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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飞参数据的双轴涡轮发动机不稳定工作判读方法

罗云鹤，曾晓洁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安顺 561018）

摘要：为了通过飞参数据研判发动机工作情况,对双轴涡轮发动机工作特性进行分析，并提出一种基于飞参数据的双轴涡轮

发动机不稳定工作的判读方法。在双轴涡轮发动机正常工作时，高、低压转子换算转速差和低压转子换算转速之间存在确定的对

应关系，通过多架次飞参数据分析得以验证。在发动机气动失稳后这种对应关系会改变，可以通过分析换算转速差和换算转速之

间的关系来研究发动机不稳定工作状态。将该判读方法应用于某次空中停车故障分析，结果表明：该方法简单易行，使用数据为

常用飞参数据，计算工作量小，可以很好地描述发动机不稳定工作的发展历程，与直接判读数据相比，可提前约 20s发现发动机工

作偏离，较为准确地确定诱发原因，并可应用于发动机故障分析及预测。

关键词：双轴涡轮发动机；飞参数据；换算转速差；换算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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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bility Detecting Method of a Twin-spool Gas Turbine Engine based on Flight Data
LUO Yun-he，ZENG Xiao-jie

（AVIC Guizhou Aircraft Corporation LTD，Anshun Guizhou 561018，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detect the working condition of the engine through the flight data，the analysis of the work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in-spool gas turbine engine was carried out，and a method for detecting the instability of the twin-spool gas turbine engine was pro⁃
posed based on the flight data. There was a definit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n-dimensional rotational speed difference of
high-pressure and low-pressure rotor and the non-dimensional rotational speed of low-pressure rotor when the twin-spool gas turbine en⁃
gine worked normally. It was also verifi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ultiple flight data that this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would change after
the aerodynamic instability of the engine. The instability of the engine could be studied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n-di⁃
mensional rotational speed difference and the non-dimensional rotational speed. The detecting method was applied in analyzing an engine
shut-down in fligh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is simple and easy，the data used are common flight data，and the calculation work⁃
load is small. It can well describ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ngine instability. Compared with the direct detect data，the method can find
the moment of departing from steady state 20 s earlier，and the cause can be determined more accurately，which can be applied to engine
fault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Key words：twin-spool gas turbine engine；flight data；non-dimensional rotational speed difference；non-dimensional rotational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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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空中停车严重危及飞行安全，对发动

机空中停车分析和预防的关键在于对发动机不稳定

工作诱因和发展条件的分析和判断[1]。发动机故障

数据多通过地面试验、实验室或仿真获得，使很多研

究成果难以对飞行中的发动机故障进行诊断[2]。飞

参数据能够直接反映飞行中发动机工作状态，使用飞

参数据可更加真实地研究发动机工作及进行故障预

测。飞参记录数据包括发动机工作参数和飞机的飞

行参数，是分析工作的基础，可以实现对发动机工作

过程的有效监控[3]，然而目前广泛使用的飞参记录中

的发动机工作相关参数少，通常只有油门位置、转速、

排气温度及滑油压力等。直接使用飞参数据分析非

机械故障发动机空停存在很大困难，尤其发动机工作

在慢车等较小状态时，不稳定工作较长时间后才能在

转速、排气温度等参数上得到反映，会误导对发动机

异常工作诱发原因的判断，不稳定工作发展条件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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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也会存在较大误差，直接影响到空中停车的机理分

析和预防措施的准确性。

目前使用飞参数据进行发动机故障诊断研究主

要采用基于数据、模型、知识以及相互融合的方

法[4-6]。于建立[7]制定飞参判据，通过计算机判断常规

发动机故障；赵鹏等[8]利用专家系统人工智能技术开

发了飞机发动机故障诊断专家系统，通过发动机状态

参数智能诊断实现故障定位。由于发动机工作状态

复杂，故障模式多，智能故障诊断具有局限性。李万

泉等[9]采用数字滤波技术对飞参数据进行预处理；高

峰等[10]基于历史飞参数据及飞参数据之间的关系，对

发动机转子及传动系统、燃油及操纵系统、滑油系统

进行故障预报；李映颖等[11]应用RBF神经网络基于历

史飞行数据建立发动机性能模型，对发动机健康状态

进行诊断和预测。以上方法要求发动机模型精确性

较高、计算量大、测量的参数较多、飞行环境的一致性

较好，实际应用效果不理想。

如何使用较少的飞参记录的参数且能较为准确

地分析发动机不稳定工作发展历程是目前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双轴涡轮发动机工作特性提

出一种适用于该发动机不稳定工作的判读方法，通过

对飞参记录的发动机高、低压转子转速处理，并与正

常发动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准确地反映发动

机不稳定发展历程。

1 双轴涡轮发动机转速差变化特点

现代压气机设计增压比一般较高。低压压气机

由低压涡轮驱动形成低压转子，高压压气机由高压涡

轮驱动形成高压转子。与单轴涡轮发动机相比，双轴

涡轮发动机可以减缓发动机状态改变时压气机前后

级之间的不协调。

高、低压2个转子之间虽然没有机械联系，但是在

给定调节规律下，2个转子的参数之间存在对应的单值

关系，这是由二者之间存在确定的气动联系决定的[12]。

流过高、低压压气机的空气流量相等，即

q ( λ1.5 ) A1.5 P *1.5

T *1.5
= q ( λ1 ) A1 P *1

T *1
（1）

q ( λ1.5 ) = q ( λ1 ) A1π*
klA1.5

1 + π*
kl
k - 1
k - 1
η*kl

（2）
对于等熵压缩，式（2）可以简化为

q ( λ1.5 ) = π*
kl
k + 1
2k = q ( λ1 ) A1

A1.5
（3）

式中：截面 1为低压压气机入口截面；截面 1.5为高压

压气机入口截面；q（λ）为截面的流量函数；A为截面

面积；P*为截面总压；T*为截面总温；π*
kl为低压压气机

增压比；η*kl为低压压气机效率。

从式（2）、（3）中可见，高、低压压气机流通能力相

互制约。在确定进口条件下，高、低压压气机 q（λ）与

其转速成正比，当低压转速 nL确定，其气动函数 q（λ1）

和增压比π*
kl也能够确定，所以高压压气机的气动函

数 q（λ1.5）也惟一确定，高压压气机转速 nH也与之一一

对应。因此对应确定的低压转子转速 nL、高压转子转

速nH单值确定。

在实际应用中，常用转速差Δn=nH-nL来描述高、

低压转速之间的关系。转速差随着发动机状态改变

而变化。当低压转速 nL降低，其增压比π*
kl也随之降

低，q（λ1）相较q（λ1.5）减小更快，对应的低压转速nL也相

较高压转速nH降低更快，转速差增加，如图1所示。

所以在确定的进口条件下，转速差可与低压转速

单值对应，且成反比关系

Δn=f（nL） （4）
以上分析是在发动机固定几何条件下。当喷口

面积改变时，涡轮落压比发生变化，高、低压转子变化

关系也将发生改变[13]，如图2所示。

对应于相同的低压转速，在大喷口状态下高压转

速低，在小喷口状态下高压转速高，但是对于确定喷

口状态，转速差与低压转速仍保持单值对应。

最大喷口状态 Δn=f1（nL） （5）
最小喷口状态 Δn=f2（nL） （6）
其他喷口状态 Δn=fx（nL） （7）

图1 双轴涡轮发动机高、低压转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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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讨论可知，在确定进口条件下，发动机几

何条件相同，双轴涡轮发动机稳定工作转速差与其低

压转速单值对应，且成反比关系。

在发动机实际工作过程中，当其转速差-低压转

速曲线与相同条件下的正常曲线偏离时，意味着发动

机开始偏离稳定工作状态。当高、低压转子转速差减

小，意味着高压转子换算转速降低，导致高压压气机

进气攻角减小，在低转速、小状态下，攻角减小和转速

降低都会导致高压压气机功减小，即高压压气机抽吸

能力降低，双转子防喘能力降低，发动机稳定工作裕

度降低。偏离在一定范围内，高、低压转子可以根据

各自负荷自动调整其转速，使转速差恢复；当转速差

偏离较大时，高压压气机抽吸能力降低无法维持发动

机正常工作，最终发动机将进入不稳定工作状态。

对于低压转速的确定，随着发动机转速差减小，

发动机稳定工作裕度降低。王华青等[14]研究了转差

线上下界限对发动机的稳定性、可靠性和性能的影

响。在发动机较小工作状态下或外界扰动较小时，发

动机进入不稳定工作通常不是瞬时的，往往要经过一

段时间发展才能在发动机工作参数（转速、排气温度

等）上有所体现，因此通过分析发动机转速差与低压

转速对应关系，可以清晰描述发动机进入气动不稳定

工作发展历程，更为准确地确定诱发因素。对于发动

机快速进入不稳定工作的情况，如失速机动飞行，飞

机姿态变化剧烈，进气畸变严重，由于时间历程较短，

诱发因素较为清晰，使用发动机转速差与低压转速对

应关系分析的优势则不明显。

2 发动机进口条件修正

在实际飞行中，由于飞行条件的变化，压气机进

口条件也将发生改变，影响发动机转速差与低压转速

之间关系，在相同发动机工作状态下，进口条件差异

导致对应的转速差不同，给使用转速差判断带来不便。

根据压气机相似准则，当压气机几何、流场和动

力相似时，其工作特性将适用于任何进口条件。对于

不同飞行条件，如大气温度、飞行高度和飞行速度差

异，都可以归结为进气条件P*1和T*1的差异，因此使用

相似参数描述的发动机高、低压转速差变化特性可以

适用于不同飞行条件。

对于同一台压气机或压气机几何尺寸完全相同

时，换算到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下的参数换算转速

nhs和换算流量Wahs可以作为压气机相似准则

nhs = n 288.15
T *1

（8）

Wahs = Wa
101325
P *1

T *1
288.15 （9）

对于双轴涡轮发动机，将低压转速和转速差换算

到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后，其对应关系就可以适用于

发动机几何条件不发生变化时的各种飞行状态，不同

几何条件分别适用于不同函数关系

换算转速差 Δnhs = Δn 288.15
T *1

（10）

换算低压转速 ΔnLhs = nL 288.15
T *1

（11）
Δnhs = fx ( nLhs ) （12）

从以上讨论中可知，对于仅喷口可调的发动机而

言，在喷口状态确定的情况下，双轴发动机稳定工作

时Δnhs与 nLhs之间存在确定的单值对应关系。通过对

某型飞机约 70架次飞参数据统计分析也可以得出这

一结论。对于同一台发动机不同架次飞行，其Δnhs-
ΔnLhs 关系曲线重合性较好，而不同发动机之间的

Δnhs-nLhs关系曲线存在一定偏差。

发动机由于非机械原因进入不稳定工作状态，通

常会改变Δnhs与 nLhs之间对应关系，因此通过比较发

动机异常工作和正常工作时的Δnhs与 nLhs关系，能够

较好地描述发动机不稳定工作的发展历程。

因此，当双轴发动机发生空中停车后，可以利用

飞参记录发动机高、低压转速和大气总温，绘出发动

机实际工作过程中Δnhs与 nLhs关系曲线，并与该发动

机稳定工作时Δnhs与 nLhs关系曲线进行比较、分析，通

过换算转速差的偏离可以较好地观察到发动机气动

失稳的发展历程。

图2 不同喷口状态发动机高、低压转子变化

n L T
* 1

最大喷口

最小喷口

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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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用与验证

某型飞机配装 1台双轴发动机，在高空油门收至

慢车位置并保持，此时飞机攻角和侧滑角均较小，逐

渐降低高度，飞行马赫数变化较小。根据飞参记录，

油门收至慢车 20 s后，发动机出现低压转速掉转、高

压转速悬挂、排气温度升高等现象，可以判断发动机

已进入不稳定工作状态，直至发生空中停车。采用常

规的飞参曲线直观分析法[15]记录的发动机参数变化

情况如图3所示。

根据飞参记录中的发动机工作参数、飞行姿态、

马赫数、高度等参数，只能判断出发动机在油门杆收

慢车位置 20 s后进入不稳定工作状态，但无法判断其

诱发原因及发展。

根据飞参记录数据计算高、低压转子换算转速差

和低压换算转速，绘出该架次Δnhs-nLhs关系曲线；读

取该机其他正常飞行架次飞参记录数据，选择发动机

喷口状态相同的记录数据计算得到该机其他架次

Δnhs-nLhs关系曲线，与空停架次关系曲线进行对比，

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见，以正常飞行架次 Δnhs与
nLhs关系曲线为基准，在空停架次油门杆收至慢车位

置后，Δnhs已经开始偏离其他架次的基准曲线，且偏

离趋势逐渐增大。至 20 s后，Δnhs变化出现明显折

点，与飞参记录的低压转速掉转、高压转速悬挂、排气

温度升高时刻相对应。

图 4中 Δnhs-nLhs关系曲线较好地描述了本次发

动机不稳定工作的发展历程。油门杆收至慢车、发动

机节流是导致换算转速差开始偏离的重要因素，收油

门后的工作状态为换算转速差进一步偏离创造了条

件，到飞参记录异常点偏离量达到最大，曲线出现明

显折点，不再满足发动机气动稳定条件，此时发动机

工作参数出现异常，最终导致空中停车。不同发动机

包容Δnhs偏离量也不相同。

根据以上分析，改变油门杆收慢车时的工作条件

或收慢车后的工作条件，可以避免发动机进入气动不

稳定工作状态，避免空停发生。飞行马赫数是影响发

动机节流和节流后稳定工作的重要因素，为了进一步

验证，其他条件保持不变，降低油门杆收慢车时的飞

行马赫数，其Δnhs-nLhs关系曲线如图5所示。

由于破坏了转速差偏离条件，可见换算转速差未

发生偏离，飞参记录参数无异常，发动机工作稳定。

第 2次验证飞行，其他条件不变，也未改变油门

杆收慢车时工作条件，但是油门杆收至慢车后马赫数

较快降低，与空停架次油门收至慢车后马赫数变化情

况明显不同，其Δnhs-nLhs关系曲线如图6所示。

由于破坏了转速差继续偏离的发展条件，可见

Δnhs偏离达到空停架次最大偏移量约 60%后，逐渐回

归，曲线没有出现转折点，飞参记录参数没有反映出

异常，发动机工作稳定。

通过以上分析和验证可知，降低收慢车时飞行马

赫数或收慢车后飞行马赫数较快降低，均可以避免该

机空中停车的发生。

根据以上应用和验证，采用换算转速差-换算转图4 空停与正常飞机架次Δnhs-nLhs关系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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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比较分析法，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出发动机异常工

作及其发展历程，特别能够较为准确地找到不稳定工

作起始点，较直接使用飞参记录参数分析具有明显优

势。通过对发展历程的精确描述，也便于精准、有效

地采取防范措施。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双轴涡轮发动机工作特性进行分析，

提出了换算转速差-换算转速比较分析法，通过对飞

参数据的计算分析，较好地描述了非机械故障发动机

不稳定工作发展历程，更早地发现发动机工作偏离，

可以为空中停车的分析提供依据。该方法简单易行，

还可以应用于发动机故障预测，通过机电计算机对测

量参数实时比较、分析、告警，可以有效减少空停事故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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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第2次验证架次Δnhs-nLhs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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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辨识法的核心机起动过程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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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航空发动机核心机起动过程数学仿真模型的计算精度，提出了辨识法建模的思路，主要借助核心机试车数据，

通过求解转子扭矩平衡方程和燃气扭矩特性方程，建立核心机起动数学模型。在燃气扭矩特性的计算求解中，创新性地提出了起

动加速过程“虚拟稳态”的概念。利用辨识模型对某型核心机的起动过程进行了仿真计算，并利用试车数据对辨识模型的计算结

果进行了校核。结果表明：辨识法可用于建立核心机起动数学模型，且辨识模型具有较高的计算精度，计算结果与实际试车数据

之间的误差小于 2%，因此辨识模型可作为核心机试车调试的辅助手段。随着核心机试车数据库的完善，辨识模型还将进一步发

展，其计算能力和计算精度还将继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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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al Model of Core Engine Startup Process based on Identific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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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alculation accuracy of the mathematical simulation model of the startup process of the aeroengine
core engine，the idea of modeling based on identification method was put forward. With the help of the test data of the core engine，the start⁃
up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core engine was established by solving the rotor torque balanced equation and gas torque characteristics
equation. In the calculation of gas torque characteristics，the concept of "virtual steady-state" in the process of startup and accelerating was
proposed innovatively. The startup process of a core engine was simulated by identification model，a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identifi⁃
cation model were checked by test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can be used to establish the startup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core engine，and the identification model has high calculation accuracy，and the error between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the
actual test data is less than 2%. Therefore，the identification model can be used as an auxiliary means for the commissioning of the core en⁃
gin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re engine testing database，the identification model will be further developed and its calculation ability
and auuracy will continue to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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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核心机由 3大核心部件（高压压气

机、主燃烧室、高压涡轮）和与之匹配的进排气装置、

起动系统、燃滑油控制系统等构成[1]，其工作环境恶

劣、设计难度大，其研制是发动机研制全周期内最为

重要的环节，关系着发动机整机性能的好坏，因此备

受重视。近年来，在核心机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多，研

究起步较早的如核心机派生整机的匹配研究[2-4] 和核

心机系列发展研究[5-7]；肖蔓等[8]借鉴国外核心机试验

评估方法完成了核心机试验技术研究；唐世建等[9]和

梁海[10]完成了核心机建模及控制规律仿真技术研究；

赵志华等[11]快速确定了核心机地面起动供油规律；马

前容等[12]完成核心机轴向力测量与应用研究；高琨

等[13]完成了机动载荷对核心机叶尖间隙的影响研究；

唐志帅等[14]在试验技术基础上完成了故障诊断技术

研究；陈佳栋[15]和周小力[16]分别完成了噪声预测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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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研究 ，为核心机的发展和技术成熟奠定了基础。

而起动性能设计作为核心机设计过程的重要部分，具

有设计难度大、影响因素多的特点，目前国内外普遍

采用试验和仿真相结合的手段进行起动性能设计，本

文主要对核心机起动仿真数学模型的建立方法开展

研究。

目前大多数起动仿真数学模型的建立采用了部

件特性法，部件特性法建模是基于压气机、燃烧室和

涡轮部件特性，通过求解部件共同工作方程组建立发

动机数学模型，其缺点是过分依赖部件低转速特性，

对部件低转速特性的准确度要求较高。在工程上要

获取准确的低转速特性较为困难，常用的途径主要有

2种：一种是通过部件低转速试验获取，但低转速试

验的开展较为困难，试验结果分散度较大，得到的部

件特性不够准确；另一种是通过部件高转速特性外插

得到低转速特性，国外Agrawal等[17]和Chappell[18]在建

立起动特性计算模型时首先采用了特性外插的方法，

随后国内的科研人员也逐渐采纳了该方法，如居新星

等[19]和郑绪生[20]在处理涡轴发动机起动模型时，唐宏

刚等[21]、屠秋野等[22]和王占学等[23]在处理涡扇发动机

起动模型时，周文祥等[24]在高空起动建模时，时瑞军

等[25]在单轴涡喷发动机起动过程数学建模中，均利用

高转速特性外插得到了低转速特性，该方法应用较

多，但外插计算误差较大，难以准确确定等转速线上

工作点的位置。因此，采用部件特性法所建立的数学

模型面临着计算精度低的问题。

鉴于此，创新性地建立了一种新的起动建模方

法——辨识法建模，辨识法建模不需要部件特性作为

建模基础，仅需要试车数据作为辨识输入，避免了部

件低转速特性的偏差带来的计算误差，采用辨识法建

模具有动态性能好、计算精度高的优点。本文以某型

核心机为研究对象，结合转子扭矩平衡方程和燃气扭

矩特性分析，研究了采用辨识法建立起动过程数学模

型的方法和思路，并结合试车数据对辨识模型做了精

度校核。辨识模型的建立可为核心机起动性能的设

计和试车时调试方案的确定提供参考。

1 核心机起动过程

核心机地面起动过程如图 1所示。与发动机整

机类似，也将起动过程分为 3个阶段：第Ⅰ阶段，转速

从 0加速至点火转速 nd（点火时间 td）的阶段，只有起

动机带转核心机；第Ⅱ阶段，从点火开始加速到起动

机脱开（脱开转速 nt，脱开时间 tt）的阶段，起动机和涡

轮剩余功率共同驱动转子加速；第Ⅲ阶段，起动机脱

开后加速至慢车（慢车转速 nid，慢车时间 tid）的阶段，

只有涡轮剩余功率驱动核心机高压转子加速。

2 基于辨识法的建模方法

2.1 转子扭矩平衡方程

核心机起动过程数学模型的建立基础为高压转

子扭矩平衡方程

MST + MT - MC - MZ = π30 J
dnH
dt （1）

式中：MST为起动机输出扭矩；MT为高压涡轮产生的

扭矩；MC为高压压气机气动阻力矩，与压气机转速的

平方成正比，与压气机设计能力相关；MZ为摩擦阻力

矩，是核心机属性参数；J 为高压转动轴系的转动惯

量，是核心机属性参数；dnH/dt为核心机转速变化率。

转子扭矩平衡方程建立了净剩余力矩和转子转

速上升率之间的关系，对其进行积分求解可得转速和

起动时间之间的关系。

2.2 燃气扭矩特性分析

辨识法建模的核心技术为燃气扭矩特性的分析

与计算，即首先需根据试车数据辨识出核心机的燃气

扭矩特性。

燃气扭矩特性是起动过程供油规律和涡轮剩余

力矩之间转换的桥梁，在给定油气比的前提下，涡轮

剩余力矩 MT可通过燃气扭矩特性分析计算得到[26]。

燃气扭矩特性基本方程为

MT = KT ( fT - fT0 ) （2）

式中：KT为力矩转换系数；fT为起动加速过程实际供

图1 核心机起动过程3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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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的油气比；fT0为虚拟稳态供油油气比。

油气比为供油量与压气机出口压力的比值，即

Wf/P3，是高压转速nH的函数

fT = f ( )nH （3）
为了分析起动过程供油规律，提出慢车转速以下

“虚拟稳态”的概念。在实际试车过程慢车状态以下

发动机无法保持正常稳态运转，但为了分析问题方

便，借鉴慢车状态以上稳态节流的定义，引申出起动

过程即慢车转速以下“虚拟稳态”的定义，认为在虚拟

稳态供油油气比 fT0的作用下，发动机能够在慢车以下

对应转速下稳定运转。

在求解燃气扭矩特性表达式中的力矩转换系数

和虚拟稳态供油油气比时，可利用同一台核心机的 2
次起动试车数据进行辨识计算，假设对应的起动供油

油气比分别为 fT1、fT2，涡轮剩余力矩分别为 MT1、MT2，

可得

MT1 = KT ( fT1 - fT0 ) （4）

MT2 = KT ( fT2 - fT0 ) （5）

进而可得

MT1
MT2

= fT1 - fT0
fT2 - fT0 （6）

则虚拟稳态供油油气比 fT0为

fT0=MT2·fT1 - MT1·fT2
MT2 - MT1

（7）
同时可求得力矩转换系数

KT = MT2 ( fT2 - fT0 ) （8）
2.3 起动机输出扭矩分析

起动机的设计水平决定了起动机输出功率和扭

矩的大小，输出扭矩MST为起动机转速N的一次函数，

输出功率PST为起动机转速N的二次函数，

MST = MST0 - k·N （9）
PST = π30 MST·N （10）

式中：N为起动机转速；MST0为转速为 0时的扭矩；k为

输出扭矩函数的斜率，其值与起动机型号有关。

起动机存在最大输出功率，对于硬件已确定的起

动机，功率输出曲线的线型是固定的，最大功率点对应

的功率值能够反映该起动机功率输出的能力，因此工

程上以起动机最大功率衡量某型起动机的设计水平。

2.4 起动时间计算

对转子扭矩平衡方程进行积分求解得到起动时间

t = π30 J·∫ dn
MST + MT - MC - MZ

（11）
该式适用于起动加速过程的任意阶段，最终的起

动时间为 2个阶段起动时间之和。在离散求解时，在

每个转速步长内认为转子转速保持不变。

起动第Ⅰ阶段：在点火转速之前，仅有起动机带

转，主燃烧室未供油，MT=0，因此起动时间为

tⅠ = π30 J·∫0nd dn
MST - MC - MZ

（12）
起动第Ⅱ阶段：主燃烧室供油点火后，涡轮开始

产生剩余功率，其大小取决于起动加速油的多少，因

此起动时间为

tⅡ = π
30 J·∫ndnt dn

MST + MT - MC - MZ
（13）

起动第Ⅲ阶段：起动机脱开后 MST=0，仅有涡轮

产生的剩余功率驱动核心机加速，起动时间为

tⅢ = π
30 J·∫ntnid dn

MT - MC - MZ
（14）

因此，最终的起动时间为

t = tⅠ + tⅡ + tⅢ （15）

3 辨识模型在某核心机上的应用

采用上述辨识建模方法建立了某型核心机起动

过程数学模型。该核心机在相对换算转速为 15%时

点火，脱开时相对换算转速为 65%，慢车时相对换算

转速为84%（以上转速均做无量纲化处理）。

在建模过程中采用该核心机在 2种不同起动供

油规律下的试车数据，起动供油油气比随相对换算转

速的变化关系如图 2所示。图中横坐标 nH为无量纲

化的高压转子换算转速，纵坐标每刻度单位代表 0.05
（kg/s）/kPa的油气比。在其他状态相同的条件下，供

图2 起动供油油气比随相对换算转速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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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规律决定了核心机转速提高的快慢。

辨识法对试车数据的要求为：2次试车之间仅存

在供油规律的调整，其他控制规律不变，且 2次试车

时进气温度和喷管喉部面积相同。本文选取的 2次
试车数据之间供油油气比存在明显差异，在点火转速

15%附近油气比相差约 12%；在脱开转速 65%附近油

气比相差约 8.6%；在慢车转速 84%附近油气比相差

约8.8%。

起动过程转速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如图 3所示。

由于第 2次试车的油气比小，所以第 2次试车中转速

提高较慢，起动时间长。转速提高率随转速的变化关

系如图 4所示。转速提高率用来求解涡轮剩余力矩。

从图中可见，转速提高率曲线存在几处突出的“毛刺”

现象，这是转速信号采集品质不好导致转速曲线存在

明显波动所致，转速变化率是转速对时间的导数，因

此求导后的转速变化率并不是光滑的曲线，在计算时

将“毛刺”剔除即可。

将转速提高率带入转子扭矩平衡方程，可求解涡

轮剩余力矩。根据 2次试车数据辨识计算得到的涡

轮剩余力矩如图 5所示。从图中可见，油气比越大则

涡轮剩余力矩越大。

在得到涡轮剩余力矩后，参考图 2给出的 2种油

气比，通过求解式（7）得到虚拟稳态供油油气比 fT0，其

计算结果如图6所示。

借助式（8）将虚拟稳态供油油气比带入求解，得

到力矩转换系数，其计算结果如图7所示。

图5 计算得到的涡轮剩余力矩

图6 虚拟稳态供油油气比

图7 计算得到的力矩转换系数

图3 起动过程转速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图4 转速提高率随转速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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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已完成该核心机燃气扭矩特性的分析和方

程未知量的求解。在已知核心机起动加速供油油气

比的情况下，可通过燃气扭矩特性方程（2）求解涡轮

剩余力矩 MT，进而根据转子扭矩平衡方程求解起动

过程转速变化。

4 辨识模型校核

为校对核心机辨识模型的计算精度和可靠性，以

文中第 1次试车起动数据为基准，对计算模型进行校

核。在输入参数中，起动油气比按照第 1次试车时的

油气比给定，特征参数保持与试车一致。计算完成

后，将计算结果与试车数据进行对比，如图8所示。

从图中可见，辨识模型能以较高的精度模拟出核

心机转速的变化，计算转速与试车过程录取的转速曲

线吻合度较高，在整个起动过程中二者的转速差异小

于 2%，且起动时间基本一致（约为 69 s）。计算结果

曲线（红色线）较为光滑，不存在试车数据“毛刺”现

象。从起动加速到慢车转速时，转速超调量较小。因

此，该辨识模型能够用来计算核心机的起动性能，并

作为辅助工具配合调试核心机起动控制规律。

5 结论

（1）采用辨识法建立的数学模型可靠性较高，数

值计算结果与实际试验数据之间的差异小于 2%，可

作为核心机起动性能设计的辅助工具。

（2）虚拟稳态的提出简化了燃气扭矩特性计算，

加快了涡轮剩余力矩和转子扭矩平衡方程的求解，是

辨识法建模的关键技术。

采用辨识法建模的基础为核心机试车数据库，

虚拟稳态和燃气扭矩特性的计算均需大量且完备的

试车数据作为支撑。本文辨识模型的建立是基于当

前核心机的试车数据，可用来指导核心机试车时控制

规律的调试，但局限于数据库的大小，调试范围及调

整变量受限，后续随着核心机试车的继续开展和数据

库的丰富与完善，还可继续对起动模型进行辨识研

究，从而使计算能力和计算精度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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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叶片飞失显式动力学仿真网格与时间步长研究

徐 雪 1，李宏新 2，3，冯国全 1，3

（1.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110015；2.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北京100097；
3.辽宁省航空发动机冲击力学重点试验室，沈阳110015）

摘要：为了研究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风扇叶片飞失仿真中网格尺度与时间步长对于瞬态显式动力学分析结果的影响，采用有

限元法中单元计算理论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网格尺度和时间步长在计算稳定性方面的理论联系。采用多因素试验设计方法组织了

针对叶片应力分布、转子轴心轨迹和支点外传振动应力 3个风扇叶片飞失的典型输出参数的网格尺度和时间步长的影响研究方

案，开展了典型物理过程、模型简化和数值计算无关性研究。针对时间步长为7×10-7、5×10-7、3×10-7和2×10-7s，网格尺度为40、30、
20和15 mm的计算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给定物理过程和目标时长，存在着网格尺度和时间步长的门槛值，如：2×10-7 s时间

步长和 30 mm网格尺度，超过该值进一步细化网格和减小时间步长对于精度提升不明显；显式动力学的计算原理决定了目标时间

越长偏差累计越大，所需的网格精度就越高；碰摩过程对于风扇叶片飞失仿真的应力和外传振动偏差影响较大。

关键词：叶片飞失；显式动学；瞬态动力学；网格尺度；时间步长；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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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esh and Time Step of Explicit Dynamic Simulation for Fan Blade Out
XU Xue1，LI Hong-xin 1，2，FENG Guo-quan 1，2

（1.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2. Aero Engine Corporation of China，Beijing 100097，China;

3. Key Laboraty of Impact Dynamics on Aero Engin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mesh scale and time step on the results of transient explicit dynamic analysis for the fan
blade out simulation of high bypass ratio turbofan engine，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esh scale and time step in computational
stability was analyze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element calcul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in finite element method. The multiple parameters
test design method was used to organize the research scheme on the influence of mesh scale and time step of three typical output parameters
of fan blade out，including blade stress distribution，rotor axis trajectory and transmitted vibration stress outside the fulcrum. The research
on the independence of typical physical process，model simplification and numerical calculation was carried out.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with time step of 7×10-7、5×10-7 、3×10-7and 2×10-7 s and mesh scale of 40、30、20、15 mm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a given
physical process and target time，there are threshold values of mesh scale and time step，such as 2×10-7 s time step and 30 mm mesh scale.
Beyond this value，further refining the mesh and reducing the time step are not obviou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accuracy. The calculation
principle of explicit dynamics determines that the longer the target time is，the greater the deviation accumulation is，and the higher the
mesh accuracy is required. The impact and wear proces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tress response and vibration transmission of fan blade
out simulation.

Key words：fan blade out；explicit dynamic;transient dynamic；mesh size；time step；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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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风扇叶片飞失（Fan Blade Out，FBO）后发动机动

力学行为及其影响的设计技术是民用航空发动机安

全性领域最关键的技术壁垒之一，是各适航体系都要

求的重要试验[1-3]。近年来，随着显式动力学计算软

件逐步成熟，凭借其对撞击、碰摩和断裂等典型高度

瞬态、高度非线性物理过程的有效模拟，成为 FBO设

计和仿真工作的重要方法[4]。

在该领域，Nicolas等[5]开展了 FBO过程仿真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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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试验测试结果的对比分析，提出风扇转子和静子的

模型简化方法；Robin[6]进行了整机FBO仿真分析中风

扇转子叶尖严重碰摩的瞬态动力学行为计算，描述了

叶尖碰摩的微观物理过程；Sinha[7-8]系统地发展了考

虑碰摩的转子动力学行为计算理论，并给出了典型算

例的仿真分析结果以及与整机试验数据的对比；马辉

等[9]开展了旋转叶片-机匣系统碰摩动力学研究，提

出转子盘、叶片和机匣碰摩系统的动力学简化分析方

法；刘璐璐等[10]开展了缩比的FBO整机模拟试验与仿

真研究，获得安装结构的外传振动特点。由于显式动

力学的算法特点，其网格尺度和时间步长设置在分析

中具有关键作用，不仅影响计算精度和资源的需求，

还直接影响计算的收敛性和物理过程时序，因此网格

无关性和时间步长无关性研究对于瞬态显式动力学

分析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

这方面的分析较少。

本文基于商用有限元显式动力学计算软件，开

展了 FBO过程中风扇叶片的网格与时间步长无关

性研究。

1 显式动力学网格与时间步长的理论关系

1.1 计算方法和主要影响因素

显式动力学分析的基本动力学方程[11]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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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 )t

+ [ ]C + CT + G
( )t
{ }u̇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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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u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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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mark算法时域积分每个时间步方程[12]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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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 ( )t
为系统质量矩阵；[ ]C + CT + G

( )t
为阻尼

矩阵，其中C为系统阻尼，CT为接触阻尼，G为陀螺力

矩；[ ]K + KT
( )t
为刚度矩阵，其中K为系统刚度，KT为

接触刚度；{ }u ( )t
为系统自由度向量；{ }F + FT

( )t
为力向

量，其中F为系统外力和惯性力，FT为接触相互作用

力；∆t为时间增量步长；β、γ为Newmark法中加速度

矢量和速度矢量的时间步参数占比控制常数。

显式动力学仿真计算所需的计算资源和总运算

时间取决于每个增量时间步中方程解算时间以及总

的计算步数。方程解算时间一方面取决于矩阵和力

向量的数据量大小（即计算模型网格的总自由度数），

另一方面取决于上述矩阵中有多少数据需要参与到

碰摩、损伤及穿透等复杂的迭代计算过程，例如采用

罚函数法进行局部碰摩行为的迭代计算。这 2种因

素都与结构的具体设计特点和物理过程有关，需要根

据仿真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总的计算步数由仿真目标时长和时间步长 ∆t决
定，尤其是 ∆t与网格的尺度有紧密联系，而且与计算

过程的精度和稳定程度息息相关，也需要根据仿真问

题进行具体分析。β、γ只能间接地在小范围内调节

时域积分计算的速度和效率。

由上述分析可知，针对给定的仿真结构和物理过

程，能够直接影响计算速度和结果精度的只有网格划

分和 ∆t2种因素，而且二者之间又有紧密联系。同时

由上述计算方法可知，在显式计算中没有前后时间步

的迭代收敛计算，因此前序时间步中形成的计算偏差

会随时间步的不断增加逐步积累放大。

1.2 网格与时间步长的理论关系

在 ∆t的选择上，由于瞬态显式动力学分析所关

注的物理过程包括碰撞（时长约 10-2 s数量级）、冲击

（时长约 10-3 s数量级）和

爆炸（时长约 10-4 s数量

级）[13]等，由于其时间历程

很短，可能与计算网格中

应力波传递时间尺度相近

（如图 1所示），因此必须

考虑应力波的影响。

根据显式动力学计算理论[14]，积分步长必须小于

临界时间步长，否则会使 1个计算时间步长内应力波

传播通过多个网格，使结点参数变化剧烈，从而使计

算过程不稳定。临界时间步长取决于计算网格中最

小尺度单元的特征长度

∆tcr = Lchc （4）
材料中纵波的传播速度为

c = E ( )1 - μ
ρ ( )1 + μ ( )1 - 2μ （5）

式中：∆tcr为临界时间步长；Lch为网格特征长度；c为

材料中纵波的传播速度，即材料中的声速；E为材料

压缩弹性模量；μ为材料泊松比；ρ为材料密度。

图1 物理过程结构

Δt

t时刻

t+Δt时刻

应力波传播方向

计算网格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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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特征长度在不同的网格类型和不同的计算程

序中有多种设置方法，以单个六面体实体单元为例，

Lch通常有最短边长、最短对角线以及其他计算方法

Lch = lx·ly·lz
3 （6）

式中：lx、ly、lz分别为 x、y、z方向的单元边长。

以六面体单元最短边长法计算临界时间步长为

例：如果材料为 TC4 钛合金[15]，在 100 ℃时，E =
110 GPa，μ = 0.34，ρ = 4440 kg/m3，算得声速为 6175
m/s，网格最短边长为 10 mm，则其开展瞬态显式动力

学分析的临界时间步长为1.62 × 10-6 s。
上述研究的临界时间步长是从计算稳定性角度

给出的时间步长的理论上限，小于这个理论步长计算

过程也可能顺利完成，但是其计算结果可能不符合真

实的物理过程，因此还需要根据实际物理过程进一步

计算分析。

2 FBO的物理过程及有限元建模

2.1 FBO的物理过程

FBO事件主要有以下几个典型的瞬态物理过程：

（1）飞失的风扇叶片与机匣和后续叶片的碰撞损

伤过程；

（2）飞失后风扇转子不平衡量显著增大，低压转

子在不平衡离心力作用下变形破坏过程；

（3）结构载荷不断增大，触发结构保险破坏失

效[4]过程；

（4）剩余低压转子稳定在风车转速持续运转

过程 [16]。

前 3个物理过程不是孤立的，而是综合体现在

FBO后的很短时间内（转子旋转几周，总时长在

10-2～10-1 s数量级）不平衡转子与机匣的碰摩、变形

和快速减速过程，主要约束条件是适航要求中叶片包

容和大振动载荷外传等条款[1-3]；第 4个物理过程实际

上也包含剩余叶片与机匣碰摩的物理过程，但是由于

持续时间较长，一般采用隐式动力学方法，主要约束

条件是适航要求中转子持续旋转条款[1-3]。

由于第３个物理过程与结构保险的具体结构形

式息息相关，而且在仿真应用中多采用带有门限值的

接触条件方法来模拟，并且第 4个物理过程关注的时

间范围和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所

以本文中只研究前2个物理过程。

2.2 模型简化、网格划分及边界条件设置

根据新一代双转子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结构设

计特点[17]和具体结构参数[18-19]，通过一系列由简到繁

的模型简化试算分析，逐

渐积累对于具体结构设计

特点及物理过程的认识，

建立了显式动力学分析简

化模型，进行网格划分和

参数设置，如图 2所示并

见表1。

2.2.1 模型简化

为了聚焦叶片与风扇机匣（包括易磨耗涂层）的

碰摩过程，排除前序叶片对于后续叶片的影响，采用

仅保留 1片叶片的风扇转子，但是叶片的材料、根/尖
半径、不同截面的弦长和厚度以及叶片的扭转角等主

要参数与真实发动机的基本一致；为了准确模拟低压

转子的动力学行为，低压转子的结构形式、尺度、相互

连接的拓扑关系以及材料与真实发动机的基本一致；

为了准确模拟叶尖与机匣碰摩所产生的接触刚度和

阻尼，以及易磨耗涂层的剥落消耗过程，风扇机匣和

易磨耗涂层的结构和材料与真实发动机的基本一致；

为了降低仿真结构的复杂性，低压转子的 3主轴承都

采用弹簧单元来模拟。

2.2.2 网格划分

为了更加准确地控制网格的尺度，并更好地模拟

碰摩损伤过程，全部模型采用六面体网格；在 FBO物

理过程中，风扇叶尖与风扇机匣的碰摩是接触速度最

高、破坏作用最明显、对于结构系统影响也最大的细

节过程，因此选择风扇叶片和易磨耗涂层 2个部件

（碰摩对）作为主要关注部件，其网格尺度根据研究需

要采用不同的尺度；其余部件网格出于简化计算的需

要，采用较大的尺度，而且各计算项目保持一致。

2.2.3 边界条件设置

低压转子设置转动边界条件模拟转子转动行为；

图2 仿真模型及网格

参数

外半径/mm
内半径/mm
转速/（r/min）
质量/kg
目标时间长度/s

数值

1400
350
2750
10
0.1

表1 风扇叶片参数及仿真目标参数

2000
1500

1000
500

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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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机匣和转子轴承的静子端采用固定边界条件来

约束整个转静子模型系统；转/静子之间事先不限定是

否接触，由软件根据计算结果自行判断是否接触，接触

后以恒定的摩擦系数方法确定接触面的边界条件。

2.3 测量参数及测点布置

针对前 2 个物理过

程，选择 3个有代表性的

输出参数，并根据模型的

实际情况布置参数测点，

如图3所示。

为了反映 FBO状态

下，离心力与叶片碰摩产

生的附加接触刚度和阻

尼的共同影响，在风扇盘

前缘轴心位置设置了轴

心轨迹测点，输出形式为

以时间为X轴的空间曲线，衡量标准为不同网格尺度

和时间步长的计算项目得到的空间曲线的一致性；为

了反映叶片碰摩过程中叶片的动力学响应和损伤情

况，在叶片中部沿叶高方向等距均布了 5个应力响应

测点，应力取值采用米塞斯等效应力，形式为相同测

试位置的应力时序变化，衡量标准为不同网格尺度和

时间步长的计算项目得到相同位置应力随时间变化

的趋势和量值的一致性；为了反映转子通过轴承外传

的振动载荷，在 1支点轴承水平位置设置了振动加速

度测点，形式为同一测试位置的加速度时序变化，衡

量标准为不同网格尺度和时间步长的计算项目得到

加速度时序的变化趋势和量值的一致性。

3 基于DOE方法的参数研究方案及总体完

成情况

采用网格尺度和时间步长为输入参数，通过大范

围的初步试算，缩小参数范围，最终确定每个参数的

4个取值，通过排列组合形成 16种不同计算参数的仿

真计算项目表。在相同的硬件和软件平台下开展了

上述计算项目表中所有的仿真计算，完成情况、总计

算耗时及系统节点数量见表2。
4 仿真结果分析

4.1 网格无关性检验

在仿真分析中，时间步长为 3 × 10-7 s和 2 × 10-7s

2组不同网格尺度的仿真计算全部完成，分组对比分

析如下。

4.1.1 网格尺度对转子轴心轨迹的影响

以时间步长同为 3 × 10-7 s的 4个仿真计算为例，

如图 4所示。从图中可见，网格最粗的计算结果A1-
B3线在第 0.02 s左右就与其他 3条曲线出现明显差

别，而其他3条曲线在第0.05～0.06 s和第0.08～0.10 s
也出现了较大偏差，从仿真视频来看，在第 0.05～
0.06 s和第 0.08～0.10 s都出现了叶片与机匣的剧烈

碰摩。

以时间步长同为 3 × 10-7 s的 4个仿真计算为例

开展同样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只是第 0.08 s之后的

虚线变化时序与上述分析略有差别。

4.1.2 网格尺度对叶片应力的影响

以时间步长为 2 × 10-7 s的 4个仿真计算结果为

例，在不同的网格尺度下，叶身正中部测点的应力对

比如图 5所示。从图中可见，网格尺度为 40 mm的计

算结果曲线与其他 3条明显不一致，随着网格逐渐加

密，叶身应力的差异逐渐缩小，尽管其总的趋势基本

项目

参数B：
时间

步长

（10-7 s）

7

5

3

2

参数A：主要关注对象的网格尺度/mm
40

（节点数：

89797）
A1-B1
590
A1-B2

耗时：810
A1-B3
1400
A1-B4
2140

30
（节点数：

101341）
A2-B1

耗时：--
A2-B2

耗时：--
A2-B3
1580
A2-B4
2370

20
（节点数：

151688）
A3-B1

耗时：--
A3-B2

耗时：--
A3-B3
2920
A3-B4
4060

15
（节点数：

211058）
A4-B1

耗时：++
A4-B2

耗时：--
A4-B3
4890
A4-B4
6860

注：++为计算过程中出现了不稳定，无法完成计算；--为计算能够

完成，但是出现了叶尖碰摩部位在首次碰撞瞬间大范围应力超限，使

叶尖结构失效的情况，这不符合实际物理规律；耗时单位为min。

表2 不同参数的仿真计算项目及计算情况

图4 时间步长为3×10-7 s的3维轨迹

图3 叶尖碰摩的测试点位置

叶身应力测点

风扇前缘轴
心轨迹测点

1支点水平振动测点

0
250

500
750

10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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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但是在第 0.08 s之后具体的应力大小变化的时

间顺序规律不一致。

4.1.3 网格尺度对支点外传振动的影响

以时间步长为 2 × 10-7 s的 4个仿真计算结果为

例，在不同的网格尺度下，1支点外传振动对比分析

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见，在A-F区域范围内，各条曲

线的偏差较大且没有规律，在其余时间范围，几条曲线

符合得较好，但是随着时间的增加曲线偏差变大。

仿真视频的结果如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从

A～F的 6个时间范围内都发生了风扇叶片与机匣的

剧烈碰摩。

总体来看，对于时间步长为 2 × 10-7 s 和 3 ×
10-7 s的 2组计算，网格尺度为 20 mm和 15 mm的计

算精度已经十分接近，但是后者的计算资源需求却是

前者的近2倍。

4.2 时间步长无关性检验

在上述仿真分析中，只有网格尺度为 40 mm的 1
组不同时间步长的仿真完成了全部计算，分组对比分

析如下。

4.2.1 时间步长对于转子轴心轨迹的影响

对于给定的网格尺度，第 0.06 s之前不同时间步

长的轴心轨迹符合得都很好，第 0.06 s之后时间步长

最大的A1-B1线和A1-B2线逐渐出现偏差，第 0.09 s
之后几条曲线偏差逐渐增大，且时间步长越大偏差增

大越快，如图8所示。

4.2.2 时间步长对叶片应力的影响

对于 2个给定的网格，第 0.35 s之前的不同时间

步长的计算曲线符合得很好，之后不同时间步长计算

的偏差明显，但是总体的趋势和量级基本一致，如图

9所示。

4.2.3 时间步长对支点外传振动的影响

以网格尺度为 40 mm的 4个仿真计算结果为例，

在不同的时间步长下，1支点外传振动对比分析如图

10所示。从图中可见，在A～F范围内，各条曲线的

偏差较大且没有规律，在其余时间范围内，几条曲线

图10 相同时间步长情况下不同网格尺度对于

支点振动的影响

图5 时间步长为2×10-7 s时不同网格尺度计算的

叶中位置应力

图6 在相同时间步长下不同网格尺度对于支点振动的影响

图7 第0.034 s的仿真结果

（其中红点为碰摩造成的结构碎片）

应
力
/MP

a

1666.6
1500
1250
1000
750
500
250
0 2.5e-02 7.5e-02s

18001600140012001000780.27 Max6004002000.0047762 Min 2000 mm1000
1500500

0

图8 网格尺度为40 mm的轴心3维轨迹

图9 不同时间步长下的叶片中部同一节点的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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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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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得较好，但是随着时间的增加曲线偏差变大。

在A～F的 6个时间范围与前述网格无关性分析

中的时间范围基本一致，因此分析各条曲线偏差较大

且没有规律的计算结果也是因风扇叶片与机匣的剧

烈碰摩造成的。

总体来看，对于网格尺度 40mm的计算，时间步

长为 3 × 10-7 s和2 × 10-7 s的计算符合性已经比较

好，但是后者的计算资源需求却是前者的近1.5倍。

5 结论

（1）显式动力学的计算效率和结果精度与网格和

时间步长紧密相关，所以在任何工程分析之前都应该

针对具体的物理过程和结构设计特点，开展网格和时

间步长的研究，以确定分析过程中的关键参数取值；

（2）通过理论计算确定的临界时间步长可以作为

计算过程稳定性的判据，但是不能作为计算结果精确

性的判据，就本文中的 FBO结构特点和物理过程而

言，工程可用的时间步长约为理论计算值的1/10左右；

（3）对于某一特定的物理过程和目标时间，参与

碰摩、损伤、冲击等物理过程的构件存在着网格尺度

和时间步长的临界值，进一步提升网格密度和降低时

间步长（提升时间分辨率），对于计算精度的提升作用

有限，但是却要耗费大量的计算资源，不参与上述物

理过程的构件可以采用较粗的网格以提高计算速度；

（4）碰摩过程对于FBO的显式动力学仿真中参与

碰摩构件的应力和振动载荷结果精度有着重要影响；

（5）由计算方法决定，显式计算的偏差会随时间

积累逐步放大。

6 展望

本文开展的仿真分析基于某商用显式动力学软

件平台，由于不同软件平台的计算方法基本一致，但

是在软件设置上和具体参数处理上有一定区别，因此

上述结论在其他软件平台上的规律、趋势大体一致，

但是量值还需要针对具体的结构特点、物理过程和软

件设置进行专门的分析来确定。

受条件所限，本文对于计算结构偏差仅按照仿真

结果的一致性来评判，在真实的工程应用中应该开展

若干部件级试验验证，通过试验结果进一步作为仿真

过程的评判依据来校准仿真设置，可以提供更加贴近

工程实践的仿真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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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激波控制的S弯二元矢量喷管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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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掌握 S弯二元矢量喷管的气动性能，采用CFD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有无二次流喷射状态下 S弯二元矢量喷管激波

诱导的工作机理，以及二次流喷射位置、主流落压比和二次流与主流总压比对 S弯二元矢量喷管推力系数、矢量角、壁面静压的影

响。结果表明：在二次流流通面积不变、次流与主流流量比Ws/Wp≤6%的情况下，喷管上、下壁面分别喷射二次流产生的最大矢量

角分别为 22.9°和 15.9°；喷射位置对矢量角有较大影响，对推力系数影响不大，随着二次流喷射位置逐渐靠近出口，矢量角先增大

后减小；射流位置固定，随着主流落压比的增大，推力系数增大，当主流落压比从 2增大到 6时，推力系数最多提高 17.9 %，矢量角

先增大后减小；随着二次流与主流总压比的增大，推力系数整体呈单调减小趋势，矢量角先增大后减小。

关键词：S弯二元矢量喷管；激波控制；推力矢量；数值模拟；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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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of Serpentine 2-D Vectoring Nozzle based on Shock Wave Control
WANG Wei1，ZHAO Zhen2，JIN Wen-dong1，DENG Hong-wei1

（1.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2. Changchun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 Air Force Equipment Ministry，Changchun 1300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obtain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s of the Serpentine 2-D vectoring nozzle，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shock
wave induction of Serpentine 2-D vectoring nozzle with or without secondary flow injection was studied by CFD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
od, and the effects of secondary flow injection position，Nozzle Pressure Ratio（NPR）and Second Flow Pressure Ratio（SPR）on the thrust co⁃
efficient，vector angle and wall static pressure of Serpentine 2-D vectoring nozzle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fixed secondary flow area and the ratio of secondary flow by main flow less than or equal to 6 percent，maximum vector angle due to second⁃
ary flow injection on the up and down nozzle surface reach 22.9 and 15.9 degree separately. Injection position have dramatically affects on
vector angle and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rust coefficient. Vector angle increased firstly and decreased later as the secondary flow injection po⁃
sition approach outlet gradually. Thrust coefficient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NPR when the injection position fixed. Thrust coefficient
increase 17.9 percent maximum and vector angle increased firstly and decreased later when NPR increase from 2 to 6. With the increase of
SPR，thrust coefficient decrease and vector angle increased firstly and decreased later.

Key words：Serpentine 2-D vectoring nozzle；shock wave control；thrust vectoring；numerical simulation；aeroengine

0 引言

为了应对未来可能的作战模式和作战任务，新一

代战斗机对航空发动机的推重比和隐身性能要求越

来越高，矢量喷管作为发动机的关键部件，也面临着

高隐身、轻质、高效的设计要求[1-3]，与传统的机械式

推力矢量喷管相比，基于激波控制的气动矢量喷管具

有结构简单、质量轻、系统响应快、隐身性能好等优

点[4- 5]，S弯二元矢量喷管凭借着对高温部件的有效遮

挡及引入二次流对主流的干扰产生矢量偏转等优势，

已成为航空推进技术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国外对流体推力矢量技术的研究较为成熟，基于

二次流喷射产生推力矢量方式的不同，流体推力矢量

技术的控制方法主要有 3种：激波矢量控制法、喷管

喉部偏转法和逆流法。美国航空航天局兰利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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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对激波矢量控制方法在二元喷管上的应用进行了

试验和数值计算研究，讨论了主流落压比（Nozzle
Pressure Ratio，NPR，定义为πNPR）、二次流流量、二次

流与主流总压比（Second flow Pressure Ratio，SPR，定
义为πSPR）、自由流气动参数等对喷管气动性能的影

响[6-8]；Kenric等[9]对流体推力矢量喷管的多喷射点方

法进行了试验和数值计算，NASA兰利研究中心进行

了采用大尺寸的反流法实现推力矢量的试验研究；

Hunter 等[10]采用 PAB3D 计算软件进行了反流法计

算。同时，中国在流体推力矢量技术方面也开展了一

些研究。李卫强等[11]采用试验和数值计算相结合的

方法，研究了主流压力、二次流喷射压力及二次流喷

嘴几何形状对推力矢量喷管性能的影响；乔渭阳等[12]

采用试验和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二次流喷射对 2维
推力矢量喷管的推力性能和流场特性的影响；王占学

等[13] 和李志杰等[14]进行了多种气动参数及几何参数

对二元收扩喷管流场和气动性能的影响规律研究。

目前关于流体推力矢量技术的研究对象均为无

偏心距的轴对称喷管或二元喷管，而对于大曲率大偏

距非对称结构的 S弯二元矢量喷管的相关研究比较

匮乏。本文基于激波矢量控制方法，在二次流流通面

积不变、次流与主流流量比Ws/Wp≤6%的情况下，分析

了二次流注射角度、二次流喷射位置、主流落压比、二

次流与主流总压比等参数对 S弯二元矢量喷管内流

流场和气动性能的影响。

1 物理模型

S弯二元矢量喷管的物理模型（如图 1所示）主要

包括平直筒体段、圆转方段、S弯喷管筒体段、收敛

段、扩张段和上下壁面二次流通道。涉及的主要变量

有：收敛段长度 LS、扩张段长度 Lk、喉道高度 h1、出口

高度 h2、喉道面积Ah、出口面积Ae、上壁面二次流注入

角 β、下壁面二次流注入角 β1、二次流喷射位置 X/Lk
等。为了实现较大角度的矢量偏转，喷管处于过渡膨

胀状态，主流面积比Ae/Ah=1.60～1.65，收敛段长度 LS=
2.42h1，二次流注入角 β或 β1分别选取 30°和 60°2 种

情况，二次流喷射位置 X/Lk=0.70～0.95，二次流注射

缝的宽度为 0.03h1。根据喷管不同工作状态的需

求，通过对二次流通道的阀门开关和入射角度大小

的控制，实现喷管有、无矢量偏转功能的转换和矢

量偏转角大小的调节。当 β=0°或 β1=0°时上下壁面

二次流通道分别关闭，喷管处于无矢量偏转状态；通

过在下壁面或上壁面分别注射二次流实现喷管上下

矢量偏转功能。

2 计算方法

2.1 流场计算

采用商业软件进行全 3维流场计算，S弯二元矢

量喷管整个计算域中心对称面网格分布如图 2所示。

从出口截面向下游延伸了 100h1，向前延伸了 30h1，向
两侧延伸了 50h1，向厚度方向延伸了 40h1，采用结构

化网格，计算域分为 16个子区单独生成网格，在上下

壁面、主流内流道和二次流注射通道对网格进行局部

加密，外场网格逐渐变稀，离壁面最近的网格单元

y+≈20，网格总数控制在 260万，喷管区域的网格分布

如图3所示。

采用基于密度的耦合求解器，对连续方程、动量

方程和能量方程的离散均采用 2阶迎风差分格式，湍

流模型采用 SST（Shear Stress Transport）k-ω模型，主

次流假设为理想可压缩流体，发动机工作状态为地面

中间状态，喷管主流边界设置为压力进口，主流落压

比πNPR=2～6，总温为 1108 K；二次流边界设置为压力

进口，二次流与主流总压比 πSPR=0.6～1.8，总温为

845 K，自由来流马赫数为0，外流场选取压力远场边界

条件，出口环境压力为101325 Pa，出口总温为288 K。
2.2 推力系数和矢量角计算

喷管的推力为出口气流动量力与压差在出口截

面上积分之和，则喷管实际推力F r为

图1 S弯二元矢量喷管物理模型

圆转方段

平直筒体段

S弯喷管筒体 收敛段 上壁面二次流

扩张段

下壁面二次流

β
β1

x

h 1 h 2

图2 对称面网格分布 图3 喷管区域网格分布

Ls

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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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 F 2
x + F 2

y （1）
Fx = m. ux + ( Pe - Pa ) Ae （2）

Fy = m. uy （3）
式中：Fx为 x方向的实际推力；Fy为 y方向的实际推

力；ṁ为实际质量流量；ux为出口截面 x方向的速度；

uy为出口截面在 y方向的速度；Pe为出口截面的静

压；Pa为环境背压；Ae为出口截面的面积。

推力系数 Cf 为实际推力 F r 与总的理想推力 F i
（主流与二次流理想推力之和）的比值

Cf = F r /F i （4）
F i = ṁu i （5）

式中：u i为等熵完全膨胀时喷管出口速度

u i = 2 kRT *0
k - 1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1 - ( )Pa

P *0

k - 1
k

（6）

式中：T *0 为进口截面的总温；P *0为进口截面的总压。

矢量角 δ的大小反映了纵向推力 Fy与轴向推力

Fx比值的大小

δ = arctan é
ë
êê

ù

û
úú

Fy

Fx

（7）
2.3 计算方法验证

采用文献[15]中NASA兰利研究中心二元收敛－

扩张喷管的试验结果和数值模拟方法进行了检验，针

对该喷管模型在πNPR=4.6、πSPR= 0.7工况下进行了数

值模拟，并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从该状态下上、下壁

面沿程静压数值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的对比曲线（如

图4所示）中可见计算结果与试验数据基本吻合。

采用文献 [16]中 S弯二元喷管的试验结果和数

值模拟方法进行了方法验证，S弯二元喷管上壁面

中心线上无量纲压力分布的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

对比如图 5所示。从图中可见，S弯二元喷管上壁面

中心线沿程试验测试的静压数据与数值模拟结果

基本吻合，故本文所采用的数值模拟方法具有较高

的计算精度。

3 计算结果分析

3.1 S弯二元矢量喷管的工作机理分析

激波诱导矢量控制是通过在扩张段一侧引入二

次流，超声速主流在次流的干扰下会诱发斜激波，主

流经过斜激波后方向发生改变而实现推力矢量控制。

πNPR=4.98、πSPR=1.8、二次流喷射位置X/Lk=0.95的 S弯
二元矢量喷管流动特性分布如图 6所示。从图中可

见，喷管处于过膨胀状态，流场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

和分离区。在二次流喷射

位置前，存在着明显的附

面层分离，在分离区上游

产生第 2道分离激波，与喷

管下壁面相交产生反射激

波，在二次流喷射位置后，

也存在大范围的分离区。

在分离激波和反射激波的

共同作用下主流与水平轴

线呈一定夹角喷出，从而

获得了推力矢量。

πNPR=4.00、4.98，πSPR=0、1.8，二次流喷射位置X/Lk=
0.95的 S弯二元矢量喷管上下壁面静压分布曲线如

图 7所示。从图中可见，当πNPR=4.98时，无二次流喷

射时，在收敛段前端上下壁面的静压分布基本无变

化，当存在二次流喷射时，由于上壁面注射处附近分

离区的出现导致喷管收敛-扩张段上壁面压力明显升

高，造成喷管上下壁面压力分布的非对称性程度明显

增加，因此产生了推力矢量。

图4 NASA喷管壁面沿程静压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

1.6

1.2

0.8

0.4

0 0.5 1.0 1.5 2.0
X/X1

P/P
*

上壁面试验值
上壁面计算值
下壁面试验值
下壁面计算值

图5 S弯二元喷管壁面沿程静压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

P/P
ma
x

1.0

0.8

0.6

0.4

0.2

0 0 0.2 0.4 0.6 0.8 1.0
x/m

计算值
试验值

图6 二次流喷射时喷管的

流动特性

分离激波

第2道分离激波 反射激波

后分离区
前分离区

Ma2.3802.0561.7321.4081.0840.7600.4360.1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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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键参数对喷管流态及性能参数的影响

针对关键设计参数主流面积比 Ae/Ah=1.60、1.65，
上下壁面二次流注入角 β=60°、β1=60°，主流落压比

πNPR=2～6，二次流与主流总压比πSPR=0.6～1.8，次流

与主流流量比Ws /Wp≤6 %时的 S弯二元矢量喷管几何

模型，开展了不同二次流喷射位置、主流落压比和二

次流与主流总压比对喷管流态及性能参数的影响规

律研究，由于二次流的注入导致喷管总压损失较大，

各工况下喷管总压恢复系数为0.82～0.92。
3.2.1 二次流喷射位置的影响

针对主流面积比 Ae/Ah=1.60、πNPR=4.98、πSPR=1.2、
β=60°、β1=0°的 S弯二元矢量喷管进行不同二次流喷

射位置X/Lk=0.70、0.75、0.80、0.85、0.90、0.95的 3维数

值仿真计算。推力系数、矢量角随二次流喷射位置X/Lk
的变化曲线如图 8所示。从图中可见，πNPR、πSPR不

变，随着二次流喷射位置的后移，推力系数先减小后

增大再缓慢减小，矢量角先迅速增大而后略有减小，

在X/Lk=0.90时推力系数最大提高 1.9 %，矢量角达到

最大值15.9°。
不同二次流喷射位置下喷管内部及附近的马赫

数等值图谱和上壁面喷射的壁面静压分布分别如图

9、10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二次流喷射位置逐渐

往喷管出口移动，射流位置前端产生的分离激波后

移，分离激波与下壁面相交产生的反射激波也随之后

移，受激波影响的主流区域减小，主流马赫数增大，激

波强度逐渐增大。喷管在实际流动过程中，存在着流

动损失和激波损失，而激波损失是随着激波前马赫数

的增大而增加的，当二次流喷射位置逐渐后移，二次

流喷射引起的激波前马赫数增大，激波损失增加，但

同时反射激波对主流的影响逐渐减小，甚至消失，使

激波损失又相应减小，在二者的综合作用下推力系数

随着二次流喷射位置的后移先减小后增大再略有减

小，同时由于二次流喷射处激波的作用，喷管上壁面

压力升高，上下壁面压差变大，造成压力分布不均匀

图7 二次流喷射时喷管上下壁面静压分布

图8 推力系数、矢量角随二次流喷射位置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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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Lk=0.70 （b）X/Lk=0.80

（c）X/Lk=0.90 （d）X/Lk=0.95
图9 二次流喷射位置对流场马赫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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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不同二次流喷射位置下喷管上壁面静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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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增加而产生较大的推力矢量角，即当 X/Lk=0.90
时分离激波正好达到下壁面出口位置，反射激波消

失，喷管推力损失最小，矢量角最大；随着二次流喷射

位置继续后移，分离激波后移，激波损失增加，喷管推

力损失略有增大，上下壁面压差减小导致矢量角减小。

3.2.2 主流落压比的影响

针对主流面积比Ae/Ah=1.65、πSPR=1.0和 1.2、X/Lk=
0.95、β=60°或 β1=60°的 S弯二元矢量喷管进行不同主

流落压比πNPR=2.00、3.00、4.00、4.98、6.00的 3维数值

仿真计算。推力系数、矢量角随主流落压比πNPR的变

化曲线如图 11所示。从图中可见，其他参数保持不

变，随着主流落压比的增大，推力系数逐渐增大，πNPR
从 2.00增加到 6.00时，推力系数最大提高 17.9%；矢

量角随着主流落压比的增大先增加后减小，在πNPR=3
时达到最大值22.9°。

不同主流落压比下喷管内部及附近的马赫数等

值图谱和下壁面喷射的壁面静压分布分别如图 12、
13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主流落压比的增大，二次

流对主流造成的分离激波位置逐渐向喷管出口移

动，扩张段低速流动区域减小，减弱了二次流对主流

的扰动作用，喷管内部过膨胀程度逐渐减小，使得喷

管推力系数增大；随着主流落压比（πNPR≥3）的增大，

产生的激波位置逐渐后移，产生的激波不再与上壁面

相交，反射激波消失，喷管下壁面的分离区域增加，

使得喷管上下壁面压差减小，同时下壁面的压力跃

升点逐渐后移导致矢量角逐渐减小，当 πNPR≤3时，

喷管处于严重的过渡膨胀

状态，随着主流落压比的

降低，在上壁面上会产生

反射激波使分离区压力升

高，造成上下壁面压力分

布不均匀程度减小，从而

导致矢量角减小。

3.2.3 二次流与主流总压比的影响

针对主流面积比 Ae / Ah=1.65、πNPR=4.98、X / Lk=
0.95、β=60°或 β1=60°的 S弯二元矢量喷管进行不同二

次流与主流总压比πSPR=0.6、0.8、1.0、1.1、1.2、1.3、1.4、
1.5、1.6、1.7、1.8的 3维数值仿真计算。推力系数、矢

图11 推力系数、矢量角随πNPR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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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SPR=1.2，下壁面喷射二次流

πSPR=1.0，上壁面喷射二次流
πSPR=1.0，下壁面喷射二次流
πSPR=1.2，上壁面喷射二次流
πSPR=1.2，下壁面喷射二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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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πNPR=4.98，πSPR=1 （e）πNPR=6，πSPR=1
图12 主流落压比对流场马赫数的影响

图13 不同主流落压比下喷管下壁面静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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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角随二次流与主流总压比πSPR的变化曲线如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见，其他参数保持不变，随着二次流

与主流总压比的增大，推力系数整体呈单调减小趋

势，上下壁面喷射分别在πSPR=1.7、1.2时略有增大而

后减小，推力系数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约 3.26 %；矢

量角随πSPR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当πSPR=1.7，即次流

与主流流量比Ws /Wp=5.14 %时，喷管产生的矢量角达

到最大值18.9°。

不同二次流与主流总压比下喷管内部及附近的

马赫数等值图谱和下壁面喷射的壁面静压分布分别

如图 15、16所示。从图中可见，随着二次流与主流总

压比的增大，二次流对主流造成的分离激波位置逐渐

向前移动，二次流对主流具有更强的扰动作用，受激

波影响的主流区域增大，喷管气动损失增加，使得推

力系数减小，而在上下壁面喷射二次流，即πSPR=1.7、
1.2时推力系数略增大是由于此时分离激波正好在喷

管出口，反射激波消失，激波损失较小；随着πSPR（πSPR
≤1.7）的增大，二次流流量相应增加，二次流喷射位置

前的激波角增大，激波位置前移，从壁面压力分布可

见下壁面的压力跃升点逐渐前移，使得上下壁面的压

力不均匀程度增大，导致矢量角增大，当πSPR≥1.7时，

喷管下壁面产生的激波位置进一步前移，形成的分

离激波与上壁面相交而

形成反射激波，上壁面压

力升高使得上下壁面压

差变小，从而导致矢量角

减小。

4 结论

（1）计算结果与NASA二元收敛-扩张喷管、S弯
二元喷管的试验数据吻合较好，表明本文采用的数值

模拟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可以用于激波诱导控制

的S弯二元矢量喷管流态及气动特性的数值研究；

（2）πNPR、πSPR不变，随着二次流喷射位置的后

移，推力系数先减小后增大再缓慢减小，矢量角先迅

速增大而后略有减小，在 X/Lk=0.90时推力系数最多

提高1.9%，矢量角达到最大值15.9°；
（3）随着主流落压比的增大，推力系数逐渐增

大，当 πNPR 从 2 增大到 6 时，推力系数最大提高

图14 推力系数、矢量角随πSPR的变化曲线

（a）πNPR=4.98，πSPR=0.6

（b）πNPR=4.98，πSPR=1.0 （c）πNPR=4.98，πSPR=1.4

（d）πNPR=4.98，πSPR=1.7 （e）πNPR=4.98，πSPR=1.8
图15 二次流与主流总压比对流场马赫数的影响

图16 不同二次流与主流总压比下喷管下壁面静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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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矢量角随着主流落压比的增大先增大后减

小，在πNPR=3时达到最大值22.9°；
（4）随着二次流与主流总压比的增大，推力系数

整体呈单调减小趋势，当喷管上下壁面分别喷射二次

流即πSPR=1.7、1.2时，由于分离激波正好位于喷管出

口，反射激波消失，激波损失小导致推力系数略增大

而后减小，推力系数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约 3.26 %；

矢量角随着πSPR的增大先增大后减小，当πSPR=1.7时，

喷管产生的矢量角达到最大值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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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轴承推力矢量喷管推力性能试验研究

解 亮，李庆林，张 驰，盛 超，杜寅威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三轴承推力矢量喷管推力测量的需求，介绍了自行搭建的六分力测量试验台的原理及特点，采用可变角度排气结

构消除排气干扰，采用对称并垂直进气方式与非接触密封结构相组合以消除进气附加气动力，根据六分力测量台架特点开发线性

解耦算法并应用于矢量推力数据处理。获取不同落压比下矢量推力随偏转角度的变化情况，并进行了不确定度分析。结果表明：

采用解耦算法后将试验台六分力测量的耦合误差减小到约 1%；三轴承推力矢量喷管偏转角度减小时矢量推力损失也减小；当偏

转角度大于 60°时，推力损失变大；随着偏转角度的增大，轴向力减小，俯仰力增大，且推力偏转角与三轴承推力矢量喷管偏转角一

致。将试验结果与相关研究结果进行对比，二者的变化规律相同。

关键词：三轴承；矢量喷管；推力；解耦方法；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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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Study on Thrust Performance of 3-bearing Swivel Duct Nozzle
XIE Liang，LI Qing-lin，ZHANG Chi，SHENG Chao，DU Yin-wei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thrust measurement requirements of 3-bearing swivel duct nozzle，the principl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lf-built 6-component-force test-rig were introduced. The variable angle exhaust structure was developed to eliminate exhaust interfer⁃
ence. The symmetrical and vertical air inlet mode was combined with the non-contact sealing structure to eliminate the additional aerody⁃
namic force of the air inle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6-component-force test-rig，a linear decoupling algorithm was developed
and applied to vector thrust data processing. The variation of vector thrust with different deflection angle and nozzle pressure ratio was ob⁃
tained and the uncertainty was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ing error of the 6-component-force test-rig is reduced to about 1%
by using the decoupling algorithm. The vector thrust loss is small when the 3-bearing swivel duct nozzle deflection angle is small，and the
thrust loss becomes larger when the deflection angle is greater than 60°. With the deflection angle increases，the axial force decreased and
the pitching force increase，and the thrust deflection angl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3-bearing swivel duct nozzle deflection angle. Comparing
the test results with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it is found that the variable regularity is the same.

Key words：3-bearing；vectoring nozzle；thrust；decoupling method；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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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偏角推力矢量是目前垂直/短距起飞、降落

（Vertical and/or Short Take-off and Landing，V/STOL）
飞机的必备功能[1]。一般战斗机的推力矢量喷管主

要用于提高其机动能力，偏转角度较小（±15°），而V/
STOL飞机要求推力矢量偏转 90°甚至超过 90°。三轴

承推力矢量（3-Bearing Swivel Duct，3BSD）喷管由 3
段可以相互旋转的喷管组成，可实现整体大角度偏

转，具有偏转范围大（纵向偏转大于90°）、结构紧凑和

气动效率高等优点，可满足V/STOL战斗机巡航和起

降时的不同推力方向要求，对飞机体积影响小、结构

质量增加小，可以满足现代V/STOL战斗机对超声速

飞行和隐身性能的需要[2-3]。

美国自 20世纪 60年代就提出了旋转式矢量喷管

的概念。1967年GE公司在 JT8D发动机上对三轴承

偏转喷管进行了首次气动性能试验[4]；美国德克萨斯

大学 Terrier博士与 LMT公司研究了三轴承推力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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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管的整机工作特性[5-7]；LMT公司阐述了飞机近地

面时的流动现象，发展了计算升力损失的数值模型并

将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了数值模型的

准确性[8]。目前三轴承推力矢量喷管是V/STOL飞机

最有效的推力矢量形式，已成功应用于 F-35B战斗

机[9]。前苏联设计的三轴承喷管与西方国家设计的

喷管的偏转原理相同，但在型面设计上略有不同，喷

管在 0°状态下略有弯曲。该型喷管已应用于 Yak-
141战斗机，但由于前苏联的解体及研制经费的欠

缺，对Yak-141战斗机的研制于 1991年终止[10]。中国

在V/STOL三轴承推力矢量喷管方面的技术基础几乎

处于空白状态，研究工作处于跟踪分析的层面。杨喜

立等[11]开展了V/STOL飞机飞行动力学和综合协调控

制方面的研究；刘帅等[12]开展了三轴承偏转喷管设计

技术研究；洪亮等[13]开展了喷管近地面条件下的静、

动态升力损失的数值模拟；张义均[14]等提出了三轴承

喷管结构设计方法并对静态推力进行了测量。

本文以三轴承推力矢量喷管为研究对象，开发解

耦算法并应用于矢量推力试验数据处理，测取不同落

压比下矢量推力随偏转角度变化的情况，为V/STOL
飞机动力装置研制提供技术储备。

1 试验系统

1.1 研究对象

研究可偏转90°的混合器筒体不同排气角度和落

压比时的推力性能，为V/STOL发动机三轴承推力矢

量喷管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试验件模型如图 1所
示。在试验中为实现三轴承推力矢量喷管不同偏转

状态只需将第 1、2、3段筒体旋转相应的角度，即通过

拆装安装边 2、3、4上的螺栓进行位置调整。顺航向

顺时针旋转为正，逆时针旋转为负。具体调整过程

为：圆段固定不动，第 1、2、3段筒体旋转的角度分别

为 ω1、ω2、ω3。各安装边周向均匀分布 36个螺栓孔，

具体调整方案见表1。

1.2 六分力测量试验台简介

1.2.1 功能概述

六分力测量试验台总空气流量最大值为 55 kg/s，
采用标准孔板流量计测量；轴向力为±50 kN；俯仰力

为±20 kN；偏航力为±20 kN，进气温度为常温，具备喷

管0°～90°排气、反推排气试验能力。

试验排气装置采用可变角度排气结构，具备不同

角度排气气流收集、导出能力。在试验件出口安装了

多支压力测量受感部，验证该装置对喷管流场的影

响，同时采用流体仿真软件进行数值计算。试验和计

算结果均证明该装置对喷管流场无影响。试验件及

排气装置如图 2所示，不同偏转角度试验件现场安装

情况如图3所示。

图1 三轴承推力矢量喷管模型

筒体偏转角度

0
32
47
60
89

ω1
0
20
30
40
70

ω2
0
-40
-60
-80
-140

ω3
0
40
60
80
140

表1 三轴承推力矢量喷管偏转角度调整方案 （°）

图2 试验件及排气装置

外涵管路 测力台架 进口转接段 试验件

安装边A 转接段

排气段

安装边B

安装边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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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六分力测量

六分力测量试验台测力天平安装于试验台架上，

利用刚体的平衡原理，在空间方向布置 6支高精度力

传感器，以限制被测件的 6个自由度（3个移动自由度

和 3个转动自由度），使其处于静定平衡状态。当试

验件工作时，通过传感器测得相应方向上的分力，根

据分力的作用点和方向合成空间向量，求出推力向量

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六分力测力台架主要由定

架、动架、6组测力组件（F1~F6）、8组保险限位装置等

部分组成，如图4所示。

定架设计具有足够的刚性，在承受主推力和侧向

力时变形很小，能最大限度减少各分力的相互干扰，

以满足力值测量精度的要求。动架外部有 6个着力

点，试验件通过固定管道把产生的矢量力传递到 6组
测力组件上。动架也具有足够的刚性和合理的着力

点，同时尽量减轻质量，以减小对推力测量的影响。

测力组件由 6支高精度力传感器（Interface 1200系
列）、万向挠性件和相应接头组成。为了增加测力组

件的柔性，减小其相互之间的影响，6组测力组件每

组使用2个万向挠性件。各分力布置如图5所示。该

分力布置时在动架 F4测力组件处增加了 1组水平约

束，可以有效减小动架的横向位移。

为准确测量六分力，需要消除管道约束力和气动

力。由于测力台架空间有限，同时要安装加温装置，

需要密封装置尽可能结构紧凑。传统方法消除管道

中传递的力多采用软管（膨胀节）连接，结构简单，但

当空气流量达到几十千克每秒时，其气流扰动不可消

除，同时大尺寸软管的刚度也不能忽略。

本试验台进气密封装置采用非接触篦齿密封，进

气方式采用对称并垂直于主管道进入整流段，无附加

气动力。

1.3 测试方案

在三轴承试验件入口

进行总压、总温、静压测

量，入口测试座布置在收

缩测试段上，测试座共 2
处，沿周向呈 90°布置。每

个测试座布置 1根测试耙，

每根测试耙上的测点分布

如图 6所示。环境背压采

用大气压力计测量。

2 试验数据处理

2.1 试验数据采集和计算

每个测量参数的试验数据均重复采集 10次以

上，并对每个参数的每组数据用格拉布斯判据处理。

试验件进口总压平均值Ptj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

Ptj = 1n∑i = 1
n

Ptj, i （1）
式中：n为测点数量；Ptj,i为第 i点的进口总压。

矢量力测量根据图5中的分布有

Fx=F1，Fy=F2+F3，Fz=F4+F5+F6 （2）
式中：Fx为轴向力；Fy为偏航力；Fz为俯仰力；F1~F6为
传感器测量值，F1=k1u1+c1，F2=k2u2+c2，F3=k3u3+c3，F4=
k4u4+c4，F5=k5u5+c5，F6=k6u6+c6，u1~u6为在某一方向施加

力或者力矩时，经过数据采集卡采集的传感器原始电

压值，ki为各传感器系数，ci为各传感器零点。

矢量推力合力Fn为
Fn=（Fx2+Fy2+Fz2）0.5 （3）

喷管落压比NPR为
NPR = Ptj/P0 （4）

图6 试验件入口测点分布

图3 不同偏转角度试验件现场安装情况

图4 六分力测量台架

图5 六分力台架的分力布置

总压
静压
总温
总/静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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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0为环境背压。

2.2 采用解耦算法修正矢量力测量数据

2.2.1 六分力台架耦合分析

在六分力台架标定过程中发现传感器之间存在

着耦合现象。所谓耦合就是加单向标定力时，理论上

只有该方向传感器有输出，但在实际标定过程中发现

几乎各路传感器都有输出。如果不解耦，那么传感器

的测量精度将可能被耦合误差所掩埋，大大降低了系

统的测量精度。因此，有必要对试验数据解耦。

要消除耦合对测量结果产生的影响，通常采用 2
种方法：（1）从耦合产生的根源入手，涉及到对台架的

弹性力学分析，由于试验台架结构复杂而难以实现；

（2）采用解耦算法，通过数学处理的方法消除耦合作

用，这种方法简单有效[15-16]。

2.2.2 解耦算法

根据图5中力的分布建立六分力台架的力学模型

Fx=F1，Fy=F2+F3，Fz=F4+F5+F6，

Mx=（F5-F6）×0.5×Ldc，My=-F4·Loe-F1·Lae，Mz=F2·Loe（5）

式中：Ldc、Loe、Lae为各点之间的距离；Mx、My、Mz分别为

x、y、z方向力矩。

六分力测量台架各传感器之间存在着耦合，耦合

的程度可以用网络的权值来表示，如图 7所示。其中

Fx、Fy、Fz、Mx、My和Mz是解耦后各维的真实受力数值，

aij表示第 i维对第 j维的影响程度，也就是耦合度；bi为

偏差量[17]。

考虑耦合情况，不计算力矩时将式（5）改写成矩

阵形式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b1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b2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b3

×

æ

è

ç

ç

ç

ç

ç

ç
çç
ç

ç

ç

ç

ç

ç
ö

ø

÷

÷

÷

÷

÷

÷
÷÷
÷

÷

÷

÷

÷

÷
u1
u2
u3
u4
u5
u61

= ( )Fx

Fy

Fz

（6）

即：[A]×[u]’=[F]，[A]为解耦矩阵。

采用最小二乘法求解[A]矩阵，令

φ = min A·ui - Fi

2 =
min∑

i = 1

n

( )a11u1i + ⋯ + b1 - Fx i

2 +
( )a21u1i + ⋯ + b2 - Fy i

2
+ ( )a31u1i + ⋯ + b3 - Fz i

2

（7）

应用MATLAB软件编写求解程序

∂φ
∂aij = 0（含

∂φ
∂bi = 0） （8）

将式（8）展开得到

ì

í

î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φ
∂a11 =∑i = 1

n 2u1i ( )a11u1i + ⋯ + b1 - Fxi = 0
⋮

∂φ
∂b1 =∑i = 1

n 2 ( )a11u1i + ⋯ + b1 - Fxi = 0
∂φ
∂a21 =∑i = 1

n 2u2i ( )a21u1i + ⋯ + b2 - Fyi = 0
⋮

∂φ
∂b3 =∑i = 1

n 2 ( )a31u1i + ⋯ + b3 - Fzi = 0

（9）

由于[u]i=（u1i, u2i, u3i, u4i, u5i, u6i, 1），式（9）可整理为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 )∑
i = 1

n [ u ] i '·[ u ] i ·( a11,a12,a13,a14,a15,a16, b1 ) ' =∑
i = 1

n

Fxi·[ u ] i'

( )∑
i = 1

n [ u ] i'·[ u ] i ·( a21,a22,a23,a24,a25,a26, b2 ) ' =∑
i = 1

n

Fyi·[ u ] i'

( )∑
i = 1

n [ u ] i'·[ u ] i ·( a31,a32,a33,a34,a35,a36, b3 ) ' =∑
i = 1

n

Fzi·[ u ] i'

（10）

根据本试验台六分力测量台架各分力布置情况，

规定矩阵[A]中的 a11、a22、a23、a34、a35、a36的值采用校准

得到的力传感器系数，带入式（10）中求解矩阵[A]中
其余系数。整理式（10）得到图7 六分力测量传感器静态解耦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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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ux]=（u2, u3, u4, u5, u6, 1）、[uy]=（u1, u4, u5, u6, 1）、

[uz]=（u1, u2, u3, 1），将式（11）改写为

( )∑
i = 1

n

[ ]ux
i
' ⋅ [ ]ux

i
⋅ ( )a12,a13,a14,a15,a16, b1 ' =

∑
i = 1

n

( )Fxi - a11u1i ⋅ [ ]ux
i
'

( )∑
i = 1

n

[ ]uy
i
' ⋅ [ ]uy

i
⋅ ( )a21,a24,a25,a26, b2 ' =

∑
i = 1

n

( )Fyi - a22u2i - a23u3i ⋅ [ ]uy
i
'

( )∑
i = 1

n

[ ]uz
i
' ⋅ [ ]uz

i
⋅ ( )a31,a32,a33, b3 ' =

∑
i = 1

n

( )Fzi - a34u4i - a35u5i - a36u6i ⋅ [ ]uz
i
'

（12）

根据式（12）求解某一方向系数时，仅需对其余方

向的标定数据进行处理，最终得到解耦矩阵[A]，应用

解耦矩阵[A]对矢量推力进行修正（式（6））。

2.2.3 耦合误差计算

试验台六分力台架的标定采用独立标定方式，即

分别向动架施加不同方向的标定力，读取该方向传感

器的输出电压值，并计算其标定参数。

在某一方向上施加载荷时，由于耦合的原因，在

其他方向也测得了力值。规定各方向产生力的偏差

之和与理论力的比值为耦合误差，其计算公式为

Δx = || δFx + || δFy + || δFz

|| Fx

=

|| δFx + || ( )k2u2 + c2 + ( )k3u3 + c3
|| Fx

+

|| ( )k4u4 + c4 + ( )k5u5 + c5 + ( )k6u6 + c6
|| Fx

（13）

Δy = || δFx + || δFy + || δFz

|| Fy

=
|| k1u1 + c1 + || δFy

|| Fy

+

|| ( )k4u4 + c4 + ( )k5u5 + c5 + ( )k6u6 + c6
|| Fy

Δ z = || δFx + || δFy + || δFz

|| Fz

=

|| k1u1 + c1 + || ( )k2u2 + c2 + ( )k3u3 + c3 + || δFz

|| Fz

式中：Δx、Δy、Δz为相应方向的耦合误差；δFx、δFy、δFz
为相应方向的推力测量值与理论值之差；ki、ci为第 i

个力传感器系数，由标定数据直接线性回归得到。

标定数据未采用解耦算法和采用解耦算法处理

后的耦合误差计算结果见表 2。从表中可见，除Fz外

（该方向耦合误差解耦前已经很小），各方向耦合最大

误差都明显增大，尤其是Fy耦合误差比较严重；耦合

现象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主要是由于各方向之间的非

线性耦合引起的。当对任一方向独立加载时，其余方

向采用的拟合方法是线性最小二乘法，忽略了台架非

线性因素产生的影响。如果需要进一步提高解耦精

度，可采用非线性拟合方法对测量结果解耦，这是今

单向加载

标定力/ kN
10
15
20
25
30

耦合误差/%
解耦前

Fx
1.57
1.59
1.61
1.62
1.56

Fy
5.84
5.90
6.00
6.03

Fz
0.76
0.69
0.57

解耦后

Fx
0.44
0.25
0.12
0.09
0.14

Fy
1.26
1.24
1.20
1.14

Fz
0.79
0.70
0.57

表2 标定数据解耦前后耦合误差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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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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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 1

n

( )u2i,u3i,u4i,u5i,u6i, 1 ' ⋅ ( )u2i,u3i,u4i,u5i,u6i, 1 ⋅ ( )a12,a13,a14,a15,a16, b1 ' =

∑
i = 1

n

( )Fxiu2i - a11u1iu2i,Fxiu3i - a11u1iu3i,Fxiu4i - a11u1iu4i,Fxiu5i - a11u1iu5i,Fxiu6i - a11u1iu6i,Fxi - a11u1i '

( )∑
i = 1

n

( )u1i,u4i,u5i,u6i, 1 ' ⋅ ( )u1i,u4i,u5i,u6i, 1 ⋅ ( )a21,a24,a25,a26, b2 ' =

∑
i = 1

n ( )Fyiu1i - a22u2iu1i - a23u3iu1i,Fyiu4i - a22u2iu4i - a23u3iu4i,Fyiu5i - a22u2iu5i - a23u3iu5i,…
Fyiu6i - a22u2iu6i - a23u3iu6i,Fyi - a22u2i - a23u3i '

( )∑
i = 1

n

( )u1i,u2i,u3i, 1 ' ⋅ ( )u1i,u2i,u3i, 1 ⋅ ( )a31,a32,a33, b3 ' =

∑
i = 1

n ( )Fziu1i - a34u4iu1i - a35u5iu1i - a36u6iu1i,Fziu2i - a34u4iu2i - a35u5iu2i - a36u6iu2i,…
Fziu3i - a34u4iu3i - a35u5iu3i - a36u6iu3i,Fzi - a34u4i - a35u5i - a36u6i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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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提高解耦精度的研究方向。

2.3 不确定度分析

（1）试验件压力参数采用压力扫描阀测量，精度

为±0.5%；

（2）试验中温度参数采用热电偶测量，精度为±1%；

（3）试验件进口空气流量采用标准流量孔板测

量，精度为±1.5%；

（4）采用六分力测力台架测量筒体试验件推力，

测量传感器采用美国 Interface测力传感器，其综合精

度为0.03%；

（5）试验台温度、推力等信号由 EX-1000TC采

集，实现与测试系统的连接，采集系统误差为0.5%；

（6）在六分力试验推力测量过程中产生的误差主

要有传感器测量、各测力组件相互干扰和标准力分配

带来的误差，即

δF = δ2A + δ2B + δ2C （14）
式中：δA为测量误差，由集中矢量力标定结果计算得

出，表达了单一传感器的输出误差，综合精度为

0.03%；δB为耦合误差，指各力间相互干扰（干扰小时

可不修正）的误差，根据表 2中的计算结果，轴向干扰

误差最大值为 0.44%，俯仰方向的干扰误差最大值为

0.79%，偏航方向没有测得推力，本次分析不作考虑；

δC为标准力分配误差，由标准力分配公式计算得出，

计算过程如下：

根据图5中力的分布，令Loe=L1，Lof=L2，则

δf1 = 0, δf2 = ( )L2dL1 2 + ( )L1dL2 2

L1L2
,

δf3 = [ ]( )L1 + L2 dL1 2 + [ ]L1d ( )L1 + L2 2

L1 ( )L1 + L2
,

（15）

δf4 = ( )L2dL1 2 + ( )L1dL2 2

L1L2
, δf5 = δf6 = L2dL1 + L1dL2( )L1 + L2 L2

式中：δfi=δC。

本次三轴承推力矢量喷管推力测量只有轴向力

和俯仰力，故轴向力的误差为

δFx=δF1=（δA2+δB2+δC2）0.5=（0.03%2+0.44%2+0）0.5=0.45%
考虑到采集系统的误差为 0.5%，故轴向力测量

误差不大于1%。

俯仰力的误差为

δf4 = ( )L2dL1 2 + ( )L1dL2 2

L1L2
= 0.14%

δf5 = δf6 = L2dL1 + L1dL2( )L1 + L2 L2
= 0.13%

δF4 = δ2A + δ2B + δ2C =
0.03%2 + 0.79%2 + 0.14%2 = 0.8%

δF5 = δF6 = δ2A + δ2B + δ2C =
0.03%2 + 0.79%2 + 0.13%2 = 0.8%

δFz = δ2F4 + δ2F5 + δ2F6 = 1.39%
考虑到采集系统的误差为 0.5%，故俯仰力的误

差不大于2%。

从上述不确定度分析可知，采用本文采用的试验

方法可以得到较为精确的试验结果。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通过三轴承推力矢量喷管推力试验完成了在不

同喷管落压比和偏转角度下的推力测量，同时采用第

2.2节所述的解耦方法对试验数据解耦。该试验件的

推力试验结果如图 8所示，试验中未测得偏航力Fy的

数值。从图中可见：（1）随着偏转角度的增大，矢量推

（c）落压比=1.592（a）落压比=1.069 （b）落压比=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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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Fn在小偏转角度下减小

量较小，当偏转角度大于

60°时，矢量推力减小量变

大；（2）随着偏转角度的增

大，轴向力Fx减小，俯仰力

Fz增大，且推力偏转角与喷

管偏转角一致；（3）随着落

压比的增大，矢量推力增大。

文献[14]搭建的三轴承推力矢量喷管测力试验

台如图 9所示，其测得的推力特性结果如图 10所示。

从图中可见，随着矢量偏转角度的增大，喷管的推力

损失加大，偏转角度在90°时推力损失约为40%。

本文试验结果与文献[14]中的规律一致，但推力

损失更小，主要因为文献[14]中的供气采用电动涵道

风扇，随着喷管偏转三轴承喷管进口参数发生变化，

造成推力损失过多。

4 结论

（1）构建了三轴承推力矢量喷管推力试验台，应

用六分力台架进行矢量力测量；采用对称并垂直进气

方式、非接触密封结构和新型排气装置，消除了气动

力影响。

（2）根据六分力测量台架特点，完成了六分力台

架的耦合分析和解耦方法研究，并应用于三轴承推力

矢量喷管大偏角推力数据解耦。

（3）对三轴承推力矢量喷管的推力进行测量可

知，随着喷管偏转角度的增大，矢量推力在小偏转角

度下减小量较小，当偏转角度大于60°时，矢量推力减

小量变大；随着偏转角度的增大，轴向力减小，俯仰力

增大，且推力偏转角与喷管偏转角一致；随着落压比

的增大，矢量推力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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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EMD-ICA与遗传算法的轴承故障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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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振动信号中轴承故障特征信号微弱难以识别的问题，对通过试验采集到的内环故障、外环故障以及滚动体故障振

动信号进行处理。采用最小二乘法和指数平滑法对振动信号进行预处理，利用EMD分离振动信号的局部特征，并根据 IMF分量

的信息熵增益比实现重构；采用 ICA对混叠的振动信号进行分离，并对分离后的振动信号进行特征提取；采用遗传算法对多维振

动特征参量进行降维，筛选出最优特征参量；采用遗传算法优化的极限学习机对轴承故障振动特征集进行识别，将常见的 SVM、

BP等诊断模型作为对比算法。试验结果表明：采用 ICA能将混叠信号有效分离，实现故障信号的提取；遗传算法不仅能够实现最

优特征的选择，同时能够对极限学习机算法进行有效优化，提升算法的诊断效果。优化的算法相比其它诊断识别方法性能较佳，

使3种故障的平均诊断效果达到90%以上。

关键词：滚动轴承；故障诊断；振动信号；遗传算法；经验模态分解法；独立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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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e the extraction of more faulty features. The genetic algorithm can not only achieve the optimal feature selection，but also extreme learn‐
ing machine optimized by genetic algorithm compared with other diagnostic methods，which can make the average diagnosis effect of three
kinds of faults reach more than 90%.

Key words：rolling bearing；faults diagnosis；vibration signal；genetic algorithm；EMD；independent component

收稿日期：2020-04-09 基金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BK20180863）、镇江市科技项目（NY2019017）资助
作者简介：谢中敏（1991），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结构材料；E-mail：xzhmin842@163.com。
引用格式：谢中敏，沈宝国 ，胡超 .基于 EMD-ICA与遗传算法的轴承故障诊断方法[J].航空发动机，2021，47（5）：34-40. XIE Zhongmin，SHEN
Baoguo，HU Chao.Bearing fault diagnosis method based on EMD-ICA and genetic algorithms[J].Aeroengine，2021，47（5）：34-40.

0 引言

轴承作为旋转机械的核心部件，其故障信息经常

被反映在振动信号中。但受制备材料、工作环境等

影响，致使轴承寿命离散度较大，且其振动信号常

受到其他部件的影响，导致对轴承故障状态识别的

难度较大 [1]。

轴承故障振动信号是典型的非平稳信号，部分振

动信号处理方法难以描述非平稳信号的局部信号特

征，但经验模态分解法（Empirical Mode Decomposi‐
tion，EMD）能够将振动信号分解为若干个本征模态

（Intrinsic Mode Function，IMF）分量[2-3]，从而凸显出信

号的局部特征。且针对单通道混叠信号的另一种处

理 方 式 是 利 用 独 立 分 量（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ICA）有效地分离振动信号中的故障特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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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剔除噪声信号的干扰，从而进行频谱分析[4]。王

志等[3]对轴承振动信号进行EMD分解，将 IMF作为故

障特征样本，采用融合和算法对滚动轴承故障样本进

行诊断并取得较好的诊断结果；张健等[5]同样采用

EMD对滚动轴承振动信号进行分解并采用变量预测

模型对轴承故障进行诊断。但EMD分解会产生欠包

络、端点效应等问题[6]，而使用 ICA需要构建有效的信

号输入矩阵。

由于振动信号分析带来的诸多因素，许多学者对

振动信号进行处理后，基于部分神经网络具备的模糊

诊断性能实现轴承故障特征识别。皮骏等[7-8]基于轴

承振动信号时域特征参数，结合遗传算法[7]、量子遗

传算法[8]、极限学习机[7-8]等对轴承故障进行诊断并取

得较好的结果；陈超宇等[9]利用全矢深度学习网络对

轴承故障样本进行诊断；殷锴等[10]将 BP神经网络用

于故障诊断；马圣[11]基于试验室轴承故障信号，利用

经验模态分解法对轴承故障振动信号进行处理，并结

合优化算法优化的极限学习机实现轴承故障诊断；郑

蒙福等[12]基于滚动轴承信号的集总经验模态分解的

能量特征，结合单纯进化算法优化的支持向量机实现

轴承故障诊断。但不少学者直接对采集的振动信号

进行时域特征处理[6]，导致得到的特征信息中也存在

干扰信息。为了避免由于振动信息掺杂带来的干扰，

本文采用 EMD对振动信号进行分解，利用能量贡献

度筛选 IMF分量进行信号重构，通过 ICA实现振动信

号的分离；对处理后的信号进行特征参量提取，考虑

到提取特征参量之间的耦合性、高维性，采用遗传算

法进行最优特征选择，并用遗传算法优化的极限学习

机实现轴承故障诊断。

1 振动信号降噪方法

轴承通常被包裹在旋转机械的内部，通过振动加

速度采集到的振动信号较弱，且包含各种复杂的机械

噪声信号与部分由试验设备等造成的干扰信号。对

此，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法消除由于采集系统或者振

动信号本身原因所导致的信号漂移现象。

采集到的振动信号中通常包含着多种微弱振动

信号，极有可能淹没由轴承故障引起的高频冲击信

号。EMD是一种非常适用于处理非平稳信号的时频

处理方法[2]，其主要思想是将振动信号 x（t）进行分解，

直到不满足前提假设条件时为止，分解得到的一系列

独立分量从不同角度反映着振动信号。

振动信号 x（t）极有可能由不同振动源组合叠加

而成，因此在处理振动信号时如果能够准确识别振

源，对于故障识别颇受裨益。快速 ICA能够从复杂混

叠信号中提取相互独立的信号源[2]。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对振动信号进行后续处理

时，采用“最小二乘法+EMD+ICA”的模式对采集到的

振动信号进行降噪处理，剔除信号 x（t）中的干扰项，

其降噪流程如图1所示。

降噪方法的基本步骤如下：

（1）对轴承振动信号 x（t）进行最小二乘法趋势消

除分析，并对振动信号数据进行指数平滑法处理；

（2）对步骤（1）处理得到的振动信号进行EMD分

解，得到1组不同尺度的 IMF分量；

（3）计算IMF分量的信息熵增益比，计算方法如下：

a.对 IMF分量进行归一化处理

λ′ i = λi

∑
i = 1

d

λi
（1）

式中：λi'为处理后的 IMF分量；λi为 IMF分量降序排列

后的第 i个分量；d为 IMF分量的数量。

b.计算第 i个分量的熵值pi

pi = -λi ′ log ( λi ′ ) （2）
c.计算第 i个分量熵值pi的增益比gi

gi = pi

∑
i = 1

d

pi
= -λi ′ log ( λi ′ )
∑
i = 1

d -λi ′ log ( λi ′ )
（3）

图1 振动信号的噪方法流程

开始

轴承振动信号采集 x（t）

最小二乘法处理

信号的EMD分解

采用能量贡献度选择能量进行重构

重构信号 x（t）'

P≤m
是

否

分离矩阵和分离信号

噪声信号 IC1、有用信号 IC2
结束

令迭代次数+1
p=p+1
是

否
Wp收敛

Wp代入曲负熵近似
值导出的迭代公式

选择初始权生Wp

选择分量个数m，设置
初始迭代次数 p=1

信号白化

是

否

均值为0
信号中心话化

信号集{x（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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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筛选信息增益比大于 0.1的前几个分量进

行重构得到信号 x（t）'；
（5）将 x（t）与 x（t）’作为 ICA的输入矩阵，令其均

值 0进行去中心化和白化处理，随机选择初始权值

wp；

（6）通过一系列迭代计算，当wp收敛时可得到分

离矩阵和分离信号。

2 滚动轴承振动数据来源与处理

2.1 滚动轴承数据来源

文中所采用的滚动轴

承故障振动数据源自美国

西储大学的轴承数据中

心[13]。轴承故障模拟试验

台如图 2所示。试验台主

要包括：1500 W的电机、

扭矩频编码器、功率计、加

速度传感器、控制电子装置等（图中未给出）；轴承类

型为 6205-2RS-JEM-SKF，其基本尺寸参数见表 1。
在试验中，电机转动频率为 1730 r/min，采用频率为

48 kHz。采用整周期采样，获取到内环故障、外环故

障以及滚动体故障的振动信号，其中某个整周期的时

域振动信号如图3所示。

2.2 滚动轴承振动信号的降噪处理

采用第 1章中提到的方法对滚动轴承振动信号

进行降噪处理，内环故障的振动信号经过最小二乘

法和指数平滑法处理后的效果如图 4所示。从图中

可见，轴承振动信号的采集确实存在一定的微弱漂

移现象；并且经过平滑处理后，振动信号的趋势变化

更为直观可见。

对振动信号进行 EMD分解，外环故障振动信号

的EMD分解如图 5所示；计算内、外环故障以及滚动

体故障振动信号的 IMF分量的信息熵增益比，如图 6
所示。从图中可见，不同故障类型的振动信号被分解

成的 IMF分量数量不一，且其所包含的信息量不同，

选择信息增益比大于 0.1的 IMF分量实现信号重构，

得到 x（t）'。将 x（t）与 x（t）'作为 ICA的输入矩阵，对振

动信号进行分解，轴承内环故障信号分解如图7所示。

滚动体直径/mm
7.94

滚动轴承节径/mm
39.04

滚动体数量

9
接触角/（°）

0

表1 6205-2RS-JEM-SKF型轴承参数

图2 轴承振动分析试验台

和采集装置

图3 滚动轴承振动信号的时域波形

（a）内环故障振动信号

（b）外环故障振动信号

（c）滚动体故障振动信号

图4 最小二乘法消除趋势项

图5 外环故障信号的EMD分解

图6 IMF分量的信息熵增益比

t/s

（a）内环故障振动信号

（b）外环故障振动信号

（c）滚动体故障振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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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IC2分量相比于 IC1分量冲击特性更

加明显，且其频域变换后 IC2的特征频谱相比更易突

出。因此，后续特征参量提取基于 ICA分离后得到的

IC2分量。

但通过频谱对故障特征进行识别，尤其是针对轴

承而言，需要先根据待检测物体尺寸计算故障特征频

率，随后从频谱中寻找是否存在相关故障特征频率的

倍频存在，从而判断故障。在识别过程中为降低人工

干预，采用遗传算法优化的极限学习机对轴承健康状

态进行诊断。

2.3 特征参数的提取

在时域分析中，通常使用能够反映振动信号在时

域上的幅值和能量的指标[2,7]：平均值、绝对平均值、峰

峰值、均方根值；能够反映振动信号在时域上分布的

指标：标准差、偏度、峭度、脉冲因子、波形因子、波峰

因子、变异系数、方差。这些指标的部分值见表2。
3 遗传算法优化的极限学习机诊断模型

3.1 最优特征参数的筛选

考虑到时域特征中部分特征之间的耦合性和特

征指标数量的高维性，如果直接进行故障诊断不仅造

成诊断时间延长，同时还会造成诊断效果较差。因

此，利用遗传算法对输入变量进行降维操作。

利用遗传算法对自变量降维时，需要将解空间映

射到编码空间中，而每个编码则表示一种解。在变量

筛选过程中，变量要么被选中要么被舍弃，选中的变

量对应的基因值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采用遗

传算法在降维过程中，通过计算检验集样本的误差值

判断变量的舍弃，如果变量的加入使得误差值减小，

则选择，否则舍弃。

由于每类故障有 960组样本集，3类轴承故障共

计 2880组数据，随机选择 2000组数据集作为训练样

本集，另随机不重复选择 300组数据集作为校验集数

据，剩下的 580组数据作为测试集样本数据。由于神

经网络随机初始值导致的不可复现问题，筛选变量时

需在相同条件下重复试验 100次，记录每次试验的校

验集误差值，求得的平均误差变化如图 8所示；选择

出现频率大于 50次的特征参量作为最优特征，在 100
次试验下各特征被选中的次数如图 9所示。因此，最

优特征参数为：平均值、绝对值、峰峰值、均方根值、偏

度、峭度、脉冲因子、波峰因子，其部分数值结果呈现

见表3。

3.2 遗传算法优化的极限学习机

Huang等[14]提出极限学习机（Extreme Learning

图7 轴承内环故障

序号

1
2
︙
959
960
1
2
︙
959
960
1
2
︙
959
960

平均值

-1.0014
2.2335
︙

-1.2035
0.74959
-0.14687
-3.0460
︙

-1.3905
0.9899
-2.3746
1.0433
︙

-1.07380
-0.37193

绝对值

152.1202
176.2458
︙

140.3558
179.5552
232.8272
212.8074
︙

96.3907
103.9903
196.1104
167.6726
︙

185.7141
164.6084

峰峰值

2.3804
2.5330
︙

2.3193
2.8687
1.3428
1.6785
︙

0.9460
1.0071
3.0212
1.4038
︙

3.6011
3.4790

均方根

6.9255
7.7115
︙

6.3888
8.5956
8.7931
8.4748
︙

3.9074
4.0892
8.1874
6.6732
︙

9.0826
8.2065

标准差

0.21653
0.24109
︙

0.19975
0.26874
0.27492
0.26495
︙

0.12216
0.12784
0.25597
0.20864
︙

0.28397
0.25658

偏度

0.14761
0.02211
︙

-0.08428
0.16345
0.09251
0.07652
︙

-0.09017
-0.13069
-0.48832
-0.07509
︙

0.96530
0.90997

峭度

-2.3303
-2.9226
︙

-3.4383
-2.4041
-2.6769
-2.7248
︙

-3.7557
-4.0410
-4.9299
-3.3760
︙

0.39796
0.54577

脉冲因子

0.0078967
0.0073352

︙
0.0077299
0.0080819
0.0030428
0.0044762

︙
0.0043247
0.0043021
0.0062681
0.003873
︙

0.0116000
0.012531

波形因子

0.045527
0.043754
︙

0.045519
0.047871
0.037767
0.039824
︙

0.040537
0.039323
0.041749
0.039799
︙

0.048906
0.049855

波峰因子

0.17345
0.16765
︙

0.16982
0.16883
0.08057
0.11240
︙

0.10669
0.10941
0.15014
0.09732
︙

0.23719
0.25136

变异系数

-0.21623
0.10794
︙

-0.16597
0.35852
-1.87190
-0.086982

︙
-0.08785
0.12915
-0.10779
0.19997
︙

-0.26444
-0.68985

方差

1072.7419
5157.7537

︙
1521.1820
648.1287
99.3632
9554.2712

︙
1991.1754
1018.2061
5830.0453
1156.9939

︙
1260.9897
208.7246

故障类型

内环故障

（标签：1）

滚动体故障

（标签：2）

外环故障

（标签：3）

表2 时域特征参量

图8 自变量降维过程的适应度函数进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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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ELM）算法，用于克服单隐层前馈神经网络

训练速度慢、容易陷入局部极小点而难以达到全局最

优等缺点。且ELM算法随机产生输入层与隐含层连

接权值和隐含层阈值，便能逼近任意非线性分段函

数[15]。但极限学习机相比传统神经网络需要更多的

隐含层神经元，且由于随机赋予输入权值和阈值，可

能会导致病态问题出现[16]。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利用

遗传算法优化ELM，并用于故障诊断中。

3.2.1 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是一种生物种群优化算法，其基本思想

是通过对种群中的个体进行交叉、变异等操作实现最

优种群的选择，其详细理论可参考文献[11]。遗传算

法具有实用、高效、鲁棒性强的优点，但在求解非线性

问题时容易出现早熟现象，从而使算法不能跳出局部

极值。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文中采用自适应变异

概率，即：对高于种群平均适应度的个体采用较低的

变异概率，而对低于种群平均适应度的个体采用较高

的变异概率。

3.2.2 遗传算法优化的极限学习机

遗传算法优化的极限学习机，是利用遗传算法中

的种群个体作为ELM网络的输入层与隐含层的连接

权值和隐含层的阈值，在训练集样本的作用下计算得

到ELM隐含层与输出层的连接权值矩阵和隐含层的

阈值，将得到的输出权值矩阵和阈值返回ELM，并对

校验集样本进行诊断，把诊断后得到的均方根误差作

为改进遗传算法的适应度函数。对种群反复执行交

叉、变异操作，从而得到最优个体。最后将最优个体

赋值给ELM的输入权值、阈值，在训练集样本下计算

ELM的输出权值矩阵，并对故障测试集样本进行诊断。

诊断模型的基本步骤如下：

（1）根据提取的时域特征参数量，设置降维模型

中遗传算法的参数并初始化种群；

（2）经过选择、交叉、变异操作，产生新的种群，并

计算校验集样本的误差；

（3）根据误差选择特征变量，重复进化种群直至

满足终止条件时输出最优特征变量；

（4）对最优特征参量数据集进行非重复划分，并

设置优化模型中的遗传算法相关参数；

（5）经过选择、交叉、变异操作，产生新的种群，并

计算种群适应度值；

序号

1
2
︙
959
960
1
2
︙
959
960
1
2
︙
959
960

平均值

-1.0014
2.2335
︙

-1.2035
0.74960
-0.1469
-3.0460
︙

-1.3905
0.9899
-2.3746
1.0433
︙

-1.0738
-0.3719

绝对值

152.1202
176.2458
︙

140.3558
179.5552
232.8272
212.8074
︙

96.3907
103.9903
196.1104
167.6726
︙

185.7141
164.6084

峰峰值

2.3804
2.5330
︙

2.3193
2.8687
1.3428
1.6785
︙

0.9460
1.0071
3.0212
1.4038
︙

3.6011
3.4790

均方根

6.9255
7.7115
︙

6.3888
8.5956
8.7931
8.4748
︙

3.9074
4.0892
8.1874
6.6732
︙

9.0826
8.2065

偏度

0.14761
0.02211
︙

-0.08428
0.16345
0.09251
0.07652
︙

-0.09017
-0.13069
-0.48832
-0.07509
︙

0.96530
0.90997

峭度

-2.3303
-2.9226
︙

-3.4383
-2.4041
-2.6769
-2.7248
︙

-3.7557
-4.0410
-4.9299
-3.3760
︙

0.39780
0.54580

脉冲因子

0.0078967
0.0073352

︙
0.0077299
0.0080819
0.0030428
0.0044762

︙
0.0043247
0.0043021
0.0062681
0.0038730

︙
0.0116000
0.0125310

波峰因子

0.17345
0.16765
︙

0.16982
0.16883
0.08057
0.11240
︙

0.10669
0.10941
0.15014
0.09732
︙

0.23719
0.25136

故障类型

内环故障

（标签：1）

滚动体故障

（标签：2）

外环故障

（标签：3）

表3 最优的时域特征参量

图9 100次试验下各变量被选中的频率

图10 EMD-FASTICA与遗传算法降维的

极限学习机诊断方法

轴承故
障振动
信号

基 于 EMD
和 FastICA
方法的去噪

基 于 EMD
和 FastICA
方法的去噪

时域特
征提取

最优特
征参量
的选择

遗传算法
优 化 的ELM网络
诊断模型

有效
信号

噪声
200 400 600 800 1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50-5100-100
0

12个时域特征提取

基于遗传算法的最优特征选择

x（1） x（2） x（3） x（4） x（5） … x（10） x（11） x（12）

最优时域特征

x（1） x（2） x（3） x（4） x（5） … x（n-2）x（n-1） x（n）

x（1） x（3）x（2） x（4） x（5） … x（m-2）x（m-1） x（m）

ELM诊断模型

y（1） y（3）y（2） y（4） … y（m-2）y（m-1） y（m）

Label 4Label 3Label 2Label 1
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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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适应度值选择最优个体；

（7）重复步骤（5）并实时更新最优个体，直至满足

终止条件为止；

（8）输出ELM网络的最优参数值，并根据Moore-
Penrose计算ELM输出矩阵。

文中涉及到遗传算法优化极限学习机诊断模型

为一整体，是指诊断方法主要包括如下过程：信号的

处理、特征提取、降维和诊断，其诊断过程如图 10所
示，图中红色虚线表示误分类。

4 故障诊断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文中提出的故障诊断方法，从是否去

噪、是否降维并结合常见的BP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

出发，分析本文方法的可行性。

对算法中涉及的参数进行如下说明：遗传算法种

群数量为 30，最大进化代数为 100，交叉概率为 0.6，
变异概率为 0.05，初始基因值为[-0.5，0.5]；极限学习

机网络输入神经元数量等于输入变量维度，隐含层神

经元数量为 30，激活函数采用 sigmoid（），输出神经元

数量为 3；BP神经网络采用 3-7-1的网络结构；支持

向量机随机初始化罚参数和核参数；在遗传算法优化

的极限学习机中，从数据样本集中随机不重复地选择

1660组数据作为训练集数据、随机不重复地选择 500
组数据作为校验集数据，剩下的 720组数据作为测试

集数据；在未优化的极限学习机中，随机不重复地选

择 2160组数据作为训练集数据、剩下 720组数据作为

测试集数据。

利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及对比方法对轴承故障样

本数据实施诊断，其诊断结果见表 4。为了方便分

析，对结果进行分类整理，如图11、12所示。

从表 4中可见，故障样本数据经过降噪、降维处

理后的诊断效果与未降噪、未降维的效果存在差异，

其规律很好地被展示在图11、12中。从图11中可见，

振动信号经过降噪处理并对振动特征参数进行降维

处理后，诊断效果均存在明显改善；从图 12中可见，

振动信号经过降噪处理后相比未降噪，其诊断结果也

存在明显差异；通过对表 4的诊断结果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经过降噪并降维处理后，诊断效果最好；且相比

于ELM、SVM和BP，GA-ELM的诊断效果最优，其对3
种故障的平均诊断正确率达到 90.67%，而其它 3种分

别为87.36%、81.35%和81.56%。

5 结论

通过试验仿真发现：（1）ICA能对混叠信号进行

有效分离，实现更具故障特征信息的提取；（2）特征变

量的降维不仅能够降低计算维度，同时也能提升诊断

是否去噪

降噪

未降噪

变量维度

降维

未降维

降维

未降维

算法

GA-ELM
ELM
SVM
BP

GA-ELM
ELM
SVM
BP

GA-ELM
ELM
SVM
BP

GA-ELM
ELM
SVM
BP

测试集诊断准确率（内环）

样本数量

248
238
251
223
233
241
252
217
246
226
237
256
256
231
237
241

误诊

19
33
53
56
28
47
21
83
57
46
51
55
41
47
58
74

准诊

229
205
198
167
205
194
231
134
189
180
186
201
215
184
179
167

诊断准确率/%
0.923387097
0.861344538
0.788844622
0.748878924
0.879828326
0.804979253
0.916666667
0.617511521
0.768292683
0.796460177
0.784810127
0.785156250
0.839843750
0.796536797
0.755274262
0.692946058

测试集诊断准确率（外环）

样本数量

229
242
219
248
238
252
248
272
234
242
228
241
224
238
254
231

误诊

22
30
43
50
30
61
59
77
29
25
61
54
26
55
57
88

准诊

207
212
176
198
208
191
189
195
205
217
167
187
198
183
197
143

诊断准确率/%
0.903930131
0.876033058
0.803652968
0.798387097
0.873949580
0.757936508
0.762096774
0.716911765
0.876068376
0.896694215
0.732456140
0.775933610
0.883928571
0.768907563
0.775590551
0.619047619

测试集诊断准确率（滚动体）

样本数量

243
240
250
249
249
227
220
231
240
252
255
223
240
251
229
248

误诊

26
28
38
25
41
31
24
74
25
27
23
48
24
68
62
91

准诊

217
212
212
224
208
196
196
157
215
225
232
175
216
183
167
157

诊断准确率/%
0.893004115
0.883333333
0.848000000
0.899598394
0.835341365
0.863436123
0.890909091
0.679653680
0.895833333
0.892857143
0.909803922
0.784753363
0.900000000
0.729083665
0.729257642
0.633064516

表4 故障诊断结果

图11 轴承故障样本数据诊断结果（降维）

图12 轴承故障样本数据诊断结果（未降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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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准确率；（3）经过优化后的诊断网络，其故障识

别率相对提升；（4）文中提出的轴承故障诊断方法能

够有效地实现故障诊断，其准确率能超过 90%，具有

明显优势，而ELM、SVM和BP 3种诊断模型正确率分

别为87.36%、81.35%和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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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加不平衡下熔断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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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明晰航空发动机在突加不平衡下的锥壁熔断作用，分别针对突加不平衡转速大于或小于临界转速条件下建立了有

限元模型并进行分析，总结了锥壁熔断降载机理，完成了稳态分析和瞬态计算，通过理论分析、数值模拟与试验的方式验证了降载

机理的正确性。结果表明：锥壁熔断技术能够显著降低转子在突加不平衡作用下的不平衡响应和外传力。锥壁熔断的主要降载

机理是通过改变支点刚度从而改变临界转速与飞脱转速的相对位置进行减振，关键参数包括熔断后的支承刚度与响应时间。熔

断支承刚度越小，降载效果越好；熔断时间越短，降载效果越好。同时，应合理设计转子支承刚度，使得在发生锥壁熔断后，转子第

1、2阶临界转速能够远离风车转速，避免发生共振。

关键词：熔断；降载；突加不平衡；临界转速；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35.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05.007

Study of Fuse Mechanism Caused by Sudden unbalance
HOU Li-zhen1，LIAO Ming-fu1，HUANG Wei2，WANG Si-ji1

（1.College of Power and Energy，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129，China；

2.AECC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 LTD，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he cone wall fuse of an aeroengine caused by sudden unbalance.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sudden unbalance speed nearby critical speed was established，the load reduction mechanism of cone wall fuse was analyzed，and the
steady-state analysis and transient calculation were completed.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verifi⁃
cation，the correctness of load reduction mechanism is verif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e wall fusing technique can significantly re⁃
duce the unbalance response and external force of the rotor under sudden unbalance action. The mechanism of the cone wall fuse is that the
relative value between the critical speed and the blade off speed was changed because of the decrease of the support stiffness. The response
time of the fuse process and the support stiffness after the fuse are key parameters of fuse. The smaller the fuse support stiffness，the better
the load dropping effect，the shorter the fuse time，the better the load dropping effect. At the same time，the bearing stiffness of the rotor
should be reasonably designed so that the first and second critical speeds of the rotor can be far away from the speed of the windmill after
the cone wall is fused so as to avoid resonance.

Key words：fuse；load reduction；sudden unbalance；critical speed；aeroengine

0 引言

风扇叶片飞脱是现代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典

型故障，所带来的突加不平衡载荷会对航空发动机造

成十分重大的影响[1]。根据中国、美国以及欧洲的适

航认证要求[2-3]，发动机要能够包容损坏件运转至少

15 s不着火，并且安装节不失效。并提出：发动机、安

装节和轴承座应该设计成能在最大允许稳态转速下

经受住叶片飞出并伴有相邻叶片损坏的故障，而无灾

难性的发动机破坏。因此，为保证航空发动机的安全

性和适航性，开展针对大不平衡载荷的安全性结构设

计技术研究十分必要。

Kastl等[4-5]设计了转子支承熔断失效结构以应对

突加不平衡载荷，在叶片丢失后，巨大的不平衡载荷

使得锥壁熔断，改变支承形式；Van等[6-7]以及 Lynn
等[8-9]分别独立设计了风扇后轴承球铰配合界面以达

到改变支承形式的目的；郭明明等[10]研究了叶片飞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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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验方法，为机匣包容性研究提供思路。

然而，由于设计的降载结构与其工作工况具有显

著的破坏性与不可重复性，很难获得准确重复的试验

数据来验证该机构的有效性，需要针对该结构进行详

尽的机理分析，并通过数值模拟与部分可行的试验数

据探究航空发动机在突加不平衡载荷下的锥壁熔断

降载机理。本文在锥壁熔断的工作条件下，分别探究

了突加不平衡转速在临界转速前后的锥壁熔断降载

机理，并针对模拟转子进行了数值分析与基本试验，

对锥壁熔断的关键参数提取与大涵道比发动机的安

全性设计提供理论借鉴。

1 突加不平衡在临界转速之后

如文献[5]所述，在某些发动机中，设计有如图 1、
2所示的熔断降载机构。当风扇叶片飞脱后，强大的

离心力使得锥壁处的减薄面断裂，转子支承刚度瞬间

大幅度减小，转子临界转速大幅度降低[11-13]。

若飞脱转速在临界转速之后，则转子更加远离临

界转速，并当转子减速时，在 λ1 = ω1处越过临界转

速，而不是在λ0 = ω0处，如图3所示。

设F为离心力，Δm为不平衡质量，ε为偏心距，λ

为转速，则有

F0 = Δmελ20 （1）
F1 = Δmελ21 （2）

式中：F0和 F1分别为熔断前后的离心力；λ0、λ1分别

为熔断前后的转速。

由于 λ0 > λ1，故 F0 > F1，即在锥壁熔断后，转子

在减速过程中经过临界转速处的离心力将会减小。

对于转子支承载荷有

FS0 = C0S0A0 （3）
FS1 = C1S1A1 （4）

式中：FS0和FS1分别为熔断前后支承载荷；C0和C1为

系数项；S0和 S1为熔断前后支承刚度；A0和 A1为熔断

前后振动位移。

假设临界转速处振动峰值相同，则有

C0A0 = C1A1 （5）
由于 S0 > S1，则FS0 > FS1。由此可说明，熔断结构

可以减小叶片飞脱后的支承载荷。

卡盘夹紧、松开时转子不平衡响应分别如图 4、5
所示。图中给出了某模拟转子试验器仅改变 1支点

刚度的风扇盘 10 g·cm不平衡响应试验数据，其中 1
支点刚度从 3.65×106 N/m变为 1.76×106 N/m。对比图

4、5可见，当 1支点刚度变小时，转子在相同不平衡量

下的振动幅值减小。由式（1）~（5）可知，经过临界转

速时的离心力减小，支承载荷减小。

因此，通过理论分析与试验验证可以得出，当突

加不平衡发生在临界转速之后时，1支点刚度改变使

得转子模态由图 4变为图 5，熔断机构能够有效起到

降载减振作用。

2 突加不平衡在临界转速之前

若飞脱转速在转子临界转速之前（如图 6所示），

锥壁熔断，支承刚度改变，临界转速突变，转子状态由

临界转速之前变为临界转速之后[14-16]。

临界转速前后转子的形心与质心相对位置变化

如图 7所示。在亚临界状态下，不平衡量对振动起促

图1 低压压气机支承 图2 锥壁结构

图3 转子熔断前后不平衡响应

位
移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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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盘水平位移
风扇盘垂直位移
涡轮盘水平位移
涡轮盘水平位移

（1650,230）
（2000,190）

图4 卡盘夹紧时转子不平衡响应

图5 卡盘松开时转子不平衡响应

机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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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支承

锥壁

螺栓连接

熔断减薄面

F

振
动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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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作用；在超临界状态下，不平衡量对振动起抑制作

用。因而，支承刚度的突变使得转子的不平衡量在突

变的瞬间对转子的振动从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

从而达到降载减振的目的。

通过分析，考虑上述 1支点的支承刚度为锥壁熔

断的关键参数，为此建立有限元模型。某型发动机低

压转子模拟有限元模型如图 8所示。模拟转子系统

采用 0-2-1的支承方案，整体从左到右划分为21个单

元。具体建模参数见表1~3，1支点刚度变化及对应的

临界转速值见表4。

对建立的降载模型

进行稳态计算，研究降载

规律，计算分析当模拟转

子发生突加不平衡时，一

支点刚度变化对转子风

扇盘响应和支承外传力

的影响。

对 风 扇 盘 施 加 50、
100、300 g·cm不平衡量

下各刚度支承外传力与

风扇盘响应如图 9～11所示。1支点刚度取表 4中的

刚度值，计算分析得到的风扇盘和支点外传力的响应

特性。

图8 某型发动机低压转子模拟有限元模型

盘节点

1
（风扇盘）

15
（涡轮盘）

质量/
kg

45

52.6

极转

动惯量

kg·m2
1.05

1.91

直径转

动惯量

0.529

0.975

表2 盘参数

支承

节点

4
8
17

刚度/
（N/m）
4.77×106
41.5×106
4.58×106

阻尼/
（N·s/m）
1000
100
1000

表3 支承参数

刚度/
（N/m）
12.0×106
6.00×106
4.47×106
3.00×106
2.00×106
1.50×106
0.49×106

临界转速/（r/min）
第1阶
2594
2545
2520
2451
2383
2334
2110

第2阶
4250
3508
3344
3115
3000
2950
2868

表4 1支点刚度变化及对应

临界转速

（a）支承外传力
转速Ω/（r/min）

图9 50 g·cm不平衡量下各刚度支承外传力与风扇盘响应

（b）风扇盘响应

转速Ω/（r/min）

图6 熔断前后质心形心相对位置

图7 临界转速前后转子的形心与质心相对位置变化

轴段
编号

1-2
2-3
3-4
4-5
5-6
6-7
7-8
8-9
9-10
10-11

轴段
长度

25
43
20.5
14
35.5
135
19.5
13.5
163.6
163.6

外径

146
77
70
70
68
61
55
55
50
50

内径

45
45
45
45
45
45
0
0
0
0

轴段
编号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17-18
18-19
19-20
20-21

轴段
长度

163.6
163.6
163.6
27
41
20.5
14
35.5
94
95

外径

50
50
50
185
77
70
70
64
60
60

内径

0
0
0
0
0
0
0
0
0
0

表1 轴段参数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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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9～11中可见，在选定的转速范围内（图中

用红色虚线标出）发生突加不平衡时，1支点改变刚

度后的刚度取值越小，风扇盘响应越小，支点外传力

降低的程度就越大，降载效果越明显。

通过稳态分析可知，当转子系统发生突加大不平

衡时，1支点锥壁发生熔断可以有效减小作用在中介

机匣的外传力，达到降载目的。

同时，从图 9～11中还可见，当 1支点刚度取值降

低时，转子的第2阶临界转速同时降低并靠近，第1阶
临界转速对应的响应与外传力增大，第 2阶临界转速

对应的响应与外传力减小，且第 2阶减小的幅值大于

第 1阶增大的幅值。这对于锥壁失效后支点刚度的

设计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建立的降载模型进行瞬态计算，分析转子系统

在不同的熔断响应时间、不同熔断后支承残余刚度

Kaf条件下风扇盘位移响应特性与支点外传力在整个

突加不平衡和熔断过程中随时间的变化情况。

选取熔断转速 4000 r/min，并按照定转速计算。

忽略突加不平衡后挤压油膜阻尼器内外环碰摩作用，

并简化其为线性阻尼。在 计算中：

（1）第0～0.1 s为弹支状态，1支点刚度取值为Kn；

（2）在第 0.1 s突加不平衡，风扇盘不平衡量增

大，挤压油膜阻尼器的内外环发生碰摩，1支点刚度

为Kbe；

（3）从突加不平衡开始时间（即第 0.1 s）算起，经

过响应时间Δt1后，锥壁失效，1支点刚度为Kaf。

其中，1支点为弹支状态时，Kn=4.77×106 N/m；1
支点为刚支时，Kbe=12×106 N/m。计算时通过改变 1
支点刚度，模拟弹支状态、刚支状态与失效状态。

瞬态计算结果见表 5。包括改变突加不平衡量、

改变 1支点锥壁熔断后刚度与改变锥壁熔断响应时

间等参数在内的共 4组瞬态计算内容。其中，第 1组
瞬态计算目的在于验证锥壁熔断的降载减振效果；第

2组与第 3组计算的目的在于分析锥壁熔断响应时间

对降载减振效果的影响；第 3组与第 4组瞬态计算的

组别

1
2
3

突加不平衡

量/（g·cm）
3000
3000
3000

突加不平衡

转速/
（r/min）
4000
4000
4000

1支点锥壁

熔断后刚度/
（N/m）
1.50×106
1.50×106
0.10×106

锥壁熔断响应

时间/ms
2000
10
10

表5 瞬态计算

（a）支承外传力

（b）风扇盘响应

转速Ω/（r/min）

转速Ω/（r/min）

图10 100 g·cm不平衡量下各刚度支承外传力与风扇盘响应

（a）支承外传力

（b）风扇盘响应

转速Ω/（r/min）

转速Ω/（r/min）

图11 300 g·cm不平衡量下各刚度支承外传力与风扇盘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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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分析 1支点锥壁熔断后刚度大小对降载减

振效果的影响。

第 1、2组瞬态响应对比如图 12所示。从图中可

见，锥壁熔断响应时间越短，降载减振效果越明显。

第 2、3组瞬态响应对比如图 13所示。从图中可

见，锥壁熔断后的刚度越低，降载减振效果越明显。

通过分析与稳态瞬态计算可见，当突加不平衡发

生在临界转速之前时，锥壁熔断能够起到明显的减振

降载效果，且该结构工作的关键参数为锥壁熔断前后

刚度变化与熔断时间变化。

3 结论

（1）通过分析计算与试验可知，锥壁熔断技术能

够显著降低转子在突加不平衡作用下的不平衡响应

和外传力；

（2）通过分析计算确定了锥壁熔断的关键参数为

响应时间与熔断后刚度；

（3）应合理设计转子支承刚度，使得在发生锥壁

熔断后，转子第 1、2阶临界转速能够远离风车转速，

避免发生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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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压转子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的LMD切片谱
分析与时频分布

边 杰，陈亚农，卢艳辉

（1.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2.航空发动机振动技术重点实验室：湖南株洲412002）

摘要：针对传统的频谱分析方法不能很好地辨识航空发动机转子振动特征频率的问题，采用局部均值分解（Local Mean Decompo⁃
sition, LMD），结合切片谱的频谱分析方法，对航空发动机转子振动信号进行自适应模态分解与峰值频率辨识；对转子振动信号进行时

频分析，得到其时频分布。将该方法应用于某航空发动机高、低压转子的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分析中。结果表明：相比于发动机振

动正常状态，在发动机振动异常状态下，高、低压转子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的LMD切片谱中除了存在高、低压转子的基频和倍频成

分，还存在高、低压转子间的调制频率，且在异常状态下F分量的时变特征更加明显。采用LMD切片谱分析方法获取了发动机振动正

常状态和异常状态下的振动频谱特征和时频分布，可为航空发动机转子振动特征提取与状态判别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低压转子；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局部均值分解；切片谱；时频分布；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16.2+1，V214.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05.008

LMD Slice Spectrum Analysis and Tim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Vibration Stress Signal of
High and Low Pressure Rotor Elastic Support

BIAN Jie，CHEN Ya-nong，LU Yan-hui

（1.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 2.Key Laboratory of Aeroengine Vibration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2，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traditional spectrum analysis method can not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 frequency of
aeroengine rotor vibration well，the frequency analysis method of local mean decomposition combined with slice spectrum is used to decom⁃
pose the vibration signal of aeroengine rotor adaptively and identify the peak frequency. The time-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rotor vibration
signal is obtained through time-frequency analysis. The method is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f vibration stress signal of elastic support of high
and low pressure rotors of an aeroengine.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state of engine vibration，in the LMD slice spectrum of vibration stress
signal of elastic support of high and low pressure rotors under abnormal state of engine vibration，in addition to the fundamental frequency
and multiple frequency components of high and low pressure rotors，there are also modulation frequencies between high and low pressure
rotors，and the time-varying characteristics of F components under abnormal state are more obvious. Therefore，the vibration spectrum
characteristics and time-frequency distribution under normal and abnormal state of engine vibration are obtained by this method，which
can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for vibration feature extraction and state identification of aeroengine r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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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振动问题与转子密切相关，转子是发

动机振动的主要激励源，转子的振动状态决定着航空

发动机的运行状态。因此，对航空发动机转子进行振

动监测，对监测信号进行频谱分析来获取转子的频谱

特征是判别航空发动机运行状态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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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转子碰摩故障是航空发动机的典型

故障之一。对于双转子结构，高、低压转子的碰摩故

障可通过是否出现组合频率来判断[1]。近年来，国内

外学者对旋转机械转、静子碰摩问题进行了大量研

究。林学森等[2]研究发现当发生转、静子碰摩时，机

匣响应频谱中出现转子高倍频及其组合频率成分，高

倍频成分幅值随碰摩程度加重而增大；周海伦等[3]以

双转子航空发动机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双转子-滚动

轴承-机匣耦合动力学模型，依据其计算分析得到双

转子 2个激励频率的倍频、组合频率及其分频，可以

作为航空发动机碰摩故障诊断的特征频率；陈果[4]针

对航空发动机整机振动，建立了航空发动机转子-滚
动轴承-机匣耦合动力学模型，其计算仿真表明：在

临界转速以下，碰摩故障将产生较大的高次谐波，其

中 2倍频较大，在临界转速以后，碰摩故障将产生较

大的分数次谐波；晏砺堂等[5]通过理论分析、模型试

验和实测结果分析发现，双转子发动机发生转、静子

碰摩时，除了出现转子的基频振动外，还会出现多种

倍频和分频振动以及 2转子转速频率的多种复合频

率的振动；秦海勤等[6]发现在航空发动机双转子发生

局部碰摩故障时，转子和机匣测点的频谱图中会出现

转子的倍频和组合频率；梁智超等[7]在叶片和机匣发

生轻微碰摩和严重碰摩时对转子和机匣的振动响应

进行了试验测量，并使用时-频分析方法对振动信号

进行了特征提取；王海飞等[8]提出了考虑多叶片-机
匣耦合振动下的转、静子碰摩故障模型，通过仿真和

试验验证了所提出的碰摩模型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李

炳强等[9]基于弹性协调相容条件给出了新的叶片与

机匣碰摩力模型，将文献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了对

比，验证了碰摩模型的准确性；陈果等[10]进行了转子

叶片-机匣的碰摩试验，采用频谱分析方法研究了机

匣振动加速度信号的碰摩特征；太兴宇等[11]推导了叶

片与机匣间的碰摩表征模型，并基于该模型分析了不

同工况下叶片-机匣的耦合振动；马辉等[12]根据叶尖

各节点径向位移与间隙之间的位置关系，对不同转速

下叶片-机匣的碰摩过程进行数值仿真；张俊红等[13]

通过碰摩试验获取了一定转速下叶片-机匣碰摩时

的碰摩力和机匣上的加速度，并进行了对比分析；金

业壮等[14]对航空发动机双转子系统的碰摩故障进行

了动力学仿真研究，获得了轻微碰摩、较重碰摩和严

重碰摩 3种状态下转子系统的时、频域振动响应；

Prosvirin等[15]提出了诊断由轴不平衡和不同程度叶片

碰摩引起的复合故障的方法，试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

故障诊断模型对于不同的训练-测试数据均具有较

好的收敛性；Chandra等[16]利用转子启动时的振动数

据，使用时频分析技术来解决转子故障识别问题。比

较了短时傅里叶变换、连续小波变换和 Hilbert -
Huang变换 3种信号处理工具的检测性能。以上针对

转子碰摩故障诊断研究，多是基于实验室的模拟转

子，对于实际航空发动机转子的碰摩故障诊断研究，

特别是基于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的高、低压转子间

的碰摩故障诊断研究甚少；而且，不同类型和结构的

航空发动机转子间的碰摩故障特征本身存在差异。

此外，以上研究多采用传统频谱分析方法，对于具有

明显非平稳性的转子碰摩振动信号的故障特征提取

存在其自身局限性。

鉴于此，本文采用局部均值分解[17]（Local Mean
Decomposition，LMD）方法对航空发动机高、低压转

子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进行自适应分解，对分解结

果进行切片谱分析和时频特征提取，并验证了所提出

方法的有效性。

1 振动信号处理方法

LMD方法能自适应地将 1个多分量信号分解成 1
组 F（Production Function）分量之和。对于任意信号

x ( )t ，LMD的分解过程如下。

找出信号 x ( )t 的所有局部极值点 ni，然后分别计

算均值mi和包络估计ai

mi = ( )ni + ni + 1 /2 （1）
ai = || ni - ni + 1 /2 （2）

（1）使用滑移平均方法对局部均值和局部包络估

计分别进行平滑处理，得到均值函数m11 ( )t 和局部包

络函数a11 ( )t 。

（2）计算频率调制信号 s11 ( )t 。

s11 ( )t = ( )x ( )t - m11 ( )t /a11 ( )t （3）
如果 s11 ( )t 不是 1个纯频率调制信号，将其作为

新的原始信号，重复（1）~（3）步骤直到 s1n ( )t ，此时有

包络函数a1( )n + 1 ( )t =1。
（3）将所有循环过程得到的包络估计相乘，得到

瞬时幅值a1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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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 )t = a11 ( )t a12 ( )t ⋯a1n ( )t =∏
k = 1

n

a1k ( )t （4）
（4）可以由瞬时幅值 a1 ( )t 和纯频率调制信号

s1n ( )t 相乘得到第1个F分量。

F1 ( )t = a1 ( )t s1n ( )t （5）
则第 1个 F 分量的瞬时频率 f1 ( )t 可从纯调频信

号 s1n ( )t 中得到，即

f1 ( )t = 1
2π

d [ ]arccos ( )s1n ( )t
dt （6）

（5）从信号 x ( )t 中分离出F1分量得到 1个新的信

号。重复整个过程直到 uk ( )t 为常数或者单调函数。

至此，原始信号 x ( )t 被重构为

x ( )t =∑
p = 1

k

Fp ( )t + uk ( )t （7）
F分量切片谱定义为F分量F ( )t 的 3阶累积量对

角切片的傅里叶变换。不仅保留了 3阶累积量抑制

高斯噪声的优点，同时简化了其计算过程。对于F分

量 F ( )t ，其 3 阶 累 积 量 为 c3a ( )τ1,τ2 ，对 角 切 片 为

c3a ( )τ,τ ( )τ1 = τ2 = τ 。定义F分量切片谱C ( )ω [18]

C ( )ω = ∫-∞+∞ éëê ù
û
ú∫-∞+∞F ( )t F 2 ( )t + τ dt e- jωτdτ （8）

由LMD分解得到各F分量的瞬时幅值 ap ( )t 和瞬

时频率 fp ( )t ，从而得到信号 x ( )t 的时频曲线图，可以

更好地表征信号 x ( )t 的非平稳时变特征。

2 高、低压转子结构

某航空发动机是一种双转子结构发动机，其低、

高压转子结构分别如图 1、2所示。低压转子采用 0-
2-1的支承方式，其中，1号轴承为滚珠轴承，带鼠笼

弹性支承挤压油膜阻尼器，2号和 5号轴承为滚棒轴

承，且 5号轴承处有鼠笼弹性支承挤压油膜阻尼器；

高压转子采用 1-1-0的支承方式，其中 3号轴承为滚

珠轴承，4号轴承为滚棒轴承，均带鼠笼弹性支承挤

压油膜阻尼器。

3 高、低压转子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分析

分别在低压转子的 1号轴承和高压转子的 3号轴

承处的鼠笼弹性支承的弹条上粘贴应变片，用于监测

某发动机试车过程中高、低压转子的振动情况。采用

LMD方法对所监测的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进行切

片谱分析和时频特征提取，以辨别某发动机试车过程

中高、低压转子振动信号中的频谱特征与谱线来源，

为发动机高、低压转子的运行状态判别提供依据。试

验中，采样频率为 6000 Hz，所分析的弹性支承应力信

号时长均为1 s。
3.1 发动机振动正常状态

在发动机振动正常状态下，所采集的低压转子弹

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及频谱如图 3（a）所示。从图中

可见，在 2400 Hz附近有较大峰值，在低压转子基频 fL
处的峰值相对较小。采用LMD方法对低压转子弹性

支承应力信号进行自适应分解，得到 4个模态分量，

如图 3（b）所示。由于F1分量和F2分量的峰值频率在

1000 Hz以上，而本文对应故障特征的频率主要集中

在 1000 Hz以下。进一步对 1000 Hz以下的F3分量和

F4分量进行切片谱分析和时频分析，结果如图 3（c）、

（d）所示。从图 3（c）中可见，F3分量和F4分量只存在

低压转子的基频 fL/2、2倍频 2fL及分频 fL/2和 fL/4成

图1 低压转子结构 图2 高压转子结构

（a）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及频谱

（b）各F分量的时域波形

1号轴承 2号轴承
3号轴承 4号轴承5号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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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从图 3（d）中可见，低压转子的弹性支承振动应力

信号所包含的 1000 Hz以下的 2个F分量的瞬时频率

和瞬时幅值均随时间不断变化，表现出强的非线性和

非平稳性。

发动机振动正常状态下高压转子的弹性支承振

动应力信号及频谱如图 4（a）所示。同样，在 2400 Hz
附近有较大峰值，在高压转子基频 fH处的峰值相对较

小。采用 LMD方法将其分解成 3个模态分量，如图 4
（b）所示。对 1000 Hz以下的后 2个模态分量进行切

片谱分析与时频分析，结果如图 4（c）、（d）所示。图 4
（c）的切片谱中F2分量中只存在高压转子的基频 fH与

2倍频 2fH成分。图 4（d）中F2分量和F3分量的瞬时频

率和瞬时幅值也同样表现出强的时变特征，围绕其各

自的峰值频率上下波动。

（c）F3分量和F4分量的切片谱

（d）F3分量和F4分量的时频曲线

图3 振动正常状态下低压转子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

（a）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及频谱

（b）各F分量的时域波形

（c）F2分量和F3分量的切片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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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发动机振动异常状态

发动机振动异常时，采集的低压转子弹性支承振

动应力信号及频谱如图 5（a）所示。从图中可见，与

图 3（a）发动机正常状态时相比，发动机振动异常时，

低压转子在 2400 Hz附近的峰值频率依然存在，同时

在低压转子基频 fL附近出现了一些幅值较小的峰值

频率。采用 LMD方法对其进行自适应分解得到 4个
F 分量，如图 5（b）所示。同样对 1000 Hz以下的后 2
个 F分量进行切片谱分析和时频分析。与图 3（c）中

发动机振动正常状态时的切片谱相比，图 5（c）中发

动机振动异常状态时F3分量和F4分量的切片谱除了

存在低压转子的基频 fL及 2倍频分量 2fL，还存在高压

转子的基频分量 fH、低压转子基频及 2倍频对高压转

子基频的调制频率 fH - fL和 fH - 2fL、高压转子基频

对低压转子 3倍频的调制频率 3fL - fH。这些调制频

率的存在，说明高压转子和低压转子之间发生了耦合

振动，其频谱符合高、低压转子的碰摩故障特征。相

比于图 3（d）发动机正常状态时，图 5（d）中 F3分量和

F4分量的瞬时频率和瞬时幅值则表现出更强的非线

性和非平稳特征。

（a）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及频谱

（b）各F分量的时域波形

（c）F3分量和F4分量的切片谱

（d）F2分量和F3分量的时频曲线

图4 振动正常状态下高压转子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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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振动异常时，采集的高压转子弹性支承振

动应力信号及频谱如图 6（a）所示。从图中可见，发

动机振动异常时，高压转子在 2400 Hz附近以及高压

转子基频 fH处均有较大峰值。采用LMD方法分解得

到的发动机振动异常时高压转子弹性支承振动应力

信号的 3个 F 分量，如图 6（b）所示。其中所关心的

1000 Hz以下的 2个 F 分量的切片谱如图 6（c）所示。

从图中可见，F2分量和F3分量的切片谱除了存在高压

转子的基频 fH与 2倍频 2fH成分，还存在低压转子基

频 fL与高压转子基频对低压转子 3倍频的调制频率

3fL - fH成分，符合高、低压转子碰摩后的耦合振动特

征。F2分量和 F3分量的瞬时频率和瞬时幅值曲线如

图6（d）所示。从图中可见，2个F分量均表现出时变的

瞬时特征，且F3分量的时变特征更加明显。

（d）F3分量和F4分量的时频曲线

图5 振动异常状态下低压转子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

（a）弹性支承振动应力信号及频谱

（b）各F分量的时域波形

（c）F2分量和F3分量的切片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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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在发动机振动正常状态下，低压转子弹性支

承振动应力信号的LMD切片谱中只存在低压转子的

基频 fL、2倍频 2fL及分频 fL/2和 fL/4成分。同时其F分

量的瞬时频率和瞬时幅值均随时间不断变化，表现出

强的非线性和非平稳性。

（2）在发动机振动正常状态下，高压转子弹性支

承振动应力信号的LMD切片谱中F2分量中只存在高

压转子的基频 fH与 2倍频 2fH成分。其F分量的瞬时

频率和瞬时幅值同样表现出强的时变特征，围绕其各

自的峰值频率上下波动。

（3）在发动机振动异常状态下，低压转子弹性支

承振动应力信号的LMD切片谱中除了存在低压转子

的基频 fL及 2倍频分量 2fL，还存在高压转子的基频分

量 fH、低压转子基频及 2倍频对高压转子基频的调制

频率 fH - fL和 fH - 2fL、高压转子基频对低压转子 3倍

频的调制频率 3fL - fH。同时其F分量的瞬时频率和

瞬时幅值则表现出更强的非线性和非平稳特征。

（4）在发动机振动异常状态下，高压转子弹性支

承振动应力信号的LMD切片谱中除了存在高压转子

的基频 fH与2倍频2fH成分，还存在低压转子基频 fL与

高压转子基频对低压转子 3倍频的调制频率 3fL - fH
成分。其F分量均表现出时变的瞬时特征，且F3分量

的时变特征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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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板式通风器阻力计算方法及影响因素分析

荆 帅 1,2，谷 俊 1,2，马庆岩 3，李国权 1,2

（1.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2.航空发动机动力传输重点实验室：沈阳 110015；3.中国人民解放军31434部队，沈阳110000）

摘要：为了研究航空发动机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辐板式通风器的阻力特性及其影响因素，以一般结构辐板式通风器为模型对其

特征进行了识别，定义了辐板结构和节流孔/板结构，并对这 2种结构阻力的产生机理进行了分析，建立了辐板式通风器通用的阻

力算法模型，通过CFD仿真和部件、整机试验对模型的准确性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在相同转速和流量条件下，辐板结构产生的

阻力与外径尺寸成正比，与内径尺寸成反比；辐板宽度对辐板式通风器总阻力基本无影响；节流孔/板结构产生的阻力与流通面积

成反比；辐板结构、节流孔/板的阻力与工作转速正相关，工作转速越高，辐板结构阻力的占比越大，所建立的阻力算法比仿真分析

方法和试验方法更为高效、便捷，且准确性较高。

关键词：通风器；辐板；节流孔/板；阻力算法；影响因素；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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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ce Calculation Method and Influence Factors Analysis of the Separator with Blades
JING Shuai1,2，GU Jun1,2，MA Qingyan3，LI Guo-quan1,2

（1.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Power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on Aero⁃

engine，Shenyang 110015，China; 3.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Unit 31434, Shenyang 110000,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separator with blades in aeroen⁃
gine，the general structure of the separator with blade was used as a model to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The structure of blade and orifice
were defined，and the resistance mechanism of these two structures was analyzed. The general resistance algorithm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separator with blade，and the accuracy of the model was verified by CFD simulation and test of components and engi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same rotation and flow rate，the resistance of the blade structure is proportional to the outer diameter and inversely pro⁃
portional to the inner diameter. The width of blade has no effect on the total resistance of separator with blade. The resistance of orifice
structure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flow area. The resistances of structure of blade and orifice are both proportional to the working rotation⁃
al speed，and the higher the working rotational speed，the greater the proportion of the resistance of the blade structure. The proposed resis⁃
tance algorithm is more efficient，convenient and accurate than the simulation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tes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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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离心通风器是航空发动机润滑通风子系统的重

要部件，其阻力特性直接决定滑油腔压力和系统通风

流量，影响航空发动机的轴向力和续航能力[1-2]，是润

滑系统最关注的指标之一。辐板式通风器结构简单、

紧凑，且分离效率较高，是一种应用最为广泛的离心

通风器。

国内外学者对此类离心通风器进行了广泛研究。

Willenborg等[3]对典型离心通风器进行了系统分析，

进行了油滴直径分布等因素对分离效率的影响试验；

Gorse等[4]、Farrall等[5]和 Bai等[6]对油滴的运动规律及

其与壁面的相互作用开展了分析与试验，建立了油滴

的动力学模型；Elsayed[7]和Glahn等[8]对油气两项流条

件下离心通风器的速度、压降和分离效率进行了分

析；Eastwick等[9]对通风器内部流场进行了数值模拟，

并对其性能进行了分析；徐让书等[10-12]、张小斌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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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静宇等[14]、石帅奇等[15]国内学者采用CFD等仿真技

术手段对不同工况下离心通风器的性能进行了研究，

得到了通风器压降、液相轨迹和压力分布等参数。

由于航空发动机通风子系统所处环境复杂多变，

通过上述的仿真和试验手段获得离心通风器特定环

境下的阻力特性已经无法满足润滑系统设计需求，亟

需一种准确且通用性更强的离心通风阻力模型算法。

本文通过对一般结构辐板式通风器结构特征进行分

析与识别，划分了辐板结构和节流孔/板结构并分析

了阻力产生机理，获得了辐板式通风器通用阻力算法

模型，开展了特征参数对阻力的影响分析，对辐板式

通风器的设计和优化具有借鉴意义。

1 辐板式通风器模型

1.1 结构模型

辐板式通风器种类较多，形式各异，其原理是利

用气体与滑油液滴的密度差异，在离心力作用下将二

者分离[1]。辐板式通风器是具有一定宽度、可旋转

的、类似于叶片的典型辐板结构，在旋转过程中可带

动流体随其高速旋转，使流体与辐板具有相同的切向

速度，应用于 2型航空发动机附件机匣的离心通风器

和蜂窝式通风器分别如图 1（a）、（b）所示，二者均为

辐板式通风器。

1.2 阻力算法模型

辐板式通风器与其安装结构是不可分割的统一

整体，在阻力分析过程中需考虑整体结构的影响。辐

板式通风器与其安装结构按其特征可划分为辐板结

构和节流孔/板结构。

1.2.1 辐板结构的阻力

辐板的一般结构截面如图 2所示。辐板是具有

一定宽度、类似于叶片的板状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可

带动流体随其高速旋转。一般结构辐板截面如图 2
所示。从图中可见，辐板在工作过程中沿顺时针旋

转，角速度为ω，流体由位置 2处流向位置 1处。图中

R1、R2分别为辐板的内径尺寸和外径尺寸；c为流体的

总速度，c’为流体在剖面内垂直于辐板方向的分速

度，二者夹角为 γ；u为剖面内流体沿半径切线方向的

分速度；w为剖面内流体沿辐板方向的分速度；速度 u

与速度 c’的夹角为α。

流体在经过辐板结构时，速度和角度关系为

ì
í
î

ï

ï

w21 = c'1 2 + u21 - 2u1c'1cos α1
w22 = c'2 2 + u22 - 2u2c'2cos α2
c'i = cicos γ

（1）

流经通风器的流体主要由滑油液滴和空气组成。

其中大颗粒滑油液滴运动独立且不影响腔室压力，此

处将与空气等速且分布均匀的小颗粒滑油与空气混

合物等效成单一可压流体，忽略流体黏性；辐板线速

度较低且压降沿辐板方向线性变化，通风器中辐板的

数目足够多，气体被严格限制在流道内，根据机械能

守恒和伯努利方程有

P1
ρg
+ c21
2g + z1 + hl =

P2
ρg
+ c22
2g + z2 （2）

式中：P1、P2分别为位置 1、2的流体静压；z1、z2分别为

位置1、2的单位重力流体位置压头；hl为通风器对单位

重力流体的压头；ρ为流体平均密度；g为重力加速度。

由于通风器不断旋转，可认为 z1=z2，则根据式

（2），辐板式通风器的阻力为

ΔPl = ρghl = P2 - P1 + ρ2 ( )c22 - c21 （3）
式中：ΔPl为辐板所产生的阻力；P2-P1为流体静压增

量，包括离心力带来的压力变化和流道流通面积改变

引起的压力变化。

已知辐板宽度为 B，在半径 R 处取一微元，其质

图1 典型辐板式通风器结构

（a）辐板式离心通风器 （b）蜂窝式通风器

图2 一般结构辐板截面

（a）轴线和半径方向剖面 （b）垂直于半径方向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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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dm = 2πRBρdR （4）
对质量微元进行受力分析，可得其离心力大小为

dFc = Rω2dm = 2πR2ω2BρdR （5）
由式（5）可知，在半径 R处流体单元由于离心力

作用产生的压力变化为

dPc = dFcAR =
dFc

2πRB = ρRω2dR （6）
式中：AR为半径R处流体流通面积。

对式（6）求积分，可得离心力对流体压力的影响

幅度为

ΔPc = ∫R1R2ρRω2dR = ρ2 ( )u22 - u21 （7）
假设流体在辐板所组成的流道内流动的过程中

无能量损失，其流通面积由位置1至位置2逐渐增加，

流体的静压力转换为动压力，其大小为

ΔPp = ρ2 ( )w21 - w22 （8）
将式（1）、（7）、（8）带入式（3）得到辐板结构产生

的总阻力为

ΔPl = ΔPc + ΔPp + ρ2 ( )c22 - c21
= ρ ( )u2c2cos α2 - u1c1cos α cos γ

（9）

1.2.2 节流孔/板结构的阻力

典型辐板式通风器及其安装结构如图 3所示。

除辐板结构外还应具有流体流通通道。图 3中流体

流通流道由内流道和轴心流道组成，流体经过辐板结

构后通过内流道和轴心流道排放至下游。内流道和

轴心流道为典型的孔/板结构，流体经过节流孔/板结

构时由于流道面积的突扩、突缩和摩擦产生局部阻力

损失。

节流孔/板的一般结构如图 4 所示。图中位置 1

为进口处外流道，位置2、3分别为节流孔/板进、出口，

位置4为出口处外流道，流体从左向右流动。

根据节流孔/板的流动关系可知，位置2处流体马

赫数为[16]

Ma2 =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ï

2
k - 1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P *1

P4

k - 1
k - 1 P4

P *1
≤ Bcr

1 P4
P *1
> Bcr

（10）

式中：Maj为节流孔/板内对应位置马赫数；j为变量下

标，对应图 4相应位置；Pj*为对应位置总压；Pj为对应

位置静压；k为气体常数（取 k=1.4）；Bcr为临界压比，此

时节流孔/板进口处速度系数为

λ2 = Ma2 k + 1
2 + ( k - 1 ) Ma22 （11）

将节流孔/板的总阻力系数设置为 ξ，局部阻力损

失系数设为KT，摩擦损失系数设为KM，总阻力损失系

数为

ξ = KT + KM （12）
根据式（12），节流孔/板进口处压力与进口流道

的压力关系为

P *1
P2
= 1
π ( )λ2

+ ξ1 1
2RT2 ( )λ2 ⋅ 2k

k + 1 RT *2

2
（13）

式中：Tj为图4中对应位置的温度；T*j为对应位置的总温。

由于节流孔/板为等截面摩擦管，根据文献[16]，
其临界压力和出口速度系数关系为

Pcr = P2 ⋅ Ma2 ⋅ 2 + ( )k - 1 Ma22
k + 1 （14）

4-C f Lmaxd - 4-C f ld =
k + 1
2k ⋅ é

ë
êê

ù

û
úú( )1

λ23
- 1 + lnλ23 （15）

式中：-C f为平均摩擦系数；Lmax为最大管长；l为节流孔

长；d为等效直径；λ3为节流孔/板出口处速度系数，根

据λ3可求得对应马赫数Ma3[16]，此时的出口压力为

P3 = Pcr 1Ma3
é

ë
êê

ù

û
úú

k + 1
2 + ( )k - 1 Ma23

1 2
（16）

同理，根据式（13），节流孔/板出口压力为

P *3
P4
= 1
π ( )λ4

+ ξ2 1
2RT4 ( )λ4 ⋅ 2k

k + 1 RT *4

2
（17）

由式（10）~（17）可知，节流孔/板结构的总压降为

ΔPo = P *1 - P *4 （18）
1.3 阻力模型验证

为验证上述辐板式通风器模型的准确性，以如图
图3 辐板式通风器的

安装剖面

图4 节流孔/板结构的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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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所示的附件机匣内辐板式通风器（安装结构如图

3所示）为模型，通过 CFD仿真和部件试验对式（18）
进行分析与校验。辐板式通风器的结构尺寸为：辐板

内径为 25 mm，辐板外径为 61 mm，辐板宽为 37 mm，
内流道等效半径为 7.14 mm（共 6个），长为 6 mm；轴
心等效半径为 15 mm，长为 10 mm。辐板式通风器运

行的工作条件：转速为 104 r/min，环境温度为 80 ℃，出

口压力为 101.3 kPa。采用CFD仿真分析方法模拟该

通风器在不同流量状态下的阻力值的仿真结果见表

1；在上述条件下通过部件试验测得的阻力的试验结

果见表2。

为了便于观察和对比辐板式通风器阻力的变化

幅度与流量的关系，绘制辐板式通风器换算流量随

进、出口压比变化的计算结果与仿真结果和试验结果

的对比图，如图 5所示。其中进、出口压比 Bt和换算

流量Qm为

B t = P
*
in

P *
out

,Qm = qm T *

P*
（19）

式中：P *
in为辐板式通风器的进口总压；P *

out为辐板式通

风器的出口总压；qm为单位时间内流经通风器的质量

流量；T*、P*分别为环境的总温、总压。

从图中可见，采用式（18）得到的阻力的计算值略

小于仿真值和试验值，这是由于未考虑通风器内细节

结构影响和总阻力系数误差造成的；但计算值与试验

值和仿真值之间的误差均小于 5%，说明式（18）的计

算方法具有较高的精度。

根据试验结果，采用式（1）、（15）对辐板出口处、内

流道和轴心流道处的流速进行计算，结果如图6所示。

从图中可见，辐板式通风器辐板出口处的流速较

低（最大马赫数为 0.18），且随着进、出口压比 Bt的增

大而增大，这是由于压比增大使得流速w增大而引起

的，但其幅度变化较小，对辐板出口处合速度的影响

有限。辐板式通风器内流道和轴心流道的流体流速

随着压比的增大而增大，在当前环境条件下，当进、出

口压比达到2.44时，轴心流道流体流速的马赫数达到

1，流体发生拥塞，轴心流道内的流速不再增加。在轴

心流道发生拥塞前（Bt=2时），通风器对应速度场和压

力场分别如图 7、8所示，从图中可见，流体进入通风

器后，辐板旋转对其作功，使气体与辐板具有相同的

切向速度；进入内流道时，辐板式通风器压力减小，速

度变大，并在进口处由于流道面积突缩产生阻力损失

（对应损失系数设为 ξ1）；流体流经轴心流道时速度达

到最大，并由于出口突扩造成压力损失（对应损失系

数设为 ξ2），在外围形成低压区；整体仿真结果与图 6
的计算结果一致。在其它状态下，通风器内流体速度

和压力分布趋势与上述情况基本一致。

为验证式（18）算法在系统中的适用性，采用上述

辐板式通风器在实际发动机通风系统中与空气系统

流量/（g/s）
6
18
30
42
60

入口压力/kPa
103.6
104.4
106.2
107.4
111.8

流量/（g/s）
78
96
114
132
150

入口压力/kPa
116.9
123.7
131.6
140.1
151.5

表1 辐板式通风器阻力的CFD仿真结果

流量/（g/s）
11.1
54.1
79.7

入口压力/kPa
105.8
111.4
117.7

流量/（g/s）
114.6
142.4
178.0

入口压力/kPa
133.3
150.1
177.1

表2 辐板式通风器阻力的试验结果

图5 辐板式通风器换算流量随进、出口压比的变化

换
算

流
量
Q
/（k
g·s

-1 ,K
1 2 ·P
a-1 ）

进出口压比Bt

图6 辐板式通风器不同位置的流速

进出口压比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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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联合分析，系统计算结果与发动机试验结果见表

3。从表中可见，根据式（18）得到的辐板式通风器阻

力计算值与实测值基本吻合，误差小于 5%，且所属腔

室压力的计算值与实测

值基本一致，辐板式通风

器阻力算法模型在系统

仿真计算中具有较好的

准确性和适用性。

2 阻力影响因素

离心通风器的工作转速一般与发动机转子转速

成正比，而在通风器结构确定后，其压比-换算流量

特性在特定转速下具有惟一性，不随环境压力和温度

的变化而改变。由此可见，工作转速和其它因素对辐

板式通风器阻力特性的耦合影响是值得分析与研究

的。为了便于评价辐板式通风器阻力变化幅度，衡量

特征属性对阻力特性的影响趋势与程度，定义特征属

性改变后总阻力系数βo

βo = ΔP
'o

ΔPo （20）
式中：ΔP 'o为辐板式通风器总阻力；ΔPo为改变前总

阻力。

2.1 辐板半径尺寸的影响

辐板的内、外径尺寸和旋转角速度决定了辐板各

位置的旋转切向速度，直接影响流体分速度 u；且内、

外径构成了流体在辐板区域内的流道，直接影响流体

沿辐板方向的分速度 w。为研究辐板半径尺寸的影

响，将辐板改变后的半径尺寸 Ri'与原半径尺寸 Ri的

比值设为半径因数βr，即

βr = Ri
'

Ri

（21）
通常，辐板外径尺寸和安装结构尺寸限定了其内

径尺寸的范围，安装结构的外部轮廓尺寸和辐板内径

尺寸限定了辐板外径的尺寸范围，以附件机匣内的辐

板式通风器（图 1（a））为例，在工作温度为 80 ℃、流体

流量为 60 g/s时，不同转速条件下辐板内、外径的半

径因数与总阻力系数的关系分别如图9、10所示。

从图中可见：

（1）在相同转速和流量条件下，内径尺寸增加使

辐板变短，通风器的总阻力与其内径尺寸成反比；相

反，外径尺寸增加使辐板变长，通风器阻力与其外径

尺寸成正比。在相同的尺寸增幅条件下，外径尺寸对

阻力特性的影响幅度大于内径尺寸的。

（2）在相同流量和半径因数条件下，辐板结构所

产生的阻力随工作转速增加而增大，且阻力增长梯度

也随之增大；在转速较低时，辐板结构阻力在总阻力

图7 辐板式通风器速度场

图8 辐板式通风器静压场

计算值

实测值

通风器阻力

19.2
20.1

所属腔压力

240.7
241.6

表3 系统仿真值与整机

试验实测值 kPa 图9 内径半径因数对阻力的影响

β o

内径半径因数βr

外径半径因数βr

β o

图10 外径半径因数对阻力的影响

Velocity Magnitude/(m/s)
3.30e+023.14e+022.97e+022.81e+022.64e+022.48e+022.31e+022.15e+021.98e+021.82e+021.65e+021.49e+021.32e+021.16e+029.90e+018.25e+016.60e+014.95e+013.30e+011.65e+010.00e+00

Contour-1Static Pressure/Pa
2.24e+052.15e+052.06e+051.96e+051.87e+051.78e+051.69e+051.59e+051.50e+051.41e+051.32e+051.23e+051.13e+051.04e+059.48e+048.55e+047.63e+046.71e+045.78e+044.86e+043.93e+04

1.00

0.95

0.90

5000 r/min
10000 r/min
15000 r/min
20000 r/min

2.01.51.0

2.01.00.5

5000 r/min
10000 r/min
15000 r/min
20000 r/min

1.6

1.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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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占比较小，改变内、外径尺寸对其总阻力的影响

较小。

2.2 辐板宽度的影响

辐板的宽度影响辐板结构组成流道的流通面积，

从而影响流体沿辐板方向的流速 w。为研究辐板宽

度的影响，将辐板改变后的宽度 B’与原宽度 B 的比

值设为宽度因数βB，即

βB = B
'

B
（22）

在工作温度为 80 ℃、流体流量为 60 g/s时，得到

辐板宽度因数与总阻力系数关系，如图11所示。

从图中可见，在不同转速和流量条件下，流体沿

辐板方向的流速相对于切向速度较小，辐板宽度对合

速度的影响幅度有限，对离心通风器总阻力特性基本

无影响。

2.3 节流孔/板流通面积的影响

在固定流量和进口环境条件下，节流孔/板内的

流通面积直接决定流体通过时的流速，是影响通风器

阻力的最主要因素。为分析节流孔/板结构的流通面

积对通风器阻力的影响，定义流通面积因数 βs为改变

后的流通面积 s与原流通面积 s0的比值

βs = s
s0

（23）
在工作温度为 80 ℃、流体流量为 60 g/s时，轴心

结构（流通面积最小）流通面积因数与总阻力系数的

关系如图12所示。

从图中可见：

（1）相同转速和流量条件下，节流孔/板的流通面

积越大，流体流经节流孔/板的进出口阻力损失越小，

节流孔/板的结构压降越小，辐板式通风器的总阻力

值越小；

（2）在相同流量和流通面积因数条件下，辐板式

通风器转速越高，辐板结构阻力越大，节流孔/板的结

构阻力在总阻力中的占比越小，在转速足够大时，改

变节流孔/板结构的流通面积对总阻力特性的影响幅

度较小。

辐板式通风器内流道在不同流通面积因数下的

变化趋势与图12的相同。

2.4 讨论

在润滑系统设计过程中，辐板式通风器的阻力和

分离效率是最重要的参数，可根据辐板半径、宽度和

节流孔/板流通面积等结构参数改变通风器的阻力特

性以满足设计需求。在辐板式通风器转速较低时，其

阻力主要由节流孔/板结构的阻力构成，节流孔/板流

通面积将成为制约通风器阻力的主要因素，改变辐板

结构尺寸对总阻力的影响较小；在转速较高时，通风

器阻力主要由辐板结构的阻力构成，此时辐板结构尺

寸改变将对总阻力特性产生较大影响，节流孔/板流

通面积对阻力特性的影响较小。在通风器设计时可

根据系统需求选取对应的参数。

3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辐板式通风器通用阻力算法，通

过仿真分析、部件试验和系统试验验证了算法的准确

性和适用性。经分析可知，在低转速条件下，辐板式

通风器阻力主要由节流孔/板结构产生，调整最小流

通面积节流孔/板结构可改变通风器的低速阻力特

性；在高转速条件下，辐板式通风器阻力主要由辐板

结构产生，调整外径和内径尺寸可改变通风器高速阻

力特性。

目前，在航空发动机设计阶段主要采用 CFD仿

真分析和试验方法获取通风器阻力特性，但这 2种方

图11 不同宽度因数下的总阻力系数

β o

βB

图12 不同流通面积因数下的总阻力系数

β o

βs

3.01.00.3

5000 r/min
10000 r/min
15000 r/min
20000 r/min

1.00030

1.00000
0.99995

1.51.00.3

5000 r/min
10000 r/min
15000 r/min
20000 r/min

0.95

1.00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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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需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是难以接受的。本文所述

的辐板式通风器通用阻力算法比仿真分析和试验方

法更高效、更便捷，且准确性较高，在辐板式通风器设

计和通风系统仿真和优化过程中有着明显的效率和

成本优势，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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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高压转子转速摆动故障分析与排除

李小彪 1，马庆岩 2，张立伟 1，谷雪花 1

（1.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2.中国人民解放军31434部队，沈阳 110000）

摘要：针对某型发动机高压转子转速摆动故障，详细分析了油门杆稳定时地面和空中多次出现高压转子转速无规则摆动、其

他参数随动的故障现象，阐述了高压转子转速受综合电子调节器、燃油系统、转速调节系统等控制的控制原理，剖析故障机理，制

定了故障树。结合故障树，列举了进口温度感受附件、综合电子调节器、燃油系统、转速调节系统等 4种故障。采用故障树分析法

找出故障原因，分析薄弱环节。经对 4种故障原因逐条分析，排除了进口温度感受附件、综合电子调节器、燃油系统等因素，确定

转速调节系统中加速控制器未完全退出工作是转速摆动的原因。针对波动量较大的发动机，调整加速性至合理范围，进行地面试

车和飞行等外场排故验证。结果表明：发动机工作参数正常，高压转子转速摆动现象消失，发动机推力稳定。故障得以排除。

关键词：高压转子；转速摆动；转速调节系统；加速控制器；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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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Elimination on Speed Swing of an Aeroengine High Pressure R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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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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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speed swing of an aeroengine high pressure rotor，the fault phenomenon was analyzed in detail. The control principle of
high pressure rotor speed was expounded，the fault mechanism was analyzed，and the fault tree was formulated. Combined with the fault
tree，four kinds of causes such as inlet temperature sensing unit fault，integrated electronic regulator fault，fuel system fault，and speed reg⁃
ulation system fault were enumerated. After a series of analysis of four kinds of fault causes，it was determined that the acceleration controller
did not completely quit work and had the function to control the rotor speed, which was the reason for the speed swing. Aiming at the speed
swing aeroengine，the acceleration was adjusted to a reasonable range，and the measures were verified in the ground testing and flight tes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gine operating parameters are normal，the speed swing phenomenon disappears，the engine thrust is stable，and
the fault is elim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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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卷 第 5期

2021年 10月

Vol. 47 No. 5
Oct. 2021

0 引言

在航空发动机正常使用过程中，由油门杆来控制

高压转子转速的变化。当油门杆不动时，发动机高压

转子转速应处于稳定位置。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

油门杆不动而高压转子转速摆动情况，会发生其他参

数随动的故障现象。这种故障极易造成发动机推力

波动、进气流量扰动、整机稳定性降低等问题，对飞行

安全产生不利影响[1-2]。

黄玉军[3]分析了发动机中与供油系统有关的性

能工作参数摆动故障的原因，即转速限制机构切油点

提前、转速放大器有故障或调整不当，这些因素直接

影响发动机的工作性能，并介绍了排除故障的方法；

张立新等[4]针对燃油压力、燃油耗量、扭矩等参数摆

动故障，列举了粗细油滤脏和限温、转速校正系统、调

速器、燃油调节器等故障发生的原因，并进行了故障

排除；孔祥兴等[5]针对某型民用涡扇发动机，通过改

进算法，在涡扇发动机起动过程采用 n-dot闭环控制

算法，设计了涡扇发动机起动过程开环与闭环分段组

合的控制计划，在起动初始阶段采用基于油气比的开

环控制，之后进入闭环控制和慢车稳态控制模式，消

除了起动初始阶段的参数摆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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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性；王磊等[6-8]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提出了

一种网络参数与保成本容错控制器协同设计方法，建

立MET-TOD调度协议作用下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

的传输特性，仿真结果显示，低压转子转速超调量降

低了 80 %，参数摆动减小了 66.7 %，实现了控制器动

态性能最优；殷孝勇[9]对涡桨五型发动机转速摆动故

障进行了分析，并分析了转速调节系统、转速校正系

统、限温系统及交联装置、燃油系统等故障发生的原

因，从地面试车、分解装配、拆检清洗、线路检查等方

面提出了转速摆动故障的预防措施。国外Ait等[10]、

Crusius等[11]、Tarbouriech等[12]通过设计 PI控制器，基

本消除工作环境和发动机性能变化对起动控制性能

的影响，保证发动机参数稳定；Walsh等[13]提出了

MEF-TOD 协议，可应用于数据传输调度，在减小参

数摆动值方面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为保证发动机转速稳定，获得良好的性能，本文

基于高压转子转速控制原理，列举导致高压转子转

速摆动的因素，分析定位原因，并进行了排故和外

场验证。

1 高压转子转速摆动故障现象

在发动机使用过程

中，在油门杆未动、进气温

度没有变化的稳定状态

下，在地面和空中多次出

现高压转子转速无规则摆

动，其它参数随动的故障

现象，如图1所示。

判读飞参，高压转子

转速、低压转子转速、排气

温度、高压进口导叶角度摆动幅值较大，超过规定值；

操作者在座舱中明显感到推力变化。

2 高压转子转速控制原理

转速调节器自动保持高压转子的给定速度并按

进气温度修正，靠改变主燃烧室的供油量来实现[14]。

计量开关的位置决定燃油供油量，取决于主燃油泵调

节器的离心调节器和综合电子调节器[15-16]。高压转

子转速控制原理如图2所示。

在离心调节器的摆锤活门上，受配重的离心力和

弹簧的共同作用。当摆锤活门偏离均衡位置时，通过

改变放油孔口的面积来改

变摆锤内腔中的燃油压

力，从而改变供油量，直到

转速恢复平衡为止。

用主燃油泵调节器油

门杆调节高压转子转速，

发动机进口温度感受附件

的指令通过型面凸轮修正

转速。当燃油温度变化

时，利用温度补偿器保证

转速调节器稳定工作。发

动机综合电子调节器根据

占空比S1，参与控制主燃烧室供油量。

3 高压转子转速摆动故障原因分析

基于该型发动机的控制计划和控制原理，高压转

子相对转速应按与油门、进气温度相关的调节计划来

控制主燃油流量，以保证发动机的推力按规律变化。

（1）在进口温度感受附件方面，当进口温度感受

附件故障时，T1测量有误，导致高压转子给定转速不

能按进气温度修正，引起转速摆动。

（2）在综合电子调节器方面，S1指令控制主燃油

供油量时，若指令异常，导致供油量变化，进而使转速

发生波动。综合电子调节器消喘指令可导致主燃烧

室短时切油，进而使转速发生波动。综合电子调节器

大车重调指令可导致重调特性改变发动机当前状态，

进而使转速发生波动。

（3）在燃油系统方面，主泵进口油压波动量值较

大，且低于允许最小进口燃油压力时，可能出现主燃

油泵调节器工作异常情况，导致转速波动。在主泵进

口油温异常波动时，主泵内部温度补偿片来不及修正

计量燃油流量，进而使转速发生波动。

（4）在转速调节系统方面，计量装置工作异常时，

定压差发生波动，计量燃油流量发生变化，进而使转

速发生波动；摆锤活门工作异常时，导致高压转子相

对转速按油门、进气温度特性调节的灵敏性降低，进

而使转速发生波动；加速控制器无法退出工作时，与

转速调节器共同耦合控制，使得系统工作不稳定。

综上所述，高压转子转速摆动故障与进口温度感

受附件、综合电子调节器、燃油系统、转速调节系统等

有关。故障树如图3所示，共有9个底事件。

图1 高压转子转速摆动

故障现象

图2 高压转子转速控制原理

高压转子转速高压转子转速

排气温度

高压转子转速

低压转子转速

进气温度
高压进口导叶角度

油门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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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中故障因素分析可知：

（1）在试车过程中测量主、副温包指令压力及稳

定放油压力，压力值稳定，符合技术要求。X 1因素可

以排除。

（2）在试车过程中进行综合电子调节器断电检查，

转速波动现象依然存在。X2、X3、X4因素可以排除。

（3）主泵为齿轮泵，容积泵的进口压力即使波动，

对泵后压力影响甚微X5因素可以排除。

（4）在飞参中无燃油超温告警，且油温变化也不

至于引起燃油计量发生突变；温度信号惯性较大，不

太可能发生突变。X6因素可以排除。

（5）在试车时增设计量装置前后压力传感器P22、

P21，转速波动时其压差值保持恒定，未见波动；计量

活门随动活塞随动活塞面积较大，对压差响应很灵敏，

其结构为皮碗结构，未见滞涩情况。X7因素可排除。

（6）查阅履历资料，故障发动机的主泵出厂时摆

锤活门灵活性检查结果为±0.1 %，远远小于此次波动

量，压力测试结果表明摆锤内腔压力正常，单摆活门

运动灵活。X8因素可排除。

判读故障发动机的加速性，加速性慢，超出正常

范围。当加速性过慢，导致稳态时加速控制器无法退

出工作，与转速调节器共同耦合控制，使得系统工作

不稳定。

在发动机稳定工作状态下，自动加速活门关闭计

量开关随动活塞放油，用转速调节器保持稳定工作状

态。当调整加速钉过多导致加速性变慢时，加速活门

在弹簧作用下向右移动过多，不能完全关闭，计量活

门偏开，随动活塞控制内腔一直放油，达不到稳态系

统建立时所需的油压，加速控制系统会一直工作。在

转速调节器共同耦合控制下，主燃油泵离心调节器的

摆锤活门，受离心式转速传感器配重的离心力和弹簧

的共同作用，无法建立稳定工作时的平衡状态，导致

高压转子转速波动，并引起低压转子转速、排气温度、

高压进口导叶角度等其他发动机参数的随动。

综上分析，加速控制器未完全退出工作是转速摆

动的初步原因。

4 排故验证

针对波动量较大的发

动机，判读飞参发现加速

时间较长，通过调整加速

钉，将加速性调至规定范

围内，进行试车和飞行验

证发现，高压转子转速稳

定，转速波动现象消失，如

图 4 所示。空中推力平

稳，操作者未感受到推力

脉动。

5 结束语

高压转子转速稳定工作，对维持发动机的推力、

保证发动机的整机稳定性和喘振裕度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针对高压转子转速摆动故障现象，基于高压转子

转速控制原理，通过列举故障树的方法分析故障原

因，并逐一排除，确定故障原因为加速性偏慢，导致稳

态时加速控制器无法退出工作，与转速调节器共同耦

合控制，使得系统工作不稳定。经外场试车和飞行验

证，发动机工作参数正常，未见参数摆动现象，发动机

推力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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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燃油调节原理的航空活塞发动机性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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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直接喷射式燃油系统具有油气比控制精确、燃油燃烧效率较高、便于寒冷天气起动等优点，广泛应用于航空活塞发动

机。基于在中国通用航空领域广泛应用的Cirrus SR20和Cessna 172R型飞机分别配装的大陆 IO-360-ES和莱康明 IO-360-L2A发

动机的直喷式燃油调节器的结构组成和调节原理，比较分析了这 2种航空活塞发动机的加速性能、高空调贫性能和慢车工作稳定

性等发动机使用性能。结果表明：IO-360-ES发动机燃油经大车燃油压力和慢车燃油压力调节后进行油气混合比调节，再流至油

门计量体进行燃油压力调节；IO-360-L2A发动机燃油经过人工混合比调节、慢车燃油流量和混合比调节后流至主燃油调节器。

IO-360-ES发动机燃油系统的高空调贫性能和慢车稳定性能优于 IO-360-L2A型发动机的，但 IO-360-L2A发动机燃油系统的加

速性能优于 IO-360-ES发动机的。

关键词：航空活塞发动机；燃油调节；加速性能；高空调贫性能；慢车工作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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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irect injection fuel system had advantages of precise fuel and gas ratio control，high fuel combustion efficiency，and
easy starting in the cold weather，so it was widely used in aero piston engine. The key components and the regulation principles of two typi⁃
cal direct injection fuel regulators were analyzed. These direct injection fuel regulators were adopted by Continental IO-360-ES and Ly⁃
coming IO-360-L2A engine installed in the Cirrus SR20 and Cessna 172R aircraft respectively，which were widely used in general avia⁃
tion. Based on the above study，several engine performance such as the acceleration performance，high altitude mixture adjustment perfor⁃
mance and idle stability for these two types of aero piston engine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O-360-ES engine fu⁃
el is adjusted for maximum power fuel pressure，idle fuel pressure and the fuel-air mixture ratio successively，and then flows to the throt⁃
tle metering body for fuel pressure adjustment.IO-360-L2A engine fuel flows to the main fuel regulator after manual mixture ratio adjust⁃
ment，idle fuel flow and mixture ratio adjust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high altitude mixture adjustment performance and
idle stability are excellent for IO-360-ES engine while the acceleration performance is excellent for IO-360-L2A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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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燃油系统的功用是给燃油增压，调节

发动机所需的燃油流量，调节油气比，雾化燃油以供

燃烧，满足发动机在各种工况下的燃油需要[1]。燃油

调节装置是发动机燃油系统的核心组成部件，目前使

用的航空活塞式动力装置燃油系统中的燃油调节装

置多为直接喷射式或汽化器式燃油调节器[2]。

与汽化器式燃油系统相比，直接喷射式燃油系

统[3]具有较精确的油气比控制，燃油燃烧效率较高，

且因为燃油汽化而结冰的可能性小，易于在寒冷天气

起动[2]，因此在航空活塞发动机上得到了广泛应用，

并吸引了众多科研人员的研究兴趣。Takagi[4]回顾了

直喷式燃油系统的发展历程，详细分析了该系统在低

燃油消耗率、高功率输出、低污染排放等方面的优势，

展望了其未来的应用和发展趋势；Xie等[5]研究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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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式航空活塞发动机燃油中的铅成分对发动机持续

适航的影响，并提出燃油系统维护的解决措施；Har⁃
shavardhan等[6]采用CFD方法分析了直喷式活塞发动

机起动注油时活塞形状对汽缸内空气流动以及空气

与燃油相互混合的影响；Chan等[7]试验研究了喷油压

力对直喷式活塞发动机汽油闪蒸喷雾结构改变的影

响；Colin等[8]建立了直喷式活塞发动机的点火模型；

魏武国[9]分析了 IO-240A&B航空活塞发动机燃油系

统的基本结构，研究了燃油调节过程，提出了校验燃

油调节系统的步骤；李自俊[10]分析了活塞式发动机机

械泵失效时的自动应急供油方法；孟现召等[11]分析了

发动机驱动燃油泵的结构设计对发动机慢车稳定性

能的影响，并提出了在 Cirrus SR20飞机上进行双泵

油压协调的必要性；王凯等[12]总结分析了航空活塞发

动机直喷式燃油系统常见故障，探讨了其诊断技术；

黄强等[13]在AMEsim仿真平台上建立了发动机燃油调

节系统模型，采取支持向量机法对特征数据进行训

练，验证了支持向量机法用于发动机燃油调节系统故

障诊断的优越性和可靠性。

中国通用航空领域广泛应用的 Cirrus SR20和
Cessna 172R飞机[14]分别配装特内达因·大陆公司生

产的 IO-360-ES与莱康明公司生产的 IO-360-L2A发

动机，均采用直接喷射式燃油调节器。飞行员轮换驾

驶这 2型飞机，需要同时掌握其使用性能。目前还未

见对这 2型发动机燃油调节系统原理及对发动机使

用性能影响的专门研究。本文比较了 IO-360-ES和
IO-360-L2A发动机的 2种直喷式燃油系统的燃油调

节原理，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 2种航空活塞发动机

的使用性能。

1 燃油调节原理

1.1 IO-360-ES发动机燃油调节原理

IO-360-ES发动机燃油调节流通通路如图 1所
示。从图中可见，从飞机油箱来的燃油首先进入油气

分离腔。分离出来的气体从油气分离腔顶端的回路

回流到燃油箱；燃油则流入发动机驱动燃油增压泵入

口的通路。经过发动机驱动燃油泵增压的燃油，通过

高空自动调贫膜盒组件和慢车燃油压力调节活门，分

别调节大车和慢车的燃油压力；经压力调节后的燃油

流到人工混合比调节轴装置进行油气混合比调节；再

流至油门计量体进行燃油压力调节；最后经燃油分配

器被分配到每个燃油喷嘴。其中，油气分离、燃油增

压、大车燃油压力调节、慢车燃油压力调节和油气混

合比调节在发动机驱动燃油泵组件内完成；油门计量

体燃油压力调节在油门计量体内完成。发动机驱动

燃油泵组件由油气分离腔、旁通活门、发动机驱动燃

油泵、高空自动调贫膜盒组件、慢车燃油压力调节活

门和油气混合比控制轴组成，如图2所示[15-16]。

分离出来的蒸汽回流到燃油箱 回流到燃泵进口

燃油箱来的燃油

燃油箱来的燃油 发动机驱
动燃油泵

旁通活门

高空自动调
贫膜盒组件

慢车燃油压
力调节活门

油气混合比
控制油

油门计量体

燃油分配器燃油喷嘴

部分燃油直接从燃油泵出口
流到混合比控制轴入口

油气分离器

图1 IO-360-ES发动机燃油调节油路

图2 发动机驱动燃油泵组件构造

燃油箱来的燃油进口燃油箱来的燃油进口

蒸汽回流

油气分离器本体

发动机驱动燃油泵发动机驱动燃油泵

干隔腔泻油孔

旁通活门
到油门计量体的燃油

混合比控制轴

大车燃油压力调节活门

慢车燃油压力调节活门

1.1.1 高空燃油压力调节

从图 2中可见，大车燃油压力调节活门是 1个圆

柱形的腔室，里面有 1个真空膜盒元件，膜盒由富有

弹性的特殊材料制成。膜盒外部通外界大气，膜盒内

侧连接 1个发动机驱动燃油泵组件回油路流量调节

的活门。IO-360-ES发动机为吸气式进气系统，对于

相同的进气截面面积，当飞行高度增加时，外界大气

压力降低，导致进入发动机的空气量减少。在这种情

况下，随着膜盒外界的大气压力相应降低，膜盒内外

压差变大，致使膜盒膨胀，推动活门向内侧移动，使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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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开度加大，进而使回油量增多，供向油门计量体的

燃油量减少，保证了油气比的稳定性，从而保证了发

动机稳定有效地燃烧。同时，该膜盒组件起到大车燃

油压力调节的作用，故又称为大车压力调节活门。

1.1.2 慢车燃油压力调节

从图 1、2中还可见，慢车燃油压力调节活门与高

空自动调贫膜盒组件串联，位于发动机驱动燃油泵组

件内部，燃油流过高空自动调贫膜盒组件调节活门后

等量地流到慢车燃油压力调节活门进口（如图 3所
示）。该活门的腔体分为左右 2部分，弹簧作用在活

门的右边，用橡胶隔膜隔开，弹簧右边顶杆的右端有

1颗螺钉，可以通过调节螺钉旋入腔体内的长度，即

调节弹簧的预形变量来改变作用在活门上的预压力。

活门的左上端通向大车燃油压力调节活门出口，左下

一端通向混合比调节轴，另一端通向发动机驱动燃油

泵的入口，燃油回流。在慢车工作状态下，发动机转

速较低，泵的出口压力也相应较低，为了使燃油压力

和流量满足发动机的正常工作需求，只有当泵出口的

燃油压力大于弹簧的预压力时，即大于最小允许燃油

供应压力时，才允许燃油回流。

1.1.3 油气混合比调节

大部分经过发动机驱动燃油泵增压的燃油流到

人工混合比调节轴装置，其外部通过钢索与驾驶舱中

央操纵台的油气混合比操纵杆连接（图 1）。通过操

纵油气混合比杆改变燃油出口截面面积，以调节到油

门计量体的燃油流量和压力，从而改变油气比[17]。

1.1.4 油门计量体燃油压力调节

燃油流出发动机驱动燃油泵组件后马上流向油

门计量体。油门计量体左

端为油门连接杆，该油门

连接杆与节气门轴相连

接，同时通过钢索与飞机

驾驶舱中央操纵台的油门

杆相连，如图4所示。

操纵油门控制杆使节气门开度增大或减小，节气

门轴右边的燃油计量凸轮相应地旋转，而燃油计量插

头位置保持不变，凸轮上的开口与计量插头上的小孔

的位置发生改变，使得允许燃油通过的截面积相应地

增大或减小；通过燃油计量凸轮的燃油压力也相应地

升高或降低。同时通过油门计量体还可设定慢车工

作时发动机的最小转速和油气混合比[18]。经过计量

的燃油从油门计量体的出口流向燃油分配器，从而被

分配到每个燃油喷嘴。

1.2 IO-360-L2A发动机燃油调节原理

IO-360-L2A发动机燃油调节系统由燃油计量部

件、燃油流量调节部件组成[19]。来自发动机驱动泵的

燃油经过人工混合比、慢车燃油流量和混合比、主燃

油的调节后，经过燃油分配器均匀分配到燃油喷嘴，

供气缸内燃烧。燃油调节流通通路如图5所示。

1.2.1 主燃油调节计量燃油

主燃油调节器包括文氏管、2个空气室及空气薄

膜、2个燃油室及燃油薄膜、与空气薄膜和燃油薄膜

相连的球形活门，如图 6所示。A室内的空气压力为

文氏管喉部的压力；B室内的空气压力为大气压力；C
室直接通油泵来的燃油；D室通经过混合比调节器调

节和定油孔后的燃油。C室油压大于D室油压。当

空气流经文氏管时，在喉部的流速增大，压力降低，则

A室压力小于B室压力，这一压力差使得球形活门开

度增大，供油量相应增加。

节气门开度越大，压力差

也就越大，球形活门开度

也就随之越大，供油量也

相应越大；反之，节气门开

度减小，供油量也随之减

小。由于节气门与油门杆

相连，当前推或后收油门

时，进气量发生变化，供油

量也随之发生变化。调整

高空自动调贫膜盒组件调节活门
出口的燃油

活门 隔膜

弹簧
顶杆

慢车压力调节活门
进口燃油

活门定心杆
慢车压力调节活门

出口燃油

混合比调节
轴出口燃油

图3 慢车燃油压力调节活门

图4 油门计量体

油门连接杆 节气门本体

燃油计量插头

节气门轴
燃油计量凸轮

图5 IO-360-L2A发动机燃油调节油路

燃油箱来
的燃油

非计量燃油
主燃油流量调节器C腔室

发动机驱动
燃油泵

进口
油滤

人工混合比
调节活门

人工混合比
调节活门

慢车
活门
慢车
活门

燃油流量
分配器燃油喷嘴 主燃油流量

调节器D腔室
主燃油流量

调节器D腔室

计量
燃油 定油咀

图6 主燃油调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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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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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车转速调节螺钉，也就是调整油门杆收到最后时节

气门开度的大小，可调整发动机慢车转速的大小。

1.2.2 人工混合比调节

慢车燃油量和混合比调节装置如图 7所示。操

纵混合比杆时，混合比调节活门的开度改变。前推混

合比杆时，活门开度增大，流到主燃油调节器D室的

燃油流量增大，混合气变富油；后收混合比杆时，活门

开度减小，流到主燃油调节器D室的燃油流量减小，

混合气变贫油。当混合比杆收到最后慢车关断位时，

燃油流量很小，致使油压降低，不能打开燃油流量分

配器上的分油活门，从而使发动机停车。

1.2.3 慢车燃油量和混合比调节

慢车活门杆与节气门调节杆联动，从而使慢车定

油活门与节气门联动，控制主定油孔的开度，以调节

喷油量（图 7）。推油门时，慢车定油活门随节气门开

大而使定油孔截面开大，使流过定油孔的流量增加，

喷油量随之增加。调整慢车混合比调节螺帽，调整节

气门调节杆与慢车活门杆连接处的联动杆的长度，可

改变慢车活门的开度，使流量改变，从而使慢车混合

比改变。

2 直喷式航空活塞发动机性能

2.1 加速性能

航空活塞发动机的加速性是指快推油门杆时，发

动机转速升高的快慢程度。发动机的加速性能越好，

机动性能就越好，飞机的可操纵性就越强，飞机的安

全性也就越高。因此加速性能是衡量发动机整体性

能的 1个关键指标。通常以快推油门时发动机从慢

车转速加速到最大转速所需的时间 t作为衡量加速性

的标准，所需的时间越短，发动机的加速性越好[2]

t = C ⋅ ∫
nidle

nmax J ⋅ n
ΔN dn （1）

式中：△N为发动机剩余功率；J为发动机转子转动惯

量；nmax为发动机最大转速；nidle为发动机慢车转速；C

为常数。

在发动机转子转动惯量 J等因素相同时，影响 t

的主要因素为剩余功率△N，而影响△N的主要因素

为燃油量增加得快慢。

IO-360-ES发动机在加速过程中，油门杆前推，

与操纵系统机械连接的节气门开度增大，空气流量会

迅速增大。在节气门开度增大的同时，燃油计量孔的

截面积也相应地增大到所需面积。但是，发动机驱动

燃油泵输出的燃油压力与转速线性相关，不能立即增

大。慢车燃油压力调节活门内的弹簧与大车燃油压

力调节活门中的膜盒位置都不能突变，因此通过计量

孔的燃油压力升高幅度较小，燃油增大速度稍滞后于

空气增大速度，不能立即满足加速要求，导致加速瞬

间进入发动机的燃油稍小于需求量，混合气比规定的

要求稍贫油。随着发动机转速的升高，燃油压力逐渐

升高，燃油供给量达到所需燃油量，加速过程完成。

IO-360-L2A发动机在加速瞬间，空气流量增大，

A腔和B腔的压差迅速增大，球形活门在加速瞬间的

流通截面面积大于所需值，燃油流量增速加快。随着

燃油流量迅速增加，C腔与D腔压差增大，活门开度

减小到加速后稳态时的开度。该燃油系统利用加速

瞬间燃油流通截面面积大于所需值的方法来提高燃

油流量，加速性能优越。

综上，IO-360-L2A发动机的燃油量增大较快，加

速性能优于 IO-360-ES发动机的加速性能。

2.2 高空调贫性能

在相同的节气门开度时，进入发动机气缸内空气

量的多少是外界空气的密度和压力的函数。外界空

气压力越高，密度越大，进入气缸的空气量就越大，需

要的燃油量也就越多。随着飞机飞行高度的增加，外

界大气压力降低，空气也相应地变得稀薄，通过相同

的节气门截面面积，进入气缸的空气量将会变小，氧

气量也会相应地变少。为了保证气缸内混合气稳定

有效地燃烧，需要减少燃油供应[20]。IO-360-ES发动

机燃油系统的高空调贫通过 1个额外的高空自动调

贫膜盒组件来实现，即通过感受外部压力的变化来改

变膜盒的膨胀量，从而改变回油活门的开度，达到调

节供油量的目的，自动实现精确的高空调贫功能。

IO-360-L2A发动机燃油系统的燃油调节通过

图7 慢车燃油量和混合比调节装置

油滤

定油孔

慢车定油活门

燃油进口

计量燃油
非计量燃油

混合比调节活门
人工混合比调节操纵杆

与节气门调节杆联动的慢车活门操纵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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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2个空气腔的压力差来实现。A腔对应的是文氏

管喉部的压力；B腔对应的是外界的大气压力。飞机

飞行高度增加时，文氏管喉部和外界大气压力都会相

应降低，其压差保持不变。随着高度增加，空气的密

度减小，进入发动机气缸的空气量会相应地减少，而

燃油系统供油量不会自动减少，需要飞行员根据手册

通过操纵混合比操纵杆进行人工调贫来获得合适的

混合气，调贫精度难以精确控制。

2.3 慢车工作稳定性能

慢车工作状态是发动机稳定、连续工作的最小转

速工作状态，用于飞机着陆、快速下降、地面滑行等。

在不同的发动机转速下，需有不同的油气混合比

M[21]，用余气系数α来表征

M=1/（αLth） （2）
式中：Lth为 1 kg燃料完全燃烧所需要的最少空气质

量，即理论空气量，航空汽油的理论空气量为15.1。
发动机的余气系数值随发动机转速的变化曲线

如图 8所示[2]。在发动机小转速工作时，由于废气冲

淡严重，需要增加供油比例，余气系数应设置为0.7左
右，混合气较为富油，发动机工作的稳定性较差。因

此，精确控制慢车混合比尤为重要。

IO-360-ES发动机维护手册规定，在无风的条件

下，应通过调节油门计量体上止动钉的止动位置来调

节发动机的慢车转速为600~750 r/min；在外界环境变

化较大（如换季）时，需通过调节油门计量体上的慢车

混合比调节螺钉，调整发动机的慢车混合比，使其工

作在最佳状态。另外，慢车燃油压力调节活门保证了

燃油的压力和流量满足发动机的慢车状态时的正常

工作需求。调节慢车燃油压力调节活门右边弹簧右

边顶杆一端的螺钉旋入腔体内的长度，可调节弹簧的

预形变量，来改变作用在活门上的预压力，从而调整

在慢车转速时的最大回油压力。

通过调整 IO-360-L2A发动机慢车转速调节螺

钉，也就是油门杆收到最后时，调整节气门开度的大

小，可调整发动机慢车转速的大小。该发动机通过调

整慢车混合比调节螺帽来改变慢车活门的开度，使流

量改变，从而使慢车混合比改变。

因此，相对来说，IO-360-ES发动机从多角度保

证了慢车转速时的供油量、供油压力和慢车混合比，

其慢车稳定特性优于 IO-360-L2A发动机的。

3 总结

（1）大陆 IO-360-ES和莱康明 IO-360-L2A这 2
种发动机虽然都采用直喷式燃油调节系统，但其组成

结构和工作原理差异较大。前者的油气分离、燃油增

压、大车燃油压力调节、慢车燃油压力调节和油气混

合比调节，均在发动机驱动燃油泵组件内完成；而主

燃油压力调节在油门计量体内完成。后者在混合比

调节装置进行人工混合比调节、慢车燃油流量和混合

比调节后，进入主燃油调节器完成主燃油调节。

（2）IO-360-ES发动机燃油系统的高空调贫通过

1个额外的高空自动调贫膜盒组件来实现；IO-360-
L2A型发动机燃油系统由飞行员根据手册通过操纵

混合比操纵杆进行人工高空调贫。

（3）燃油调节系统组成结构和工作原理的不同，

使得 IO-360-L2A型发动机的加速性能优于 IO-360-
ES发动机的；而 IO-360-ES发动机燃油系统的高空

调贫性能和慢车稳定性能优于 IO-360-L2A型发动

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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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轴发动机燃油信号故障对策

赵 飞 1，蓝 天 2，开文杰 1

（1.中国航发控制系统研究所，江苏无锡 214063；2.陆军装备部驻上海地区航空军事代表室，上海 200235）

摘要：某型涡轴发动机燃油计量活门位置信号失效后，采取直接停车的处理对策。为了提高燃油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设

计了一种基于伺服回路校正的方法。在燃油计量活门位置信号失效后，通过在燃油伺服回路中串联 1个校正器，使得校正后的通

路增益为 1，计算出合适的电流继续控制燃油执行机构，可避免发动机停车，实现发动机稳定控制。采用基于单点积分的扫频法，

在半物理试验器上辨识出燃油执行机构的高精度数学模型，并根据数学模型设计了校正器的控制参数。在仿真模型、控制系统半

物理试验器以及发动机地面试验台对增加校正器的燃油系统进行试验验证。试验结果表明：该伺服回路串联校正方法可以在燃

油计量活门位置信号失效后，有效控制发动机在一定状态下稳定工作。

关键词：燃油计量活门；位置信号；故障对策；伺服回路校正器；执行机构；涡轴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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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Accommodation of Fuel Signal for Turbine-Shaft Engine
ZHAO Fei1，LAN Tian2，KAI Wen-jie1

（1. AECC Aero Engine Control System Institute，Wuxi Jiangsu 214063，China；2. Aviation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PLA Army

in Shanghai，Shanghai 200235，China）

Abstract：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position signal of the fuel metering valve of a turbo-shaft engine，the accommodation of artificial shut⁃
down was adopt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and safety of the fuel system，a servo loop correction method was designed. After the
position signal of fuel metering valve failed，the corrected path gain was 1 through a in series corrector in the fuel servo loop. By calculating
the appropriate current to continue to control the fuel actuator，the engine shutdown could be avoided and the engine stability control could
be realized. A high-precision mathematical model of fuel actuator was identified on a semi-physical tester by sweep frequency method
based on single point integration，and the control parameters of corrector were designed by the model. The simulation model，the semi-phys⁃
ical tester of the control system and the ground test bench of the engine were tested and verified for fuel system with corrector added.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rvo loop correction method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engine to work stably under certain condition after the po⁃
sition signal of fuel metering valve fails.

Key words：fuel metering valve；position signal；fault accommodation；servo loop corrector；actuator；turbo-shaft engine

0 引言

发动机数控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直接关系到

发动机安全，数控系统故障诊断及处理对策是提高发

动机可靠性及安全性的重要方法之一。故障诊断指

系统对发动机异常情况的检测与分析，处理对策则是

系统对于异常情况采取的相应弥补措施，从而提高系

统容错能力，以保证系统安全运行，最终确保发动机

安全[1-3]。通过实施数控系统的故障对策避免发动机

空中停车，实现其稳定控制，能够提高发动机数控系

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国内外学者对故障诊断进行了深入研究[4-6]。李

本威等[7]通过监测发动机部件的性能参数实现对发

动机健康状态的监视，从而实现故障诊断；姜洁等[8-9]

基于极端学习机算法建立离线/在线优势相结合的发

动机逆模型，能够准确诊断出传感器/执行机构的故

障，且有较强的实时性与适应能力；何保成等[10]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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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仿真模型，在航空发动机数控系统的故障分析

中提供故障定位措施，同时可用于分析传感器的一般

故障机理；朱子杰[11]基于卡尔曼滤波器、鲁棒滤波器

以及神经网络开展全飞行包线内的发动机部件故障

预测与诊断，实现传感器故障的在线检测、隔离及重

构；张高钱[12]采用改进的支持向量机建立传感器故障

诊断系统，实现故障诊断与预测，且具有通用性，可用

于不同类型的发动机；蒋平国等[13]基于执行机构回路

模型，实现快速且准确的执行机构位置传感器故障诊

断，并在某型发动机全权限数字电子控制系统中进行

了工程应用。在故障处理对策上，也有学者开展了相

关研究。针对存在故障的涡扇发动机建立 T-S模糊

系统，设计反馈容错控制器，能在系统发生故障时抑

制故障输入的影响[11]，但缺乏工程应用实践；设计被

动/主动容错控制系统，改进故障后系统切换时的过

渡方式，减少了切换时系统的波动量[12]；在故障发生

后改变控制算法，采用不完全微分补偿的方式对执行

机构位置传感器故障进行容错控制，并通过了半物理

模拟试验验证[13]，但可能会引起系统振荡。

本文针对某型涡轴发动机在燃油计量活门位置

信号失效后采取的主动控制发动机停车的保守策略，

提出一种对燃油计量活门控制回路优化的方法，在仿

真模型、半物理试验器、发动机整机上进行试验验证，

并对验证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1 执行机构控制回路组成及原理

目前，在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中，执行机构大部

分采用小闭环控制回路（相对于发动机转速等大闭环

控制回路而言），以提高系统稳定性和动态品质[13]。

某型涡轴发动机燃油流量小闭环控制回路结构如图

1所示。

数字电子控制器根据给定条件按一定的控制律

和控制算法计算出燃油流量后，先根据燃油供油装

置的供油特性得到燃油计量活门的位置给定值，与燃

油计量活门位置反馈信号比较后通过校正算法产生

输出信号，由电液伺服阀来控制燃油计量活门的位

置，最终使燃油计量活门达到给定位置，从而保证经

燃油计量活门计量后进入发动机燃烧室的燃油流量

等于控制需要的燃油流量。

系统通过设计合格的参数来保证燃油小闭环控

制回路的动态响应足够快，在正常情况下，燃油计量

活门位置反馈值可迅速跟随燃油计量活门位置给定

值。若用于测量燃油计量活门位置的线位移传感器

（Linear Variable Differential Transformer，LVDT）失效，

使得实际的燃油计量活门位置不可知，无法形成闭环

回路，不能有效地控制燃油供给，会严重影响系统的

控制稳定性和发动机安全。因此，在燃油计量活门位

置信号故障后，设计合理的处理对策来保证发动机运

行安全就十分重要[14-16]。

2 现有故障对策分析

目前，某型涡轴发动机燃油计量活门位置信号失

效的故障模式与处理对策见表 1。表中序号 1为位置

信号单通道故障，单通道故障不影响发动机正常工

作；序号 2为双线圈双通道故障，其处理对策为控制

发动机停车。

从表中可见，在燃油计量活门位置信号双线圈失

效时，数控系统直接控制发动机停车。这种处理对策

虽然可保证发动机安全停车，但引起的后果对直升机

是十分严重甚至是致命的。

实际上，当燃油计量活门位置信号双线圈失效

后，燃油执行机构并未发生故障，从发动机控制角度

出发，只需要设计出一种合适的控制方法以及选取 1
套恰当的控制参数，计算出合适的控制电流来控制燃

油执行机构，即可控制发动机处于某一稳定的状态，

确保发动机安全。

3 燃油伺服回路校正改进

3.1 伺服回路校正设计

在燃油计量活门位置信号故障导致小闭环回路

不可用后，从图1中可见，电液伺服阀前端缺少1个能

抵消执行机构特性的控制算法。根据伺服回路校正

图 1 燃油计量活门控制结构

序号

1
2

故障模式

单线圈

双线圈

处理对策

采用另一线圈值

控制发动机停车

表1 燃油计量活门失效故障模式与处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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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理可在“LDem→L”的前向通路中串联校正，通过

串联 1个能抵消执行结构特性的校正器，使得校正后

的“LDem→L”前向通路增益为“1”，从而实现发动机稳

定控制。由经典控制理论[17]可知，燃油执行机构可

等效为1阶积分环节K s，改进具体结构如图2所示。

从图中可见，校正器Gc ( s )应满足

Gc ( s ) ⋅ Ks = 1 （1）
则校正器的设计为

Gc ( s ) = s ⋅ 1K （2）
式中：K为增益系数。

由上述可知，除需引入 1个微分环节以抵消积分

环节中的执行机构积分特性外，还需设计 1个比例环

节 Kp'' = 1/K以抵消执行机构的增益，使得“LDem→L”
回路增益整定为“1”。同时，控制执行机构的平衡电

流存在漂移，会给系统带来一定的静差，为此，需要引

入弱积分环节 1/T i '' ⋅ s。此时燃油计量活门位置信号

失效后的控制系统结构如图 3所示，其中虚线内为伺

服回路校正结构。

3.2 伺服回路校正参数设计

在设计伺服回路校正参数时，需预先获得燃油执

行机构的数学模型，本文采用扫频试验方法获取燃油

执行机构的频域特性。目前应用普遍的扫频方法是

快速傅里叶分析，但该技术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存在精

度问题（噪声影响严重），基于频域响应的物理意义和

傅里叶分析的基本定义出发，开发了基于单点积分的

扫频技术。并从燃油执行机构性能验收（阶跃响应、

斜坡响应等）方面进行了技术验证。结果表明，扫频

获取的频域特性数学模型逼近实际特性的程度较好，

具有较高的精度，能够满足先进控制算法设计对精度

的要求。

采用上述扫频法，根据半物理试验对燃油执行机

构的辨识结果，可得出燃油计量活门执行机构的数学

模型G ( s )为
G ( s ) = A

s ( Bs + 1 ) （3）
式中：B为等效惯性值。

由此可知校正的比例系数为

Kp ′′ = 1A （4）
而为了消除静差引入的弱积分环节 1 ( )T i ′′ ⋅ s ，

其积分效应应对稳定裕度基本无影响，通常情况下选

择 1个较大的时间常数 Ti″即可满足要求。在试验中

根据经验值选取 T i ″ = 2，Kp ′′ = 1.9。最终伺服回路控

制参数见表 2。本文中，Ng指的是涡轴发动机燃气发

生器转速，Np指的是涡轴发动机动力涡轮转速。

4 验证情况

4.1 数字仿真验证

使用某型涡轴发动机的数学模型进行仿真验证，

分别在地面慢车状态和空中慢车状态下进行仿真试

验，通过设置开关断开燃油计量活门采集信号的方式

注入故障，仿真结果如图 4、5所示。燃油计量活门故

障仿真情况见表3。

图3 伺服回路校正控制结构

Ng /%
K p

′′

T i
′′

65
1.9
2.0

70
1.9
2.0

75
1.9
2.0

80
1.9
2.0

85
1.9
2.0

90
1.9
2.0

95
1.9
2.0

100
1.9
2.0

102
1.9
2.0

表 2 伺服回路校正控制参数

系统状态

地面慢车

空中慢车

Np波动

75～76
100～100.2

Ng波动

80～80.5
87～87.1

表3 燃油计量活门故障仿真 %

图4 地面慢车状态故障仿真（Np响应）

图2 伺服回路校正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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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见，在地面慢车和空中慢车状态下分别

注入燃油计量活门位置信号故障，系统仿真结果Np
转速波动较小，满足设计要求。

4.2 半物理验证

在半物理试验器上，分别在地面慢车、空中慢车、

Ng转速 96%、缓慢移动总距杆、加速及减速状态下，开

展燃油计量活门位置信号双通道双线圈失效故障模

拟试验，试验时借助信号断连装置，对真实的燃油计

量活门传感器采集信号进行断线的方式注入故障。

具体情况见表4，并如图6～9所示。

试验结果表明，在地面慢车、空中慢车、Ng转速

96%以及缓慢推拉杆状态下注入故障，系统会存在一

定程度的波动。从表 4中可见，在 3个稳定状态下的

转速波动量较小，满足设计要求；在加减速状态下注

入故障时，加速过程系统Np转速超调 5.58%，减速过

程系统 Np转速超调 7.07%，加减速状态波动略超出

5%的设计要求。在燃油计量活门位置信号失效的情

况下，该伺服回路校正控制结构的设计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保证发动机稳定工作。

在半物理试验中发现，当注入故障时控制规律发

生切换时，会导致发动机转速大幅波动。经过分析，

在故障发生前输入到电液伺服阀的控制电流由“比

例+积分”环节计算，在故障发生后采取原积分项电

图5 空中慢车状态故障仿真（Np响应）

系统状态

地面慢车

空中慢车

Ng=96%
缓慢推拉杆

加速

减速

Np波动

73.62～75.84
99.22～100.50
99.49～100.26
98.52～101.41
98.30～105.58
95.22～107.07

Ng波动

80.49～81.30
86.64～87.12
96.13～96.44
88.56～100.64

表4 半物理试验器注入故障后转速波动 %

图6 改进后油针位置失效稳态过程

图7 改进后油针位置失效推杆、拉杆过程

图8 改进后油针位置失效加速过程

图9 改进后油针位置失效减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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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不变，再加上伺服回路校正环节的计算电流，可保

证故障发生时转速波动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4.3 整机试验

采用改进后的方法在某型涡轴发动机整机台架

地面慢车状态点进行了燃油计量活门位置双通道双

线圈失效故障模拟试验，试验时借助信号断连装置，

对真实的燃油计量活门传感器采集信号进行断线的

方式注入故障。具体情况见表 5，并如图 10所示。试

验结果表明，在地面慢车状态点注入故障时，系统会

存在一定程度的转速波动，但波动量满足设计要求。

4.4 仿真结果与整机试验结果分析

将数字仿真结果与整机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见表6，并如图11所示。

对比结果表明，在地面慢车状态下注入燃油计量

活门位置信号故障时，系统的Np转速存在一定幅度

的波动，但相差不大，证明了改进后故障对策有效，可

继续控制发动机并稳定在当前状态。从图 11中可

见，在注入故障后，Np的波形变化呈相反的趋势，这是

由于控制对象的负载不同造成的：在数字仿真时，负

载模型是基于直升机旋翼负载特性数据建立的，但在

整机试验时负载是由水力测功机（利用水对旋转的叶

轮形成摩擦力矩吸收）模拟的。

5 结束语

燃油计量活门位置信号对于发动机控制甚至安

全影响至关重要。本文对某型涡轴发动机燃油计量

活门位置信号失效的故障模式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串

联伺服回路校正的设计思路，针对该架构设计了控制

参数，并进行了系统半物理试验及整机验证。验证结

果表明：新设计的串联伺服回路校正方法在燃油计量

活门位置信号失效后，可以继续控制发动机并稳定在

一定状态。但整机台架验证不充分，仍需进行多状态

的试验验证以进一步优化控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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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涡扇航空发动机是极其复杂的非线性系统，运行

工况与外界环境多变，存在各种各样的干扰。目前国

内还未见专门对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中的各种干扰

和控制的公开研究报道。可实际上发动机工作在复

杂多变且恶劣的环境中，如果建模控制等研究忽略各

种干扰，只是比较发动机在确定模型下的各类控制问

题显然是不够的。PW公司花费近 20年时间和 10多

亿美元研发的齿轮传动涡扇（GTF）发动机相对于现

役的传统涡扇发动机，油耗降低 15%，维护成本降低

20%，噪声降低 75%，污染物排放降低 50%[1-2]。中国

针对GTF发动机的建模技术研究还不多，张登稳等[3]

根据已有的小型齿轮传动涡扇发动机DGEN380试验

平台，简单建立了GTF发动机部件级模型，但其模型结

构较为简单。建立精确实用的GTF发动机模型对研究

干扰模型和控制算法非常重要。

基于线性自抗扰的齿轮传动涡扇发动机控制

刘云霄，胡忠志，王继强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为了研究干扰对航空发动机系统的影响及提高控制系统抗干扰能力，采用基于模型的设计方法（MBD），建立一种大涵

道比齿轮传动涡扇发动机（GTF）部件级模型，并且针对发动机干扰来源，根据发生机理建立大气湍流干扰和功率提取干扰模型。

基于线性自抗扰控制（LADRC）方法设计了发动机转子转速控制器。在全数字仿真平台和硬件在环仿真平台上对发动机模型、干

扰模型以及控制算法进行了集成与验证。结果表明：发动机在面对这些类干扰时，LADRC控制器在转速等重要性能指标上的抗

扰能力比PID控制器提高 20%以上。LADRC控制具有更好的鲁棒性和抗干扰能力，保证了发动机的平稳运行，为LADRC在实际

航空工程中的应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线性自抗扰控制；齿轮传动涡扇发动机；大气湍流；功率提取；硬件在环仿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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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of Geared Turbofan Engine based on Linear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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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disturbance on aeroengine system and improve the anti-disturbance ability of control sys⁃
tem，a component level model of geared turbofan engine（GTF）with large bypass ratio was established by Model Based Design method
（MBD）.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engine disturbance，the models of atmospheric turbulence disturbance and power extraction distur⁃
bance were established. The engine rotor speed controller was designed based on the linear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LADRC）
method. The engine model，disturbance model and control algorithm were integrated and verified on the full digital simulation platform and
hardware-in-the-loop（HIL）simulation platfor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ti-disturbance ability of LADRC controller is more than 20%
higher than that of PID controller in speed and other important performance indexes when the engine is facing these kinds of disturbances.
LADRC control has better robustness and anti-disturbance ability，which ensures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engine，and lays a good foun⁃
d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LADRC in practical avi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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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的系统干扰按干扰来源分为外部干扰和

内部干扰。外部干扰包括大气湍流、电磁、发动机功

率提取以及引气干扰等；内部干扰包括燃油泵、传感

器等部件受环境影响的干扰、涡轮或压气机部件健康

参数蜕化等。从建模原理可概括为系统内部无法建

模的动态过程、未知的系统参数、外界的环境变化、传

感器或执行机构的噪声等[4]。传统 PID（Proportion In⁃
tergration Differentiation）控制方法对干扰的抑制能力

较弱。自抗扰控制（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
trol，，ADRC）方法可解决具有大范围复杂结构不确定

系统的控制方法[5-6]。之后 LI等[7]又提出将自抗扰控

制方法简化后的线性自抗扰控制（LADRC）方法，将

部分控制结构线性化，解决了ADRC参数过多且调节

方法无规律可循的问题，LADRC也可以达到较好的

控制效果，不仅节省了不必要的工程上应用的时间，

还利于此方法的普及与应用。

本文采用 LADRC方法实现发动机抗扰的功能，

对比研究 PID与 LADRC控制器的抗干扰效果并在硬

件在环（Hardware In-the-Loop，HIL）仿真平台上进行

验证。

1 带有干扰的GTF发动机MBD建模

本文将传统部件级模型建模方法应用于某型

GTF发动机稳态部件级模型建模中，基于流量法开展

了GTF发动机稳态性能建模技术研究。

1.1 GTF发动机建模

本文研究对象为 1台大推力、双转子、混合排气、

喷口面积不变的GTF发动机，主要由进气道、风扇、减

速齿轮箱、高压压气机、燃烧室、高压涡轮、低压涡轮、

内涵喷管和外涵喷管组成。减速齿轮箱的传动比为

3.1 [8]。发动机结构如图1所示。

1.2 基于模型的设计方法

基于模型的设计（Model Based Design，MBD）方

法是利用计算机建模仿真技术，快速完成嵌入式产品

等产品开发过程中核心算法的开发和验证工作。利

用模型的方法和自动代码生成技术可以快速完成产

品开发中的逻辑功能、处理算法；利用模型方法构造

出被控对象，可以方便、快捷、大量重复地进行产品控

制效果的验证工作。MBD方法具有很多优点，如其

图形化界面简单、操作简洁、软件能自动生成高质量

代码、代码或模块容易封装且具有良好继承性保密

性，与硬件在环平台对接良好。目前，MBD研发方法

在汽车电子领域[9]取得良好效果，未来MBD技术在航

空航天等复杂控制系统研发领域将会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10]。

1.3 静态方程

1.3.1 风扇、压气机及涡轮模型

风扇与压气机都是气体压缩部件，涡轮是气体膨

胀部件，其公式大都相同，所以在此仅介绍风扇建模。

风扇的特性通过GasTurb软件获取其通用特性图，计

算时通过等换算转速线和特性曲线变量线（β线），采

用差值方法求得压气机运行点数据。特性图计算时，

压比Pr、换算转速Nc、换算空气质量流量Wc和压气机

效率 eff之间关系定义为

δ1 = T t2 /T ref （1）

Nc = nF
δ1

（2）

Wc = F1 ( β,Nc ) （3）

P r = F2 ( β,Nc ) （4）

e ff = F3 ( β,Nc ) （5）

式中：δ1为折合总温；T t2为风扇进口温度；nF为风扇转

速，通常标准天气流总温 T ref = 288 K，总压 P ref =
101.325 kPa；F i为插值函数。

1.3.2 燃烧室模型

燃烧室的功能是将高压空气喷入燃油燃烧，利用

燃气的热能进入涡轮膨胀作功。

W4 = W3 + Wf （6）

P t4 = (1 - σB ) P t3 （7）

H4 = (W f ⋅ LHV ⋅ ηB + W3H3 ) /W3 （8）

式中：W4为燃烧室出口气体质量流量，kg/s；W3为燃烧

室入口气体质量流量，kg/s；W f为燃料质量流量，kg/s；
LHV为燃料低热值，kJ/kg；σB为燃烧室总压损失系数；

1—进气道进口；2—风扇进口；21—风扇出口；23—低压压气机进口；24—低压压气机出口；

25—高压压气机进口；3—燃烧室进口；4—高压涡轮进口；45—（高压涡轮出口、低压涡轮进

口）；5—低压涡轮出口；7—核心尾喷管进口；17—外涵道尾喷管进口；9—核心机尾喷管出

口；19—外涵道尾喷管出口

图1 GTF发动机仿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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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B为燃烧室燃烧效率；H3为燃烧室出口总焓值。

1.3.3 尾喷管模型

涡扇发动机尾喷管的作用是将涡轮出口的燃气

在尾喷管中继续膨胀，将燃气的部分热焓转变为动

能，增大发动机出口气流的速度，也即增大发动机推

力。GTF发动机采用外涵道与核心机分开排气的方

式提供推力，且二者均为纯收敛型喷管，所以具体气

体参数计算方式不多叙述，主要是推力计算。

P t19 = P t17σBP （9）

W19 = W17 = W2 / ( 1 + BPR ) （10）

式中：P t19和P t17分别为19截面和17截面的总压，kPa；
W19、W17、W2分别为通过19、17、2截面的流量，kg/s；BPR
为涵道比；σBP为外涵总压恢复系数。

外涵道推力为

FBP = W19 ( v19 - v0 ) + ( Ps19 - Ps0 ) A19 （11）

核心机推力为

Fc = W9 ( v9 - v0 ) + ( Ps9 - Ps0 ) A9 （12）

总推力为

F = FBP + Fc （13）

式中：vi为 i截面的气体流速，m/s；Psi为 i截面的静压，

kPa；Ai为 i截面的面积，m2。

1.3.4 可变风扇喉道与可变放气活门模型

GTF发动机控制对象主要有燃油流量、可变放气

活门（Variable Bleed Valve，VBV）和可变面积风扇喷

嘴（Variable Area Fan Nozzle，VAFN）。VAFN部件功

能与尾喷管功能一样，不过核心机尾喷管是面积固定

的，而外涵道的喉道面积是可以改变的。发动机通过

风扇进入外涵道的气体会通过VAFN排出。VAFN通

过在给定折合流量和转速的条件下保持特定的压比，

使风扇在工作点有最佳的风扇性能。可变喉道风扇

面积如图2所示。

VBV可以将低压压气机里的空气从出口转移到

外涵道，以防止压气机失速。可变放气活门开度与马

赫数关系如图3所示。

相关参数计算如下

Nc = nF
δ1

（14）

P t21
P t24

= π （15）

SVBV = Sactive ⋅ Valve （16）

Wcor = f1 ( π ) （17）

Wout = Wcor ⋅ P t24
T t24

⋅ SVBV （18）

式中：π为压比；Valve为阀门的开度；Sactive为可变放气

活门总面积，m2；SVBV为实际面积，m2；Wcor、Wout分别为

换算流量和出口流量。

f1的换算关系如图4所示。

1.3.5 转子模型

GTF发动机风扇转速与低压转速换算为

nF = nL /GR （19）

式中：nF 为风扇转速，r/min；nL 为低压转子转速，r/
min；GR为减速齿轮箱的减速比。

齿轮箱对气体流动没有影响，主要会改变风扇轴

转速和风扇传递到低压转子的扭矩。发动机处于动

态时，有 7组流量平衡方程。此外需要加入转子的微图2 可变风扇喉道面积与马赫数

图3 可变放气活门开度与马赫数关系

图4 VBV流量换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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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方程进行加减速计算，高、低压轴的转子动力学方

程为

dN1
dt = (

30
π
)2 1
NL

1
JL
( η lPLT - PF - PLC ) （20）

dN2
dt = (

30
π
)2 1
NH

1
JH
( ηhPHT - PHC ) （21）

式中：JH、JL分别为高、低压轴转动惯量，kg·m2 ；由风

扇轴、齿轮箱、低压轴耦合形成。NH、NL分别为高、低

压轴转速，r/min；P为各轴的功率，kW。

1.4 稳态数据点匹配

为验证稳态模型仿真精度，选取GTF发动机若干

典型稳态工况点，对比模型输出数据和试验数据。设

计点参数相对误差见表 1，非设计点参数相对误差见

表2。
表1 设计点参数相对误差

工作点

空气流量/（kg/s）
燃油消耗率
涵道比

低压转速（r/min）
涡轮前温度/K
推力/kN

地面最大

推力点

782
0.1751
28
6070
1761.1
127.3

模型计算

结果

785.6
0.1738
27.75
6070
1758.3
127.5

误差相对

值/%
0.46
0.74
0.89
0.16%
0.13%

表2 非设计点参数相对误差

工作点

空气流量/（kg/s）
燃油消耗率

涵道比

低压转速（r/min）
涡轮前温度/K
推力/kN

非设计点

368.8
0.4637
24
6777
1750
27.01

模型计算

结果

370.6
0.4622
23.78
6777
1757.2
27.15

误差相对

值/%
0.48
0.32
0.91

0.41
0.55

通过对比仿真值和试验值，无论设计点还是非设

计点的建模误差均小于 2%，建模精度较高，证明模型

具有较高的正确性和适用性。

1.5 大气湍流畸变模型

大气湍流造成进气道前气体各参数的变化，可能

导致各部件内气体流动状态的不稳定，并在一定程度

上导致发动机转速和推力的不稳，降低飞机的安全性

和可靠性。Nastrom等[11]开发的基于Kolmogorov频谱

模型很难在时域建立模型。冯卡尔曼[12]模型可以近

似Kolmogorov频谱模型，但由于模型分数阶次高导致

在时域中也存在问题。Kopasakis等[13]总结前人经验，

以典型的大气扰动的代表性分数阶形式开发出更准确

的模型，通过传递函数和扰动频率研究具有代表性的

大气湍流时域模型。大气湍流干扰原理如图5所示。

本文应用Kopasakis大气湍流模型计算大气扰动

导致的声速、温度、压力的变化。以单位幅度正弦曲

线的组合的形式来模拟时域下的大气干扰模型输入。

实际数学模型如图6所示。

图中：Ma为马赫数；a0为当地声速，m/s。

Kolmogorov 频谱表示 1个随机的大气湍流场谱

密度

S t ( k ) = α tε2 3k-5/3 （22）

式中：S t ( k )为干扰形；α t对于每种干扰为常值；ε为涡

流耗散速率，m2/s3；k为波数，cycles/m。
传 递 GLA、GTA、GTT、GPT 可 由 式（22）推 导 出 ，

GLA、GTA的单位是m/s，GTT的单位是K，GPT的单位是Pa。
1.6 功率提取干扰模型

发动机功率提取是飞机飞行主要干扰来源之一，

与大气干扰主要影响系统外界环境变化的原理不同，

功率提取的表现方式是由于外部指令改变导致发动

机系统出现未知参数变化而引起被控对象模型不准。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发动机转速和推力不稳，对平稳

飞行产生危害。本文的功率提取研究在正常飞行过

程中为电机电池充电导致低压轴功率提取的干

扰 [14-15]。GTF发动机中功率提取干扰原理如图7所示。

随着模式的切换，控制器会根据当前电池容量给

出合理的电机指令，同时由于整个功率提取的系统的

图5 大气湍流干扰原理

图6 大气湍流模型数学模型

∑
i = 1

n sin ( xi )

GPT(s)
GTT(s)
GTA(s)
GLA(s)

ΔP
ΔT

ΔMa

ΔT
ΔP
ΔMa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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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发电机会从发动机中提取相应的需求功率

ΔPm，这就导致了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干

扰。功率提取时低压轴平衡方程为

dN1

dt = (
30
π
)2 1
NL

1
JL
( η lPLT - PF - PLC - ΔPm )（23）

2 线性自抗扰控制设计

LADRC控制器由 ADRC控制器简化而来，是将

跟踪微分环节（Tracking Differentiation，TD）省略，将

ESO（Extended State Observer）中的非线性函数部分改

为线性 LSEO，非线性 PD改为线性 PD。采用 LADRC
技术不仅能保证在达到控制精度和速度要求的同时，

降低调参难度，还能实时估计系统不确定扰动总和，

消除扰动对输出的影响[16-17]。LADRC的结构如图 8
所示。图中：B 为 PD环节的控制参数；r 为转速指令

信号；y 为低压轴转速；d 为干扰信号，不需要知道其

具体表达形式；u为控制量即燃油。

GTF发动机是2阶系统

ì
í
î

x″ = f ( x, x′,d, t ) + Bu
y = x （24）

式中：x, x′, x″, y分别为系统状态量，即转速与其 1、2阶
导数。

LESO的原理为

ì

í

î

ïï

ïï

ż1 = z2 - β1 ( z1 - y )
ż2 = z3 - β2 ( z1 - y ) + Bu
ż3 = -β3 ( z1 - y )

（25）

式中：β1、β2、β3为 LESO中的可调参数；z1、z2、z3分

别为输出信号 y、y 的微分及扩张状态对系统未知干

扰的估计。

LESO估计整个系统总的未知因素，将这些作为

总干扰准确地观测出来并引入控制回路中补偿，从而

达到抗干扰的目的[18]。

PD环节

ì
í
î

ul = kp ( r - z1 ) - kd z2
u = ( u l - z3 ) /B （26）

式中：kp、kd、B为 PD环节的控制参数，其作用是对

扰动补偿后的系统进行校正，使其满足系统各项指标

的要求。

根据参数配置方法[9，15]，可以较为方便地选取上

述6个可调参数。参数选取规则为

ì
í
î

β1 = 3wo,β2 = 3wo 2,β3 = wo 3
kp = w2c , kd = 2wc （27）

式中：wo、wc分别为观测器带宽和控制器带宽。

3 模型与控制的HIL平台集成与验证

3.1 HIL平台介绍

在当代对航空发动机控制研究中，硬件在回路平

台的作用日益明显，

平台功能包括发动机

控制系统的验证、发

动机模型深入研究与

改进、先进控制算法

的优化、飞机各种飞

行条件以及故障等状

态的模拟。仿真平台

如图9所示。

平台有 3大模块。监控工作台：主要由主控计算

机和综合测控计算机组成，其功能是平台监控、操作

管理、故障注入等。仿真器：主要由发动机模型机、执

行机构模型机、PXI工控机、状态操纵装置、信号调理

装置、负载模拟装置、适配装置等组成，主要模拟飞机

在整个包线内。控制器：由 EEC以及 EEC上位机组

成，功能是控制发动机状态。

3.2 仿真结果分析

3.2.1 模型一致性对比

数字仿真与HIL仿真对比如图 10、11所示。PLA
指令在 90%、80%、70%之间不断阶跃。结果表明，在

稳态时，PID控制的转速的相对误差最大不超过

图7 GTF发动机中功率提取干扰原理

图8 线性自抗扰控制原理

图9 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硬件

在环集成验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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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LADRC控制的转速的相对误差最大不超过

0.05%；在 PLA指令阶跃时，出现最大误差，PID控制

器是 1.3%，而 LADRC控制器是 0.6%。另外，从图 11
中可见，稳态时 LADRC控制下的转速抖动明显小于

PID控制器的，说明LADRC本身对于抑制HIL平台中

各种硬件环节等不确定干扰有很好作用。

3.2.2 LADRC与PID控制在2类平台中的对比

大气湍流模型在不同时间段内给发动机模型带

来不同的扰动输入，如图 12所示。从图 12（a）中可

见，在第 40～50 s给入静压扰动，压力变化为 ±10
kPa；从图 12（b）中可见，在第 60～80 s给入静温扰动，

温度变化为±20 K；从图12（c）中可见，在第120～130 s
给入马赫数扰动，马赫数变化为 ±0.05；在第 180～
190 s将上述各类大气干扰同时加入；从图 12（d）中可

见，在第150 s让发动机加载功率提取模型，在第160 s
卸载功率提取模型，在这 10 s内约为 310 kW（负号表

示从发动机抽取功率）。功率提取主要发生在高空巡

航状态下，所以此干扰只在高空状态下进行仿真。

在地面点验证大气干扰 3个影响因素在 LADRC
与 PID控制中的效果。在 Simulink平台中的运行结

果如图 13（a）、（c）、（e）、（g）所示，在HIL中的运行结

果如图（b）、（d）、（f）、（h）所示。在这 2 个平台，

LADRC的转速抖动程度都要小于PID控制的。

模型运行在高空巡航条件（H=10668 m，Ma=0.8）
下模拟功率提取干扰如图 14所示。从图中可见，在

巡航条件下发动机可以稳定向电力部件传递功率给

电池充电，在高空巡航时同类型干扰对于发动机转速

的影响比地面状态影响稍大，并且 LADRC控制器在

每个平台都展现了优越的抗干扰性能。

（a）PID阶跃控制 （b）LADRC阶跃控制

图10 闭环动态过程仿真曲线

（a）PID （b）LADRC
图11 转速相对误差

（a）静压 （b）静温

图12 各类干扰信号曲线

（c）马赫数 （d）功率提取

（a）静压干扰Simulink （b）静压干扰HIL

（c）静温干扰Simulink （d）静温干扰HIL

（e）马赫数干扰Simulink （f）马赫数干扰HIL

（g）叠加干扰Simulink （h）叠加干扰HIL
图13 H=0 m、Ma=0时的干扰响应

（a）静压干扰Simulink （b）静压干扰HIL

（c）静温干扰Simulink （d）静温干扰HIL

（e）马赫数干扰Simulink （f）马赫数干扰H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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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数值上观察 LADRC控制比 PID控制对干扰

的抑制效果，定义抗扰性能指标 J，其意义是经过归一

化，在一定时间内低压转速偏离期望转速的值的累计

J =∑
i = 0

n |

|
||

|

|
||
N1 s, i - N1 r, i
N1 r, i

（28）

式中：N1 s, i为 i 时刻实际低压转速；N1 r, i为 i 时刻期望

转速。

J 越小意味着控制器的抗扰性能越好。抗扰性

能 J的结果见表3、4。

4 结论

（1）在闭环数字仿真与HIL仿真中，无论是 PID
控制还是 LADRC控制，最大相对误差都在 2%以内，

满足模型的精确性要求；

（2）在 2个平台中，LADRC控制对干扰的抑制效

果普遍好于 PID控制，从性能指标 J 来看，LADRC控

制的抗扰性能比PID控制的至少提高20%以上；

（3）在 2类平台中，HIL平台更接近于真实的发动

机运行情况，由于硬件传递环节的噪声、电压波动、信

号调理及传输延迟等不确定的因素，导致控制效果不

如全数字仿真，但可以看到对于同类型干扰ΔJ%这

个表示抗扰性能提升的参数，在HIL平台中的数据都

大于 Simulink平台中的，说明 LADRC对于HIL平台

中各种真实存在且无法确定与建模的干扰有着比

PID更好的抑制作用；

从上述结论中可见，LADRC在航空发动机运行

中抗各类干扰的有效性高。LADRC不仅结构简单，

易于调参，且能保持较好抗扰性能，保证了系统的安

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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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地面（H=0 m、Ma=0）干扰测试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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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航空发动机作为飞机的动力装置，驱动飞机在不

同高度下以不同速度飞行，还会遇到各种气象条件。

因此，在发动机研制中，要开展整机、零部件的性能和

可靠性等试验，以研究和验证发动机在不同条件下的

工作能力[1-3]。整机试验是最重要的试验项目。航空

发动机整机试验包括地面室内试验、露天试验、高空

台试验、飞行台试验等[4-5]。

航空发动机露天试验是利用露天空旷的场地、大

气环境，配置专用的试验装置、测试仪器开展发动机

整机试验。如基准性能试验、环境适应性试验、吞咽

试验、排放测量、姿态试验、陀螺试验等[6-7]，大量的试

验对于研究和验证发动机的性能是必不可少的。为

此，国外航空发达国家广泛开展了发动机露天试验，

建设了规模大、能力强的露天试验设施。中国对露天

试车台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其建设水平和规模仍与

国外有一定的差距。邢玉明等[8]通过介绍结冰模拟

方法的相关研究，分析了发动机结冰未来研究方向；

王丰产等[9]从试验因素、试验准则等角度论述了航空



张志国：航空发动机露天试验及试验能力建设第 5期

发动机试航取证过程中的吸雨吸雹试验方法；张丹玲

等[10]根据大涵道比发动机的结构特点，概述了国内外

发动机所涉及到的特种试验；魏海涛等[11]对露天和室

内试车台进行了分析比较，说明了室内试车台校准的

必要性；刘志友等[12]研究了露天试车的环境要求，表

明海拔 3 km以下的试验环境具有一定的试车可行

性；张健等[13]通过对国外航空发动机试验技术进展的

研究，对中国的航空试验能力建设提出了建议；郭昕

等[14]运用附加阻力修正方法提高了发动机台架推力

的可靠性；汪才等[15]利用 ANSYS软件对露天试车台

进行了静态变形量数值模拟，表明仿真与试验具有很

好的吻合度；袁秋会等[16]根据某型发动机试车台的测

试条件，通过了测试系统合格性验证。

本文梳理了航空发动机整机只能在露天条件下、

或者适宜在露天条件下开展的试验项目，介绍了国外

露天试验能力，提出了露天试验能力规划建设的建议。

1 航空发动机露天试验

针对发动机的整机试验和鉴定，《航空发动机通

用规范和适航规定》在文中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例如：

要求有些试验只能在露天条件下进行，有些试验适宜

在露天条件下进行。通过梳理这些要求，同时参考国

外航空发动机露天试验情况，整理和归纳出航空涡

喷、涡扇、涡轴、涡桨发动机露天试验共 7类，并分别

对其进行详细介绍。

1.1 基准性能试验

航空发动机试车台作为发动机研制和生产过程

中最重要的试验平台，其试验结果直接用于发动机性

能的评定，试验数据的准确性至关重要，因此确保试

车台试验数据准确是发动机研制的重要前提。为了

准确、完整地评价发动机性能，必须在试车台上进行

发动机性能参数（推力、转速、燃油流量、空气流量、各

截面气流压力和温度）的测量、试车间环境条件（温

度、湿度、压力、进气流场参数）的测量和发动机运行

参数的测量（振动，滑油压力、温度和消耗量等）。

由于不受外部环境的限制，还能控制运行时产生

的噪声，室内试车台广泛用于评估航空发动机的性

能。但对于封闭的室内试车台，由于有气流流过试车

间，对发动机有一定的迎面速度，发动机外部有气流

通过，不同的试车台、不同的发动机周围气流速度对

推力测量的影响都不同，需要对推力进行修正。

在露天试车台进行航空发动机试验时，周围的空

气流速为零，测量的推力在考虑了测量设备的误差

后，即为真实推力。因此，露天试车台的主要功能之

一，就是在露天基准试车台上开展发动机基准性能试

验和性能标定试验。标定试验后，将校准发动机安装

在被校准的试车台上进行校准试车，以确定被校准试

车台的修正系数。这种校准称为交叉校准，是国外广

为采用的试车台校准方法。

国外发动机露天试车台如图 1所示。在露天基

准试车台上开展发动机性能标定试验[4]的要求为：

（1）试车台周围必须是空旷的，以保证进气无干扰，排

气无阻碍；（2）发动机轴线距地面应保持一定的高度，

以保证试车时发动机周围

无空气流动，进气不受地

面干扰；（3）大气温度应接

近15 ℃，风速不大于2.5 m/
s（逆风不得试车）等。

1.2 环境适应试验

随着飞机在不同的大

气环境条件下起动、爬升、飞行、降落，航空发动机的

工作状态受环境影响很大，要保证在各种工作状态下

稳定工作，需要开展发动机大气环境适应试验，主要

包括：侧风、结冰、高低温、潮湿、盐雾、霉菌等试验。

在露天试验中，利用场地和气候条件的优势，主要进

行侧风试验，条件允许时开展结冰试验。

1.2.1 侧风试验

侧风试验的目的是检测航空发动机的工作可靠

性。飞机都是在宽广的空域和复杂的气象条件下飞

行的，随时可能遇到与发动机中心线成风切变的气象

条件。侧风特别是强侧风将造成发动机进口流场畸

变，使得压气机工作不稳定甚至喘振。这对发动机的

工作和飞机的飞行都是十分不利的。

大涵道比发动机短舱较短，侧风对其影响较大。

因此，对大涵道比发动机进行侧风试验以验证发动机

在不同侧风条件下的抗畸变能力尤为重要。侧风试

验均在露天试车台上进行，试验时必须要有 1套安装

在试车台前部的风源装置，该装置应具备一定的风速

（约 30~40 m/s）和空气流量，以满足被试发动机的实

际需要，并且该装置可以在任何角度对发动机给出侧

风条件。

1.2.2 结冰试验

当飞机在低温、寒冷的环境飞行时，发动机极易

图1 国外发动机露天试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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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结冰现象。发动机进气系统结冰将改变气流通

道的形状，减小发动机进气面积，甚至导致气流分离，

引起发动机不稳定工作；在发动机和飞机振动的情况

下，冰层可能脱落而进入发动机，导致叶片等零部件

受损；同时叶片结冰增加了叶片厚度，使叶片偏离设

计状态，压气机容易出现不稳定工作状态。

发动机防冰系统即为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而设

计。因此航空发动机需要进行大量的防冰试验，以此

来验证发动机的抗结冰能力。美国GE公司发动机结

冰试车台如图 2所示。在通用规范和适航规定中，对

发动机结冰试验环境（液态水质量分数、大气温度、平

均有效水滴直径等）、发动机工作状态和时间等有明

确规定。发动机零部件结冰试验在冰风洞（闭式）中

开展，整机结冰试验可在高空台、地面露天台、飞行台

（或飞机）上开展。利用自

然环境开展发动机整机

地面结冰试验具有既经

济又适用的特点，加拿大

建设的几座露天台主要

用于开展发动机整机地

面结冰试验。

1.3 吞咽试验

飞机在起飞、巡航和下降过程中，发动机会吸入

外来物。通用规范和适航规定都对发动机抗外物损

伤提出了明确要求。发动机在吞入外物后，外物对流

路部件最关键部位造成损伤时，仍需要按规定继续工

作。吞咽试验包括吞鸟、外物损伤（外物包括螺帽、螺

栓、铆钉、石块、飞机零件、弹壳和工具等）、吞冰、吞咽

砂石和灰尘、吞入大气中液态水、吸入武器排气、吸入

水蒸气等试验。

1.3.1 吞鸟试验

飞机在飞行时与鸟类相撞击的现象称为鸟撞，是

一种极为严重的飞行事故，随着航空技术的不断发

展，各国的鸟撞事故频繁发生，尤其是当军用飞机在

低空高速飞行时，鸟撞事故尤为突出。据中国军网报

道，在 1992~2008年，中国军用飞机因鸟撞造成 20起
严重飞行事故、58起飞行事故症候、210起飞行问题，

导致 18架飞机坠毁、12名飞行员牺牲。鸟类撞击飞

机的位置、鸟的大小以及与飞机的相对速度等决定了

事故的严重程度，当鸟类进入发动机后，叶片可能会

出现变形、破裂，使发动机推力降低，受损的叶片由于

离心力的作用撞击机匣，甚至穿透机匣，造成发动机

控制系统的损坏。叶片的断裂还会造成发动机转动

失衡，飞机的安全性受到威胁，危及机组人员的生命

安全，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航空发动机抵抗鸟类撞击的能力是确保飞机飞行

安全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发动机的设计过程中，需要

采取一定的手段降低鸟类撞击飞行器带来的损害，将

由此造成的损失减至最低。在适航性的相关操作中，

发动机必须进行吞鸟试验检测，检验其撞击能力。

通用规范和适航规定对吞鸟试验中鸟的质量、数

量、速度和投射部位，以及投鸟前后发动机的状态有

明确要求。

1.3.2 吞水试验[7]

飞机在雨天飞行时，发动机会吞入雨水。当大量

的雨水进入压气机后，在离心力作用下雨水被下甩至

压气机机匣壁面，可能会使热端部件如机匣因突然冷

却而收缩，导致高速旋转的压气机转子叶片与机匣之

间间隙减小而发生摩擦，使机匣以及叶片受到损害；

吞入大量的雨水还会造成压气机喘振，使发动机转速

降低，甚至使燃烧室熄火。这都涉及到飞机的飞行安

全。因此，发动机在设计定型之前必须通过吞水试验

的检测[5]。

发动机吞水试车台如图 3所示。在开展整机吞

水试验时，将试验对象安装在地面试车台上，通过在

进口前面安装的喷水设备

对处于工作状态下的发动

机进口喷水，在试验过程中

需要通过传感设备测量发

动机的功率、排气温度、转

速及压气机机匣收缩量。

1.3.3 吞冰试验[7]

相比雨、雪，冰雹尤为危险。冰雹可能会损坏发

动机短舱、整流罩或风扇叶片。冰雹在通过风扇后，

会继续向下游运动，由于环境温度较低且通过时间较

短，大部分冰雹依然为固体。进入高压压气机的冰雹

熔化成液态的水或者蒸发成水蒸气，会使燃烧室熄火

或发动机喘振，其表现为使发动机推力损失。因而，通

用规范、适航规定将吞冰试验列为鉴定试验项目之一。

吞冰试验的目的是评定发动机在极端气象条件

下的运行性能和抗冰雹冲击的能力。发动机吞冰试

验一般有3种形式：第1种是吞冰雹试验，模拟发动机

图2 地面结冰试验

露天试车台

图3 发动机吞水试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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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行中突然遇到降雹的情况；第 2种是吞冰块试

验，模拟进气道积聚的大量冰层突然脱落被发动机吸

入的情况；第 3种是吞冰风暴试验，模拟飞机在飞行

中遇到暴风挟持大量冰雹撞入发动机的情况[2]。当

发动机吞入冰雹后，要求“发动机不熄火、不降转、不

发生持续或不可恢复的喘振或失速，或不失去加速和

减速的能力。还必须证明吸入冰雹之后没有不可接

受的机械损坏，以及不可接受的功率或推力损失或其

他不利的发动机异常情况”[7]。

1.4 包容试验

航空工业的飞速发展促进了航空发动机的推重

比不断提高，发动机的转速也越来越高。由于发动机

叶片长时间工作在恶劣的环境中，受外物撞击、低周

疲劳、高周疲劳等因素的影响，风扇、压气机和涡轮的

转子都可能发生叶片断裂等机械故障，进而破坏机

匣、机舱，给机组人员带来危险，若击中燃油系统还会

引起火灾，将造成重大的飞机事故。因此在航空发动

机研制过程中，对机匣包容性进行研究非常必要，并

需要通过零部件试验、整机试验进行验证。

1.5 污染排放测量试验

航空发动机的污染排放包括噪声污染、红外辐射

以及污染物排放等，利用露天试车台的条件，主要可

以对噪声和红外辐射进行测量。

1.5.1 噪声测量

随着对环境保护要求的不断提高，军民用航空发

动机的噪声污染越来越受到关注；噪声还是民用大涵

道比涡扇发动机设计的重要指标，直接关系到发动机

的市场准入和市场竞争。为了限制噪声，国际民航组

织（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ICAO）制

定了民航飞机噪声控制标准，并将其作为取得适航证

必须满足的条件。

通用规范和适航规定要求在露天试车台上开展

发动机噪声测量[11]，主要条件包括：麦克风应置于比

较平坦的地方，以免受到地面吸声特性的影响；地面

不得有显著影响发动机噪声场的障碍物；不降雨雪的

天气，相对湿度为 30%～60%，大气温度为 0～30 ℃，

风速低于9.66 km/h，没有逆温和风力异常的现象等。

1.5.2 红外辐射测量

战斗机的辐射源绝大部分来自于喷气式发动机，

因此是红外制导武器系统检测的主要对象，在飞行器

的研发过程中，反隐身设计尤为重要。

航空发动机地面试验是提供发动机红外辐射特

征的必要手段。在露天试车台上开展发动机红外辐

射测量方便可行，由于红外辐射测量受发射率的影响

大，对环境要求较高，因此，露天试车台周围场地、环

境以及测试仪器应满足低污染、干燥等红外辐射测量

要求。

1.6 姿态试验

航空发动机必须保证能够在飞机所进行的各种

姿态下工作，诸如起飞、爬升、倒飞、空战机动等。

通用规范要求发动机应该能够在某些姿态下连

续满意地工作、在某些姿态下至少工作 30 s、在某些

姿态下可以顺利起动和停车等。发动机应按照规范

中规定的方法和程序进行姿态试验。一般来讲，姿态

试验要求场地足够大，适宜在露天条件下进行。

1.7 陀螺试验

航空发动机是高速旋转机械，会产生较大的偏航

角速度以及机动过载，伴随产生的是作用于轴承上较

大的惯性力和陀螺力矩。陀螺力矩载荷作用在发动

机轴上会使其发生较大的径向挠曲变形和弯曲应力，

使转子叶片与机匣之间间隙发生较大变化，降低轴的

强度并缩短其寿命，从而降低发动机的性能。为验证

发动机在承受陀螺力矩载荷时的工作能力，要求进行

陀螺试验。

陀螺试验又称陀螺力矩试验，是确定涡轮发动机

部件结构完整性的重要试验，需在陀螺力矩试验器上

完成，试验要求场地较大，适宜在露天条件下进行。

2 国外航空发动机露天试验能力

国外航空强国的发动机公司均建有用于发动机

研制的露天试车台。根据文献可知，美国的GE、PW
公司，英国的RR公司以及法国的赛峰集团等都配有

露天试车台，在发动机研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发动机技术指标和研制技术的提升，露天试验能

力也在不断地扩充和改进。

2.1 各国露天试车台

2.1.1 GE公司皮勃尔斯试验区

美国GE公司航空发动机集团（GEAE）有 2个露

天试验区，其中的皮勃尔斯试验区（Peebles Test Oper⁃
ation）位于辛辛那提（Cincinnati）以东稍偏南的Adams
郡 Peebles镇。占地面积约 28.35 km2，共有 13座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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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试车台，其中9座为室外试车台，4座为室内试车台。

自 1955年投入使用以来，皮勃尔斯试验区成为

GE公司整机试车和评估的组成部分。GE公司主要

的发动机都在此进行试验研究和评估。

2.1.2 PW公司西棕榈滩试验区

美国 PW公司也有 2个露天试验区，分别在佛罗

里达州西棕榈海滩（West Palm Beach）和康涅狄克州

哈特福德市。西棕榈滩试验区位于佛罗里达州西棕

榈海滩西侧的沼泽区，占地面积约为 28.35 km2，包括

西科斯基直升机试验区、航空发动机试车台、火箭发

动机试车台等。该试验区的航空发动机露天试车台有

4座，代号为C10、C11、C12和 C14，主要承担发动机的

海平面性能调试和耐久性试验，以及噪声测量等。

2.1.3 美国海军推进区

美国海军推进区（Naval Air Propulsion Center，
NAPC）的露天试验区坐落于新泽西，包括陀螺试车

台、多功能试车台和姿态试车台 3座露天试车台，可

用于航空发动机可靠性、安全性等试验，以及红外、噪

声、排烟等的测量[1]。

2.1.4 RR公司的露天试车台

RR公司曾经在英国达比（Derby）东北约 32 km
处建设了 4座航空发动机露天试车台，主要承担性能

试验、侧风试验和反推力试验，以及噪声测量等。在

2009年和 2011年，RR公司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

NASA John C. Stennis Space Center陆续建设并投入使

用了2座大型发动机露天试车台。

2.1.5 法国赛峰集团

赛峰集团飞机发动机公司（Aircraft Engines，即
原 Snecma公司）在位于法国马赛附近的 Istres建设

了 2座露天试车台，开展

工程研发和适航取证试

验。赛峰集团与俄罗斯

合作，在俄罗斯 Rybinsk
建设了 1座发动机露天试

车 台 ，开 展 SaM146、
CFM56-7B等发动机的研

发与验证试验，该露天试

车台如图 4所示。

2.1.6 加拿大的露天试验区

为充分利用自然环境，GE 公司与 RR公司、PW
公司等合作在加拿大Thompson分别建设了露天试车

台，主要用于开展发动机结冰试验。

2.2 各国露天试车台情况分析

综观国外发动机露天试车台的情况，可以总结出

如下3个特点：

（1）占地面积大。如GE、PW公司的露天试车台

区占地面积约为 28.35 km2，相当于边长为 5.3 km的

正方形。

（2）军民共用、分区管理。如 PW公司在佛罗里

达西棕榈滩试验基地就分为C区（民用发动机露天试

车台区）和A区（军用发动机试车台区）。

（3）充分利用自然条件。选择接近标准大气条件

的地区建设露天试车台（如海拔高度在130 m以下）；根

据特定功能要求选择建设地点（如发动机结冰试车台）。

3 关于中国航空发动机露天试验能力建设的

建议

国外航空发动机露天试车台自 20 世纪 50 年代

起开始建设，至 80年代末期露天试验能力已发展成

熟和完备，助推了发动机技术的发展和成熟，累积的

试验数据成为各类发动机仿真软件和工具的验证依

据。中国的发动机露天试车台建设起步晚，借鉴国外

露天试验能力的建设与发展经验，对中国发动机技术

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1）建设完整的露天试验系统。露天试车台是研

制高性能发动机的关键因素[2]，试验能力建设是缩小

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动机研制水平差距的有力措施之

一[13]。规划并建设完整的露天试验能力体系，开展全

面的试验研究和验证，是高水平、高质量航空发动机

研制的需要。如此才能从技术上实现对大飞机设计

的有力支撑，从而缩小中国航空动力设备与发达国家

的差距[1]。

（2）统筹规划、集中建设。航空发动机露天试车

台区建设是大型系统工程，其建设规模大、开展难度

高、耗资大、时间长[1]。露天试验系统的建设应统筹

考虑军民用各类型航空发动机露天试验的需求，兼顾

长远技术发展，进行集中建设。

（3）充分利用各种有利因素。航空发动机露天试

验技术复杂、涉及因素多、设计要素高度耦合，此外受

环境影响较大，应充分依靠发动机研制单位的技术资

源，开展试验技术研究与应用，开展试验设备的研究、

设计和建设以及后期的使用、管理和维护；应充分利

图4 俄罗斯Rybinsk
露天试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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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利的地理、气象环境，节省建设投资。

4 结束语

进行航空发动机露天试验能力建设能有效缩小

中国与航空发达国家在航空发动机研制方面的差距，

从而大幅度提高中国大型飞机的研制能力。本文从

露天试车台测试角度详细分析了建设露天试验能力

需要考虑的要素，并对世界航空先进国家露天试车台

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加快露天试车台和试

验能力建设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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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硅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有效弹性
模量预测

田学亮，徐 颖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 210016）

摘要：为了分析碳化硅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细观结构对其宏观力学性能的影响，针对无压渗透法制备的A356/SiCp复合材

料建立了表征其细观结构的 2维代表性体积单元有限元模型，以建立复合材料宏观性能与细观结构之间的依赖关系。在周期性

边界条件和模拟单轴拉伸边界条件下研究了颗粒的形状（圆形、椭圆形）和体积分数（10%、15%、20%）对其有效弹性模量的影响，

并与无压渗透法制备的A356/SiCp复合材料试验值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 2种条件下的预测结果相差不大，预测误差均不超过

5%；碳化硅颗粒体积分数对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影响显著，对颗粒形状的影响很小，在相同边界条件及体积分数下，圆形和椭圆

形颗粒的预测值相差不超过0.4%。

关键词：代表性体积单元有限元模型；碳化硅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周期性边界；单轴拉伸边界；有效弹性模量；细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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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of Effective Elastic Modulus for SiC Particle Reinforced Aluminium Matrix Composites
TIAN Xue-liang，XU Ying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microstructure on macro mechanical properties for SiC particle reinforced Aluminium
matrix composite, a two-dimensional RVE（Representative Volume Element）finite element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characterize the micro⁃
structure of A356/SiCp composite prepared by pressureless infiltration meth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cro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the microstructure of the composites was established by RVE finite element model. The effects of particle shape (circle，ellipse) and vol⁃
ume fraction (10%，15%，20%) on the effective elastic modulus of A356 / SiCp composites were studied under periodic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uniaxial tension boundary condition，and compared with the test values of A356 / SiCp com-posites prepared by pressureless infiltra⁃
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ediction results under the two conditions are almost the same and the prediction error is less than
5%. The volume fraction of SiC particles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composites，but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shape of the particles. Under the same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volume fraction，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edicted values of circular and
elliptical particles is not more than 0.4%.

Key words：RVE（Representative Volume Element）finite element mode；SIC particle reinforced Aluminium matrix composites；periodic
boundaryconditions；uniaxial tensionboundarycondition；effectiveelasticmodulus；microstructure；macroscopicmechanicalproperty;aeroengine

0 引言

复合材料的颗粒增强是指向基体中引入颗粒增

强相以改善其力学性能，因其制备容易，效果显著，有

望替代传统制作工艺中制备困难、价格高昂的纤维增

强。特别是碳化硅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SiCp/Al不

仅力学性能优异，而且原材料易于获得，制备技术相

对成熟，价格低廉，已逐步替代传统材料被广泛应用

于核能、航空航天、电子、军工等领域[1]。

在研究颗粒增强金属基复合材料有效宏观力学

性能时，常用细观力学方法[2-3]和有限元数值模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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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SiCp/Al复合材料的有效弹性模量，采用细观力

学方法分析几何结构简单的材料时，预测的宏观性能

较为合理，如 Eshelby等效夹杂理论、Mori-Tanaka方
法、Voigt和Reussd的上下限法等，但不能处理任意微

结构的情况，无法描述微结构的应力应变演化，此时

一般采用基于单胞模型的有限元方法来预测复合材

料的有效性能。Ghosh等[6]于 1991年提出了 Voronoi
单元有限元法（Vornoi Cell Finite Element Method，VC⁃
FEM），在计算时考虑了颗粒的形状、体积分数等因素

对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与其他计算方法相比具

有单元数量少、计算效率高的特点；Ghosh等[7]于 1995
年以Voronoi单元为基础分析了材料的多尺度问题，

研究了颗粒增强复合材料内部夹杂颗粒的应力应变

情况；徐佳丽[8]基于VCFEM法与有限元法进行了混合

计算，改进了计算程序，解决了原有程序只可以计算

颗粒增强复合材料的单一性问题，提升了计算效率和

适用性；翁琳[9]建立了颗粒增强复合材料 3D周期性有

限元分析模型，将扩展应变梯度理论嵌入有限元中进

行计算，研究了颗粒大小变化对材料整体性能的影响。

不同制作工艺以及不同材料组分制备的碳化硅

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差异很大，不可能

利用某种建模理论及计算方法对所有复合材料进行

计算都能得到较高的预测精度。此前的研究大多针

对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没有针对各种制作工艺以及

组分材料的特点进行研究并建立相应的计算模型。

本文针对适合采用无压渗透法制备的A356/SiCp复
合材料建立了代表性体积单元（Representative Vol⁃
ume Element，RVE），在不同边界条件下分析不同体

积分数、不同夹杂颗粒形状对该材料有效弹性模量的

影响。

1 A356/SiCp复合材料RVE有限元模型

根据复合材料真实颗粒大小分布以及界面结合

情况，结合无压渗透法制作的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

细观结构特点，为探讨颗粒形状、大小对有效弹性模

量的影响，对所建立的RVE有限元模型做如下假设：

（1）颗粒呈圆形或椭圆形；

（2）颗粒与基体结合良好，无中间结合物、缺陷或

孔隙。

基于以上假设建立的碳化硅颗粒体积分数为

10%的A356/SiCp复合材料 2维RVE有限元模型如图

1所示。表征的碳化硅颗

粒尺寸为微米级别，铝基

体为 20 μm × 20 μm 的正

方形，圆形碳化硅颗粒半

径为 0.89 μm。其中碳化

硅 颗 粒 的 面 积 占 比 为

10%，以此体现碳化硅颗

粒的体积分数占比。碳化

硅颗粒夹杂在图形中的具

体位置采用随机数生成器生成，通过设置随机数产生

的范围来避免产生交叉的夹杂颗粒。

碳化硅颗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由碳化硅颗粒和

铝合金基体复合而成，本文采用无压渗透法制备的

A356/SiCp复合材料典型力学性能作为参考值，其性

能参数见表 1。其中铝合金基体为弹塑性材料，碳化

硅颗粒为线弹性材料，具体力学性能参数见表2。

在 ABAQUS 中 采 用

mesh 模 块 对 所 建 立 的

RVE有限元模型进行有限

元计算网格划分。RVE有

限元模型整体网格尺寸设

为 0.2 μm，采用线性四边

形网格，设定 4条边上的

单元数为76。划分情况如

图2所示。

由此生成的碳化硅颗粒和铝基体的网格采用结

点合并的处理方式，即认为在复合材料变形过程中碳

化硅颗粒和铝基体不发生脱离，二者之间也不会产生

几何位错。而在无压渗透法制备过程中的金属熔体

能够很好地与增强体表面融合，使二者的界面结合良

图1 A356/SiCp复合材料

RVE有限元模型

铝基体+ SiCp
增强相

A356+10%SiCp
A356+15%SiCp
A356+20%SiCp

屈服强度/
MPa
283
324
331

抗拉强度/
MPa
303
331
352

延伸率/%
0.6
0.3
0.4

弹性模量/
GPa
81
90
97

表1 无压渗透法制备A356/SiCp复合材料典型

力学性能参数[10]

材料

铝基体

SiCp增强相

弹性模量/GPa
72.4
430.0

泊松比

0.33
0.25

屈服强度/MPa
235

表2 A356/SiCp复合材料组分力学性能参数[11-12]

图2 RVE有限元模型

网格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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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易发生脱黏现象[13-14]。故采用结点合并的方式

能够有效模拟无压渗透工艺下复合材料的界面结合

情况。

2 周期性边界条件和模拟单轴拉伸边界条件

周期性边界条件可使每个代表性体积单元相对

面上的节点位移相互对应，从而保证变形的周期性和

连续性[15]。Xia等[16]总结了周期性边界条件的一般表

示方法，其形式为

uj +i - uj -i = ε̄Δxjk ( i, k = x, y, z ) （1）
式中：上标 j-表示沿xj负方向；上标 j+表示沿xj正方向；

ε̄为RVE模型的平均应变；Δxjk为相对面之间距离。

参考翁晶萌等[17]施加的周期性边界条件，在

ABAQUS中通过施加多点约束方程，并结合相应子程

序，完成对RVE有限元模型周期性边界条件的施加。

为了使计算得以进行，还需设置与周期性边界条件相

一致的节点载荷以及边界条件，其具体设置情况如图

3（a）所示。2维模型左下角节点固定，限制其U1、U2、

UR3；限制平面模型右下角节点U2 、UR3；限制 2维模型

左上角节点 U1 、UR3；于 2维模型左上角节点施加载

荷，载荷步的幅值设为 0.020 μm，初始载荷步以及最

大载荷步设为0.004 μm。
模拟单轴拉伸边界条件如图 3（b）所示。2维模

型左下角节点固定，限制其U1、U2、UR3，以此限制计算

模型的刚体位移，防止计算过程中出现数值奇异，且不

会对计算模型产生过大影响。限制底边节点U2、UR3。

对顶边节点施加位移载荷，载荷步幅值为0.020 μm，初
始载荷步以及最大载荷步设为0.004 μm。

施加周期性边界条件的RVE有限元模型U1位移

如图 4所示。位移云图的颜色深浅代表了节点位移

的大小，选取 2维模型上 y=0、y=20时不同 x坐标位置

处节点位移值 U1，结果见

表 3。从表中可见，对应节

点的 U1相等，即此模型保

证了对应边上的位移连续

性要求，对此 RVE有限元

模型成功施加了周期性边

界条件。

3 有效弹性模量计算

采用载荷施加边上的平均弹性模量值作为复合

材料的有效弹性模量，方便快捷且综合考虑了所有增

强颗粒对复合材料的作用效果，通过实际计算发现该

处理方式不会产生较大的误差，在工程计算上是可行

的。采用周期性边界条件计算得到的RVE有限元模

型 S22的应力如图 5所示。在ABAQUS后处理中创建

场输出变量，导出 2维模型顶边所在单元的积分点处

应力 S22，并通过式（2）求得

有效弹性模量。模拟单轴

拉伸边界条件的单 RVE有

限元模型亦采用此方法获

得有效弹性模量。载荷步

幅值为 0.020 μm，2维模型

边长为 20，故可知模型平均

应变为0.001。

E =
1
n∑i = 1

n

σi

0.001 （2）
4 不同体积分数、颗粒形状、边界条件对有效

弹性模量的影响

4.1 表征不同细观结构的RVE有限元模型建立

颗粒增强复合材料的颗粒体积分数对其有效弹

性模量的影响显著，且颗粒的形状、大小也会对其有

效弹性模量产生一定的影响[18-20]。据此建立了表征

圆形和椭圆形颗粒不同体积分数（10%、15%、20%）的

RVE有限元模型，对比了不同边界条件下的计算结

果，并与相应体积分数的A356/SiCp复合材料的典型

力学性能进行比较分析。模型中圆形和椭圆形颗粒

的中心坐标相同，通过改变圆形颗粒的半径以达到不

底边 y=0
顶边 y=20

0
0
-0.0004
-0.0004

-0.0008
-0.0008

-0.0012
-0.0012

-0.0014
-0.0014

-0.0018
-0.0018

-0.0024
-0.0024

-0.0045
-0.0045

-0.0066
-0.0066

表3 周期性边界条件下RVE有限元模型U1的位移 μm

图4 周期性边界条件下

RVE有限元模型U1位移

图3 2种边界条件设置

（a）周期性边界条件 （b）模拟单轴拉伸边界条件

图5 RVE有限元模型S22
应力分布（周期性边界条件）

位移/μm
+6.639e-05-4.997e-04-1.066e-03-1.632e-03-2.198e-03-2.764e-03-3.330e-03-3.896e-03-4.462e-03-5.029e-03-5.595e-03-6.161e-03-6.727e-03
Y
Z X

应力/Pa
+1.252e+08+1.128e+08+1.004e+08+8.807e+07+7.570e+07+6.333e+07+5.097e+07+3.860e+07+2.623e+07+1.386e+07+1.490e+06-1.088e+07-2.325e+07
Y

Z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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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圆形颗粒体积分数占比，具体尺寸见表 4，建立

的模型如图 6所示。椭圆形颗粒的方向随机，不同体

积分数的椭圆形颗粒方向相同。

4.2 不同颗粒形状及边界条件下有效弹性模量对比

分析

4.2.1 颗粒中应力分布规律分析

不同颗粒形状及边界条件下RVE有限元模型米

塞斯应力如图7所示。

根据计算结果可知：

（1）无论是在周期性边界条件还是模拟单轴拉

伸边界条件下，椭圆形颗粒的半长轴方向与 y轴夹角

较小，在受载方向上的投影面积较小时，其应力较

大，即椭圆形颗粒的应力水平随椭圆半长轴的方向

不同而有所不同；而圆形颗粒在受载方向上的投影

面积相等，所以不同圆形颗粒的应力水平相差不大。

（2）无论是圆形颗粒还是椭圆形颗粒，在2种边界

条件下的应力水平都相当。圆形颗粒的应力水平为

110 MPa左右，椭圆形颗粒的应力水平为94~140 MPa。
4.2.2 有效弹性模量对比分析

在不同边界条件下有效弹性模量的计算结果见

表5、6。从表中数据可知：

（1）在 2种边界条件下RVE有限元模型均能有效

预测A356/SiCp复合材料的有效弹性模量，且达到了

较高的预测精度，其预测误差都不超过5%。

（2）在 2种边界条件下得到的计算结果相差不

大。在 2维RVE有限元模型中可利用简单的模拟单

轴拉伸边界条件代替周期性边界条件，所得计算结

果相差不超过0.324%。

（3）在 2种边界条件下，圆形、椭圆形颗粒复合材

料有效弹性模量差别不大，相差不超过 0.4%，即颗粒

形状对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影响不显著，这与王文

明等[21]的试验研究结果相符合。

4.2.3 误差分析

除体积分数为 10%的有效弹性模量预测值较真图7 不同颗粒形状及边界条件下RVE有限元模型米塞斯应力

（a）周期性边界条件

（圆形，10%）
（b）周期性边界条件

（椭圆形，10%）

（c）模拟单轴拉伸边界条件

（圆形，10%）
（d）模拟单轴拉伸边界条件

（椭圆形，10%）

Mises应力/Pa Mises应力/Pa

Mises应力/Pa Mises应力/Pa

+1.207e+08+1.124e+08+1.041e+08+9.581e+07+8.751e+07+7.921e+07+7.091e+07+6.261e+07+5.431e+07+.601e+07+3.771e+07+2.941e+07+2.111e+07
Y
Z X

Y
Z X

+1.460e+08+1.355e+08+1.249e+08+1.144e+08+1.038e+08+9.331e+07+8.277e+07+7.223e+07+6.169e+07+5.115e+07+4.061e+07+3.008e+07+1.954e+07

+1.202e+08+1.119e+08+1.035e+08+9.522e+07+8.689e+07+7.856e+07+7.023e+07+6.190e+07+5.358e+07+4.525e+07+3.692e+07+2.859e+07+2.027e+07

Y
Z X

Y
Z X

+1.520e+08+1.409e+08+1.299e+08+1.189e+08+1.079e+08+9.684e+07+8.581e+07+7.479e+07+6.376e+07+5.274e+07+4.171e+07+3.069e+07+1.967e+07

铝基体+
SiCp增强相

A356+10%SiCpA356+15%SiCpA356+20%SiCp

试验值/
GPa
819097

计算值/GPa
圆形增强相

81.386.692.6

椭圆形增强相

81.586.792.8

误差/%
圆形增强相

0.37-3.78-4.54

椭圆形增强相

0.62-3.67-4.33

表5 周期性边界条件下增强相颗粒RVE有限元模型

有效弹性模量计算值与试验值的比较

注：误差为计算值相对试验值的误差百分比。

铝基体+
SiCp增强相

A356+10%SiCp
A356+15%SiCp
A356+20%SiCp

试验值/
GPa
81
90
97

计算值/GPa
圆形增强相

81.4
86.5
92.9

椭圆形增强相

81.5
86.8
93.1

误差/%
圆形增强相

0.49
-3.89
-4.32

椭圆形增强相

0.62
-3.56
-4.02

表6 模拟单轴拉伸边界条件下增强相颗粒RVE有限元模型

有效弹性模量计算值与试验值的比较

注：误差为计算值相对试验值的误差百分比。

体积分数/%
10
15
20

圆形颗粒尺寸/μm
半径

0.89
1.09
1.26

椭圆形颗粒尺寸/μm
半长轴

1.26
1.54
1.78

半短轴

0.63
0.77
0.89

表4 圆形、椭圆形颗粒的体积分数及其尺寸

（a）圆形，10% （b）圆形，15% （c）圆形，20%

（d）椭圆形，10% （e）椭圆形，15% （f）椭圆形，20%
图6 不同形状和体积分数的RVE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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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值偏高外，其他的预测值都偏低，造成此现象的原

因可能有如下3点：

（1）未考虑复合材料制备过程中残余应力带来的

影响，致使预测结果偏低[19]。

（2）有限元模型计算网格划分采用碳化硅颗粒与

铝基体结点合并的方式，致使在材料变形过程中无几

何位错产生，从而缺少了几何位错带来的强化效

果[22]。但当复合材料处于弹性阶段时，由此带来的影

响可忽略。

（3）实际复合材料中碳化硅颗粒大小具有一定的

分布特性，不同体积分数的复合材料区别在于所含颗

粒数量不同，颗粒数量越多意味着体积分数越高，颗

粒和基体的接触面积也就越大，由此带来的强化效果

也就越明显。通过改变颗粒大小来改变体积分数的

方式对接触面积的增大效果不如增加颗粒数量的方

式明显，从而使预测结果偏低。

5 结论

（1）采用碳化硅颗粒和铝基体材料之间结点合并

的方式能有效模拟无压渗透法制备的A356/SiCp复
合材料的界面结合情况，对复合材料有效弹性模量的

预测误差不超过5%，满足一般工程上的精度要求。

（2）对比了周期性边界条件和模拟单轴拉伸边界

条件下 2维RVE有限元模型，2种边界条件下所得复

合材料有效弹性模量计算结果相差不超过 0.324%，

因此在 2维RVE有限元模型中可利用简单的模拟单

轴拉伸边界条件代替周期性边界条件。

（3）通过细观结构分析发现碳化硅颗粒的体积分

数对复合材料力学性能的影响显著，而颗粒形状的影

响很小，在相同体积分数下圆形和椭圆形颗粒的计算

结果相差不超过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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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滑油箱支架断裂失效分析

乔 志，刘博志，韩振宇，兰海强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摘要：针对在某发动机试车过程中发生的滑油箱支架断裂故障，通过外观检查、断口分析、磨损痕迹对比分析、材质分析以及

有限元分析计算等失效分析方法，确定了故障支架的断口性质以及断裂原因。分析结果表明：发动机滑油箱故障支架断口为起源

于吊耳内弧表面的高周疲劳断口。故障支架存在悬臂结构，当对螺栓施加拧紧力矩时，支架的悬臂结构会产生明显的变形不协

调，使支架的 2个吊耳出现偏载，导致支架局部应力集中，是疲劳裂纹萌生的主要原因。在发动机试车过程中，支架在装配应力和

振动应力综合作用下，裂纹在支架应力集中区域萌生并扩展导致支架最终断裂。提出了完善设计结构形式并减小拧紧力矩等改

进建议，避免类似故障再次发生。

关键词：失效分析；支架；断裂；高周疲劳；偏载；有限元分析；滑油箱；航空发动机

中图分类号：V26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77/j.cnki.aeroengine.2021.05.016

Fracture Analysis of Bracket in an Aeroengine Lubricating Oil Tank
QIAO Zhi，LIU Bo-zhi，HAN Zhen-yu，LAN Hai-qiang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nalyze the fractured fault of the aeroengine lubricating oil tank’s bracket during a engine test，the fracture prop⁃
erty and causes of the fractured bracket were determined by the fracture analysis methods of appearance inspection，fracture analysis，com⁃
parative analysis of wear track，material analysis and stress distribution calculation .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s that the fracture mode of
the bracket is high-cycle fatigue fracture. The fatigue source is located in the surface of the inner arc of the bracket’s hook.The deviation
load of bracket’s hooks appears because of the forced hooks’uncoordinated deformation caused by the cantilever structure when the tight⁃
ening torque is applied at the bolt. The main cause for the fatigue crack initiation is the local stress concentration of the bracket due to the
deviation load.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 of assembly stress and vibration stress during the engine test，the crack initiates and expands in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area，leading to the the final fracture. Th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about perfecting design structure and reduc⁃
ing the tightening torque are proposed to avoid similar events.

Key words：failure analysis；bracket；fracture；high-cycle fatigue；deviation load；finite element analysis；lubricating oil tank ；aero⁃
engine

第 47卷 第 5期

2021年 10月

Vol. 47 No. 5
Oct. 2021

0 引言

滑油系统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用

是提供发动机滑油，降低发动机内部零件之间的摩擦

与磨损，并减少高温零部件传递到滑油的热量，确保

发动机内部润滑条件与环境，净化由于磨损而产生的

微粒[1]。支架作为航空发动机的重要零部件，主要起

到支撑、承力、定位以及减振等作用，支架结构形式多

样，受力因素复杂，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发生故障。其

故障的失效模式及影响因素也是复杂多样的。Thil⁃
likkani S等[2]利用线弹性有限元分析、断口分析、化学

成分分析以及硬度测试等方法对空客悬架的吊耳支

架失效模式进了研究，表明支架变截面和振动是导致

疲劳的主要原因，在支架截面引入加强筋可大大提高

支架的疲劳寿命；Vandersluis等[3]采用宏观和微观断

口分析、化学分析、光学显微镜观察和硬度测试对断

裂监护支架失效原因进行了研究，表明支架的失效归

因于支架臂长期承受的低应力幅以及单向动态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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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支架局部装配 图2 断裂支架局部宏观图像

图3 断口宏观图像

图7 源区附近侧表面形貌

（a）2次电子像 （b）背散射电子像

图4 疲劳源区放大形貌

图5 扩展区疲劳条带形貌 图6 瞬断区微观形貌

高周疲劳。失效原因包括：（1）线切割产生大量夹杂

物、锯齿状边缘和热影响区；（2）构件几何形状设计不

佳，导致破坏位置应力集中；（3）材料强度裕度不足。

刘天文等[4]利用有限元方法对燃油总管支架进行了

模态计算分析，表明燃油总管系有多阶固有频率落在

发动机共振频率范围内，严重不满足设计要求，存在

极大的共振可能性，其提出增加燃油总管支架刚度和

支架数量的改进建议，将燃油总管的最低共振频率调

在发动机共振频率范围之外，支架高周疲劳故障得以

排除；佟文伟等[5-6]通过断口分析、表面微观检查、截

面金相检查以及材质分析等方法对散热器支架进行

了失效分析，表明支架尖锐棱角和结构设计不足造成

了应力集中，从而导致支架过早发生疲劳断裂，振动

载荷也加速了支架疲劳断裂故障的发生。

滑油箱通过箍带及支架固定在发动机机匣上，支

架一旦发生破坏故障，将有可能造成滑油箱脱落，严

重影响发动机正常运转，其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发动机系统的稳定和安全[5]。某发动机在试车过程

中，滑油箱支架多次发生断裂，极大影响了发动机的

试车安全以及研制进度。滑油箱支架采用优质 TC4
钛合金锻造而成，工艺流程主要为：毛料锻件→机械

加工→线切割→化学法去重熔层→荧光检查等。

本文通过外观检查、断口分析、磨损痕迹对比分

析、材质分析等手段对故障前支架的断裂原因进行了

深入分析，并采用ANSYS软件计算支架应力应变分

布情况，找出了导致支架发生断裂故障的主要原因，

并提出了改进措施。

1 失效分析与结果

1.1 宏观检查

支架局部装配如图 1所示。滑油箱通过箍带固

定在发动机风扇机匣上方，箍带通过螺栓和小轴与支

架连接，并通过螺栓施加拧紧力矩。断裂支架局部宏

观图像如图 2所示。断裂部位位于支架一侧吊耳根

部区域（图中红色圆圈及箭头所指处）。

1.2 断口分析

故障支架吊耳断口的

宏观形貌如图 3所示。从

图中可见，断口表面呈灰

白色，有明显的疲劳弧线

及放射棱线特征，表明支

架吊耳断口性质为疲劳。

根据疲劳弧线及放射棱线

的方向判断，疲劳起源于吊耳内弧表面（图中红色圆

圈所示），距离吊耳内侧棱角约为 1.6 mm。该断口主

要分为 3个区域：疲劳扩展区、快速扩展区以及瞬断

区[6]，断口扩展较为充分，扩展区面积约占整个断口

的80%。

在扫描电镜中观察，断口疲劳源区放大形貌如图

4所示。根据疲劳弧线及放射棱线的方向判断，疲劳

起源于吊耳内弧表面，位置为图 4（a）中箭头所指处，

呈单源特征，源区未见明显的冶金缺陷。断口疲劳扩

展区可见清晰、细密的疲劳条带形貌（如图 5所示），

条带间距约为 0.3～0.4 μm，进一步表明该支架吊耳

断口为高周疲劳断口[7]。瞬断区为典型的韧窝形貌

（如图6所示）。

1.3 源区附近表面检查

对支架吊耳断口疲

劳源区附近侧表面放大观

察，形貌如图 7所示。未

见明显的机械加工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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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支架变形分布 图13 支架应力分布

表2 强度分析结果

径向变形A/mm
1.032
σb/MPa
895

径向变形B/mm
0.390
σ0.2/MPa
825

差值

（A-B）/mm
0.642
nb
1.55

σ1/MPa
576
n0.2
1.43

图9 小轴与螺栓配合

处磨损痕迹

结果

标准

Ti
89.74
余量

V
3.81

3.50～4.50

Al
6.45

5.50～6.75

表1 基体能谱分析结果 wt /%

图11 支架截面组织形貌

（a）未断裂吊耳 （b）断裂吊耳

图8 支架吊耳内弧磨损痕迹

1.4 磨损痕迹对比检查

对支架内弧表面进行观察，可见明显的摩损痕

迹，形貌如图 8所示。其中未断裂吊耳内弧表面磨损

痕迹相对较为均匀，偏摩断裂吊耳存在偏摩现象，磨

损区域靠近内侧。

在小轴螺栓孔内壁表

面与螺栓外表面同样存在

明显的偏摩痕迹，偏摩位

置位于图 2（a）圆圈处，磨

损痕迹如图 9所示。通过

对上述部位表面磨损痕迹

的检查与分析结果可知，支架与小轴、小轴与螺栓之

间配合面均存在偏摩现象，说明支架 2个吊耳在工作

过程中受力不均[8]。

1.5 成分分析

对故障支架基体进行能谱分析，结果见表 1。主

要合金元素质量分数基本符合技术标准要求[9]。

1.6 组织检查

在故障支架基体取样

进行金相组织检查，结果

如图 10所示。故障支架

基体主要为 α+β双态组

织，未见明显异常[10]。

1.7 重熔层检查

故障支架吊耳源区附

近表面为线切割加工面，

为分析线切割重熔层微裂

纹 对 本 次 故 障 的 影

响[11-12]，对故障支架进行

解剖取样，磨抛腐蚀后的

放大形貌如图 11所示。

未见明显的重熔层形貌。

1.8 强度分析

为确定支架是否满足静强度要求，对支架进行强

度分析[13]。根据有限元分析结果结合现场装配实测

数据换算出与施加的拧紧力矩对应的预紧力，在预紧

力载荷下支架变形、应力分布分别如图 12、13所示，

强度储备见表 2。从图、表中可见，滑油箱支架满足

静强度设计要求，但支架 2吊耳变形差（0.642 mm）较

大，表明支架在工作过程中存在偏载；在支架螺栓处

施加一定载荷后，计算出支架 2个吊耳载荷的分配比

例为

2#∶1#=2.65∶1

2 分析与讨论

通过断口分析结果可知：该故障支架为疲劳断裂

失效；疲劳起源于吊耳内弧表面，疲劳源区未见明显

的冶金缺陷，疲劳扩展较为充分，扩展区可见清晰、细

密的疲劳条带形貌，说明故障支架断口为高周疲劳断

口；支架吊耳断口疲劳源区附近侧表面未见明显的机

械加工痕迹，表明支架的疲劳断裂与机械加工无直接

关系。

通过材质分析结果可知：支架基体成分符合技术

要求，基体组织为α+β双态组织，未见明显异常，表明

支架断裂与冶金缺陷和材质无关[14]。故障支架吊耳

采用线切割加工，而线切割重熔层往往存在微裂纹，

会大大降低工件的疲劳性能[15]，由于故障支架在线切

割后采用了酸洗去重熔层工序，对支架截面进行重熔

层检查，未见明显的重熔层形貌，排除了钛合金重熔

图10 故障支架基体组织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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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微裂纹对本次故障的影响。

通过对支架吊耳、小轴以及螺栓 3个部位表面磨

损痕迹的检查与分析结果可知：支架与小轴、小轴与

螺栓之间配合面均存在偏摩现象。有限元结果表明，

支架 2吊耳变形差（0.642 mm）较大，2个吊耳载荷的

存在分配比（2.65∶1），进一步证明支架 2个吊耳受力

不均，存在偏载，使故障支架出现偏斜，通过应力云图

可以确定最大受力点在本次故障发生位置。

综上所述，故障支架存在悬臂结构，当对螺栓施

加拧紧力矩时，支架的悬臂结构会产生明显的变形不

协调，使支架的 2个吊耳出现偏载，从而使断裂侧的

吊耳局部受力，支架的受力不均匀导致支架局部应力

集中[16]。此外，在发动机试车时，支架承受了较大的振

动应力，在装配应力和振动应力综合作用下，在支架应

力集中区域产生了裂纹，疲劳扩展导致最终断裂[17]。

3 改进建议

根据故障原因分析，解决故障方法应为降低振动

应力/静应力、消除偏载问题。综合考虑各种方法可

行性，提出了以下改进建议：

（1）合理设计结构形式，将支架结构改为跨安装

边的桥型结构，取消悬臂结构以尽量消除变形不协调

引起的偏载，从而解决支架原结构 2个吊耳载荷分配

不均匀的问题；

（2）降低拧紧力矩，从而减小装配应力；落实排故

措施的改进结构随发动机长试通过了考核验证，故检

检查支架状态良好，未再发生故障，证明了排故措施

有效。

4 结论

（1）发动机滑油箱支架断口为起源于吊耳内弧表

面的高周疲劳断口。

（2）故障支架存在悬臂结构，受力时 2个吊耳变

形不协调而出现偏载，使得支架局部应力集中，是导

致过早萌生疲劳裂纹的主要原因。

（3）支架受到的振动载荷对疲劳裂纹的萌生起到

了促进作用。

（4）合理设计结构形式，解决偏载问题，降低拧紧

力矩，可有效避免类似故障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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