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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启 示

     《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是经原国家科委批准的正式期刊(双月刊)，由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

究院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本刊以燃气涡轮技术为基础，重点报道航空动力装置试验研究、

设计和制造行业中具有学术价值、工程应用价值和创造性的科技成果及其在国民经济领域的应用，

以试验研究为特色。本刊的发行范围已涵盖航空科研院所、工厂、高校、航空发动机主管部门，以

及相关行业，是传播航空发动机专业信息和活动的理想平台，受到航空界知名专家、教授和学者的

喜爱与关注。

      本刊为2011、2014、2017年版中文核心期刊，已被国内众多著名数据库收录。本刊采用双盲制、

一稿两审的审稿方式。欢迎国内外作者自由投稿。

       一、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1、稿件应突出创新成果，论点明确、论理清楚、数据可靠，文字精炼，图表规整。

     2、稿件中的文字、数据和图表等内容必须遵守国家保密规定和《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若发

生泄密或侵权行为，一切责任由作者承担。

       3、稿件必须包括中英文题名、中英文摘要(200字左右)、中英文关键词(5~8个)。

       4、稿件中的图表必须有中英文对照题名；文中插图应大小适中，图线和数字清晰可辨。

           5、参考文献按“ CAJ-CD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技术规范”( CAJ-CDB/T1-2005 ) 的要求著录

(可参见本刊的参考文献著录格式)。

     6、量和单位要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术语和符号应符合国家标准和国军标“航空燃气涡轮动力

装置术语和符号(GJB2103A-97)”的要求。

       7、稿件如获得某种研究基金或课题资助，请列出其名称及编号。

     8、第一作者简介应含：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籍贯、职称、学位及研究方向；来稿时应

提供第一作者的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和E-mail。

     9、本刊稿件的审稿周期一般为3个月，3个月内未接到录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在此之前，

请勿一稿多投，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10、本刊不收版面费和审稿费；来稿一经刊登，本刊即付稿酬，并赠送当期样刊。

       二、声明

     本刊已被《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中文

科技期刊数据库》、《中文核心期刊网》收录，可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资讯、中文核心期

刊网查阅。本刊所付稿酬包含文章著作权使用费，及本刊与合作单位录用、上网和光盘服务报酬。如

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本刊合作单位收录，请在投稿时声明。

        三、投稿方式

       目前，本刊未开通任何在线投审稿系统，可通过E-mail发电子文档投稿，也可通过邮寄光盘投稿。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学府路999号《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编辑部

       邮政编码：610500  

       联系电话：(028)83017527  

       投稿信箱：rqwlsy@163.com

本 期 导 读

变循环发动机雷达隐身性能计算

       变循环发动机可通过调节流量、增压比和涵道比，使发动机在多种飞行条件和

工作状态下都具有良好的使用性能和较高的工作效率，有效改善发动机耗油率和

航程等，为此得到各航空强国的重视。从公开文献看，目前的变循环发动机研究

主要集中于部件优化设计、性能计算、优势分析和数学建模，针对发动机雷达隐

身特性的较少。

     早期对腔体雷达散射截面积的计算分析，应用较多的是模式匹配方法，该方

法在计算规则且轴向变化不大的腔体时具有较高可靠性，但计算时间较长。后来

发展的基于射线理论的高频近似方法，如弹跳射线法、广义射线法等，虽缩短了

计算周期，但增加了计算复杂度，影响了计算精度。目前在隐身计算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的物理光学迭代法，是一种有效分析电大尺寸腔体散射特性的高频近似方

法，适合于计算角反射器、腔体等物体的电磁散射，兼顾可靠性和计算速度。

       本期《变循环发动机后向雷达隐身性能计算》一文，利用物理光学迭代法，对

带分流环的变循环发动机和不带分流环且具有相似几何结构的常规发动机分别进

行了后向雷达隐身性能计算，得到了两种类型发动机在不同电磁波入射方位角时

的雷达散射截面积，并借助感应电流的分析方法对计算结果进行了解释和对比分

析，可为后续变循环发动机设计提供参考依据和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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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循环发动机后向雷达隐身性能计算

崔金辉，李大为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1 引言

变循环发动机(VCE)是在常规发动机的基础上，

通过改变发动机部件形状、尺寸、位置达到改变热力

循环的目的，可通过调节流量、增压比和涵道比使发

动机在多种飞行条件和工作状态下都具有良好的使

用性能和较高的工作效率，可有效改善发动机耗油

率和航程等[1-3]。

变循环发动机由于其明显的性能优势，得到了

国内外相关科研机构和技术人员的大量研究，取得

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4-8]。从公开文献资料看，目前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变循环发动机的部件优化设计、

性能计算、优势分析和数学建模[9-12]，针对发动机雷

达隐身特性的研究较少。变循环发动机由于流路结

构上的改变，必然会对后向雷达隐身性能产生影响，

而后向雷达隐身特性对飞机的综合隐身性能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变循环发动机的后向

雷达隐身特性进行计算，为后续发动机的设计和隐

身性能优化提供参考。

早期对腔体雷达散射截面积(RCS)的计算分析，

应用较多的是模式匹配方法[13]，该方法在计算规则

且轴向变化不大的腔体时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但计

摘 要：为分析带分流环的变循环发动机后向雷达隐身性能，利用物理光学迭代法对带分流环的变循环发动机和不

带分流环的常规构型发动机分别进行了后向隐身性能计算，得到了两种类型发动机在不同电磁波入射方位角时的雷

达散射截面积(RCS)，并借助感应电流的分析方法对计算结果进行了解释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常规构

型发动机，带分流环的变循环发动机具有更加优异的雷达隐身性能，不同入射方位角下的RCS均更小；分流环的存在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发动机的电磁信号特征。物理光学迭代法在计算发动机隐身特性方面具有较高的精度。

关键词：变循环发动机；雷达散射截面积；物理光学迭代法；分流环；隐身性能；感应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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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ward radar stealth performance calculation of variable cycle engine
CUI Jin-hui，LI Da-wei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analyze backward radar stealth performance of variable cycle engine (VCE) with split⁃
ter ring, iterative physical optic method was used to calculate backward radar stealth performance of both
VCE with bypass splitter lip and general configuration engine without bypass splitter lip. Radar cross sec⁃
tion (RCS) in different azimuth angles was obtained. The RCS was analyzed and explained by comparing the
induced electric current on the inner wall.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VCE with bypass splitter lip has
lower RCS in different azimuth angles and presents better stealth performance comparing with general con⁃
figuration engine. The bypass splitter lip could decrease the engine electromagnetic characteristics greatly.
Iterative physical optic method has high accuracy in computing stealth performance
Key words：variable cycle engine (VCE)；radar cross section (RCS)；iterative physical optic method；

bypass splitter lip；stealth performance；induced electric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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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时间较长。后来发展了一些基于射线理论的高

频近似方法，如弹跳射线法 (SBR) [14]、广义射线法

(GRE)[15]等，虽缩短了计算周期，但增加了计算复杂

度，且由追踪射线的积累误差而导致射线出射点位

置与方向发生偏移，影响了计算结果精度。因此，

文中采用兼顾可靠性和计算速度的物理光学迭代

法(IPO)[16-17]，计算变循环发动机后向雷达隐身性能。

本文对带分流环的变循环发动机和不带分流环

且具有相似几何结构的常规发动机进行后向雷达隐

身性能计算，并对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为后续变

循环发动机的设计提供参考依据和约束条件。

2 物理模型

对不带加力燃烧室的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和常

规单外涵构型发动机进行建模，其二维结构分别如

图1、图2所示。常规构型单外涵发动机的内外涵气

流在涡轮出口截面处混合后经喷管排出。双外涵变

循环发动机在低压涡轮出口处增加了内外涵分流环

和第二外涵引射阀门，其中引射阀门主要控制第二

外涵的打开和关闭，分流环类似于收敛喷管，使内涵

气流加速后单独排出。第二外涵关闭模式下，只有

第一外涵的气流排出；第二外涵打开模式(变循环模

式)下，第二外涵气流经引射阀门排出后与第一外涵

气流混合，然后经喷管排出发动机。为计算发动机

后向电磁隐身性能，根据计算需要并参考发动机后

体结构，完成了发动机后向隐身性能计算所需的三

维简化构型，如图3和图4所示。

3 计算方法和网格划分原则

3.1 物理光学迭代法

Obelleiro-Basteiro等提出的物理光学迭代法[16-17]

是一种有效分析电大尺寸腔体散射特性的高频近似

方法，该方法考虑了电磁波的多次散射，经多次迭代

完成对物体表面实际感应电流的计算。相比 SBR
法，IPO法提高了计算精度，且计算时每平方波长仅

需划分 9～16块小面元就可获得较好的精度，适合

于计算角反射器、腔体等物体的电磁散射，目前已在

隐身计算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8-21]。

3.2 网格划分原则

进行 RCS 计算时，需要对腔体内壁面进行离

散，将其划分为多个面网格。由于腔体壁面感应电

流的计算仅与腔体内壁面上的面网格有关，而与腔

体内部体网格的疏密和数量无关，因此对腔体划分

网格时按照面网格密集而体网格稀疏的原则。

对计算模型进行网格划分时，首先在腔体内壁

面生成较为密集的非结构化网格，以面网格为基础

设置体网格的生长率——生长率越大网格越少，反

之亦然。文中设定生长率为10 000(即足够大)。体

网格也采用非结构化网格。体网格对计算结果没有

影响，降低体网格数量可加快计算速度。图 5给出

图4 常规单外涵发动机隐身性能计算模型

Fig.4 Stealth performance computing model of engine with
single bypass

图2 常规单外涵发动机构型

Fig.2 Configuration of engine with single bypass

图1 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构型

Fig.1 Configuration of VCE with double bypass

图3 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隐身性能计算模型

Fig.3 Stealth performance computing model of
VCE with double by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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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后向雷达隐身性能计算时的

面网格示意图，图中从内到外依次是锥体、分流环和

喷管壁面。

4 计算结果与分析

对隐身特性进行计算时，设定入射波的波长λ为
0.03 m(频率为10 GHz)。
4.1 算法验证

为验证RCS数值计算方法的可靠性，对某圆柱

腔体模型[21]进行RCS数值计算。图6示出了水平极

化和垂直极化方式下本文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的对

比。图中，σ表示RCS的大小；θ表示入射方位角的

大小，变化范围为从 0°到 40°，0°入射方位角即电磁

波以平行于喷管轴线的方向从喷管出口垂直射入腔

体内部。可见，计算结果虽不能与试验结果完全重

合，但在相同入射方位角下相差较小，变化趋势亦基

本吻合。证明了本文采用的 RCS 数值计算方法的

可靠性。

4.2 计算结果分析

为分析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的雷达隐身性能，

借助物理光学迭代法，对双外涵变循环发动机和常

规构型发动机同时做计算，得到两种构型发动机在

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方式下腔体的RCS。
RCS随入射方位角的变化如图7所示。计算结

果表明，任意入射方位角下，无论是水平极化还是垂

直极化，变循环发动机后向腔体RCS均小于常规发

动机的RCS。这主要是因为变循环发动机的分流环

具有遮挡效果，使得入射电磁波尤其是小角度入射

电磁波，无法直接照射在涡轮后尾椎和发动机喷管

图5 面网格示意图(后视图)
Fig.5 Sketch of surface mesh (back view)

(a) 水平极化

图6 RCS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的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test results of R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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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水平极化

图7 不同极化方式下RCS与θ之间的关系

Fig.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CS and θ in different
polarizations

(b) 垂直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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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之前的部件，同时分流环的曲面形壁面可以使

入射电磁波发生多次折射，进而削弱了入射电磁波

的能量，减少了电磁波回波百分比，降低了雷达探测

面积，由此提高了隐身性能。而常规构型发动机，由

于电磁波入射到腔体内部后经过的反射次数少，甚

至大部分小角度入射的电磁波直接沿入射方向垂直

反射，极大地增加了被雷达探测到的几率，因此其隐

身性能较差。

4.3 感应电流结果分析

为更加清楚、直观地分析变循环发动机和常规

发动机后向RCS计算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用感应

电流的分析方法对两种类型发动机的隐身性能进行

分析。

理论研究表明，物体表面感应电流线密度(A)越
大，辐射场的场强和 RCS 越大，即雷达探测到的反

射面积越大[22]。因此，电磁波在某一入射方位角下

感应电流线密度的大小可以间接反映该方位角上

RCS的大小，感应电流线密度越大RCS就越大，感应

电流线密度越小 RCS 就越小。腔体感应电流线密

度可利用磁场积分方程(MFIE)[19，23]求得。

以入射方位角为20°时的计算结果为例，图8示

出了水平极化和垂直极化方式下两种类型发动机喷

管壁面感应电流线密度分布云图，图中左侧为带分

流环的变循环发动机，右侧为不带分流环的常规构

型发动机。可见，水平极化方式下，变循环发动机喷

管壁面感应电流线密度为0.000 2～0.001 4 A/m，常

规发动机喷管壁面感应电流线密度为 0.000 2～
0.002 2 A/m；垂直极化方式下，变循环发动机喷管壁

面感应电流线密度为0.000 2～0.001 8 A/m，常规发

动机喷管壁面感应电流线密度为 0.000 2～0.003 4
A/m。变循环发动机感应电流线密度明显小于常规

发动机感应电流线密度，并且从分布上看，变循环发

动机喷管壁面上感应电流较高的区域较小。这说明

变循环发动机喷管壁面产生的辐射场的场强比常规

构型发动机的小，对应的雷达散射截面积小，从本质

上解释了两种构型发动机RCS存在差异的原因。

5 结论

基于所给出的两种不同类型发动机雷达隐身性

能的计算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在计算航空发动机后向雷达隐身性能方

面，本文提出的 RCS 数值计算方法可靠，相同入射

方位角下数值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度较高。

(2) 文中计算的带分流环的变循环发动机后向

雷达隐身性能优于常规发动机，验证了分流环能够

改善发动机后向雷达隐身性能。

(3) 变循环发动机喷管壁面感应电流线密度比

常规发动机的小，是两种类型发动机后向雷达隐身

性能存在差异的本质原因。

(4) 文中计算采用的带分流环的变循环发动

机，是变循环发动机系列构型中的一种概念方案，主

要借助于其设计方案完成变循环发动机隐身性能计

算方法的完善和说明，计算结果不能代表其他构型

变循环发动机的隐身性能水平。另外，文中未计算

分流环的使用对喷管内部流场和发动机气动性能的

影响，因此在设计带分流环的变循环发动机时，还需

在气动和隐身性能之间进行权衡。

(a) 水平极化

图8 不同极化方式下的感应电流线密度分布云图(θ=20°)
Fig.8 Contour of induced current linear density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polarizations(θ=20°)

(b) 垂直极化

A/(A/m)

A/(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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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压气机进口导叶可调的涡轴发动机
性能参数换算方法研究

李定乃，蔡建兵，夏商周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 株洲 412000)

1 引言

在航空发动机研制阶段，为优化发动机性能和

获得发动机寿命周期性能衰减数据，为发动机匹配

优化和部件改进优化提供依据，需要进行大量的台

架试验。因发动机普通台架试验性能受大气环境影

响，为此需要一种能对不同大气环境条件下发动机

性能进行等效评价的方法，以消除环境温度、压力及

湿度对燃气涡轮发动机性能参数的影响。

传统的方法是采用相似原理，将转速、温度、功

率等性能参数折合至标准大气工况，但在发动机工

程应用中效果并不理想。针对此问题，国内外已经

开展了很多研究，且主要是通过修正传统方法的换

算指数来提高精度。Volponi[1]通过基于敏感系数矩

阵的模型分析法和基于实际数据的经验法来确定修

正指数，并以涡扇发动机为例进行了详细介绍。

Bird[2]等对比研究了Samuels等提出的线性湿度修正

方法和Fishbeyn等提出的近似二次方曲线湿度修正

摘 要：通过分析研究涡轴发动机整机试验性能评价方法，量化分析了大气湿度对涡轴发动机整机性能的影响程度，

分析研究了湿度修正导致相同换算转速下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不一致的原因。对原涡轴发动机整机试验性能评价

方法进行改进，引入因湿度修正后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不一致对整机性能影响的修正项，并通过试验研究获得了涡

轴发动机燃气发生器相对换算转速0.90~0.98时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修正量与环境温度和湿度的曲线。验证结果表

明，改进后的涡轴发动机整机试验性能评价方法效果明显，精度得到较大提升。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试验性能；评价方法；湿度修正；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

中图分类号：V235.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20 (2021) 03-0006-05

Method of performance parameter correction of turboshaft
engine based on the compressor variable guide vanes

LI Ding-nai，CAI Jian-bing，XIA Shang-zhou
(AEE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412000，China)

Abstract：A tes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thod for a turboshaft engine was studied to quantify the influ⁃
ence of atmospheric humidity on the performance of turboshaft engine test, and the reason that humidity cor⁃
rection causes the different angle of the inlet guide vane of compressor at a same corrected speed was ana⁃
lyzed and studied. The tes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thod for a turboshaft engine was improved by adding
the correction term for the influence of the performance caused by different angles of the inlet guide vane of
compressor. The lines of the modified value of the angle of the compressor inlet guide vane of a turboshaft en⁃
gine against ambient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while the corrected gas generator speed at between 0.90 and
0.98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experimental study.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roved test perfor⁃
mance evaluation method for a turboshaft engine test performance is more reasonable and of higher accuracy.
Key words：aero-engine；test performance；evaluation method；humidity correction；

compressor inlet guide vanes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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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差异，并采用RB211、PW100、CFM56等发动

机数据进行了对比验证。刘大响 [3]利用相似原理，

推导出发动机各主要性能参数的大气湿度修正系

数，并在WP-6等发动机上成功应用。房友龙等[4]在

传统的燃气轮机性能参数标准化折合的标准化模

型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基于经验的参数折合方法，

利用对环境温度(或环境压力)回归直线的斜率、环

境温度(或环境压力)均值和被折合参数均值确定折

合指数，对燃气轮机性能参数进行折合，以消除环

境温度和压力的影响。黄开明等[5]采用等效相似转

换方法研究带恒转速控制自由涡轮的涡轴发动机

性能参数换算方法，提高了试验参数的换算精度。

马前容等[6]提出采用相似换算和小偏差分析相结合

的方法来进行涡轴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性能修正。

对于压气机进口导叶可调的涡轴发动机，其导

叶控制规律为燃气涡轮发生器转子转速和大气温度

的函数。由于该转速并未考虑湿度修正，这必然导

致在不同环境温度和湿度环境下，经过湿度修正的

同一燃气发生器转子换算转速下存在压气机进口导

叶角度不一致的情况，即发动机技术状态不一致，从

而影响发动机性能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文以

传统的相似换算方法为基础，综合分析湿度修正和

压气机进口导叶控制规律对涡轴发动机整机性能的

影响，增加压气机导叶角度不一致对发动机性能影

响的修正项，提出一种工程实用的基于压气机进口

导叶可调的涡轴发动机试验性能参数换算方法。

2 涡轴发动机试验性能评价方法

以某单转子燃气发生器带自由涡轮式涡轴发动

机为研究对象。该发动机由粒子分离器、轴流+离
心式组合压气机、环形回流燃烧室、单级冷却式涡轮

以及双级非冷却式动力涡轮等主要部件组成。

2.1 组合式压气机导叶调节规律

为保证发动机工作转速内发动机具有足够的喘

振裕度，组合压气机采用了中间级放气和轴流级可

调导叶的措施。在轴流级与离心级中间设置放气装

置，当组合压气机出口压力达到设置压力时，放气活

门自动关闭。由于其关闭压力较小，在所有使用状

态以下，对发动机工作状态性能评价无影响。

压气机轴流级进口导叶和第1级导叶为可调导

叶，二者通过机械连接，由数控系统控制。可调导叶

的角度为燃气发生器转子相对转速和环境温度的函

数：

α = f (ngr ,T0) (1)
式中：α为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ngr为燃气发生器转

子相对转速，T0为环境温度(K)。
2.2 试验性能评价方法

该发动机试验性能评价方法为换算到海平面静

止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比较。该评价方法需进行两

次修正：首先采用湿度修正系数对试验测量参数进

行修正，获得干空气时相对应试验条件(环境温度、

压力)下对应的性能参数；然后将经湿度修正后的性

能参数换算到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

试验台湿度计测量的为大气相对湿度RH。根

据大气压力、大气温度和相对湿度，计算比湿度Rs：

Rs = 622 ×
psat ×(RH/100)

p0 - psat ×(RH/100) (2)
psat = 0.611 21 ×(1.000 7 + 3.46 × 10-5 × p0)×

e(17.502 × (T0 - 273.15)/(T0 - 32.25)) (3)
式中：p0为环境压力，psat为水的饱和蒸汽压。

为消除大气湿度对发动机性能参数的影响，采

用湿度修正系数CHn(公式(4))对发动机主要测试参

数进行修正。其中，ngr、动力涡轮进口总温Tt4B、输出

轴功率PSh、燃油流量W f 的修正系数分别为CH1，CH2，

CH3，CH4，各参数湿度修正系数与比湿度的关系如图

1所示。耗油率sfc的湿度修正系数CH5 =CH4 /CH3。

CHn = f ( )Rs (4)
主要测试参数湿度修正值与实际测量或计算值

的关系为：

ngkr = ngr ×CH1 (5)
Tt4Bk = Tt4B ×CH2 (6)
PShk =PSh ×CH3 (7)
W fk =W f ×CH4 (8)
sfck = sfc ×CH5 (9)

式中：下标k表示湿度修正。

图1 参数湿度修正系数与比湿度的关系

Fig.1 Humidity correction factor against specific hum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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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传统的相似换算方法，对湿度修正后的参

数进行环境温度和压力换算，换算至干空气、海平

面、静止条件下。

ngkcr =
ngkr
θ

(10)
Tt4Bkc =

Tt4Bk
θ (11)

PShkc =
PShk
δ θ

(12)
W fkc =

W fk
δ θ

(13)
sfckc =

3 600W fkc
Pkc

(14)
式 中 ：下 标 c 表 示 换 算 至 标 准 大 气 条 件 ，

θ =T0 288.15，δ = p0 /101.325。

3 湿度修正和压气机导叶角度对发动机性能

的影响

3.1 不同大气条件下湿度修正的影响

为更直观评价大气条件(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
对ngr、Tt4B、PSh、W f 以及sfc的影响程度，图 2给出了各

参数修正系数与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的关系曲线，

表1给出了不同环境条件下湿度的影响。可见：

(1) 低温环境(环境温度≤293.15 K)时，湿度修

正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并且低温环境下空气相对湿

度也较低。如环境温度 293.15 K、相对湿度 100%
时，对ngr、Tt4B、PSh、W f和sfc的修正影响分别为-0.43%，

0.06%，-0.34%，-0.75%，-0.35%。

(2) 高温潮湿环境时，各参数湿度修正影响较

大，不能忽视。如环境温度313.15 K、相对湿度80%
时，对ngr、Tt4B、PSh、W f和sfc的修正影响分别为-0.90%，

0.21%，-1.10%，-1.20%，-1.00%。

3.2 压气机导叶角度的影响

采用压气机进口导叶和第1级静子叶片可调的

方式，来增加发动机非设计点状态下的工作稳定裕

度，是涡轴发动机上常见、有效的方法。调整进口导

叶及静子叶片来防止喘振，其实质是在非设计工况

时改变压气机进口预旋速度，从而减小第 1级动叶

的进气攻角，改善气流流场。反映在性能图上，原来

在A点工作的压气机，通过调节叶片转角变成在A′点
工作，工作点远离不稳定边界，如图3所示。

由公式(1)可知，通过压气机流程数值计算的方

式获取不同进口导叶角度下压气机特性图工作量大

且计算精度也难以保证。为此，本文通过控制压气

机进口导叶角度单一变量的方法，通过整机试验获

得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对发动机性能参数的影响。

采用影响系数Kαn来量化在给定发动机燃气发

图2 湿度修正系数与大气温度和湿度的关系

Fig.2 Humidity correction factors vs. ambient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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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大气条件下湿度的影响 %
Table 1 Effects of humidity under different atmospheric

conditions
环境条件

T0=293.15 K，RH=100%
T0=303.15 K，RH=80%
T0=313.15 K，RH=80%

ΔCH1

-0.34
-0.70
-0.90

ΔCH2

0.06
0.10
0.21

ΔCH3

-0.43
-0.85
-1.10

ΔCH4

-0.38
-0.93
-1.20

ΔCH5

-0.35
-0.68
-1.00

李定乃等：基于压气机进口导叶可调的涡轴发动机性能参数换算方法研究

图3 可调进口导叶防喘机理示意图[9]

Fig.3 The principle of anti-surge of compressor variable
inlet guide v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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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器相对换算转速ngcr时，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每增

加1°对发动机各参数影响的大小，其定义式为：

Kαn =
ΔParamngcr

Δα ×ParamD
× 100%= f ( )Param，ngcr (15)

式中：Param为发动机参数，ΔParamngcr为ngcr时Param

的变化量，Δα为ngcr时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的相对变

化量(°)，ParamD为Param设计点值。

图 4 给出了ngcr在 0.900～0.975 之间，压气机进

口导叶每增加 1°对发动机Tt4B、PSh、W f 的影响。由图

可知，随着转速增加，压气机进口导叶每增加 1°，
Tt4B 、PSh 、W f 相对增加量基本成线性增加。ngcr 在

0.900～0.975之间，Tt4B、PSh、W f 相对增加量分别增加

(5.4%～6.2%)、(1.9%～3.4%)、(1.5%～2.6%)。由此

可知，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改变对涡轴发动机整机

性能影响较大，不容忽视。

3.3 湿度修正对相同换算转速下压气机进口导叶角

度的影响

由前文可知，发动机性能评价是在经湿度和大

气温度修正后同一相对换算转速(ngkcr)条件下进行

对比，而压气机进口导叶调节规律只是T0和ngr的函

数。由图2可知，CH1随着T0和RH的增加而减小。当

ngcr一定时，T0和RH越高，ngkcr就越小。这就会导致

ngkcr相同时，干空气试验条件下的压气机进口导叶角

度比高温高湿大气试验条件下的小，必然会影响发

动机的性能，使发动机性能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受到影响。

为消除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不一致对性能参数

的影响，需要在原涡轴发动机性能评价方法中增加

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修正项，为此需要量化压气机

进口导叶角度修正量。图5给出了在某涡轴发动机

压气机导叶调节规律条件下，不同ngcr时压气机进口

导叶角度修正量与大气温度和大气相对湿度的关

系。

3.4 考虑湿度修正和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修正的整

机性能评价方法

前文研究表明，为准确评价涡轴发动机整机试

验性能，必须综合考虑大气湿度修正和湿度修正后

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不一致对整机性能的影响。本

文在原涡轴发动机性能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根据压

气机进口导叶角度修正量和影响系数Kαn，增加压气

机进口导叶角度对整机性能修正项；对于大气湿度

修正，采用经过应用检验的原湿度修正方法。压气

机进口导叶角度对Tt4B、PSh及W f 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Kα1，Kα2，Kα3，改进的涡轴发动机整机性能参数换算

修正公式为：

Tt4Bkαc = Tt4Bkc -Kα1ΔαTt4BD (16)
PShkαc =PShkc -Kα2ΔαPShD (17)

图5 不同ngcr时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的相对修正值

Fig.5 Correction factor of the angle of compressor variable
guide vanes at different n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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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进口导叶角度每增加1°对发动机参数的影响

Fig.4 Engine performance parameter vs. the angle of the inlet
guide vane of compr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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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fkαc =W fkc -Kα3ΔαW fD (18)
sfckαc =

3 600W fkαc
PShkαc

(19)
式中：下标α表示经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修正，下标

D表示设计点参数。

为验证原来的与改进的涡轴发动机整机性能参

数换算修正方法的准确性，对同状态涡轴发动机在

不同环境条件下的两次试验的性能参数进行对比分

析。两次试验在同一试验台上进行。其中，试验1：
T0 =280.15 K，RH =20%，p0 =99.50 kPa；试验 2：T0 =
303.15 K，RH=80%，p0=100.80 kPa。对比结果如图6
所示。可见，采用原方法对涡轴发动机参数进行换

算修正后存在较大的误差，其中Tt4B相差8～12℃，PSh
相差 20～35 kW，sfc相差 1.0%～1.5%。采用改进方

法对涡轴发动机参数进行换算修正后吻合很好，PSh
最大相差约5 kW，Tt4B和sfc基本一致。

4 结论

通过研究某型涡轴发动机整机试验性能评价方

法，发现因湿度修正会导致不同环境条件下相同燃

气发生器相对换算转速时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不一

致，而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变化对发动机性能影响

较明显，从而影响发动机性能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

性。通过引入因湿度修正后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不

一致对整机性能影响的修正项，提出了改进的涡轴

发动机整机试验性能评价方法。研究可得出：

(1) 低温环境时，湿度修正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并且低温环境下空气相对湿度也较低；但高温潮湿

环境时，各参数湿度修正影响较大，不能忽视。

(2) 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变化对发动机性能影

响较明显，因湿度修正后相同燃气发生器相对换算

转速时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不一致对整机性能影响

明显，影响性能评价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3) 改进后的涡轴发动机整机试验性能评价方

法效果明显，精度得到较大提升。

(4) 本文方法可用于其他压气机进口导叶可调

的涡轴/涡桨发动机整机试验性能评价，对带压气机

进口可调导叶的其他类型发动机(如涡喷/涡扇发动

机)性能评价方法也有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Volponi A J. Gas turbine parameter corrections[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for Gas Turbines and Power，1999，121
(10)：613—621.

[2] Bird J，Grabe W. Humidity effects on gas turbine perfor⁃
mance[R]. ASME 91-GT-329，1991.

[3] 刘大响. 大气湿度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及其修正方法

[J]. 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1989，2(3)：9—16.
[4] 房友龙，刘东风，余又红，等. 一种基于经验的燃气轮机

参数折合方法[J]. 航空动力学报，2018，33(11)：2802—
2808.

[5] 黄开明，黄金泉，任 丹，等. 涡轴发动机性能参数的等

效换算[J]. 航空动力学报，2010，25(9)：2036—2040.
[6] 马前容，吴 虎，刘 涛，等. 涡轴发动机高空台模拟偏

差影响的性能修正方法[J]. 航空动力学报，2013，28(9)：
1997—2002.

[7] Kyritsis V E，Pilidis P. An analytical approach for gas tur⁃
bine parameter corrections[R]. ASME GT2008-50716，
2008.

[8] 韦 海，曹千驹. GTCP131-9A辅助动力装置性能参数

换算公式研究[J]. 航空动力学报，2018，33(1)：77—86.
[9] 胡 俊，吴铁鹰 曹人靖. 航空叶片机原理[M]. 北京：国

防工业出版社，2006.
[10] 涅恰耶夫. 航空动力装置控制规律与特性[M]. 单凤桐，

程振海，译.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
[11] Casoni A，Clitto N，Elliott J，et al. Corrected parameter con⁃

trol for two shaft gas turbine[R]. ASME GT2004-53888，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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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宽度斜槽机匣处理对组合压气机
的扩稳效果研究

杨元英 1，2，安志强 1，2，李 杜 1，2，杨晶晶 1，2

(1.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 株洲 412002；2. 中小型航空发动机

叶轮机械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 株洲 412002)

1 引言

航空发动机制在低油耗、低成本、高推重比和高

可靠性需求的推动下，其压气机气动设计需要在尽

可能提升效率水平、确保宽裕度的同时不断提高平

均级压比，以便改善发动机热力循环，减少级数、减

轻质量[1]。增加压气机负荷水平是提高平均级压比

的一个主要手段，但高负荷设计必然使得压气机设

计点更加靠近转/静子扩压能力极限，使得压气机中

低转速稳定裕度不足，这成为了高负荷压气机设计

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2]。

机匣处理设计可明显抑制甚至消除压气机通道

近端壁区出现的流动堵塞，是当前压气机设计主要

采用的一种扩稳技术[2]。关于机匣处理流动控制机

理及应用分析，国内外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机匣

壁面周向环形槽、轴向/斜向槽、带导向叶片凹槽以

及附加抽吸通道的自适应循环等型式[3-5]。其中，壁

摘 要：采用三维数值模拟方法，对高负荷轴流-离心组合压气机开展了机匣处理扩稳设计技术应用研究。为了同时

达到较好的扩稳效果和较小的设计点效率降幅，在组合压气机第一级转子对应机匣位置采用了前伸出转子叶尖前

缘、槽宽从前端到后端变化的斜槽机匣处理设计。对设计结果的分析显示，变宽度斜槽机匣处理在转子尖部区域呈

现明显的抽吸-再注入扩稳流动特征；在设计点效率下降小于0.2个百分点的同时，使得组合压气机90%设计转速近

喘点压比增加1.90%、轴流级近喘点压比增加3.15%。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组合压气机；机匣处理；变宽度斜槽；高负荷；扩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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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tall margin improvement effect of the variable width
oblique grooves on a combined compressor

YANG Yuan-ying1，2，AN Zhi-qiang1，2，LI Du 1，2，YANG Jing-jing1，2

(1. 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412002，China；2. Hunan Key
Laboratory of Turbomachinery on Small and Medium Aero-engine，Zhuzhou 412002，China)

Abstract：A high load axial-radial combined compressor was investigat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casing treat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maximum stall margin improvement and mini⁃
mize efficiency drop, the oblique grooves with variable width from leading edge to trailing edge were em⁃
ployed on the shroud casing upstream of first-stage rotor. The study of design result shows that the pump
and refill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stability extension with the variable width shallow oblique grooves present
clearly in the tip flow region of rotor, the total pressure ratio of axial stage near surge point increases by
3.15% and results in 1.90% enhancement on combined compressor at 90% design speed. Meanwhile, the
decreasing of design point efficiency is less than 0.2 points according to the casing treatment.
Key words：aero-engine；combined compressor；casing treatment；variable width oblique grooves；

high load；stall margin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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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开槽型式的优点在于结构工艺简单、可靠性高、扩

稳效果好 [6-8]。但壁面开槽会破坏整个流道面的光

顺性，在压气机通道内引入新的二次流损失，再加上

凹槽内部本身也存在回流损失，这些因素可能导致

压气机在流动较为顺畅的设计点工况下损失增加、

效率下降[9-10]。为此，机匣处理设计的最佳效果是在

压气机设计点效率不降低或降低较少的同时，对压

气机中低转速稳定裕度有明显改善。

本文采用三维数值模拟方法，对高负荷轴流-
离心组合压气机开展基于机匣处理的扩稳设计研

究。通过对组合压气机流场的分析，将槽式处理设

置在第一级转子对应机匣位置；同时，为尽可能减小

组合压气机设计点效率下降、获得较好的扩稳效果，

采用前伸出转子叶尖前缘、宽度从前端到后端变化

的斜槽结构。基于设计结果，对变宽度斜槽机匣处

理扩稳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

2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某高负荷轴流-离心组合压气机。

其第一级转子采用了高负荷设计，设计点尖部扩散

因子0.5以上、de Haller数接近0.6，逼近当前高负荷

设计的极限值。三维计算得到的组合压气机90%设

计转速近峰值效率点与近喘点状态第一级转子98%
相对叶高位置叶栅通道的马赫数云图见图 1，图中

同时给出了近喘点状态低速区域对应的速度矢量

图。结果显示，在近峰值效率点，该叶高位置虽受转

子叶尖间隙泄漏流干涉，但其进口激波并未完全脱

体，激波后流动仍然比较顺畅，没有出现低速区。在

近喘点，进口激波已完全脱体，可明显看到大面积的

低速流动几乎占据了整个叶栅通道进口。进一步通

过矢量图可看出，受转子叶尖前缘处产生的泄漏流

卷携的低速流体向相邻叶片压力面堆积，形成了典

型的叶尖间隙泄漏涡堵塞叶栅通道的特征。在该区

域对应的机匣内壁面采用机匣处理扩稳设计，可通

过对泄漏涡及堵塞区域的直接作用，延缓失速发生，

拓宽压气机喘振裕度。

3 设计方案

压气机斜槽式机匣处理结构的主要特征参数见

图2。斜槽机匣处理设计的特征参数取值见表1。

为获得好的扩稳效果，槽道斜向与转子叶片近

似正交，α取40°；考虑工程实际中机匣厚度的限制，

H取1.0 mm。以上两者均为权衡扩稳效果与设计点

效率下降的优选结果。槽道相对轴向长度的选取基

于转子叶尖轴向弦长，综合L1、δX确定。采用槽道轴

Mach number

图1 组合压气机90%设计转速第一级转子98%叶高

叶栅通道马赫数云图

Fig.1 The cascade passage Mach number cloud of first rotor on
98% blade height from root at 90% design speed

局部矢量图

近峰值效率点 近喘点

图2 斜槽式机匣处理主要特征参数示意

Fig.2 Parameters of oblique grooves casing treatment

发动机轴线

转子叶尖

发动机轴线

L

L2H

B

W
1

W
2

L

α

N

L1

表1 斜槽机匣处理设计主要特征参数取值

Table 1 Parameter value of oblique grooves casing treatment
特征参数

α/(°)
L

L1

L2

H/mm
W1/mm
W2/mm

N

B/mm
δX

δY

取值

40
75.7%

-10.5%
65.1%

1.0
2.0
3.8
105
1.47

65.1%
53.4%

几何意义

槽道中心线与轴线夹角

槽道相对轴向长度

槽前端与叶尖前缘相对距离

槽尾端与叶尖前缘相对距离

槽道深度

槽道前端宽度

槽道尾端宽度

槽道数

槽道间最小距离

槽道与转子叶尖轴向叠合量

槽道周向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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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伸出转子叶尖前缘的设计(L1=-10.5%)，以尽可

能减小组合压气机设计点效率下降，对应L=75.7%、

L2=65.1%。槽道宽度的选取综合槽道数、槽道周向

覆盖率确定，同时为兼顾工艺可行性，还需控制槽道

间最小距离(过小的槽道间距容易造成加工难度大

和机匣防碰磨涂层脱落)。槽道周向覆盖率直接决

定机匣处理槽道流动与压气机通道流动的周向掺混

面积。综合扩稳效果、设计点效率下降及工艺可行

性，采用了变宽度槽道(W1=2.0 mm，W2=3.8 mm)的设

计方案，对应的B=1.47 mm。

4 数值计算方法

4.1 计算域划分及求解设置

三维计算采用CFX单通道定常求解，各叶片排

网格近壁面第一层网格尺度为 0.005 mm。针对机

匣处理结构，在第一级转子机匣上方增设厚度 0.02
mm的薄片，用于辅助转子通道计算域与机匣处理

计算域之间的交界面设置(图 3)。组合压气机三维

流场求解湍流模型选用k - ε，各叶片排间交接面采

用基于混合平面法的周向平均守恒方法。Y +满足

k - ε湍流模型 scalable壁面函数法近壁面求解需求。

4.2 计算方法校验

采用上述计算方法，对另一经试验验证过的组

合压气机机匣处理设计进行三维计算，通过与其试

验结果的对比，校验了本文计算方法。图 4给出了

采用机匣处理后计算和试验获得的组合压气机90%
设计转速下的主要性能参数变化量。其中，流量、压

比变化量采用比值结果，效率、流量裕度变化量采用

差值结果，喘振裕度变化量采用公式(1)计算。

ΔSM = æ
è
ç

ö

ø
÷

π*
s

π*
s0
⋅ ms0

ms
- 1 × 100% (1)

式中：π*
s、π*

s0分别为机匣处理与无机匣处理近喘点

压比，ms、ms0分别为机匣处理与无机匣处理近喘点

流量。

从图4可看出，与试验结果相比，三维计算获得

的喘振裕度增幅偏低 2.58个百分点，主要体现在喘

点压比增幅的差异上；峰值效率变化虽然趋势相反，

但变化幅度差异不大。综合对比显示，本文计算方

法对斜槽机匣处理扩稳效果的预估偏低。

5 结果分析

5.1 性能参数对比

针对本文机匣处理设计，选取组合压气机设计

转速、90%设计转速数值模拟结果，对比分析组合压

气机及其轴流级主要性能参数和特性曲线变化。表

2列出了采用机匣处理后压气机主要性能参数的相

对变化量(表中n代表转速)。图5给出了机匣处理前

后组合压气机两个转速下的计算特性对比，图中的

图3 机匣处理三维计算域

Fig.3 Numerical simulation domain of oblique grooves
casing treatment

0.02mm厚辅助薄片

斜向槽道

图4 基于某组合压气机的机匣处理计算方法校验

Fig.4 Verification of oblique grooves casing treatment using
CFD calculation method

相
对

变
化

量
/%

7.0

5.0

3.0

1.0

-1.0 喘振裕度 喘点压比 流量裕度 -0.25个百分点

+2.64个百分点

+6.31个百分点

+1.87%

+4.62%

+3.7
4个

百
分
点

计算 试验

+2.19个百分点

峰值
效率 +0.07个百分点

组合压气机性能变化

设计点流量

设计点效率

峰值效率

流量裕度

近喘点压比

喘振裕度

轴流级性能变化

峰值效率

近喘点压比

近喘点效率

n=1.0
-0.50%

-0.18个百分点

-0.28个百分点

+0.39个百分点

+0.97%
+1.84%

n=1.0
-0.41个百分点

+2.40%
-1.04个百分点

n=0.9
/
/

-0.04个百分点

-0.28个百分点

+1.90%
+1.63%

n=0.9
-0.05个百分点

+3.15%
-0.47个百分点

表2 采用机匣处理后压气机主要性能参数的相对变化量

Table 2 Relative variation of compressor performance with
oblique grooves casing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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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压比数据均基于设计点参数进行了模化处理。

结果显示，采用机匣处理后组合压气机设计点效率

降低 0.18个百分点，90%设计转速峰值效率基本没

变；两个转速下喘振裕度均有增大，主要体现在近喘

点压比增加，其中设计转速近喘点压比增加0.97%，

90%设计转速近喘点压比增加 1.90%；机匣处理改

善了转子尖部区域堵塞，使得流量特性曲线呈向右

平移的趋势。前期数值计算及试验结果也发现，斜

槽机匣处理对组合压气机中高转速的扩稳效果主要

体现在喘点压比的增加上。对于轴流级，机匣处理

带来的喘点压比增加更明显，90%设计转速喘点压

比增加3.15%，峰值效率仅降低0.05个百分点。

5.2 流场分析

图6示出了无机匣处理的组合压气机设计转

速、90%设计转速近喘点第一级转子尖部区域流场，

转子叶尖间隙泄漏流的三维流线，以及转子 98%叶

高回转面叶栅通道轴向速度小于0的区域。对比发

现，在设计转速近喘点，间隙泄漏涡基本靠近叶片吸

力面向下游发展，间隙泄漏涡卷携形成的 98%叶高

叶栅通道回流区域较小。但在 90%设计转速近喘

点，间隙泄漏涡受逆压力梯度的影响，向相邻叶片压

力面扩展，间隙泄漏涡卷携形成了 98%叶高进口段

大面积回流区，对通道流动堵塞明显；此外，间隙泄

漏涡的流动速度更低，更加容易发生扭曲滞止。

为明确机匣处理扩稳机制，对采用机匣处理组

合压气机第一级转子内部流场进行对比分析。按图

6方法提取机匣处理组合压气机90%设计转速近喘

点第一级转子尖部区域流场，见图 7。图中还对比

了有无机匣处理转子叶尖间隙泄漏涡的发展。从图

7(a)与图 6(b)可以看出，采用机匣处理后，间隙泄漏

(a) n=1.0 (b) n=0.9
图6 组合压气机无机匣处理近喘点第一级转子尖部流动

Fig.6 The first rotor tip flow field near surge point of combined
compressor without oblique grooves casing treatment

Axialvelocity/(m/s) Axialvelocity/(m/s)

(c) n=0.9组合压气机特性

(b) n=1.0轴流级特性

(a) n=1.0组合压气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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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 0.64 0.66

无机匣处理
机匣处理方案

无机匣处理
机匣处理方案

无机匣处理
机匣处理方案

无机匣处理
机匣处理方案

无机匣处理
机匣处理方案

无机匣处理
机匣处理方案

无机匣处理
机匣处理方案

无机匣处理
机匣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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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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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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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合流量/设计点流量
0.62 0.64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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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
热

效
率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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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

0.65

0.45总
压

比
/设计

点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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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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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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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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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

折合流量/设计点流量
0.95 0.97 0.99 1.01

折合流量/设计点流量
0.95 0.97 0.99 1.01

折合流量/设计点流量
0.95 0.97 0.99 1.01

折合流量/设计点流量
0.95 0.97 0.99 1.01

0.82

0.80

绝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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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0.84

1.00
1.10

1.20

0.90总
压

比
/设计

点
压

比

0.32
0.34

0.36

0.30总
压

比
/设计

点
压

比

0.83

0.81

绝
热

效
率

0.85

(d) n=0.9轴流级特性

图5 有无机匣处理的压气机特性对比

Fig.5 Contrast of compressor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oblique
grooves casing treatment and no casing treatment (a) 机匣处理方案 (b) 泄漏涡线对比

图7 90%设计转速近喘点第一级转子尖部流动

Fig.7 The first rotor tip flow field near surge point at 90%
design speed with oblique grooves casing treatment

无机匣处理

带机匣处理

Axialvelocity/(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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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卷携形成的 98%叶高叶栅通道的回流区明显减

小；同时，从转子叶尖前缘向下游发展的间隙泄漏涡

的涡核速度明显增加，泄漏涡发展成低速堵塞团的

趋势得到了抑制。这一方面是由于机匣处理斜槽通

过抽吸作用使得转子叶尖近压力面区域的低能流体

进入槽道，缓解了该区域低能流体的堆积；另一方面

是机匣处理斜槽还向从前缘往下游发展的泄漏涡注

入高速流体，增加了泄漏涡靠近叶片吸力面向下游

传播的惯性，抑制了低速堵塞团的生成。

为进一步分析变宽度斜槽机匣处理抽吸-再注

入的扩稳流动特征，提取了槽道与转子叶片通道交

接面位置径向速度的分布，见图8。从图8(a)气体径

向流入机匣处理槽道的云图可清晰看到，在转子叶

尖近压力面沿弦长方向呈现出由叶片通道流向槽道

的高速径向流动，由于近喘点转子叶尖工作在较大

的正攻角状态，在叶型进口段会形成较大的气动载

荷，因而转子前缘附近抽吸效果表现得最为强烈；此

外，在槽道其他位置，也出现了速度较低的流体径向

流入，结合转子叶尖间隙泄漏涡的发展轨迹认为，这

些径向流动主要是由间隙泄漏涡卷入机匣处理槽道

引起。从图8(b)气体径向流出机匣处理槽道的云图

可看出，径向最大流出速度仍然位于近前缘的槽道

区域，呈现出最强烈的注入流动；除此外，槽道的其

他位置，也有流速较高的流体注入叶片通道，且主要

集中在与间隙泄漏涡的交汇处以及槽道末端。

5.3 变宽度斜槽设计分析

表3从机匣处理带来的组合压气机设计点效率

下降、90%设计转速近喘点压比增加、槽道最小间距

三个方面，对比了不同槽宽方案的设计结果。各方

案其他设计参数均一致，周向覆盖率通过调整槽道

数控制。对比分析显示，变宽度斜槽设计在获得较

好扩稳效果的同时，有效控制了组合压气机设计点

效率的降低。等宽度槽设计中，槽宽 2.60 mm方案

表现出了最明显的扩稳效果，对设计点效率的影响

也最小，但其对应的槽间距仅为 1.09 mm。由于机

匣处理槽通常开设在转子对应的机匣流道面(图9)，
该区域往往需要喷涂涂层以预防转/静子刮磨带来

的破毁。而工程应用中发现，槽道间最小距离过小

时，工艺上难以保证流道面涂层的喷涂质量，容易发

生涂层脱落，因此当前工艺水平对应的槽间距最小

值建议为1.50 mm左右。

图 10进一步对比了上述方案中槽宽 3.8 mm的

等宽度斜槽与变宽度斜槽在组合压气机90%设计转

速近喘点状态槽道内的三维流动。由图可知，变宽

度斜槽设计，槽道前半部分流动更顺畅，流动旋涡较

少，旋涡范围也明显更小。此外，变宽度斜槽由于进

口段槽宽减小，槽道流动与叶片通道流动的周向掺

混面积减小，掺混损失有所降低，因而对设计点效率

的影响较小。

6 结论

针对某高负荷轴流-离心组合压气机，采用变

宽度斜槽机匣处理设计，在尽可能减小设计点效率

下降的前提下，有效提高了组合压气稳定裕度。通

表3 不同槽宽设计方案对比

Table 3 Cases groove of different width

槽宽/mm
等宽度5.30
等宽度3.80
等宽度2.60
2.00~3.80

设计点效

率变化

-0.33个百分点

-0.26个百分点

-0.25个百分点

-0.18个百分点

90%设计转速近

喘点压比变化

+1.69%
+1.86%
+1.92%
+1.90%

最小槽间

距/mm
2.07
1.47
1.09
1.47

(a) 径向流入槽道 (b) 径向流出槽道

图8 机匣处理槽道与叶片通道流动交互

Fig.8 Flow interaction of the first rotor tip with oblique grooves
casing treatment

Radialvelocity/(m/s)Radialvelocity/(m/s)

图9 斜槽机匣处理实物照片

Fig.9 Pictureof oblique grooves casing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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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盘热处理过程温度场数值研究

吴 超，黄 兴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 株洲 412002)

1 引言

涡轮盘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热端部件，在其毛

坯件热处理过程中，温度场变化对于涡轮盘性能有

十分重要的影响。温度分布的不均匀性会造成热处

理过程中产生残余应力，而其变化速率又会改变微

观组织结构，影响盘件的力学性能 [1-2]。为此，涡轮

盘热处理过程中传热及温度场变化规律的研究日益

受到重视。

针对温度和保温时间等对材料组织结构方面的

影响已经开展了较多的研究[3-5]，而随着计算机技术

的发展，数值仿真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热处理过

程研究中。崔磊等[6]介绍了热处理数值模拟的多场

耦合理论，并针对国内外主流数值模拟软件进行了

详细分析；余磊等[7]采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对焊接转

子热处理过程中残余应力的释放行为进行了数值研

究；Dong等[8]对焊缝热处理残余应力的释放机理进

行了分析。这些研究大都偏向于热处理过程中结构

应力的分析，而多场耦合分析时，温度场计算是应力

分析的基础，准确计算温度场十分重要。为计算热

摘 要：针对涡轮盘热处理复杂工艺过程中温度场的分析需求，开展了流场/温度场一体化建模方法研究。建立了包

含流场和固体结构的耦合分析模型，并通过仿真计算研究了冷却方式和涡轮盘旋转等工艺过程对温度场的影响，开

展了包含多个工艺过程的涡轮盘温度变化特征分析。结果表明，热处理过程中流场和温度场相互耦合变化，工艺方

法对于涡轮盘的温度场变化过程有重要影响，不同工艺阶段采样点的温度下降规律有差异。提出的建模和分析方法

可为复杂热处理过程温度场分析及工艺改进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涡轮盘；温度场；冷却方式；热处理；耦合模型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20 (2021) 03-0016-06

Numerical study on temperature field of turbine disk
during heat treatment
WU Chao，HUANG Xing

(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412002，China)
Abstract：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temperature field analysis in complex heat treatment process of
turbine disk，the integrated modeling method of flow field and temperature field was studied. The coupling
analysis model including flow field and solid structure was established. The influence of cooling mode and
disk rotation on temperature field was studied by simulation, and the temperatur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sk including multiple processe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of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show that the flow
field and temperature field are coupled during the heat treatment process, and the process method has an im⁃
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temperature field of turbine disk. The temperature drop law of sampling points in
different process stages is different. The modeling and analysis method proposed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support for temperature field analysis and process improvement design of complex heat treatment process.
Key words：aero-engine；turbine disk；temperature field；cooling mode；heat treatment；coupl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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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传热过程，通常采用三类边界条件[9]，但工艺

变化如自然空冷变为强制风冷时，多采用经验公式

或依据经验给定换热系数的相对变化量来计算温度

场 [10-12]。这种方法虽然可以满足一般分析，但工艺

流程和盘件表面几何变化较大时，其精度也会存在

一定的局限。

为提高热处理过程中温度场计算的精度，本文

开展了流场/温度场一体化建模方法研究，分析了涡

轮盘毛坯在包含空冷、风冷、淬火等多个工艺过程下

的流场变化及流场/热耦合过程，研究了工艺流程变

化对涡轮盘温度场的影响，以及复杂工艺流程下的

温度场变化规律，可为涡轮盘热处理过程分析及工

艺改进提供参考。

2 几何模型

涡轮盘毛坯件为旋成体结构，其根部较厚，中间

及外缘相对较薄，中心有通孔，对称面几何见图1。

涡轮盘毛坯件热处理过程分为 3个阶段，包含

转运、风扇吹风冷却(即风冷)和淬火过程。从炉中

转运过程可视为空气中的自然冷却(即空冷)。风冷

时涡轮盘水平放置在工装上，单风扇布置在距毛坯

件中心轴 2.0 m位置，气流沿水平方向吹掠涡轮盘，

同时毛坯件以一定速度绕轴线逆时针旋转。

为对比涡轮盘毛坯件温度变化规律，在对称面

中心线布置温度特征采样测点，并依次编号(图1中

A1～A5，B1～B5)。另外，盘件内、外壁面也分别编号

(图1中A6，A7)，以对比其温度变化过程的差异。

热处理过程的工艺流程及基本计算参数见表

1。此外，涡轮盘材料的比热容和导热率与温度相

关，淬火油的比热容和密度也是温度的函数，这些热

物性参数均以分段线性插值的方式在计算中考虑。

3 数值模型

3.1 网格划分

热处理时高温涡轮盘与低温流体进行热传递。

针对冷却过程，建立包含涡轮盘固体区域和空气、淬

火油等流体计算域的网格模型，固体和流体域热量

通过固体壁面耦合迭代与参数交换，无需设定换热

系数。对计算域空间进行剖分，全部生成六面体结

构化网格。考虑到涡轮盘靠近表面区域温度梯度

大、流态复杂，对壁面附近的固体和流体网格均进行

加密处理。计算网格共计 168万，其中对称面和盘

件表面网格如图2所示。

由于热处理不同阶段计算模型有所变化，为统

一起见，建立一套计算网格，但边界条件根据实际工

艺变化调整。

3.2 数值模型

空冷自然对流计算时，采用 Boussinesq 模型计

算动量方程的浮力项：

(ρ - ρ0)g≈ ρ0 β(T - T0)g (1)
式中：ρ0为参考密度，T0为操作温度，β为气体的热膨

胀系数。

风冷过程中，采用风扇模型模拟风扇风场。风

扇被认为是由无限小且不连续的作为速度函数的压

升组成：

Δp =∑
n = 1

N

fn v
n - 1 (2)

式中：Δp为压升，fn为压力跳变的多项式系数，v为垂

直于风扇截面的局部流体速度。

流场控制方程为微分形式的N-S方程，包括：

图2 计算网格

Fig.2 Computational grid

z x
y

表1 热处理过程的工艺流程及计算参数

Table 1 Process flow and calculation parameters of
heat treatment

工艺

流程

计算

参数

参数

转运时间/s
风冷时间/s
淬火时间/s
初始温度/K
壁面发射率

材料密度/(kg/m3)
风扇直径/m
风扇压升/Pa

涡轮盘转速/(r/min)

数值

90
150
660

1 380
0.6

8 310
0.45
250
8

A6
A7

A1A3A5 B1 B2 B3 B4 B5A2A4

风扇 涡轮盘

图1 几何模型及温度特征采样测点位置

Fig.1 Geometric model and temperature sampling
point 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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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t +∇ ⋅ ρvr = 0
∂
∂t ρv+∇ ⋅(ρvr v) + ρ[ω ×(v- vt)] = -∇p +∇ ⋅ τ˭ +F

∂
∂t ρE +∇ ⋅(ρvrH + pur) =∇ ⋅(k∇T + τ˭ ⋅ v)+ Sh (3)

另外，采用参考坐标系法模拟风冷过程中盘件

旋转运动的影响，采用离散坐标模型(DO)计算涡轮

盘高温表面的热辐射。

基于有限体积法，采用与时间相关的耦合隐式

解法求解控制方程。控制方程中的扩散项、对流项

分别采用二阶中心差分格式和二阶迎风格式离散。

4 计算结果及分析

4.1 流场特征分析

涡轮盘冷却过程中，高温壁面热量除通过热传

导和热辐射散失外，还包含自然对流及强制对流换

热过程，流场变化对热交换会产生较大影响。图 3
给出了不同冷却过程中涡轮盘周围流场速度的典型

分布，可见不同冷却过程中的流场速度和流态均有

较大差异。空冷过程中，高温盘件对周围气流加热，

气流密度减小从而产生了对流运动。涡轮盘底部气

流不断受到盘件加热，沿中心孔和绕盘件外缘上

升。同时，由于中心区域流速大、压力降低，绕过外

缘的气流向中心汇聚，并在涡轮盘上壁面局部诱导

出回流区。回流区气流在上升气流的摩擦力剪切作

用下回旋运动，自然对流时盘件周围最大流速在

2.0 m/s以内。风冷过程中，高速气流从左侧吹过涡

轮盘件表面，流线在迎风面后向上、向下偏转，绕过

涡轮盘边缘时因局部流道扩张而速度增大。在盘

件表面的局部区域、中心孔区域形成低速涡流区，

受高速主流的剪切产生回转流动。在背风侧，由于

气流局部突然扩张产生分离，背风区域气流速度很

低，分离区气体受上、下壁面较高速度气流的剪切

作用而形成两个方向相反的涡流，高速气流经过分

离区一段距离后汇合。淬火过程中的流场与空冷

过程中的相似，此时最大流动速度仅约 0.3 m/s，且
淬火油黏性较大，绕过涡轮盘外缘的流体基本贴着

上壁面向中心汇聚，上升过程中速度分布也更复杂。

上述流场速度分布是冷却过程中的典型分布样

式，采用非定常计算得到的流场速度有一定的周期

性变化，与实际散热过程中的一致。

4.2 冷却方式影响分析

4.2.1 风冷和空冷对比

以空冷 90 s温度场为初始状态，分别按照空冷

和风冷150 s(即结束时刻240 s)计算盘件温度变化，

研究两种工艺对温度场的影响。

表 2 给出了两种冷却方式下采样点 150 s 内的

温度平均下降速率。可见，A1和A6点温度下降很慢，

这是由于热处理初始时刻盘件表面温度高，散热以

热辐射为主，这两个采样位置接近内壁面，难以向

外部环境辐射热量，而通过周围空气对流散热效率

较低所致。A2点为毛坯件几何厚度最大处，温度下

降速率也较慢。A3~A5点结构厚度较小，温度下降速

(a) 空冷

0.380.00 1.130.75 1.50 1.88 2.25 2.53 3.00m/s

(b) 风冷

5.400.00 13.508.10 16.20 18.90 21.60 24.30 27.0010.802.70
m/s

(c) 淬火

0.050.00 0.10 0.15 0.19 0.24 0.30m/s

图3 不同冷却过程中涡轮盘周围流场速度

Fig.3 Flow field velocity around turbine disk during different cooling processes

表2 风冷和空冷采样点温度平均下降速率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average temperature drop rates of
air cooling and wind cooling

采样点

A1

A2

A3

A4

A5

A6

A7

温度平均下降速率/(K/s)
空冷

0.616 7
0.686 5
0.834 5
1.001 9
0.929 7
0.609 2
0.908 9

风冷

0.947 3
0.872 9
1.198 1
1.379 7
1.520 1
0.954 1
1.518 4

差值/(K/s)
0.330 7
0.186 3
0.363 6
0.377 9
0.590 3
0.344 9
0.60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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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相对较快。从空冷和风冷的对比看，风冷时因盘

件表面对流换热强度增大，不同采样点温度下降速

率均高于空冷情况。特别是风冷时中心孔气流在

外部高速气流剪切下运动(图3(b))，增加了内孔处的

换热系数，A1点温度下降速率明显提高。采样点越

靠近盘件外缘，由于对流换热系数增加且结构尺度

较小，其温度下降速率越高，A5点风冷温度下降高达

228.01 K。从两个方案的温度下降值差值也可看

到，A7点温度下降速率差异最大，而A2点差异最小。

图 4 对比了 240 s 时风冷和空冷的盘件截面温

度分布。可以看到，与表 2中采样点反映的规律相

同，风冷时涡轮盘温度明显比空冷时的低，且在轮盘

外缘结构厚度较薄位置，尤其是靠近外壁面处温度

更低。风冷时整个截面的温度梯度也比空冷时大。

4.2.2 盘件旋转影响

分别针对盘件固定和绕中心轴旋转(转速 8 r/
min)两种方案，仍以 90 s空冷后的温度分布作为初

值，计算风冷150 s(即结束时刻240 s)的温度场。

从表 3中的采样点温度看，盘件绕中心轴旋转

时，两侧相对位置采样点温度基本一致，最大温差在

2.5 K以内。涡轮盘固定时，两侧相对位置采样点温

度差异较明显。如迎风侧采样点A5与背风侧采样点

B1之间的温差高达 179.36 K。此外，B1点的温度反

而比A1点的低，这是由于中心孔涡流区在靠近B1点

位置流速大、局部换热效率高所致(图3)。
图5对比了两种冷却方式下涡轮盘截面的温度

分布。显然，盘件旋转时两侧截面温度分布接近，而

盘件固定时迎风侧(左侧)靠近外缘的温度明显低于

背风侧(右侧)，迎风侧温度梯度也显著增加。

对应于温度分布，图 6给出了沿中心特征线的

温度变化。可以看出，盘件内、外壁面附近温度梯度

较大。盘件旋转时左右两侧曲线基本对称，而盘件

固定时右侧温度高于旋转工况，左侧温度低于旋转

工况，且越靠近外缘差异越明显。通过盘件的旋转

可以提高涡轮盘冷却过程中截面温度的一致性。

4.3 冷却过程分析

针对涡轮盘毛坯件热处理的3个工艺过程开展

仿真分析。图7给出了直接由流场和温度场耦合计

算得到的4个特征表面的换热系数。从曲线变化看，

换热系数根据工艺流程分为了3个阶段。空冷阶段

换热系数最小，风冷时有所增强，淬火时最大，且每

个阶段内换热系数均随时间呈下降趋势。在空冷和

风冷阶段，B、C和D截面换热系数差异不大，这是由

于此时盘件表面温度高，热量主要以热辐射的方式

向外散失，对流换热损失的热量比例较小；A截面换

图5 两种工况240 s时涡轮盘对称面的温度分布

Fig.5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symmetrical surface of turbine
disk under two conditions for 240 s

固定

旋转

910800 855 965 1020 1075 1130 1185 1240
K

图4 两种工况240 s时涡轮盘对称面温度分布

Fig.4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symmetrical surface of
turbine disk under two conditions for 240 s

空冷 风冷

K
1020960 990 1050 1080 1110 1140 1170 1200 1230 1260

旋

转

固

定

迎风侧温度/K
1 166.85(A1)
1 228.51(A2)
1 107.85(A3)
1 085.91(A4)
984.60(A5)

1 181.95(A1)
1 225.96(A2)
1 091.42(A3)
1 036.56(A4)
853.48(A5)

背风侧温度/K
1 166.19(B1)
1 228.48(B2)
1 108.03(B3)
1 086.36(B4)
987.00(B5)

1 168.66(B1)
1 233.39(B2)
1 127.49(B3)
1 108.36(B4)
1 032.84(B5)

差值/K
0.66
0.03

-0.18
-0.45
-2.41
13.29
-7.43
-36.08
-71.81

-179.36

表3 涡轮盘旋转和固定时采样点温度对比

Table 3 temperature comparison of sampling points for rotating
and fixed turbine disk

图6 两种工况240 s时沿中心特征线温度

Fig.6 Temperature along the central characteristic line under
two conditions for 240 s

-0.3 0.2 0.3
位置/m

0.10.0-0.1-0.2800

温
度

/K

900
1000

1200
1100

特征线

固定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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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系数明显较小，其原因是A截面位于中心孔处，难

以向环境辐射热量。淬火阶段，不同特征面之间流

态差异，以及壁面本身与淬火油之间温差，对换热系

数都会有影响。此时A截面处于通流状态，其换热

系数也较高。随着时间的增加，换热系数不断减小，

且盘件表面温度下降后，总换热量也会显著降低。

图 8和图 9分别给出了热处理过程中采样点温

度及其下降速率随时间的变化。可见，根据工艺过

程不同，曲线均明显分为三个阶段。整个热处理过

程中A2点的温度比其他采样点的高，A5和A7点的温

度则显著低于其他采样点。900 s时，A5和A7点的温

度降低到350 K左右，曲线变化速率已很小，而A2点
的温度还有约 600 K，仍然有较大的下降速率。总

体而言，热处理开始时各采样点的温差较小，但随着

时间的增加不同采样点的温度均有差异，表明整个

过程中均存在一定的温度梯度。

图9中温度下降速率的阶段性十分明显。当冷

却方式转换时，除A2点外的采样点温度下降速率均

有较明显的增加，尤其是淬火过程中换热系数高，淬

火开始时温度下降速率最大，之后曲线逐渐转平。

这与图7的换热系数变化相对应。随着换热系数的

减小和壁面温度的降低，总的散热量减小，温度下降

速率也降低。A2点温度在初始时刻因传热的稳定状

态还未建立而基本不变，直至盘根区域建立一定温

度梯度后才逐渐下降。而且外部冷却方式变化对A2
点的影响相对较小，其温度下降速率曲线没有产生

跳动。此外，A5、A7点分别为外缘特征点和壁面，风

冷过程中盘件以一定的速度转动，采样点会周期性

地在迎风侧和背风侧之间转换，因此换热量也会产

生波动，其温度下降速率在周期性波动中逐渐减小，

这与理论分析相吻合。

5 结论

(1) 热处理过程温度场变化与流场相互耦合，

不同工艺阶段冷却方式不同，流场参数分布和流动

特征也有较大差异。

(2) 相对于空气自然冷却过程，采用风扇强制

冷却能显著增加对流换热的强度，提高换热效率，但

也会增加盘件的温度梯度。

(3) 风冷过程中，采用旋转涡轮盘的方法，可以

在单风扇非对称流场中有效增加盘件截面温度的一

致性。本文研究的涡轮盘以 8 r/min的转速旋转即

可实现较好的温度一致性。

(4) 不同工艺阶段，盘件不同区域温度下降速

率不同，根据位置变化呈现出一定的数值差异。

(5) 基于流场/温度场的一体化建模和仿真，能

反映热处理过程中的温度场变化规律以及其中的非

定常效应，根据流场与固体域温度场耦合关系计算

不同表面换热系数，避免了采用经验公式给定热分

析边界条件可能带来的误差，可为复杂结构热处理

温度场分析及工艺改进提供参考。

图7 换热系数随时间的变化

Fig.7 Variation of heat transfer coefficient wit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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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采样点温度下降速率随时间的变化

Fig.9 Variation of temperature drop rate at sampling
point wit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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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采样点温度随时间的变化

Fig.8 Variation of temperature at sampling point wit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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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性能参数对比及流场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 三维计算显示，所设计的变宽度斜槽机匣

处理可在设计点效率仅下降 0.18个百分点时，使得

90% 设计转速下组合压气机近喘点压比增加

1.90%，轴流级近喘点压比增加3.15%。

(2) 变宽度斜槽机匣处理在转子尖部区域呈现

出明显的抽吸-再注入扩稳流动特征，大幅削弱了

从转子叶尖前缘向下游发展的叶尖间隙泄漏涡对主

流的影响。

(3) 与等宽度斜槽设计相比，变宽度斜槽设计

有利于获得较宽的槽道间距，确保工艺可行性，并可

使得组合压气机设计点效率下降较少的同时获得更

好的扩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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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性能分散性对轮盘破裂转速
预测结果的影响研究

苏俊卿，李林骏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四川 绵阳 621000)

1 引言

轮盘是航空发动机的断裂关键件，一旦破裂，会

导致灾难性后果[1]。为保证航空发动机的安全性，国

内外航空发动机规范和适航标准均对轮盘的强度设

计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明确规定了轮盘的破裂转速

储备设计要求 [2-3]。如美国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

军用标准[2]规定，轮盘的最低破裂转速不得低于最大

允许稳态转速的122%。

根据规范要求，航空发动机结构设计时需要对

轮盘构型进行设计优化，以保证其具有足够的破裂

转速储备。国内外学者提出和发展了多种轮盘破裂

转速预测方法[4-15]，如平均应力法、局部应变法、小变

形解析法、大变形解析法等。在众多方法中，基于残

余变形或塑性失稳准则的大变形有限元分析方法，

主要利用轮盘材料的弹塑性本构模型来预测破裂转

速，不需要通过实际轮盘破裂试验来修正方法本身，

方便用于方案阶段的轮盘设计和优化。然而轮盘材

料性能具有分散性，使用该方法进行破裂转速预测

时，有必要了解和掌握材料性能分散性对其结果的

影响规律。

本文针对GH4169轮盘，根据其拉伸性能数据，

采用基于塑性失稳准则和大变形有限元分析方法，

分别通过双线性、多线性和非线性三种轮盘材料本

构模型来描述轮盘材料变形行为，分析材料性能分

散性对轮盘破裂转速计算结果的影响。

摘 要：为优化航空发动机轮盘结构设计，节约轮盘破裂转速预测成本，借助GH4169轮盘材料拉伸性能数据，采用

基于塑性失稳准则和大变形有限元分析的轮盘破裂转速预测方法，分别利用双线性、多线性及非线性材料本构模型，

分析探讨了材料性能分散性对轮盘破裂转速预测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典型分散范围内考虑材料性能分散性对轮盘

破裂转速预测结果有一定影响，但影响较小；在预测轮盘破裂转速时，可直接采用最差材料性能曲线，以获得相对保

守偏于安全的结果。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轮盘；破裂转速；材料性能分散性；本构模型；GH4169合金材料

中图分类号：V2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20 (2021) 03-0022-03

Effect of material property dispersion on disc burst
speed prediction results

SU Jun-qing，LI Lin-jun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Mianyang 621000，China)

Abstract：To optimize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aero-engine disc and reduce the cost of disc burst speed pre⁃
diction, based on tensile test data of GH4169 alloys, by means of plastic instability criterion and large defor⁃
mation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methods and bilinear, multi-linear, and non-linear constitutive models, effect
of material property dispersion on disc burst speed prediction results was analyzed. Result shows that in typ⁃
ical range, material property dispersion has little effect on disc burst speed prediction results. Worst materi⁃
al property curve can be directly employed to predict disc burst speed to obtain conservative but safe results.
Key words：aero-engine；disc; burst speed；material property dispersion；constitutive model；GH4169 al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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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双线性本构模型的轮盘破裂转速分析

利用双线性本构模型描述GH4169合金材料的

弹塑性行为，通过大变形有限元分析方法计算

GH4169轮盘的破裂转速。考虑到所模拟轮盘材料

性能及工作载荷的对称性，仅建立整体轮盘的 1/12
扇形有限元模型(图 1)，设定循环对称边界条件，实

现对整体轮盘的计算分析。

双线性本构模型采用两段线性方程来描述材料

的响应曲线，对真应力-真应变曲线拟合度低，计算

量小。表达式如下：

σ ={E ⋅ ε
σy0 +E1 ⋅(ε - εy0)

ε < εy0

ε > εy0
(1)

式中：σ为应力，E为弹性模量，ε为应变，σy0为初始屈

服应力，εy0为初始屈服应力下的应变，E1为切线模

量。对于双线性本构模型，弹性模量、泊松比、屈服

应力、切线模量是决定材料性能的主要参数。

通过试验测得 GH4169 合金试样的弹性模量、

泊松比、屈服应力、切线模量，将平均值作为基准值，

设定系数k为基准值的倍数，以表示各性能参数分散

性的取值范围。在研究其中某一性能参数的分散性

对破裂转速计算结果的影响时，均假设其他参数取

基准值。表 1～表 4分别给出了弹性模量、泊松比、

屈服应力、切线模量在典型分散范围内基准值上下

变化时，轮盘破裂转速预测结果及其与取基准值时

预测结果的偏差。

从表1和表2对比结果可以看出，弹性模量和泊

松比在基准值上下 20%范围内变化时，破裂转速预

测结果偏差小于0.50%，影响较小。从表3和表4结

果可以看出，屈服应力和切向模量分散性对破裂转

速预测结果的影响相对较大。屈服应力在基准值上

下 10%范围内变化时，破裂转速预测结果偏差在

4.00%以内。切线模量在基准值上下 20%范围内变

化时，破裂转速预测结果偏差在3.00%以内。因此，

当轮盘材料性能参数在典型分散范围内变化时，基

于双线性本构模型预测的轮盘破裂转速偏差较小，

材料性能分散性对预测结果的影响较小。

3 基于多线性本构模型的轮盘破裂转速分析

轮盘有限元计算模型同图1。多线性本构模型

是将试验测得的材料真应力-真应变曲线采用多条

直线段来描述，对真应力-真应变曲线拟合度较高，

计算量适中。多线性本构模型表达式如下：

表1 弹性模量分散性对轮盘破裂转速预测结果的影响

Table 1 Contrast of prediction results of disc burst speed
under different elastic modulus

E/MPa
207 286
207 286k

207 286k

207 286k

207 286k

k

基准值

1.10
1.20
0.90
0.80

预测结果/(r/min)
36 891
36 941
36 988
36 836
36 776

相对偏差%
基准预测

0.14%
0.26%
0.15%
0.31%

图1 轮盘模型

Fig.1 Model of disc

表2 泊松比分散性对轮盘破裂转速预测结果的影响

Table 2 Contrast of prediction results of disc burst speed
under different Poisson ratio

泊松比

0.3
0.3k

0.3k

0.3k

0.3k

k

基准值

1.10
1.20
0.90
0.80

预测结果/(r/min)
36 891
36 952
37 034
36 844
36 807

相对偏差%
基准预测

0.17%
0.39%
0.13%
0.23%

表3 屈服应力分散性对轮盘破裂转速预测结果的影响

Table 3 Contrast of prediction results of disc burst speed
under different yield stress

屈服应力/MPa
1 182.36
1 182.36k

1 182.36k

k

基准值

1.10
0.90

预测结果/(r/min)
36 891
38 156
35 622

相对偏差%
基准预测

3.43%
3.44%

表4 切线模量分散性对轮盘破裂转速预测结果的影响

Table 4 Contrast of prediction results of disc burst speed under
different tangent modulus

切线模量/MPa
2 232.64
2 232.64k

2 232.64k

2 232.64k

2 232.64k

k

基准值

1.1
1.2
0.9
0.8

预测结果/(r/min)
36 891
37 431
37 999
36 387
35 930

相对偏差%
基准预测

1.46%
3.00%
1.37%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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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

ì

í

î

ï
ï
ï
ï

E ⋅ ε
σ1 +E1 ⋅(ε - ε1)
σ2 +E2 ⋅(ε - ε2)
......
σn - 1 +En - 1 ⋅(ε - εn - 1)

0 < ε≤ ε1

ε1 < ε≤ ε2

ε2 < ε≤ ε3

εn - 1 < ε≤ εn

(2)

ì

í

î

ïï
ïï

E1 =(σ2 -σ1)/(ε2 - ε1)
E2 =(σ3 -σ2)/(ε3 - ε2)
......
En - 1 =(σn -σn - 1)/(εn - εn - 1)

(3)

式中：( )σ1,ε1 、( )σ2,ε2 ……( )σn,εn 为多线性材料模型

各分段的端点，E1、E2……En - 1为各分段斜率。

试验测试获得 10 条典型 GH4169 光滑圆棒试

样拉伸真应力-真应变曲线，其拉伸性能分布在典

型分散范围内。采用 10 个多线性本构模型来描

述，拉伸强度从小到大依次排列，分别为多线性 1
至多线性10，最大拉伸强度与最小拉伸强度相差约

100 MPa，如图 2 所示。基于 10 种多线性本构模型

预测轮盘破裂转速，选择拉伸强度最低的多线性本

构模型 1的预测结果作为基准，其他本构模型的预

测结果与其对照，见表5。

综合图2和表5可看出，拉伸强度越大轮盘破裂

转速预测值越大；不同拉伸强度下材料真应力-真
应变拟合曲线不同，存在分散性，由材料分散性影响

的破裂转速的预测结果相对偏差在3.00%以内。据

此，当轮盘材料拉伸性能曲线在典型分散范围内变

化时，基于多线性本构模型预测的轮盘破裂转速偏

差较小，材料性能分散性对预测结果影响较小。

4 基于非线性本构模型的轮盘破裂转速分析

轮盘有限元计算模型同图1。非线性本构模型

对材料的真应力-真应变曲线的拟合度最高，但计

算量大。典型的非线性本构模型是采用公式(4)来
描述材料拉伸真应力-真应变曲线的塑性变形。

σy =σy0 + r0ε
p +∑

i = 1

n

ri(1 - e-biε
p
) (4)

式中：σy为材料塑性流动应力；εp
为塑性应变；r0、ri、bi

为非线性本构模型参数；为能够较好地描述材料塑

性变形曲线同时考虑计算量，本文n取4。
基于前述10条典型的GH4169光滑圆棒试样拉

伸真应力-真应变曲线，采用非线性本构模型来描

述，拉伸强度从小到大依次排列，分别为非线性1至

非线性10(图3)。基于10种非线性本构模型预测的

轮盘破裂转速见表 6，仍选择拉伸强度最低的非线

性本构模型1的预测结果作为基准。

从表 6中可看出，与多线性本构模型预测结果

相似，拉伸强度越大，采用非线性本构模型预测的轮

盘破裂转速也越大。相对于拉伸强度最小的非线性

表5 各多线性本构模型的轮盘破裂转速预测结果及对照

Table 5 Prediction results of disc burst speed based on various
multi linear models

多线性本构模型

1
2
3
4
5
6
7
8
9

10

预测结果/(r/min)
36 865
36 973
37 109
37 144
37 178
37 214
37 442
37 486
37 499
37 869

相对偏差%
基准预测

0.29%
0.66%
0.76%
0.85%
0.95%
1.57%
1.68%
1.72%
2.72%

图2 各多线性本构模型真应力-真应变曲线

Fig.2 True stress-true strain curves of
various multi linear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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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各非线性材料模型真应力-真应变曲线

Fig.3 True stress-true strain curves of various
non-linear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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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6Al-4V(ELI)合金在盐酸溶液中的
电化学腐蚀行为及数值模拟

白彩云 1，赵 伟 2，石 炜 2，陈立杰 1

(1. 厦门大学 航空航天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2.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

高空模拟技术重点实验室，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采用电化学腐蚀实验方法研究了Ti-6Al-4V(ELI)合金在w(HCl)=3.5%溶液中的电化学阻抗谱，估算了钝化膜

厚度；测试了HCl溶液中的极化曲线，得到了相应的腐蚀速率。利用COMSOL Multi-Physics对钛合金/电解质界面建

立电化学模型，进行了阻抗的数值模拟及钝化膜厚度的估算。同时，分析了HCl溶液中Ti-6Al-4V(ELI)合金α相和β相
的电偶腐蚀机理，预测了β相的腐蚀速率。模拟结果表明：β相的腐蚀电流密度比α相的大，这与以往的腐蚀机理分析

结果相符；数值模拟得到的电化学阻抗谱、钝化膜厚度及腐蚀速率与实验测试结果吻合较好。COMSOL数值模拟方

法可以用于高效分析合金材料的电化学腐蚀过程及机理。

关键词：Ti-6Al-4V(ELI)；盐酸溶液；电化学腐蚀；电化学阻抗谱；极化曲线；电偶腐蚀；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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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chemical corrosion experiment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i-6Al-4V(ELI) alloy in HCl solution

BAI Cai-yun1，ZHAO Wei2，SHI Wei2，CHEN Li-jie1

(1. School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ltitude Simulation Laboratory，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Mianyang 621000，China)
Abstract: The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EIS) of Ti-6Al-4V(ELI) alloy in w(HCl)=3.5% so⁃
lution was studied by electrochemical corrosion experiments and the thickness of passive film was estimated
utilizing the data obtained from EIS analysis. Meanwhile, the corresponding corrosion rate was obtained by
the polarization curve test in HCl solution. An electrochemical model for numerical simulations was estab⁃
lished for the alloy electrode/electrolyte interface by using COMSOL Multi-Physics, 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impedance were performed and thickness of passive film was estima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galvanic
corrosion processes of α and β phases in HCl solution were analyzed for Ti-6Al-4V(ELI) alloy, and the cor⁃
rosion rate of β phases was predict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rrosion current density of β
phases is greater than α phase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corrosion mechanism analy⁃
sis, and the 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 thickness of passivation film and corrosion rate ob⁃
tain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refore, the numeri⁃
cal simulation method based on COMSOL Multi-Physics can be used to efficiently analyze and predict the
electrochemical corros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alloys.
Key words：Ti-6Al-4V(ELI)；HCl solution；electrochemical corrosion；electrochemical impedance

spectroscopy；polarization curve；galvanic corrosion；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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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Ti-6Al-4V(ELI)是航空航天领域使用最广泛的

α+β钛合金，具有极高的比强度、良好的疲劳性能和

耐腐蚀性，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结构材料，被广泛应

用于压气机盘、叶片等承受大压力的结构件。钛合

金良好的耐腐蚀性是因为其表面易形成一层致密的

钝化膜，但钝化膜的性质、组成和厚度取决于环境条

件。在实际服役过程中，钛及其合金在酸性环境中

通常会被腐蚀，特别是在氯离子浓度较高的环境中，

钝化膜受环境影响会发生破裂，进而受到的腐蚀作

用更加明显[1]。
Ti-6Al-4V在各种恶劣环境和介质中的腐蚀行

为已得到大量研究。其中，电化学阻抗谱(EIS)研究

因不会对样品体系造成不可逆影响，且可得到较多

的腐蚀动力学信息等优点，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

用。Tsipas等[2]采用EIS法对Ti-6Al-4V在飞机模拟

环境中的耐腐蚀行为进行了评估，指出在200℃下用

NH4Cl处理可以提高其耐腐蚀性。刘焱 [3]研究了感

应热处理后的Ti-6Al-4V及其焊缝在慢拉伸状态下

的电化学行为，发现随着慢拉伸时间的增加，所有试

样的容抗弧减小，耐腐蚀性降低。近年来，很多学者

尝试通过有限元法对电化学反应进行数值建模，且

已有许多成功的研究应用大型有限元分析软件

COMSOL Multi-Physics 建模。如 Deshpande[4] 采用

COMSOL对镁合金腐蚀过程进行了数值模型，研究

了围绕α相的连续β相和离散β相这两种微观组织结

构的耐蚀性，认为当α相周围具有连续的β相网格结

构时合金具有最佳的耐腐蚀性。

本文采用电化学实验和COMSOL Multi-Physics
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研究 Ti-6Al-4V(ELI)合金

在HCl溶液中的电化学阻抗特性及极化曲线，并对

合金α相和β相电偶腐蚀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可为高

效分析合金材料的电化学腐蚀行为及机理提供依

据。

2 电化学实验

2.1 实验材料及方法

实验材料为锻造成型 Ti-6Al-4V(ELI)合金，其

成分见表 1。试样尺寸为 15 mm×20 mm×5 mm。所

有试样分别用320#、600#、1 000#、1 200#的SiC砂纸

逐级打磨，并同时进行水冷。随后将试样放入乙醇

中超声清洗 10 min，再在水中漂洗，干燥，为后续实

验做准备。

采用CS350H型电化学工作站三电极系统研究

Ti-6Al-4V(ELI)合金在盐酸溶液中的腐蚀机理：

Ti-6Al-4V(ELI)作为工作电极，铂电极作为辅助电

极，Ag/AgCl作为参比电极。工作电极与电解质溶液

的接触面积为 1 cm2。实验均在室温(20~22℃)下进

行。试样在进行电化学阻抗谱和极化曲线测试之

前，均需经过相同时间的开路电位稳定，电化学阻抗

谱交流幅值为10 mV，频率为10-2~105 Hz。极化曲线

扫描范围为-0.5~1.5 V(相对于开路电位)，扫描速率

为1 mV/s。实验进行三次，以保证实验的重复性。

2.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2.1 电化学阻抗谱分析与讨论

图 1 示出了 Ti-6Al-4V(ELI)在 w(HCl)=3.5%溶

图1 Ti-6Al-4V(ELI)在w(HCl)=3.5%溶液中的EIS
Fig.1 The EIS of Ti-6Al-4V(ELI) in w(HCl)=3.5% solutions

(b) Bode图

(a) Nyquist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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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Ti-6Al-4V(ELI)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1 The mai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i-6Al-4V(ELI) (mass fraction/%)
Al

6.00
V

3.99
Fe

0.06
C

0.02
N

0.008
H

0.001
O

0.08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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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中的 EIS 测试结果，通过测量 EIS 确定其等效电

路，来推测电极系统中的腐蚀动力学过程及其机

理。其中，Nyquist图表示阻抗的虚部与实部随扰动

频率变化的趋势，其插图为用于EIS分析的等效电

路图；Bode图表明阻抗的绝对值和相位角随扰动频

率变化的特征。可以看出，高-中频(101~105 Hz)的圆

弧表征该电极与法拉第反应有关的电荷传递阻抗，

圆弧的直径越小，表示电荷传递的阻抗越低，材料的

耐腐蚀性越差。

通过EIS分析，采用图1(a)中的电路图为拟合的

等效电路。其中，Rs为溶液电阻，R f 为薄膜电阻，Rct
为电荷转移过程遇到的阻力，Cdl为电极与电解质之

间的电双层电容，CPE是常相位角元件。R f 和Rct与

Ti-6Al-4V(ELI)合金的耐蚀性成正比，Cdl 则相反。

由于电极不是理想电容，工作平面会产生弥散效应，

故等效电路中引入CPE来描述电容发生的偏离。

CPE由CPE1和n来表示，当n=1 时CPE为纯电容。同

时，相位角越偏离-90°，说明CPE越偏离理想电容。

通过软件Zview对图1中的等效电路进行数值拟合，

得到的参数如表2所示。

根据钛合金与盐酸溶液反应的极化曲线可以看

出存在钝化现象，钝化膜的主要成分为TiO2。为进

一步表征钛合金的表面状态，可根据EIS分析结果

估算钝化膜的厚度[5]，即：

d = εδS
C (1)

式中：d为钝化膜厚度；C为钝化膜电容；ε为钝化膜介

电常数，本文取εTiO2 =100[5]；δ为真空介电常数，δ=
8.86×10-12 F/m；S为表面积。

本文实验样品的S=1 cm2，C=2.97×10-5 F，可得d=
2.98 nm。Dai等[6]经过EIS的测量得到Ti-6Al-4V在

w(HCl)=3.5%溶液中生成的钝化膜厚度为 5.88 nm。

相比较而言，相同质量分数的NaCl和HCl溶液，HCl
溶液中的H+会进一步破坏钝化膜，从而降低了钛合

金的耐腐蚀性能。

2.2.2 极化曲线分析与讨论

通过极化曲线表征材料极化过程中电极电位与

电流密度之间的关系，电解质溶液中金属的腐蚀速

率通过电化学反应动力学来确定。图 2 所示为

Ti-6Al-4V(ELI)在不同浓度HCl溶液中的极化曲线，

其中I为电流密度。

根据 Tafel 外推法可以得到腐蚀动力学参数

——自腐蚀电位(Ecorr)和腐蚀电流密度(Icorr)，再利用

法拉第电解定律计算出Ti-6Al-4V(ELI)合金在电解

质溶液中的腐蚀速率CR，结果如图 3 所示。在 HCl
溶液中，随着HCl质量分数的增加，Ecorr越来越负，Icorr
越来越大，Ti-6Al-4V(ELI)合金的腐蚀倾向越明显，

图3 Ti-6Al-4V(ELI)在不同浓度HCl溶液中的腐蚀速率

Fig.3 Corrosion rate of Ti-6Al-4V(ELI)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HCl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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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Ti-6Al-4V(ELI)在不同浓度HCl溶液中的极化曲线

Fig.2 The polarization curves of Ti-6Al-4V(ELI)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HCl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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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i-6Al-4V(ELI)在w(HCl)=3.5%溶液中的EIS拟合结果

Table 2 EIS fitting parameters of Ti-6Al-4V(ELI) in w(HCl)=3.5% solutions
试样

1
2
3

均值

Rs(Ω/cm2)
21.93
22.17
20.84
21.65

R f /(104Ω/cm2)
5.99
5.28
5.87
5.71

CPE1/(10-5S/(cm2·sn))
3.05
3.02
2.83
2.97

n

0.90
0.92
0.91
0.91

Rct/(105Ω/cm2)
1.52
1.40
1.83
1.58

Cdl/(10-5S/(cm2·sn))
2.20
1.28
1.11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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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速率越快。

3 电化学阻抗谱数值模拟

使用COMSOL Multi-Physics软件中的电分析接

口和电极表面边界特征，来描述电化学反应方程。

在电分析系统中，人为添加的电解质使电场强度维

持在较低的状态，因此可以忽略溶液电阻。此时，可

以使用扩散方程(菲克定律)描述系统中化学物质的

质量传递，并利用合适的边界条件描述电极动力学

和电容。

3.1 电化学模型

采用交流阻抗一维电分析模型。模型包含用于

腐蚀单元的一维电解质域，域的长度L是基于扩散

系数D和最低频率 fmin的函数(式(2))，以便让物质有足

够的扩散时间。

L = 10 D
2πfmin

(2)
假设存在大量的电解质——这些电解质是电分

析实验中所添加的惰性盐，可提高电解质的电导率，

而不会干扰化学反应特性。在此假设条件下，溶液

的电阻足够小，电场分布可以忽略不计[7]。从而，电

分析接口可以实现对参与氧化还原反应的反应物和

生成物的输运方程的求解。域方程为描述电活性物

质化学输运的扩散方程，即为菲克第二定律。

此模型中，在工作电极表面(x=0)，反应物质 Ti
发生氧化反应(失去电子)生成Ti4+：

Ti 4 + + 4e - ↔ Ti (3)
Ti4+为还原方向的反应物，化学当量系数为-4，

Ti为还原方向的生成物，化学当量系数为+4。
此外，还需设置边界方程。该反应的电流密度

Iloc由描述氧化反应的电分析 Butler-Volmer 方程给

出：

Iloc = bFk0

æ

è
çç

ö

ø
÷÷cA exp

æ

è
çç

ö

ø
÷÷

( )b -αc Fη
RT - cB exp

æ
è
ç

ö
ø
÷

-αc Fη
RT

(4)
式中：F 为法拉第常数；k0为反应的非均相速率常

数；αc为阴极传递系数；b为传递的电子数，b=4；cA(cB)
为还原物(氧化物)的浓度，本体(x = L)中氧化物和还

原物的浓度相同，均可表示为1 μM；η为工作电极上

的过电位；R为气体常数；T为热力学温度。过电位

是Ti和Ti4+的氧化还原反应的外加电位Φs,ext与平衡

电位Eeq之差。

在电极表面边界条件中，根据法拉第电解定律，

反应物和生成物的通量与所得的电流密度成正比，

因此：

-b ⋅ ( )-Di∇ci =
vi Iloc
bF (5)

采用交流阻抗模块，为施加在特定直流电压上

的谐波扰动(频率为w)建模。本文中施加的外加电

位是氧化还原反应的平衡电位：

Φs,ext =Eeq +ΔΦeIwt (6)
这一扰动的幅值ΔΦ相对于RT/F来说较小，因此

边界方程可以进行线性化处理，系统对扰动产生线

性响应，并且物质通量、浓度分布和电流密度也在相

同频率下受到正弦扰动的影响。

本研究中，扰动频率在 10-2～105 Hz之间变化，

针对基于初始电压的扰动进行求解。在每个频率

下，使用频域形式的菲克第二定律作为控制方程。

求解的前提条件是：主体浓度满足ci,1 = 0，且电极表

面满足Φs,ext =ΔΦ。

3.2 电化学阻抗模拟结果与分析

EIS 电化学模型的数值模拟中，输入的参数如

表 3所示，根据提供的参数在频率范围内进行线性

扰动，解析阻抗对频率的响应。

图 4 所示为 Ti-6Al-4V(ELI) 合金在 w(HCl) =
3.5%溶液中的Nyquist图。可以看出，COMSOL模型

计算结果与实验数据吻合较好，在低频时质量传递

占主导地位，在高频时向动力学控制过渡。与图 1
的实验结果相比，COMSOL模型结果在低频区显示

出更精确的阻抗值，而在中频区数值略高，在高频区

表现一致。

通过软件 Zview对COMSOL模型模拟的EIS进

行拟合，得到C=2.14×10-5 F，因此其钝化膜厚度为

4.14 nm，与电化学实验估算值的相对误差为38.9%。

由于COMSOL模型为理想状态的Ti-6Al-4V(ELI)合
金与盐酸溶液的理想电化学发应，而实际实验过程

中非理想合金材料与盐酸的反应更为复杂，加之对

表3 COMSOL模型的输入参数

Table 3 Input parameters for the COMSOL model
名称

D

Vapp

Ael

fmax
fmin

T

值

3.3×10-9[8]

0.01
10-4

105

10-2

293.15

单位

m2/s
V
m2

Hz
Hz
K

说明

扩散系数

外加电势

电极面积

最大频率

最小频率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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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化膜的实验测试相对较困难，故认为数值模拟结

果可为对比合金在不同溶液中生成的钝化膜厚度

提供依据。

4 α和β两相腐蚀模拟

对Ti-6Al-4V合金α和β两相腐蚀的数值模拟，

使用COMSOL Multi-physics中的任意Langrangian-
Eulerian(ALE)应用模式 [4]。该方法用 Nernst-Planck
方程和Laplace方程作为电分析和传质控制方程，采

用动电位极化曲线作为边界条件。本文用实验获

得的 Ti-6Al-4V 合金α相和β相的极化曲线数据作

为边界条件求解Nernst-Planck方程，得到系统的电

位分布和电流密度。

4.1 数学模型[4]

通过求解电解质溶液中的电流和电位分布获

得电极表面的电流密度，模型中物质 i的迁移可以

用Nernst-Planck方程来表示，即：

Ni = -Di∇ci - ziFui ci∇Φ+ ciU (7)
式中：Ni为通量，zi为电荷数，ui为迁移率，Φ为电解

质电位，U为溶剂速度。

电解质溶液中，物质i质量守恒可以表示为：
∂ci

∂t = -∇ ⋅Ni

=Di∇2ci - zi Fui∇⋅ ( )ci∇Φ +∇ ⋅ ( )ciU
(8)

在此模型中，假设：①电解质溶液混合良好，不

存在浓度梯度；②溶剂是不可压缩的；③溶液是电

中性的；④溶解反应发生在阳极表面，而析氢反应

发生在阴极表面。根据以上假设，方程(8)可以简化

为：

∇2Φ = 0 (9)

上式采用了电势的Laplace方程形式，代表了腐

蚀速率的上限。在电解质域中求解方程(9)还受边

界条件的约束。阳极表面与阴极表面的边界条件

分别为：

∇nΦ = -Ia( )Φ /σ (10)
∇nΦ = -Ic( )Φ /σ (11)

式中：σ为电解质溶液的电导率，Ia( )Φ 为阳极的电流

密度，Ic( )Φ 为阴极的电流密度。

Ia( )Φ 和Ic( )Φ 是分段线性插值函数，可以分别从

β相和α相的极化实验中得到。将绝缘边界条件应

用于电解质域的其他边界。

图 5所示为β相和α相在 5M HCl溶液中的极化

曲线。为了保证实验的可靠性，两组极化实验的环

境 必 须 一 致 ，因 此 选 择 近 β 型 钛 合 金 TMZF
(Ti-13Mo-7Zr-3Fe) 为 β相 [9]，一种近 α型钛合金

Al-Ti[10]充当α相。通过TMZF和Al-Ti分别在5 M HCl
溶液中的极化曲线得到电流密度(Ia( )Φ 和Ic( )Φ )与阳

极和阴极电位之间的关系。从图中可以得到，α型
钛合金(Al-Ti)的自腐蚀电位为-0.239 V，β型钛合金

(TMZF)的自腐蚀电位为-0.450 V，因此β相的自腐蚀

电位比α相的自腐蚀电位负0.211 V。

根据边界条件求解Laplace方程(9)，得到阳极和

阴极表面各节点的电位、电流密度分布。再利用法

拉第定律根据电流密度计算腐蚀速率，并将ALE移

动网格技术应用于腐蚀过程中移动界面的计算。

假设阴极不发生反应，则阴极表面的移动速度可认

为是 0，其他边界位移也都是 0。将 ALE 方法与

COMSOL Multi-physics相结合，来求解网格位移。

图5 TMZF(β钛合金)[9]和Al-Ti(α钛合金)[10]

在5 M HCl溶液中的极化曲线

Fig.5 The polarization curves of TMZF(b-titanium alloy)[9] and
Al-Ti(a-titanium alloy)[10] in 5 M HCl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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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COMSOL模型模拟的EIS与实验EIS的对比

Fig.4 The comparison of COMSOL model simulated EIS and
experimental 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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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相和α相的横截面微观结构模型的几何图如

图6所示。微观结构可由水平集函数L以自变量x和
y表示为micro ( )x,y [4]，表示同一边界上ΦL > 0时的阳

极表面和ΦL≤ 0时的阴极表面。β相由ΦL > 0的区

域表示，α相由ΦL≤ 0的区域表示。当插值水平集

函数L的值分别为 0和 1时，可识别电极边界为β相
和α相。

4.2 数值模拟结果与腐蚀机理分析

从极化曲线可以看出，同等面积比组成的α相
和β相，溶解反应发生在阳极表面(β相)，析氢反应发

生在阴极表面(α相)。此模型描述的阴极边界由于

负电流密度进入电解质溶液中的沉积过程没有物

质的损失或积累，因此假设无腐蚀过程的阴极表面

在电解质溶液中发生析氢反应是合理的。

使用二次电流分布接口根据以下表达式求解

电解质域上的电位：

Ii1 = -σ1∇Φ1 (12)
式中：Ii1为电解质电流密度矢量。

电极表面法向上的溶解速度计算依据为：

v ⋅ ∂x∂t =∑i

Rdep, i,m Mi

ρi
(13)

式中：Mi为物质i的摩尔质量，MTi =47.87 g/mol；ρi为

腐蚀物质的密度，ρTi =4.54 g/cm3；Rdep, i,m通过方程(14)
计算。

Rdep, i,m = -
ui,m Iloc,m
bmF (14)

式中：ui,m为化学当量系数，取 18[11]；bm为参与电极反

应的电子数量，取4。

图7示出了腐蚀电位的数值模拟结果。从图中

可以看出，β相的电位比α相的电位低，在电解质溶

液中优先被溶解，而α相未被腐蚀。

通过电极动力学表达式来模拟电极表面β相的

电极反应。电极表面β相的局部电流密度设为：

Iiβ = f ( )Φs,ext -Φ1 × ( )1 -micro ( )x,y (15)
通过分段三次插值函数将电极表面β相的局部

电流密度与电解质电势导入极化实验数据中，得到

如图8所示的电流密度数值模拟结果。从图中可以

得到β相的电流密度为2.8×10-5 A/cm2，大于α相的电

流密度，因此β相更容易被腐蚀。Shukla等[12]和Me⁃
tikos-Hukovic等[13]提出，Ti-6Al-4V表面生成的钝化

膜包含氧化钒，而氧化钒具有有限的防腐作用，在

盐酸溶液中易于溶解，V元素又聚集在β相，因此β

图7 腐蚀电位的数值模拟结果

Fig.7 The numerical results of corrosion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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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电流密度数值模拟结果

Fig.8 The numerical results of current density

-5
x向长度/10-5m

0 5

y向
长

度
/10

-5 m

-4
-2

8

0

4

10

6

2

12

0.2
0.4

0.8

1.2

0.6

1.0

I/(A/cm2)

图6 Ti-6Al-4V合金包含β相和α相的横截面微观结构模型

Fig.6 Geometrical model of microstructure of Ti-6Al-4V
containing b phase and a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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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更容易被腐蚀。本文数值模拟情况与其一致，证

明了此数值模型的正确性。

为研究 Ti-6Al-4V(ELI)合金中β相对合金腐蚀

的影响，通过法拉第电解定律得到β相在5M HCl溶
液中的腐蚀速率为：

CR =
MiI
bFρ (16)

式中：F≈96 485 C/mol。
数值模拟得到的β相的腐蚀速率约为 7.65×

10-10 m/s。根据图 3 测试结果，Ti-6Al-4V(ELI)合金

在5 M HCl溶液中的腐蚀速率约为1.63×10-9 m/s，约
为模拟得到的β相的腐蚀速率的2.13倍。这是由于

合金材料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加之参比电极不

同等因素影响，使得数值模拟得到的β相的腐蚀速

率 较 低 。 但 数 值 模 拟 结 果 仍 可 以 快 速 地 为

Ti-6Al-4V(ELI)合金在腐蚀环境中的腐蚀评估提供

数据支持。

5 结论

采用实验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

Ti-6Al-4V(ELI)合金在HCl溶液中的电化学腐蚀行

为及腐蚀机理，主要结论如下：

(1) 通过实验测试得到了Ti-6Al-4V(ELI)合金

在w(HCl)=3.5%溶液中的电化学阻抗谱，采用等效

电路拟合得到阻抗数据，并根据阻抗数据进一步估

算出钝化膜厚度为 2.98 nm；得到了Ti-6Al-4V(ELI)
合金在不同浓度 HCl 溶液中的极化曲线及腐蚀速

率。

(2) 利用COMSOL Multi-Physics进行钛合金的

电化学腐蚀行为数值模拟，得到了 Ti-6Al-4V(ELI)
合金在w(HCl)=3.5%溶液中的电化学阻抗谱及钝化

膜厚度。模拟结果与电化学实验结果吻合较好，为

对比合金在不同溶液中生成的钝化膜厚度提供了

依据。

(3) 利用COMSOL建立了研究Ti-6Al-4V(ELI)
合金α相和β相腐蚀的ALE模型，得出β相的电流密

度比α相的大，β相更容易被腐蚀，β相在 5M HCl溶
液中腐蚀速率约为7.65×10-10 m/s。此数值模拟结果

可快速地为Ti-6Al-4V(ELI)合金在腐蚀环境中的腐

蚀评估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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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型弹用发动机空中起动环境
模拟试验主动抗扰控制方法

王 信 1，钟华贵 1，2，但志宏 1，2，罗载奇 1，郭 强 1

(1.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四川 绵阳 621000；2. 高空模拟技术重点实验室，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针对高空模拟试车台(简称高空台)弹用发动机起动环境模拟试验具有起动时间极短、流量变化率大等特点，

采用常规控制方法难以实现快速、准确模拟空中飞行环境的技术难题，引入自抗扰控制思想，提出一种适用于高空台

非线性不确定复杂系统的主动抗扰控制方法。仿真验证表明，采用该主动抗扰控制方法，试验舱进气、排气压力最大

偏差≯0.3 kPa，进入稳态时间较短且无超调，能有效抑制弹用发动机起动对试验舱进气、排气压力的干扰。本研究对

于高空台弹用发动机及其他型号发动机试验控制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空中起动；主动抗扰控制；起动环境模拟；高空模拟试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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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 method for air starting
environment simulation test of small missile engine

WANG Xin1，ZHONG Hua-gui1，2，DAN Zhi-hong1，2，LUO Zai-qi1，GUO qiang1

(1.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Mianyang 621000，China；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ltitude Simulation Laboratory，Mianyang 621000，China)

Abstract：The starting environment simulation test of missile engine on high altitude facility has very short
start-up time and large flow variation, so it is difficult to realize fast and accurate simulation of air flight en⁃
vironment by conventional control method. An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 method for complex non⁃
linear uncertain system on high altitude facility was proposed by introducing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 method. Using the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 method, the maximum deviation of inlet and
exhaust pressure of test chamber is not more than 0.3 kPa, the steady-state time is short and there is no
overshoot. It can effectively restrain the interference of missile engine starting on the inlet and exhaust pres⁃
sure of test chamber. It provides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development of test control technology of missile en⁃
gine and other types of engines on high altitude facility.
Key words：aero-engine；air starting；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starting environment simulation；

high altitude test facility
1 引言

小型弹用发动机起动过程具有起动惯性小、起

动时间极短(几秒)、流量变化率大、起动边界窄等显

著特征，其起动过程对高空模拟试车台(简称高空

台)进、排气环境压力压差变化极为敏感。一旦进、

排气压力控制不稳定或偏差较大，将会导致起动试

验失败。因此，高空台飞行环境模拟控制方法必须

具有较强的抗干扰性和鲁棒性，才能较为准确地模

拟发动机起动过程飞行工作环境的变化。

某小型弹用发动机空中起动环境模拟试验最初

采用了常规PID控制，存在压力超调量大、收敛时间

长、单组参数难以适应起动过程压力快速变化等问

题。这是因为常规PID控制在控制目标跳变时，存

在被控对象易超调、微分信号易被噪声污染致使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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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控制难以实现等缺陷 [1]。为此，又设计了一种前

馈+PID反馈的复合控制方法，根据发动机起动规律

进行前馈补偿，能及时有效地抑制发动机起动对被

控压力的干扰和动态影响。但此方法对被试发动机

准确的起动特性或精确数学模型依赖性较高，控制

参数需根据被控对象特性和工况改变重新调整。因

此，急需寻找一种能适应不同模拟工况、通用性和快

速性较好的强抗扰控制方法以提高模拟品质和试验

成功率。

Sastry 设计了一种自适应控制方法，利用系统

辨识生成控制系统模型，根据系统工况的动态变化

自动更新控制参数。Luppold开发了一种基于扰动

前馈和PID反馈的控制方法，将风扇转速、发动机动

态特性等生成增益调度表进行前馈控制[2]。上述控

制方法均对被控对象精确数学模型依赖性较高，而

高空台难以对每台被试发动机进行精确建模，因此

其通用性较差，难以推广。

韩京清[3]于1998年首先提出了自抗扰控制技术

(ADRC)，将被控对象转化为积分串联型系统构造理

想控制器，将系统未建模动态信息和位置扰动作用

当作对系统的扰动而自动估计并给与补偿。2003
年，高志强[4]提出一种自抗扰控制器参数调节方法，

将调参问题简化为控制器和观测器带宽调参问题，

使自抗扰控制方法推广应用成为可能。孙亮等[5]在

交流伺服系统中对其进行了仿真验证，袁东等 [6]验

证了该参数配置方法的可行性并在武器控制系统中

应用。目前，自抗扰控制方法已在船舶动力定位控

制 [7]、导弹控制 [8]、火电厂温度控制 [9]等领域广泛应

用。

本文基于自抗扰控制思想，提出一种用于高空

台非线性不确定复杂系统的主动抗扰控制方法。通

过对系统关键设备机理建模和设计主动抗扰控制器

进行仿真研究，以期为弹用发动机空中起动试验新

控制技术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2 飞行环境模拟系统模型

为避免新控制方法直接在高空台设备上调试带

来的不确定风险，通过机理建模方式搭建仿真平台

对主动抗扰控制方法进行仿真分析和验证。高空台

结构如图1所示，按功能划分为PB、PC、PD和PM子

系统。PB子系统位于高空台进气管网与供气总管

之间，主要用于保证供气机组背压使机组在安全的

压比范围内工作，并为PC子系统提供稳定的进口压

力；PC子系统位于PB子系统和发动机进口之间，主

要对不同温度、压力的气体进行掺混调节(或直接调

节)，模拟发动机高空飞行条件下的进气总压和总温

实时变化；PD子系统位于发动机出口至排气调节阀

X3和X4之间，主要通过对高空舱压力进行实时调

节，保证飞行高度模拟的准确性。PM 子系统位于

PD子系统和抽气机组之间，用于将发动机排出的低

压燃气增压后排出至大气环境。

首先建立高空台关键设备模型，搭建仿真平

台。仿真平台涉及的模型主要包括PC子系统管网

容腔模型、PD子系统管网容腔模型、液压伺服执行

机构模型和调节阀流量特性模型。

2.1 PC子系统管网容腔模型

PC子系统管网容腔主要由X1柱塞阀、X2蝶阀、

试验舱前室结构、空气管道及流量管等组成。为简

化分析，将其合理等效为一个容腔结构，如图 2 所

示。图中，X1阀和X2阀为进气调节阀，控制 PC子

系统管网容腔压力；PC子系统管网容腔出口为发动

机进口。

建立的PC子系统管网容腔温度和压力的微分

方程分别为：
dTcdt = RTc

pcVc (cp -R) (CX1ṁX1Tb +CX2ṁX2Tb -

Cengine ṁengineTc) - RTc
2

pcVc
(ṁX1 + ṁX2 - ṁengine)

(1)

dpcdt = RTc
pcVc (cp -R) (CX1ṁX1Tb +CX2ṁX2Tb -

Cengine ṁengineTc)
(2)

图1 高空台结构示意图

Fig.1 Layout diagram of high altitude test fac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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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PC子系统管网容腔结构简图

Fig.2 Diagram of PC subsystem pipe network ca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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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c为PC子系统管网容腔温度，pc为PC子系统

管网容腔压力，Vc为PC子系统管网容腔容积，ṁX1为

X1阀流量，ṁX2为X2阀流量，ṁengine为PC子系统排气

流量，cp为气体的比定压热容，R为气体常数，CX1为

X1阀进气气流速度，CX2为X2阀进气气流速度，Cengine
为 PC子系统管网容腔排气气流速度，Tb为 PB子系

统出口气流温度。

2.2 PD子系统管网容腔模型

PD 子系统管网容腔主要由发动机出口、X3 蝶

阀、X4蝶阀、试验舱及空气管道等组成。为简化分

析，将其合理等效为一个容腔结构，如图3所示。图

中，X3 阀和 X4 阀为排气调节阀，PD 子系统管网容

腔进口为发动机出口，其压力由X3阀和X4阀控制。

建立的PD子系统管网容腔温度和压力的微分

方程分别为：
dTddt = RTd

pdVd (cp -R) (Cengine ṁengineTengine - CX3ṁX3Td -
CX4ṁX4Td )- RTd

2

pdVd
(ṁengine - ṁX3 - ṁX4)

(3)

dpddt = RTd
pdVd (cp -R) (Cengine ṁengineTengine - CX3ṁX3Td -
CX4ṁX4Td )

(4)
式中：Tengine为发动机排气温度，pd为 PD子系统管网

容腔压力，Vd为PD子系统管网容腔容积，ṁX3为X3阀

流量，ṁX4为X4阀流量，CX3为X3阀排气气流速度，CX4
为X4阀排气气流速度。

2.3 液压伺服执行机构模型

液压伺服系统执行机构主要由电液伺服阀、液

压缸、位移传感器等组成，液压伺服系统采用的控制

器为比例控制器。建立的液压执行机构模型为：

Gd =
G1G2KP KI

1 +G1G2KP KI
(5)

G1 =
Kq

s2

ωsv
2 +

2ξsv
ωsv

s + 1
(6)

G2 = 1s
1
A (7)

式中：G1为电液伺服阀电信号到电液伺服阀流量的

传递函数，G2为电液伺服阀流量到液压缸活塞位移

的传递函数，KP为比例系数，KI为积分系数，Kq为流

量增益，s为微分算子，ωsv为电液伺服阀的固有频率，

ξsv为电液伺服阀的阻尼比，A为液压缸截面积。

2.4 调节阀流量特性模型

PC子系统和PD子系统均使用液压驱动的一大

一小两台调节阀对进气压力或排气压力进行组合调

节。调节阀流量特性模型采用文献[10]提出的流量

计算方法建模，其质量流量计算公式为：

Qm =φS 2p1
2 /RT1 (8)

式中：φ为调节阀的流量系数，表征调节阀的流量特

性；S为调节阀的流通截面积；T1、p1分别为调节阀前

气流的温度和压力。由于T1、p1在试验中测得，S可以

通过阀门开度计算得出，所以只需知道φ即可获得

通过阀门的流量。

3 主动抗扰控制器设计

3.1 二阶系统状态空间

高空台飞行环境模拟系统的PC子系统和PD子

系统模型均由液压伺服执行机构(伺服阀和液压缸

等)、阀门、系统压力变化模型等组成。为简化研究，

可将液压伺服执行机构简化为一阶惯性环节，将系

统压力变化模型简化为积分环节，简化方法详见文

献[11]。经过合理简化，PC子系统和PD子系统均可

转化为典型的二阶系统。

建立二阶系统状态空间。以PC子系统为例：

ÿ = f (y, ẏ,w, t) + b0u (9)
将其写成：

ì

í

î

ïï
ïï

ẋ1 = x2

ẋ2 = f + bu
ẋ3 = ḟ
y = x1

(10)

式中：y、u分别为控制系统的输出和输入信号，w为外

部扰动，f (y, ẏ,w, t)为系统总扰动。

该二阶系统状态空间为：

{ẋ =Ax +Bu +Eh
y =Cx (11)

式中：A =
é

ë
êê

ù

û
úú

0 1 0
0 0 1
0 0 0

，B =
é

ë
êê
ù

û
úú

0
b0

0
，E =

é

ë
êê
ù

û
úú
0
0
1
，C = [ ]1 0 0。

3.2 主动抗扰控制器原理

针对小型发动机起动试验设计的主动抗扰控制

图3 PD子系统管网容腔结构简图

Fig.3 Diagram of PD subsystem pip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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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原理如图4所示。主动抗扰控制器主要由跟踪

微分器、PD控制器、扩张状态观测器等组成。跟踪

微分器是小型发动机空中起动试验主动抗扰控制器

的重要部分，主要用来获取光滑的输入信号，并安排

过渡过程，解决响应速度与超调之间的矛盾，提高系

统的稳定性。扩张状态观测器为自抗扰控制器的核

心部分，将系统内部扰动和外部扰动及建模不确定

性扩张为新的状态变量，实时观测该状态变量并实

时补偿，将系统转化为一个积分串联型系统，提升控

制系统的鲁棒性。PD控制器为主动抗扰控制器的

内核。

3.3 扩张状态观测器设计

针对高空台飞行环境模拟系统被控对象，设计

扩张状态观测器，如公式(12)所示：

ì

í

î

ïï
ïï

e = z1 - y
ż1 = z2 - β01newfal (e,α,β,γ)
ż2 = z3 - β02newfal (e,α,β,γ) + b0u
ż3 = β03newfal (e,α,β,γ)

(12)

式中：z1跟踪x1(被控量)，z2跟踪x2(被控量的微分)，z3跟
踪x3(被控对象的总扰动，包括内扰和外扰)。

用(y - z1)代替非线性函数newfal (e,α,δ,γ)分析，可

得式(12)的线性化方程：

ì

í

î

ïï
ïï

e = z1 - y
ż1 = z2 - β01(y - z1)
ż2 = z3 - β02(y - z1) + b0u
ż3 = β03(y - z1)

(13)

设系统带宽为ω0，将扩张状态观测器特征方程

的3个极点都配置在-ω0处，可简化扩张状态观测器

的参数调整过程。β01、β02、β03可写成与ω0的关系，即

β01 = 3ω0，β02 = 3ω0
2，β03 =ω0

3。则观测器特征方程可

化为：

λ(s) = s3 + β01s
2 + β02s + β03 =(s +ω0)3 (14)

扩张状态观测器包括非线性和线性两种。由于

高空台飞行环境模拟系统是由调节阀、液压缸、管网

容腔等组成的一个非线性系统，为了对其内部扰动

和外部扰动及建模不确定性等进行较为准确的观

测，故需进行非线性扩张状态观测器设计。在设计

非线性扩张观测器时，最早选用了非线性函数

fal (e,α,β)：
fal (e,α,δ) = ìí

î

ï

ï

|| e α sign(e), || e > δ
e

δ1 - δ , || e ≤ δ
δ > 0 (15)

fal (e,α,β)的响应曲线虽然连续，但在线性区间δ
较小时会产生高频颤振，导致系统性能较差。为此，

采用刘丙友[12]提到的改造方法进行改进：

newfal (e,α,δ,γ) =
ì

í

î

ï
ï
ï
ï

(α - 1)δα - 1e3 -(α - 1)δα - 2e2 ⋅
sign(e) + δα - 1e, || e ≤ δ
|| e α sign(e),δ < || e < γ

γα - 1,γ≤ || e

(16)

从上式看出，在e足够小的邻域内，newfal (e,α,δ,γ)
近似为奇函数；当 || e 足够大时，newfal (e,α,δ,γ)的值近

似饱和，α=1.0 时newfal (e,α,δ,γ)的值是e；当γ≤ || e
时，newfal (e,α,δ,γ)变为线性函数。图 5 给出了

newfal (e,α,δ,γ)的响应曲线。

为对比分析 fal (e,α,β)和newfal (e,α,δ,γ)的性能

(尤其是原点附近)，设置α=0.03、δ=0.05，仿真结果见

图 6。可见，相比于fal (e,α,β)，newfal (e,α,δ,γ)在原点

附近更光滑，线性度更好，依此设计的自抗扰控制器

具有更快的响应速度和更小的超调量。故本文在设

计主动抗扰控制器时，采用newfal (e,α,δ,γ)对扩张状

态观测器进行改进。

3.4 PD控制器

设计控制律为：

u = -z3 + u0

b0
(17)

图5 newfal (e,α,δ,γ)的响应曲线

Fig.5 Response curve of newfal (e,α,δ,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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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主动抗扰控制器原理框图

Fig.4 Principle block diagram of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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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改造后的积分串联系统，设计合适的PD控

制器：

u0 =KP ( )r - z1 -KD z2 (18)
式中：r是设定值，KP为比例系数，KD为微分系数。

为简化参数整定过程，将积分串联系统的极点

配置在-ωc处，即

s2 +KD s +KP =(s +ωc)2 (19)
式中：KP =ωc

2，KD = 2ωc。

与进气系统相似，排气系统可采用相同原理进

行主动抗扰控制器设计。

4 仿真验证

针对小型发动机起动环境模拟试验，设计的主

动抗扰控制器主要解决该发动机起动过程中进气、

排气压力难于精确控制的问题。分别采用常规PID
控制器和主动抗扰控制器进行主动抗扰测试仿真

试验：仿真初始时刻(即发动机起动前)，PC子系统压

力和 PD 子系统压力均为 a kPa(为某高度对应大气

压力)；14 s时，PC子系统压力迅速升高2.0 kPa，建立

发动机空中起动条件，发动机开始点火起动至慢车

状态。

图7示出了采用常规PID控制的进、排气压力控

制效果。可见，发动机起动过程中，PC子系统压力

最大偏差≯0.60 kPa，PD 子系统压力最大偏差≯
0.30 kPa；PC子系统压力9 s恢复至稳定状态，PD子

系统压力约20 s恢复至稳定状态，收敛时间较长，动

态跟踪能力差。图8给出了主动抗扰控制器下的进、

排气压力控制效果。可见，发动机起动过程中，PC
子系统压力在动态调整过程中最大偏差≯0.30 kPa，
进入稳态时间较短且无超调；PD子系统压力最大偏

差≯0.15 kPa，进入稳态时间短。据此表明：基于

ADRC的主动抗扰控制器能大幅改善控制系统的动

态跟踪能力和稳态控制效果，收敛时间短，控制效

果优于常规PID控制方法。

5 结论

提出的基于自抗扰控制思想的主动抗扰控制方

法，在弹用发动机空中起动环境模拟试验中实现了

进、排气环境压力模拟的快速响应和精确控制，且

进、排气控制偏差满足技术指标要求，控制效果优于

常规PID控制，是一种适合高空台非线性不确定复

杂系统的控制方法，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图8 主动抗扰控制仿真效果

Fig.8 Simulation results of 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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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Simulation results of conventional PID control

PD被控压力

PD设定压力

发动机流量

PC被控压力

PC设定压力

30 40 60
时间/s

20100 50

30 40 60
时间/s

20100 50

30 40 60
时间/s

20100 50

流
量

/(kg
/s)

0
2b
4b

压
力

/kP
a

a-0.5
a+0.5
a+1.5

压
力

/kP
a

a-1.0
a+1.0
a+3.0

图6 fal (e,α,β)和newfal (e,α,δ,γ)仿真结果对比

Fig.6 Simulation results comparison of fal (e,α,β) and
newfal (e,α,δ,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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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ExternalHook的航空发动机
试车台在线调参系统

王宇阳，丁 涛，周凤华，张 宁
(中国航发上海商用航空发动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201306)

1 引言

当前国内航空发动机试验具有时间紧、型号

多、任务大、可靠性要求高等特点，常常造成试验设

备和人力资源紧张。而为匹配每次试验科目的参

数要求，试验常伴随着对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

(EEC)、测试接口设备(TIE)的调整——目前的试验

状态是在发动机停车后进行，费时费力。如果能够

在试验进行过程中在线调整发动机参数，将极大地

减少试验的时间成本[1-3]。然而，试车台数采系统的

主要功能是实现传感器信号的采集和显示，其本身

设计并不具有复杂的控制逻辑，不能满足在线调整

发动机参数需要的快速、可靠、复杂性的要求[4-6]。

随着软件技术的发展，大部分的应用系统供应

商会提供软件开发工具包(SDK)，软件开发人员可以

利用SDK辅助开发外围第三方应用程序[7]。某科研

试车台数采系统的SDK中提供了ExteralHook接口，

该接口包含一套封装于动态链接库中的函数，开发

者可以利用该接口访问数采系统的当前值表(cur⁃
rentvaluetable，CVT)。为此，本文介绍一种基于该

ExteralHook 接口的试车台在线调参系统的设计。

摘 要：介绍了基于航空发动机试车台数采系统接口ExternalHook构建在线调参系统的方法。针对航空发动机试车

台不能进行发动机在线调参试验的不足，提出一种利用ExternalHook实现在线调参的方法。该系统具有很强的实用

性、快速响应性、准确性和人机交互性，使发动机试验的时数和参试人员配置得到极大降低，并且该系统具有标准的

软件接口，可以通过修改API代码适用于其他试车台。经过长时间试验表明，此系统可靠、安全、稳定，对于航空发动

机试车在线调参科目的实现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试车台；数采系统；ExternalHook；在线调参；API
中图分类号：V263.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20 (2021) 03-0037-06

Parameter-adjusting online system for aero-engine based
on ExternalHook

WANG Yu-yang，DING Tao，ZHOU Feng-hua，ZHANG Ning
(AECC Shanghai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Manufacturing Co., LTD.，Shanghai 201306，China)

Abstract：A method of constructing a parameter-adjusting online system using ExternalHook was intro⁃
duced. Aiming at the insufficiency that aero-engine test cell cannot adjust parameters for the aero-engine
online, a parameter-adjusting online method through ExternalHook was provided. With quick responsive⁃
ness, accuracy and a good human interaction interface, thus, the reality of parameter-adjusting online func⁃
tion is a great reduction for aero-engine test hour and numbers of participants. It also has a standard inter⁃
face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to be applied to other test cells through reprogramming API code. Long time
tests show that this system is reliable, safe and stable, which can be referential for the online parameter-ad⁃
justing of aero-engine test.
Key words：aero-engine；test cell；acquisition system；ExternalHook；parameter-adjusting online；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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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将复杂的逻辑控制写入调参软件，把经过软

件处理的数据发送到试车台数采系统，再通过数采

系统的 ARINC429 和 MOXA 板卡，与 EEC、TIE 建立

通信连接，从而实现在线调参功能。

2 在线调参系统需求分析

2.1 试车台与发动机通信需求

由于EEC和TIE的通道资源紧张，为尽可能减

小其通信负担，需要减少用于在线调参功能的通道

数量。试验时调参参数可能有几十个，但一次只需

调整一个，因此在线调参系统和发动机使用 ID值和

调参值两个通道。在发动机中预先写入一个 ID值

与调参值的映射关系表，调参操作时仅需试车台发

送 ID值和调参值，随后与EEC和TIE中的映射表对

比，即能识别在线调参参数。

同时，根据ARINC429通信协议，数据包的最大

值决定了协议中maxparameter属性的取值，由于调

参值参数范围不同，且只有一个发送调参值的通道，

这就导致需要使用maxparameter为定值的通道去发

送maxparameter数值不同的调参值。为解决这个问

题，ID值和调参值通道使用BNR编码，规定14位到

29位是有效数据位，故协议能发送的最大浮点数为

215=32 768，将ARINC429板卡调参值通道的maxpa⁃
rameter属性设定为 32 768。系统发送调参值前，在

线调参软件附加一个缩放比例Ratio，Ratio为32 768
与maxparameter的比值。如发送调参值为100，那么

系统实际发送值为 100×32 768÷128=25 600。发动

机接收数据后，根据上述方法进行反算，即可得到有

效参数值。

2.2 在线调参软件需求

为使在线调参系统软件具有较强的实时性和良

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同时结合某型发动机研制项目

的特殊需求，对在线调参软件提出以下技术要求：

(1) 软件能自动测试Socket接口连接情况；

(2) 软件使用多线程技术；

(3) 软件界面分为在线调参主界面和燃烧室专

业参数调节界面；

(4) 软件界面具有快速安全可靠的操作逻辑；

(5) 软件界面显示的发动机反馈值可靠、准确；

(6) 对于某些调参参数，需具有特殊的逻辑功

能(如参数微调，设置调节台阶，参数锁定等)；
(7) 软件需比对发送值与反馈值，且考虑通信

延迟性的影响；

(8) 燃烧室专业参数调节时能实现线性插值计

算等性能计算功能。

3 在线调参系统总体架构设计

目前流行的一种异步通信方式为套接字(Sock⁃
et)，两个网络应用程序进行通信，各自通信连接其中

的一个端点。通信时，其中的一个网络应用程序将

要传输的一段信息写入其所在主机的Socket中。该

Socket通过网络接口卡的传输介质将这段信息发送

到另一个主机的 Socket中，使这段信息能传送到其

他应用程序中 [8]。试车台在线调参系统中，一个

Socket端口为数采系统主机，负责处理ARINC429总

线(EEC)和RS422总线(TIE)信号；另一个Socket端口

为在线调参计算机。数采系统主机从在线调参计算

机接收数据，分别通过 ARINC429 总线和 RS422 总

线将数据包发送至EEC和 TIE，同时也接收它们的

反馈信号并将其传回在线调参计算机。具体结构如

图1所示。

4 在线调参软件分层结构

基于在线调参软件需求分析，软件采用分层设

计 [9]。软件分为人机交互层和系统交互层两层，其

结构如图2所示。人机交互层使用QT Designer进行

开发，具有操作灵活、方便、准确、稳定、数据显示可

靠的人机交互界面，包括试验时对发动机的调参控

制、重要参数显示。系统交互层负责调参软件与数

采系统实时通信，处理人机交互层操作事件，进行性

图1 在线调参系统总体架构

Fig.1 Adjusting-parameter online system structure

在线调参计算机(Windows)

C++ API

COM API

Socket

在线调参计算机(Linux)

ARINC429通信端口 Modbus端口

MOXA通信卡

测试接口设备发动机控制系统

TCP/IP

ARINC429总线

Modbus

RS422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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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计算等工作。

5 系统交互层的实现

5.1 C++ API实现软件与数采系统主机的交互

ExternalHook 接口包含了一套动态链接库，实

现方法封装在EPHL.dll中。在动态链接库EPHL.dll
中，封装了一系列的结构体和函数，定义在头文件

EPHL.h中。主要使用的结构体为：

(1) eEPHL_RETURN结构体，用于储存数采系

统返回的特殊状态信息，也是很多API函数的返回

类型。

typedef enum {
EPHL_NOT_CONNECTED=-1,
EPHL_OK,
EPHL_ERROR,
EPHL_BAD_MODE,
EPHL_NEW_CONFIG,
EPHL_NOT_CONFIGURED,
EPHL_BAD_CHANNEL,
EPHL_NOT_INIT

} eEPHL_RETURN;
eEPHL_RETURN 主要用于软件获取在线调参

计算机端口与数采系统的 Socket连接信息，如果返

回EPHL_OK，则连接正常；反之，则根据返回类型提

示错误信息。

(2) eEPHL_CONN_TYPE 结构体，用于储存数

采系统主机端口与软件端口的连接类型。

typedef enum {
EPHL_SOCKET,
EPHL_SH_MEM

} eEPHL_CONN_TYPE;
结构体储存通信数据，而API函数用于软件对

于数采系统 CVT 的访问。由于通道数据都是常用

类型，即C++内建类型，如浮点型、布尔型、整型等，

所以不需要设计额外的结构体或类来储存数据。

主要使用的API函数原型如下：

(1) eEPHL_RETURN EPHL_write_channel(char*
name, float* value)

写入数采系统通道。

(2) eEPHL_RETURN EPHL_read_channel(char*
name, float* value)

读取数采系统通道。

(3) eEPHL_RETURN EPHL_close(void)
关闭数采系统Socket端口。

(4) eEPHL_RETURN EPHL_init(eEPHL_CONN_
TYPE conn_type,char* serv_key);

打开数采系统Socket端口。

5.2 线程与线程间通信

应用程序的本质是消息循环，每次循环应用程

序和操作系统都有消息交换[10]。在线调参软件打开

Socket端口后，需要持续不间断地和数采系统交换

消息，没有入口处理人机交互层传递下来的事件消

息。因此设计了双线程机制：界面线程和后台通信

线程。界面线程处理调参主界面的操作事件，燃烧

室调节界面的操作事件和插值运算；后台通信线程

处理调参软件与数采系统以及软件界面之间的通

信。线程间的通信结构如图3所示。

界面线程通信包括：主界面接收来自后台通信

线程的数采系统数据，发送和接收燃烧室调参界面

的数据；燃烧室调参界面接收来自主界面的数据。

后台通信线程包括：访问数采系统CVT，传递数采系

统数据给主界面线程，接收主界面线程的操作事件。

线程间通信通过使用信号与槽机制，后台通信

线程写入计时器，当开启该线程以后，触发计时器，

以0.1 s一次的频率访问数采系统CVT，在每个循环

结束时触发数据发送信号，发送到界面线程的主界

面槽中来完成数据传递；主界面写入计时器，循环刷

新显示控件，在每个循环结束时触发数据发送信号，

将数据发送到燃烧室在线调节界面相应槽中，更新

图3 线程间通信

Fig.3 Inter-thread communication

主界面线程 燃烧室在线调节界面

后台通信线程

数采系统���

界面线程

后台通信

线程

王宇阳等：基于ExternalHook的航空发动机试车台在线调参系统

图2 在线调参软件分层结构

Fig.2 Adjusting-parameter online system softwar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人机交互层(运行于Windows操作

系统，使用QT Designer工具设计)

系统交互层(事件对象，异步通

信，使用C++语言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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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界面的参数。

软件中主要的信号与槽的连接函数如下：

(1) connect(this,SIGNAL(RunBackProcess()),
backprocess,SLOT(m_SlotStartInit()))

连接主界面后台线程触发信号和后台通信线程

槽函数。

(2) connect(backprocess,&BackProcess::m_Data⁃
Transfer,this,&MainWindow::m_Update)

连接后台通信线程传输信号和主界面刷新槽函

数。

(3) connect(this,&MainWindow::m_toFuelDistri⁃
bution,m_FuelDistribution,&Dialog::m_Update);

连接主界面与燃烧室调节界面传输信号与调节

界面刷新槽函数。

5.3 主要模块设计

5.3.1 软件初始化通信自检工作流程

软件初始化流程如图 4所示。打开软件时，程

序调用主界面构造函数，构造函数调用软件初始化

通信自检函数，根据自检情况判断软件当前与数采

系 统 的 通 信 状 态 。 当 且 仅 当 API 函 数 返 回

EPHL_OK 时才会通过自检，反之则显示未通过自

检。自检完成后，显示在线调参软件主界面。

5.3.2 软件与数采系统通信工作流程

软件与数采系统通信流程如图5所示。用户在

点击左上角主界面的“connect”开关后，软件开启后

台线程。后台线程每个循环从数采系统 CVT 中提

取和写入数据，循环计时为0.1 s。每个循环结束时，

后台线程和主界面线程进行一次通信，此时主界面

接收和发送与数采系统的通信数据。

5.3.3 调参流程

程序初始化时，设置调参 ID值缺省值为255，调
参值缺省值为0。255为EEC/TIE接收的无效参数，

发动机在接收到该参数时不会触发任何动作。调参

工作流程如图 6所示。调参操作时，首先打开调参

开关，在需求调参的通道输入调参值，软件会自动计

算当前调参值对应的调参 ID值。然后点击“注入”

按钮，软件进行如下流程：如果调参开关此时未打

开，则提示用户打开调参开关，并且不改变当前调参

ID值和调参值；如果调参开关打开，但输入调参值

图4 软件初始化流程

Fig.4 Software initialization flow chart

通信自检

显示软件主界面

打开软件

软件与数采系统连

接测试成功

软件与数采系统建
立连接未成功，请

正确配置数采系统

未通过通过

图5 软件与数采系统通信流程

Fig.5 Communication flow chart between software and
acquisi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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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连接

数采系统���

提取 写入

图6 调参工作流程

Fig.6 Adjusting-parameter working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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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该调参值量程范围，则提示用户确认参数值是

否正确，并且不改变当前调参 ID值和调参值；如果

调参开关打开，且输入调参值满足调参量程范围，则

软件计算当前通道调参 ID值，再根据ARINC429协

议计算当前调参值浮点数到整数的转换数值，并按

需计算调参值为负时的补码，把计算结果发送到后

台线程的调参 ID和调参值变量，后台线程再将调参

ID和调参值变量发送到发动机，随后主界面线程停

滞2 s等待接收EEC/TIE反馈 ID值和调参值，最后将

反馈 ID值和调参值反算后与系统发送的 ID值和调

参值进行比对。如果比对结果一致，弹出提示窗口，

点击弹窗的“OK”按钮后，软件自动关闭调参开关，

完成整个调参流程；如果比对结果不一致，弹出提示

窗口，点击“OK”按钮后，调参 ID值和调参值变更为

缺省值，并且不关闭调参开关，等待下一轮输入。

5.3.4 增减量调节按钮流程

增减量调节按钮分别用于调节可调静止叶片角

度锁定值和主燃级M%燃油分配比例。增减量调节

按钮流程见图7。除增量台阶设置外，主燃级M%燃

油分配比例调参还具有调节最大值设置功能。调节

时，程序读取当前台阶设置和调节最大值，如果符合

调节条件，则更改调节值并填入参数值调节框；如果

不符合条件，则弹出警告窗且维持原调节值不变。

6 燃烧室参数调节应用实例

燃烧室相关的性能参数调节为在线调参较为重

要的调节流程，通过燃烧室的参数调节能完成主燃

级打开等关键单项试验科目。

燃烧室在线调节界面数据显示主要分为三部

分：目标 P2%计算值显示，重要参数显示和开关量

显示。目标P2%显示的输入为目标M%值，用户输

入 M%，点击“Apply”按钮，从主界面线程提取当前

EEC的燃油流量，使用M%和燃油流量计算出目标

P2%，并自动填充到P2%比例调节的调参值框。同

时，该界面在主窗口调用构造函数时实例化，后台线

程启动后循环向燃烧室在线调节界面对象中的变量

发送数据，燃烧室界面显示对象中的重要参数。燃

油分配在线可调标志和主燃级可调标志开关指示灯

初始化为0，每次点击按钮时，均会改变指示灯开关

量状态。

调参值中的P2%比例通过主燃级M%比例自动

插值得到，插值流程如图 8 所示。点击界面上的

“Apply”按钮时，程序读取当前输入M%值和机载传

感器燃油流量，计算P1M，经过线性插值计算P2M，

再使用燃油流量和P2M计算出P2%比例，然后自动

填入调参框中。

7 人机交互界面设计

为实现友好、简洁的人机交互界面，使用 QT
Designer作为人机交互界面开发工具。根据某型发

动机具体要求，设计了如图9、图10所示界面。

图 9是在线调参主界面，包括EEC调参界面和

TIE调参界面。界面菜单栏的“connect”按钮实现在

线调参系统与发动机的通信连接(开启后台通信线

程)，左上角的“调参开关”实现在打开此开关时发动

机才能触发调参动作，并配有反馈指示灯。EEC调

参界面中，每个调参值有参数输入框、“注入”按钮、

EEC反馈A/B通道值，其中VSV角度锁定调参值还

有+-微调按钮以及微调按钮台阶设置。TIE 界面

中，每个调参值有参数输入框、“注入”按钮、TIE反

馈值。界面右边的“燃油分配调节”按钮，用于打开

图10所示的燃烧室燃油分配在线调节界面。

图 10左边显示了一些调节过程中需要关注的

重要参数，其中左上方的两个按钮用于打开燃烧室

图7 增减量调节按钮流程

Fig.7 Increase/decrease adjusting button flow chart

调节台阶设置

调节最大值设置

点击增量按钮 点击减量按钮

读取台阶设置变量

超过最大可调��不符合

改变调节值 不改变调节值

符合

读取调节

最大值

图8 主燃级M%到P2%插值流程

Fig.8 Primary fuel M% level to P2% level interpolation
flow chart

读取输入主燃级��值 读取���燃油流量

计算���值

读取���到���插值表

线性插值得到���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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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参数的锁定状态。右边为一些操作控件，可以

实现设置调节最大值、调节台阶、微调、发送调参值

等动作。

8 结束语

利用ExternalHook编写的在线调参程序配合试

车台数采系统现有环境，极大地提高了航空发动机试

车中在线调参的实用性。同时，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

和交互层逻辑，增加了在线调参操作过程中的容错能

力；对调参操作进行了简化，提高了航空发动机试车

的效率。经过某型核心机与整机长时间的试车准备

阶段验证，此系统可靠、安全、稳定，对于航空发动机

试车在线调参科目的实现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 吴成富，刘武平，王 亮. 利用C API实现基于RTX实时

仿真系统的在线调参[J]. 电子设计工程，2013，21(4)：
29—32.

[2] 冯 磊，姚新宇，吴重祥，等. 利用C-API的基于RTW实

时仿真系统在线调参[J]. 兵工自动化，2006，25(1)：87—
88.

[3] 王建华，崔蕾蕾，黄河清. 基于RTW的实时控制系统参

数在线调整[J].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8(2)：79—81.

[4] 陈志龙，肖连勇，闫素银. 民用航空发动机试车台数据

采集与控制系统设计初探[J]. 价值工程，2018，37(21)：
175—177.

[5] 李宝安，邓大伟，张 帆. 航空发动机数据采集与监控

系统设计[J]. 制造业自动化，2014，36(16)：38—42.
[6] 韩文卿，李隆强，黄志庆. 航空发动机试车数据采集与

处理系统[J]. 航空动力学报，1988，3(1)：9—12.
[7] 孙 鑫. VC++深入浅出详解[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

社，2012.
[8] 杨建军. 论利用OOP设计思想的通讯接口类的设计与

应用[J]. 现代电子技术，2013，36(12)：148—150.
[9] 皮祖成，陈 文，戴善溪. 基于LabVIEW面向对象的试

车台实验控制软件设计[J]. 软件，2016，37(8)：104—110.
[10] 时庆涛，于 超，陆宇豪. 多态在C++程序设计中的作用

及实现[J]. 信息系统工程，2019，(11)：103—104.

图10 燃烧室调节界面

Fig.10 Combustor adjusting interface

图9 在线调参系统主界面

Fig.9 Main interface of parameter-adjusting onlin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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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附件振动夹具等效优化设计

唐 庆 1，单金光 2，黄 森 1，胡文涛 1，张 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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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航空发动机环境试验是在地面(通常在试验室

内)模拟发动机的实际工况，对发动机部件产品施加

振动、温度、气压等载荷，以考核产品环境适应能力

和可靠性，是产品配装发动机、飞机试飞前必不可少

的工作 [1]。振动试验 [2]是发动机环境试验中一项非

常重要的试验项目，力图将产品在储存、运输、使用

中遭受的振动环境在试验室复现。据不完全统计，

40%的飞机事故与振动相关，为此 90%以上的工程

产品在研发及生产过程中都需进行振动试验考核[3]。

振动夹具是连接产品与振动台的装置，是一个

承上启下的结构件，振动试验实质上是振动台台面-
振动夹具-被试产品相互作用的试验。除连接性功

能外，振动夹具还肩负将振动激励从振动台传递到

被试产品的任务[4]。夹具与产品的连接不仅需要保

证接近产品真实工况下的安装状态，还应保证其动

摘 要：通过分析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多管路产品振动试验过程中的故障因素，针对产品受振动环境非线性动

态位移作用特点，采用多自由度模型缩聚降阶方案，模拟产品安装在发动机上真实的动力学特性，进行了振动夹具优

化设计。试验数据和仿真结果表明，优化后，产品上的响应量值大幅改善，振动试验仿真数据与产品在发动机上实际

安装仿真数据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表明基于模型缩聚的振动夹具结构等效优化技术路径合理可行。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振动夹具；故障分析；结构等效；优化设计；模型缩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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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valent optimization design of aero-engine accessories
vibrating fixture

TANG Qing1，SHAN Jin-guang2，HUANG Sen1，HU Wen-tao1，ZHANG Qi1

(1. AECC Guizhou Honglin Aero-engine Control Technology CO.LTD，Guiyang 550000，China；
2. The Second Army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Chengdu Air Force Bureau in Guiyang Area，

Guiyang 550000，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ystem failure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 pipeline vibration test for
a certain aero-engine fuel control, in view of the product influenced by nonlinear dynamic displac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vibration environment, the real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duct installed on the en⁃
gine was simulated by multiple DOF model, and the design of vibration fixture was optimized. The test data
and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duct response value is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the test simulation
data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change of actual installation simulation data, which indicate that the
equivalent optimization technology path of vibration fixture structure based on model reduction is reason⁃
able and feasible.
Key words：aero-engine；vibration fixture；failure analysis；equivalent structure；

optimized design；model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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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特性相似。理论上，夹具应为一个惯性负载，即振

动传递比应为 1:1。但实际上因为振动夹具的非刚

体特性 [5]，使得真实振动环境的复杂性和地面模拟

的可实现性之间有着巨大鸿沟。因此，设计并制造

一个合理的振动夹具是顺利完成振动试验的关键。

某型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典型产品(以下

简称产品)在振动试验过程中出现了失效故障，通过

对产品在振动试验和在发动机试车工作中两种安装

方式分别进行仿真结构分析和实测对比，发现该失

效故障为夹具设计不合理所致。为此，针对振动夹

具结构等效优化开展研究，以改善产品安装、支撑、

连接方式，使得改进后的振动夹具能够近似模拟产

品在发动机上的实际安装状态。

2 失效故障与分析

该产品按如图 1所示的试验载荷谱[6]进行振动

试验。试验过程中，产品出现了如图 2所示的多处

振动失效故障，导致振动试验考核失败。

图 3与表 1分别给出了产品在发动机试车台架

上与在振动试验过程中的加速度响应值。由图3可

知，产品在发动机上实测加速度响应值在10g以内，

且产品在发动机试车过程中均未出现结构异常损坏

现象。由表1可见，振动试验过程中，X、Y、Z方向上

通过监测传感器采集到的最大加速度响应值分别为

300g，80g和300g，均远大于被试产品在发动机上的

实测值。由此可知，振动试验存在失真。

图4为产品在发动机上的实际安装管路与在振

动夹具上的模拟管路对比示意图。由图可见，振动

试验夹具安装方式与发动机上实际安装方式存在差

异。按照传统夹具设计经验，振动夹具选取产品 4
个起主要支撑作用的油路作为辅助支撑在夹具上体

现。另外，局限于振动夹具底板安装面大小，模拟管

表1 产品在振动试验过程中的加速度响应值

Table 1 Acceleration response value of the product
in vibration tests

试验项目

最初共振检查

前半小时功能试验

后半小时功能试验

正弦扫描耐久试验

最终共振检查

监测最大加速度响应值/g
X方向

20
200
300
300
80

Y方向

10
80
76
70
8

Z方向

35
300
100
102
80

图1 试验载荷谱

Fig.1 Test load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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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定位销断裂 (d) 工装断裂

图2 产品出现的多处振动失效故障

Fig.2 Product vibration failure

(a) 线位移传感器双叉杆轴承损坏 (b) 产品安装部位磨损

图3 产品在发动机试车台架上的实测加速度响应值

Fig.3 The measured acceleration response value of the product
on the engine test b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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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有效长度不足 70 mm，远小于发动机上管路长

度。而发动机上与产品连接的管路共有12根，且管

路长度相对较长，管路具备较强的柔性，在振动环境

下更能起到缓冲作用。由此可知，振动夹具模拟管

路对发动机实际管路动力学特性模拟不到位，需要

优化。

此外，振动夹具上的模拟管路采用 1Cr18Ni9Ti
材料制造，且为棒料车削加工获得，与发动机上产品

连接管路制造材质和制造方式存在差异。产品在发

动机上安装时，其喷口处采用的是Z字型安装支架，

在安装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缓振作用；而产品在振动

夹具上安装时，其进口处采用的是倒T字型安装支

架，缓振能力较差。

使用ANSYS软件建立产品在发动机上安装与

在振动夹具上安装的仿真模型，并开展有限元仿真

分析。仿真模型和仿真结果如图5所示。对比两种

安装状态下传递到产品上的振动响应量值差异可

知，在发动机实际安装状态下，产品上的振动量值从

200 Hz开始呈衰减趋势；而在振动夹具安装状态下，

产品上的振动量值从 200 Hz 到 1 000 Hz 呈急剧放

大趋势，之后才呈衰减趋势。

综上，振动夹具设计不合理，未能真实模拟产品

在发动机上的实际安装形式，使得从振动台输出到

(a) 实际安装管路

图4 产品在发动机上的实际安装管路与在振动夹具上的

模拟管路对比

Fig.4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ctual installation pipeline of the
product on the engine and the simulation pipeline on the

vibration fixture

(b) 模拟管路

发动机上产品供

油12根连接管路

唐 庆等：航空发动机附件振动夹具等效优化设计

图5 产品在发动机上安装与在振动夹具上安装的

仿真模型和仿真数据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simulation model and data between
product installation on engine and vibration fixture

(b) 在振动夹具上安装

(a) 在发动机上安装

500 1750 2000
频率/Hz

150012501000750250

Am
plit

ude
/(10

5 mm
/s2 )

0.91699
0.93680
0.95704

1.02040
1.04250

0.977710.99884

1.06500

0.89760

500 1750 2000
频率/Hz

150012501000750250

Am
plit

ude
/(10

5 mm
/s2 )

0.40976
0.661311.06730

4.48660
7.24090

1.72250
2.78000

11.68600

0.25389

45



燃 气 涡 轮 试 验 与 研 究 第34卷

产品响应的振动量值传递过程与实际工况相比存在

放大效应，这是导致振动试验过程中产品失效的主

要因素，而非产品自身因素造成。

3 基于模型缩聚的夹具优化技术路径

通过故障分析发现，该产品连接管路对其动力

学性能存在影响，而完全模拟发动机上管路连接情

况受振动台面限制难以实现。因此，需要对与产品

连接发动机管路进行动力学等效设计，使得振动夹

具上的模拟管路满足振动试验约束条件，从而更真

实地模拟产品在发动机振动环境下的动力学响应。

振动对产品的实际作用是通过接触、摩擦、碰撞

等动态位移引起产品可能出现结构疲劳或构件机械

磨损 [7]。由于动态位移是非线性的，对于存在非线

性因素的复杂结构，动力学响应不具有线性迭加性

质，因此基于频响函数计算的随机分析方法不能直

接应用，单纯的模拟管路支撑长度、直径等线性化方

法可能会导致失真。

解决在振动夹具上模拟发动机真实安装设计的

有效途径，是需要对与产品连接的发动机管路进行

模型缩聚。在保证有足够精度的条件下，将各管路

质量、长度、直径以及刚度、模态、传递特性等模型缩

聚到振动试验台能容纳的结构尺寸模型，从而实现

振动试验真实模拟产品在发动机振动环境下的动力

学响应。

由文献[8]知，一个n自由度的模型缩聚动力学

系统可表示为：

[M͂ ]{q̈ }+[C͂ ]{q̇ }+[K͂ ]{q }={F͂ } (1)
式中：[M͂ ] = [T ]T [M ][T ]，[C͂ ] = [T ]T [C ]T ]，[K͂ ] =
[T ]T [K ][T ]，{ }q ∈R为广义位移向量。

由于式(1)是一个只有r自由度的模型，通过构造

坐标变换的系统等价扩展缩减法(SEREP方法)[9-10]，

对模型自由度进行分解，然而SEREP方法中使用的

模态一般为低阶的主模态。由于复杂结构振动时存

在接触、碰撞等类似冲击的现象，动力响应的高频成

分较多，单纯使用低阶的主模态可能影响缩聚模型

的高频分析精度。为此，采用添加惯性释放附着模

态来提高接触、碰撞现象模拟的准确性[11-12]。

结构刚体运动时的节点位移向量{ }xR 可以表示

成结构刚体模态的组合：

{ }xR = [ ]ΦR { }qR (2)
节点加速度相应表示成：

{ }ẍR = [ ]ΦR { }q̈R (3)

式中：[ ]ΦR 是关于质量矩阵归一化的刚体模态，{ }qR

表示刚体运动的广义坐标。

将式(3)代入式(1)，并左乘矩阵[ ]ΦR

T
，得到在外

力{ }F 作用下的刚体运动广义加速度：

{ }q̈R = [ ]ΦR

T{ }F (4)
由式(3)与式(4)可得到刚体运动时节点的物理

加速度向量：

{ }ẍR = [ ]ΦR [ ]ΦR

T{ }F (5)
节点上的惯性力为：

{ }FR = -[ ]M [ ]ΦR [ ]ΦR

T{ }F (6)
将{ }F 与{ }FR 共同施加到结构上，平衡力系为：

{ }F +{ }FR = [ ]ℜ { }F (7)
[ ]ℜ = [ ]I - [ ]M [ ]ΦR [ ]ΦR

T (8)
因此，平衡力系引起的静态变形位移满足：

[ ]K { }x = [ ]ℜ { }F (9)
当{ }F 为某个节点上的单位力时，静态变形就

是相应的惯性附着模态。依次在外力作用节点施加

单位力，从而得到所需要的惯性释放附着模态集合。

4 振动夹具结构等效优化

对管路进行等效优化设计需考虑产品在振动台

上的安装方式及位置，并结合基于模型缩聚的管路

优化技术路径，使得最终优化后的夹具既能满足模

拟发动机实际安装状态的动力学要求，又能满足在

振动台面上安装的约束条件。管路在振动台上的安

装约束如图6所示，管路模型缩聚等效设计如图7所

示。综合考虑管路尺寸、安装尺寸、质量刚度、等效

管路加工等问题，根据发动机管路的实际模态参数，

按照模型缩聚技术路径，获得同等条件下的阻尼比，

并将缩减后的质量矩阵、刚度矩阵，根据前述惯性释

放附着模态方法，转换成具有质量、刚度、模态的动

力学系统，从而获得设计参数，如表2所示。

图6 管路在振动台上的安装约束

Fig.6 Constraints on the installation of pipes on the test bench

试验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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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产品12根管路动态缩减等效设计中，大多

数仅保留3个物理坐标(除边界自由度外，管路中间

仅考虑1个自由度)，保证模态坐标不小于3阶。优化

后管路与产品的装配图见图8。管路设计完成后的3
个方向模态分析结果见图9。可见，产品在优化后的

振动夹具夹持下，其振动响应明显降低。

考虑到发动机上中间部位的Z字型安装支架在

Z方向上具备一定的缓冲减振作用，因此产品进口

处的安装支架按照该Z字型安装支架材料、结构、尺

寸、配合间隙进行设计，Z字型支架模型如图 10所

示。夹具其余3个主要承力支架均与发动机实际安

装所采用的支架一致(材料、结构、尺寸相同)。同

时，在管路加工方面，将原来的棒料车削加工方式改

为与实际管路相同的焊接加工方式，使模拟管路特

性与发动机实际管路特性更接近。在产品装配方

面，将产品与夹具现场配装，保证产品在夹具上处于

自然安装状态，确保产品不受装配应力影响。

表2 基于管路模型缩聚获得的等效设计参数

Table 2 The equivalent design parameters are obtained based
on pipe model reduction

材料

普通

钢材

坐标/mm
节点1

35.177 925
-44.346 924
233.718 475

节点4
186.370 758
16.007 105
233.718 475

节点5
223.520 248
30.836 651
142.083 984

形状

球体(半径

0.23 mm)

半径

/mm

4.43

壁厚

/mm

2.00

图7 管路模型缩聚等效设计

Fig.7 Equivalent design of pipe model reduction

图8 优化后工装与产品实际装配图

Fig.8 Optimized tooling and product actual assembly drawings

唐 庆等：航空发动机附件振动夹具等效优化设计

图9 模型缩聚优化后的带管路模态分析结果

Fig.9 Modal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pipe after model reduction

(c) Z方向

(b) Y方向

(a) X方向

图10 Z型支架模型示意

Fig.10 Z bracke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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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仿真与试验验证

对优化后的振动夹具建模开展振动仿真分析，

结果如图 11所示。使用优化后的振动夹具在同等

振动条件下，产品上振动量值从800 Hz开始呈衰减

趋势，其响应量值比优化前振动夹具上产品响应量

值减小一个数量级，是产品在发动机上安装时响应

量值的 4.1倍。即优化设计后的振动夹具传递到产

品上的振动量值较优化前状态有显著改善，夹具优

化改进方案有效、可行。

使用优化后的振动夹具在振动台上进行产品振

动试验，产品上监测传感器采集到的X方向最大加

速度响应值为 85.6g，Y方向最大加速度响应值为

65.1g，Z方向最大加速度响应值为58.3g。与振动夹

具优化前相比，产品上响应量值大幅降低。

振动夹具优化后产品在振动试验过程中的加速

度响应如图12所示，试验监测曲线在240 Hz后呈衰

减趋势，与产品在发动机上实际安装仿真数据变化

趋势基本一致。试验结束后产品未出现故障，进一

步验证了基于模型缩聚的夹具优化技术路径合理可

行。

6 结论

(1) 产品安装方式、支撑管路材质及加工工艺、

支架结构等因素对振动试验结果的准确性有着至关

重要的影响。

(2) 基于模型缩聚设计的优化管路和改进Z型

支架，既保留了产品管路连接原始安装方式的动力

学特性，又实现了在有限的振动台面近似模拟产品

在发动机振动环境下的动力学响应。优化后，产品

上的振动量值大幅降低，振动试验仿真数据与产品

在发动机上实际安装仿真数据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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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振动夹具优化设计后产品振动试验过程中的

加速度响应值

Fig.12 The acceleration speed response value during the
vibration test after the vibration fixture is opti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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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使用优化振动夹具时的仿真结果

Fig.11 Simulation results after using the optimization of
vibration fixture

500 1750 2000
Frequency/Hz

150012501000750250

Am
plit

ude
/(10

5 mm
/s2 )

0.84725
1.07810
1.37190

2.82690
3.59730

1.74580
2.22150

4.57760

0.66581

48



第 34 卷 第 3 期 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 Vol.34, No.3
2021 年 6月 Gas Turbine Experiment and Research Jun., 2021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收稿日期：2020-07-23
作者简介：李 龙(1988-)，女，湖南岳阳人，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战略情报和技术情报研究。

混合电推进系统关键技术研究进展

李 龙，王 鹏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

1 引言

随着燃油成本的不断攀升以及越来越严苛的环

保要求，航空动力技术已经从不断提升涡扇发动机效

率逐渐向提升航空动力循环效率发展，且日益呈现出

改变发动机构型、甚至是颠覆传统涡扇发动机构型的

趋势。2019年巴黎航展上，来自空客、波音等7家航

空企业的首席技术官联合声明，称航空业正迎来以数

字化和电气化为典型特征的“第三时代”[1]，飞机推进

系统的电气化是一种必然趋势[2]。与传统燃油飞机

相比，电推进和混合电推进飞机具有低噪声和低排

放的优点。此外，混合电推进系统可在传统航空发

动机效率较低的起飞、爬升、着陆、滑行阶段，让发动

机始终运行在最佳效率状态。这无疑能显著节省燃

油、降低噪声。为此，尽管因电机功率密度和电池能

量密度不足，短期内飞机无法实现全电推进，但融合

了电推进和燃油动力系统优势的混合电推进系统，

将成为支线飞机，乃至干线飞机的重要动力选项。

摘 要：介绍了混合电推进系统的类型及工作原理，对比了串联、并联、串-并联三类混合电推进系统的优缺点。总结

了美国、欧盟和俄罗斯混合电推进系统的发展现状。分析了不同飞机类型对混合电推进系统部件性能的要求，以及

混合电推进系统部件的技术现状和未来技术需求。重点阐述了美国和欧盟在混合电推进系统关键技术超导电机方

面的研制进展，并对超导电机的超导性保持技术，即冷却系统的冷却剂和冷却方案的选取进行了探讨，以期为国内混

合电推进系统的研发思路和技术突破提供参考。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混合电推进系统；超导电机；低温恒温器；超导性保持技术；冷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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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key technologies for hybrid electric propulsion system
LI Long，WANG Peng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 The classification and working principle of hybrid electric propulsion systems were introduced,
and merits and demerits of different hybrid electric systems including series hybrid, parallel hybrid, series/
parallel partial hybrid were compar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hybrid electric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Russia was summarized; 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of hybrid electric
propulsion system components for different aircrafts were analyzed; and the technical status and future tech⁃
nical requirements of hybrid propulsion system components were summarized. Focusing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uperconducting motor,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hybrid propulsion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he selection of coolant and cooling scheme of cooling system for superconducting
motor superconducting maintenance technology was analyz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hybrid propulsion system.
Key words: aero-engine；hybrid electric propulsion system；superconducting motor；cryostat；

superconducting maintenance technology；coo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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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均组织开展了

混合电推进系统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美国NASA推出了带后置边界层推进器(风扇)
的单通道涡轮电推进飞机；英国罗-罗开展了M250
混合电项目，并于 2019年宣布完成M250混合电版

本的地面试验；俄罗斯在2017年展出了采用超导技

术的 500 kW 混合电概念验证机，目标是开展 2.0
MW级动力系统的飞行平台试验验证。但目前的技

术尚不能达到商业应用水平，仍有诸多关键技术亟

待突破，尤其是电池能量密度和电机功率密度问题。

本文针对目前混合电推进系统的研究进展以及

需突破的关键技术，分析了国外混合电推进系统研

究概况，主要部件技术需求，以及电动部件的发展现

状与未来应用需求之间的差距；重点阐述了欧盟和

美国在混合电推进系统关键技术——超导性保持技

术方面的研究进展，以期为我国混合电推进系统研

究提供参考。

2 电推进系统分类及对比分析

电推进系统按照结构和工作原理分为全电、涡

轮电和混合电三类[3]。全电推进系统采用电池作为

飞机唯一的推进动力来源，适合于轻型飞机。混合

电推进系统采用燃气涡轮发动机作为推进系统和电

池充电装置，在一个/多个飞行阶段，电池也提供部

分推进动力。混合电推进系统按照结构，可分为串

联混合电、并联混合电和串-并联混合电，其各自的

优缺点见表1。

3 国外混合电推进系统项目研究概况

针对未来宽体客机，NASA于 2011年推出了涡

轮电分布式推进系统。该推进系统由两台安装在翼

尖的涡轴发动机驱动超导发电机发电，再由发电机

驱动 15台嵌入机身的超导电动机带动风扇产生推

力。后来由于该方案技术风险过大，NASA聚焦到

常规布局混合电推进技术飞机方案——带后置边界

层推进器(风扇)的单通道涡轮电推进飞机。该飞机

机翼下方 2 台涡扇发动机驱动发电机为电动机供

电，风扇由2.6 MW电动机驱动。

欧盟在“航迹”2050 计划下探索了分布式混合

电推进系统。其中，E-FanX[4]项目对英国BAE系统

公司的 AVRO RJ100 支线飞机进行混合电推进改

装。具体设计是将罗-罗公司的AE2100涡桨发动机

的核心机与西门子公司研制的 2.5 MW的发电机连

接，为2 MW电动机和电能储存装置充电，系统电压

高达3 kV，是目前研制的功率最大、电压最高的航空

电推进系统。此外，罗-罗还开展了M250混合电项

目，并于 2019年 11月宣布完成M250混合电版本的

地面试验，试验测试了M250的串联混合电、并联混

合电和涡轮电工作模式。该动力系统功率范围为

0.5～1.0 MW，由 M250 发动机、高能量密度电池系

统、发电机、功率转换电子装置和先进功率管理和控

制系统组成，可以分布式电推进系统的形式装备混

合电垂直起降飞行器、通航飞机和混合电直升机。

后续，罗-罗将用APUS i-5[5]飞机验证混合电技术在

传统起降飞行器上的实际应用。

法国赛峰公司于2018年9月在直升机发动机测

试中心进行了首次混合电推进系统地面试验[6]。其

两台功率达45 kW的ENGINeUS电动机在法国支线

飞机初创公司VoltAero公司的卡西欧 1号混合电验

证机上进行了飞行试验。目前，赛峰公司正在开发

一套名为BPMS[7]的简易智能电动机系统，该系统包

含航空电动机和推进系统，理论输出功率达1.0 MW。

俄罗斯中央航空发动机研究院(CIAM)在2017年

年莫斯科航展上披露了其第一台涡轮电推进飞机发

动机的研制计划，并展出了500 kW级概念发动机模

型。该发动机将采用 SuperOx公司的超导材料，计

划在3年内完成500 kW验证机的飞行平台试验；随

后开展用于19座飞机的2.0 MW级动力系统的飞行

平台试验验证，其动力可能由4台0.5 MW发动机或

1台2.0 MW发动机提供。

表 1 三种混合电结构优缺点比较

Table 1 Merits and demerits of hybrid structures
系统

类型

串联

并联

串-
并联

优点

-内燃机通常以最大效率转速工作；

-不需要传输系统，且相对于其他两

种结构，齿轮副需求量更小，效率

损失更低；

-控制系统相对简单；

-可以兼容分布式推进系统

-巡航时总效率比其他两种结构高；

-电动机尺寸比其他两种结构小；

-设计灵活性比其他两种结构大

-可灵活管理最大功率流量；

-内燃机尺寸相对其他两种结构更

小、效率更高

缺点

-高速时折损总效率；

-电动机尺寸必须满

足最大功率需求，

增加了成本、质量

和体积

-机械传动系统复杂；

-内燃机无法随时以

最大效率工作

相对于其他两种结

构，系统更复杂，电路

效率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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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混合电推进系统部件技术需求及发展现状

混合电推进系统部件主要包括生成电能的发电

机系统，进行能量转换、调节和分配的电子装置，电

路保护装置，电动机和储能装置。美国国家科学院

预测，未来20年内，为适应电气化推进系统需求，电

动机和发电机的比功率应增加至约9 kW/kg，对应功

率增加1.0～3.0 MW[8]。表2给出了不同飞机类型对

电推进系统部件的性能要求。表3示出了混合电推

进系统部件技术指标现状和未来需求。

5 混合电推进系统超导电机研制进展及关键

技术

由表 2可知，混合电推进系统对发电机和电动

机的功率需求都在兆瓦级以上。传统的发电机和电

动机，无法在满足飞机动力体积和质量要求下实现

兆瓦级功率，为此必须降低导体的电阻。如果在电

机中使用超导线材或带材代替传统的铜导线，可降

低损耗，提高电机的效率[9]，且超导带材的载流密度

很高，还可降低电机设备的质量和体积。由此可见，

超导电机是实现混合电推进的一个关键技术。目

前，美国和欧盟都针对混合电推进系统超导电机展

开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5.1 超导电机研制进展

5.1.1 NASA高效兆瓦电机项目

NASA 格林研究中心研制了一台 1.4 MW 的高

效兆瓦电机(HEMM)。该电机为电励同步电机，采用

自冷却超导转子 [10]，转子有 12 极，其性能和几何参

数见表 4。为最大化电磁容量，超导线圈采用了独

特的超导转子结构包容性设计。尽量减小转子和定

子之间的空隙，同时尽可能把线圈朝转子表面向外

移动，以实现最佳转子性能。图 1示出了高效兆瓦

电机超导转子结构示意图。

HEMM 采用了第 2 代高温超导体(HTS)REBCO

飞机类型

通用航空和通勤飞机

支线和单通道飞机

双通道飞机

大飞机

动力类型

并联混合电

全电

涡轮电

并联混合电

全电

涡轮电

并联混合电

全电

涡轮电

APU

电系统功率容量/MW
(包含功率转换电子装置)

＜1.0(电动机)
＜1.0(电动机)

＜1.0(电动机和发电机)
1.0～6.0(电动机)
1.0～11.0(电动机)

1.5～3.0(电动机)，1.0～11.0(发电机)
无研究

不可行

4.0(电动机)，30.0(发电机)
0.5～1.0(发电机)

比功率
/(kW/kg)

＞3
＞6.5
＞6.5
＞3
＞6.5
＞6.5

＞10
＞3

电池比能量/(Wh/kg)
(可重复充电)

＞250
＞400
未知

＞800
＞1 800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无研究

表2 不同飞机对电推进系统部件的性能要求

Table 2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of electric propulsion system components for different aircrafts

技术指标

当前水平

研究目标

美国国家科学
院预测目标

非低温(已服役系统数据)
低温动力(超导电机)

俄亥俄州立大学3年目标

俄亥俄州立大学5年目标

空客15年目标

NASA 10年目标

NASA 15年目标

美国空军20年目标

未来20年内应用目标
(非低温)

电动机和发电机

功率容量/MW
0.25
1.50
0.30
2.00

1.00～3.00
5-10
1.00

约为1.00～
3.00

比功率/(kW/kg)
2.2
0.2
15.0
15.0

10.0～15.0
13.0
16.0
5.0

约为9.0

功率转换电子装置

功率容量/MW
0.25

2.00

1.00～3.00
5.00～10.00

1.00
约为1.00～

3.00

比功率/(kW/kg)
2.2

23.0

15.0
19.0
5.0

约为9.0

电池（可重复充电）
比能量/(Wh/kg)

200～250

400～600
约为400～600

表3 混合电推进系统部件技术指标现状和需求

Table 3 Technical index status and demands of hybrid electric propulsion system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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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钡铜氧化物)材料，在温度低于 77 K环境下性能优

良。导体横截面为矩形，给定体积下其堆积因数

大。HEMM转子线圈为跑道形(图 2)，包含四层，由

独立扁平形/跑道线圈组成。每个线圈包含 230匝，

采用相同 HTS 带材串联连接。层与层之间用低温

环氧树脂粘结。每层之间和线圈顶端各有一块几何

参数相同的不锈钢薄板，起机械支撑和轴向对准每

层每匝的作用。

HEMM采用超导线圈(图 1)可使定子内部和周

围的磁通密度最大化，但也存在断路风险——超导

体温度过高、磁通量或传导电流过大，会导致超导体

的超导性消失。采用限制电流的措施可以缓解断路

风险，但诸如分析误差、不可预测热源或瞬态工作等

因素还是会造成断路。为此，需采用控制器监控线

圈的状态，一旦检测到断开前兆，立即减小电流。另

外，还可以采用移除线圈匝间绝缘的方法避免断路。

5.1.2 欧盟先进超导电机验证机项目

欧盟先进超导电机验证机(ASuMED)项目 [11]始

于 2017年，由德国电动机制造商Oswald Elektromo⁃
toren公司牵头，参与方包括剑桥大学、Demaco低温

公司、Slovakian电气工程研究院等多家机构。该项

目旨在研制功重比为20 kW/kg、效率大于99%、转速

6 000 r/min、功率为1.0 MW的全超导电机。1.0 MW
电动机只是验证超导技术的原理样机，后期可对该

样机进行缩放设计，让功率达到10.0 MW以上。

ASuMED项目研制的电机为全超导同步电机，

其转子和定子分别采用叠层式超导带材和超导线

圈，以产生极高的磁通密度，实现大功重比。系统冷

却采用了低温恒温器冷却系统。定子的低温恒温器

为毛细管系统，以液氢作为制冷剂。转子的低温恒

温器因冷却工作温度、冷却要求和包含密封件在内

的旋转部件相关要求，其技术难度较大。在考虑了

一系列可能的传热方案后，选择采用温度为25 K的

氦气强制对流循环带走热量的形式实现转子冷却。

转子超导叠层的工作温度为 27～35 K，超导叠层与

冷却剂之间的温差保持在2～10 K范围。电机采用

了定制的功率控制电子软硬件，控制器中含有以满

足适航要求为目标的反相器。ASuMED项目已经开

发了一台1.0 MW超导电机，目前正在进行试验。

5.2 超导电机超导性保持技术

超导性是超导电机正常工作的关键，包含零电

阻现象和完全抗磁性/迈斯纳效应两方面内容，涉及

临界温度、临界电流密度和临界磁场三大参数。

NASA 在研制 1.5 MW 超导电机时，采用限制电流、

实施线圈状态监控和移除线圈匝间绝缘的方式，保

证超导体相关参数不超出规定范围。欧盟ASuMED
项目则重点研究了低温冷却技术。ASuMED采用高

效的低温恒温器冷却。其电机的超导材料为 YB⁃
CO(钇钡铜氧化物)带材，工作温度必须低于93 K，可

以选用氮、氖、氢、氦等制冷剂，采用冷却头主动冷

却，且依据具体冷却温度不同，氢和氦可以是液态或

气态。另外，为尽可能减少低温恒温器效率损失，选

用多层反射膜反射热辐射，同时低温恒温器内的真

空环境也可防止对流传热。图3示出了全超导电机

低温恒温器的结构。

图2 高效兆瓦电机转子线圈的横截面几何形状

Fig.2 Scheme of the cross-sectional geometry of
HEMM’s rotor coils

图1 高效兆瓦电机超导转子结构

Fig.1 Structural design of superconducting rotor for high
efficiency MW motor

特性/参数

转速/(r/min)
电频/Hz
磁极数

定子结构

转子外径/cm
转子、定子轴向

长度/cm
径向间隙/mm

类型/数值

6 800
DC
12

半无槽

30
12.5

3

特性/参数

超导体宽度/mm
超导体厚度/μm
超导体最小弯
曲半径/mm

超导体最大磁
通量密度/T

超导体工作温度/K
超导体DC工
作电流/A

类型/数值

4
65
15

2
＜63
51.5

表4 高效兆瓦电机超导转子的性能和几何参数

Table 4 Key characteristics and geometry of superconducting
rotor for high efficiency MW m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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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和定子的低温恒温器冷却技术有所不同。

定子采用超导体，在交流电下的热损失高达系统功

率的 1%，冷却要求更高，需采用液态制冷剂浴和冷

却回路。其中液态制冷方案存在铁耗，会产生额外

损失，且需在气隙内增加低温恒温器，导致系统功率

下降。而冷却回路方案设计灵活，不存在额外铁耗，

也不需要在气隙中设置低温恒温器。冷却回路包括

闭环和开式冷却两种：在闭环冷却回路中，应选用氦

等导热率好的气体作为制冷剂，且要有通风口。在

开式冷却回路中，建议采用液态制冷剂。超导转子

在直流电下工作，冷却需求不高。其低温恒温器的

设计挑战在于部件，包括旋转系统和关键机械连接

件。因轴承和旋转密封件只在室温下工作，需与制

冷剂保持良好的隔热状态，必要时额外加热。超导

转子低温恒温器可用设计方案包含热虹吸管环流

（闭环冷却）、直接主动冷却、开环冷却。

6 结束语

混合电推进系统是未来航空动力的一个发展方

向。综合分析国外混合电推进系统的研发思路和途

径，建议国内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开展混合电推进

系统的研发：

(1) 混合电推进系统研发所涉及的内燃机和电

池、电机，航空动力研制单位应基于自身在航空发动

机研制方面的丰富经验，联合在电池、电机等产品开

发方面较出色的民间公司和高校多沟通，结合各自

的优势，协同研制，反复磨合，共同进行混合电推进

系统研发。

(2) 国内混合电推进系统研发机构及研究人员

应实时跟踪、关注国外超导电机的研制进展，积极协

同飞机方进行需求对接，开发出功率、体积、稳定性、

耐久性等均能满足飞机系统需求的超导电机。

参考文献：

[1] 罗 彧. 混合电推进：推进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J]. 航
空动力，2019，2(5)：60.

[2] 廖忠权. 支线客机的混合电推进之路 [J]. 航空动力，

2019，2(5)：61—64.
[3] 廖忠权. 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发展研究[J]. 航空动力，

2018，1(2)：45—50.
[4] Paul Stein. Our sustainability journey[EB/OL]. http://www.

rolls-royce.com/media/press releases /2020/24-0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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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Author/ID/495667/Jody Muelaner.

图3 超导电机低温恒温器

Fig.3 Cryostat of superconducting r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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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四代机第二动力系统
技术分析与发展趋势

刘辉仁，田宏星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 株洲 412002)

摘 要：介绍了飞机第二动力系统的组成、工作原理。梳理了第二动力系统中APU和EPU由原来的分开布置、各司

其职的构型和使用模式，发展到F-22战斗机第二动力系统物理组合、分时工作，以及F-35战斗机第二动力系统功能

综合、持续运行的动力与热管理构型和使用模式的技术特点。总结提炼出第二动力系统在飞机需求的牵引和先进技

术的支撑下，围绕关键动力设备，不断兼容其他功能，充分提高系统的综合程度和利用率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四代机；第二动力系统；辅助动力装置；应急动力装置；技术分析；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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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trend for secondary power system
of U.S. fourth generation fighter

LIU Hui-ren，TIAN Hong-xing
(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412002，China)

Abstract：The composition and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aircraft secondary power system are introduced.
The APU and EPU in the secondary power system initially were arranged and performed separately and
then they were combined physically and work in different phase in the F-22 fighter. In the F-35 fighter, the
secondary power system is featured with integrated function and continuous operation of power and thermal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and operation mode. Based on the traction of aircraft demands and the suppor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secondary power system was summarized, i.e. to cen⁃
ter around the key power equipment and constantly get compatible with other functions to fully improve the
integration degree and utilization rate.
Key words：the fourth generation fighter；secondary power system；auxiliary power unit；emergency

power unit；technology analysis；development trend
1 引言

飞机第二动力系统是指独立于主发动机，为机

载设备提供辅助、应急能源并能起动主发动机的系

统，对提高飞机自主保障能力、生存力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 [1]。传统的第二动力系统的动力装置，包括

辅助动力装置(APU)和应急动力装置(EPU)这两种为

飞机/发动机提供次级能源的设备[2]。在四代机出现

之前，APU 和 EPU 均有其独立的技术发展途径，但

随着四代机高性能、高技术指标的提出，第二动力系

统的研发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本文以F-22、F-35

战斗机为研究对象，分析总结了四代机第二动力系

统的技术特点以及发展思路，以期为飞机第二动力

系统未来的研发提供参考。

2 第二动力系统

图1给出了传统第二动力系统的原理图。由图

可看出，APU 和 EPU 在飞机上是分开布置、各司其

职、分时独立工作的，两者在结构上都有各自的齿轮

箱、发电机、液压泵等。

APU本质上就是一台装在飞机上的小型航空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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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涡轮发动机[3]，属于第二动力系统核心设备。APU
通常在地面工作，需要时也可在空中工作，为主发动

机的起动和飞机提供能源(电、液压、压缩空气)，其
结构示意图见图 2。APU从外界环境吸入空气，空

气经压气机压缩后，一部分被引出用于起动主发动

机和飞机环控系统，另一部分则进入燃烧室，与雾化

后的燃油混合燃烧生成高温高压燃气，之后燃气进

入涡轮膨胀做功，带动压气机旋转，同时驱动齿轮箱

上的发电机和液压泵输出电源及液压源。APU 以

机上燃油和外界环境大气为工质，因此可以长时间

持续工作，工作高度通常在13 km以下。

由于APU起动过程需要 30～60 s的时间，无法

满足采用电传操纵和静不安定技术飞机的需求(这
类飞机不允许电力/液压的长时间中断)，为此飞机

的第二动力系统使用EPU快速起动(2～5 s内)并为

飞机提供应急用的液压源和电源，用于调整、控制飞

机姿态。部分飞机使用冲压空气涡轮来解决应急能

源的问题，还有部分飞机则采用燃料型EPU，其结构

示意图见图 3。EPU 工作时，机载高压气瓶的高压

空气减压后进入燃烧室，与雾化后的燃油混合燃烧

生成高温燃气，之后燃气冲击涡轮做功，驱动齿轮箱

上的发电机和液压泵为飞机提供应急能源[4]。EPU
使用的燃料包括单组元燃料(H-70肼)和双组元燃料

(煤油+压缩空气)。受空间限制，机上能够携带的高

压空气有限，因此EPU的工作时间不长。

四代机出现以前，APU和EPU都按各自独立的

轨迹发展，未发生交集。其中APU在为主发动机提

供起动能源这一基本功能上，逐渐增加了为飞机提

供辅助能源的功能，同时不断采用新技术提高自身

的性能、寿命和可靠性。EPU则一直围绕如何更好

更快更环保地提供应急能源这一核心要务不断进行

探索，先后开发出空气应急型(冲压空气涡轮)、压缩

空气应急型、燃料应急型(单组元燃料和双组元燃

料)等多种型式。

随着四代机作战功能/性能要求的提高，其复杂

程度大大增加，机体内的空间愈显紧张。为更好地

解决功能/性能与体积、质量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

第二动力系统逐渐开始从个体能力提升转向系统综

合优化，美国的 F-22和 F-35战斗机就是如此。本

文就这两型战斗机第二动力系统的技术特点进行描

述，并分析其发展思路。

2 F-22战斗机第二动力系统技术特点

F-22战斗机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和波音公司联

合研制的单座双发高隐身第四代战斗机，源自于

1981年起动的美国先进战术战斗机计划，2005年末

形成初步作战能力，是世界上第一种进入服役的第

四代战斗机，侧重于争夺制空权。

F-22战斗机的第二动力系统采用物理组合的

思路，利用APU和EPU各自都有一套齿轮箱、发电

机、液压泵的特点，将APU和EPU组合到同一个齿

轮箱上，EPU既充当APU的起动机，又和APU分时

驱动齿轮箱上的发电机和液压泵，这个新的装置被

称为组合动力装置(IPU)，见图 4。与传统分开布置

图3 应急动力装置结构示意图

Fig.3 The structural diagram of E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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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APU和EPU相比，IPU至少减少了一套齿轮箱、液

压泵、发电机和起动电机，既节省了机上空间，又减

轻了40%左右的质量[5-6]。

IPU的工作模式分为APU和EPU两种。APU工

作模式下，EPU用来起动APU，APU则在有限高度范

围内提供轴功率驱动齿轮箱上的发电机和液压泵，

同时也可提供压缩空气用于主发动机的起动或飞机

的环控系统。EPU工作模式下，EPU在飞行全包线

范围内、应急条件下输出轴功率给齿轮箱，驱动其上

的发电机和液压泵，同时EPU也以 50%额定转速带

动APU空转。当飞机高度降低到APU起动高度时，

APU点火起动并接替EPU的工作，实现无缝切换和

能源的持续输出。上述功能成功完成的关键在于高

可靠性的两速三离合齿轮箱以及两个工作模式之间

的稳定切换控制。

F-22战斗机的 IPU由美国加雷特公司(已并入

霍尼韦尔公司)研制，该公司的设计师们后续仍在不

断尝试优化 IPU的结构，提出了更加紧凑的 IPU构

型，并申请了相关专利。图 5示出了其中一种优化

构型[7]。该构型使得APU直接具备了EPU的功能，

主要技术手段是在压气机的进口设置了进口导叶，

在出口设置了出口挡板。当 IPU在APU模式下工作

时，进口导叶打开，外界气流进入压气机被压缩，冲

开出口挡板进入燃烧室燃烧，高温高压燃气进入涡

轮膨胀降温的同时输出功率驱动齿轮箱上的发电机

和液压泵。当 IPU在EPU模式下工作时，压气机进

口导叶和出口挡板关闭，压气机在近似密闭的空间

内空转，机载空气罐的高压空气经减压后从燃烧室

头部进入燃烧室内燃烧，高温高压燃气进入涡轮膨

胀做功[8-9]，驱动齿轮箱上的液压泵和发电机输出应

急用能源。当飞行高度降低到APU模式的工作包

线范围内时，进口导叶和出口挡板打开，IPU 转入

APU模式工作。

3 F-35战斗机第二动力系统技术特点

F-35战斗机是由洛克希德·马丁设计生产的单

座单发战斗攻击机，源自于1993年启动的美国联合

攻击战斗机计划，2016年末形成初步作战能力，侧

重于对地攻击。由于F-35战斗机研制时间较F-22
战斗机约晚10年的缘故，其系统的研制理念和架构

有较大的提升。

尽管 F-22 战斗机将 APU 和 EPU 组合到一起，

很好地实现了缩尺减重的目标，但 IPU在飞机飞行

的大部分时间内还是不工作的，从时间管理和资源

利用的角度上仍未得到充分发挥[10]。在联合攻击战

斗机(F-35战斗机前身)集成子系统技术(J/IST)演示

验证项目的牵引下，霍尼韦尔公司开展了热能/能量

管理系统(T/EMM)的开发和演示验证。即在 IPU原

有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热管理功能，使得第二动力

刘辉仁等：美军四代机第二动力系统技术分析与发展趋势

图5 优化的组合动力装置构型

Fig.5 The optimized configuration of I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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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在飞行过程中也参与工作，为飞机的热管理系

统提供冷却，从而大大提高系统的利用率。2000
年，演示验证项目大获成功，相关技术被引入F-35
战斗机中，第二动力系统演化成了动力与热管理系

统(PTMS)[11]，IPU 演化成了综合动力包(IPP)，如图 6
所示。

由图 6可见，IPP采用单转子结构，轴上装有单

级离心压气机、燃烧室、向心涡轮、同轴直驱的高速

起动/发电机、冷却涡轮。地面工作时，IPP的工作方

式与 IPU的基本一致，区别在于 IPP仅输出270 V的

高压直流电，以适应 F-35战斗机多电化的需要 [12]。

空中飞行时，IPP工作在冷却模式下，飞机环控系统

的热空气通过 IPP的冷却涡轮降温后，一部份提供

给座舱环控，一部分用来冷却机上电子设备，此时的

核心机和起动/发电机不工作，作为吸收冷却涡轮功

率的负载。这个工作模式充分利用了 IPP的空闲时

间，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空中应急时，IPP在冷却

模式的转速基础上，辅以大功率起动/发电机的带

转，能够很快成功起动并驱动起动/发电机输出应急

用电功率，保证飞行安全。

4 结束语

从传统分开布置的APU和EPU发展到F-22战

斗机物理组合的 IPU，再到F-35战斗机功能综合的

IPP这一演变过程可以看出，第二动力系统的发展

趋势是，在飞机需求的牵引和先进技术的支撑下，围

绕关键动力设备，不断兼容其他功能，充分提高系统

的综合程度和利用率，从而提高战斗机的综合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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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轴发动机超扭试验标准研究

邹 黎 1，王 旭 1，冯 兴 1，周七二 1，王 博 2

(1.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 株洲 412002；
2. 海装驻常州地区军事代表室，江苏 常州 213022)

1 引言

上世纪80年代，我国以美国70年代的军用标准

《航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机通用规范》

(MIL-E-5007D)和《涡轮轴和涡轮螺桨发动机通用

规范》(MIL-E-8593A)为蓝本，编制了《航空涡轮螺

桨和涡轮轴发动机通用规范》(GJB 242-1987)[1]，为

航空涡轴/涡桨发动机设计提供了标准，使涡轴/涡
桨发动机研制有章可循、有理可依，对设计、制造、考

核和交付等工作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2]。

随着发动机技术和经验的不断积累，美国于

1995年将MIL-E-8593A与《航空涡喷涡扇发动机通

用规范》(MIL-E-87231)合并，修订成 JSGS-87231A
《航空涡喷涡扇涡轴涡桨发动机通用规范》，该标准

中还新增了超扭试验 [3]。此后，1998 年颁布的

JSSG-2007、2004年颁布的 JSSG-2007A和2008年颁

布的 JSSG-2007B等各版《航空涡喷涡扇涡轴涡桨发

动机联合使用规范指南》，均保留着超扭试验，足见

其重要性。

2018 年，陆军装备部在 GJB 242-1987 的基础

上，参照 JSGS-87231A和 JSSG-2007，并结合近年来

国内型号研制经验和贯彻GJB 242-1987的经验，颁

布了 GJB 242A-2018《航空涡轮螺桨和涡轮轴发动

机通用规范》[4]，其中增加了超扭试验。

摘 要：GJB 242A-2018《航空涡轮螺桨和涡轮轴发动机通用规范》在GJB 242-1987基础上新增了超扭试验，这在国

内尚属首次。针对该试验内容理解存在争议、困扰试验开展的问题，基于国内外6部主要军标和适航规定，详细分析

了超扭试验的考核方式、试验目标、合格判定准则，从动力涡轮扭矩、燃气涡轮温度、动力涡轮转速、滑油温度、试验持

续时间等5方面，分别对军用和民用涡轴发动机提出了超扭试验目标选取建议。

关键词：GJB 242A-2018；涡轴发动机；超扭试验；动力涡轮转速；滑油温度；持续时间；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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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urboshaft overtorque test
ZOU Li1，WANG Xu1，FENG Xing1，ZHOU Qi-er1，WANG Bo2

(1. 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412002，China；2. The Navy Equipment
Department Stationed in Changzhou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Changzhou 213022，China)

Abstract：Based on GJB 242-1987,‘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aircraft turboprop and turboshaft engine’
(GJB 242A-2018) added overtorque test term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country.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
ing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est content and the problems puzzling the test, six main military standards
and airworthiness regu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compared, and the examination methods, test objec⁃
tives and qualification criteria of the overtorque test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From the aspects of power tur⁃
bine torque, gas turbine temperature, power turbine speed, oil temperature and test permitting time , the sug⁃
gestions for selecting overtorque test targets for military and civil turboshaft engines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GJB 242A-2018；turboshaft engine；overtorque test；power turbine speed；oil temperature；

permitting time；tor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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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B 242A-2018 颁布之前，我国仅有部分涡轴

发动机完成了整机超扭试验，且方法不一。既有参

考《航空发动机适航规定》(CCAR-33)，亦有参考国

外资料，试验目标也不尽相同，无章可循，困扰了试

验的开展。因此，解读新军标以及寻求一套通用的

超扭试验目标参数制定方法已是必然。

为规范涡轴发动机超扭试验，本文结合《航空涡

喷涡扇涡轴涡桨发动机联合使用规范指南》

(JSSG-2007)、《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发动机合格

审定规范》(CS-E)、《Airworthiness Standards Aircraft
Engines》(FAR-33)等 6部含有超扭试验的国内外标

准和适航规定，详细对比了超扭试验考核方式、试验

目标、合格判定准则，从动力涡轮扭矩、燃气涡轮温

度、动力涡轮转速、滑油温度、试验持续时间等 5个

方面，分别对军用和民用涡轴发动机提出了超扭试

验目标选取建议。

2 考核方法

经统计，GJB 242A-2018、CCAR-33、JSSG-2007、
JSGS-87231A、FAR-33、CS-E等 6部标准和规定，共

提出了 3种考核方式(整机试验，部件试验，分析)、5
种试验目标(动力涡轮扭矩，燃气涡轮温度，动力涡

轮转速，滑油温度，试验持续时间)，以及相应的合格

判定准则，如表1所示。其中：

(1) 仅 JSGS-87231A 提出需同时采用分析和

试验的方法进行考核[5]，而其余5部标准仅要求部件

或整机考核即可[6]。

(2) 仅 JSGS-87231A和 JSSG-2007提出动力涡

轮扭矩和试验持续时间2种试验目标，而其余4部标

准提出了动力涡轮扭矩、燃气涡轮温度、动力涡轮转

速、滑油温度和试验持续时间5种试验目标。

3 考核方式

3.1 整机试验

目前，国内涡轴发动机一般在地面台架采用整

机试验的方式完成超扭试验，通过调整水力测功器

负载，调整直升机引气量、电机加载等方法，达到燃

气涡轮温度、扭矩、动力涡轮转速等要求。该方法能

真实模拟发动机超扭情况，容易让用户/局方接受和

信服。

3.2 部件试验

除整机试验外，还可以采用部件等效试验法考

核。JSSG-2007提出了具体的部件试验方法[6]。
与整机试验不同的是，部件试验本身不能产生

高温高压气体，需要气源站提供合适的气源，通过稳

压段、阀门等管道设备后才能稳定输送到试验台，这

对部件试验台的建造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部件

试验较难模拟涡轮部件的封严、冷却等系统。以上

因素可能造成部件试验进口燃气温度和冷热态叶尖

间隙不稳定，影响试验效果。

3.3 分析

虽然纯粹的分析不能完全代替试验，但在盘、

轴、材料等领域有足够基础研究的条件下，可选择分

析的方法，能适当降低研制经费，节约试验资源。

4 试验目标

4.1 动力涡轮扭矩

军标和适航规定对动力涡轮扭矩的要求如表2
所示。军标要求最大允许稳态扭矩极限值(机械的)
不低于扭矩规定值的120%，而适航规定要求达到发

动机允许的最大扭矩。

以往经验表明，由于失灵或其他异常情况输出

轴扭矩可能增加 [6]，实际装机使用时超扭主要是由

于发动机状态非正常升高和动力涡轮转速非正常降

低导致。以下基于3型军用发动机和3型民用发动

序号

1
2
3
4
5
6

标准/规定名称

GJB242A-2018
JSSG-2007

JSGS-87231A
CCAR-33
FAR-33

CS-E

考核方式

整机试验

√
√
√
√
√
√

部件试验

√
√
√
√
√
√

分析

√

试验目标

动力涡轮扭矩

√
√
√
√
√
√

燃气涡轮温度

√
无

无

√
√
√

动力涡轮转速

√
无

无

√
√
√

滑油温度

√
无

无

√
√
√

试验持续时间

√
√
√
√
√
√

合格判
定依据

√
无

无

√
√
√

表1 考核方式、试验目标与合格判定准则

Table 1 Methods of assessment, test objective and qualification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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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分析2种情况造成的后果。

(1) 发动机状态非正常升高

涡轴发动机的燃气发生器转速ng设有最高允许

稳态转速和最高瞬态转速，正常情况下发动机在最

高允许稳态转速以下工作，当ng非正常升高至最高

瞬态转速时，此时对应的扭矩应为发动机所能达到

的极限之一。经计算，该条件下 3型军用发动机的

扭矩增加至 111.1%～114.1%，而 3型民用发动机的

扭矩增加至115.0%～126.3%。

(2) 动力涡轮转速非正常降低

正常装机情况下，涡轴发动机动力涡轮转速维

持100%恒定。同功率状态下，随着动力涡轮转速的

降低扭矩升高，当非正常降至最低允许值时，直升机

将失去有效升力[7-9]，此时对应的扭矩应为发动机所

能达到的极限之二。经计算，该条件下 3型军用发

动机的扭矩增加至 109.7%～110.6%，而 3型民用发

动机的扭矩增加至109.9%～117.5%。

(3) 发动机状态非正常升高且动力涡轮转速非

正常降低

当发动机状态非正常升高且动力涡轮转速降低

时，其对应的动力涡轮扭矩应为发动机所能达到的

最大值。经计算，该条件下 3型军用发动机的扭矩

增加至 122.1%～126.2%，而 3型民用发动机的扭矩

增加至134.9%～143.0%。据此，军用发动机的扭矩

增量在20%附近，而民用发动机的扭矩增量较大。

理论上，轴、轴承、齿轮等零件尺寸越大和材料

越好，发动机承扭能力越强，但尺寸增大会增加零件

质量，影响功重比，材料越好会影响整机造价。因

此，发动机设计时，应综合考虑直升机需求、发动机

自身能力、市场价格等因素，零件的尺寸和材料满足

需求即可。

4.2 燃气涡轮温度

军标和适航规定对燃气涡轮温度的要求如表3
所示。所有标准均要求达到发动机所能达到的最高

稳态温度。军用发动机的最大状态一般为应急状态

或起飞状态，民机的最大状态一般为 30 s OEI(1 台

发动机不工作)、2 min OEI或连续OEI，状态定义的

区别决定了燃气涡轮温度的选择。总的来说，一般

建议选择允许工作时间大于 2 min使用状态对应的

最高允许稳态温度。

4.3 动力涡轮转速

军标和适航规定对动力涡轮转速的要求如表4
所示。涡轴发动机一般为恒定 100%动力涡轮转速

控制，因此超扭试验选取100%额定转速作为最高转

速即可。若按标准要求，同时达到要求的扭矩和动

力涡轮转速，发动机将达到很高的状态，ng甚至超过

最高瞬态转速，试验风险较大。为降低试验风险，且

不降低考核强度，可采取适当降低动力涡轮转速、同

时 增 加 试 验 时 间 的 方 式 。 试 验 持 续 时 间 为

15np,max /np,test(np,max额定转速；np,test为降低后的动力涡轮

转速)。

4.4 滑油温度

军标和适航规定对滑油温度的要求如表 5 所

示。GJB 242A-2018和 3部适航规定要求的滑油温

度一致，2部美军标未规定。

表2 动力涡轮扭矩规定

Table 2 Torque specification for power turbines
序号

1
2
3
4
5
6

标准/规定名称

GJB242A-2018
JSSG-2007

JSGS-87231A
CCAR-33
FAR-33

CS-E

要求

最大允许稳态扭矩极限值(机械的)不
低于扭矩规定值的120%

最大发动机扭矩

序号

1
2
3
4
5
6

标准/规定名称

GJB 242A-2018
JSSG-2007

JSGS-87231A
CCAR-33
FAR-33

CS-E

要求

涡轮进口燃气温度等于最高允许稳态温度

工作在与30 s或2 min OEI功率状态无关

的条件下，涡轮进口燃气温度等于已批准

的工作时间长于20 s的最高稳态温度[10-12]

表3 燃气涡轮温度规定

Table 3 Gas Turbine temperature specification

表4 动力涡轮转速规定

Table 4 Power Turbine speed specification
序号

1

2
3
4
5
6

标准/规定名称

GJB 242A-2018

JSSG-2007
JSGS-87231A

CCAR-33
FAR-33

CS-E

要求

动力涡轮转速等于发动机使用中最大

超扭矩发生时可能的最高转速，但不

大于起飞限制转速或持续时间大于 2
min的单发工作功率状态的限制转速

无

动力涡轮转速等于发动机使用中最大

超扭矩可能发生时的最高转速，但不

大于起飞限制转速或持续时间大于2
min OEI功率的限制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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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带体内减速器的涡轴发动机，滑油一般通

过外部滑油散热器降温，通过控制滑油散热器功率

从而调节进入发动机的滑油温度。值得一提的是，

涡轴发动机设有最高允许稳态滑油温度和最大允许

滑油温度，超扭试验应选取最大滑油温度。

对于未带体内减速器的涡轴发动机，装配有不

可人工调控的散热装置，正常情况下该装置可保证

滑油温度在正常范围内。由于滑油温度不可调，因

此该类发动机超扭试验的滑油温度只需在正常范围

内即可。

4.5 试验持续时间

军标和适航规定对试验持续时间的要求如表6
所示。除 JSGS-87231A要求至少为5 min、JSSG-2007
没有要求外，其余标准要求均一致。考虑到实际试

验可能降低动力涡轮转速，因此应根据实际情况计

算出总试验时间，再分段试验。

5 合格判定准则

军标和适航规定对合格判定准则的要求如表7
所示。由表可知，部分标准虽给出了合格判定准则，

但未有详细的检查程序。以下为阿赫耶 1C发动机

超扭试验后的主要检查项，供读者参考：①轴、轴承

等转子件有无损坏、卡滞；②减速齿轮系所有齿轮的

接触面是否良好，齿向、齿根、齿型是否有磨损；③其

他零部件损坏情况等[13]。

6 结论

基于国内外军用标准、适航规定以及我国实际

情况，分别提出了动力涡轮扭矩、燃气涡轮温度、动

力涡轮转速、滑油温度、试验持续时间等5个试验参

数的确定方法，能够为我国涡轴发动机超扭试验的

开展提供一定参考。具体为：

(1) 军用涡轴发动机动力涡轮扭矩选取 120%
规定值，民用涡轴发动机动力涡轮扭矩选取最大瞬

态扭矩，该值并不一定是规定值的1.2倍。

(2) 对于带体内减速器的涡轴发动机，滑油温

度选取最大瞬态滑油温度；对于未带体内减速器的

涡轴发动机，滑油温度只需在正常范围内即可。

(3) 燃气涡轮温度建议选取允许使用时间大于

2 min的工作状态所对应的最高允许稳态温度。

(4) 应根据实际试验情况，适当降低动力涡轮

转速，并根据降低后的转速计算试验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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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滑油温度规定

Table 5 Oil temperature specification
序号

1

2
3
4
5
6

标准/规定名称

GJB 242A-2018

JSSG-2007
JSGS-87231A

CCAR-33
FAR-33

CS-E

要求

对带有体内减速器的发动机，体内减速

器的滑油温度等于发动机使用中最大超

扭矩发生时可能的最高温度，对其它发

动机，滑油温度在正常工作范围内

无

与GJB 242A-2018要求一致

表6 试验持续时间规定

Table 6 Permitting time specification
序号

1
2
3
4
5
6

标准/规定名称

GJB242A-2018
JSSG-2007

JSGS-87231A
CCAR-33

CS-E
FAR-33

要求

工作15 min。试验可分阶段运行，

每段至少2.5 min
无

扭矩试验时间至少为5 min
总共运行15 min。可以分段运行，

每段至少2.5 min

表7 合格判定准则

Table 7 Test objectives and qualification criteria
序号

1

2
3

4

5

6

标准/规定名称

GJB 242A -2018

JSSG-2007
JSGS-87231A

CCAR-33

FAR-33

CS-E

要求

试验后发动机或其单元体分解后的状态

表明仍可继续正常运行，即认为试验满

意地完成

无

(1) 不论是否安装在发动机上即可确定

其调整位置和功能特性的每个部件，必

须使其每个调整位置和功能特性保持在

试验开始时确定和记录的限制范围内；

(2) 按第33.4条提交的资料，每个发动机

零部件必须符合型号设计并且应仍然可

以安装在发动机上继续使用

为符合CS-E820(a)(2)的要求，应该表明

超扭矩事件不会危及发动机达到 30 s/
2 min OEI额定功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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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构模型 1的预测结果，相对偏差均在 3.00%以内。

据此，当轮盘材料拉伸性能曲线在典型分散范围内

变化时，基于非线性本构模型预测的轮盘破裂转速

偏差较小，材料性能分散性对预测结果影响较小。

5 结论

针对 GH4169 轮盘，采用基于塑性失稳准则和

大变形有限元分析方法，分别利用双线性、多线性和

非线性本构模型，计算分析了材料性能分散性对轮

盘破裂转速预测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典型分

散范围内，材料性能分散性对轮盘破裂转速预测结

果有一定影响，但影响较小。采用基于塑性失稳准

则和大变形有限元分析方法预测轮盘破裂转速，可

不考虑材料性能分散性造成的影响，直接采用材料

最差性能真应力-真应变曲线进行预测，以获得相

对保守更为安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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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各非线性本构模型的轮盘破裂转速预测结果及对照

Table 6 Prediction results of disc burst speed based
on various non-linear models

非线性本构模型

1
2
3
4
5
6
7
8
9

10

预测结果/(r/min)
37 013
37 150
37 306
37 344
37 393
37 414
37 668
37 721
37 992
37 995

相对偏差%
基准预测

0.37%
0.79%
0.89%
1.03%
1.08%
1.77%
1.91%
2.6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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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基于射线理论的高频近似方法，如弹跳射线法、广义射线法等，虽缩短了

计算周期，但增加了计算复杂度，影响了计算精度。目前在隐身计算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的物理光学迭代法，是一种有效分析电大尺寸腔体散射特性的高频近似方

法，适合于计算角反射器、腔体等物体的电磁散射，兼顾可靠性和计算速度。

       本期《变循环发动机后向雷达隐身性能计算》一文，利用物理光学迭代法，对

带分流环的变循环发动机和不带分流环且具有相似几何结构的常规发动机分别进

行了后向雷达隐身性能计算，得到了两种类型发动机在不同电磁波入射方位角时

的雷达散射截面积，并借助感应电流的分析方法对计算结果进行了解释和对比分

析，可为后续变循环发动机设计提供参考依据和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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