部寻优、全局最优值、收敛速度等方面有
较好的性能，
可应用于多变量函数优化问题，
是一种能

所选取的 6 个参数 TRA、H、Ma、TAT、N1、N2 的相应中心
1.2

采用 ABC 算法优化 RBF 神经网络的中心值
针对蜜源结果的反馈方式，在 ABC 算法的 2 维运

算上对其进行了 3 维运算上的创新。以中心值矩阵

作为蜜源，利用单次更新后的神经网络模拟结果反馈
式地更新网络的中心值。
定义 ABC 程序随机生成 10 个蜜源，每个蜜源内

含有 30 个随机产生的中心值，每个中心值包含 6 个参
数 TRA、H、Ma、TAT、N1、N2，将在迭代过程中更新。

ABC 算法所产生的蜜源矩阵是 10×30×6 的 3 维

矩阵。侦察蜂寻找蜜源需要在 3 维运算中进行，引领

蜂对蜜源进行更新则需要找到蜜源中随机的 1 个中

心值中 6 个参数中的某 1 个值进行改动，该部分需要

系统产生 2 个可用随机数 i 和 q 来帮助跟随蜂进行参
数定位

vijq=xijq+φijq（xijq-xkjq）

（3）

式中：i,k∈{1,2,…,N}，且 i≠k，j∈{1,2,…,D}；vij 为更新后
的蜜源；xij 为当前蜜源；φij 为[-1,1]内的随机数。该式
旨在在当前蜜源 xij 领域内找到 1 个新蜜源 vij。

ABC 算法对蜜源的优化流程如图 1 所示。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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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蜜蜂在 1 次循环中对 3 维蜜源群做的 1 次变更。先通

为了避免训练数据在随机分配的中心值下产生

过第 1个随机数 Param2Change 来确定 30个中心值中需

意想不到的结果，需要对数据进行聚类，目的是使训

来确定中心值 6个参数哪个需要改变。

的中心值矩阵传递给 RBF 算法使用，其第 1 维度与训

要改变的中心值位置；再通过随机数 Param2Change_2

练数据所对应的中心值为最近的中心值。最终获得
练矩阵的第 2 维度长度一致，而其第 2 维度与训练参

数的第 1 维度长度一致，以保证在 dist 函数（计算隐含
层各节点的训练值与中心值的欧几里得距离）运算

时，每个训练数据都有 1 个相应的中心值与之对应。
样本点的聚类根据式 3 进行计算，即如果

 x

p



- c j = min
( xp - c j )
j

（4）

则将 xp 归为第 j 类。

式中：x 为样本点；cj 为中心值。
vijq=xijq+φijq(xijq-xkjq)

以 上 对 程 序 的 各 运 算 模 块 进 行 了 解 析 ，ABC-

RBF 优化程序的整体逻辑如图 3 所示。适应度 fitm（fit⁃
ness 值）计算式为

{

}

1
if f m ( xm ) ≥ 0
f it ( xm ) =
1 + f m ( xm )
1 + abs( f m ( xm ) ) if f m ( xm ) < 0
m

（5）

式中：f it ( xm ) 为 fitness 值最终结果，f m ( xm ) 为 xm 带入蜜
m

源函数 f m ( x ) 所得的函数值。

f it m ( xm ) =

图1

1.3

ABC 算法对蜜源的优化流程

ABC 算法对 RBF 算法的参数传递

ABC 算 法 对 RBF 算 法 传 递 处 理 好 的 中 心 值 矩

{

}

1
if f m ( xm ) ≥ 0
1 + f m ( xm )
1 + abs( f m ( xm ) ) if f m ( xm ) < 0

vijq=xijq+φijq（xijq-xkjq）

{

}

xi = vi ( f it ( xi ) < f it ( vi ) )
xi = xi ( f it ( xi ) > f it ( vi ) )

阵，而 RBF 算法对 ABC 算法传递各蜜源的 mae 值。参
数传递的核心是 Sphere 处理程序，该程序集合了“聚

pi =

类”和“数据处理”2 部分。Sphere 优化程序结构及数
据传递如图 2 所示。

 x

p

f it i

∑n = 1 f it
N

{

n

}

xi = vi ( f it ( xi ) < f it ( vi ) )
xi = xi ( f it ( xi ) > f it ( vi ) )



vijq=xijq+φijq（xijq-xkjq）

- c j = min ( xp - c j )
j

x i=x min+s（x max-x min）
j

j

j

j

| n ( p - q )|
i
i |
|∑
m ae = | i = 1
|
n
|
|

图2

Sphere 优化程序结构及数据传递
图3

ABC-RBF 优化程序的整体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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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为实际数据的参照，

为了与优化后的算
法拟合效果进行对比，采
用 未 进 行 ABC 算 法 优 化

的 经 典 RBF 算 法 对 燃 油
流量曲线进行拟合，拟合
曲线如图 4 所示。
2.2

6
5
4
3
2
1
0
0

图4

若实际数据与网络模拟结

拟合 FF 曲线
实际 FF 曲线
mae=68.32
2

4

6
8
时间/ks

10

12 14

经典 RBF 拟合曲线

采用 ABC 算法优化 RBF 算法的中心值

ABC 算法对 RBF 算法中心值优化程序的实际运

果 有 偏 差 ，则 表 明 飞 机 性
能 不 正 常 ，可 以 作 为 飞 机

拟合 FF 曲线
实际 FF 曲线

mae=75.2582

0

1

4
3
2

mae=46.6703

1

0

2

1

拟合 FF 曲线
实际 FF 曲线

3
4
时间/ks

5

6

7

5
4
3
2
1
0

3 4 5
时间/ks

mae=48.6591

6

7

8

拟合 FF 曲线
实际 FF 曲线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时间/ks

（b）航班 2

行过程如下：每次经过 ABC 运算更新，程序将会利用

2

（a）航班 1

是否需要维修的参照[16]。
燃油流量/（kg/s）

经典 RBF 对燃油流量的拟合效果
燃油流量/（kg/s）

2.1

5
4
3
2
1

燃油流量/（kg/s）

训练好的网络模拟结果可

试验验证

燃油流量/（kg/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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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航班 3

更新后蜜源中的最佳蜜源作图，更新共 100 次，在每

图7

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模拟曲线逐渐贴合实际曲线，证

模拟故障航班的预测曲线如图 8 所示。从图中

次循环的末尾对图像进行 1 次刷新，从实际的动态演

优化 RBF 算法中心值的拟合结果如图 5 所示。
ABC 算法优化对拟合结果的影响：

对比经典 RBF 算法拟合结果可以发现，经过优

选取航班数据的预测结果

可见，假设飞机在高空中
飞行时因低温导致空速管
结冰使数据出现偏差，模
拟该故障时选取巡航阶段

化的拟合曲线 mae 值更小，代表拟合效果更好，经过优

某一段输入马赫数随机

化的拟合曲线在巡航阶段贴合得更紧密。ABC 算法

值，这将导致最终的模拟

对 RBF 神经网络拟合能力的优化过程如图 6 所示。
拟合 FF 曲线
实际 FF 曲线

mae=26.5

0

2

图5

4
6
时间/ks

8

10

ABC 算法优化 RBF

算法中心值的拟合结果

60
55
50
45
40
35
30
2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运行次数

拟合误差 mae

燃油流量/（kg/s）

5
4
3
2
1
0

图6

ABC 算法对 RBF 神经

网络拟合能力的优化过程

从图中可见，人工蜂群算法在 100 次循环中拟合

mae 一直在减小，从 57 减小到 26，说明人工蜂群算法
工作状态良好，具有很强的实际优化能力。该算法的
优势在于能够自动通过拟合偏差对中心进行更新，拟
合偏差是判定中心值优劣的最直观标准，因此利用人
工蜂群算法对 RBF 进行优化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
2.3

采用 ABC 算法优化 RBF 的预测结果对比

经过训练的神经网络保存后，即可以对不同航班
的 QAR 数据进行预测。

ABC 算法优化后的 RBF 神经网络对 3 组随机选

取航班数据的预测结果如图 7 所示。
2.4

成果实用性

燃油流量是评判飞机发动机性能的重要指标，已

结果出现显著偏差。

燃油流量/（kg/s）

实了 ABC 算法在对中心值进行有利更新。ABC 算法

ABC 算法优化后的 RBF 神经网络对 3 组随机

4
3
2
1
0
0

图8

拟合 FF 曲线
实际 FF 曲线

5

时间/ks

10

15

模拟故障航班的
预测曲线

通过模拟发现，当空速管发生故障时，模拟曲线
故障段燃油流量预测值与实际值偏差非常大。从实
际角度出发，即当出现这样的异常状态时，可以通过
燃油流量的预测来排查可能的故障原因。由于神经
网络所需参数有限，如本次研究使用 6 个参数 TRA、H、

Ma、TAT、N1、N2，如果神经网络模拟出现了明显偏差，
则可以快速地将可能故障范围减小到这 6 个参数的
相关故障内，从而减小故障排查的工作量。

3

结论
（1）对于无法精确建模的复杂系统，神经网络以

其优异的拟合性能，特别是对变化性大、影响因素多
的数据显示出强大的预测功能。通过发动机推力控
制原理及数据相关性分析，所选择的参数 TRA、H、Ma、
TAT、N1、N2 能够反映发动机运行工况，预测效果理想。
（2）本文采用人工蜂群算法对 RBF 神经网络的

中心进行优化，具有自动更新的优势。通过对模拟数

据曲线和实际数据曲线的对比分析可知，预测曲线与
实际曲线差值较小，通过 mae 可进行定量分析，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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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结果理想。
（3）通过故障模拟对神经网络在飞机故障排查中
的实用性进行了探讨，由于训练后的神经网络对燃油
流量建立的预测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飞机的
工况，当实际值与预测值有较大偏差时，均反映为故
障情况。即飞机此时状态与正常状态偏差较大，超出
误差范围，可以判定为故障状态，这对于飞机故障诊
断与状态监控有一定帮助，但是未建立故障映射拓扑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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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滑动局部线性模型及控制
蒋安常 1，韩永健 1，张

伟 1，周振华 1，周

龙 1，杨

蓓

2

（1. 中国航发贵州红林航空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贵阳 550000；2. 南昌航空大学 飞行器工程学院，南昌 330063）
摘要：为了提高航空发动机的控制性能和控制系统的可靠性，提出一种基于粒子群算法的航空发动机局部小区域自适应滑动
的线性模型建立方法和双闭环自适应 PI 控制方法。在辨识区间内，以发动机转子转速为状态变量，采用在线实测数据和粒子群算

法的参数估计方法，使模型辨识参数按照设定区间大小自适应跟踪滑动，从而保证线性模型能够精确逼近发动机的非线性动态。
通过分析发动机燃油调节器的工作特性，建立了燃油调节器计量活门和电液伺服阀的传递函数，并根据所构建的模型，设计了航
空发动机转子转速和燃油流量双闭环自适应 PI 控制系统以实现对航空发动机的精确控制。结果表明：利用局部滑动自适应辨识
计算机得到的数据与发动机稳态、动态试验数据相吻合，且双闭环仿真控制性能满足航空发动机工作性能要求，表明所提出的航
空发动机局部线性建模方法和自适应 PI 控制器参数算法对提高发动机的控制性能是有效的。
关键词：滑动线性模型；粒子群优化；自适应 PI 控制；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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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Locally Linear Model and Control of Aeroengine
JIANG An-chang1，HAN Yong-jian1，ZHANG Wei1，ZHOU Zhen-hua1，ZHOU Long1，YANG Bei2
（1.AECC Guizhou Honglin Aero Engine Control Technology Co.，Ltd.，Guiyang 550009，China；
2. School of Aircraft Engineering，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Nanchang 330063，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trol performance and the reliability of control system of aeroengine，a linear model establish-

ment method of aeroengine local small domain adaptive moving and a double closed-loop adaptive PI control method were proposed based

on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In the identification domain，taking the engine rotational speed as the state variable，using the online measured data and the parameter estimation method of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the model identification parameters could
adaptively track the moving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the set interval，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linear model could accurately approach the non-

linear dynamics of the engine. By analyzing the working characteristics of engine fuel regulator，the transfer functions of fuel regulator meter⁃
ing valve and electro-hydraulic servo valve wer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constructed model，
the double closed-loop adaptive PI control

system of aeroengine rotational speed and fuel flow was designed to realize the accurate control of aeroengi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ata

calculated by the local moving adaptive identification model is consistent with the engine steady-state and dynamic test data，and the double
closed-loop simulation control performance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aeroengine performance. It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aeroengine local
linear modeling method and adaptive PI controller parameter algorithm are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engine control performance.
Key words：moving linear model；particle swarm algorithm；adaptive PI control；aeroengine

0

有非线性动力学的显式结构，通常可以用于航空发动

引言

机的性能分析，但并不利于控制器设计。因而，航空

航空发动机是涉及工程热力与转子动力等多方
面耦合的复杂非线性系统，其动态特性受工作状态和
飞行条件的影响非常大，因此航空发动机的机理建模
通常是 1 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现有的模型往往不具
[1]

发动机的控制往往需要先获得 1 个具有显式结构的

动力学模型，目前通常是在发动机飞行包线内的某些
工作点上根据其运行状态对发动机非线性模型进行
线性化处理，并根据线性化处理后获得的等效线性模

收稿日期：2021-11-2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766011）资助
作者简介：蒋安常（1988），男，工程师，从事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液压机械附件设计工作；E-mail：670882739@qq.com。
引用格式：蒋安常，韩永健，张伟，等 . 航空发动机滑动局部线性模型及控制[J]. 航空发动机，2022，48（3）：94-100. JIANG Anchang，HAN Yongjian，
ZHANG Wei，et al. Moving locally linear model and control of aeroengine[J]. Aeroengine，2022，48（3）：9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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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设计相应的适用于不同工作点的控制器，再根据工

流来调节计量活门的输出，
达到调节燃油流量的目的。

作点的变化，利用增益调度策略实现控制器之间的切
换，从而保证航空发动机安全稳定运行。然而，这种
控制方法存在着 1 个关键问题，就是某些增益调度策

略对控制器通常是一种有扰切换，会造成发动机不平

图1

航空发动机双闭环控制系统结构

稳运行。如果切换频率较高，甚至可能导致严重的安
燃油系统和航空发动机的动力学模型可以表示为
ẋ = f ( x ) + g ( x ) u
（1）
y = c( x )

全问题，对发动机的伤害较大。
为解决这一问题，杨蓓等[2] 提出了一种用多项式
拟合在线构建发动机线性时变模型，并基于该模型引
入了一种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方法来保证发动机控
制过程的渐进收敛和稳定性。为了解决外界扰动、系

式中：x 为系统状态变量；u 为控制变量；f ( ⋅ )、g ( ⋅ )和
c ( ⋅ )分别为表征系统内动态、
控制增益和输出的函数。

燃油系统

统参数摄动和控制器切换扰动等问题，很多先进控制

ẋ f = f f ( x f ) + g f ( x f ) ⋅ I

方法相继提出。王磊等[3]提出了一种Ｈ∞容错控制；Ji
[4]

等 提出了一种基于线性矩阵不等式的Ｈ∞控制方

航空发动机

法；张丽婷等[5]、李彬等[6] 提出航空发动机模糊控制方
法；罗隆等 、郭迎清 提出神经网络控制；Deepak 提
[7]

[8]

wf = Cf ⋅ xf

[9]

出预测控制；丁凯锋等[10]、潘慕绚等[11] 提出自适应控
制；任立通等[12]、Divyesh 等[13]、刘金琨等[14]提出滑模控
制；苗卓广等[15]、Sangwian[16]、Dean 等[17] 提出鲁棒多变

量控制。在一定工作范围内，这些方法通常能够取得
比较好的控制效果，但控制器通常比较复杂，很难保
证控制系统在实际工作中的可靠性。由于工作点之
间的距离较大，通过线性化处理后获得的等效线性模
型存在着比较大的未建模动态，传统的鲁棒控制方法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比较保守[18]。所以，改进发动机模
型是提高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设计的基本方法。
本文从提高航空发动机的控制性能和可靠性出

ẋ en = f en ( x en , w f )
n = g en ( x en )

（2）

（3）

式中：x f 为燃油系统的状态变量，也即计量活门阀芯

位移；f f 和 g f 分别为反映燃油系统内动态和控制增益
的非线性函数；I 为电液伺服阀输入电流；C f 为燃油系

统输出矩阵；n 为发动机转子转速；x en 为发动机状态

变量；f en 和 g en 为反映发动机动态和输出增益的非线
性函数；w f 为进入到航空发动机的燃油流量。

2

燃油系统模型
燃油调节器控制结构如图 2 所示。燃油计量执

行机构采用了等压差活门辅助调节结构，其燃油计量
活门位移通过闭环结构的电液伺服阀系统控制。

发，研究了一种基于粒子群优化算法的航空发动机滑
动局部线性建模方法。利用发动机工作过程中某一
微小局部动态响应的在线数据来辨识一个给定结构
的线性模型参数，从而获得某一工作点附近的线性模
型。通过分析发动机燃油调节器的工作特性，建立了
燃油调节器电液伺服阀和计量活门的传递函数，从而
基于所构建的模型设计了一个航空发动机转子转速
和燃油调节的双闭环自适应 PI 控制系统。

1

航空发动机控制结构
航空发动机双闭环控制系统结构如图 1 所示。

其中内环是燃油控制回路，外环是转速控制回路。燃

油系统主要由电液伺服阀、计量活门、等压差活门和
执行元件等机构组成，通过改变电液伺服阀的控制电

图2

燃油调节器控制结构

电液伺服阀模型的传递函数为
G1 ( s ) =

qv ( s )
K I ω 2n
= 2
I ( s ) s + 2ζω n s + ω 2n

（4）

式中：q v ( s ) 为电液伺服阀流量；I ( s ) 为输入电流；K I
为稳态增益，其值为最大流量 q vm 对应的输入电流 I m
之比，即 K I = q vm I m；ω n 和 ζ 分别为电液伺服阀的固
有频率和阻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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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f ( s ) ≈ Ĝ f ( s ) = G 1 ( s ) ⋅ G͂ 2 ( s ) =
2.3005 × 10 5
=
s( s2 + 151.6s + 1.969 × 10 4 )
11.685
=
s( 5.0787 - 05s2 + 0.0077s + 1 )

对某型电液伺服阀非线性模型特性线性化处理，
得
584.7549
G1 ( s ) = 2
（5）
s + 151.5714s + 19687.549
通过电液伺服阀流量 q v ( s ) 改变计量活门左右控

制腔压力，来改变计量活门阀芯位移 y d ( s )。通过分

上述燃油调节器传递函数中的 2 阶环节属高频

析计量活门内部流量和压力平衡关系，可以建立其电
[19]

液伺服阀流量与计量活门阀芯位移之间的传递函数
yd ( s )
K2
G2 ( s ) =
=
（6）
2
qv ( s )
2ξ h1d
s
s+1
( βs + 1 ) 2 +
ω h1d
ω h1d

(

)

（11）

动态可忽略，近似处理为
wf ( s )
2.911
Gw ( s ) =
=
（12）
I ( s ) s( 5.0787 - 05s2 + 0.0077s + 1 )
f

燃油调节器传递函数近似处理前后的频率特性

式中：ω h1d 为阀控非对称活门系统活塞杆伸出时的液

如图 4 所示。输入电流为 30 mA 时燃油系统降阶处

时的液压阻尼比；β 和 K 2 分别为与弹簧弹性系数、计

示。从图 4、5 中可见，在低频段燃油系统等效传递函
数能够很好地逼近燃油系统的动态。

呈现出积分特性，也即传递函数（式（6））可近似为
K2 β
yd ( s )
G͂ 2 ( s ) =
=
（7）
qv ( s )
2ξ h1d
s2
s 2 +
s+1
ω h1d
ω h1d

(

)

对于某型燃油调节器，把结构参数代入式（6），可
得计量活门的传递函数
1.3034 × 10 12
G2 ( s ) = 3
（8）
s + 345.6s2 + 3.3139 × 10 9 s + 1.1599 × 10 6
而由式（7）得其近似形式为
G͂ 2 ( s ) =

1.3034 × 10

12

s ( s + 342.1s + 3.314 × 10
2

9

（9）

)

近似处理前后计量活门传递函数的频率特性如
图 3 所示。传递函数（式（9））除了有 1 个在原点的极
（-171.05± 57567i）。由于

幅值/dB

200

因此在低频段，即在频率

相位/（°）

点 ，还 存 在 1 对 共 轭 极 点

这对共轭极点远离虚轴，
为 0.01~60000 rad/s 内，这

0

原始传函
等效传函

-200
0

-90

-180
-270
10-5

100
频率/（rad/s）

105

原始传函
等效传函

-400
-90
-180
-270
-360
-450
100

图4

102
104
频率/（rad/s）

100

近似处理前后的频率特性

50
0

106

燃油调节器传递函数

Gf
Ĝ f

150

图5

0.1

0.2

t/s

0.3

0.4

0.5

输入电流为 30 mA 时

燃油系统降阶处理的计量活门
阀芯位移时间响应对比结果

由于电液伺服阀与计
2.5

量活门构成的系统本身含
有 1 个 积 分 环 节 ，按 照 燃
油超调量小于 5% 性能指

标设计，可采用比例控制
方式，比例系数 k p 可选为
10，燃油闭环 PI 控制时间
响应如图 6 所示。

2.0

燃油输出值
燃油参考值

1.5
1.0
0.5
0

图6

0.1

0.2

t/s

0.3

0.4

0.5

燃油闭环 PI 控制
时间响应

燃油计量执行机构的闭环传递函数为
wf ( s )
G w cl ( s ) = *
=
wf ( s )
（13）
5.729 × 10 5
s3 + 151.6s2 + 1.969 × 10 4 s + 5.729 × 10 5

式 中 ：w *f ( s ) 为 控 制 器 输 出 的 燃 油 流 量 指 令 ；

w f ( s ) 为燃油计量执行机构的输出燃油流量。

由于该型燃油调节器工作频率在 2000 Hz 以下，

以式（9）可进一步简化为

那么燃油调节器传递函数为

-200

200

f

对共轭极点对计量活门频 图 3 近似处理前后计量活门
传递函数的频率特性
率特性的影响非常小，所
393.3011
G͂ 2 ( s ) =
s

0

相位/（°）

一般情况下，β 远大于 1，因此计量活门在低频段

幅值/dB

统参数。

计量活门阀芯位移/mm

量活门流量压力系数和计量活门有效面积有关的系

理的计量活门阀芯位移时间响应对比结果如图 5 所

燃油流量

压固有频率；ξ h1d 为阀控非对称活门系统活塞杆伸出

（10）

所以燃油流量闭环传递函数可简化为
1
G w cl ( s ) ≈
2
2.6462 - 4s + 0.0344s + 1
f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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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如图 7 所示。

发动机滑动局部线
航空发动机非线性动

0
-45
-90
-135
-180
100

相位/（°）

性模型

型参数优化问题时必须尽可能寻找到全局最优解。

幅值/dB

燃油调节器闭环频率

3

态特性在 1 个局部小范围
内可以用 1 个线性模型来

针对非凸优化问题，以遗传算法和粒子群算法为代表
的进化优化方法通常能够取得更好的优化结果。
局部优化模型参数的粒子群算法步骤如下：
101
102
103
频率/（rad/s）

104

图7 燃油调节器闭环频率特性

逼近，如果这个小范围随发动机工作状态不断滑动，
则可建立发动机自适应线性模型。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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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局部线性模型辨识方法
发动机系统的输出是可检测的，则设定控制步长

（即采样周期）为 t step。那么线性模型能够精确逼近发
动机非线性动态的局部区域范围就可以用这个区域
的控制步数 N 来表征，考虑转子转速作为 1 个状态变
量，发动机局部线性模型为

ṅ l = -a ⋅ n l + b ⋅ w f

（15）

式中：a 和 b 分别为模型的未知参数。

构建滑动局部线性模型的关键就是辨识 a 和 b 这
2 个未知参数。辨识模型参数最简单的方法是最小
二乘法，典型的最小二乘法是一种静态拟合，所使用
的拟合数据是各采样点数据的后向移动一位的据，也

step1：初始化粒子群算法参数，包括最大迭代数

G，种群规模 Z；

step2：产生初始种群 P = [ θ 1 , ⋯, θ Z ]，每组模型参

数可看作是 1 个粒子；
step3：for i=1：Z；

step4：计算模型参数 θ i 下局部线性模型的转子转
速联讯 N 个模拟值，即 Ŷ i = [ n l ( 1 ), ⋯, n l ( N ) ]T；
step5：计算模型参数 θ i 的适应度值，也即线性模
型的模拟误差均方根值 F i = ( Y - Ŷ i )T ( Y - Y i )；
step6：获得当前种群的适应度 F = F ⋃ F i end；

step7：
获得当前种群的最优适应度值和最优粒子
step8：for j=1：G；

step9：利用当前种群的最优适应度值和最优粒

子来更新种群所有粒子位置和速度，从而产生子代粒
子种群 P；

step10：重复 step4~step6 的步骤计算更新后每个

粒子的适应度值；

即 第 k 时 刻 的 输 出 为 Y k + 1 = S k + 1 = f ( X k )，输 入 为

step11：更新种群粒子历史最优位置和速度；

( X ⋅ X k ) X ⋅ Y k + 1。这种参数辨识方法实际上存在

step13：输出最优模型参数 θ *。

T
k

较大的误差，因为忽略了模拟模型本身的动态和拟合
累积误差。合理的方法应当使在某个模型估计参数
θ̂ 下模拟的 N 个输出与系统真实输出之间模拟误差最
小。此时这种模型参数的估计采用传统的最小二乘
方法难以实现，最优化方法可以考虑模型动态和拟合
误差时用于估计模型的参数，也就是把 1 个模型参数
估计问题转化为 1 个最优化问题，即
θ * = arg min
( Y - Ŷ )T ( Y - Y )
θ∈R

（16）

式中：Y = [ n l ( 1 ), ⋯, n l ( N ) ] 为发动机转子转速局部
T

N 个连续采样值；Ŷ = [ n l ( 1 ), ⋯, n l ( N ) ]T 为局部线性
模型的转子转速模拟值。

由于这个最优化问题并不是典型的凸优化问题，
所以传统的非线性规划方法如有效集法和内点法等

step12：
更新种群的最优适应度值和最优粒子end；
滑动局部线性模型辨识还需要考虑另外 2 个问

题：局部区域的大小，也即

模型 4

辨识区间大小问题 ；模型
辨识的频率问题。由于发
模

动机模型是强非线性系

型

3

2

-1

统，如果设定的局区域太
大，那么线性模型将会出

型

T
k

模

Xk = Sk。 按 照 最 小 二 乘 法 ，模 型 参 数 为 θ = [ a, b ] =

模

型

1

现很大的模拟误差，
线性模
型在不同辨识区间的性能 图 8 线性模型在不同辨识
如图8所示。

区间的性能

从图中可见，对于 1 个给定的非线性函数，如果

辨识区间选为 N1，那么模型 1 产生的模拟误差很大，
但如果把 N1 区间再细分成 3 个更小的区间，并用 3 个

小区间的线性模型来逼近非线性函数，则模拟误差要

通常很难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而且优化性能往往也取

比大区间线性模型的小很多。所以辨识区间的选择

决于模型参数初始值的选择。从提高局部线性模型

对滑动局部线性模型来说非常重要。理论上辨识区

性能和整个发动机控制性能角度来说，在求解上述模

间越小，则辨识误差就越小；但减小辨识区间，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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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模型的辨识频率就会

同大小的辨识区间参数辨识所用的时间相差不大，其

提高，给发动机计算机控

均值为 0.8698 s，只是有时辨识时间会较长，这主要是

制系统带来很大的计算负

由粒子群优化的随机搜索特性引起的，也就是当初始

担，难以保证发动机控制

随机种群远离最优解时搜索速度较慢，搜索时间也就

的实时性。所以需要合理

延长；反之，如果初始种群刚好在最优解附近，那么搜

选择辨识区间。一般来
模型

400，而线性模型的更新周期应当小于 2 s。

模

模型的辨识频率应当不大

于 2 t iden，也即辨识周期应
当不小于 0.5t iden。局部滑

动线性模型的更新过程如

图9

局部滑动线性模型的
更新过程

图 9 所示。

从图中可见，0~t 2 为模型 1 的辨识区域，而 t 2 ~t 3

为模型 1 的作用域。如果把模型 1 的作用域扩展到
t 4，那么模型的误差会相当大；但如果在 t 3 时刻利用新

7000

1.4

6000
5000

参数辨识时间/s

型

1

为 t iden，那么滑动局部线性

该型发动机，滑动局部线性模型辨识的辨识区间 N≤

累积模拟误差均方根

说，如果模型的辨识时间

索速度很快，搜索时间也就缩短。从结果来看，对于

2

4000
3000
2000
100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N

1.2
1.0
0.8
0.6
0.4

0

200

400

600
N

800

1000

（a）粒子群算法不同迭代下

（b）辨识过程中粒子群算法

发动机线性模型的累积误差

不同迭代下的辨识时间

的采样数据来更新模型，那么模型的模拟误差将会大

图 11

大减小，如模型 2 在 t 3 ~t 4 之间的模拟误差远小于模型

对该型发动机在 400 s 内的运行，取 N = 200，在

不同辨识区间的模型累积误差和辨识时间

1 的。当考虑模型辨识时间 t iden 时，辨识周期 t 3 - t 2 要

模型更新周期为 1 s 的条件下，滑动局部线性模型的

3.2

情况下利用滑动局部线性模型能够很好地逼近发动

滑动局部模型性能验证

在零高度、零马赫数的测试条件下，某型航空发
动机燃油流量和转子转速测试结果如图 10 所示。采
2.5

3000

2.0
1.5

2000
1000
500

0.5

0

100

200
t/s

300

400

（a）实测发动机低压转子转速
图 10

0

3500

解，有时会出现种群早熟

2500

3000
2000
1500
1000

容易陷入到局部最优，所

1.0

1500

是能够搜索到全局最优
的情况。这时优化过程就

wf （
/ kg/s）

n1（
/ rad/s）

2500

差。其原因是粒子群算法是一种随机优化算法，不总

500

以粒子群算法存在一定的
100

200
t/s

300

400

为了验证不同辨识区间大小对逼近误差的影响，
在仿真试验中考虑了 20 种不同区间，也即分别取连
续采样点数 N = 10, 60, 110, ⋯960。粒子群算法的种
群规模设置为 100，最大迭代数设置为 100，不同辨识
区间的模型累积误差和辨识时间如图 11 所示。从图

11（a）中可见，当 N<500 时滑动局部线性模型的累积
误差都非常小；但当 N≥500 时，模型的累积误差急剧

增大，这意味着当辨识区间过大时线性模型已经不能
反映发动机的真实动态过程。从图 11（b）中可见，不

100

200
t/s

300

400

速仿真结果
-10

（b）实测发动机燃油输出

某型航空发动机燃油流量和转子转速测试结果

0

测试数据
滑动线性模型输出

（a）线性辨识模型的转子转

失效概率。

15

-15

模型参数 b/×104

3500

机的真实动态，但在某些时刻仍会出现较大的模拟误

模型参数 a

样周期为 0.01 s。

模拟结果如图 12 所示。从图 12（a）中可见，在大多数

n1（
/ rad/s）

不小于 0.5t iden。

-20
-25
-30
0

100

200
t/s

300

398

10
5
0

100

200
t/s

300

398

（b）发动机工作过程中线性

（c）发动机工作过程中线性

模型参数 a 的变化

模型参数 b 的变化

图 12

局部滑动线性模型的模拟结果

从图 12（b）、
（c）中可见，线性模型在滑动过程中

2 个模型参数变化有时比较剧烈，这通常是因为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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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 K p = a* b*。可见转速控制器的参数随滑

群算法陷入到局部最优而导致的。在发动机非线性
比较强的地方由于逼近误差较大，粒子群算法在有限
迭代次数下可能无法收敛到全局最优，从而导致较大

动局部线性模型的辨识参数变化，相当于 PI 控制器

具有自适应能力。因此这种基于滑动局部线性模型

的模型误差。针对这种情况，在控制过程中通常需要

的燃油与发动机双闭环控制可以看作是一类特殊的

设计具有一定鲁棒性的控制器来减小模型误差对控

自适应控制方法。本次仿真试验以图 10（a）中的实

制性能的影响。

基于滑动局部线性模型的燃油与发动机状

态反馈控制

的 PI 双闭环控制结果如图 14 所示。
3500

2 个最佳模型参数分别为 a 和 b ，那么发动机转子转
*

*

速动态就可以用如下线性模型来逼近
ṅ l = -a* ⋅ n l + b* ⋅ w f
b
s + a*

500
0

图 14

考虑燃油系统闭环传递函数，得到整个航空发动
机控制系统的开环传递函数为
b*
G k ( s ) = G w cl ( s ) ⋅
( s + a* )
f

200
t/s

300

0.5

400

（19）

PI 控制器，其传递函数为
K p ( τ en s + 1 )
G pi =
（20）
s
式中：K p 为 PI 控制器放大倍数；τ en 为积分参数，选取
τ en = 1 a*，那么校正后的燃油与发动机系统的开环

传递函数为

*

0

100

200
t/s

（b）双闭环自适应 PI 控制下
的燃油流量仿真结果

基于滑动局部线性模型的 PI 双闭环控制结果

从图中可见，这种双闭环 PI 控制能够取得比较

跟随参考转速的变化，特别是在小阶跃参考输入和斜
坡参考输入下，跟踪效果非常好。但在大阶跃阶段，
也即运行 5~10 s 阶段，转速接近 900 rad/s 时出现一定

的振荡。主要原因是在大阶跃阶段滑动局部线性模
型对发动机真实动态的逼近存在较大误差，特别是当
辨识区间 L 较大时这种情况更为突出。辨识频率过
高甚至会引起发动机控制信号的失步，有些控制信号

不能及时传送到执行机构中，给飞行器的飞行安全带
频率和控制性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此外，
综合考虑限制保护控制等因素，这种大阶跃也可以由

将退化为 1 个惯性环节，即燃油闭环系统等效为
1
G w cl ( s ) ≈
（22）
0.0344s + 1
燃油闭环系统近似处 -200

斜坡信号代替，以改善系统的控制性能。

所示。

可忽略。

相频特性/（°） 幅频特性/dB

f

-40
等效 1 阶系统
-60
原始闭环系统
-80
0
-45
-90
-135
-180 0
101
102
10
103
频率/（rad/s）

这 样 ，校 正 后 的 燃 油
与发动机系统开环传递函
数为

图 13

104

燃油闭环系统近似

Ĝ k ( s ) =

Kp b

a

*

s( 0.034s + 1 )

5

结论
（1）电液伺服阀和燃油系统中的高频动态对发

动机转子转速的性能影响较小，在控制系统设计时
（2）通过滑动局部线性模型可描述发动机非线性

处理前后的频率特性
*

400

来很大威胁。如何来平衡滑动局部线性模型的辨识
（21）

s
当系统工作频率小于 100 rad/s 时燃油闭环系统

理前后的频率特性如图 13

300

好的控制效果，转子转速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精确地

式（11）所示的燃油子系统闭环传递函数可采用

f

100

实测参考转速
仿真控制转速

的转子转速仿真结果

（18）

K p b* a

1.0

1500

（a）双闭环自适应 PI 控制下

*

Ĝ k ( s ) = G w cl ( s )

1.5

2000
1000

实测参考燃油流量
仿真控制燃油流量

2.0

2500

（17）

其传递函数为

G en =

2.5

3000

燃油流量/（kg/s）

对于某一辨识区间，假定所获得滑动线性模型的

低压转子转速/（rad/s）

4

测转子转速作为参考转速，则基于滑动局部线性模型

（23）

动态。滑动辨识区间大小对线性模型的模拟性能和
对发动机的控制性能影响较大，在选择辨识区间大小
时需要考虑可能的大累积误差，并应合理选择辨识频
率以确保控制系统的实时性。
（3）粒子群算法由于其随机搜索特性，有时会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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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局部最优搜索和种群早熟，造成滑动局部线性模型
模拟性能降低，导致自适应控制性能降低。如何避免
粒子群算法陷入局部最优搜索，有必要在后续工作中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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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插板下的航空发动机进口压力畸变试验
刘作宏，蔡承阳，何志强，许光磊，高磊，杨龙龙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为了得到不同插板形状对航空发动机进气畸变的影响规律，分别采用平插板和角插板方式在插板式压力畸变发生器上
开展了某型发动机进气畸变试验，并采用综合指数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插板遮挡区域内形成了广阔范围的总压恢复
系数小的区域，且平插板形成的范围更大；在发动机 0.9 状态下，为形成综合畸变指数为 13% 的畸变，需使平插板插入 0.3、角插板

插入 0.4 深度，采用平插板时具有更大的面平均总压恢复系数、更低的流量；在相同发动机转速下，随插板步进，周向畸变指数和面
平均紊流度均增大，且在小深度时面平均紊流度对畸变指数贡献大，在大深度时周向畸变指数贡献大；对 2 种插板的畸变趋势与
发动机状态、插板深度的关系进行预测可知，在不同发动机状态下，畸变强度均随插板插入深度的增加而增大。研究结果可为后
续发动机进气畸变研究提供依据。
关键词：压力畸变；综合畸变指数；进气畸变试验；插板；总压恢复系数；面平均紊流度；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4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3.016

Inlet Pressure Distortion Test of Aeroengine under Different Plug
LIU Zuo-hong，CAI Cheng-yang，HE Zhi-qiang，XU Guang-lei，GAO Lei，YANG Long-long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obtain the influence law of different plug shapes on aeroengine inlet distortion，an engine inlet distortion test was

carried out on the plug pressure distortion generator by using the flat plug-in board and the angle plug-in board respectively，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wide range of areas with small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
ficient are formed in the sheltered area of the plug，and the range of the flat plug-in board is larger. When the engine state is at 0.9，in order

to form a distortion with a comprehensive distortion index of 13%，it is necessary to insert the flat plug-in board at a depth of 0.3 and the an⁃
gle plug-in board at a depth of 0.4. When the flat plug-in board is used，it has a larger surface average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and a lower flow rate. At the same engine speed，both the circumferential distortion index and the surface average turbulence degree in⁃
crease with the step of the plug，and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urface average turbulence degree to the distortion index is large at small depth

and large at large dep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stortion trend of the two kinds of plug and the engine state and the plug depth is

predicted.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distortion intensity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plug depth under different engine states. The re⁃
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follow-up study of engine intake distortion.

Key words：pressure distortion；comprehensive distortion index；intake distortion experiment；plug；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

cient；surface average turbulence degree；aeroengine

0

动机工作包线内发动机所允许的最严重畸变情况、进

引言

气畸变对发动机性能和喘振裕度的影响，在规定的稳

涡扇发动机在使用过程中常遇到压缩系统的气
动不稳定性问题。随着现代高性能发动机研发进程
不断推进，对发动机进气畸变导致的喘振、超温等关
[1]

键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军标要求：在发

态进气畸变或随时间变化的进气畸变及 S 型进气道

出口旋流条件下，发动机在整个工作包线内工作应无
失速、喘振、熄火或任何机械损伤。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科研人员设计了多种类型

收稿日期：2020-04-21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刘作宏（1991），男，工程师，从事航空发动机整机试验工作；E-mail：827442130@qq.com。
引用格式：刘作宏，蔡承阳，何志强，等 . 不同插板下的航空发动机进口压力畸变试验[J]. 航空发动机，2022，48（3）：101-105. LIU Zuohong，CAI
Chengyang，HE Zhiqiang，et al. Inlet pressure distortion test of aeroengine under different plug[J]. Aeroengine，2022，48（3）：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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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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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4]

；孔迪 对某型航空发动机进行了进气压力畸变

插板插入深度的控制精度在±2 mm 以内，无明显超
调。畸变发生装置可接收喘振监测装置信号，在喘振

试验研究，获得了进气畸变条件下选取试验点的发动

发生时，立即控制插板无条件地以最大移动速度（或

机临界畸变指数及相关气动参数的极限值；芮长胜

指定速度）缩退到指定位置。平插板为与水平面垂直

[5]

等 通过插板进气总压畸变试验，重点分析了在进气
段采用收敛型和直线型 2 种进气道对发动机进口总
压畸变的影响；
[6]

赵勇 构建了进气畸变条件下多级轴流风扇、压
气机非设计点性能和稳定性预测系统，利用低速双级
轴流压气机试验器得到了总压畸变特性；周游天[7-9]
通过插板试验方法，表明轴向速度畸变和周向速度畸
变是影响压气机性能的主要因素，转子进入畸变区

的平板，角插板为 150°钝角板，如图 2 所示。插板插

入时，从工艺进气道顺航向右侧插入，插板垂直于进
气道平面，插入深度 H 为插板的左边和角与进气道顺
航向左侧顶点的距离。
位移传感器 辅助支架

插板阀

液压缸
右支架
左支架

时，其后的静子叶片易产生流动分离，转子离开畸变
区时，其载荷最大，易产生较大的流动分离；张兴发

图1

等[10] 通过插板试验进行了低速、高亚声速、跨声速轴

插板式压力畸变发生器（逆航向）

流压气机与畸变发生器耦合数值模拟仿真，表明插板
角涡对转子叶顶泄漏窝的扰动是影响高亚声速压气
机稳定边界的重要原因。世界各国和航空发动机公
司均有各自的畸变评定方法[11-13]，但其评定思想一
致，均利用畸变指数衡量流场的畸变程度[14-15]；程邦

（a）平插板

勤等[16] 采用可移动式插板对某型涡扇发动机进行了
试验研究，获得了稳态总压不均度及总压紊流度随发
动机插板深度和转速的变化关系，确定了该型发动机
综合畸变指数和总压畸变敏感系数；马燕荣等[17]通过
试验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对吊舱进口安装扰流

（b）角插板
图2

1.2

插板方式

测试方案

发动机进气测量截面包括：0-0 截面、1-1 截面和

气动测量截面（AIP 截面），如图 3 所示。
2D

板进行了某型涡扇发动机总压畸变试验，表明随扰流

85 mm

板深度增加及发动机转速升高，畸变范围是扰流板深
度的单值函数。

气流方向

本文采用插板式压力畸变发生器，以某型发动机
作为被试品，研究不同发动机状态下的不同形式插板
造成的压力损失及综合畸变指数，并对综合畸变指数

1-1 截面

0-0 截面

图3

趋势进行了预测。

1
1.1

试验装置和测试方案
试验装置
本文畸变发生装置为插板式压力畸变发生器，如

图 1 所示。装置采用液压控制，上位机主控，采用单

独大功率液压站，插板有效行程满足发动机进口要
求，可控制插板停留到任何中间位置或控制插板按指
定速度移动，移动速度可以在最小速度 Vmin 和最大速

度 Vmax 之间任意变化，
其中 Vmin≤2 mm/s，
Vmax≥180 mm/s，

150 mm

X

可移动插板

发动机进气
气动测量截面（AIP） 机匣前安装边

插板进气畸变试验测量截面

各截面位置和测点分布情况如下：
（1）0-0 截面距插板前 2D 处（D 为发动机进口直

径，L 为测点的实际位置），
通过测量总、静压计算进气
道流量。0-0 截面有 4 支周向均布的总压受感部和 4 个
周向均布的壁面静压测孔，用于测量来流总、静压。

（2）1-1 截面在距 AIP 测量截面前 85 mm 处，在

0.9R（R 为进气道半径）的环面周向均布 6 支总压脉动
测量耙。

（3）AIP 截面位于板后 3D 以及发动机进气机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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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安装边前 150 mm 处，以“水”字形式（6 支×5 点）布

系统工作有效性，保障喘振信号发出时插板退板，且

1-1 截面在 0.9R 环面周向均匀布置了 6 支总压

在发动机试车过程中，在 2 种不同插板条件下保

置稳态总压测量座，同时均布 6 个壁面静压测点。

发动机数控系统应执行消喘逻辑，以保障试验安全。

脉动测量耙，近壁面存在附面层使进气道壁面紊流度

证发动机控制规律一致，在 2 次开车相同状态下保证

变小，
在进气道中心位置，
气流受到扰动小，
流量平均，

其转速一致性，以保证发动机状态的一致性。

紊流度较小，
0.9R 环面位置是紊流度最大的环面。AIP
截 面 上 布 置 的 6 个 稳 态 总 压 测 量 座 ，编 号 为

AIP1~AIP6，
每一支上均分布 5 个测点，
例如为 AIP1-1。
在试验过程中稳态周向总压畸变指数 Δσˉ 0、紊流度 εav
和综合畸变指数 W、插板相对插入深度 H，经数据采集
系统采集处理后可实时显示并记录。Wa1 为进气道进
气流量，
H 为实际插入深度与进气道直径的比值。

本文所测温度、压力均采用扫描阀采集，上位机
可以直接获取其温度值和压力值。进气畸变测量参
数见表 1。
进气畸变测量参数

单位

P1-1D

1-1 截面
动态总压

kPa

6×1

90～110

±10%

1-1 截面

kPa

6×5

90～110

±0.3%

AIP 截面

kPa

6×1

70～110

±0.3%

AIP 截面

PAIPJ

AIP 截面
壁面静压

H

插板相对
插入深度

录取，
包括发动机进气道总压恢复系数 σ、稳态周向畸

变指数 Δσˉ 0、
面平均紊流度 εav 及综合压力畸变指数 W。

（2）进行发动机主机状态 0.60、0.70、0.75、0.83、

0.85、0.90、0.93、1.00 的插板试验，在 H=0 时发动机调
至相应转速，稳定 2 min 后，逐步向内移动插板。按

1% 步长递进，获得每个插板深度 H 下的畸变指数 W，
每隔 30 s 记录 1 次。

支和点 测量范围 设备精度

0～1

备注

±2 mm 插板位置

AIP 截面上单个测点总压恢复系数 σ
P AIP
σ=
P0

3.1

试验结果解析
不同插板总压恢复系数对比

在 0.9 状态下的平插板和角插板 AIP 总压耙总压

恢复系数如图 4～7 所示。其中耙测点位置从 AIP-11~AIP-1-5（AIP-1-6）方向为发动机内涵至外涵方
向，即沿径向由中心向外。平插板 AIP 截面总压恢复

系数 σ 小的区域为插板遮挡区域，造成该空间位置内
的 AIP-5、AIP-6 扇区附近 σ 小，气流扰动大，畸变程

度高，且在周向形成了 1 个 σ 小的广阔区域。在其余
（1）

未被遮挡区域，σ 沿径向先增大再减小；沿周向形成
凹坑，该区域 σ 小。

式中：rˉ 为测点所在半径位置；PAIP 为 AIP 截面测点总
压；P1 为发动机进口总压。

0.8
0.6
0.4
0.2
0
-0.2
-0.4
-0.6
-0.8

W=Δσˉ 0+εav

L/R

综合压力畸变指数 W

（2）

式中：Δσˉ 0 为稳态周向畸变指数；εav 为面平均紊流度。

2

试验方案
进行试验前，首先进行发动机和插板畸变发生

器、台架判喘系统的静态调试。在不开车状态下，检

图4

在 0.9 状 态 下 平 插 板

AIP 截面总压恢复系数（径向）

查台架判喘系统，保障系统可以接收发动机脉动信
号；检查台架判喘系统发出喘振信号后插板应急退板
功能。
静态调试后，在发动机慢车状态下检查台架判喘

-0.8 -0.4

图5

0 0.4 0.8
L/R

在 0.9 状态下平插板

AIP 截面总压恢复系数
（H=0.3，W=13.4%）

查插板的插入和退出功能，并使插板插入深度的控制
精度满足±2 mm；检查插板装置的应急退板功能；检

0.96
0.94
0.92
0.90
0.88
0.86
0.84
0.82
0.80
0.78

σ

表1
名称

AIP 截面
稳态总压

（1）进行在发动机各转速状态下不插板性能参数

3

参数

PAIP

开车方案如下：

从图 4 中可见，在平插板被遮挡区域 σ 最小的测

量耙为 AIP-5，测得的 σ 均值为 0.798，在未被遮挡的
区域 AIP-1、AIP-3、AIP-2 这 3 支耙测得的 σ 均值分
别为 0.933、0.946、0.923，经计算，AIP 截面测得的 σ 均
值为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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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在 0.9 状态下角插板

-0.8 -0.4 0 0.4 0.8
L/R

图7

AIP 截面总压恢复系数（径向）

0.96
0.94
0.92
0.90
0.88
0.86
0.84
0.82
0.80
0.78

σ

L/R

0.8
0.6
0.4
0.2
0
-0.2
-0.4
-0.6
-0.8

在 0.9 状态下角插板

AIP 截面总压恢复系数

用更明显。
不同发动机状态下，不同形状插板造成的综合畸
变指数 W 随插板插入深度 H 的变化如图 10 、11 所示。
在各状态下，W 均随 H 的增加而增大。在相同 H 下，W
随转速提高而增大。在相同发动机状态和 H 下，平插
板造成的畸变强度更高，发动机处于 0.9 状态、H=0.3
时，平插板 W=13.1%，角插板 W=8%。平插板和角插
板畸变强度随插入深度提高为前慢后快，在 H=0.2 前
提高缓慢。

（H=0.4，W=13.1%）

从图 6 中可见，主机状态 0.9 角插板被遮挡区域 σ

最 小 支 AIP - 1、AIP-2 测 得 的 σ 均 值 分 别 为 0.774、
0.784，在未被遮挡的区域 AIP-3、AIP-4、AIP-5、AIP-

6 这 4 支耙测得的 σ 均值分别为 0.880、0.925、0.925、
0.904，经计算，AIP 截面 σ 均值为 0.865。角插板面平

均总压恢复系数 σav 比平插板的低 0.035，但其畸变指
数 W 比平插板的低 0.3%。

图10 在不同转速下综合畸变

图11 在不同转速下综合畸变

指数随平插板深度变化

指数随角插板深度变化

为达到在 0.9 状态下的 W=13% 的畸变强度，平插

板需插入 0.3，角插板需插入 0.4 深度。二者进气流量
比为 Wa1P/Wa1J=0.96，平插板进气流量稍小，其中 Wa1P 和
Wa1J 分别为平插板和角插板的进气流量值。
3.2

畸变指数 W 随插入深度 H 变化趋势可由 3 次曲

线表示，其拟合曲线趋势见表 2。
表2

不同插板综合畸变指数对比

在发动机 0.9 状态下，平插板和角插板的稳态周

向畸变指数 Δσˉ 0、面平均稳流度 εav、综合畸变指数 W

如图 8、9 所示。Δσˉ 0、εav 均随插板深度 H 深入而增大。

W 变化趋势

0.720

W=13.744H +42.240H2-0.671H+0.575

0.850

W=254.44H3-1.981H2+0.108H+1.306

0.835

平插板

在相同 H 下，平插板造成的畸变强度强于角插板的。

度时 Δσˉ 0 对畸变贡献大。

0.900
0.930

2 种插板在 H 小时，Δσˉ 0 均小于 εav；在 H 较深时，Δσˉ 0
均大于 εav。即在小深度时 εav 对畸变贡献大，在大深

畸变指数随插板深度变化趋势

状态

角插板

3

W=105.982H3+31.2H2+3.843H+1

W=373.024H3-30.184H2+12.763H+1.66

W=534.844H3-40.888H2+11.332H+2.027

0.970

W=1029.791H3-223.666H2+34.651H+2.672

0.900

W=49.386H3+48.135H2+4.292H+0.514

0.800

W=74.84H3+7.813H2+0.27H+0.884

Wa1 /σav

εav /Δσˉ 0 /W

Wa1 /σav

εav /Δσˉ 0 /W

掌握了平插板和角插板的畸变指数随发动机状
态变化趋势，为后续对综合畸变指数进行预测提供依
据，获得了普遍规律。

4
图8

在 0.9 状态下综合畸变

指数随插平插板深度的变化

图9

结论

在 0.9 状态下综合畸变

（1）在某型航空发动机进气畸变试验中，采用平

指数随插角插板深度的变化

插板和角插板 2 种插板试验装置并实现了较高控制

随着 H 增大，AIP 截面面平均总压恢复系数 σav 和

进口空气流量 W1 减小。在平插板 H=0.3 时，Wa1=0.89、

精度，设计了试验方案，完成了发动机在各状态下的

畸变试验，通过一整套插板系统和判喘系统获得了某

σav=0.89；在 角 插 板 H=0.3 时 ，Wa1=0.93、σav=0.93。 平

型发动机进口压力畸变数据。

下插板的流量与未插板时的比值，即平插板的节流作

复系数小的广阔区域，沿径向先增大后减小，沿周向

插板流量 W1 更小，σav 也更小。此处 Wa1 为在 0.9 状态

（2）平插板和角插板均会在插板后方形成总压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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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凹坑。为达到在 0.9 状态下 W=13% 的畸变强度，
需 平 插 板 插 入 0.3、角 插 板 插 入 0.4 的 深 度 ，平 插 板

AIP 截面的总压恢复系数小于角插板的，平插板进气
流量更低。

（3）在发动机 0.9 状态下，周向畸变指数 Δσˉ 0、面

平均稳流度 εav 均随插板深度 H 的增加而增大。在相

同插板深度 H 下，平插板造成畸变强度强于角插板
的。小深度 εav 对畸变贡献大，大深度 Δσˉ 0 对畸变贡

献大。随着 H 增大，AIP 截面面平均总压恢复系数 σav

和进口空气流量 W1 减小，但平插板节流效果更明显。
获得平插板和角插板畸变指数随发动机转速和
插入深度变化关系，可为后续插板试验畸变强度的预
测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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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推装置叶栅外流场 PIV 测试
于忠强，李庆林，盛

超，高

超，丛长震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某型反推力装置缩比模型试验件，应用粒子图像测速（PIV）技术开展了反推力装置叶栅出口外流场结构和测试技
术试验。在不同进口落压比下进行外流场测试，得到了叶栅出口流场速度分布和流动的基本结构。探索了粒子图像测速技术应
用于外流场工程环境测试方法，提供了通过专用装置防护和减振的方法在 PIV 技术对气流冲击、振动、噪声等复杂环境问题的解
决途径。试验结果表明：气流从叶栅出口排出后沿叶栅型面方向径直流动，落压比对叶栅出口气流速度及分布影响较大，流场形

式受其影响较小，在落压比为 1.2 时，气流速度达到 165 m/s；PIV 技术结合防护、减振、远程控制等措施能够成功应用于工程外流场
测试，通过试验验证确立了基于 PIV 技术的叶栅出口外流场测试方法，对该技术在相关工程中应用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反推装置；外流场；粒子图像测速；测试技术；气流冲击；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1.7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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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V Measurement on External Flow Field of Reverse Thrust Cascade
YU Zhong-qiang，LI Qing-lin，SHENG Chao，GAO Chao，CONG Chang-zhen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Aiming at a scaled model test piece of a certain thrust reverser，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 (PIV) was used to test the struc⁃

ture and measurement technology of the external flow field at the cascade outlet. The velocity distribution and flow basic structure of the

cascade external flow field were obtained by testing the external flow field under different inlet nozzle drop ratios. The application of PIV
technology in the engineering environment test of external flow field was explored，which provided a way to solve complex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uch as airflow impact，vibration，noise in PIV technology by means of special device protection and vibration reduction.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airflow flows along the cascade profile after discharging from the cascade outlet, and the nozzle pressure ratio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airflow velocity and distribution at the cascade outlet. and the flow field form is less affected by it. When the nozzle
pressure ratio is 1.2，the airflow velocity reaches 165 m/s. PIV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protection，vibration reduction，remote control and
other measures can be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the project external flow field test. Through the test verification，the test method of cascade

outlet external flow field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PIV technology，which has grea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
gy in related projects.

Key words：thrust reverser；external flow field；PIV；measurement technology；airflow impact；aeroengine

0

进的大型飞机都采用发动机反推力装置来减速，其

引言

中，叶栅式反推器应用较广。虽然这种反推装置会增

反推力装置是民用和军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

加质量和发动机设计复杂性，但还是以其独有的集成

的重要组成部分[1]，其主要功能是通过改变发动机排

度高、可靠性高、对不同的发动机工况适应性强等优

气流动方向来获得反向推力，使飞机高效可靠地减

点 ，在 国 外 得 到 了 较 广 泛 的 应 用[7]。 Trapp 等[8] 通 过

速，显著缩短飞机的着陆滑跑距离，达到刹车的效
[2]

果 。实现反推力的传统方法主要是机械式
抓斗式、叶栅式和折流板式等

[5-6]

[3-4]

，包括

。目前，几乎所有先

CFD 方法对反推力装置叶栅结构等进行了评估，得到
了优化的结构。相对于国外比较成熟的研究现状，中

国近年来也开始注重叶栅式反推力装置的设计及试

收稿日期：2020-03-12
基金项目：国防重点科研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于忠强（1989），男，硕士，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及喷管试验工作；E-mail：799203088@qq.com。
引用格式：于忠强，李庆林，盛超，等 . 反推装置叶栅外流场 PIV 测试[J]. 航空发动机，2022，48（3）：106-110. YU Zhongqiang，LI Qinglin，SHENG Chao，
et al. PIV measurement on external flow field of reverse thrust cascade[J]. Aeroengine，2022，48（3）：10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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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研究工作。
粒子图像测速（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PIV）

图 2 所示。试验件分为 2
个涵道，内涵气流通过尾

技术是一种非接触无干扰的空间流场定量测量手

喷管轴向直排，外涵气流

段[9-11]，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流动显示的基础

通过反推叶栅与轴成一定 图 2 反推力装置叶栅外流场

上，充分吸收现代计算机技术、光学技术以及图像分

角度反向沿圆周排出。在

析技术的研究成果发展起来的新一代流动测速技

试验过程中通过控制试验件入口落压比（总压与环境

术 。目前 PIV 测速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实际工程

之比）来调整试验状态，外流场测试试验仅向外涵单

[12]

[13]

中对气体、液体流场进行测量 。

随着 PIV 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将

该技术应用于叶栅流场测试。Post 等[14]利用 PIV 技术

试验件结构

独供气。

2

PIV 测试系统

对 静 止 涡 轮 叶 栅 流 场 进 行 了 研 究 ；Suder[15] 测 量 了

2.1

流等的相互影响；马昌友等[16]在暂冲式风洞中对高亚

同步控制器、
控制及采集软件、
计算机，
如图 3 所示。

NASA37 孤立转子流场，研究了级环境下激波、间隙

声速平面叶栅采用 PIV 技术获取了叶片槽道及出口

测试系统组成及原理

PIV 系统的组成主要有光源系统、图像采集系统、
同步控制器 双脉冲激光器 导光臂 片光镜 片光区域

[17]

尾迹流场；马超等 研究了动叶叶栅旋转下的内流
场，获得了速度场和涡量场。但目前 PIV 技术在叶栅
流场测试中的应用多以管路或风洞内部为主，而对反
推力装置叶栅出口外流场测试的公开报道很少。

测试区域
计算机

本文以反推力装置缩比模型试验件作为研究对

CCD 相机

象，采用 PIV 测试技术对反推力装置叶栅出口外流场

图3

开展了不同进口落压比下的测试试验。

1
1.1

器上开展。该试验器最大供气流量为 60 kg/s，最高内

涵供气温度为 850 K，采用六分力测力台架。支持正
向排气和反向排气，正向排气直接进入排气筒，反向

排气直接排入试验间，通过导流装置将气流导向厂房
顶部排气塔排入大气。反推力装置试验器工作流程
如图 1 所示，详细技术指标见文献[18]。
内涵进气 内涵加温器 测力台架 试验件 排气筒

映标记物运动的图像记录下来，通过图像处理和分析
得到标记物在时间间隔 Δt 内的位移，从而得到流场
速度。
2.2

数据处理方法
速度矢量的计算要靠图像处理系统来实现，数据

处理流程如图 4 所示。PIV 原始图像被细分为许多正

方形询问区，采用互相关算法计算每一询问区的速度
矢量。数据后处理运算主要进行速度场光滑处理，校

放气

正错误匹配的影响。
第 1 帧图像

图像预处理
互相关处理

内涵孔板
泄漏标定孔板
外涵 1 孔板
外涵 2 孔板

试验件

PIV 系统的组成

统的工作原理是在流体中散播微细颗粒标记物，将反

反推力装置叶栅外流场试验在反推力装置试验

1.2

滤波片

软件 INSIGHT 4G 进行图像采集及数据处理。PIV 系

试验设备

图1

镜头

试验中采用美国 TSI 公司开发的 PIV 系统及相应

试验系统

外涵进气

流场

反推力装置试验器工作流程

试验件根据相似准则采用 1∶3 缩比模型，结构如

第 2 帧图像

3.1

图像后处理
（错误矢量修正）

图像预处理

图4

3

流体速度矢量图

数据处理流程

外流场测试试验方案
防护装置

PIV 测试系统应用于管道内流场测量已日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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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并且得到广泛应用；但针对于本试验外流场测试

子，在满足跟随性的前提下，具有更好的散射特性，能

仍存在一定难点。试验件气流经由外涵叶栅出口直

够提高信噪比。采用流化床固体粒子发生器，配合压

接排入周围环境中，出口气流存在较强气动冲击，还

缩空气源播撒粒子，通过高精度调节阀门调节压缩空

会带来试验现场振动。气流的冲击和现场的振动对

气量，进而实现粒子播撒量的调节和控制。

于光学测试系统硬件是不可接受的，PIV 系统也不例

3.4

外，将导致测试硬件损坏或者无法采集到有效图像。

远程控制及防护

试验过程现场噪声超过 120 dB，测试人员无法在

在试验方案中为解决气流冲击问题，根据试验件

试验现场工作，但是计算机与相机及其它光学设备之

的结构特点对激光器及相机的布置位置进行针对性

间数据传输及控制导线长度有限，无法实现远距离控

设计，如图 5 所示。在试验件叶栅截面的正下方放置

制及采集。为应对现场噪声，同时解决计算机、同步

下 2 个位置无叶栅，因此该位置气流冲击相对较弱；

程控制及防护系统，对计算机、同步器等进行封装，并

左 后 方 ，斜 向 45° 发 出 激

声环境下的外流场测试。

CCD 相机；试验件叶栅为左右对称布置，在正上和正

器等设备免受气流冲击及示踪粒子粉尘污染，增加远

激光器布置在试验件的

通过网络在远端进行 PIV 测试系统的控制，实现高噪

光片光照射待测流场区

4

域。气流经叶栅斜向前

在试验过程中在试验件入口进行了总压、总温、
图5 激光器及相机布置

虽然对相机和激光器测试位置进行了设计，但气
流冲击和现场振动仍无法全面消除。为彻底解决气
流冲击和现场振动，设计相机及激光器防护装置。防
护装置采用不锈钢独立盒式结构，将相机及激光器分
别固定在其中，有效防止气流冲击，起到保护作用。
在光学原件与盒式结构接触固定位置采用隔振橡胶
对二者进行隔离，有效防止现场振动对相机及激光器
造成影响。根据光学测试的特殊性，在盒式结构处留
有光学窗口以便激光片光射出，相机镜头可以接收入
射光。为实现测试系统的调整及标定，防护装置可在
内部相机，片光源在垂直、水平、俯仰等多维度调整。

1.1、气流温度为 18.5 ℃时，对应的流场测试结果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气流从叶栅排出后沿叶栅型面
方向继续向前流动，无漩涡产生，气流径直排出，高速

气流对附近空气产生一定引射带动作用。从图 6（a）

中可见，气流从叶栅出口排出后核心为高速气流区，
向两端逐渐减少，在叶栅出口外的其它区域气流流速
极低。核心气流最大流速约为 110 m/s，主流气流速
度约为 80 m/s。

速度/（m/s）
400
120

400

100

300

校准与修正
2 维 PIV 测试系统通常采用相机轴线与测试平面

垂直的方式布置，可以有效避免粒子位移量测试产生
误差。在试验中为解决气流冲击问题，将相机轴线与
测试面成一定角度布置，如果采用普通标定方式会带
来一定误差。为此，采用软件中 off-axis 标定方法，配

合专用标定板标定，可以消除相机感光板与测试面不
平行带来的测试误差。
3.3

侧叶栅出口水平面进行测试，在外涵进口落压比为

示踪粒子

PIV 测试需要撒播作为流动示踪的光散射粒子，

该粒子既要能精确跟踪与表征流动速度，又要有良好
[19]

[20]

的散射特性并有足够的信噪比 。根据刘剑等 的
研究结果，选用 0.3 μm 氧化钛固体粒子作为示踪粒

80

Y/mm

3.2

空气流量等测量。采用 PIV 方法对试验件顺航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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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40

100

20

0
-200 -100

0
100
X/mm

（a）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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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排出，该区域气流冲击
较弱。

试验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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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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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矢量图

图6 落压比为1.1时的速度场

在外涵进口落压比为 1.2、进口温度为 50 ℃时，

对顺航向左侧叶栅出口水平面气流速度流场测试结
果如图 7 所示。从图中可见，气流从叶栅排出后，核

心气流沿叶栅型面原方向径直排出，未发生方向改变
或出现漩涡，周围空气在主流引射作用下向主气流流
动。从图 7（a）中可见，在该状态下核心气流速度约

于忠强等：反推装置叶栅外流场 PIV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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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70 m/s，分布在排气气流的中间，随着气流向核心

气流外及两端推移速度呈降低趋势，主流的气流速度
约为 120 m/s。与落压比为 1.1 时相比，在该状态下核
心气流范围增大，分析认为随着落压比的增大，空气

气流速度提高，周围空气与叶栅出口气流相互的扰动
作用比重减弱，所以气流内部场中高速区范围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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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云图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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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矢量图

在进口落压比为 1.2 时，截取测试截面位置处数值模
拟速度云图，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排气气流核

心区域速度较高，约为 165 m/s，随着气流向外流动及
速度/（m/s）

120 m/s。与 PIV 测试系统

得到的试验结果吻合良
好，在气流核心区域及主
流 区 域 ，数 值 模 拟 与 PIV
测试速度最大相对误差约
为 3.5%。

图8

落压比 1.2 模拟

205
185
164
144
123
103
82
62
41
21
0

速度场

反推力装置叶栅出口外流场数据的成功获取说

明了试验方案的合理性。防护装置对于内部光学设
备起到了保护作用，能够在保证设备正常稳定使用的
前提下，很好地隔绝气流冲击，消除现场振动。
试验中使用成熟商用 PIV 测试系统，设计防护系

统、远程控制等装置，结合合理的试验方案，实现了工

程环境中的外流场测试，得到真实可靠的流场测试数
据。克服光学测试自身在工程测试中的缺点和不足，
发挥出其高时间分辨率、高空间分辨率、流场无扰动
等诸多优点，实现新型高效测试技术与传统工程试验
的有机融合。

（1）气流从叶栅出口排出后沿叶栅型面方向继续
向前流动，未发生方向偏移；
（2）进口落压比增大，叶栅出口气流速度提高，高
速区拓宽，流场形式无明显变化；
（3）激光器及 CCD 相机防护装置在试验过程中

能够实现阻隔气流冲击、消除现场振动的作用，并兼
顾光学测试仪器微调整功能。

PIV 测试技术结合防护、减振、远程控制等措施，

成功应用于工程外流场测试，并获得了较为理想的测
试结果。
参考文献：

[1] 陈著 . 叶栅式反推力装置结构和气动性能研究[D]. 南京：南京航空
CHEN Zhu. Research on structure and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采用 Fluent 软件对叶栅出口流场进行数值模拟，

势，主流的气流速度约为

结论

航天大学，2014：2-3.

落压比为 1.2 时的速度场

向两端推移速度呈降低趋

5

109

cascade thrust reverser[D]. Nanj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2014：2-3.（in Chinese）

[2] 王东，张佐伊，郝晟淳，等 . 渐变反推力平面叶栅端壁流动仿真与试
验[J]. 航空发动机，2018，44（1）：63-68.

WANG Dong，ZHANG Zuoyi，HAO Shengchun，et al. Flow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of gradual reverse thrust plane cascade Endwall[J].
Aeroengine，2018，44（1）：63-68.（in Chinese）

[3] Nobel T P，Wooden P A，Arledge R G. Experimental thrust reverser de⁃
sign with computational analysis[R]. AIAA-1994-0021.

[4] Andrade F O，Ferreira S B.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aircraft geometry

on the computed flow field during thrust reversers operation[R]. AIAA2006-3673.

[5] Hegen G H，Kooi J W. Investigation of aircraft performance with de⁃
ployed thrust reversers in DNW[R]. AIAA-2005-3702.

[6] Yao H，Raghunathan S，Cooper R K，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flow fields of the nature blockage thrust reverser[R]. AIAA-20050631.

[7] 邵万仁，叶留增，沈锡钢，等 . 反推力装置关键技术及技术途径初步
探讨[C]//中国航空学会 2007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 北京：中国航空学
会，2007：1-9.

SHAO Wanren，YE Liuzeng，SHEN Xigang，et al. Preliminary discus⁃
sion on key technology and technical approach of thrust reverser[C]//
The 2007 Academic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a Aeronautical Soci⁃
ety. Beijing：China Aeronautical Society，2007：1-9.（in Chinese）

[8] Trapp L G，Oliveira G L. Aircraft thrust reverser cascade configuration
evaluation through CFD[R]. AIAA-2003-0723.

[9] Raffel M，Kompenhans J，Wereley S T，et al. Particle image velocime⁃
try：a practical guide[D]. Berlin：Springer，2007.

[10] Grant I.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a review[J]. Journal of Mechani⁃

110

第 48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cal Engineering Science，1997，211（1）：55-76.

MA Chao，GE Bing，ZANG Shusheng. Visualization study of the flow

ments and recent applications[D]. Berlin：Springer Science & Busi⁃

and testing technology[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of Thermal Energy

[11] Schröder A，Willert C E.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new develop⁃
ness Media，2008.

[12] Schlatter P．Assessment of direct numerical simulation data of turbu⁃

lent boundary layers[J]. 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2010，659（4）：
116－126．

[13] Adrian R J. Twenty years of 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J]. Experi⁃
ments in Fluids，2005，39（2）：159-169.

field in a rotor cascade of a turbine based on the PIV measurement
& Power，2014，29（4）：361-366.（in Chinese）

[18] 解亮，赵煜，李庆林，等 . 反推装置缩比模型试验台研制及验证[J].
航空发动机，2018，40（1）：34-38.

XIE Liang，ZHAO Yu，LI Qingling，et al. Development and verifica⁃
tion of thrust reverser scaled model test-rig[J]. Aeroengine，2018，40

（1）：34-38.（in Chinese）

[14] Post M E，Goss L P，Brainard L F. Two-color particle-imaging velo⁃

[19] 汪亮 . 燃烧实验诊断学[M]. 2 版 .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1：36-

[15] Suder K L. Blockage development in a transonic，axial compressor ro⁃

WANG Liang.Combustion experiment diagnostics[M]. Second edition.

cimetry in a turbine cascade[R]. AIAA-1991-0274.

tor[J]. Journal of Turbomachinery，1998，120（3）：465-476.

37.

Beijing：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2011：36-37.（in Chinese）

[16] 马昌友，侯敏杰，凌代军，等 . 平面扩压叶栅流场 PIV 与三孔尾迹

[20] 刘剑，李雪冰，白崇国，等 . 管道风流 PIV 实验中示踪粒子特性[J].

Ma C Y，Hou M J，Ling D J，et al.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PIV

LIU Jian，LI Xuebing，BAI Chongguo，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cer

探针对比测试研究[J]. 实验流体力学，2014，28（2）：45-50，58.

and three-hole wake probe measurements in the compressor plane

cascade flow field[J]. Journal of Experiments in Fluid Mechanics，
2014，28（2）：45-50，58.（in Chinese）

[17] 马超，葛冰，臧述升 . 基于 PIV 测试技术的涡轮动叶栅流场可视化
研究[J]. 热能动力工程，2014，29（4）：361-366.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5（10）：1057-1062.

particles used in PIV experiment of pipe flow[J]. Journal of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2016，35（10）：1057-1062.

（in Chinese）

（编辑：程

海）

第 48 卷 第 3 期

Vol. 48 No. 3

航空发动机

Aeroengine

2022 年 6 月

Jun. 2022

GH4037 合金毫秒激光倾斜打孔试验与仿真
林

卿

1，2

，任乃飞 2，笪

扬 1，傅茂华 1，丁红燕

1

（1. 宿迁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江苏宿迁 223800；2. 江苏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江苏镇江 212000）
摘要：针对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气膜冷却孔加工问题，选取 GH4037 合金为研究对象，利用德国德玛吉精密激光打孔机床进行

毫秒激光倾斜打孔试验，并采用 COMSOL 软件进行仿真。在倾角为 15°的情况下，测试了激光光束离焦量分别为负离焦、零离焦和
正离焦情况下的打孔质量，在零离焦打孔时，不仅打孔深度较大，且在入口处的圆度较好，横纵向孔径差值最小。在 30°和 45° 2 种

倾角下进行打孔试验对比，结果表明：在零离焦情况下，激光脉冲数为 180、重复频率为 60 Hz、脉宽为 1 ms、脉冲能量为 1.2～1.8 J，
且在无辅助气体的斜孔加工条件下，倾斜角度为 30°时的孔形形貌较好，倾斜角度为 45°时的孔形形貌较差，主要原因在于倾斜角

度增大，靶材反射率提高，靶材表面的光斑面积增加，孔口处的燃烧效应增强，产生明显的二次烧蚀现象。采用 COMSOL 软件的固
体传热和变形几何模块对打孔过程进行仿真，仿真结果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试验结果。
关键词：激光打孔；倾斜打孔；毫秒激光；COMSOL；GH4037；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1.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2.03.018

Test and Simulation Millisecond Laser Inclined Drilling in GH4037 Alloy
LIN Qing1，2，REN Nai-fei2，DA Yang1，FU Mao-hua1，DING Hong-yan1
（1.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Suqian University，Suqian Jiangsu 223800，China；2.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Jiangsu University，Zhenjiang Jiangsu 212000，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machining problem of film cooling hole of aeroengine turbine blade，GH4037 alloy was selected as the re⁃

search object，and the millisecond laser inclined drilling test were carried out by using German DMG precision laser drilling machine, and
the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by COMSOL software. When the inclination angle was 15°，the drilling quality with the conditions of negative

defocus，zero defocus and positive defocus of the laser beam was tested. When drilling at zero defocus，not only the drilling depth was large，
but also the roundness at the entrance was good，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nsverse and longitudinal aperture was the smallest. Through

the drilling test comparison under two inclination angles of 30° and 45°，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zero defocus，180 la⁃
ser pulses，60 Hz repetition rate，1 ms pulse width，1.2 ~ 1.8 J pulse energy and no auxiliary gas of oblique hole processing，the hole mor⁃
phology is better when the inclination angle is 30° and worse when the inclination angle is 45°.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inclination angle，the reflectivity of the target，the spot area of the target surface as well as the combustion effect at the orifice causes an ob⁃
vious phenomenon of secondary ablation. The drilling process is simulated by using the solid heat transfer and deformation geometry mod⁃
ule of COMSOL software，an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can predict the test results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laser drilling；inclined drilling；millisecond laser；COMSOL；GH4037；aeroengine

0

引言

关键技术之一。
国内外研究人员针对激光打孔工艺做了大量的

涡轮叶片气膜冷却孔对航空发动机的性能至关

研究工作，如研究脉冲能量、脉冲宽度、辅助气体环境

重要，其孔径小、数量多，一直以来都是加工难点。加

以及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等对激光打孔的影响，以提

工方式一般采用电液束、电火花、激光加工 3 种。脉

冲激光加工的效率和精度高，已成为微孔加工领域的

高打孔效率，获得高质量的孔型[1]。晏绪光等[2] 采用
调制后的激光脉冲技术获得了较好孔形，达到未调制

收稿日期：2020-07-09
基金项目：宿迁市“千名领军人才集聚计划”双创团队项目、宿迁市科技计划（K201913）资助
作者简介：林卿（1985），男，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激光加工机理；E-mail：linqing@squ.edu.cn。
引用格式：林卿，任乃飞，笪扬，等 . GH4037 合金毫秒激光倾斜打孔试验与仿真[J]. 航空发动机，2022，48（3）：111-115. LIN Qing，REN Naifei，DA
Yang，et al. Test and simulation millisecond laser inclined drilling in GH4037 alloy[J]. Aeroengine，2022，48（3）：1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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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加工难以达到的效果；谭险峰等[3] 主要分析了不
同离焦量对激光打孔的孔径和锥度的影响；钱晓忠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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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分析了激光参数对微孔锥度的影响，发现离焦

量、脉冲宽度和脉冲数对微孔锥度的影响较大，而重
复频率和脉冲能量的影响较小；Geng 等 通过在工件
[7]

45°，靶材装夹方式如图 1
所示。孔形形貌的观察与

测量采用日本基恩士 VKX250 激 光 共 聚 焦 扫 描 显
微镜。

和激光器之间设置阻隔筛板，成功加工出更小孔径和

首先确定倾斜打孔时

更大深径比的微孔。除脉冲激光冲击打孔方式外，

的离焦量。脉冲能量设定

Goyal 等 对 Ti-6Al-4V 材料进行了环切打孔，建立了

为 0.6 J，在不同离焦量、靶

该模型优化了激光加工参数，加工出极小锥度的孔，

2 、3 所示。在相同激光能量下，在激光焦点处于负离

[8]

基于遗传算法和人工神经网络算法的数学模型，利用
[9]

并且优化了影响微孔圆度的加工参数 。近年来，研
究人员对异型孔的激光加工工艺进行了研究。Yao
[10]

等 利用仿真和试验研究了在不同倾斜角度打孔的
孔形形貌，表明激光功率密度和倾斜角度对孔形形貌
有显著影响；Kamalu 等[11]对涂覆热障材料的靶材进行
了多角度的激光斜孔打孔试验，研究了脉冲能量、脉

图1

靶材装夹方式

材倾斜 15°下的加工孔形剖面和孔口形貌分别如图
焦（图 2（a））或者正离焦（图 2（c））时，打孔深度不足；
在零离焦（即激光焦点处于靶材表面）打孔时，不仅打

孔 深 度 较 大 ，且 在 孔 口（入 口）处 的 圆 度 较 好（图 3

（b）），横纵向孔径差值最小。所以，在本文后续试验
中，均设定离焦量为 0 mm。

等[12] 通过仿真与试验研究了不同倾斜角度对涂覆热

障涂层的镍基高温合金的微孔热影响区及孔壁重铸
层的影响，发现随着入射角的增大，热影响区范围和

图2

研究方面，大多采用水平集法

[18]

，流体体积法 等方

法追踪固液界面。本文利用有限元软件 COMSOL 的

固体传热模块和几何变形接口实现了孔口界面追踪，
以期为 GH4037 合金的斜孔加工工艺提供一定研究
基础。

毫秒激光倾斜打孔

PowerDrill 数控精密激光打孔机床，配备波长为 1064
nm 钇铝石榴石晶体激光器，该机床适用于涡轮叶片

等的精密激光打孔和焊接。激光脉冲数设定为 180
个，重复频率为 60 Hz，脉宽 1 ms，打孔方式为冲击打
孔，无辅助气体，靶材与水平面夹角分别设定为 30°和

图3

200 μm

在不同离焦量、靶材倾斜 15°下的孔口（入口）形貌

在不同脉冲能量、靶材与水平面夹角为 30°下的

打孔形貌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脉冲能量的
提高，孔深不断增大，孔形质量整体较好。在激光共

[2 ] 7 1 5 .9

60 μ m

500 μm

（a）脉冲能量为 1.2 J

[1] 2253
2253..972 μm

本 试 验 设 备 采 用 德 国 德 玛 吉 LASERTEC 80

200 μm

[1] 701
701..881 μm

（a）离焦量为−1 mm （b）离焦量为 0 mm （c）离焦量为 1 mm

[1] 2083
2083..460 μm

1

[1] 522
522..559 μm

200 μm

研究较少，而缝形、簸箕形等异型斜孔却可以改变气
[15-17]

在不同离焦量、靶材倾斜 15°下的孔形剖面

[1] 551
551..928 μm

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直孔打孔方面，对斜孔等异型孔
膜孔气流通道，提高气膜孔的冷却效率[13-14]。在仿真

200 μm

[2] 683
683..061 μm

对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气膜冷却孔加工中基础

200 μm

（a）离焦量为−1 mm （b）离焦量为 0 mm （c）离焦量为 1 mm

[2] 510
510..395 μm

重铸层厚度均逐渐增大。

200 μm

[2] 518
518..387 μm

程 中 产 生 剧 烈 温 度 梯 度 和 反 冲 压 力 导 致 的 ；Sezer

[1] 391.931 μm

会出现材料分层剥离现象，发现其主要是由在打孔过

[1] 1147.556 μm

大倾斜角度下，在涂层和基底之间、靠近孔口入口处

[1] 287.209 μm

冲宽度和入射角度对小孔形貌质量的影响，表明在较

[2] 731.079 μm

500 μm

（b）脉冲能量为 1.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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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熔融阶段热传导主要通过液体循环流动传递，
[1] 2806
2806..114 μm

[1] 2789
2789..495 μm

由于表面吸收的激光能量首先通过径向流动传递，使

776..199 μm
[2] 776

熔池变得浅而宽，本文试验进一步验证了该现象。这
867..344 μm
[2] 867

2 种因素综合导致打孔深度较浅，孔形质量较差。

测量所得的孔深和入口孔径见表 2。随着脉冲

能量的提高，孔深逐渐增大，孔口直径在脉冲能量为
500 μm

500 μm

（c）脉冲能量为 1.6 J
图4

（d）脉冲能量为 1.8 J

在不同脉冲能量、靶材与水平面夹角

小了，这是因为在脉冲能量为 1.2～1.6 J 时，孔口均出
现了明显的二次烧蚀现象（图 5（a）、
（b）、
（c）中红圈位

置）。当脉冲能量提高到 1.8 J 及以上时，孔口处不再

为 30°下的打孔形貌

聚焦显微镜的测量结果中，图中绿线为测量基准线，
即此线所在平面为测量基准面。测量所得的孔深和
入口孔径见表 1。从表中可见，随着脉冲能量的增
大，孔深与孔口直径均逐渐增大。
表1

1.2 ～1.6 J 时逐渐增大，但在脉冲能量为 1.8 J 时却减

有明显二次烧蚀现象，靶材表面破孔迅速，激光光束

通过孔内壁不断反射向下传递，激光能量得以及时传
导 至 孔 内 ，造 成 孔 深 增 大 、孔 口 减 小 的 现 象（图 5

（d）），但由于倾角较大，光束在孔内壁的来回反射、散
射均不可控，导致孔形貌质量不佳。

在不同脉冲能量、靶材与水平面夹角为 30°下的

表2

测量孔深与入口孔径
脉冲能量/J

测量孔深/μm

入口孔径/μm

1.2

2083

716

1.6

2790

776

1.4

2254

测量孔深与入口孔径
脉冲能量/J

测量孔深/μm

入口孔径/μm

1.2

409

1447

1.6

989

1606

731

2806

1.8

在不同脉冲能量、靶材与水平面夹角为 45°下的

1.4

867

在不同脉冲能量、靶材与水平面夹角为 45°下的

打孔形貌如图 5 所示。随着脉冲能量的提高，孔深不

断增大，但与倾角 30°情况下相比，打孔深度较浅，孔

720
1831

1.8

2

1584
1138

COMSOL 仿真过程
采用 COMSOL 软件的固体传热和变形几何模块

形质量较差。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是：
（1）倾角

对斜孔激光打孔成型进行仿真，激光光斑中心位置为

增大，靶材反射率提高，靶材对激光能量的吸收率降

模型坐标（0，0）位置，激光强度在 x 轴方向呈高斯分

低；
（2）靶材表面的实际光斑面积增加，孔口处的燃烧
效应更为明显（图中红圈），孔口处出现二次烧蚀现
象，造成实际孔口面积大于激光光斑面积，Chan 等[19]

500 μm

（a）脉冲能量为 1.2 J

（c）脉冲能量为 1.6 J

500 μm

（b）脉冲能量为 1.4 J
[1] 1831
1831..335 μm

[1] 988
988..897 μm

1606..154 μm
[2] 1606

500 μm

图5

量[20]为

1138..220 μm
[2] 1138

0.94I 0
Flux（x）=∑
（1-R）
·
tp
i=1
Np

1584..004 μm
[2] 1584

[1] 720
720..072 μm

[1] 408
408..787 μm

1446..859 μm
[2] 1446

布。在固体传热接口中定义的广义向内边界热通

(

(

t - ( i - 1 ) t sep - 2t p
-x2
exp 2 - 2.77
tp
r0

))
2

（1）

式中：I0 = J/（π×r02），为脉冲能量密度，J 为脉冲能量；r0
为光斑半径；Np 为脉冲数；tsep 为脉冲间隔时间；tp 为激
光脉宽；R 为靶材反射率。

针对烧蚀建模施加的边界条件为对流热通量边
界条件
500 μm

（d）脉冲能量为 1.8 J

在不同脉冲能量、
靶材与水平面夹角为 45°下的打孔形貌

q0=h（Tv-T）

（2）

式中：q0 为材料气化烧蚀吸收的热通量；Tv 为气化温
度；h =h_a(T-Tv)，为传热系数，h_a( )为斜率为 1E8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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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函数。

温度，设置过大则会造成数值计算收敛过慢。通过上

入口孔径试验与仿真结果

0

-0.4

倾角（单个

-1.2

30°（1.2 J）

2083 2406

2015

30°（1.6 J）

2790 3221

2600

-0.8

脉冲能量）

-1.6
-2.0

同 脉 冲 能 量 、靶 材 倾 斜

30° 和 45° 下 的 打 孔 仿 真

-1

图6

形貌分别如图 7、
8 所示。

0
尺寸 x/mm

1

孔深 H 并非实际孔深 L，L =H / cos θ，θ 为靶材倾斜角
度。将仿真图片导入基恩士 VK 观察软件，可实现对
仿真计算所得的孔深及入口孔径的测量。在 30° 和
0.4

尺寸 y/mm

尺寸 y/mm

-0.4
-0.8
-1.2
-1.6
-2.0

-1

（a）脉冲能量为 1.2 J
-0.8

尺寸 y/mm

尺寸 y/mm

-0.4
-1.2
-1.6
-2.0
-2.4

-1

-0.8

0
1
尺寸 x/mm

-2.0
-1

0
1
尺寸 x/mm

2

尺寸 y/mm

0

-0.2
-0.4

0
尺寸 x/mm

0.5

-1

0
1
尺寸 x/mm

2

（a）脉冲能量为 1.2 J

1058

2806 3240
409
720
989

578

1018
1399

1831 2589

2300

776

2870

867

506

1447

1312

1606

902

1584

2520

1138

1033
1116
1126
728
916

1176
1398

1.2 、1.4 和 1.6 J 下，实际孔径均大于仿真孔径（如图

10 所示），这是由于在仿真过程中未考虑孔口处的二

次烧蚀；而在 1.8 J 下的实际孔径却小于仿真孔径。
在 30°倾角下，入口孔径在脉冲能量为 1.2～1.8 J 内变
30°打孔实际孔深
30°打孔仿真孔深

2.4
1.8
1.2
0.6
1.0

0

图9

-0.4
-1.2 -1

731

2254 2603

716

均小于试验结果（如图 9 所示），这是因为在仿真中未

3.0

0.4
-0.8

（入口）/mm

对于孔深来说，在 30°和 45°倾角下的仿真结果

3.6

0.8

0.2

45°（1.8 J）

仿真孔径

（入口）/mm

化不大，实际孔径均小于仿真孔径。

（c）脉冲能量为 1.6 J
（d）脉冲能量为 1.8 J
图 7 在不同脉冲能量、靶材倾斜 30°下的打孔仿真形貌
0.4

45°（1.6 J）

实际孔径

L′/mm

对 于 入 口 孔 径 来 说 ，在 45° 倾 角 、脉 冲 能 量 为

-1.6

0
-0.5
-1.0
-1.5
-2.0
-2.5

45°（1.4 J）

仿真孔深

体反冲压力等因素造成的。

-1.2

（b）脉冲能量为 1.4 J

0.4

45°（1.2 J）

H/mm L/mm

考虑靶材在空气中的燃烧效应，
以及忽略孔内等离子

-0.4

-2.4

0
1
尺寸 x/mm

30°（1.4 J）
30°（1.8 J）

网格变形

对于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的测量图 4、5 而言，测量

0.4

2

30°和 45°倾角下的打孔孔深及

孔深/mm

能量为 1.2～1.8 J 时，在不

0
1
尺寸 x/mm

见表 3。

表3

尺寸 y/mm

为 60 Hz，脉 宽 1 ms，脉 冲

1

45° 倾角下打孔孔深和入口孔径的试验与仿真结果

0.4

网格变形压缩，形成孔形。
在脉冲数为 180，重复频率

0
尺寸 x/mm

1.2

45°打孔实际孔深
45°打孔仿真孔深

1.4 1.6
脉冲能量/J

不同角度下的试验
孔深与仿真孔深

0
尺寸 x/mm

1

（b）脉冲能量为 1.4 J

1.8

2.0

入口孔径/mm

内移动（如图 6 所示），
模型

0.4
0
-0.4
-0.8
-1.2
-1.6
-2.0
-2.4
-1

（c）脉冲能量为 1.6 J
（d）脉冲能量为 1.8 J
图 8 在不同脉冲能量、靶材倾斜 45°下的打孔仿真形貌

温度 Tv 后，其去除速率可以通过指定烧蚀边界 1 个法

生死单元法，在本算例中，在 T>Tv 时，烧蚀边界网格向

-0.8
-1

通量呈线性增长。T 为程序计算温度，材料达到气化

度，
H_s 为升华热。不同于有限元软件 ANSYS 的网格

0

-0.4
-1.2

述定义可以实现 在 T<Tv 时热通量为零，在 T>Tv 时热

向网格速度 vn 来实现，vn=q0（ρ·H_s）
/
，其中 ρ 为材料密

0.4

尺寸 y/mm

化温度，如设置过小会导致材料温度明显超过其烧蚀

0.8
尺寸 y/mm

较大斜率的定义确保材料温度不会明显超过气

尺寸 y/mm

第 48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1.8
1.6
1.4
1.2
1.0
0.8
0.6
0.4
0.2
0
1.0

1.2

图 10

30°打孔实际孔径
30°打孔仿真孔径
45°打孔实际孔径
45°打孔仿真孔径
1.4 1.6
1.8 2.0
脉冲能量/J

不同角度下的试验

孔径与仿真孔径

由此可见，在实际打孔过程中未发生孔口二次烧
蚀现象时，实际孔径均小于仿真孔径，这可能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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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打孔过程中，当靶材表面一旦破孔并且未出现
孔口二次扩大烧蚀时，激光光束立即传递至孔内，并
在孔内壁的反射下快速向下传递，即在破孔之后，激
光能量在空间的高斯分布有所改变，而仿真分析并未
考虑这一因素，所以当孔口未发生二次烧蚀时，得到
实际孔径小于仿真孔径，而实际孔深大于仿真孔深的
结果。

3

结论
（1）虽然在仿真分析中，GH4037 合金毫秒激光倾

斜打孔的倾斜角度可达 45°，但是在试验中 45°倾斜
打孔难以获得较好孔形；

（2）倾斜打孔时，靶材反射率随着入射角的增大
而提高，在孔口处对激光能量的吸收增强，孔深不及
垂直打孔的；

（3）使用 COMSOL 变形几何接口模拟打孔过程

时，变形几何接口使用了超弹性平滑类型，不允许域
中存在任何拓扑变化，所以无法模拟通孔的形成，只
能模拟一侧材料的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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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子衍射技术的涡轮后机匣内部残余应力评估
王

宇，耿长建，由宝财，师俊东，王

刚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某航空发动机斜支板涡轮后机匣试车后出现的裂纹故障，利用中子衍射技术对后机匣进行了内部残余应力测试分
析。建立了后机匣 K4169 合金中子应力快速测量方法，实现了应力测量精度≤20 MPa，最短单点测量时间≤5 min，1 维空间分辨率≤
1 mm。建立了 K4169 合金部件表层应力梯度的中子测量与解析方法，并限定入射束尺寸。利用近表面处衍射强度与质心的关系
对衍射信息进行矫正，实现了具有 0.1 mm 1 维空间分辨率的应力表征能力。开展了后机匣周向和轴向的残余应力分布研究，结果

表明：涡轮后机匣基体存在粗大晶粒组织，后机匣外壳存在平均 300 MPa 的周向压应力，后机匣斜支板存在 400～500 MPa 的拉应
力。裂纹故障与粗晶/细晶组织之间残余应力分布差异有一定关系。

关键词：涡轮后机匣；斜支板；残余应力；中子衍射；无损检测；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4.4+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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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Interior Residual Stress of Turbine Rear Casing Based on Neutron Diffraction Technology
WANG Yu，GENG Chang-jian，YOU Bao-cai，SHI Jun-dong，WANG Gang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crack fault of a turbine rear casing with tilted-plat of an aeroengine after test run，the internal residual stress

of the rear casing was measured and analyzed by neutron diffraction technology. A fast neutron stress measurement method for K4169 alloy

in the rear casing was established. The stress measurement accuracy was less than or equal to 20 Mpa，the shortest single point measure⁃
ment time was less than or equal to 5 min，and the one-dimensional spatial resolution was less than or equal to 1 mm. The neutron measure⁃
ment and analysis method of surface stress gradient of K4169 alloy parts was established，and the incoming beam size was limited.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diffraction intensity and centroid near the surface was used to correct the diffraction information，and the stress character⁃

ization ability with one-dimensional spatial resolution of 0.1 mm was realized. The residual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he circumferential and ax⁃
ial of the rear casing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coarse grain structure in the matrix of the turbine rear casing. The shell of
the rear casing has an average circumferential compressive stress of 300 Mpa，and the tilted-plat of the rear casing has a tensile stress of
400 ~ 500 Mpa. The crack failure is related to the difference of residual stress distribution between coarse/fine grain structure
Key words：turbine rear casing；tilted-plat；residual stress；neutron diffraction；non-destructive testing；aeroengine

0

残余应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应力集中是导致涡轮

引言

后机匣裂纹失效的主要原因。残余应力是指在没有

涡轮后机匣是发动机承力系统的一部分，用于支

外加载荷和力矩的作用下，材料自身为保持平衡而存

撑低压转子并连接低压涡轮和尾喷管，构成气流通道

在的弹性应力。目前，工程上使用的残余应力测量和

的重要部分。后机匣为整体铸造成型，内环与外机匣

评估方法主要有 X 衍射法[4]、小孔法、散斑法、磁测法、

径向跨度大，在承受轴向力的同时还需满足热变形协
调性和刚性的要求，一旦承力框架上产生裂纹，将对
发动机工作安全性产生严重影响

[1-3]

。在工作载荷和

超声波法、中子衍射法等。其中，中子衍射法可以提

供从表层以下 100 μm 到几厘米深度的应力应变信
息[5-6]而被广泛应用。

收稿日期：2020-10-01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王宇（1978），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工艺体系设计与应用工作；E-mail：wang27yu@sohu.com。
引用格式：王宇，耿长建，由宝财，等 . 基于中子衍射技术的涡轮后机匣内部残余应力评估[J]. 航空发动机，2022，48（3）：116-120. WANG Yu，GENG
Changjian，YOU Baocai，et al. Assessment of interior residual stress of turbine rear casing based on neutron diffraction technology[J]. Aeroengine，2022，48
（3）：11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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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Liu 等[7-9]在反应堆中子源上开展

了金属材料织构与残余应力测量研究，同时建立了专

门应力测量装置；Coakley 等[10] 利用散裂中子源 VUL⁃

（2）谱仪分辨率高，最佳分辨率 Δd/d 达到 0.18%，

应变分辨 Δε=±5×10-5；

（3）谱仪装置样品处最大中子注量率达到 4.7×

CAN 谱仪原位表征了镍基单晶高温合金 CMSX-4 的

106 n•cm-2s-1；

N4/N5、CMSX-4 和 PWA1484 单晶高温合金在不同温

的承载空间达到 1000 mm×1500 mm，承载质量达到

谱仪 ENGIN-X 原位揭示了镍基高温合金 RR1000 中

中子衍射技术与 X 射线、小孔法等其它残余应力

筏化；Huang 等[11]应用中子衍射技术精确测定了 René
度下 γ/γ′ 错配度；Preuss M 等 利用散裂中子源工程
[12]

γ 相向 γ′ 相载荷传递时对析出相尺寸/温度的双重依
赖 性 ；Rolph 等[13] 利 用 德 国 FRM II 中 子 源 STRESS -

（4）装置具备大样品承载能力，水平方向可实现

500 kg。

测试分析技术的对比如图 2 所示。

SPEC 谱仪研究了不同方法获得的 d0 值对热处理后镍

100 nm

利用中子衍射原位追踪了 Inconel 718 合金在不同温
度时效/退火过程中残余应力的演化；Pierret 等 利用
[15]

ENGIN-X 谱仪及瑞士散裂中子源的 NEUTRA 谱仪获

得了镍基高温合金单晶涡轮叶片 3 个近似主应力方
向的残余应变分布；Tan 等 对激光喷丸后的镍基高
[16]

温合金的表面残余应力进行了研究；Zhang 等[17] 利用

穿透深度

基高温合金 RR1000 残余应力的影响；Aba-Perea 等[14]

1 μm

1 μm FIB 切片与数
字图像相关法
10 μm

100 μm
1 mm

拉曼

同步辐射 X
射线衍射法

10 mm

分辨率
100 μm

10 μm

1 mm

X-射线

X 射线
层剥法 小孔法

10 cm

轮廓法

1m
费用低廉

费用昂贵

10 mm
纳米压痕法
磁测法
超声波法
切片法

深孔法
无损方法
有损方法

绵阳堆中子应力分析谱仪研究了新型镍基合金粉末

图2

涡轮盘在热形变和热处理过程中的 3 维残余应力场

中子衍射测量应力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晶面间

演化；Wu 等[18] 利用中子衍射技术对单晶高温合金的
晶格畸变、错配度和取向差等进行了表征。

本文利用中子衍射技术在中国首次开展了某航
空发动机涡轮后机匣残余应力测试分析。

1

距 d 的变化来计算弹性应变 ε，从而计算出应力场。
当波长为 λ 的单能中子束通过多晶材料样品时，对应
晶面间距 d 在满足布拉格关系（λ=2dsin θ）的位置出
现衍射峰，通过测量晶面间距的改变 d-d0 得到弹性应
变 ε，然后根据应变计算应力 σ。应变与应力为
d - d0
ε=
d0

涡轮后机匣内部残余应力测试
中子衍射应力谱仪如图 1 所示。

单色器（屏蔽大鼓中）

探测器

中子衍射技术与其它残余应力测试技术对比

机械臂

原位力-热偶
合加载装置

ε=-cot θ0 Δθ
Ex
σx=
（
[ 1-v）εx+v（εy+εz）]
( 1 - 2v )( 1 + v )

（1）
（2）
（3）

式中：d0 为原始晶面间距；θ0 为衍射角；Δθ 为衍射角变
化值；σx 为 x 方向应力；Ex 为弹性模量；εx、εy、εz 分别为
x、y、z 方向应变；v 为常数。

样品台

Kpaap 测角仪

图1

中子测量的待测体积是由 1 个衍射狭缝和入射

狭缝相交的空间区域决定的。直接测量的平均体应

中子衍射应力谱仪

力易与有限元计算结果进行比较。通过平移和转动待

该中子应力分析谱仪是中国惟一常态化运行的

测部件，
使中子束中心与部件待测位置重合，
得到不同

反应堆中子应力谱仪。其主要性能参数十分突出，集
中表现在：
（1）试验可用中子波长在 0.12～0.28 nm 之间连

续可选，以适应不同的测量对象；

位置的正应变，并据此计算相应位置的 3 向应力。

后机匣的残余应力测试与其他常规工件残相比

有很大难度，一方面因机匣的体积大、结构复杂，另一
方面因 K4169 合金存在粗晶现象。上述困难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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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说明该方法定位非常准确。
此外，以第 1 点为坐标原点，将各点的衍射角度、

于组织的不均匀性（部分位置大晶粒的存在）以及可
能存在的成分偏析，造成不同部位的无应力状态晶面
间距 d0 不同。因此不能使用统一的无应力标样作为

衍射强度、半高宽相对各点的位置作图，
（如图 4 所
示）。从图中可见，机匣原

d0 的测试标样，必须在机匣原件选定的位置测试完成

件与切割释放应力重新定

之后，将其切割释放应力后重新定位，准确寻回初始

位后的衍射角度、衍射强

测试的位置进行 d0 的标定。

度、半高宽的变化趋势符

和待测晶面（311），规划样品的摆放以及衍射矢量方

合性很好，同理验证了定

获得不同位置的晶面间距 d；将机匣切割，释放应力后
重新通过上述方法定位，
测试相同位置的残余应力 d0。
通过对设备的精准调试和专用工装的设计，实现
了 K4169 合金应力测量精度≤20 MPa，最短单点测量
时间≤5 min，1 维空间分辨率≤1 mm。建立了高温合
金部件表层应力梯度的中子测量与解析方法，限定入

射束尺寸（沿深度方向为 0.2 mm，另一方向为 5 mm），
沿深度方向以 0.05 mm 的步长扫描，利用近表面处衍
射强度与质心的关系对衍射信息进行矫正，实现了具
有 0.1 mm 1 维空间分辨率的应力表征。

14000
12000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0

10
15
位置/mm

1.2

20

原件
切割件

1.0
0.8
0.6

0

5

10 15
位置/mm

20

0.4

（b）衍射强度
图4

5

（a）衍射角度

原件
切割件

5

0

10
15
位置/mm

20

（c）衍射峰半高宽

不同位置测试点的衍射角度、衍射强度、衍射峰半高宽

根据各点的衍射角度，利用布拉格方程计算出
（311）晶面的晶面间距，结果如图 5 所示。整体看来，
在切割释放应力后，晶面间距减小，即 d>d0，说明在衍

射矢量方向上原件机匣存在拉应变。较多的测试点
能够保证较好的统计性，可以用平均晶面间距来进行
分析，计算出释放应力后平均晶面间距为 d0=1.0855

测试结果与分析

Å，机匣原件的平均晶面间距为 d0=1.0864 Å，该方向

机匣原件与应力释放后的（311）晶面的 2 维面探

算结果如图 6 所示。

晶粒存在，形成了白亮的衍射斑点。图 3 中第 1 行是

机匣原件测试结果，第 2、3 行则为应力释放后的测试
结果。通过大晶粒的对比可见（尤其是位置 4 和位置

9），在应力释放后重新定位可以准确得到原件测试位

原件
切割件

1.088
1.087

1500

1.086
1.085
1.084
1.083

图5

0

5

dave=1.0864
d0ave=1.0855
εave=8.0×10-4

10 15
位置/mm

2

3

4

5

6

7

8

9

10

20

各测试点的晶面间距
计算结果

1

2000
Strain/×10-8

原始数据结果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见，机匣中有大

的平均应变约为 800 个微应变。各测试点的应变计

d311/Å

2

强度

样品台的 x/y/z 轴位移及样品台转角 ω，依靠经纬仪与
中子束扫边准确定位衍射位置，
选定位置后进行测试，

0

位的准确性。

向；将机匣放置于测试台面上并固定牢靠；通过调节
垂直激光或者铅锤，将机匣待测位置大致定位；通过

原件
切割件

FWHM

中子衍射测试残余应力方法如下：选定待测区域

94.7
94.6
94.5
94.4
94.3
94.2
94.1

2θ/（°）

使得某些位置只能测试特定方向的晶面间距 d，且由

1000
500

0

-500

1 2 3 4 5 6 7 8 9 10
测点

图6

各测试点的应变
计算结果

由于机匣体积大形状复杂的原因，很难测试到
主应力（周向）方向，只能通过主应力方向的泊松效
应即衍射矢量方向的拉应变推算出主应力（周向）方
向受到压应力作用，其压应力大小为 σ=-Eε/ν，其中 ν
为材料的泊松比，E 为弹性模量。由于机匣中含有大
晶粒，在定位过程中，角度上的微小偏差就会导致大

图 3 机匣原件与应力释放后的（311）晶面的 2 维面探原始数据

晶粒的衍射峰位偏移，会与由残余应力产生的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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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位偏移叠加，这就是铸态试样测试定位要求非常准
确的原因。尽管在测试过程中尽量保证了定位的准
确性，按照一般的应力分析方法将大晶粒部分与细晶

衍射矢量方向

部分不加区分得出的结果（图 6）还是有一定的偏差。
为了得出更准确的结果，将各点的细晶部分与大晶粒

部分单独计算，或者将只有背底噪声信号的部分删除
后重新处理，结果见表 1。
表1

测试位置：与原件相同
间距 1 mm，共 20 点

各点的测试结果的性质、衍射角、晶面间距及
应力应变分析
1

位置
性质

细晶

2

细晶

3

细晶

3

4

4

大晶粒 大晶粒 1 细晶

2θ0

94.271 94.425 94.384 94.437 94.387 94.343

d0

1.0867 1.0853 1.0857 1.0852 1.0857

2θ

94.227 94.397 94.338 94.387 94.282

94.38

1.086

1.0871 1.0856 1.0861 1.0857 1.0866 1.0857

d

应变/10-6 350.08 227.46 372.21 402.35 849.99 -296.6

周向应力/
MPa

-210 -136.5 -223.3 -241.4
5

位置
性质

细晶

6

细晶

7

细晶

8

细晶

-510
9

细晶

177.94
9

大晶粒

4

大晶粒 2

1.0857

-453.9
272.35
10

细晶

d0

1.0864 1.0868 1.0861 1.0858 1.0849 1.0853

1.0862

1.0872 1.0876 1.0862 1.0861 1.0856 1.0873

应变/×10-6 714.6 721.82 77.674 266.09 673.09 1829.8
周向应力/
MPa

-428.8 -433.1

-46.6

-159.7 -403.9 -1098

94.247

1.0869
606.68

如图 11 所示。若不考虑成分偏析，且以在机匣外壳
上进行的中子测试的平均晶面间距作为 d0，可见支板

上的晶面间距均值偏小，即测试方向产生的是压应
变。根据泊松效应原理，假设主应力方向为径向（图
8），计算出该方向受到 400～500 MPa 的拉应力，该拉

应力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后机匣支板裂纹的产生与
扩展。
1.089

-364

d311/Å

果分别如图 7、8 所示。结果表明，机匣存在平均 300
MPa 的周向压应力。

1 2 3 4 5 6 7 8 9 10
测点

各测试点残余应变

机匣原件外壳上测试点
应力释放后测试点
△ 轴上测试点

1.086

1.0856

1.0864

1.085

1.0848

1.084
1.083
1.082

Stress/MPa

Strain/×10-6

图7

800
6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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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0
-400
-600
-800

1.088
1.087

计算出各点的残余应变和周向残余应力计算结

800
600
400
200
0
-200
-400
-600
-800

轴上各测试点衍射花样

1.0862

94.322

d

图 10

94.384

94.298 94.258 94.336 94.375 94.472 94.432
94.210 94.169 94.326 94.342 94.389 94.206

机匣切割部分测试定位

94.328

2θ0
2θ

图9

0

图 11
1 2 3 4 5 6 7 8 9 10
测点

图 8 各测试点周向残余应力

计算结果

计算结果

在切割机匣过程中发现，轴上存在较大的拉应
力，因此在支板上选取了 6 个点测试了晶面间距，机

3

5

10

15
测点

各测试点晶面间距计算结果

结论
（1）实现了涡轮后机匣 K4169 合金应力测量精度

≤20 MPa，最短单点测量时间≤5 min，1 维空间分辨率
≤1 mm；

（2）建立了 K4169 合金部件表层应力梯度的中子

匣切割部分测试定位如图 9 所示。

测量与解析方法，限定入射束尺寸（沿深度方向为

见，此处有大晶粒存在。各测试点晶面间距计算结果

步长扫描；

轴上各测试点衍射花样如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

0.2 mm，另一方向为 5 mm），沿深度方向以 0.05 m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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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近表面处衍射强度与质心的关系对衍射
信息进行矫正，实现了具有 0.1 mm 的 1 维空间分辨率
的应力表征能力；

（4）涡轮后机匣基体存在粗大晶粒组织，裂纹故
障与粗晶/细晶组织残余应力分布差异有一定关系；
（5）后机匣外壳存在平均 300 MPa 的周向压应力，

后机匣支板存在 400～500 MPa 的拉应力，
该拉应力在
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后机匣支板裂纹的产生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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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涡轮盘轮缘凸块塑性变形失效分析
刘博志，邱

丰，徐

倩，林中楠，佟文伟，韩振宇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某航空发动机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涡轮盘轮缘凸块局部异常塑性变形故障，对故障涡轮盘进行失效分析。在此基
础上，通过开展无应力及附加应力的加热模拟试验，总结了 GH4169 合金组织中 δ 相的 3 种析出形貌，以及加热温度、时间、应力 3
种因素对 δ 相析出的影响规律。通过对比硬度测试及温色试验结果，明确了 GH4169 合金试样在 700 ℃以下组织和硬度无明显变

化，但颜色变化明显；在 700 ℃以上，随着 δ 相析出量的增加其硬度不断减小，而颜色却几乎无变化。结果表明：故障涡轮盘轮缘凸
块部位的塑性变形是由于发动机工作过程中超温引起的，故障部位的实际工况达到了约 750 ℃、100 h 左右的超温。落实改善涡轮
盘轮缘的冷却环境、提高涡轮部件加工及装配精度的改进措施后，涡轮盘通过了首翻期加速模拟、经起飞状态摸底和适航状态长
时试车验证，无类似故障再次发生。
关键词：涡轮盘；轮缘凸块；GH4169；超温；塑性变形；δ 相；加热模拟试验；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2.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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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tic Deformation Failure Analysis of Flange Bumps of Aeroengine Turbine Disk
LIU Bo-zhi，QIU Feng，XU Qian，LIN Zhong-nan，TONG Wen-wei，HAN Zhen-yu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local abnormal plastic deformation failure of the flange bumps of the turbine disk during the working process

of an aeroengine，the failure analysis of the failed turbine disk was carried out. On this basis，through the heating simulation test without

stress and additional stress，three precipitation morphologies of δ phase of GH4169 alloy were summarized. The influence law of the heating

temperature，time and stress on δ phase precipitation was summarized. By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hardness test and warm color test，it was

clear that the microstructure and hardness of GH4169 alloy sample had no obvious change below 700 ℃，but the color change was obvious.
Above 700 ℃ ，with the increase of δ phase precipitation，its hardness decreased continuously，but its color hardly chang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lastic deformation of the flange bumps of the failed turbine disk is caused by the overtemperature during the engine working

process. The actual working condition of the failed location reaches the overtemperature of about 750 ℃ and about 100 hours. After imple⁃
menting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cooling environment of the turbine disk rim and improve the machining and assembly ac⁃
curacy of turbine components，the turbine disk has passed the acceleration simulation in the first turning period，assessment test in the
take-off state and the long-term commissioning verification in the airworthiness state，and no similar failures have occurred again.

Key words：turbine disk；flange bump；GH4169；overtemperature；plastic deformation；δ phase；heating simulation test；aeroengine

0

动机和飞机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3]。某发动机工作

引言
涡轮盘属于航空发动机的热端部件，是航空发动

机上最核心的零件之一，其在 4 大热端部件（燃烧室、
导向器、涡轮叶片和涡轮盘）中所占的质量最大

[1-2]

。

后检查发现，GH4169 合金涡轮盘全部轮缘凸块发生

异常塑性变形，最严重部位对应的涡轮叶片榫头距离
榫槽槽底径向间隙增大，导致叶冠与机匣发生碰摩，
严重影响了发动机的工作安全。因此，明确涡轮盘产

随着航空发动机推重比的逐渐提高，对涡轮盘的性能

生塑性变形的原因，研究故障机理，防止此类故障再

要求也越来越高，涡轮盘的质量和性能将直接影响发

次发生，对保证发动机工作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2019-12-09
基金项目：航空动力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刘博志（1985），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从事航空发动机故障零部件失效分析及构件残余应力测试工作；E-mail：249275980@qq.com。
引用格式：刘博志，邱丰，徐倩，等 . 航空发动机涡轮盘轮缘凸块塑形变形失效分析[J]. 航空发动机，2022，48（3）：121-126. LIU Bozhi，QIU Feng，XU
Qian，et al. Plastic deformation failure analysis of flange bumps of aeroengine turbine disk[J]. Aeroengine，2022，48（3）：12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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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GH4169 合金为基体的涡轮盘是目前中国用

量最多、也是最为常见的涡轮盘

[4-5]

[6]

。张海燕等 针对

GH4169 合金涡轮盘在实际生产中的组织不均匀性问
题，优化了合金盘的热模锻工艺；刘帅等[7] 通过分析
GH4169 合金涡轮盘锻件不同部位变形特点，研究了

不同组织状态产生的根本原因，给出了评价涡轮盘锻
件组织均匀性的方法，并得到了较好的 GH4169 合金

1.2

1.2.1

材质分析
成分分析
对故障涡轮盘不同部位的轮缘凸块基体进行能

谱分析，其结果见表 1。主要合金元素质量分数与材
料标准 GJB 2612-1996 的要求基本相符。
表1

wt%

故障涡轮盘轮缘凸块基体能谱分析结果
Fe

Ni

Cr

Nb

Mo

Ti

Al

17.41

55.47

17.75

4.92

2.87

1.07

0.51

焊的热循环曲线，分析了不同冷却速率下熔融区和热

其他凸块 17.84

55.56

17.54

4.68

2.84

1.05

0.39

影响区显微组织的转变规律；张尊礼等[9] 研究了不同

标准要求

55.00

21.00

5.50

3.30

1.15

0.70

涡轮盘锻造工艺；Hernandez 等[8]采用热动源模型和瞬
态热分析相结合的手段，研究了该合金惰性气体保护

热处理制度对 GH4169 合金冷轧构件组织性能的影

部位
变形最
大凸块

余

50.00～ 17.00～ 5.00～ 2.80～ 0.75～ 0.30～

响规律；Tin 等[10]采用一体化集成模型模拟了 GH4169

1.2.2

程；Kuo 等[11] 对比了 GH4169 合金在经过不同热处理

行金相组织分析，其低倍腐蚀形貌如图 2 所示。从图

工艺；孔永华等[12] 根据蠕变性能测试和组织观察结

区[13]，不符合材料标准要求。其中，变形最大凸块的

果，评价了直接时效热处理后的热连轧合金蠕变寿命

暗腐蚀区在盘前后两侧的宽度基本一致；其它凸块盘

是标准热处理径锻合金的 2 倍。上述对 GH4169 合金

前侧暗腐蚀区的宽度大于盘后侧暗腐蚀区的宽度。

等镍基高温合金涡轮盘最终热处理制度下的凝固过
制度后微观组织的蠕变失效行为，得到了更优热处理

组织检查
从故障涡轮盘轮缘凸块部位取径向截面试样进

中可见，在低倍腐蚀条件下轮缘凸块部位存在暗腐蚀

析构件在失效过程中微观组织与力学性能之间的内

2.8 mm

4.5 mm

变性能等方面，很少从析出相的析出及演化角度来分

5.0 mm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产工艺、热处理、高温疲劳与蠕

在联系。
本文通过对轮缘变形的涡轮盘进行失效分析，深
入开展模拟试验，研究并总结了 GH4169 合金基体组

织、外观颜色、力学性能与加热温度、时间、应力等因
素之间的演变规律，并将研究结果与故障涡轮盘轮缘

（a）变形最大凸块
图2

（b）其它凸块

轮缘凸块部位径向截面低倍腐蚀形貌

涡轮盘轮缘凸块基体高倍组织形貌如图 3 所示。

凸块进行对比分析。

对故障涡轮盘基体进行高倍组织检查发现，全部轮缘

1

δ 相析出程度略高于其它轮缘凸块的。轮缘凸块基

1.1

凸块基体组织中 δ 相大量析出，其中变形最大凸块中

试验过程与结果
宏观观察
故障涡轮盘局部宏观图像如图 1 所示。从图中

可见，1 个榫槽两侧的轮缘凸块产生明显塑性变形。
经测量得知：
全部轮缘凸块中最大的伸长量为 1.9 mm，

体组织中 δ 相评级为 6～7 级，不符合标准要求（标准

为不高于 5 级）。涡轮盘其他部位基体高倍组织形貌
如图 4 所示。涡轮盘其他部位 δ 相评级为 2～3 级，符

合标准要求，且与原料级别一致，表明涡轮盘其他部

其他轮缘凸块也都产生了
0.2~0.4 mm 左右的塑性变

1.9 mm

形，而涡轮盘其他部位均
未发生塑性变形。分解检
查发现，变形量最大的轮
缘凸块与涡轮盘弹簧锁片
缺口位置对应。

图1

故障涡轮盘局部
宏观图像

2 μm*

（a）变形最大凸块
图3

2 μm*

（b）其它凸块

涡轮盘轮缘凸块基体高倍组织形貌

第3期

位基体中的 δ 相无明显析出 [14] 。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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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掌握故障涡轮盘轮缘凸块部位的超温情况。

硬度测试

对故障涡轮盘不同位置的截面进行硬度测试，故

障涡轮盘硬度值沿径向变化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
见，大多数位置截面的硬

2.2.1

组织演变规律

2.2.1.1

无应力加热模拟试验

分别进行以加热温度和加热时间为变量的无应

力加热模拟试验，研究 GH4169 合金组织与加热温度
和时间之间的演变规律。加热试验在 RX 箱式电阻

度水平基本一致，且符合

炉中进行，冷却方式为空冷。其中加热温度为 500~

标准要求；只有轮缘凸块

900 ℃，加热时间主要为 15、90 min 和 8、24、100 h 等。

部位的硬度值减小明显，
且低于标准要求（标准要

2 μm*

求 HB≥388）。

部分试样微观组织形貌如图 6 所示。

（a）辐板

2 μm*
2 μm*

2 μm*

（b）盘心
图4

涡轮盘其他部位基体高倍组织形貌

450

2 μm*

HB

450
HB

500

400
388

400
388

350

（c）850 ℃-8 h

350

盘心

轮缘

盘心

（a）变形最大凸块
图5

2.1

故障涡轮盘硬度值沿径向变化
2 μm*

（e）750 ℃-24 h

据上述检查与测试结果表明，故障涡轮盘全部轮
缘凸块异常塑性变形部位超温，且该超温现象是在工
作过程中产生的[15]。超温导致轮缘凸块基体中 γ"相

，随着 δ 相不断析出，使故障涡轮盘轮

缘凸块部位的力学性能降低

[18-19]

，在离心力和涡轮叶

片拉力的作用下轮缘凸块被拉长，产生塑性变形。
2.2

（d）850 ℃-24 h

轮缘

失效性质判断

[16-17]

2 μm*

（b）其它凸块

分析讨论及模拟试验

向 δ 相转变

（b）850 ℃-90 min

（c）安装边

500

2

（a）850 ℃-15 min

2 μm*

模拟试验及结果分析
为了准确地评估故障涡轮盘轮缘凸块部位的超

温时间、温度等参数，开展与故障涡轮盘基体材质原

图6

2 μm*

（f）750 ℃-100 h

无应力加热模拟试验试样微观组织形貌

通过该阶段加热模拟试验后，得到如下规律：
（1）在短时（15 min）加热条件下，不同温度加热

后的 GH4169 合金试样晶粒内部均无 δ 相析出，该现
象表明 δ 相的析出需要一定时间的累积；

（2）随着加热时间延长（90 min～24 h），加热温度

达到 700 ℃以上时，GH4169 合金试样组织中 δ 相开始
析出，表明 δ 相析出的门槛温度约为 700 ℃；

（3）加 热 时 间 不 变 ，随 着 加 热 温 度 的 升 高 ，

始状态相同的 GH4169 合金试样加热模拟试验，研究

GH4169 合金试样组织中 δ 相的演变过程都是从在晶

量、析出速率、析出形态的关系。并通过模拟试验研

状析出，再到从晶界和晶粒内部大量呈棒状析出，最

究组织、硬度、颜色的演变规律，对比故障部位的相应

后开始溶解直至完全溶解的过程；

加热温度时间和附加应力等试验条件与 δ 相的析出

界上少量呈棒状析出，到在晶粒内部及孪晶界上呈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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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 热 温 度 不 变 ，随 着 加 热 时 间 的 延 长 ，
GH4169 合金试样组织中 δ 相析出量不断增加；

（5）通过与故障涡轮盘轮缘凸块变形部位的微观

组织形貌进行对比可知，轮缘凸块处组织（图 3）与

750 ℃-100 h 加热条件的模拟试样（图 6）的组织形态
最接近，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2.2.1.2

附加应力加热模拟试验

2 μm*

2 μm*

（d）700 ℃-100 MPa-500 h

（e）750 ℃-100 MPa-150 h

2 μm*

2 μm*

为了更准确地模拟出与变形部位一致的微观组

织形貌，必须进一步还原故障部位的实际工作状态。
考虑到故障涡轮盘在工作过程中除了受工作温度的
影响外，还会受到离心力和涡轮叶片的拉力作用。因
此，继续进行模拟故障部位实际受力状态的附加应力
条件下的加热模拟试验，

图8

研 究 附 加 应 力 对 GH4169
合金组织中 δ 相演变规律

的影响。附加应力试样的
宏观形貌如图 7 所示。

（f）750 ℃-100 MPa-24 h

图7

附加应力试样的
宏观形貌

该部分试验在 GRC-100 型高温蠕变试验机上进

行，冷却方式为空冷。根据无应力条件的加热模拟试
验参数优化本阶段试验参数进行试验，加热温度为
700～800 ℃。通过该阶段试验结果可知：

（g）750 ℃-100 MPa-48 h

附加应力加热模拟试验试样微观组织形貌

24 h 和 750 ℃-100 MPa-48 h 条件下的模拟试样基体
组织中 δ 相的析出形态及析出数量表明，故障部位的

超温时间不短于 48 h；与故障部位的微观组织形貌进

行对比表明，变形最大凸块组织形态与 760 ℃-100
MPa-125 h 加热条件试样的基本一致，其他凸块组织
形态与 750 ℃-100 MPa-100 h 加热条件试样的基本
一致；

（1）在附加较大应力（300 MPa）条件下进行试验

的试样均断裂，表明故障部位承受的应力水平不高。
根据该部位的模拟计算结果，其应力水平为 100 MPa
左右；

（2）附加应力条件下加热模拟试验试样微观组织

（3）上述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故障涡轮盘轮缘凸
块部位经历过的超温温度为 750 ℃左右，变形最大凸

块经历的温度略高于其他凸块的。导致该现象的原
因应是由于变形最大凸块与弹簧锁片缺口位置对应，
在工作过程中直接暴露在超温环境下，所以在微观上

形 貌 如 图 8 所 示 。 对 比 750 ℃ - 100 MPa - 200 h、

表现为超温程度最高，宏观上表现为塑性变形量最

700 ℃-100 MPa-500 h 条

涡轮盘轮缘凸块的超温时间既不会超过 150 h，也不

中 δ 相的析出形态及析出

（4）与无附加应力的 GH4169 合金试样基体组织

750℃ - 100 MPa - 150 h 和

大。对于超温时间而言，对比已知的试验参数，故障

件下的模拟试样基体组织

会短于 48 h，应在 100 h 左右；

数量表明，故障部位的超
温时间不超过 150 h；对比

2 μm*

该 阶 段 750 ℃ - 100 MPa - （a）760 ℃-100 MPa-125h

进行对比分析表明，附加应力的引入对 GH4169 合金

试样组织中 δ 相析出形态起促进作用，尤其会促进晶
粒内部与附加应力方向一致的针状 δ 相的析出。

根据上述加热模拟试验结果总结 GH4169 合金

组织演变规律：首先，δ 相形貌包括 3 部分，晶界上的

棒状 δ 相、孪晶界上的针状（条状）δ 相、晶粒内部的针
状 δ 相；其次，δ 相的析出需要一定时间的累积，δ 相析
2 μm*

2 μm*

（b）750 ℃-100 MPa-100 h

（c）750 ℃-100 MPa-200 h

出的门槛温度为 700 ℃，加热温度、加热时间和附加
应力均对 δ 相的析出产生影响；最后，加热温度为影
响 δ 相析出的主要因素，而加热时间为次要因素，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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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应力只会促进晶粒内部与附加应力方向一致的针
状 δ 相的析出。
2.2.2

24 h
8h

硬度演变规律

加热模拟试验硬度如图 9 所示，加热模拟试验硬

度测试结果见表 2。从表 2 中可见，试样加热不超过
700 ℃时硬度值随温度升高逐渐减小，但均大于故障

90 min
15 min

涡轮盘硬度设计的标准要求值；试样加热在 700 ℃附

原始

试样加热高于 750 ℃后硬度值均小于设计标准值，随
温度升高硬度值明显减
小。故障涡轮盘轮缘凸块
模拟试样的硬度值最接

550 650 750
温度/℃

图9

加热模拟试验硬度

15 min
90 min
8h
24 h

HB

的硬度值与 750 ℃加热后

500
475
450
425
400
375
350
325
300
275
250
450

近，该试验结果同样可以
证明故障涡轮盘轮缘凸块
部位经历了 750 ℃左右的
超温。

500

图 10

近时硬度快速减小，此时硬度值在设计标准值附近；

550

600

650

700
温度/℃

750

800

850

900

温－色模拟试验结果（sRGB，ISO100，f/3.5）

综合分析加热条件对 GH4169 合金基体组织、硬

度 及 表 面 颜 色 的 影 响 规 律 可 知 ：在 加 热 温 度 低 于
700 ℃时，GH4169 合金试样组织中 δ 相几乎不发生变

化，硬度随着加热温度的升高缓慢减小，而试样表面
颜色变化明显；当加热温度超过 700 ℃时，GH4169 合

金试样组织中 δ 相开始析出，而且随着加热温度的升
850

950

高 δ 相析出速率明显增大，相应的试样硬度在经历
700 ℃以上的加热后快速减小，该阶段硬度与基体中
δ 相含量呈对应关系，而试样表面颜色在 700 ℃以上
几乎无明显变化。

表2
温度/℃

加热模拟试验硬度（HB）测试结果
15 min

90 min

500

465

600

457

550
700
725

451
441

446
421

故障涡轮盘

385

850

337

290

380
272

375
263

3

轮缘凸块

故障原因分析及纠正措施
根据失效性质判断和加热模拟试验结果综合分

析，本次故障的原因如下：由于故障涡轮盘盘缘部位
435

417

415

404

426
359
292
285

398
347
325
271

368

发生了塑形变形故障。从

368

涡轮盘前腔结构（如图 11

345

缘超温应是涡轮盘前封严

345

颜色演变规律
为了探究 GH4169 合金颜色与加热温度、加热时

间之间的演变规律，进行温－色模拟试验，其结果如

图 10 所示。从图中可见，在不同的加热时间条件下，
GH4169 合金试样机加表面颜色基本上均呈银白色→

金黄色→紫色→蓝色→绿色→暗灰色的变化规律。
而且，以 650 ℃-90 min 试样和 700 ℃-15 min 试样为

例，随着加热时间的延长，
试样更容易呈现其在较高温
度下短时加热后的颜色。故障涡轮盘轮缘凸块部位表
面颜色与模拟试验经过 700 ℃-24 h 以上或 750 ℃-8 h
以上超温试样的颜色相近，该试验结果同样对故障涡
轮盘轮缘凸块部位的超温状态起借鉴作用。

温度长期超过 GH4169 材料的许用温度，使轮缘凸块

所示）分析故障涡轮盘盘
冷却气流量不足，使涡轮

工作叶片

静子件

涡轮盘

冷却气

393

900

24 h

461

750
800

8h

流道热气

650

2.2.3

125

刘博志等：航空发动机涡轮盘轮缘凸块塑性变形失效分析

弹簧
锁片

级盘前腔气压低于流道气
压，使流道热气侵入涡轮
盘前腔的轮缘凸块部位，

封严环

图 11

涡轮盘前腔结构

导致涡轮盘轮缘凸块与燃
气接触，进而造成涡轮盘轮缘凸块超温之后变形。
针对故障原因分析结果，结合涡轮盘结构特点制
定了纠正措施：增加涡轮级盘前腔冷却气体的用气
量，改善涡轮盘轮缘凸块部位的冷却环境；控制各部
件加工及装配精度，保证发动机相关局部空气系统流
路非设计性漏气量均在设计范围内。

4

验证效果
落实纠正措施后，涡轮盘分别通过了首翻期加速

模拟、起飞状态摸底和适航状态长时试车验证。

将上述 3 种状态试车后的发动机分别分解故检，

126

结果基本一致：涡轮盘组件宏观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未发现涡轮盘轮缘凸块部位的塑性变形，凸块表面呈
暗蓝色，周向颜色均匀，无超温现象；未见叶片榫头与
盘榫槽底部径向间隙变大的故障现象；涡轮盘轮缘凸
块、盘前侧及盘后侧目视和荧光检查无裂纹；对涡轮
盘的盘缘、盘心等部位尺寸进行测量，均无蠕变伸长
现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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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通过与故障部位进行对比分析，证明了涡轮盘轮
缘凸块部位的塑性变形故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发动
机工作过程中超温所致。故障涡轮盘轮缘凸块部位
的 实 际 工 作 状 况 应 该 达 到 了 750 ℃ 左 右 较 长 时 间
（100 h 左右）的超温，使该部位基体中 δ 相大量析出，
导致故障涡轮盘轮缘凸块部位的强度不断降低，在自
身离心力和涡轮叶片拉力的综合作用下全部轮缘凸
块均发生拉长塑性变形。
本研究明确了故障机理，故障原因定位准确，根
据分析结论提出改善涡轮盘轮缘凸块部位的冷却环
境，提高涡轮部件的加工及装配精度等建议，避免类
似故障再次发生。
参考文献：

[1] 黄乾尧，李汉康 . 高温合金[M].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0：21-32.

HUANG Qianyao，LI Hankang. Superalloy[M]. Beijing：Metallurgical
Industry Press，2000：21-32.（in Chinese）

[2] 阿列克山大 . 宇航材料的锻造和性能[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1985：18-24.

Alexander. Forging and properties of aerospace materials[M]. Beijing：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1985：18-24.（in Chinese）

[3] 田世藩，张国庆，李周，等 . 先进航空发动机涡轮盘合金及涡轮盘制
造[J]. 航空材料学报，2003，23：233-238.

TIAN Shifan，ZHANG Guoqing，LI Zhou，et al. The disk superalloys

and disk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for advanced aero engine[J]. Jour⁃
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2003，23：233-238.（in Chinese）

[4] 杜金辉，吕旭东，邓群，等 . GH4169 合金研制进展[J]. 中国材料进
展，2012，31（12）：12-15.

DU Jinhui，LV Xudong，DENG Qun，et al. Progress in GH4169 alloy
development[J]. Materials China，2012，31（1）：12-15.（in Chinese）

[5] 罗恒军，谢静，程槿 . GH4169 合金涡轮盘锻件晶粒度分析和控制
[J]. 大型铸锻件，2010，6（12）：17-19.

LUO Hengjun，XIE Jing，CHENG Jin. Analysis and control of grain

size of GH4169 alloy turbine disc forging[J]. Heavy Castings and Forg⁃
ings，2010，6（12）：17-19.（in Chinese）

[6] 张海燕，张士宏，张伟红，等 . GH4169 合金涡轮盘热模锻工艺的优
化研究[J]. 塑性工程学报，2007，14（4）：69-75.

ZHANG Haiyan，ZHANG Shihong，ZHANG Weihong，et al. The re⁃
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hot die forging of GH4169 turbine

discs[J]. Journal of Plasticity Engineering，2007，14（4）：69-75.（in
Chinese）

[7] 刘帅 . GH4169 合金涡轮盘组织均匀性控制研究[D]. 秦皇岛：燕山
大学，2014.

LIU Shuai. The study on the control of uniformity of microstructure of

GH4169 alloy turbine disc[D]. Qinhuangdao：Yanshan University，
2014.（in Chinese）

[8] Hernandez M，Ambriz R R，Cortes R，et al. Assessment of gas tungsten

arc welding thermal cycles on Inconel 718 alloy[J]. Transactions of
Nonferrous Metals Society of China，2019（3）：579-587.

[9] 张尊礼，史凤岭，张凡云，等 . 热处理制度对 GH4169 冷轧叶片组织
性能的影响[J]. 材料科学与工艺，2013，21（4）：26-31.

ZHANG Zhunli，
SHI Fengling，
ZHANG Fanyun，
et al. Effect of heat treat⁃
ment on 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GH4169 cold rollig blade
[J].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
21（4）：
26-31.（in Chinese）

[10] Tin S，Lee P D. Integrated modeling for the manufacture of Ni-Based

superalloy discs from solidification to final heat treatment[J]. Metallur⁃
gical and Materials Transactions，2005，36：2493-2504.

[11] Kuo C M，Yang Y T，Bor H Y，et al. Aging effects on the microstruc⁃
ture and creep behavior of Inconel 718 superalloy[J]. Materials Sci⁃
ence and Engineering A，2009，510-511：289-294.

[12] 孔永华，李胡燕，陈国胜，等 . 热处理工艺对 GH4169 合金蠕变性能
的影响[J]. 稀有金属与硬质合金，2014，42（1）：52-56.

KONG Yonghua，LI Huyan，CHEN Guosheng，et al. Effects of differ⁃
ent heat treatment on creeping property of GH4169 alloy[J]. Rare Met⁃
als and Cemented Carbides，2014，42（1）：52-56.（in Chinese）

[13] 杨玉荣，梁学锋，蔡伯成，等 . δ 相对 GH4169 合金高温持久性能的
影响 [J]. 航空材料学报，1996，16（2）：38-43.

YANG Yurong，LIANG Xuefeng，CAT Bocheng，et al. Effect of δ
phase on stress-rupture properties of GH4169 alloy[J]. Journal of
Aeronautical Materials，1996，16（2）：38-43.（in Chinese）

[14] 蔡大勇，张伟红，刘文昌，等 . Inconel718 合金中 δ 相溶解动力学及
对缺口敏感性的影响[J]. 有色金属，2003，55（1）：4-7.

CAI Dayong，ZHANG Weihong，LIU Wenchang，et al. Dissolution ki⁃

netics of δ phase and effect on notch sensitivity of Inconel 718[J].
Nonferrous Metals，2003，55（1）：4-7.（in Chinese）

[15] 王岩，林琳，邵文柱，等 . 固溶处理对 GH4169 合金组织与性能的影
响[J]. 材料热处理学报，2007，28（S1）：176-179.

WANG Yan，LIN Lin，SHAO Wenzhu，et al. Effect of solid-solution

treatment on micro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GH4169 superalloy

[J]. Transactions of Materials and Heat Treatment，2007，28（S1）：
176-179.（in Chinese）

[16] Cozar R，Pineau A. Morphology of γ´ and γ´´ precipitates and thermal

stability of Inconel 718 type alloys[J]. Metallugical transactions，1973

（4）：47-59.

[17] 刘永长，郭倩颖，李冲，等 . Inconel 718 高温合金中析出相演变研
究进展[J]. 金属学报，2016，52（10）：1259-1266.

LIU Yongchang，GUO Qianying，LI Chong, et al. Recent progress on

evolution of precipitates in inconel 718 superalloy[J]. Acta Metallurgi⁃
ca Sinica，2016，52（10）：1259-1266.（in Chinese）

[18] Du J H，Lu X D，Deng Q. Effect of heat treatment on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GH4169 superalloy[J]. Rare Metal Mate⁃
rials and Engineering，2014，43（8）：1830-1834.

[19] 牛静，张凡云，杨树林，等 . 不同时效处理对 GH4169 合金组织性能
的影响[J]. 航空制造技术，2016，20：45-48.

NIU Jing，ZHANG Fanyun，YANG Shulin，et al. Effects of aging treat⁃
ments on the micro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GH4169 al⁃
loy[J]. Aeronautical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2016，20：45-48.（in
Chinese）

（编辑：刘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