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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导 读

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

       航空电推进技术被看作是航空工业进入“第三时代”的重要标志，获得了世界

主要航空强国的高度关注。航空推进系统的电气化有多种实现路径，其中受当前

电池能量密度水平所限，以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和电池共同提供能源的混合电推

进系统是近中期的重点研究方向。美、欧政府均将混合电推进系统视为有潜力在

2030年后投入使用的、具有前景的民用航空动力解决方案，并正在组织飞机系统

集成商和动力厂商积极开展探索和研究。此外，混合电推进系统在军事上的应用

也在加速推进之中。

     本期《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的发展现状及应用前景》一文，介绍了以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欧洲空中客车集团和俄罗斯中央航空发动

机研究院为代表的国外研究机构在混合电推进系统领域的主要研究项目和发展现

状，分析了混合电推进系统在城市空中交通、支线/干线客机、通航飞机等民用航

空领域和忠诚僚机、高空长航时无人机、运输机/远程轰炸机、下一代战斗机等军

用航空领域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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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主管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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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为中文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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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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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0-05-11
基金项目：航空科学基金项目(2013ZB08001)
作者简介：邓旺群(1967-)，男，湖南新邵人，自然科学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强度试验与转子动力学研究。

过渡段横向刚度对悬臂动力涡轮
模拟转子临界转速的影响

邓旺群 1，2，刘文魁 1，2，卢 波 1，唐虎标 1，冯 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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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发动机振动技术重点实验室，湖南 株洲 412002)

1 引言

涡轴发动机动力涡轮转子主要有简支和悬臂两

种结构形式。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简支动力涡轮

转子已开展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1-8]，但针对悬臂结

构动力涡轮转子的研究还非常有限[9-11]，有必要开展

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某涡轴发动机的燃气发生器转子和动力涡轮转

子采用了轴承共腔设计，动力涡轮转子是一个超两

阶弯曲临界转速的悬臂柔性转子，动力涡轮轴承座

和机匣之间通过柔性过渡段连接。计算和试验均表

明：转子的第二阶临界转速偏大，其相对于慢车转速

的裕度不满足 20%的设计准则要求，且进一步减小

弹支刚度已很难实现。针对这一问题，设计了一个

摘 要：针对过渡段横向刚度对涡轴发动机悬臂动力涡轮模拟转子前两阶临界转速的影响开展研究。在高速旋转试

验器上，分别对带刚性过渡段和带柔性过渡段的动力涡轮模拟转子开展了全转速范围内的临界转速试验。基于带刚

性过渡段模拟转子前两阶临界转速试验结果，采用拟合插值方法得到了刚性过渡段的横向刚度，分析了过渡段横向

刚度对模拟转子前两阶临界转速的影响，提出了通过改变过渡段横向刚度适当调整前两阶临界转速的思路，发展了

高速转子临界转速设计和调整技术。

关键词：涡轴发动机；悬臂动力涡轮模拟转子；刚性过渡段；柔性过渡段；横向刚度；临界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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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crosswise stiffness of transition section on critical speeds of
a cantilever power turbine simulated rotor of a turbine shaft engine

DENG Wang-qun1，2，LIU Wen-kui1，2，LU Bo1，TANG Hu-biao1，FENG Yi1

(1. 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412002，China；2. Key Laboratory of
Aero-engine Vibration Technology，Aero Engine Corporation of China，Zhuzhou 412002，China)

Abstract：The influence of crosswise stiffness of transition section on critical speeds of a cantilever power
turbine simulated rotor of a turbine shaft engine was investigated. The critical speed experiments during the
full operating speed range of the power turbine simulated rotor with stiff or flexible transition section were
respectively carried out on a high speed rotating test rig. Based on experiment results of the first two critical
speeds with stiff transition section, the crosswise stiffness of the stiff transition section was obtained by fit⁃
ting and interpolation method. The influence of the crosswise stiffness of transition section on the first two
critical speeds was analyzed, and a thinking of adjusting the first two critical speeds was put forward by
changing the crosswise stiffness of transition section. The design and adjusting technique of critical speeds
of high speed rotors was developed.
Key words：turbine shaft engine；cantilever power turbine simulated rotor；stiff transition section；

flexible transition section；crosswise stiffness；critical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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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供试验研究用的动力涡轮模拟转子。动力涡轮模

拟转子与装机动力涡轮转子相比，除两级动力涡轮

盘是模拟件外，其余均保持一致，并且两级模拟盘也

是遵循与装机动力涡轮盘的质量和转动惯量基本一

致的原则设计，这样可以确保在动力涡轮模拟转子

上取得的研究成果能直接在装机动力涡轮转子上应

用。

该动力涡轮模拟转子在前期的试验研究中，由

于后转接段在额定工作转速范围内存在局部共振频

率，导致转子挠度-转速曲线中出现三个共振峰值

(前两个共振峰值分别对应转子的前两阶临界转速，

第三个共振峰值由后转接段局部共振引起)，但通过

后转接段及安装时涉及的后支座的改进设计解决了

这一问题 [9]。在此基础上，本文在高速旋转试验器

上分别对带刚性过渡段和柔性过渡段的模拟转子进

行了全转速范围内的临界转速试验，采用作者在文

献[10]中提出的拟合插值方法得到了刚性过渡段的

横向刚度，分析了过渡段横向刚度对模拟转子前两

阶临界转速的影响，提出了通过改变柔性过渡段刚

度适当调整转子临界转速的建议。

2 动力涡轮模拟转子

动力涡轮模拟转子的结构示意图见图 1，主要

由两级模拟盘、短轴、传动轴、测扭基准轴、轴承座等

零部件组成，具有空心、薄壁、大长径比、内置测扭基

准轴、两级动力涡轮模拟盘悬臂的结构特点；采用

2-2-0的支承形式，1号和2号轴承采用喷射润滑，5
号和6号轴承采用轴向环下润滑，1号和5号支承为

刚性支承，2号和6号支承为带挤压油膜阻尼器的鼠

笼弹性支承。

3 支承刚度及临界转速计算

根据文献[10]，在动力涡轮模拟转子计算模型

中，2号和6号支承刚度均取对应弹性支承刚度的实

测值，1 号和 5 号支承刚度根据经验均取为 5.000×

107 N/m，见表1；动力涡轮模拟转子前三阶临界转速

的计算值见表2。

4 动力涡轮模拟转子临界转速试验

4.1 试验设备

动力涡轮模拟转子临界转速试验在卧式高速旋

转试验器上进行。该试验器由动力系统、传动系统、

支承系统、润滑系统、真空系统和控制系统等组成，

其转速和功率等均满足试验要求，滑油为 8号和 20
号滑油按一定比例的混合油。

4.2 带刚性过渡段的临界转速试验

试验过程中，通过如图 2所示的两端带花键的

空心浮动轴，从动力涡轮模拟转子的输出端输入动

力(与动力涡轮转子在发动机中的工作情况相反)驱
动转子旋转。采用浮动轴连接可有效隔离试验器和

转子之间的振动，并降低对中要求。在满足强度和

传扭要求的前提下，空心结构可大幅减小浮动轴的

质量。还使用了改进设计的后转接段，其在转子的

全转速范围内均不会发生共振。改进设计前和改进

设计后的后转接段的三维图见图3。

带刚性过渡段动力涡轮模拟转子在临界转速试

验中的安装及测试示意图见图 4，图中⊥表示垂直

方向，＝表示水平方向。刚性过渡段的三维图见图

5，安装状态下刚性过渡段的实物照片见图6。

图1 动力涡轮模拟转子结构示意图

Fig.1 Structure sketch of the power turbine simulated rotor 图2 浮动轴的三维图和二维图

Fig.2 Graphic model and drawings of the floating shaft

(a) 三维图 (b) 二维图

表2 动力涡轮模拟转子前三阶临界转速计算值

Table 2 Calculation values of the first three critical speeds
of the power turbine simulated rotor

阶次

临界转速/(r/min)
第一阶

8 998
第二阶

13 575
第三阶

32 004

表1 动力涡轮模拟转子4个支承刚度值

Table 1 The supporting stiffness of the power turbine
simulated rotor

支承

支承刚度/(107N/m)
1号

5.000
2号

0.630
5号

5.000
6号

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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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过程中，通过光电传感器P、电涡流位移传

感器D1～D4、加速度传感器A1～A4、应变计 S1～S4和

热电偶T1～T2，分别测量转子转速(1个测点)、转子挠

度(4个测点分布在 3个测量面上)、支座振动加速度

(2个支座各 2个测点)、弹性支承应变(2号和 6号弹

性支承各2个测点)和轴承温度(1号和6号轴承外环

各1个测点)。由于本文只关注临界转速，后续仅对

D1～D4测得的转子挠度进行分析，其余测量参数均

作为确保试验安全的监控参数。

由D1～D4位移传感器测得的转子挠度-转速曲

线如图 7所示。图中，相对转速为各转速与额定工

作转速之间的百分比，以下同。从图中可知：带刚性

过渡段动力涡轮模拟转子在额定工作转速范围内存

在两阶临界转速(对应两个共振峰值)，相应的临界

转速值见表3。

4.3 带柔性过渡段的临界转速试验

带柔性过渡段动力涡轮模拟转子的临界转速试

图6 安装状态下刚性过渡段的实物照片

Fig.6 Photo of the stiff transition section under installation state

刚性过

渡段

图7 带刚性过渡段动力涡轮模拟转子的

转子挠度-转速曲线

Fig.7 Curves of rotor deflection versus speed of the power
turbine simulated rotor with stiff transitio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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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带刚性过渡段动力涡轮模拟转子

前两阶临界转速试验值

Table 3 Experiment values of the first two critical speeds of the
power turbine simulated rotor with stiff transition section

测点

第一阶临界转速

/(r/min)
第二阶临界转速

/(r/min)

D1

8 980

14 021

D2

8 980

14 021

D3

8 980

14 130

D4

9 308

14 130

平均值

9 062

14 076

图5 刚性过渡段三维图

Fig.5 Graphic model of the stiff transition section

图4 带刚性过渡段动力涡轮模拟转子在临界转速试验中的

安装及测试示意图

Fig.4 Installation and measurement sketch during critical speed
experiment of the power turbine simulated rotor with stiff

transition section

图3 后转接段三维图

Fig.3 Graphic model of the rear transfer section

(a) 改进前 (b) 改进后

邓旺群等：过渡段横向刚度对悬臂动力涡轮模拟转子临界转速的影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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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与带刚性过渡段动力涡轮模拟转子的临界转速试

验，唯一的区别就是把刚性过渡段更换为了柔性过

渡段，试验器、安装情况、测量参数、测试设备等完全

一致。柔性过渡段的三维图见图 8，安装状态下柔

性过渡段的实物照片见图9。

由D1～D4位移传感器测得的转子挠度-转速曲

线见图10。从图中可知：带柔性过渡段动力涡轮模

拟转子在额定工作转速范围内同样存在两阶临界转

速(对应两个共振峰值)，相应的临界转速值见表4。

4.4 临界转速分析

根据表2～表4，可得到动力涡轮模拟转子分别

装刚性和柔性过渡段时前两阶临界转速的计算误差

(由式(1)计算)，见表5(表中的试验值均取平均值，以

下同)。

临界转速计算误差 =
||临界转速试验值 -临界转速计算值

临界转速试验值
× 100%

(1)
分析可得：①带刚性过渡段动力涡轮模拟转子

前两阶临界转速的计算误差分别为0.73%和3.56%，

误差较小，说明计算模型中各支承刚度的取值合适，

无需根据临界转速试验结果对5号和6号支承刚度

进行修正(原因见下文分析)。②带柔性过渡段动力

涡轮模拟转子前两阶临界转速的计算误差分别达到

了 12.12%和 10.28%，误差较大。显然，柔性过渡段

明显降低了5号和6号支承刚度，需要根据试验结果

对计算模型中5号和6号支承刚度的取值进行修正。

相比于文献[10]中使用改进设计前的后转接段

和后支座的带柔性过渡段动力涡轮模拟转子的前

两阶临界转速试验值(分别为 7 971 r/min和 12 257
r/min)，本文使用改进设计的后转接段和后支座的前

两阶临界转速试验值(分别为 8 025 r/min和 12 310

表5 动力涡轮模拟转子前两阶临界转速的计算误差

Table 5 Calculation errors of the first two critical speeds of the
power turbine simulated rotor
阶次

临界转速计算值/(r/min)
带刚性过渡段临界转速试验值/(r/min)
带刚性过渡段临界转速计算误差/%
带柔性过渡段临界转速试验值/(r/min)
带柔性过渡段临界转速计算误差/%

第一阶

8 998
9 062
0.73

8 025
12.12

第二阶

13 575
14 076

3.56
12 310
10.28

表4 带柔性过渡段动力涡轮模拟转子

前两阶临界转速试验值

Table 4 Experiment values of the first two critical speeds of the
power turbine simulated rotor with flexible transition section

测点

第一阶临界转速

/(r/min)
第二阶临界转速

/(r/min)

D1

7 970

12 228

D2

7 861

12 556

D3

8 298

12 447

D4

7 970

12 010

平均值

8 025

12 310

图10 带柔性过渡段动力涡轮模拟转子的

转子挠度-转速曲线

Fig.10 Curves of rotor deflection versus speed of the power
turbine simulated rotor with flexible transitio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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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柔性过渡段三维图

Fig.8 Graphic model of the flexible transition section

图9 安装状态下柔性过渡段的实物照片

Fig.9 Photo of the flexible transition section under
installation state

柔性过

渡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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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in)仅分别变化了0.67%和0.43%。若考虑到测量

误差等原因，前两阶临界转速的一致性非常好，说明

转接段和后支座的改进设计不但消除了后转接段的

局部共振问题，而且对前两阶临界转速也几乎没有

影响。

5 刚性过渡段的横向刚度计算

文献[10]中，带柔性过渡段的动力涡轮模拟转

子利用前两阶临界转速试验结果，采用拟合插值

方法得到柔性过渡段的横向刚度K柔性过渡段=1.881×
107 N/m。同理，带刚性过渡段动力涡轮模拟转子利

用前两阶临界转速试验结果，采用拟合插值方法可

得到刚性过渡段的横向刚度K刚性过渡段，并同步得到 5
号和 6号支承的等效支承刚度K5等效和K6等效。具体步

骤为：

(1) 针对 5号和 6号支承，选取 77个组合支承

刚度，运用 SAMCEF软件计算得到了带刚性过渡段

动力涡轮模拟转子的第一阶和第二阶临界转速，见

表6。表中，第1行为5号支承刚度，第1列为6号支

承刚度，其余均为第一/第二阶临界转速；刚度的单

位均为107 N/m，临界转速的单位均为 r/min。
(2) 基于 77个组合支承刚度条件下第一阶和

第二阶临界转速计算值，以及带刚性过渡段动力涡

轮模拟转子前两阶临界转速试验值，利用仿真分析

软件和 spline样条函数插值法即可按下述步骤拟合

出5号和6号支承的等效支承刚度。此时，第一阶和

第二阶临界转速的计算值与其试验值相等。

①基于表 6 中数据，在临界转速-5 号支承刚

度-6号支承刚度三维坐标系中，拟合出带刚性过渡

段动力涡轮模拟转子第一阶和第二阶临界转速的网

格曲面，见图11。
②在临界转速-5号支承刚度-6号支承刚度三

维坐标系中，构造两个平面——这两个平面与两个

支承刚度组成的坐标平面平行，转速坐标分别与第

一阶临界转速ωcr1试验值 9 062 r/min和第二阶临界

转速ωcr2试验值 14 076 r/min相等，见图 12。两构造

平面分别与两拟合网格曲面相交，得到两串空间离

散交点。

③将两串空间离散交点投影到两个支承刚度组

成的坐标平面内，然后用 spline样条函数对投影点

进行插值，拟合出两条样条曲线，两条样条曲线的交

点坐标即为 5 号和 6 号支承的等效支承刚度，即有

K5等效=7.690×107 N/m，K6等效=0.580×107 N/m。

假设 6号轴承、鼠笼弹性支承和动力涡轮轴承

座的横向刚度串联值为K6，由于 6号轴承和动力涡

轮轴承座的横向刚度值均远大于鼠笼弹性支承的刚

度值，因此K6可直接取为 6号鼠笼弹性支承的刚度

值，即K6=0.608×107 N/m。

刚性过渡段和K6同样是串联关系，有：

K6等效 =
K6K刚性过渡段

K6 +K刚性过渡段

(2)
据此，即可得到K刚性过渡段=1.259×108 N/m。

邓旺群等：过渡段横向刚度对悬臂动力涡轮模拟转子临界转速的影响

表6 带刚性过渡段动力涡轮模拟转子在77个组合支承刚度下的第一阶/第二阶临界转速计算值

Table 6 The first/second critical speeds of the power turbine simulated rotor with 77 aggregate support stiff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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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25/

13 355

9 539/

13 432

5.0

7 343/

13 310

7 798/

13 310

8 235/

13 426

8 620/

13 494

8 971/

13 568

9 277/

13 655

9 582/

13 741

6.0

7 412/

13 517

7 873/

13 578

8 290/

13 645

8 669/

13 719

9 013/

13 800

9 312/

13 893

9 610/

13 986

7.0

7 462/

13 686

7 918/

13 752

8 330/

13 824

8 703/

13 904

9 043/

13 990

9 337/

14 088

9 631/

14 186

8.0

7 497/

13 817

7 949/

13 837

8 358/

13 963

8 725/

14 046

9 060/

14 136

9 353/

14 244

9 646/

14 352

9.0

7 531/

13 947

7 980/

14 021

8 385/

14 101

8 751/

14 188

9 083/

14 282

9 370/

14 387

9 658/

14 492

10.0

7 553/

14 043

8 000/

14 120

8 403/

14 203

8 761/

14 292

9 096/

14 389

9 382/

14 500

9 667/

14 611

11.0

7 575/

14 139

8 020/

14 218

8 420/

14 304

8 781/

14 396

9 108/

14 495

9 392/

14 605

9 675/

14 7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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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支承刚度合理性分析

K5等效和K6等效是根据临界转速试验结果并采用拟

合插值方法得到的实际刚度，其与计算模型中 5号

和6号支承刚度取值(表2)的对比见表7。表中变化

率按式(3)计算。

变化率 =
|
|
|

|
|
|等效支承刚度 -

计算模型中支承刚度

等效支承刚度
× 100%

(3)

对计算模型中 5号和 6号支承刚度取值的合理

性进行分析：

(1) 5号支承的等效支承刚度比计算模型中支

承刚度增大了34.98%。根据文献[10]中动力涡轮模

拟转子前两阶临界转速随4个支承刚度的变化规律

曲线可知，只要5号支承刚度大于4.7×107 N/m，前两

阶临界转速几乎不再随 5 号支承刚度的变化而变

化。显然，5号支承刚度无论是在计算模型中的取

值还是采用拟合插值法得到的等效刚度均满足这一

条件，因此尽管 5号支承的等效支承刚度比计算模

型中取值增大了 34.98%，但计算模型中 5号支承刚

度的取值对前两阶临界转速的计算结果不会有实质

性的影响。

(2) 6号支承的等效支承刚度仅比计算模型中

支承刚度减小了 4.83%。事实上，6号支承刚度为 6
号轴承、鼠笼弹性支承、动力涡轮轴承座和过渡段四

者刚度的串联，并且K刚性过渡段高达1.259×108 N/m，6号

轴承和动力涡轮轴承座的横向刚度也均在 108 N/m
级。因此，只要过渡段是刚性的，6号支承的等效支

承刚度就基本上由6号弹性支承刚度(106 N/m级)决
定，这样计算模型中 6号支承刚度的取值对前两阶

临界转速的计算结果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在装刚性过渡段条件下，从前两

阶临界转速计算结果的正确性来说，计算模型中 5
号和 6号支承刚度的取值均是合理的。此外，根据

文献[10]，计算模型中 1 号和 2 号支承刚度无需修

正。因此，计算模型中 4个支承刚度的取值均是合

理的，这就是带刚性过渡段动力涡轮模拟转子前两

阶临界转速的计算误差分别仅为 0.73%和 3.56%的

原因。

7 基于过渡段横向刚度的临界转速调整措施

过渡段从柔性变为刚性，动力涡轮模拟转子前

两阶临界转速试验值有明显变化。前两阶临界转速

随过渡段横向刚度的变化关系见表 8。表中，支承

刚度变化率、临界转速变化率分别按式(4)和式(5)计
算。

刚度变化率 =
|
|
|

|
|
|刚性过渡段的刚度 -

柔性过渡段的刚度

柔性过渡段的刚度
× 100%

(4)

临界转速变化率 =
|
|
|

|
|
|刚性过渡段的临界转速 -

柔性过渡段的临界转速

柔性过渡段的临界转速
× 100%

(5)

表7 5号和6号等效支承刚度与计算模型中

支承刚度的对比

Table 7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quivalent support stiffness
and support stiffness of calculation model of the number 5

and number 6 support
支承

5号支承

6号支承

刚度状态

计算模型中支承刚度

等效支承刚度

计算模型中支承刚度

等效支承刚度

刚度/(107N/m)
5.000
7.690
0.608
0.580

变化率/%
34.98

4.83

图12 第一阶和第二阶临界转速试验值构造平面

与拟合网格曲面的交会示意图

Fig.12 Intersection sketch between the plane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critical speeds test values and fitted mesh surface

0.20.40.60.81.00
5

10
15

转
速

/(10
3 r/m

in)

1.0 3.0 5.0 7.0 9.0 11.0
6号支承刚度/(107N/m) 5号支承刚度/(107N/m)

第二阶临界转
速拟合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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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拟合的第一阶和第二阶临界转速网格曲面

Fig.11 Mesh surface of the fitted first and second critical sp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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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8可知：过渡段从柔性变为刚性，其横向刚

度增大了85.06%，动力涡轮模拟转子的前两阶临界

转速分别相应增大了 12.92%和 14.35%。基于动力

涡轮转子和动力涡轮模拟转子的良好一致性，显然

动力涡轮转子也具有同样的规律，这对于调整装机

动力涡轮转子前两阶临界转速具有重要的工程意

义。如装机动力涡轮转子第二阶临界转速相对于慢

车转速的裕度(计算公式见式(6))小于20%的设计准

则要求，且继续降低 6号弹性支承刚度已非常困难

(如继续降低刚度，鼠笼弹条将变得很细，不但加工

困难，而且强度也不能保证)，即通过降低弹性支承

刚度来降低第二阶临界转速已很难实现，这时可以

考虑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适当降低柔性过渡段的横

向刚度。

第二阶临界转速相对于慢车转速的裕度 =
||第二阶临界转速 -慢车转速

慢车转速
× 100%

(6)

经分析，假设动力涡轮转子第二阶临界转速相

对于慢车转速的裕度需从 15%提高到 20%，此时第

二阶临界转速需降低约 5.88%，在不采取其他措施

的前提下，只需把柔性过渡段的横向刚度降低约

35%即可满足要求。

8 结论

针对过渡段横向刚度对某涡轴发动机悬臂动力

涡轮模拟转子前两阶临界转速的影响开展了研究，

主要结论如下：

(1) 过渡段的横向刚性对动力涡轮模拟转子的

前两阶临界转速有明显影响，可以通过改变过渡段

的横向刚度适当调整前两阶临界转速。过渡段的横

向刚度增大 85.06%(从柔性到刚性)，转子的前两阶

临界转速分别增大12.92%和14.35%。

(2) 过渡段为柔性过渡段时，必须根据临界转

速试验值采用拟合插值方法等对计算模型中5号和

6号支承刚度的取值进行修正；过渡段为刚性过渡

段时，不需要根据临界转速试验值对计算模型中 5

号和 6号支承刚度的取值进行修正，即计算模型中

支承刚度的取值不会影响前两阶临界转速计算结果

的正确性。

(3) 对于带柔性静子连接件的高速转子，若不

能通过采取其他措施(如改变弹性支承刚度等)来调

整临界转速，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改变柔

性连接件的横向刚度适当调整转子系统的临界转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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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前两阶临界转速随过渡段横向刚度的变化关系

Table 8 Variation relationship of the first two critical speeds with the crosswise stiffness of transition section

过渡段

柔性过渡段

刚性过渡段

横向刚度/
(N/m)

1.881×107

1.259×108

横向刚度

变化率/%
85.06

第一阶临界转

速/(r/min)
8 025
9 062

第一阶临界转

速变化率/%
12.92

第二阶临界转

速/(r/min)
12 310
14 076

第二阶临界转速

变化率/%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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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压气机静子周向限位失效
对气动性能的影响

张华军 1，李晓军 2，吴学岗 1，李 兵 1

(1. 空装成都局某军事代表室，成都 610500；2.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
摘 要：以高负荷两级风扇为对象，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静子周向限位失效对风扇气动性能的影响机理。比较

分析了不同失效转速和不同失效级对其气动性能的影响程度，归纳总结了静子限位失效对压缩部件气动性能的影响

规律。结果表明：静子周向限位失效将造成静子叶排产生一定的轮缘速度，影响自身的进出口气流角、流通能力和损

失特性，以及级内和级间的匹配状态，导致压缩部件的流量减小，压比裕度降低，温升效率提高；此外还将改变压缩部

件各级加功量的分配和流场特征的分布，导致级间原有的匹配失谐。静子周向限位失效的影响范围受上下游参数传

递特征的限制，仅局限于上游相邻的转子叶排和下游转静子叶排。与前排静子限位失效相比，后排静子限位失效对

风扇气动性能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压缩部件；静子；限位失效；匹配失谐；气动性能

中图分类号：V2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20 (2021) 02-0008-06

Effect of circumferential displacement restrictor failure
of fan/compressor stator on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ZHANG Hua-jun1，LI Xiao-jun2，WU Xue-gang1，LI Bin1

(1. Chengdu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Bureau of Air Force，Chengdu 610500，China；
2.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 of circumferential displacement restrictor failure of stator on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in two-stage high load fan was analyzed by CFD. The effect level of different stator rotating speeds and dif⁃
ferent rotating stages were compared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influence of stator displacement restrictor fail⁃
ure on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ircumferential displacement restrictor failure of sta⁃
tor would produce certain rim speed which will have some impact on inlet and outlet flow angle, flow capabil⁃
ity, loss characteristics and matching condition between rotors and stators. As a result, mass flow of compres⁃
sion components will decrease, compression margin will reduce and temperature rise efficiency will in⁃
crease. The circumferential displacement restrictor failure of stator will change distribution of compression
work and flow filed characteristics to cause mismatch between stages. Limiting by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transferring characteristics, the effect of circumferential displacement restrictor failure works on upstream
adjacent blade rows and downstream blade and stator rows, The displacement failure on back stator rows
will make less influence on fan/compressor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comparing with failure on front row.
Key words: aero-engine；compression component；stator；displacement restrictor failure；

incorrect matching；aerodynamic performance
1 引言

随着飞机向多用途、高机动性方向发展，其发动

机应具备宽任务包线、高推重比和低油耗的工作能

力。为此，压缩部件必须实现高负荷、高效率和高稳

定性的设计指标[1-4]。而设计指标的大幅提升，不仅

对压缩部件级间参数的设计匹配带来一定挑战，同

收稿日期：2020-08-06
作者简介：张华军(1979-)，男，四川广汉人，高级工程师，博士，主要从事内流气体动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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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使得转子和静子叶片承受更大的气动力，增加

了静子周向限位失效所诱发的级间匹配失谐风险。

在多级轴流压气机设计中，各级间匹配的好坏

直接决定了压缩部件性能的优劣，级间匹配是设计

工作的重中之中，也是严重困扰发动机研制的一大

难题 [5-11]。基于仿真和试验的手段，众多学者开展

了大量的压缩部件级间参数匹配研究工作，获得了

众多具有普适性和重要意义的研究结论，为压缩部

件的设计及改进指明了方向。章石波[12]、刘昭威[13]、
陈江 [14]等认为，任意级的级间参数选择不合适将导

致该级的性能降低，甚至影响其他多排叶片的工作

状态，使之偏离设计状态，进而导致压气机整机性能

无法达到设计目标。还有学者[15-17]通过对轴流压气

机多级匹配特性的详细研究，认为压气机的压比、效

率随流量的变化关系及喘振边界主要受下游部件的

影响。但现阶段，级间参数匹配分析的重点仍主要

聚焦在多级间的匹配。

压缩部件的匹配设计不仅要关注级与级间的匹

配，同时也要关注转子与静子间的匹配。当静子的

周向限位措施不当或强度储备不足，而静子叶片承

受较大的气动负荷时，将导致静子周向限位失效，进

而诱发压缩部件转静子间和级间的匹配失谐——轻

者导致压缩部件甚至发动机性能下降，重者将诱发

发动机喘振停车。因此，认清静子周向限位失效对

压缩部件气动性能的影响机理，掌握其影响程度，对

压缩部件和发动机的研制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

国内外关于静子周向限位失效(简称静子限位失效)
所诱发的转子、静子间的匹配失谐的研究较少，无法

对现有压缩部件和发动机的研制提供高效帮助。

本文以NASA-120859高负荷两级风扇为对象，

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静子限位失效导致级间匹

配失谐、压缩部件性能变化的机理。分析了不同失

效转速和不同失效级对压缩部件性能的影响，总结

了静子限位失效对气动性能的影响规律，可为压缩

部件和发动机的研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

2 研究对象及数值模拟方法

2.1 研究对象

NASA-120859 高负荷两级风扇采用了跨声速

风扇/压气机典型的设计技术，如高叶尖切线速度、

高气动负荷和多圆弧叶型，其具体设计参数如图 1
和表1所示[7]。
2.2 数值模拟方法

数值模拟中，网格的生成和计算均采用CFD商

业软件NUMECA进行，网格由AUTOGRID模块自动

生成。为获得较高质量的计算网格，叶片通道采用

4H-O 型结构化网格，叶顶间隙区采用蝶形网格拓

扑结构(O型网格内嵌有H型网格)。通过网格相关

性研究，并兼顾计算效率和求解精度，最终确定计算

网格总数为 158万，其中近壁面网格高度为 10-6 m，

网格最小正交性为14.3°。
数值计算通过FINE/Turbo模块、用有限体积法

求解圆柱坐标系下的三维定常 Navier-Stokes 方程

组。时间项、空间项分别采用4阶Runge-Kutta方法

和中心差分格式进行离散，计算过程中 CFL 数取

3.0。紊流模型选择Spalart-Allmaras模型，级间参数

传递选用守恒型交界面，同时采用隐式残差光顺及

多重网格技术以加速收敛过程。

2.3 计算模型验证

为检验数值计算模型和计算方法的可信度，模

拟计算了设计转速下两级风扇的气动性能，并与试

验测量结果进行了对比，见图 2、图 3所示。由于计

算模型对部分结构细节进行了简化处理，使得计算

流量较试验流量略偏大，计算效率较试验效率略偏

低。但两者整体上具有较好的吻合性，可认为计算

模型和计算方法具有良好的可信度。

表1 NASA-120859两级风扇设计参数

Table 1 Design parameter of two-stage fan (NASA-120859)
参数

总压比

绝热效率

转速/(r/min)
换算叶尖切线速度/(m/s)

进口轮毂比

换算流量/(kg/s)

设计值

2.8
0.839

10 720
411.96

0.4
83.55

图1 NASA-120859两级风扇

Fig.1 Two stage fan of NASA-120859

0 0.1 0.4
Axi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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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结果分析

3.1 速度三角形分析

为更好地认识静子限位失效所诱发的转子、静

子间及级间匹配失谐的影响机理，从典型速度三角

形出发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图4给出了典型速度三

角形分布(黑色实线为正常工况，红色虚线为静子限

位失效工况)。当静子限位失效时，静子在气动力的

作用下开始旋转，产生了一定的轮缘速度(us)，速度

方向与其受力方向相同，即同转子叶片的旋转方向

保持一致。静子叶片轮缘速度的存在一方面使得其

自身的进口气流角向负攻角方向偏转，另一方面使

得下游转子叶排的进口气流角同样向负攻角方向偏

转，导致叶排的气流扭转角减小，加功量降低。总

之，静子限位失效改变了上下游叶片排间的进口、出

口气流角和加功能力的匹配，进而影响风扇/压气机

部件的级间匹配参数及总性能。

3.2 三维计算结果分析

3.2.1 周向限位失效对气动性能的影响

图 5、图 6分别给出了第一级静子(S1)不同失效

转速对应的风扇压比-流量和压比-效率特性分

布。随着S1限位失效转速的逐渐提高，风扇部件的

流量逐渐减小，温升效率逐渐提高。同时，最高状态

点的压比逐渐降低，流量逐渐减小，即风扇的压比裕

度降低，流量裕度增加。

图7～图9给出了S1限位失效时对应的级参数

(转子总压比、转子效率、静子总压恢复系数)、90%叶

高流场和90%叶高叶片表面静压分布。静子限位失

效使得S1自身工作状态向大负攻角方向偏移(图9)，

图3 压比-效率特性

Fig.3 Pressure ratio vs efficiency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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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第一级静子限位失效时的压比-流量特性

Fig.5 Pressure ratio-mass flow character with S1 displacement
restrictor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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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压比-流量特性

Fig.2 Pressure ratio vs mass flow characteristics

TestCFD

70 75 95
Mass flow/(kg/s)

9080 851.8
2.0

2.6
2.8

2.4

3.0
3.2

Tot
alp

ress
ure

rati
o

2.2

图4 速度三角形

Fig.4 Velocity 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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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第一级静子限位失效时的压比-效率特性

Fig.6 Pressure ratio-efficiency character with S1 displacement
restrictor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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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损失增加，静子的总压恢复系数降低(图 7(c))。
同时，前排静子的限位失效导致下游第二级转子

(R2)的攻角偏负，气流转折角减小，加功量下降，总

(b) 转子效率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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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转子总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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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第一级静子限位失效时对应的级参数分布

Fig.7 The stage parameters with S1 displacement
restrictor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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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第一级静子限位失效时90%叶高的相对马赫数分布

Fig.8 Relative Mach number at 90% span with S1 displacement
restrictor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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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第一级静子限位失效时90%叶高的叶片表面静压分布

Fig.9 Sta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blade surface at 90% span
with S1 displacement restrictor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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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比降低，进而加剧了下游通道的堵塞程度。受S1
限位失效所引起的自身通道堵塞和R2加功量下降

所带来的下游通道堵塞两个因素的影响，上游第一

级转子(R1)的出口背压提高，叶片通道内的槽道激

波位置前移(图 8和图 9)、激波损失降低，R1转子效

率提高。另一方面，R2进口攻角和马赫数的改变使

得转子通道内激波结构出现明显变化，由初始的单

波系结构逐渐变化为双波系结构，激波强度也随进

口速度和马赫数的降低而逐渐降低，进而使得R2转

子的效率也逐渐提高。

3.2.2 不同级限位失效影响特征分析

在多级压缩部件中，由于气动负荷和进出口边

界条件的差异，不同级静子限位失效对自身工作状

态及压缩部件整机气动性能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

差异。图10、图11分别给出了不同级限位失效对应

的压比-流量和压比-效率特性分布。第二级静子

(S2)限位失效较S1限位失效对风扇部件气动总性能

的影响程度明显偏小，其对应的特性线与原始特性

线近似重合，且随着静子限位失效转速的提高，其特

性的变化趋势较小。但S2限位失效同S1限位失效

表现出了相似的影响规律，即随着失效转速的提高，

风扇部件的温升效率提高，压比裕度逐渐降低。

图 12给出了不同级限位失效时对应的级参数

(转子总压比、转子效率、静子总压恢复系数)分布。

受流场特征和上下游参数传递特性的限制，S2限位

失效的影响仅局限于上游相邻的R2和自身，对上游

不相邻的R1和 S1的影响微乎其微，其对应的转子

总压比、转子效率和静子总压恢复系数基本不变。

S1 限位失效将影响上游相邻的 R1 及下游的 R2 和

S2，且影响范围较 S2限位失效更为宽广。因此，S1
限位失效对压缩部件气动性能的影响更明显。

图 13给出了不同级限位失效时 90%叶高流场

分布。S2限位失效时，失效静子所产生的压力势被

图11 不同级限位失效时的压比-效率特性

Fig.11 Pressure ratio-efficiency character with displacement
restrictor failure of differ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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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不同级限位失效时的压比-流量特性

Fig.10 Pressure ratio-mass flow character with displacement
restrictor failure of differ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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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转子总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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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不同级限位失效时对应的级参数分布

Fig.12 The stage parameters with displacement restrictor
failure of differ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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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转子效率

800
Stator rotating speed/（r/min）

4000

0.92

0.84
0.86Rot

ore
ffic

ien
cy 0.90

0.88

R1_S1-R
R2_S1-R
R1_S2-R
R2_S2-R

(c) 静子总压恢复系数

张华军等：风扇/压气机静子周向限位失效对气动性能的影响12



燃 气 涡 轮 试 验 与 研 究第34卷

R2叶片通道内的槽道波明显削弱，无法有效影响上

游的R1和 S1。因此，R1叶排的激波结构和激波强

度均未出现明显变化，总压比、效率等性能参数也保

持不变。而S2限位失效，使得其自身的工作状态向

负攻角状态偏移，对R2产生一定的节流作用，导致

R2出口背压略微提高，激波位置前移，激波损失降

低，效率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 S1限位失效

还是S2限位失效，失效静子将面临较大的负攻角来

流条件，使得静子的气动损失随着失效转速的提高

而明显增大。

4 结论

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静子周向限位失效对

压缩部件气动性能的影响机理，比较分析了不同级

限位失效的影响程度，总结了相应的影响规律。主

要研究结论如下：

(1) 静子限位失效将导致静子产生一定的轮缘

速度，对自身的进出口气流角、流通能力和损失特性

带来影响，进而通过速度场和压力势的传播影响级

内和级间的匹配状态，最终导致压缩部件整机的流

量减小，压比裕度降低，温升效率提高。

(2) 静子限位失效将改变压缩部件各级加功量

的分配和流场特征的分布，导致级间原有的匹配失

谐。其对上游转子存在一定的节流作用，使转子背

压提高，激波位置前移，转子叶排的效率提高。同

时，静子限位失效将导致下游转子叶排的攻角偏负，

加功能力下降，进口马赫数降低，激波强度降低，效

率提高。

(3) 受上下游参数传递特征的限制，静子限位

失效的影响仅局限于上游相邻的转子叶排和下游的

转静子，无法对上游不相邻的叶排产生有效的影响，

前排静子限位失效的影响程度较后排静子表现得更

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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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不同级限位失效时90%叶高的相对马赫数分布

Fig.13 Relative Mach number distribution at 90% span with
displacement restrictor failure of differ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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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叶约化中心位置对涡轮
非定常气动计算的影响
杨 杰 1，2，宋友富 1，2，熊清勇 1，2，杨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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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掌握动叶约化中心位置对涡轮内部流动非定常计算结果的影响，对动叶前缘约化、动叶几何中心约化和不

约化3个算例进行了非定常计算与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动叶通道的平整性，使得2种动叶约化方式对涡轮性能与气

动参数的时均值计算结果的影响量级均不超过0.50%。2种约化方式对转静轴向间距及动叶位置造成影响，从而影

响到动叶通道中二次流与静叶尾迹在动叶通道中的耗散。动叶中心约化时动叶进口的上下端壁二次流最强。不约

化时动叶通道中的上游尾迹强度最强，动叶前缘约化时次之，动叶中心约化时最弱。2种动叶约化方式对涡轮非定常

气动计算结果的影响均较小，其中前缘约化方式的影响更小。非定常计算时2种约化方式都可选用，且优先选用前缘

约化方式。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涡轮；非定常计算；动叶；约化中心位置；气动影响

中图分类号：V2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20 (2021) 02-0014-07

Effect of the rotor scaling center position on the turbine unsteady
aerodynamic computation

YANG Jie1，2，SONG You-fu1，2，XIONG Qing-yong1，2，YANG Wei-pin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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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the rotor blade scaling center position on the turbine inner flow un⁃
steady computation results, unsteady computations and analysis on the three cases including rotor blade
leading edge scaling (RQY), rotor blade geometry center scaling (RZX) and no scaling (RNO) were conduct⁃
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owing to the flatness of rotor passage, the effect magnitudes of two scaling
methods on the turbine performance and aerodynamic time-averaged parameter computation results are
both under 0.5%. Because of the effect of the scaling methods on the rotor-stator axial space and the rotor
blade position, the secondary flow and the stator wake dissipation in the rotor are affected. The secondary
flow on the front of rotor blade is strongest for the RZX case. The stator wake in the rotor is strongest for the
RNO case, second stronger for the RQY case, weakest for the RZX.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both
the rotor scaling methods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turbine aerodynamic computation results, and the rotor
leading edge scaling one is even less. Therefore, the two rotor scaling methods can be adopted, and the rotor
leading edge scaling one is preferential.
Key words：aero-engine；turbine；unsteady computation；rotor blade；scaling center position；

aerodynamic effect
1 引言

涡轮内部流场本质是非定常的[1]。通过数值模

拟获取涡轮内部时间精确流场最直接最精确的方

法，是对涡轮流场进行全周模拟 [2-3]，但此方法会花

收稿日期：2020-02-14
作者简介：杨 杰(1983-)，男，湖北汉川人，高级工程师，博士，主要从事涡轮气动设计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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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巨大的计算资源。为减少计算资源开销，通常采

用通道裁剪技术对涡轮内部流动进行非定常计算，

且主要有三种方法[4]：时间周期性方法，时间倾斜方

法和叶片数约化方法。

时间周期性方法由Erdos[5]提出，并由He[6]进一

步发展。这种方法认为叶轮机中的流动在时间上存

在周期性，故存储计算域周向边界的流动解作为下

一个流动周期的边界条件。时间倾斜方法由Giles[7]

提出，通过对欧拉/N-S方程进行时空变换、转-静叶

排中采用不同的时间步长，以保证转静交接面两侧

具有不同周向周期性的周期性边界条件能够使用。

叶片数约化方法[8]由Rai提出，是通过对叶型进行缩

放以调整叶片数，使多级叶轮机的各排叶片数成简

单整数比例，然后充分利用叶轮机内部流动的周向

周期性进行通道裁剪，从而减少需要模拟的通道数，

减少计算量。前 2种方法需要作复杂的数学变换，

实现难度较大。而叶片数约化方法的计算原理相对

简单，实现起来相对容易，因此应用最为广泛。如

Clark等[9]对 1.5级跨声速涡轮进行了实验测量和不

同约化形式的非定常数值模拟，研究了约化形式对

叶片上非定常气动载荷数值计算结果的影响；May⁃
orca等[10]对1级高负荷轴流压气机进行了数值计算，

其结果表明，对于 1阶谐波激励，约化程度越大，预

测精度越低；Hosseini等[11]对1级高负荷跨声速单级

涡轮进行了数值计算，表明静子的气动力、低阶振型

受约化的影响大；王远刚等 [12]对 1级跨声速风扇进

行了数值模拟，表明静叶约化形式对一、二阶谐波气

动力有显著影响。

对于叶片数约化方法，有约化比和约化中心位

置2个重要因素需要考虑。约化比即约化前后叶片

数之比，约化中心位置即叶型缩放的基点。约化中

心位置的选择是采用约化方法进行涡轮非定常气动

计算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采用不同的约化中心

位置(如以叶片前缘或以叶片尾缘为约化中心位置)
对非定常计算结果必然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对这种

影响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指导采用约化方法的

涡轮非定常气动计算。目前，关于约化中心位置相

关的研究还未见公开报道。

本文针对单级涡轮的动叶约化，就动叶约化中

心位置对涡轮内部流动非定常计算结果的影响规律

开展了研究，总结出了可指导采用动叶约化方法进

行涡轮非定常气动计算的结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某发动机的单级高压涡轮。原涡轮

静叶与动叶的叶片数分别为 23、41。研究中，将动

叶叶片数由41约化成46。约化时，保证动叶稠度不

变，对叶型进行缩放，缩放中心位置分别选在动叶前

缘点和几何中心，这样产生 2个约化中心位置不同

的动叶约化涡轮，分别记为RQY、RZX，原涡轮记为

RNO，见图1。

2.2 数值方法

流场的定常和非定常模拟通过采用商用软件

CFX求解定常和非定常雷诺平均方程来实现。其中

湍流的模拟采用带有自动壁面处理功能的剪切应力

输运模型(SST 模型)。N-S 方程和湍流输运方程的

对流项的离散均采用高阶格式，时间项的离散采用

二阶向后欧拉格式，扩散项和压力梯度项的离散均

通过采用形状函数(shape functions)计算空间导数来

实现。非定常计算时，时间步长取1.0倍动叶通过周

期(即转子转过 1个动叶通道的时间)的 1/30。非定

常计算进行了约 100个动叶通过周期后，得到了流

场的收敛解。

2.3 计算模型

计算网格(图 2)采用商用软件 TurboGrid 生成。

图2 计算网格

Fig.2 Computation mesh

图1 动叶约化算例

Fig.1 The rotor scaling cases

RNO

RQY

R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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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常和非定常计算采用相同的网格和计算域。约化

算例RXZ与RQY计算域含1个静叶通道和2个动叶

通道，计算域总网格量约为 200 万。非约化算例

RNO计算域含 23 个导叶通道和 41 个动叶通道，计

算域总网格量约为4100万。各算例中，叶片及上下

流道表面Y +值不超过5。动叶叶尖间隙内有15层网

格。计算域进口位置距离第 1级静叶前缘约 1.0倍

第 1级静叶叶中处轴向弦长；计算域出口位置距离

第2级动叶尾缘约为1.5倍第2级动叶叶中处轴向弦

长。

计算域进口给定总温、总压、进气方向和来流湍

流度，出口给定平均静压。计算域展向两侧及叶片

表面给定无滑移壁面边界条件，周向两侧设置为周

期性边界。静子区域与转子区域的交接面在非定常

计算时采用滑移面处理方式，在为获取非定常计算

所需初场的定常计算中采用固结转子处理方式。

3 研究结果

对3个算例RZX、RQY、RNO的非定常计算结果

进行分析。

3.1 性能与气动参数分析

表1给出了非约化算例RNO包括膨胀比、效率、

流量、功率等在内的性能与气动参数的非定常时均

值计算结果，及动叶中心约化算例RZX、动叶前缘约

化算例RQY的性能与气动参数非定常时均值计算

结果相对于算例RNO的变化。各算例的质量流量

和功率以算例RNO作为基准进行无量纲化，称为相

对质量流量和相对功率。除角度外，算例 RZX(或
RQY)相对于算例RNO的性能参数的差异定义为，算

例 RZX(或 RQY)与算例 RNO 之差与算例 RNO 的比

值；角度的差异定义为，算例 RZX(或 RQY)与算例

RNO之差。可见，2个约化算例的各个性能与气动

参数的时均计算结果与非约化算例RNO的计算结

果相差较小，仅算例RZX的静子能量损失系数的差

异超过 0.50%，而流量的差异不超过 0.20%，效率的

差异不超过0.10%。2个约化算例相比，两者的时均

计算结果也相当，差异较小。这表明采用动叶约化

方法进行非定常计算时，动叶约化位置的选择对于

涡轮性能与气动参数的时均结果影响很小，几乎可

忽略。

事实上，动叶约化时，若选取动叶前缘点为约化

中心位置，则动叶尾缘位置会轴向移动，算例RQY
由于动叶约化时叶型缩小，故动叶尾缘前移；若选取

动叶几何中心为约化中心位置，则动叶前缘与尾缘

会沿相反的方向沿轴向移动，算例RZX动叶前缘后

移、动叶尾缘前移。本文算例中，动叶叶尖处的流道

是平通道(结构上的原因，燃气涡轮动叶处为平通道

是常见现象)，故动叶尾缘移动对于动叶喉部面积几

乎无影响，为此动叶约化中心位置选在动叶前缘点

或动叶几何中心，对涡轮的性能与气动参数的时均

计算结果影响不大。

表 2给出了 3个算例性能与气动参数的非定常

表1 涡轮性能与气动参数的非定常时均计算结果

Table 1 Unsteady time-averaged computation results of
the turbine performance and aerodynamic parameters

参数

膨胀比

效率

相对质量流量

相对功率

静叶出口气流角/(°)
动叶出口绝对气流角/(°)

进口马赫数

出口马赫数

转子出口马赫数

静子总压恢复系数

转子总压恢复系数

静子能量损失系数

转子能量损失系数

能量反力度

RNO时均

2.317 9
0.868 6

1
1

160.9
59.3

0.140 4
0.805 5
0.471 4
0.976 0
0.909 8
0.085 5
0.140 6
0.514 0

RZX差异

-0.18%
0.04%
0.12%

-0.03%
0.2
0.6

0.12%
0.25%
0.48%

-0.03%
0.00%
0.62%
0.37%

-0.35%

RQY差异

-0.12%
0.04%
0.12%
0.03%

0.1
0.5

0.12%
0.25%
0.31%

-0.02%
-0.04%
0.49%
0.43%

-0.42%

表2 涡轮性能与气动参数的非定常相对标准差计算结果

Table 2 Unsteady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computation results
of the turbine performance and aerodynamic parameters

参数

膨胀比

效率

相对质量流量

相对功率

静叶出口气流角

动叶出口相对气流角

进口马赫数

出口马赫数

转子出口马赫数

静子总压恢复系数

转子总压恢复系数

静子能量损失系数

转子能量损失系数

能量反力度

RNO
1.4×10-6

4.4×10-6

6.4×10-7

3.8×10-6

2.7×10-7

8.1×10-6

6.6×10-7

5.9×10-7

7.6×10-6

4.6×10-7

5.0×10-6

2.8×10-6

1.5×10-5

6.3×10-6

RZX
2.6×10-4

7.1×10-4

1.9×10-5

5.3×10-4

2.0×10-4

4.7×10-3

1.9×10-5

1.2×10-3

1.9×10-3

6.9×10-4

2.1×10-3

2.2×10-3

9.2×10-3

4.4×10-3

RQY
3.5×10-4

1.7×10-3

2.2×10-5

1.3×10-3

1.8×10-4

3.1×10-3

2.1×10-5

2.0×10-3

7.2×10-4

8.8×10-4

1.2×10-3

2.0×10-3

6.8×10-3

4.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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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标准差计算结果。可见，非约化算例的性能与

气动参数的非定常相对标准差的量级基本上是在

10-6到 10-7，而 2个约化算例的非定常相对标准差的

量级基本上在10-3到10-4，即约化算例的非定常波动

比非约化算例的要高2到3个量级。

对于非约化算例，由于静叶与动叶叶片数不可

约，故在动叶转动1个静叶通道的不同时刻，静叶与

动叶的相对位置存在多相性，各个相对位置相位进

行平均后，不同时间的平均相位差异会很小。而涡

轮在每一时刻的性能与气动参数是由该时刻静叶与

动叶之间的平均相位决定的，故性能与气动参数的

非定常波动很小。

对于 2个约化算例，静叶与动叶的叶片数之比

为1:2。在动叶旋转1个静叶通道的每个时刻，静叶

与动叶的相对相位呈现规律的周期性变化，故涡轮

的性能与气动参数也呈现周期性变化，从而比约化

算例有更大的非定常波动。

算例RZX与算例RQY相比，前者涡轮性能与气

动参数的波动更小，这和算例RZX动叶与静叶之间

的转静干涉比算例RQY的弱有关。由于算例RZX
转静之间的轴向间隙更大，故其转静干涉更弱。

3.2 流场分析

3.2.1 导叶的压力波动

图3给出了3个算例静叶在5%、50%、95%展向

位置的表面静压相对标准差分布。对于 3个算例，

在根、中、尖 3个展向位置，静叶上压力非定常波动

强的区域均在静叶 60%弦长以后的后段。其中，算

例RNO静叶上的压力波动最强，在静叶上的范围最

大；算例RQY静叶上的压力波动幅度与算例RZX的

基本相当，但前者略强。

对比不同展向位置，对于3个算例，不管约化与

否，均是静叶上的压力波动在根、尖截面位置比在中

截面位置强。对于算例RNO，在3个展向位置，静叶

上有较强压力波动的范围为60%弦长以后。对于2
个约化算例，在 5%展向位置，静叶上有较强压力波

动的范围与算例RNO的相当，但略靠后；在 50%展

向位置，此范围为 70%弦长以后；在 95%展向位置，

此范围为80%弦长以后。

静叶上的压力脉动是由动叶对静叶势扰动引起

的。动叶约化后，动叶长度会变短，这会导致2个动

叶约化算例动叶对静叶的势扰动减弱，而且由于算

例RZX的动叶前缘还会后移，故算例RZX的势扰动

比算例RQY的更弱。

3.2.2 动叶的压力波动

图4给出了3个算例动叶在5%、50%、95%展向

位置的表面静压相对标准差分布。对于动叶表面的

图3 静叶表面根、中、尖展向位置的静压相对标准差

Fig.3 The static pressur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on the
stator blade at root/mean/tip spanwise position

(c) 95%展向位置

(b) 50%展向位置

(a) 5%展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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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波动，由于分布规律复杂，3个算例的趋势对比

不明显。事实上，动叶表面压力波动的影响因素很

多，典型因素有静叶的势扰动、端壁边界层形成的

二次流、上游静叶的尾迹等，不像静叶那样仅由动

叶的势扰动引起。

图中显示，在5%与95%展向位置，动叶前段，算

例RZX的压力波动最大，这是由于算例RZX的转静

间距最大，级间边界层发展形成的二次流最强，二

次流与上游静叶的势扰动相互干涉，从而造成压力

波动最强；动叶后段，算例RNO的压力波动最强，算

例RQY的次之，算例RZX的最弱，这与边界层发展

形成的二次流强弱及尾迹的耗散有关。算例RNO
的动叶长度最大，到动叶后段时端壁边界层二次流

最强，从而其动叶后段的压力波动最强。算例RZX
不仅转静间距最大、尾迹的级间耗散最大，而且动

叶尾缘位置相对算例RQY靠后，故上游尾迹在动叶

中的耗散更大，动叶后段的压力波动最弱。

3.2.3 二次流分析

图5给出了动叶进口位置3个算例瞬时轴向速

度环量云图的对比。图中显示，算例 RZX 与算例

RQY相比，前者上下端壁处动叶前的轴向速度环量

更大，即上下端壁处的二次流更强。这导致了3.2.2
节动叶前缘处压力波动算例RZX的最大。

图6给出了动叶出口位置3个算例时均流向涡

量云图的对比。图中显示，3个算例中，算例RNO下

端壁通道涡、上端壁涡及叶中通道涡均最强；算例

RZX下端壁通道涡及叶中通道涡比算例RQY的强，

但其上壁面涡比算例RQY的弱。

通道涡的强弱与边界层的发展有关。由于算

例RNO叶片最长，故上下端壁及叶片中部的边界层

发展最充分，通道涡最强。算例RZX与算例RQY相

比，动叶尾缘更靠后，故其下端壁及叶中的边界层

发展更充分，通道涡更强。而上壁面涡的强弱还受

叶尖间隙流的影响，算例RZX与算例RQY相比，其

尾缘更靠近下游，叶尖间隙的负荷更小，叶尖间隙

流相对较弱，从而造成上壁面涡的强度较弱。

3.2.4 尾迹分析

图7给出了5%展向位置3个算例瞬时湍动能云

图的对比。3个算例中，算例RNO动叶通道中的上

游尾迹强度最强，算例RQY的次之，算例RZX的最

弱。

动叶通道中上游尾迹的强弱与尾迹的耗散有

关。由于算例 RZX 动叶前缘后移，其转静间距最

大，故上游尾迹在转静间隙中的耗散最多，到达动

叶进口时最弱。与算例 RQY 相比，算例 RNO 的上

游尾迹在不同动叶通道中的耗散不同频，故其尾迹

图4 动叶表面根、中、尖展向位置的静压相对标准差

Fig.4 The static pressure standard relative deviation on the rotor
blade at root/mean/tip spanwise position

(c) 95%展向位置

(b) 50%展向位置

(a) 5%展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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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在动叶通道中有强有弱，但总体上比同频耗散

的算例RQY的强。

4 结论

对单级涡轮非定常流动计算采用不同的动叶

约化中心位置(动叶前缘点与动叶中心)对于计算结

果的影响开展了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 动叶通道的平整性，使得 2种动叶约化方

式对涡轮性能与气动参数的时均值影响极小，影响

的量级不超过 0.50%。2种约化方式对涡轮性能与

气动参数的波动影响在同一数量级(动叶中心约化

方式更小)，比不约化时低2到3个数量级。

(2) 2 种动叶约化方式改变了势扰动的强弱，

导致静叶上的压力波动均比动叶不约化时的小，且

动叶中心约化方式比动叶前缘约化方式的略小。2
种动叶约化方式改变了二次流及尾迹耗散的强弱，

导致动叶上的压力波动呈现复杂的变化规律。

(3) 动叶中心约化方式增大了轴向间距，从而

使得其动叶进口的上下端壁二次流最强。2种约化

方式约化后动叶均变短，从而导致其端壁边界层的

发展均没有不约化时充分，故动叶出口端壁处的二

次流均比不约化时弱。

图6 动叶出口时均流向涡量云图

Fig.6 The time-averaged streamwise vorticity contour
at the rotor outlet

(c) RNO

(b) RZX

(a) RQY

VortricityZ.avg/s-1

图5 动叶进口瞬时轴向速度环量云图

Fig.5 The transient streamwise velocity curl contour
at the rotor inlet

(b) RZX

(a) RQY

Velocity curl/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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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种动叶约化方式对转静轴向间距及叶片

位置造成影响，从而影响到上游静叶尾迹在动叶通

道中的耗散，进而导致不约化时动叶通道中的上游

尾迹强度最强，动叶前缘约化时次之，动叶中心约

化时最弱。

(5) 动叶前缘约化方式和动叶尾缘约化方式

对涡轮性能与流动的影响量级均较小，其中前缘约

化方式的影响更小。非定常计算时，2种优化方式

都可选用，且优先选用前缘约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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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5%展向位置瞬时湍动能云图

Fig.7 The transient turbulence kinetic energy contour
at the 5% spanwise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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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ZX

(a) RQY

Turbulence kinetic energy/(m2/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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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斑压力比对气冷涡轮叶栅
表面热负荷的影响

苗 辉 1，朱江楠 1，马薏文 1，刘志刚 2，张晓东 2

(1. 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北京 101304；2.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
摘 要：为深化对涡轮进口热斑效应的认识，采用试验和数值方法研究了热斑压力比对涡轮叶栅表面热负荷的影

响。试验采用引气管形成热斑，叶片材料为环氧树脂，叶型为C3X。采用数值方法计算了不同热斑压力比(0.980～
1.020)和冷气流量比(1%～5%)条件下叶片表面的热负荷。研究表明，计算值与试验值吻合良好。热斑压力比小于

1.000时，热斑对叶片表面热负荷无影响；但随着热斑压力比增加，热斑对叶片表面的加热效果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

叶片前缘和吸力面。热斑在涡轮通道中向下游流动时温度不断下降，且热斑压力比越小，热斑温度下降越快，方向偏

转也越明显。随着冷气流量比增加，叶片表面温度显著下降。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涡轮叶栅；热斑效应；压力比；传热；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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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eat streak pressure ratio on thermal performances
of turbine cascade with film cooling

MIAO Hui1，ZHU Jiang-nan1，MA Yi-wen1，LIU Zhi-gang2，ZHANG Xiao-dong2

(1. Aero Engine Academy of China，Beijing 101304，China；2.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heat streak effect on the turbine vane, experimental and numeri⁃
cal researches were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heat streak pressure ratio on the wall temperature of the tur⁃
bine cascade. In the test, a delivery pipe was used to form the heat streak and the material of the C3X vane
was epoxy resin. And in the numerical researches, thermal performances of the vane were computed at dif⁃
ferent heat steak pressure ratio (0.980~1.020), and different cooling air ratio (1%~5%). Overall, good agree⁃
ment between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CFD predictions was obtained for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consid⁃
ered. Furthermore, when the pressure ratio is below 1.000, the heat streak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vane; but when the pressure ratio is beyond 1.000, the heat load enhancement of the vane is notable, espe⁃
cially of the leading edge and suction surface. Moreover, the temperature of heat streak reduced along the
flow direction, and the deflection effect of the heat streak flow is obvious at small pressure ratio. Finally, the
temperature of the vane reduc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ooling air ratio.
Key words：aero-engine；turbine cascade；heat streak；pressure ratio；heat transfer；numerical simulation

1 引言

在航空发动机实际工作中，燃烧室出口截面(即
涡轮进口截面)的燃气温度存在严重的非均匀性，该

截面最高温度会明显高于平均温度，差值高达100~
200 K，这种局部的高温气流被称作热斑[1]。热斑的

存在显著增加了涡轮的热负荷，极大地影响着涡轮

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充分掌握涡轮进口热斑的影

响规律及影响因素，是涡轮部件冷却结构精细化设

计的必要条件。国外学者已经通过数值与试验研究

对涡轮进口热斑迁移特性开展了探讨。其中最早被

收稿日期：20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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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一个对热斑有明显影响的因素是热斑引入位

置与叶片之间的相对位置 [2]，其他相关影响因素还

有热斑的形状[3-4]、热斑与主流气体温度比[5]、叶栅结

构形状[6-9]以及冷却流[10-11]等。国内有关热斑影响的

研究起步相对较晚，2000年左右的才开始开展了一

些数值与试验研究[12-15]。

热斑引入的周向、径向位置差异会造成涡轮叶

栅内温度场的不同表现。周向位置上，在热斑完全

冲击第一级静叶时，热斑热流与静叶尾迹混合后作

用在动叶上的热负荷明显变小，第二级导叶上的热

负荷也可被减轻，但此时付出了第一级导叶热负荷

激增的代价[16]。径向位置上，在热斑往叶尖方向移

动时，轮毂附近的热负荷逐渐降低，涡轮机匣附近热

负荷则上升。综合考虑理想的热斑引入位置时，最

佳选择应该是将热斑直接正向冲击在第一级导叶靠

近叶根位置[17]。

分析过往研究发现，大多工作围绕单一热斑开

展，但实际情况中，从燃烧室后端引入涡轮的热斑数

量、形状、大小、范围都不尽相同。如对于椭圆形热

斑来说，它与周围主流有更大的接触面积，并在径向

上比周向上掺混得更加剧烈[18-19]。热斑温比在不同

工况下的浮动范围非常大，对下游部件产生的直接

热负荷分布不均匀。由于动叶压力面附近有间歇性

的流动分离，一层薄低温流会出现在热斑流与壁面

之间，当热斑温比上升时，流动分离的频率也会随之

增加[20]。

近期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叶栅弯扭、非轴对

称端壁和叶顶间隙等叶栅结构对热斑迁移的影响。

通过控制静叶出口流场来调整热斑在动叶中的迁移

是削弱热斑产生高热负荷区域的有效方法，叶栅弯

扭等结构能够显著改变静叶出口流场分布，降低叶

栅气动损失[21]。正弯叶型可以显著削弱热斑向动叶

压力面的径向迁移，使动叶压力面和叶顶热负荷显

著降低。叶顶间隙泄漏流动也对热斑的径向迁移有

很大影响，其增强了热斑向动叶壁面的迁移，使动叶

壁面时均温度增加[22]。使用非轴对称端壁产生的附

加二次流可以有效削弱二次流损失，但对动叶壁面

静温的影响很小。另外，叶片数作为涡轮叶栅设计

的一个关键参数，对涡轮气热性能影响很大，导叶数

较多时，带有热斑的动叶表面温度越低，并且存在最

优的动叶数使动叶壁面时均热负荷最低[23-24]。

对于涡轮入口处温度场畸变的影响，热斑特性

参数和叶型结构的合理选择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热

斑产生的高热负荷区域，但目前可行性最高且应用

较多的方法是采用先进的气膜冷却技术。对比其他

冷却方法来讲，气膜冷却结构效率更高，对冷却气流

速度的限制更少，便于有针对性地减小热斑负面影

响[25]。气膜冷却对热斑的削弱作用在不同位置差异

很大，前缘冷却气流主要削弱轮毂区域的高温区，压

力面冷气对热斑的影响甚微，而吸力面上的气膜几

乎可消除热斑影响。

综上，国内外针对热斑问题开展的工作，鲜有涉

及热斑压力与主流压力之比(本文定义为热斑压力

比)的影响规律的研究。在实际发动机工作条件下，

由于燃烧室火焰筒二次孔横向射流造成的速度不均

匀性会导致涡轮进口截面的总压出现不均匀性。这

种不均匀性虽然不大(如±3%)，但其与温度不均匀性

同时存在，对涡轮部件会有明显的影响。本文针对

圆形热斑对涡轮叶栅的影响进行试验和数值研究，

以便深化对热斑效应的认识，为更精细化地设计涡

轮冷却系统、合理减少冷却气量提供依据。

2 试验介绍

2.1 试验系统

试验系统内部结构见图1，主要由进口延长段、

转接段、湍流热斑段、试验段等组成。转接段的作用

是将延长段中的流体引入流道；湍流热斑段的作用

是通过扰流棒和次流引气管来模拟试验所需的进口

湍流度和热斑；试验段的作用是固定试验叶栅和冷

气集气腔，并通过其上安装的测试受感部采集叶栅

进出口数据。需说明的是，虽然真实发动机的热斑

温度本身并不均匀，试验中次流引气管以均匀温度

的方式来模拟热斑条件时，保持试验中的热斑温度

比接近于实际发动机燃烧室出口截面热斑平均温度

与整个截面平均温度之比，且热斑面积相似。详细

介绍见文献[26]。

图1 试验系统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views of test setup

湍流热斑段

进口模拟装置

进口延长段

转接段 试验段

扰流棒

次流引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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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试验件

试验中共有 5 个涡轮叶片形成的 4 个叶栅通

道。5个叶片中只有1个叶片为测量叶片，其余为实

心陪衬叶片；叶片材料为环氧树脂，采用C3X模型，

有 7排气膜孔，其中前缘 3排，压力面和吸力面各 2
排；叶片表面有为铺设热偶丝而切出的槽道。涡轮

叶片模型和试验件照片如图2所示。

2.3 试验条件

本试验研究的目的是为校核数值研究方案提供

基础数据。受试验资源限制，试验条件如表 1 所

示。试验中，在试验条件稳定后录取叶片表面各点

热电偶温度数据。

3 数值计算方法

计算域如图 3所示，取一个涡轮叶片周期为计

算对象，沿两侧涡轮通道中心线形成的曲面为边界，

并取为周期性边界。热斑管模型与试验条件的一

致。由于叶片材料为低导热率的环氧树脂，壁面导

热可以忽略，故计算域中只有流体部分。主流和热

斑从叶栅前面进入叶栅通道；冷却气流从叶片下部

进入叶片内部，经由气膜孔进入主流。

采用网格划分软件生成的非结构化四面体网

格，在保证计算精度的条件下，具有快速分网的特

点。对叶片表面附近网格进行加密，并附着边界

层。网格无关性验证所用总网格量分别是 580万、

1 100万和1 600万，以前两套和后两套网格方案计

算的叶片平均温度相差分别为2.1%和0.3%，故选择

1 100万网格方案。

数值算法选用CFD商业软件进行求解，计算采

用Faver平均的N-S方程。对流项离散采用二阶精

度迎风格式，扩散项为中心差分格式，时间迭代采用

稳态的基于密度的隐式耦合算法。湍流模型选用

SST k -ω模型。边界条件为压力入口/压力出口条

件，叶片表面及计算域底面/顶面为绝热壁面。

4 结果与讨论

4.1 试验结果和计算结果的对比

针对试验工况进行计算，边界条件按照试验条

件设置，对应的叶片表面温度场如图 4所示。可看

出，热斑直接冲击在叶片前缘，虽然在前缘附近有3
排气膜孔，但气膜孔未能给前缘提供良好的保护，形

成了高温区。另外，热斑正对叶片前缘，但热斑气流

对叶片吸力面的影响更大。在压力面上经过气膜孔

后热斑气流已没有明显影响，而吸力面上在气膜孔

间覆盖的边缘区形成了多个温度较高的狭长区域。

图 5 为叶栅通道中截面气流的温度与速度云

图。可看出，热斑气流受位势效应的影响，向吸力面

发生较为明显的偏转。速度最高区域出现在吸力面

鳃区，压力面靠近叶片前缘区域则出现低速区。

图6示出了叶片中截面表面温度计算结果与试

验结果的对比。可看出，中截面上计算结果有数个

温度陡降区，这是因为气膜射流的注入使下游临近

区域温度得到明显降低。而试验中叶片表面测点要

避开气膜孔区域，故试验结果未有温度突然下降。

表1 试验条件

Table 1 Test Conditions
参数

热斑周向位置

热斑径向位置

湍流度

出口等熵马赫数

主流总压/kPa
热斑总压/kPa
冷气总压/kPa
主流总温/K
热斑总温/K

数值

50%(正对前缘)
50%
10%
0.8

49.3
54.4
54.5
374.8
426.5

图2 试验叶片(左-示意图；右-照片)
Fig.2 Test turbine vane(Left: schematic view; Right: photo)

图3 计算域

Fig.3 Computational domain

周期性边界

热斑入口

周期性边界

主流入口

出口

苗 辉等：热斑压力比对气冷涡轮叶栅表面热负荷的影响 23



燃 气 涡 轮 试 验 与 研 究 第34卷

经分析，壁面温度的试验结果和对应计算结果的平

均误差为1.05%，认为计算方案足够精确。

4.2 热斑压力比的影响

由于试验中未考虑设置总压可变，因此采用数

值计算方法研究热斑压力比的影响。试验中热斑压

力比为 1.040，但热斑气流经过弯管会产生压力损

失，叶栅入口处热斑压力比约为1.028。数值计算中

设置热斑压力比变化范围在相差±2%(即热斑压力

比范围为0.980～1.020)，其中设定主流压力不变，热

斑进口压力根据热斑压力比计算；冷气流量比选择

2%和4%；其余参数与表1中的相同。图7示出了不

同热斑压力比条件下叶片表面的平均温度。可看

出，随着热斑压力比的增加，热斑使叶片表面的平均

温度逐渐增加。其中，压力面平均温度受热斑压力

比变化的影响较小，吸力面则较大，尤其是热斑压力

比较高时。

图 8 示出了热斑压力比分别为 0.980、1.000、
1.010、1.020，冷气流量比为 4%时叶片表面的温度

场。从图8及图4可看出，随着热斑压力比的增加，

温度较高的区域逐渐扩大。这是因为热斑压力比增

图6 试验和数值计算的中截面温度

Fig.6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calculation results
of middle section plane of the vane

温
度

/K

240
280
320
360
400
440

-80 40 70
沿叶片弦向尺寸/mm

-20 10-50

TestCFD

图7 不同压力比条件下叶片压力面和吸力面的平均温度

Fig.7 Average temperature of pressure side and suction side of
vane under different perssure ratios

0.98 0.99 1.00 1.01 1.02
330

335

340

345

350

355

360

?
?

(K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4%? ? ?
 ? ? ? ? ? ? ? ? 2%? ? ?
 ? ? ? ? ? ? ? ? 2%? ? ?

压力面平均温度，4%冷气量
吸力面平均温度，4%冷气量
压力面平均温度，2%冷气量
吸力面平均温度，2%冷气量

0.98 1.01 1.02
热斑压力比

0.99 1.00

温
度

/K

330
335
340
345
350
355
360

图5 叶片中截面流体域的温度场与速度场

Fig.5 Temperature and velocity contour at the middle section
plane of the vane

(b) 速度场

(a) 温度场

温度/K

速度/(m/s)

吸力面 压力面

温度/K

图4 试验条件(热斑压力比1.028，冷气流量比4%)下的温度场云图

Fig.4 Numerical temperature contour of vane under test condition with pressure ratio of 1.028 and cooling air ratio of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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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引起热斑射流速度和流量的增加，高温热斑射

流可以覆盖叶片表面更多的面积。另外，对于此类

热斑正对叶片前缘的计算条件，当热斑压力比较小

(0.980、1.000)时，热斑对带气膜射流的叶片无明显

影响；而随着热斑压力比的增加(压力比为 1.010、
1.020、1.028)，热斑逐渐对叶片表面产生影响，造成

前缘和吸力面出现高温区。

图 9 示出了热斑压力比分别为 0.980、1.000 和

1.020，计算域在 50%叶高水平面上的温度场云图。

可看出，虽然热斑射流正对叶片前缘，但受位势效

应影响，热斑射流向吸力面一侧偏转。热斑在涡轮

通道中向下游流动时，温度不断下降。热斑压力比

越小，热斑温度衰减越快，方向偏转也越明显。其

中，当热斑压力比为0.980时，热斑气流未及前缘区

域，其温度便衰减至和主流相当的温度水平。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热斑压力比的微小变化对

吸力面 压力面

图8 冷气流量比为4%时不同压力比条件下的叶片温度场云图

Fig.8 Temperature contour of vane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 ratio with the cooling air ratio of 4%

(d) 热斑压力比1.020

(c) 热斑压力比1.010

(b) 热斑压力比1.000

吸力面 压力面

吸力面 压力面

温度/K

温度/K

温度/K
(a) 热斑压力比0.980

吸力面 压力面

温度/K

苗 辉等：热斑压力比对气冷涡轮叶栅表面热负荷的影响 25



燃 气 涡 轮 试 验 与 研 究 第34卷

热斑特征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在前人的研究中未

考虑这一因素，也许是造成研究结果偏差较大的原

因之一。由于实际发动机中，涡轮前截面的温度不

均匀性(热斑)与总压不均匀性是相互独立的，且各

自的影响规律又较为复杂，用于指导涡轮冷却结构

设计时，可按照最高压力比校核热斑的影响。

4.3 冷气流量比的影响

图 10示出了冷气流量比为 1%～5%，热斑压力

比为 1.020，其余参数与表 1试验条件相同下，叶片

压力面和吸力面的平均温度。可看出，随着冷气流

量比增加，叶片表面温度显著下降。

图11示出了热斑压力比1.020、冷气流量比2%
条件下叶片表面的温度场。可见，与冷气流量比为

4%的图 8(d)相比，冷气流量比越小，气膜对叶片表

面的覆盖越差，叶片前缘和吸力面的高温区域面积

越大。此外，热斑压力比较高(如1.020)时，即使冷气

流量比高达4%，本文选用的气膜冷却结构也未能很

好地阻止热斑对叶片前缘和吸力面的加热。为此，

在实际涡轮设计中，可以根据热斑的规律对冷却结

构进行针对性的设计或优化。

5 结论

(1) 在压力比1.028、冷气流量比4%条件下，数

值计算结果和试验结果吻合较好，各测点试验与计

算的壁面温度结果的平均误差为1.05%。

(2) 热斑压力比的微小变化对热斑特征会产

生明显的影响。在计算条件下，热斑压力比小于

1.000时，热斑对叶片表面热负荷几乎无影响；但随

着热斑压力比的增加，热斑对叶片表面的加热效果

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叶片前缘和吸力面。

(3) 受位势效应影响，热斑射流向吸力面一侧

偏转。热斑在涡轮通道中向下游流动时，温度不断

下降。热斑压力比越小，热斑温度衰减越快，方向

偏转也越明显。当热斑压力比为 0.980 时，热斑气

流未及前缘区域，其温度便衰减至和主流相当的温

图11 压力比1.020时冷气流量比2%条件下的叶片表面温度场

Fig.11 Temperature contour of vane with pressure ratio of 1.020 and cooling air ratio of 2%

吸力面 压力面

温度/K

图10 不同冷气流量比条件下叶片压力面

和吸力面的平均温度

Fig.10 Average temperature of pressure side and suction side of
vane under different cooling air rat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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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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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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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5%
冷气流量比

2% 3%

温
度

/K

340
345
350
355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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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压力面平均温度

吸力面平均温度

图9 冷气流量比为4%时不同压力比条件下叶片中截面流体域温度场

Fig.9 Temperature contour at the middle section plane of the vane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 ratio with the cooling air ratio of 4%

热斑压力比1.020热斑压力比1.000热斑压力比0.980

温度/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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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水平。

(4) 考虑到实际发动机涡轮前截面的温度不均

匀性(热斑)与总压不均匀性是相互独立的，为应对

热斑效应给叶片带来的额外热负荷，在涡轮冷却结

构设计时，可按照最高压力比来校核热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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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机匣热态强度试验方法研究

赵 伟，郭建英，石 炜，刘佳蓬，苏瀚生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四川 绵阳 621000)

摘 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复合材料机匣热态强度考核试验要求，采用热环境模拟技术、内外载荷模拟技术、多点协调

控制技术及数据采集技术，提出一种内外载荷和温度载荷共同作用的机匣热力联合同步加载试验方法；设计了机匣

热态强度试验装置，并基于该试验装置完成了复合材料外涵机匣热态强度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所设计的试验装置

能有效模拟外涵机匣的工作环境，解决了在同一工作表面进行热压同步加载的干涉问题，具有加载精度高和工程适

用性强的特点。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复合材料；机匣强度；热力联合；同步加载；热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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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rmal strength test method of composite casing
ZHAO Wei，GUO Jian-ying，SHI Wei，LIU Jia-peng，SU Han-sheng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Mianyang 621000，China)
Abstract: To meet thermal, strength test requirements of composite casing, an experiment method of syn⁃
chronous loading under the combination of temperature and mechanical load was proposed. In this method,
thermal environment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ternal and external load simulation technology, multi-points
coordination technology and data collection technology were used. Test device was designed, and thermal
strength test of composite casing was carried out.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sting device can effectively
simulate the load of casing under oper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interference problem of hot-press synchro⁃
nous loading on the same work surface was solved. The test system has good adaptability and high loading
accuracy.
Key words: aero-engine；composite material；casing strength；thermo-mechanical coupling；

synchronous loading；thermal test
1 引言

推重比是衡量航空发动机先进性的一个关键指

标，采用先进结构和材料进行减重是提高航空发动

机推重比的重要措施[1-3]。复合材料因其高比强度、

高比刚度、耐腐蚀、耐盐雾、耐老化和环境适应性强

等优点，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4]。其中，复合材

料机匣在航空发动机上的应用也得到了高度重视。

在航空发动机复合材料机匣强度研究中，热态

试验加载技术占有重要地位。机匣热态强度试验根

据热载荷的施加方式分为间接法和直接法两种。间

接法是通过对机匣材料进行温度修正，使用在试验

温度下的材料力学性能进行设计，试验时不施加温

度载荷。直接法是设计时不对机匣材料进行温度修

正，试验时通过加热装置对机匣施加温度载荷。由

于复合材料机匣的粘接层对热载荷影响十分敏感，

无法通过间接法对材料力学性能进行修正来考虑

热载荷的影响，只能通过加热装置直接施加温度载

荷 [5-7]。

复合材料机匣热态强度试验需综合考虑机械载

收稿日期：2020-04-28
基金项目：国防科工局财政稳定支持项目基金(GJCZ-0808-19)
作者简介：赵 伟(1986-)，男，湖北孝感人，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结构强度试验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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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加载系统、热载荷加载系统、内压加载系统等的作

用方式，以及各加载系统之间的耦合问题。机匣热

态强度试验的热载荷和内压载荷目前主要通过注入

高温高压空气进行加载。高温高压空气加载方式对

试验场所和设备有较高的要求，温度和压力耦合对

控制技术要求较高，试验成本较高；且存在结构间的

密封困难，难以得到较高试验压力状态下的数据样

本；试验件破坏后破裂碎片容易造成飞溅损害等问

题[8-12]。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加热层接触导

热配合内置加压装置加压的热载荷和内压载荷加载

方法，设计了一套复合材料机匣热态强度试验装置，

并开展了复合材料外涵机匣相关试验方法研究，可

为复合材料机匣的强度设计、分析和验证提供技术

支持。

2 试验方法与设计

根据复合材料机匣热态强度考核试验要求，提

出一种复合材料机匣热态强度试验方法。其中，机

匣内壁的热载荷和内压载荷通过机匣内壁设置加热

层配合内置加压装置实现，机械载荷通过液压加载

系统配合加载工装实现。设计了一套复合材料机匣

热态强度试验装置，包括加热、加压、机械加载、反力

约束、控制等 5个子系统。试验装置利用多点协调

加载控制器进行控制，实现各类载荷的同步加载，加

压能力和加温能力需满足复合材料机匣热态强度试

验相关精度要求。

2.1 热载荷加载方法

热载荷采用加热层传导方式实施。试验件为锥

形壳体，为保证试验件的均温需求，设计制造与试验

件内表面形状尺寸相同的对开式加热层，贴附于试

验件内表面。加热层示意图见图 1，其最高加温温

度根据工程实际设计。为减小试验过程中的热损耗

以及保证温度载荷的稳定性，在加热层内表面和机

匣外表面设置隔热层。为提高试验件温度加载的均

匀性，对开式加热层温度独立控制。加热层还应具

备足够的延展性和强度，使其能够适应机匣内表面

变形，与机匣内表面尽量贴合，且封堵机匣的引气

孔，防止压力介质沿引气孔渗出。

2.2 内压载荷加载方法

内压加载装置是整个试验装置的核心部件。由

于机匣内表面粘附有加热层，因此内压加载只能通

过压力传递方式实现，且内压加载装置需具备耐温

性和绝缘特性。为保证内压加载的精度和均匀性，

加压介质需与机匣内壁尽量贴合接触。目前的机匣

强度试验中，内压加载方式大多采用在密封腔体内

用高压气体或高压液体加压。该方式对试验件的密

封要求较高，且高温条件下试验件密封较为困难，危

险性较高。本文所设计的内置加压装置加压方法可

有效避免上述问题，同时经过详细设计，能有效适应

试验件的不规则表面，具有较强的使用通用性。内

置加压装置主要包括加压橡胶囊、传压流沙、隔热

层、加压介质，其组成如图2所示。橡胶囊采用耐温

橡胶制成，高度与试验件相同。为满足橡胶囊的安

装条件和减小加压介质容量，橡胶囊结构设计为环

形，内环面采用固定约束。橡胶囊膨胀量尽量设计

在径向机匣面，减小其他约束面的膨胀量。

受橡胶囊的耐温指标及其制作工艺的限制，以

及大多数发动机机匣表面不规则形状因素的影响，

在橡胶囊和加热层之间设置有流沙层，向橡胶囊通

入高压空气后，压力通过流沙层和加热层传递至机

匣内表面。为保证施压时传压流沙的流动性，传压

流沙选用高目次石英砂。流沙层厚度根据压力大小

确定，同时需确保施压状态下高压沙层流向低压沙

层后的厚度不为零。

2.3 机械载荷加载方法

试验系统机械载荷加载方案如图3所示。试验

中下机匣转接段底面固定在加载平台上，上机匣转

接段顶面设计机械加载盘，用于施加拉伸载荷和扭

转载荷。为消除内压轴向膨胀给试验件带来的附加

图1 加热层分布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heating layer

试验件

加热层

外隔热层加热层对开处

图2 内压加载装置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device for internal-pressure load

流沙层

隔热层

加压介质橡胶囊约束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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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力，设计了轴向反力装置，该装置既约束内压轴

向反力，也对流沙起到一定的密封作用；橡胶囊加压

口固定在反力装置上，反力装置设计具备一定的强

度和刚度。

2.4 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的基本组成框架如图4所示。机匣热

态强度试验中载荷采用多点协调加载系统进行控

制，一般静态控制精度为±1%，力载荷控制执行机构

为高响应伺服阀。温度载荷控制执行机构为温控

器。机械载荷机构采用液压缸加载，压力载荷采用

气压控制阀块加载，温度载荷采用加热层加载。多

点协调加载控制器根据载荷谱生成命令信号，驱动

伺服阀和温控器完成载荷加载。

气压控制阀块是内压加载的关键件，需兼顾伺

服控制、失压保护、流量调节功能，其原理如图 5所

示。气压伺服控制由三位四通伺服阀、协调加载控

制器、压力传感器闭环控制实现，失压保护模块主要

防止试验件破裂后对周围设备造成损伤。系统压力

反馈信号与命令信号超过设定值后，失压保护模块

启动，释放系统压力。当多个试验状态连续进行时，

橡胶囊会因温度积累升温，需在装置中保持一定的

空气流动量对橡胶囊降温。

3 试验验证及结果分析

3.1 试验方案设计

某复合材料外涵机匣模拟件在发动机工况下承

受机械拉-扭载荷、内表面热载荷、内腔压力载荷，

需进行热态强度考核试验。复合材料机匣试验段的

外形如图 6所示。中间锥形段为考核试验对象，上

下机匣为模拟转接段，模拟转接段模拟试验件安装

边界条件。试验要求的载荷见表 1，温度载荷为均

匀温度，温度载荷和压力载荷同步施加于机匣内表

图4 控制系统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trol system

图3 机械载荷加载装置示意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device for mechanical loading

图5 气压控制阀块示意图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valve block for pressure control

图6 试验段外形示意图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test piece

上转接段

考核试验对象

下转接段

引气孔

表1 机匣热态强度试验载荷

Table 1 Loading of hot strength test of casing
载荷类型

内压/MPa
扭矩/kN·m
轴向力/kN
温度/℃

最大值

1.04
30
165
310

加载波形

梯形波

梯形波

梯形波

恒定值

作用位置

内表面

内表面

轴向

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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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为满足表 1中的加载要求，试验装置的加载指

标除满足表1外还需保证足够的工程设计余量。为

此，试验装置加热层最高加温温度为 500℃；橡胶囊

密封状态下最大承压1.5 MPa，最大耐温能力100℃，

径向膨胀量不小于 20.00 mm。为选取合适的流沙

层厚度，采用有限元软件对系统进行建模，预估需要

的流沙层厚度和流沙受压后的压力分布情况。橡胶

囊内加载 1.5 MPa 压力的有限元预估结果见图 7。
图中，p为流沙压力，U1为径向位移。图中表明，流沙

层压力为 1.5 MPa 均匀分布，橡胶囊和流沙层的径

向位移最大6.43 mm。考虑到加热层加压后有径向

变形，通过试验测试，确定流沙层厚度为20.00 mm。

复合材料外涵机匣模拟试验件热态强度考核试

验总体加载方案如图8所示。对该系统的加载精度

和内压载荷的均匀性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3.2 载荷控制及误差分析

轴向力载荷采用一对作动器进行轴向加载，扭

转载荷采用一对作动器进行周向加载，运用气压控

制阀块控制橡胶囊内的空气压力进行内压加载，温

度载荷采用两段对开式锥形段加热层分段控制进行

温度加载，试验结果如图 9所示。各载荷的峰值保

载平均值误差如表 2所示，力载荷误差和温度载荷

相对误差均小于1%，满足试验加载精度要求。

3.3 内压载荷加载均匀度分析

在考核试验件外表面中部垂直于x轴的截面上

周向均布 4片应变片，且应变片粘贴位置远离引气

孔(图 10)。采用表 1中 50%的内压载荷对试验件进

行内压加载，周向应变监测曲线如图11所示。由曲

线可得出，最高保载载荷下周向应变最大值和最小

值相差65 με，说明稳态下内压加载较为均匀，流沙

层传压设计满足试验要求。试验中传压流沙的回弹

性较差，导致载荷上升和下降过程曲线不完全对称，

下降过程中应变有迟滞现象，但不影响机匣强度试

验考核技术要求。

图10 试验件应变片粘贴位置

Fig.10 The position of strain gauges

应变片

均布4片
图8 总体加载方案图

Fig.8 The overall loading scheme diagram

图9 试验载荷控制曲线

Fig.9 Control curve of test loading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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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0.0
270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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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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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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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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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2000
时间/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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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试验载荷误差分析

Table 2 Error analysis of test loading
载荷类型

内压/MPa
扭矩/kN·m
轴向力/kN
温度/℃

最大值

1.040
30.00

165.00
310.0

试验保载均值

1.043
30.07

166.04
312.2

相对误差

0.28%
0.23%
0.63%
0.70%

图7 内压加载装置评估模型

Fig.7 Evaluation model of device for internal-pressure load

U1p

y
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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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试验结果分析

对复合材料外涵机匣试验件进行了多个状态

的热态强度试验，橡胶囊外环侧的温度随试验时间

逐渐升高，通过调节加压空气流量，橡胶囊一侧温

度总体能够控制在60℃以内。试验过程中，考核试

验件内表面垂直于x轴的中间截面均匀分布的 4支

热电偶测试曲线如图 12所示，4个测温点的温度波

动均在±20℃以内。图9和图12中显示，加热层温度

满足控制精度后，试验件内表面监测温度随压力载

荷的增大而升高。说明导热式加热效率与加热层

和试验件的接触状态相关，加热层形状尺寸应尽量

贴合试验件加热内表面。同类试验中也观察到相

同现象，表明根据试验件内表面定制的两段对开式

锥形段加热层设计较为合理。

试验结束后对试验件内部加压装置进行分解

发现，流沙层高度低于初始安装高度约 10.00 mm，

加热层变薄约 8.00 mm，说明试验中的流沙层厚度

设计为20.00 mm可满足试验要求。

4 结论

(1) 针对复合材料机匣热态强度考核试验需

求，提出一种在内外载荷和温度载荷共同作用下的

机匣热态强度试验方法，解决了机匣同一工作表面

进行热压同步加载时的干涉问题；设计的基于液压

系统、空气加压系统、多点协调加载控制系统的机

匣热态强度试验装置，满足复合材料机匣热态强度

考核试验要求。

(2) 试验装置可准确模拟外涵机匣试验件的

边界条件，具有良好的适应性和较高的加载精度，

压力载荷的最大加载误差为 0.28%，温度载荷加载

精度0.70%，机械载荷的加载精度为0.63%。

(3) 完成了复合材料外涵机匣热态强度试验，

加载温度均匀度小于±20℃，内压加载均匀，流沙层

厚度参数设计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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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试验件加载时温度和内压变化曲线

Fig.12 Curve of temperature and internal pressure change
under test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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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试验件周向应变监测曲线

Fig.11 Circumferential strain curve of test 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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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热障涂层单晶合金叶片模拟
热冲击服役环境试验研究

郭会明 1，刘志远 2，田 伟 1，白云瑞 1，钟 燕 1

(1.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2. 湘潭大学，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对带热障涂层的单晶涡轮叶片进行模拟服役环境热冲击循环试验，并采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对试验后的

热障涂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带热障涂层单晶涡轮叶片经过42次热冲击循环后，叶片前缘气膜孔附近的涂层首先

出现脱落；经过71次热冲击循环后，叶片前缘附近涂层脱落的面积明显增大。微观结构分析表明，热冲击环境下叶片

前缘位置热生长氧化物(TGO)厚度比其他涂层未脱落位置的厚1.0~2.0 μm。金属基底与粘结层之间有明显的扩散现

象，其中Al、Cr元素从含量较高的粘结层向基底扩散，在叶片前缘扩散深度约为5.0 μm，在其他位置扩散较少。叶片

前缘位置TGO的生长速度明显快于其他位置，这导致前缘位置热障涂层承受的循环热应力更大。气膜孔边热应力较

大是涂层脱落的主要原因，孔边涂层微观结构不规则加速了热障涂层的脱落掉块。单晶合金叶片热障涂层在模拟热

冲击服役环境中失效剥落的过程，对研究其损伤评价和寿命评估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热障涂层；单晶合金；涡轮叶片；热冲击；热生长氧化物；气膜孔；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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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ed thermal shock service environmental tests of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 turbine blade with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GUO Hui-ming1，LIU Zhi-yuan2，TIAN Wei1，BAI Yun-rui1，ZHONG Yan1

(1.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2. 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Abstract：Simulated thermal shock service environment equipment was applied to conduct thermal shock
tests with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of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 turbine blade. OM and SEM was used to analy⁃
sis the morphology of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after thermal shock tes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on leading edge of single crystal superalloy turbine blade delaminate partly after 42 cycles, while
the delaminating parts become larger after 71 cycles. According to microstructure analysis results, thermal⁃
ly grown oxide (TGO) in leading edge is 1.0~2.0 μm thicker than other positions where thermal barrier coat⁃
ing don't delaminate. Elemental diffusion occurs between metal substrate and bond coating, Al and Cr ele⁃
ments diffuse from bond coating to metal substrate. The depth of element diffusion is approximately 5.0 μm
in the leading edge, while other positions don't have obviously diffusion. The growth rate of TGO in leading
edge is higher than other positions, which lead to larger thermal stress. Larger thermal stress around cooling
holes is the main reason that causes coating delamination, while irregular coating microstructures increase
the rate of coating failure. Study on the delaminating process of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in simulated ther⁃
mal shock service environment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damage assessment and
life evaluation.
Key words：thermal barrier coating；single crystal supperalloy；turbine blade；thermal shock；

thermally grown oxide；cooling hole；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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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热障涂层(TBC)是将耐高温、低导热、抗腐蚀的

陶瓷材料以涂层的形式与基体合金相复合，以降低

合金热端部件表面温度、提高基体合金抗高温氧化

腐蚀性能的一种防护技术[1]。航空发动机中，热障涂

层主要应用于高压涡轮导向叶片、涡轮工作叶片和

燃烧室浮动壁瓦片等热端部件[2]。热障涂层的研究

源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60年代美国航空航天局首

先将热障涂层成功应用于火箭飞机的喷火管，70年

代开始用于美国 J75航空发动机的涡轮叶片[3-4]。自

此，热障涂层技术成为航空发动机发展必不可少的

一项关键技术。

热障涂层常常工作在高温氧化、腐蚀和热冲击

等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在使用过程中常有开裂和剥

落失效发生[5-7]，成为其长期可靠应用所面临的最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陈孟成等[8]采用高温炉进行热

障涂层热冲击试验研究，结果表明陶瓷层与粘结层

界面处Al、Cr、Ni氧化物的形成过程中会产生体积

膨胀，导致热应力增加，引起陶瓷层产生微裂纹。

同时，由于冷热温度变化使得 ZrO2发生晶体转变，

具有明显的体积效应，而这种体积效应在冷热循环

条件下引起涂层开裂。张永等[9]采用燃气加热进行

热障涂层热冲击试验研究，结果表明陶瓷层在经过

燃气冲击后受到循环热应力影响，柱状晶间隙变

大，导致涂层剥落。Chen等[10]对热障涂层热冲击过

程进行的数值计算表明，热冲击过程中陶瓷层与粘

结层界面处的应力大且释放速率快，裂纹更容易在

界面处萌生并扩展。以上对热障涂层的失效研究

普遍采用带热障涂层试样在高温炉中加热的方式

进行冲击试验[11-12]，与涡轮叶片工作环境相差较大，

无法评估涡轮叶片表面复杂曲面和气膜孔等因素

对涂层抗冲击性能的影响。

本文对带热障涂层涡轮转子叶片在燃气冲击条

件下开展热冲击循环试验，分析在模拟发动机工况

条件下热障涂层抗燃气热冲击的能力、热障涂层脱

落的原因及影响因素。

2 材料及试验方法

2.1 材料及样品的制备

本试验热障涂层采用的基体为镍基单晶高温合

金，涂覆对象为某发动机涡轮转子叶片。热障涂层

采用金属粘结底层和陶瓷层的双层结构。金属粘结

底层为 MCrAlY 涂层，厚度为 20.0 μm，名义成分为

Ni-余量，Cr-20% ~30%，Al-8% ~10%和 Y-0.3% ~
0.5%，采用A-1000型真空电弧镀设备制备，沉积后

进行高温真空扩散处理。陶瓷层为w(Y2O3)=(6~8)%
部分稳定的ZrO2，采用乌克兰进口电子束物理气相

沉积(EB-PVD)设备进行沉积。

2.2 热冲击试验方法

试验设备为国内自主研制的热障涂层热冲击环

境模拟装置，如图 1所示。其工作原理为通过控制

与数据采集中心设置试验参数，如试验温度、循环时

间等，利用火焰喷枪对试验对象进行热冲击。试验

方法如下：将涂覆有热障涂层的涡轮叶片装夹于加

热工位上，从涡轮叶片底部通入压缩空气进行冷却，

采用火焰喷枪以平行涡轮盘轴线方向对涡轮叶片前

缘进行加热；采用红外测温仪测量叶片前缘温度，叶

片前缘达到 1 080℃后保温 60 s，将火焰喷枪移开，

涡轮叶片在外界环境中冷却 80 s。反复循环操作

(自动进行)至涡轮叶片表面涂层出现可见裂纹或脱

落停止。

2.3 检测分析

对未进行热冲击试验和完成热冲击试验的涡轮

叶片沿火焰冲击位置的横截面进行解剖，采用X射

线衍射(XRD)对热冲击前后的陶瓷层表面进行物相

分析。采用附带能谱仪(EDS)的 JSM63900型扫描电

子显微镜，对热冲击前后热障涂层的形貌及成分变

化进行观察。

3 结果与分析

3.1 热冲击下热障涂层表面形貌

图2为不同热冲击循环下涡轮叶片前缘部位热

障涂层的表面形貌。从图中可以看出，未进行热冲

击试验时，涡轮叶片前缘位置涂层呈灰白色，气膜孔

图1 热障涂层模拟热冲击环境装置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simulated thermal shock
environment equipment with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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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涂层未出现翘曲和起皮。经过 42次热冲击循

环后，叶片前缘位置气膜孔周围出现 2处小块的涂

层脱落，其余部分涂层完好。经过61次热冲击循环

后，叶片前缘位置存在大块的涂层脱落，脱落面积在

11个气膜孔范围内，涂层脱落附近的气膜孔周围存

在明显的起皮和裂纹。经过71次热冲击循环后，叶

片前缘位置涂层脱落面积增大，并由中心区域的11
个气膜孔扩展到 22个气膜孔范围。涡轮叶片前缘

热障涂层脱落绝大部分从气膜孔边开始，由初步的

掉块、裂纹萌生，到最后的大块脱落。据此表明，涡

轮叶片前缘位置受到火焰冲击影响最大，最先开始

涂层掉块、脱落，气膜孔周围是热障涂层开始脱落的

主要部位。

3.2 涡轮叶片热障涂层微观结构分析

对未进行热冲击的带热障涂层单晶涡轮叶片进

行解剖，如图3所示。从图中可看出，在涡轮叶片中

(a) 原始叶片 (b) 42次循环 (c) 61次循环 (d) 71次循环

图2 不同热冲击次数下涡轮叶片前缘热障涂层形貌

Fig.2 Surface morphology of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on blade leading edge under different thermal shock cycles

郭会明等：带热障涂层单晶合金叶片模拟热冲击服役环境试验研究

(a) 前缘 (b) 叶盆

(c) 叶背 (d) 前缘气膜孔

“菜花状”柱状晶

图3 未进行热冲击试验的涡轮叶片中截面热障涂层形貌

Fig.3 Morphology of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on the middle section of turbine blade without thermal shock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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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前缘

热生长氧化物

图4 热冲击试验后的涡轮叶片中截面热障涂层形貌

Fig.4 Morphology of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on the middle section of turbine blade after thermal shock test

(d) 前缘气膜孔

裂纹、脱落

(b) 叶盆

(c) 叶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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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的前缘、叶盆、叶背的表面，陶瓷层以平行排列

的柱状晶形式生长，厚度在 70.0~90.0 μm 范围内。

粘结层在单晶基体与陶瓷层之间，厚度在 20.0~
25.0 μm 范围内。在气膜孔边缘位置，由于孔边曲

率的较大变化，陶瓷层柱状晶生长不规则，部分区

域生长成了“菜花状”。“菜花状”柱状晶与周围柱状

晶之间的间距较大，且其底部与粘结层的连接面积

较小，会导致气膜孔附近陶瓷层的结合力较差。

图4为经过71次热冲击循环后的带热障涂层单

晶涡轮叶片中截面热障涂层形貌。可见，与未进行

热冲击的涂层形貌相比，经过 71次热冲击循环后，

叶片前缘位置的粘结层与单晶基体之间的界面变得

模糊，这可能和粘结层与基体之间的互扩散有关；陶

瓷层与粘结层的界面上产生了热生长氧化物(TGO)，
前缘位置 TGO 最厚处可达 2.6 μm。叶片叶盆和叶

背位置的陶瓷层与粘结层之间同样产生了TGO，但

厚度均小于 1.0 μm，且粘结层与单晶基体之间的界

面仍然较清晰。叶片前缘气膜孔附近的陶瓷层出现

了裂纹和部分脱落。

3.3 涡轮叶片横截面热障涂层能谱分析

对未进行热冲击试验的涡轮叶片中截面涂层进

行能谱分析，结果如图5所示。陶瓷层主要包含Zr、
Y、O元素；金属基体中含有大量的Ni元素，还有Cr、
Co、Al等元素；粘结层中Al、Cr元素含量相比金属基

体较多，且Cr元素含量由金属基体侧到陶瓷层侧逐

渐增多，并在粘结层与陶瓷层界面附近达到最大。

图6和表1为经过71次热冲击循环的涡轮叶片

中截面涂层能谱分析结果。与未进行热冲击试验的

涂层能谱分析结果相比，经过热冲击试验后粘结层

中的Al元素含量降低，且Al元素在陶瓷层与粘结层

界面聚集。粘结层中的Al元素一部分向陶瓷层与

粘结层界面处扩散，与外界的氧反应形成 TGO；另

一部分由于与基体的浓度差而产生自扩散，最终基

体中的Al元素含量与粘结层中的Al元素含量相近，

自扩散的深度约5.0 μm。

4 失效分析

4.1 热障涂层脱落与TGO生长

带热障涂层涡轮叶片能否安全可靠服役，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热障涂层的寿命。研究表明，热障

涂层剥落失效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TGO的形成、陶

瓷层的相变与烧结、热膨胀系数失配、热梯度或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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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碰撞损伤等[13]，其中TGO的形成是热障涂层失

效常见的也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之一。

带热障涂层涡轮叶片经过71次热冲击循环后，

叶片前缘位置可见明显的TGO层且厚度最大，叶片

其余位置的 TGO厚度较小。这主要是由于叶片前

缘位置受到燃气冲击后，粘结层中的Al元素在高温

环境中向界面处不断扩散，与外界的O结合形成了

以Al2O3为主的致密TGO层。加之温度越高，Al元素

的扩散和氧化物的形成速度越快，而前缘位置在热

冲击中温度最高，因此其TGO厚度最大。

热障涂层的剥落与 TGO生长导致的粘结层Al
元素贫化有关。一方面，由于TGO的韧性与基体相

比微不足道，在陶瓷层与粘结层的界面会限制这种

由于TGO生长导致的体积变化，在形成TGO时会随

之出现残余压应力，且残余压应力会在涡轮叶片冷

却到环境温度过程中进一步增大，因此热障涂层的

剥落主要发生在循环冷却过程中。另一方面，由于

TGO不断生长，粘结层中的Al元素含量显著降低，

如图6和表1中所示。当粘结层中的Al元素贫化到

不足以提供完全生成Al2O3所需的Al元素含量时，粘

结层中的Ni和Cr元素就会发生氧化，形成镍、铬的

氧化物，使得 TGO体积增加更快，在界面处形成很

大的表面压力[13]。随着热冲击循环的不断进行，这

些应力相互叠加，最终导致热障涂层翘曲和剥落。

(a)

扫
描

原
子

数
量

/个

200

100

300

0

图5 未进行热冲击试验的涡轮叶片中截面

涂层能谱分析结果

Fig.5 EDS analysis of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on the middle
section of turbine blade without thermal shock test

(b)
50 100 150

扫描距离/μm
0

图6 热冲击试验后的涡轮叶片中截面涂层能谱分析结果

Fig.6 EDS analysis of thermal barrier coating on the middle
section of turbine blade after thermal shock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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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陶瓷层

元素

Zr
Y
O
/

热冲击试验前

67.62
6.08

26.30
/

热冲击试验后

66.14
8.30

25.56
/

粘结层

元素

Al
Cr
Co
Ni

热冲击试验前

10.44
20.53
12.57
56.46

热冲击试验后

5.74
13.12
10.88
53.68

金属基体(距粘结层20 μm)
元素

Al
Cr
Co
Ni

热冲击试验前

6.78
5.21

11.31
58.68

热冲击试验后

6.40
4.92
8.92

57.60

表1 热冲击试验前后热障涂 层主要元素能谱分析结果(质量分数)对比 %
Table 1 EDS analysis results of major elements of thermal barrier coatings before and after thermal shock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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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热障涂层裂纹与涡轮叶片前缘气膜孔

涡轮叶片前缘直接面对高温来流的冲击，是热

载荷最大的区域。根据Kim等[14]对带热障涂层涡轮

叶片气膜孔边温度和应力分布进行的有限元模拟结

果(图 7)可看出，气膜孔处高温燃气与冷却空气混

合，使气膜孔边的温度分布不均匀，且温度梯度大。

由于热障涂层与涡轮叶片基体的热膨胀系数有一定

差异，在均匀升温和降温中尚存在一定的热应力，而

在气膜孔边大的温度梯度下热应力会进一步增大，

这将导致热障涂层与基体产生分离 [14-15]，进而使热

障涂层产生裂纹和剥落。本文中热障涂层裂纹主要

从气膜孔边产生并扩展，主要就是因为气膜孔边的

热应力较大，与模拟计算结果相吻合。另外，气膜孔

边缘位置陶瓷层柱状晶生长的不规则和“菜花状”，

也加速了热冲击作用下热障涂层的脱落。

5 结论

(1) 带热障涂层单晶涡轮叶片经过 42次热冲

击循环后，叶片前缘气膜孔附近的涂层首先出现脱

落；经过 71次热冲击循环后，叶片前缘附近涂层脱

落的面积明显增大。

(2) 热冲击环境下叶片前缘位置热生长氧化物

厚度比其他涂层未脱落位置的厚1.0~2.0 μm。金属

基底与粘结层之间有明显的扩散现象，其中Al、Cr元
素从含量较高的粘结层向基底扩散，深度约5.0 μm。

(3) 气膜孔边热应力较大是涂层脱落的主要原

因，孔边涂层微观结构不规则加速了热障涂层的脱

落掉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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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基合金K438高温弹塑性
变形行为与本构模型研究

艾 兴 1，李 坚 1，孙 力 2，胡绪腾 2，米 栋 1，孟卫华 1，张志佾 1

(1.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 株洲 412002，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 210016)
摘 要：针对涡轴发动机动力涡轮叶片复杂应力状态下的变形失效问题，以涡轮叶片材料K438为研究对象，开展了

高温下光滑和缺口特征件准静态拉伸试验。结合试验结果分析了叶片材料在复杂应力状态下的变形行为和断裂特

征，构建了叶片材料本构模型和损伤断裂模型，并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同时还探讨了温度、应力集中系

数、试样截面几何形状对K438材料屈服行为及抗拉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为K438材料的选用及相关结构件设计与

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K438；涡轮叶片；高温拉伸；本构模型；断裂模型；抗拉强度；有限元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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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nicke-based alloy K438 high temperature
elastoplasticity behavior and constitutive model

AI Xing1，LI Jian1，SUN Li2，HU Xu-teng2，MI Dong1，MENG Wei-hua1，ZHANG Zhi-yi1

(1. 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412002，China；
2.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deformation failure problem of turbine blade of a turboshaft engine under complex
stress state, the typical material of aero-engine turbine K438 was selected. The quasi-static tensile tests of
smooth and notched specimens under high temperature were carried out and the deformation failure behav⁃
ior of turbine blade under complex stress state was analyzed. The constitutive model and fracture model of
blade material were presented, and the valid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models were verified. At the same
time, the effects of temperature, 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 and specimen section geometry on the yield be⁃
havior and tensile strength of K438 materials we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selection of K438 materials and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related structural parts.
Key words：K438；turbine blade；high temperature tensile；constitutive model；fracture model；

tensile strength；finite element prediction
1 引言

K438铸造镍基高温合金是我国研制的耐热腐

蚀性能最好的铸造镍基高温合金之一。该合金的成

分、性能与国外 IN738合金的类似，除拥有优秀的耐

热腐蚀性能外，还拥有中等水平的高温强度，以及良

好的组织稳定性，被广泛选作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

等热端部件材料[1]。国外学者对 IN738合金组织成

份和性能开展了较多研究，国内对该材料力学性能

的研究有限。

某涡轴发动机动力涡轮叶片(以下简称涡轮叶

片)工作时处于高温复杂应力状态，为准确预测其断

裂转速，需对其变形失效行为进行精准描述。为此，

针对动力涡轮叶片材料K438，开展了光滑和缺口试

样的准静态拉伸试验，分析获取了材料的拉伸失效

模式及其应力-应变关系曲线，并以此为基础构建

收稿日期：2020-07-31
基金项目：中国航发集团创新基金(CXPT-2019-002)；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2019JJ50700)；国家重大科技专项(2017-I-0006-0007)
作者简介：艾 兴(1989-)，男，湖南株洲人，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结构强度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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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材料的本构模型，同时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和

适用性。研究成果为K438材料在结构件上的应用

提供了理论基础。

2 本构模型构建

2.1 K438高温拉伸试验

基于国家标准 GB/T 228.1-2010[2]，根据叶片毛

坯具体尺寸设计的K438材料光滑试样高温拉伸试

验方案如表1所示，光滑试样图纸如图1所示。

图2为K438材料光滑试样700℃高温下的拉伸

工程应力-应变曲线，其中未特别标注批次的试样

均为第二批材料。分析试验结果可以看出，两批材

料的高温性能存在差异，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均是第

二批材料的较高；同一批次不同形式的光滑试样(平
板或圆棒)性能相近，无明显差异。

2.2 K438本构模型构建

K438属于各向同性材料，为方便工程应用，采

用各向同性多线性本构模型对材料行为进行描述。

多线性本构模型采用分段的线性方程来描述材料的

应力-应变曲线：

σ =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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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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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

ï

ï
ïïï

ï

E ⋅ ε 0 < ε≤ 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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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2 + T2 ⋅ ( )ε - ε2 ε2 < ε≤ ε3

σ3 + T3 ⋅ ( )ε - ε3 ε3 < ε≤ ε4

⋯⋯
σn - 1 + Tn - 1 ⋅ ( )ε - εn - 1 εn - 1 < ε≤ εn

σn εn <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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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 ( )σ2 -σ1 ( )ε2 - ε1

T2 = ( )σ3 -σ2 ( )ε3 - ε2

T3 = ( )σ4 -σ3 ( )ε4 - ε3

⋯⋯
Tn - 1 = ( )σn -σn - 1 ( )εn - εn - 1
Tn = 0

(2)

方程中：( )σ1,ε1 、( )σ2,ε2 、( )σ3,ε3 ……( )σn,εn 为本构模

型分段端点，可直接对材料力-真应变曲线进行描

点拟合获得，T1、T2、T3……Tn为各段斜率。通常情况

下，多线性本构模型的第1段为材料弹性段，斜率为

弹性模量E。光滑试样在其工程应力-应变最高点

发生颈缩。在光滑试样拉伸变形发生颈缩后，即超

过工程应力-应变最高点后，工程应力-应变无法再

通过转换公式转换为真应力-真应变曲线，故将材

料变形行为处理为理想弹塑性，对应的真应力-真
应变曲线斜率为0，即Tn = 0。

考虑到材料本身性能的分散性较大，对光滑试

样的高温拉伸结果的最高与最低曲线分别进行描点

拟合得出本构，以期提高预测结果的准确性，描点拟

合结果如图 3所示。可看出，多线性本构模型的描

点合适，可以有效描述K438真应力-真应变曲线特

征。高温上、下限本构的屈服强度相似，进入塑性后

的硬化行为相差较大。上限本构在屈服后曲线斜率

呈较为平滑的衰减，而下限本构更接近于双线性

图2 光滑试样高温拉伸试验结果(700℃)
Fig.2 Tensile test results of smooth specimens under high

temperature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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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2.0

应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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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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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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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滑圆棒
光滑圆棒(第一批)
光滑平板(第一批)

图1 K438光滑试样图纸

Fig.1 K438 smooth specimen drawing

(b) 光滑平板

(a) 光滑圆棒

表1 K438材料光滑试样拉伸试验方案

Table 1 Tensile test scheme for smooth specimen of
K438 material

试验条件

高温拉伸

(700℃)

材料批次

第一批

第二批

试样类型

光滑圆棒

光滑平板

光滑圆棒

试验量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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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屈服后曲线斜率快速衰减至某一确定值附近。

3 高温缺口特征件设计与试验

为实现对不同受载时实际涡轮叶片复杂多轴应

力状态的模拟，根据毛坯实际尺寸，设计了3种试样

类型：①缺口圆棒试样，为轴对称试样，其内部应力

状态接近二维平面应力问题；②双边侧槽平板试样，

接近于平面应变问题；③双边缺口平板试样，属于三

维复杂应力问题。同时，缺口圆棒与双边缺口平板

试样各设计2种应力集中系数(Kt)，双边侧槽平板试

样设计 1 种应力集中系数，共计 5 种缺口特征件。

K438 材料缺口特征件高温拉伸试验方案如表 2 所

示，缺口特征件图纸见图4。

K438缺口特征件高温拉伸的工程应力-应变曲

线如图 5所示。由图可以看出，随着应力集中系数

的增大，缺口圆棒试样抗拉强度上升，但双边缺口平

板试样的变化不大。对于相同应力集中系数的试

样，缺口圆棒试样的抗拉强度高于双边缺口平板试

样。对于双边侧槽平板试样，试验分散性较大，其抗

拉强度均高于双边缺口平板试样。

4 K438缺口特征件有限元预测与修正

在拥有大量复杂应力状态的缺口特征件高温拉

伸试验数据后，即可使用已建立的本构模型对缺口

特征件的拉伸响应曲线进行预测，并与试验结果进

表2 K438缺口特征件高温拉伸试验方案

Table 2 Tensile test scheme of K438 notched specimens under
high temperature

缺口特征件类型

缺口圆棒

双边缺口平板

双边侧槽平板

BNT-R0.9
BNT-R2.1
PNT-R0.9
PNT-R2.5
CE-R1.5

应力集

中系数

2.00
1.50
2.00
1.50
1.47

试验

类型

高温

拉伸

(700℃)

试验量

3
3
3
3
3

材料批次

第二批材料

第二批材料

3根试样中均含有

一根第一批材料

第一批材料

图3 K438高温拉伸真实应力-真实应变曲线和多线性本构

模型的描点拟合(700℃)
Fig.3 Real tensile stress of K438 under high temperature:
tracing point fitting of real stress curve and multi-linear

constitutive model (700℃)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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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MP

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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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2.0
真应变/%

4.0 8.0

真应力-真应变曲线(High)
真应力-真应变曲线(Low)
多线性本构(High)取点
多线性本构(Low)取点

图4 K438缺口特征件拉伸试样图纸

Fig.4 Drawings of K438 notched tensile specimen

(e) CE-R1.5双边侧槽平板拉伸试样

(d) PNT-R2.5双边缺口平板拉伸试样

(c) PNT-R0.9双边缺口平板试样

(b) BNT-R2.1缺口圆棒试样

(a) BNT-R0.9缺口圆棒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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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对比，检验本构模型与失效准则的适用性。通

过建立上、下限本构模型，给出材料性能的上、下限

预测曲线，排除试验数据分散性的影响；同时，采用

基于 Crockroft-Latham 韧性断裂模型 [3]建立的 K438
失效准则，对有限元预测结果进行修正。

4.1 K438缺口特征件有限元模型

K438 材料缺口特征件有限元模型如图 6 所

示。在保证准确性的前提下，仅建立引伸计标距段

内的模型。其中，缺口圆棒有限元模型为轴对称模

型，双边缺口平板和双边侧槽平板有限元模型为三

维模型。

4.2 本构模型的有限元预测及修正

由于光滑试样拉伸至工程应力-应变曲线最高

点(失稳点)附近时，因试样发生颈缩而不再适用于

真实应力-真实应变转化公式。故采用多线性本构

模型对光滑试样真应力-真应变曲线进行拟合时，

仅对失稳点前曲线转化的真实应力-真实应变曲线

进行描点，假设材料在失稳点后处于理想塑性。但

真实材料在失稳点后仍会继续硬化，失稳点后理想

塑性假设会导致缺口特征件预测拉伸响应曲线低于

试验结果(预测曲线还未接近试验曲线的最高点就

开始迅速下降，如图 7 所示)，故对多线性本构模型

进行外延修正，并假设材料在失稳点后，以失稳点处

的斜率继续硬化。

为更直观地反映实际数值计算所用外延上、下

限本构模型与光滑试样拉伸试验数据之间的关系，

将外延后多线性本构通过真应力-真应变转化公式

转换为工程应力-应变曲线与试验曲线进行对比，

见图8。可以看到，外延后的上、下限本构可以有效

包裹光滑试样试验结果。

采用带有外延的K438高温多线性本构对缺口

特征件高温拉伸试验结果进行预测，结果如图 9所

图8 上、下限本构模型与试验数据的对比(700℃)
Fig.8 Comparison between upper and lower limit constitutive

model and test data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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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E-R1.5双边侧槽平板

图6 K438缺口特征件有限元模型

Fig.6 K438 notched specimen FEM model

(d) PNT-R2.5双边缺口平板

(c) PNT-R0.9双边缺口平板

(b) BNT-R2.1缺口圆棒

(a) BNT-R0.9缺口圆棒

图5 K438缺口特征件拉伸结果(700℃)
Fig.5 Tensile results of K438 notched specimens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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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K438本构模型预测结果与试验结果的对比(700℃)
Fig.7 Comparison between K438 constitutive model prediction

results and test results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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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将预测所得极限强度与试验平均极限强度数

据进行汇总，结果如表 3 所示。分析图 9 与表 3 可

知，含外延的高温上、下限本构能很好地囊括高温

试验件的分散区间，试验曲线基本被包含在上、下

限本构预测结果之间；从极限强度方面看，预测误

差均在 3.00%左右，最大也仅-5.02%。这说明构建

的高温上、下限本构模型可以有效地描述K438高温

性能。

4.3 断裂模型建立与预测结果修正

具有一定延性的金属断裂形式大多属于韧性断

裂，即断裂是由孔洞的聚合和生长引起的。这些孔

洞是材料中因位错堆积、第二相粒子或其他缺陷而

试样类型

缺口

圆棒

双边缺

口平板

双边侧

槽平板

BNT-R0.9
BNT-R2.1
PNT-R0.9
PNT-R2.5
CE-R1.5

平均试

验强度/
MPa
1 457
1 395
1 131
1 106
1 244

预测强度/MPa
下限

1 379
1 270
1 121
1 077
1 188

上限

1 501
1 380
1 206
1 158
1 280

误差/%
下限

-5.35
-8.96
-0.88
-2.62
-4.50

上限

3.02
-1.08
6.63
4.50
2.89

平均

误差/%
-1.17
-5.02
2.88
0.94

-0.81

表3 K438缺口特征件试验极限强度与

有限元预测结果的对比(700℃)
Table 3 Comparison between K438 notched UTC results

and FEM prediction results (700℃)

图9 K438缺口特征件拉伸结果与有限元预测结果的对比(700℃)
Fig.9 Comparison between K438 notched tensile results and FEM prediction results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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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E-R1.5双边侧槽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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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PNT-R2.5双边缺口平板

0.0 1.0 4.0
应变/%

2.0 3.0

应
力

/MP
a

0
200
400

1000
800
600

1200
(b) BNT-R2.1缺口圆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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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在金属塑性变形的作用下能够长大，直至一

定数量的孔洞聚合起来形成裂纹[4-6]。很多学者已根

据其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断裂准则[7-10]，其中Freu⁃
denthal失效准则[9]、Oyane准则[10]及Crockroft-Latham
断裂准则[11]等被广泛应用。本文针对K438材料，选

取 Crockroft-Latham 韧性断裂模型，提出了适用于

K438材料高温性能的断裂准则。

根据Crockroft-Latham模型，第一主应力是引起

断裂的主要原因，在一定的应变速率和温度下，当

第一拉伸主应力沿应变路径的积分值达到损伤阈

值时，材料就发生了失效断裂。Crockroft-Latham断

裂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0
ε̄f σ1

σ̄ dε̄ =C1 (3)
式中：ε̄ f 为发生断裂时的等效塑性应变，σ1为第一主

应力，σ̄为Mises等效应力，C1为与材料相关的损伤阈

值。本文认为，达到极限强度时对应的等效塑性应

变为积分上限，用以确定C1值，从而判断有限元预测

曲线失效点，对所获得的极限强度预测结果进行修

正。

由于分别针对最高和最低光滑拉伸试验曲线

拟合了上、下限弹塑性本构模型，因此需针对高温

上、下限本构分别计算C1。基于已有的有限元计算

结果，C1的具体计算方法为：

(1) 从现有缺口件的极限强度预测结果中选

择预测误差最小的一条曲线作为基准。

(2) 在ANSYS时间后处理器中，读取缺口件模

型中缺口根部的最外侧结点的最大主应力与Mises
等效应力及 Mises 等效塑性应变，并计算最大主应

力和Mises等效应力的比值。

(3) 进行数值积分，计算达到极限载荷时的C1，

并将其作为该本构下的阈值。

(4) 重复上述步骤，对其他曲线进行数值积

分，获取达到C1时的时间步。

(5) 判断积分值达到C1时的时间步是否越过最

大载荷对应的时间步。如是，则预测的最大载荷即

为极限预测载荷；如否，则达到阈值时刻的载荷即

为极限预测载荷。

经过上述步骤获取的C1结果如表4所示。采用

相应的C1对所有预测极限载荷进行修正，获得修正

后的极限强度与误差如表5所示。

表5中灰底数据为判断C1的基准预测曲线对应

的极限强度，表中箭头标识出采用断裂准则修正后

的数据变化趋势。分析表 5可以看出，对于下限本

构预测曲线，除BNT-R0.9缺口圆棒试样外，其余试

样采用断裂准则判断失效时的载荷时间步均在预

测曲线的最大载荷点对应的时间步之后，故预测极

限强度不变，预测误差并无改善。对于上限本构预

测曲线，部分试样采用断裂准则判断失效时的载荷

时间步在预测曲线的最大载荷点对应的时间步之

前，说明这些拉伸预测曲线并不能到达曲线的最高

点，预测极限抗拉强度有所下降；由于原上限本构

预测极限强度普遍偏高，因而修正后的预测误差有

所下降。

综上所述，采用Crockroft-Latham断裂准则对于

K438高温失效行为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文中确定的

断裂模型参数可合理地描述K438高温断裂行为，有

效修正缺口特征件极限强度预测结果。

5 K438缺口件失效行为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K438缺口特征件失效行为，绘制

了室温与高温环境下，应力集中系数与名义屈服强

度、名义抗拉强度的关系，见图 10、图 11。分析可

知：①室温环境下(黑色填充)，随着应力集中系数的

增大，双边缺口平板试样和缺口圆棒试样的屈服强

度均呈现上升的趋势，抗拉强度均呈现微微下降的

趋势。说明室温下随着应力集中系数的增大，缺口

特征件的名义屈服强度上升，但极限承载能力下

降。②700℃高温下，随着应力集中系数的增大，双

边缺口平板试样的名义屈服强度呈现下降的趋势，

抗拉强度呈现上升的趋势；而圆棒缺口件的屈服强

表5 Crockroft-Latham断裂准则修正结果(700℃)
Table 5 Corrective results of Crockroft-Latham rupture (700℃)

试样类型

缺口

圆棒

双边缺

口平板

双边侧

槽平板

BNT-R0.9
BNT-R2.1
PNT-R0.9
PNT-R2.5
CE-R1.5

平均试

验强度

/MPa
1 457
1 395
1 131
1 106
1 244

预测强度/MPa
下限

1 376↓
1 270
1 121
1 077
1 188

上限

1 470↓
1 380

1 201↓
1 158

1 271↓

误差%
下限

-5.56↑
-8.96
-0.88
-2.62
-4.50

上限

0.89↓
-1.08
6.19↓
4.50

2.20↓

平均误

差%
-2.34
-5.02
2.66
0.94

-1.15

表4 K438各本构对应的失效阈值

Table 4 K438 constitutive model related failure threshold value
本构类型

高温
上限

下限

基准曲线

BNT-R2.1预测

PNT-R0.9预测

C1

0.142
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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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化规律与抗拉强度变化规律一致，均呈现上升

的趋势。这说明，屈服强度与抗拉强度变化规律不

仅与构件类型(主要是危险截面大小)相关，而且还

受温度与应力集中系数影响。③应力集中系数相

同时，700℃高温下缺口特征件的名义屈服强度均低

于室温下名义屈服强度，但其抗拉强度的变化规律

并不一致，缺口平板件（包括双边缺口平板和双边

侧槽平板）在高温下的的抗拉强度相较于室温下的

有所下降，缺口圆棒件的却有所上升。

6 结论

通过K438光滑试样和缺口特征件的高温准静

态拉伸试验，分析了K438缺口特征件的拉伸试验失

效行为。根据试验结果，建立了 K438 高温下外延

上、下限本构模型，对K438缺口特征件高温下拉伸

变形行为进行了预测。进一步确定了基于 Crock⁃
roft-Latham断裂模型下的K438高温断裂模型参数，

对预测结果进行了修正。结果表明：

(1) 采用上、下限本构来表征K438材料性能的

分散范围进而降低预测误差的方法行之有效，对

K438缺口特征件极限强度的上、下限平均预测误差

不超过5.02%。

(2) 基于 Crockroft-Latham 断裂模型建立的

K438高温断裂模型，能够很好地降低K438上限本

构的估计误差，但对下限本构偏低预测曲线基本无

修正效果。

(3) K438 材料的失效行为受多方面影响，温

度、应力集中以及几何形状均对材料的屈服强度与

抗拉强度有一定影响，且影响规律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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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应力集中系数与屈服强度的关系图

Fig.10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 and
yield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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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应力集中系数与抗拉强度的关系图

Fig.11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 and
tensile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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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射流核心区控制的数值分析与试验验证

耿卫民 1，吴 锋 1，3，王娟娟 2，冯旭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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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 710072)

摘 要：为研究高空射流核心区的变化规律，分析了不同模拟马赫数/高度状态下高空射流核心区的物理本质和影响

因素。通过理论分析和CFD计算确定了建立自由射流试验需满足的进排气条件，获得了亚声速下喷管出口的核心区

角度、超声速下不同马赫数典型流态的临界压比及其随喷管设计马赫数的变化趋势，以及自由射流试验中压力和马

赫数等参数的模拟偏差对核心区的影响规律。最后，利用自由射流高空模拟试验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为自由

射流高空模拟试验研究提供了技术参考。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进气道；进发匹配；高空模拟试验；自由射流；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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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analysis and test verification of high altitude
jet core area control

GENG Wei-min1，WU Feng2，3，WANG Juan-juan2，FENG Xu-dong2

(1.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Mianyang 621000，China；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ltitude Simulation Laboratory，Mianyang 621000，China；3. College of Power and Energy，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710072，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variation of jet core area, the physical essenc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jet
core area under different simulated Mach number/altitude conditions were analyzed.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calculation, the inlet and exhaust conditions for establish⁃
ing free jet test were obtained. The angle of nozzle exit core area at subsonic speed, the critical pressure ra⁃
tio of typical flow pattern at different Mach number at supersonic speed and its variation trend with nozzle
design Mach number were obtained. The influence law of simulation deviation of parameters such as pres⁃
sure and Mach number on core area in free jet test was also obtained. The correctness of the theoretical anal⁃
ysis was verified by the free jet high altitude simulation test, which provided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the free
jet high altitude simulation test research.
Key words：aero-engine；inlet；inlet-engine match；high altitude simulation test；free jet；core zone

1 引言

进气道与发动机能否良好匹配是衡量飞机性能

的重要因素 [1]。带进气道-发动机的航空发动机进

发匹配试验能够进行飞机进气道与发动机的相容性

验证，被认为是当前开展飞发一体化工作的有效研

究手段[2]。

美国和英国为适应多型进气道/发动机研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分别在阿诺德工程发展中心

(AEDC)和英国国家燃气涡轮研究院(NGTE)，相继建

成了各自的自由射流高空模拟试验舱[3-9]，成功进行

了不同飞行条件下进气道/发动机一体化高空模拟

试验研究。试验中通过调节自由射流喷管不同飞行

条件下的温度、压力、姿态和马赫数等参数，模拟符

合条件的进气道进口气流；环境压力则通过调节背

收稿日期：2019-05-12
作者简介：耿卫民(1986-)，男，陕西汉中人，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试验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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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来模拟。试验时试验件必须包络在满足要求的喷

管出口核心区内，通过调节自由射流喷管出口气流

与进气道进口界面上流场的一致性来模拟真实飞

行。一方面在给定喷管出口尺寸条件下，得到自由

射流喷管出口核心区大小随模拟高度、马赫数等参

数的变化规律，为试验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根据不

同的进气道几何尺寸和模拟飞行条件，计算出满足

要求的喷管和试验舱体几何尺寸，为自由射流试验

舱的建设论证提供依据。

在高空射流核心区分析中，核心区大小如何随

进气压力、环境背压、喷管出口面积和温度等参数变

化，试验过程中如何控制这些参数以保证试验的有

效性，以及这些参数的模拟偏差会对核心区大小产

生多大的影响，目前国内外没有公开报道。为此，本

文针对自由射流试验，在不同模拟马赫数和高度下

进行了核心区计算分析，得到了自由射流喷管出口

核心区大小随不同因素变化的影响规律，并通过试

验进行了验证，为自由射流高空模拟试验研究提供

了依据。

2 自由射流核心区分析

2.1 亚声速核心区

自由射流中，气体以均匀速度自喷管出口射出，

在喷管出口外形成射流核心区。当喷管出口处的气

流为亚声速时，其压力与环境压力相同。亚声速自

由射流核心区如图1所示，θ为射流核心区半角。

湍流系数α是表示射流流动结构的特征系数，

反映了喷管出口速度的不均匀程度，其大小直接影

响射流扩散。当湍流系数一定时，射流按一定扩散

角扩展，射流核心区的几何形状就可确定。在射流

核心区的主体段，湍流系数可根据射流轴心速度衰

减公式得到[3]：

α =( 0.48Vx /V0
- 0.145)⋅ d

x (1)
式中：x为射流核心区断面至喷管出口的轴向距离，

Vx为射流轴心速度，V0为射流出口速度，d为喷管出口

当量直径。

当核心区末端的湍流系数确定后，就可根据射

流公式预测核心区半角。对于喷管射流，核心区半

角按如下公式[4]计算：

θ = arctan 0.97α (2)
由以上分析可知，核心区半角与湍流系数相关，

与进气压力、环境压力和出口面积无关。当x一定

时，核心区半角与d成正比，与V0呈正相关，与Vx呈负

相关。

2.2 超声速核心区

超声速下喷管出口气流环境压力与喷管总压之

比[3]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呈现出不同的流态。喷管

出口气流为超声速时会出现波系，在喷管内最靠近

喷管出口的最后一道马赫波与喷管外的压缩/膨胀

波形成了满足要求的超声速气流试验菱形核心区，

当进气道入口被核心区完全包络时，才能模拟进气

道-发动机的真实飞行。

图 2给出了过/欠膨胀工况时激波角β/膨胀角μ
和气流偏转角δ的示意图。气流在喷管喉道处达到

声速，从喉道到喷管出口继续膨胀加速到超声速。

喷管出口压力小于环境压力时，在出口处形成斜激

波以提高压力适应环境压力。此时喷管内靠近出口

的马赫波和喷管外斜激波构成菱形核心区。可以看

到，气流经过斜激波后向内偏折。

激波角可根据喷管出口压力和环境压力计算：

β = arcsin

æ

è

ç

ç

ç
çç
ç

ö

ø

÷

÷

÷
÷÷
÷

p2

p*
(1 + k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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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1
2k

k + 1Ma1
2

(3)

图2 超声速过/欠膨胀工况的试验菱形区

Fig.2 The shock wave angle and deflection angle of over/
less-expanded supersonic free 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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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亚声速自由射流核心区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subsonic free jet cor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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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2为激波后压力，p*为气流总压，k为气体比热

比，Ma1为波前马赫数。

喷管出口压力高于环境压力时，气流在喷管出

口处将继续膨胀，直到射流边界上的气流压力等于

环境压力为止。此时，喷管出口壁面边缘相当于扰

源，产生膨胀波，由喷管内马赫波和喷管外膨胀波形

成菱形区。膨胀角的计算公式为：

μ = arcsin 1
Ma (4)

通过计算，可以得到不同马赫数下过膨胀和马

赫反射流态的临界压比，记为KRM，完全膨胀时对应

的压比记为KCE。图 3 是不同流态下压比随马赫数

的变化图。可看出，不同流态的压比随马赫数的增

加而减小；流态从过膨胀、完全膨胀到欠膨胀变化

时，压比逐渐减小。

由图 3及前述分析可知：当环境压力与喷管内

总压之比(以下简称为压比)K >KRM 时，喷管外出现

马 赫 反 射 、喷 管 出 口 强 斜 激 波 等 流 态 ；当

KCE <K≤KRM时，喷管外出现过膨胀流态；当K <KCE
时，喷管外为欠膨胀流态。表 1给出了不同马赫数

下三种喷管出口流态的压比值及波角范围。需说

明，理论上只要压比大于完全膨胀时对应的压比，就

将进入过膨胀流态，管口外将出现斜激波。

依据GJB 4879-2003[10]规定，试验时进口总压和

舱压分别出现-1%、+5%和+1%、-5%模拟偏差的曲

线随着马赫数的增大接近完全膨胀曲线。实际中由

于试验设备能力限制，供气总压不可能过大，所以压

比不可能无限小。喷管出口进入过膨胀流态时，喷

管外出现最小激波角对应的斜激波；随着压比减小，

激波角增大，激波强度增加，出现最大激波角。舱压

出现+5%模拟偏差时的激波角与最小激波角接近。

随着马赫数增大，激波角减小，激波角变化的范围变

大；压比继续减小时，喷管出口进入完全膨胀和欠膨

胀流态。图4给出了表1中马赫数为1.5时的过膨胀

流态的激波角的变化，图中的横坐标为喷管出口的

轴向距离。

压比小于完全膨胀对应的压比时，喷管出口出

现欠膨胀流态，喷管外将形成膨胀波。图 5给出了

不同马赫数下欠膨胀流态的膨胀角。可看出，随着

马赫数增大，膨胀角减小。在满足过膨胀的压比条

件下，压比变化对膨胀波的角度没有影响。由于图

4和图5中的角度是一维计算得到，与CFD计算的角

度有一定偏差。通过比较，偏差均在5%以内。

耿卫民等：高空射流核心区控制的数值分析与试验验证

图4 过膨胀流态下喷管出口激波角示意图(Ma=1.5)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outlet shock wave under

over-expanded flow state (M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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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激波角+5%舱压激波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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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马赫数下三种流态的压比和波角范围

Table 1 The pressure ratio and wave angle for three kinds of
flow state in different Mach number

马赫数

1.2

1.5

1.8

2.1

2.5

喷管出口流态

过膨胀

完全膨胀

欠膨胀

过膨胀

完全膨胀

欠膨胀

过膨胀

完全膨胀

欠膨胀

过膨胀

完全膨胀

欠膨胀

过膨胀

完全膨胀

欠膨胀

压比

0.412～0.455
0.412

<0.412
0.272～0.392

0.272
<0.272

0.174～0.313
0.174

<0.174
0.109～0.260

0.109
<0.109

0.059～0.183
0.059

<0.059

激波角/(°)
57～60

—

—

42～51
—

—

34～46
—

—

29～45
—

—

24～42
—

—

膨胀角/(°)
—

—

56
—

—

42
—

—

34
—

—

28
—

—

24

图3 三种流态下压比随马赫数的变化

Fig.3 The pressure ratio varies with the change of the Mach
number for three kinds of flow state

1.0 1.2 1.6 2.4 2.6
Ma

1.81.4 2.0 2.2

K

0.48

0.24

0.08
0.00

0.16

0.32
0.40

马赫反射与过膨胀临界压比-1%进口总压、+5%舱压对应压比
完全膨胀对应压比+1%进口总压、-5%舱压对应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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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值模拟分析

喷管的计算域及网格如图6所示。在靠近喷管

壁面边界层以及喷管出口压力梯度较大的流动区域

进行了网格加密。喷管进口条件给定为压力进口边

界，给定总静压及总温条件，喷管边界为绝热壁面边

界。采用 FLUENT 软件中的 Realizable k - e湍流模

型。相比基于压力的求解器，基于密度的求解器的

隐式时间算法可在高速可压缩流中给出更精确的计

算结果 [3]，为此本文选择基于密度求解器的隐式时

间算法。

对于给定的超声速喷管出口马赫数，由面积-
马赫数关系式[5]可得到喷管出口和喉道面积。根据

模拟高度和喷管出口马赫数，由等熵总静压关系式[5]

给定总压。表2分别给出了亚声速/超声速下，不同

马赫数/高度下的进口总压和环境压力。

图7(a)示出了相同模拟高度不同马赫数下射流

出口马赫数和压力沿射流方向的变化。图中，Ma为
射流马赫数，Ma0为射流出口设计马赫数，pb为相应

高度的环境压力，ps为射流压力；射流流场的环境压

力对应的模拟高度均为 10 km；实线和虚线分别代

图5 不同马赫数欠膨胀流态的膨胀角

Fig.5 The expanded wave angle of less-expanded flow state
under different Mach number

y /m

5

10

0

-5

-10
-6 0 12 24 30

x/m
186

Ma=1.2
Ma=1.5
Ma=1.8
Ma=2.1
Ma=2.5

图6 喷管计算域及网格

Fig.6 Computational domain and mesh of nozzle

压力进口

压力出口

表2 不同高度和马赫数下的进口总压和环境压力

Table 2 Inlet total pressure and ambient pressure at different
altitudes and Mach number

高度/km

10

4
10
16

11

7
9
11

马赫数

0.4
0.6
0.8

0.8

1.6
1.8
2.5

2.5

进口总压/Pa
29 589
33 801
40 395
93984
40 395
157 81
978 45
130 460
163 309
703 515
526 565
387 695

环境压力/Pa

26 500

61 660
26 500
10 353

22 700

41 105
30 801
22 700

压比

—

—

—

—

—

—

0.232
0.174
0.139

0.058

(b) 高度

图7 模拟马赫数和高度对射流出口马赫数和

压力沿射流方向变化的影响

Fig.7 Mach number and pressure along the jet direction
under different simulated Mach number and al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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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沿射流方向Ma/Ma0和 ps /pb的变化。喷管出口处

ps /pb=1、Ma/Ma0=1，即喷管出口处压力为环境压力，

速度达到了射流设计马赫数。在 x/d =8.7 处，

Ma/Ma0<1，速度开始衰减，动量传递到了环境介

质。图 7(b)为Ma0=0.8时不同模拟高度下马赫数和

压力沿射流方向的变化。喷管出口处 ps /pb =1、
Ma/Ma0=1，即喷管出口处压力为环境压力，速度达

到了射流设计马赫数。在x/d=8.7处，Ma/Ma0<1，速
度开始衰减。从图 7的计算结果可看出，喷管出口

气流为亚声速射流时，核心区大小不随模拟高度和

马赫数变化。

图8示出了喷管出口不同流态下的马赫数与压

力云图。由图8(a)可看出喷管外产生了连续相交的

斜激波。理论上，完全膨胀时超声速气流顺利排出

喷管，不产生激波或膨胀波系；但在图8(b)中可见微

弱的压缩波波系，这是因为喷管内的膨胀波在喷管

出口外的边界层上发生反射，形成了汇聚的微弱压

缩波。从图 8(c)可见，气流在出口处出现了由喷管

内马赫波反射形成的微弱膨胀波系，气流在膨胀波

系后加速膨胀。

图9示出了完全膨胀流态下喷管出口马赫数为

1.6时的马赫数云图。计算表明，喷管内及喷管外出

现了不同的波系，核心区马赫数的不均匀度小于

3%。由以上分析可知，压比小于完全膨胀对应的压

比5%出现欠膨胀流态时，核心区变小。

4 试验验证

试验时依据GJB 1179-1991[11]中对风洞流场品

质的规定，选取喷管出口截面高度和宽度方向各2/3
的区域考察马赫数的均匀度，确定核心区大小。试

验时采用位移机构进行五孔探针位置实时移动扫

掠，图 10为探针扫掠轨迹示意，图中 L为位移机构

距离喷管出口的最大位移。如图所示，对x方向5个

截面的半高和半宽位置进行详细的动态慢速扫掠，

以确定马赫数均匀区范围。

图 11给出了Ma=1.6时欠膨胀流态下喷管出口

耿卫民等：高空射流核心区控制的数值分析与试验验证

图9 完全膨胀流态下的马赫数云图(Ma=1.6)
Fig.9 Contour of Mach number and pressure in

optimal-expansion (M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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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不同流态下的马赫数与压力云图

Fig.8 Contour of Mach number and pressure under
different flow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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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五孔探针扫掠轨迹

Fig.10 The five probe sweep traj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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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面的马赫数分布，从图中可清晰看到喷管出口

形成的核心区和较为明显的膨胀波边界。气流经

过膨胀波加速，在喷管轴心的中心位置两道膨胀波

相交，随后发生反射，一直延伸到射流边界。出口

马赫数为 1.6 且喷管处于欠膨胀流态时，膨胀角为

38.7°。
图 12示出了不同马赫数下喷管出口总压沿喷

管高度方向的分布。试验中取α=0.07～0.08。从图

中可看出，附面层位置外的区域出口压力较为稳

定。

5 结论

(1) 自由射流为亚声速时，湍流系数一定就可

确定核心区大小。

(2) 自由射流为超声速时，对于过膨胀、完全

膨胀和欠膨胀三种典型流态，压比随马赫数增大而

减小，随高度不变；在完全膨胀和欠膨胀下，核心区

大小不随背压和进气压力改变。

(3) 超声速射流实际使用中应尽可能接近完

全膨胀流态。环境压力小于喷管出口压力 5%出现

欠膨胀流态时核心区变小，此时喷管出口核心区之

外的区域能够满足压力和马赫数的偏差在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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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不同马赫数下喷管出口总压沿喷管高度方向的分布

Fig.12 Nozzle outlet pressure distribution along the nozzle
height direction under different Mach number

220 180 20
z/mm140 100 60

Ma=0.5
Ma=0.6
Ma=0.8
Ma=1.4

p t
/kP

a

20

40

60

80

图11 喷管出口各截面马赫数分布(Ma=1.6)
Fig.11 Each section Mach number distribution of

the nozzle exit (Ma=1.6)

y/mm
60

40
20

0

80
1.55

1.60
1.65

1.70

Ma

0

-50
-100
x/mm

51



第 34 卷 第 2 期 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 Vol.34, No.2
2021 年 4月 Gas Turbine Experiment and Research 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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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的发展现状及应用前景

王 鹏，鞠 新，郑天慧，泰樱芝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

摘 要：介绍了混合电推进系统的概念，以及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欧洲空中客车集团和俄

罗斯中央航空发动机研究院为代表的国外组织在混合电推进系统领域的主要研究项目和发展现状，最后分析了混合

电推进系统在城市空中交通、支线/干线客机、通航飞机等民用领域和忠诚僚机、高空长航时无人机、运输机和远程轰

炸机、下一代战斗机等军用领域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混合电推进系统；电气化推进系统；航空发动机；绿色航空；分布式推进系统；忠诚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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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atus and future applications of
hybrid electric propulsion systems

WANG Peng，JU Xin，ZHENG Tian-hui，TAI Ying-zhi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The concept of hybrid electric propulsion as well as the hybrid electric propulsion programs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foreign companies or institutes including NASA, AFRL, Airbus and CIAM were intro⁃
duced. Then future applications of hybrid electric propulsion for both civil aviation including urban air traf⁃
fic, regional/trunk aircraft as well as general aviation and military aviation including loyal wingman, high-al⁃
titude long-endurance UAVs, conveyor and long-distance bomber as well as next-gen fighter were analyzed.
Key words：hybrid electric propulsion system；electrified propulsion system；aero-engine；

green aviation；distributed propulsion system；loyal wingman
1 引言

燃油成本不断上涨，航空运输业面临巨大成本

压力。同时，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国际民航

组织(ICAO)、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欧洲航空

安全局(EASA)等机构为代表的航空机构，正在制定

越来越严苛的环保要求，以减少商用飞机对环境的

影响。因此，航空工业当前的终极目标是完美运行

具有良好经济和环境效益的飞机，减少对化石燃料

的依赖性[1]。

飞机环保性能提升的关键在于推进技术的突

破。对于燃气涡轮发动机，虽然每次技术进步都能

带来燃油效率的大幅提升，但是目前性能最好的涡

扇发动机只能使用燃油 40%的潜在能量，而正在研

发的新一代涡扇发动机——变循环发动机也只能利

用 55%～70%的燃油能量[2]。要想进一步提升推进

系统的燃油效率，必须将目光投向燃气涡轮发动机

之外的新型推进系统。

近年来，以电气化为代表的新一轮能量系统技

术革命正在重构全球航空与地面运输产业格局，电

推进技术更是被看作航空工业进入“第三时代”的重

要标志 [3]，获得了世界主要航空强国的高度关注。

航空推进系统的电气化有多种实现路径，其中受当

前电池能量密度水平所限，混合电推进系统是近中

期重点研究方向。混合电推进技术在汽车行业已经

被广泛采用，并验证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技术。美、欧

政府均将混合电推进系统视为有潜力在 2030年后

投入使用的、具有前景的民用航空动力解决方案，并

收稿日期：2020-06-08
作者简介：王 鹏(1989-)，男，河南孟州人，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情报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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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组织飞机系统集成商和动力厂商积极开展探索

和研究 [4]。此外，混合电推进系统在军事上的应用

也在加速推进之中。

2 混合电推进系统

航空电气化推进系统主要包括6种结构形式[5-6]，

如表1所示。其中，全电推进系统受电池技术限制，

当前的主要应用场景局限在轻型运动飞机、通航小

飞机以及短距低速通勤飞机等；涡轮电推进系统和

部分涡轮电推进系统对电机要求较高，目前的研究

主要针对2035年前后的大型客机这一中远期规划；

混合电推进系统为近中期的研究重点，串联式和并

联式混合电推进系统主要针对 2025年前后服役的

支线客机，而混联式混合电推进系统由于结构更为

复杂，相关研究较少。

混合电推进系统是以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和电

池共同提供能源的推进系统。其中，航空燃气涡轮

发动机将化学能转换为机械能/电能，与电池储存的

电能一起提供能源，单独或共同驱动推进器从而产

生推力。混合电推进系统与传统航空发动机的区别

在于：一是其产生动力的能源来源是燃气涡轮发动

机和电池的组合；二是其输出的推力可以由多个独

立推力系统共同工作实现，可以是风扇，也可能是螺

旋桨。

3 发展现状

3.1 NASA
3.1.1 电气化飞机推进系统(EAP)研究

NASA航空研究任务指挥部给出的 6个战略主

推力中，有1个为向低碳推进过渡，即研究可立即使

用的替代燃料并探索低碳推进技术，这正是EAP研

发的主要动因 [7]。NASA对运输类飞机电推进系统

的研究已有 10多年，目前正在开展EAP研究，目的

是为窄体飞机寻求1个以上的可靠EAP方案并识别

相关先进关键技术，改善商业运输飞机的耗油率、排

放和噪声水平。

美国 GE 公司、波音公司及联合技术公司均承

接了 NASA 的研发合同，以探索潜在的 EAP 方案。

其中，GE公司之前已验证过能够从F110军用涡扇

发动机中抽取 1 MW电功率的电机技术；联合技术

公司计划在2022年进行2 MW混合电推进验证飞机

的首飞。此外，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

学、NASA 格林研究中心等机构也在 NASA 的牵引

下，就电机、转换器、材料和测试等关键技术开展了

研究。

通过飞机方案设计研究及尖端技术进步，NASA
的EAP方案的可靠性得到大幅提升。其中，部分涡

轮电和并联式混合电推进候选方案有望在 2035年

投入使用，而更远的目标是实现全涡轮电推进。下

一步，NASA将把精力集中在几种成熟度更高的方

案上，并准备开展飞行验证。

3.1.2 亚声速固定翼飞机(SFW)计划

针对未来航空业面临的最大挑战——绿色环

保，NASA还启动了一系列重点关注绿色航空的计

划，主要包括SFW计划、基础航空计划、综合系统研

究计划、空域系统计划、航空试验计划等，通过各个

层级、各个方面的努力促进绿色航空的最终实现。

其中，SFW计划聚焦研发具有明显节能减排特性的

下一代亚声速固定翼飞机，其具体框架如图1所示。

SFW 计划中，系统级技术指标分三个阶段实

现，如表2所示。其中，技术优势指的是行业技术成

熟并应用后能取得的优势，N+1 和 N+3 代以配装

CFM56-7b发动机的波音737-800为基准，而N+2代

以配装GE90发动机的波音777-20为基准。N+3代

主要是针对 2030～2035年投入使用的商用亚声速

运输飞机开展先进方案研究，近期有望取得突破。

波音公司、GE公司、联合技术公司、麻省理工大学和

图1 SFW战略框架

Fig.1 Strategic frame of SFW

战略重点 战略目标 系统级指标

能量效率

环境兼容性

降低航空运输的能量

强度

���降低飞机对机场周

围空气质量的影响

���将飞机噪声限制在

机场范围之内

���减少飞机运行对全

球气候的影响

� 燃油燃烧

� 能量效率

� 氮氧化物排放

� 其他低温氧化物排放

� 飞机认证噪声

� 巡航氮氧化物排放

� 寿命循环单位能量使

用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战略重点 战略目标 系统级指标

表1 航空电气化推进系统主要结构形式

Table 1 Main structure forms of electrified propulsion systems
全电推进系统

混合电推进系统

涡轮电推进系统

部分涡轮电推进系统

串联式混合电推进系统

并联式混合电推进系统

串/并联(混联)式混合电推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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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罗公司等都开展了多种方案的研究。NASA对

目前的方案进行梳理发现，主要的技术挑战集中在

降低阻力、减轻质量、减少排放和噪声，主要的研究

领域或关键技术包括定制化机身、弹性机翼、高效小

型燃气发生器、混合电推进系统、推进系统机身一体

化、替代燃料等。

针对混合电推进系统，NASA 目前主要有两种

方案，一种是单个风扇具有两种功率源，另一种是多

个解耦的风扇共享一个单功率源，但总体思路都是

逐步从传统动力过渡到混合动力，最终实现全电动

力。NASA针对两种方案都开展了先进方案研究，

如开展的N3-X飞机方案研究，以及支持波音和GE
联合承担的亚声速超绿色研究(SUGAR)计划[8]。

自 2008 年以来，波音和 GE 都参加了 NASA 的

SUGAR 计划，合作研究将混合电推进系统应用于

B737级别飞机，以期满足2030～2035年开始服役的

B737级别窄体客机的节能减排目标，波音公司负责

研究飞机，GE则负责发动机。GE公司分别在名为

gFan和hFan的项目下开展了一系列设计，以提升先

进涡扇发动机和混合电力动力装置的技术水平。其

中，hFan是一种混合电推进系统，涵道比达18，能够

在全燃气涡轮、全电力或混合模式下工作，其结构示

意如图 2所示。相比CFM56发动机，在燃气涡轮模

式下耗油率降低 28%，在全电力模式下耗油率则降

低100%。

目前，波音公司已经从NASA获得了进一步研

究N+4代飞机(即SUGAR计划的第二阶段)的经费支

持。主要研究任务包括：

(1) N+4 研究——液化天然气方案的缩尺性

能，技术方案路线图(液化气发动机、系统和结构，无

涵道风扇和先进螺旋桨，混合电推进发动机和电池

等)；

(2) 混合电推进系统优化——结构发展与

NPSS建模；

(3) 桁架支撑翼状态——总体质量结构发展

(机翼多学科设计优化，机翼设计与分析，机身和机

翼有限元分析)，风洞方案。

对于未来宽体客机，NASA探索了全复合材料、

层流、翼身融合体的N3-X飞机概念 [9]，其最突出的

特点是采用了涡轮电分布式推进系统(TeDP，图 3)。
TeDP将产生推进力的装置与产生动力的装置分开，

由两台安装在翼尖的涡轴发动机驱动超导发电机产

生电能，并驱动15台嵌入机身的超导电动推进器产

生推力。N3-X飞机的耗油率比波音 777-200LR飞

机降低70%以上。

NASA 认为，分布式推进的优点主要体现在推

进装置沿翼展方向分布，使得飞行器总体效率最大

化，从而提高升力、减少阻力或减轻飞机质量。此

外，涡轮电分布式推进系统还具有可缩放性，双发配

置下，通过改变推进器数量，可以用于从小型支线飞

机到大型飞机的全机型(图4)。
3.2 AFRL

2017年6月，AFRL披露了一份关于《无人机系统

混合动力与推进系统》的报告[10]，揭示了AFRL发展

表2 NASA亚声速运输系统级指标

Table 2 NASA subsonic transportation system-level index
技术优势

噪声

(相对于Stage4)
低温氮氧化物排放

(相对于CAEP6)
巡航氮氧化物排放

(相对于2005年最好水平)
飞机燃油/能量消耗

(相对于2005年最好水平)

技术代数(技术成熟度为4～6)
N+1(2015)

-32 dB

-60%

-55%

-33%

N+2(2020)
-42 dB

-75%

-70%

-50%

N+3(2025)
-71 dB

-80%

-80%

-60%

图2 GE公司的hFan发动机

Fig.2 GE hFan engine

图3 涡轮电分布式推进系统

Fig.3 Turbo-electric distribution propulsion system

其他应用：
电动执行机构等

涡轴发动机
风扇转
速电机

分布式风扇

冷却源(3种
选择)

变流器

低温冷却

高速发电机
高温超导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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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电推进无人机系统规划。为了发展经济可承受

的、一体化的小型无人机系统，AFRL下属航空航天

系统指挥部动力与控制分部希望通过加强混合电推

进系统来增加小型无人机的航时，提高额外负载功

率，实现作战时更为安静，以及提升系统的可靠性。

报告显示，从2016年开始，AFRL就持续开展了

高能安全多功能电池研究，以及高效可重构混合动

力管理/小型无人机系统混合电推进系统研究。在

高能安全多功能电池研究中，计划2018～2020年开

展结构一体化、安全先进的电池研究，2021年开始

对先进的结构一体化电池进行验证。在高效可重构

混合动力管理/小型无人机系统混合电推进系统研

究中，2016～2017 年间开展了高效、安静的螺旋桨

研究，2016～2019开展安静的小型无人机系统推进

系统研究，计划 2020年开展模块化的、安静的混合

动力设计研究，2021年以后开展模块化的、安静的

小型无人机系统混合动力与智能控制研究。计划

2018～2020年开展混合电推进小型无人机系统(空
中发射小型无人机系统用先进混合电动力链)验证

工作，之后还计划于 2021年后开展长航时第 3组可

恢复空中发射小型无人机系统验证。

3.3 空中客车集团

欧盟在FlightPath2050(航迹2050)计划下提出以

2000年水平为基点，在205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

降低 75%、氮氧化物排放降低 90%、噪声降低 65%。

围绕该计划目标，空中客车集团关注并大力支持混

合电推进系统，一方面通过评估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的E-飞机研究项目来研究电力驱动的优势，另一方

面与罗·罗公司共同研究由涡轮发动机驱动集成到

商用客机机翼的分布式推进E-Thrust翼身融合飞机

方案(图 5)。E-Thrust 系统通过一个燃气动力单元

(涡扇发动机连接到发电机)为 6台风扇和能量储存

充电提供电力，并可实现燃气动力单元(产生电力)
热效率和风扇(产生推力)推进效率的独立优化，有

可能改善串联式混合结构总效率和减小燃气动力单

元尺寸。

空中客车集团在2013年巴黎航展上宣布，与西

门子公司和罗·罗公司联合开发基于E-Thrust的混

合电推进系统的E-Airbus 100座级支线客机概念。

E-Airbus有6台电力风扇，每个机翼沿翼展各分布3
台，涵道比(或这种系统的等效数)预计将超过 20。
虽然空中客车集团目前并没有公布 E-Airbus 飞机

方案在2030年达到什么水平，以及与航迹2050计划

目标的对应关系，但作为航迹2050计划的中期动力

解决方案，分布式混合电推进系统将大量采用航迹

2050计划所发展的技术，并预计其具备足够的技术

优势，能够使欧盟在实现航迹2050计划所定环保目

标的征途中迈进一大步。

2017年11月，空中客车、罗·罗和西门子三家公

司宣布将合作研发一款混合电推进飞机E-Fan X。

该机将选用一架BAe146飞机作为飞行测试平台，其

4 台涡扇发动机中的 1 台将被 2 MW功率的电动机

取代[11]。一旦系统成熟性得到验证，另一台涡扇发动

机也将被电动机取代。2020年4月，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E-FAN X项目被迫终止，然而罗·罗公司明确

表示将继续独立完成发电系统的地面测试工作。

3.4 俄罗斯中央航空发动机研究院(CIAM)
2017年7月，CIAM在莫斯科航展上宣布了首个

混合电推进系统研究计划，并展出了500 kW级混合

电推进系统的概念模型[12]。该推进系统结构特点是

由燃气涡轮带动发电机发电，然后由电动机驱动 6
叶螺旋桨旋转；当燃气涡轮或发电机发生故障时由

备份电池提供动力。该系统将采用俄罗斯初创公司

提供的SuperOx超导材料，这种材料质量很轻，可在

高能量下工作，能减少电磁干扰，但还需要进一步的

图4 涡轮电分布式推进系统的应用范围

Fig.4 Application of turbo-electric distribution propulsion
system

图5 E-Thrust概念方案

Fig.5 Concept of E-Th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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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验证。如果能获得俄罗斯联邦政府资助，则有

望在未来 3年内完成 500 kW混合电推进系统验证

机的飞行试验，随后开展用于19座飞机的2 000 kW
级动力系统的飞行试验验证，其动力系统由 4 台

500 kW发动机的组合动力或 1台 2 000 kW发动机

提供动力。

4 应用前景

4.1 民用航空

4.1.1 城市空中交通

城市空中交通旨在为市民提供安全、便捷、舒

适的城市空中出行方式。未来，随着城市人口的不

断聚集和地面交通的日益拥挤，城市空中交通具有

巨大的市场需求。城市空间局限性高，垂直起降是

城市空中交通飞行器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对于垂

直起降飞机，垂直起飞所需功率远高于巡航所需功

率，而混合电推进系统可以完美解决功率匹配的问

题[13]。此外，低噪声、低排放和低油耗也是未来空中

交通飞行器发展的重要方向。为此，以空中客车集

团为代表的相关厂商正在研发基于全电或混合电

推进系统的垂直起降飞行器(图6)，验证其作为未来

城市空中交通平台的潜力。

4.1.2 支线/干线客机

目前，航空制造商和有关科研机构均对混合电

推进支线客机的研究不遗余力，如NASA于 2017年

发布的单通道带后置边界层推进的涡轮电动推进

飞机 STARC-ABL和飞马混合电推进概念设计[7，14]。

而针对干线客机，NASA也开展了N3-X飞机概念设

计，采用涡轮电分布式推进系统。在日益严苛的环

保目标的不断逼近下，混合电推进支线客机预计

2025年左右实现首飞和服役，干线客机预计2035年

前后投入使用。

4.1.3 通航飞机

通航飞机应用广泛，可用于包括运动、观光、农

业、林业、救援、消防等在内的多个领域，目前发展势

头迅猛[15]。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研制的锐翔双座电动

飞机RX1E于2013年首飞，2015年取得中国民航局

生产许可证，是世界上第一款获得民航当局适航审

定的电动飞机，但受电池技术挟制其航程和航时有

限。而 2019 年 10 月首飞的锐翔四座电动飞机

RX4E，也仅能实现300 km航程和90 min航时，只能

满足部分应用场景需求。采用混合电推进系统可大

大改善这一情况，使其应用场景得到进一步拓展。

4.2 军用航空

4.2.1 忠诚僚机

随着作战模式的演进，无人机集群作战正成为

未来空中作战的重要趋势。美国空军开展了长僚

协同与忠诚僚机计划：无人机与F-35战斗机编队飞

行，充当F-35的前伸的传感器、射手和诱饵。美国

对于XQ-58A等忠诚僚机，考虑其需要搭载传感器

和武器以支撑有人机，计划采用混合电推进系统。

此外，随着F-35系列战斗机不断投入使用，F-16战

斗机即将大规模退役，故美国空军正在将F-16战斗

机改装为忠诚僚机无人机，而采用混合电推进系统

能大大改善F-16的航程、机动性等特性。

4.2.2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

未来空战模式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将会发挥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混合电推进系统可实现 20 km
以上的高空飞行，实现更长的续航时间，且兼具一

定的机动性，能够大大提升无人机的生存性，将是

高空长航时通信中继无人机或侦察机极有潜力的

备选动力装置[16]。目前，美国空军已经将混合电推

进系统应用于小型侦察无人机，且正计划将混合电

推进系统应用于MQ-9捕食者和RQ-4全球鹰等高

空长航时无人机。

4.2.3 运输机和远程轰炸机

采用混合电推进系统可以很容易实现短距/垂
直起降，这对于陆军作战期间战地物资、受伤人员

等的运输保障非常重要。此外，随着混合电推进系

统在民用航空领域的兴起，其在大型运输机、远程

轰炸机等机种中的应用也显露出较大的潜力。低

油耗、长续航、低噪声和较当前动力更高隐身性的

特性，正是未来大型运输机和远程轰炸机动力的发

展目标。

4.2.4 下一代战斗机

2019年，美国VAATE计划转入后续ATTAM(支

图6 空中客车集团城市空中交通概念图

Fig.6 Urban air traffic concept of Air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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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经济可承受任务能力的先进涡轮发动机技术研

究)计划，下一代战斗机发动机中将整合热管理、发

电技术和推进技术，重点研究能支持激光武器、定

向能等兆瓦级电力负荷的技术[17]。借此推断，下一

代战斗机发动机极有可能具备多电发动机或电气

化推进系统等特征。

AFRL 在推进混合电推进系统发展的同时，因

其绝大部分技术与多电发动机技术相通，故经过验

证的技术将引入多电发动机中使用[10]。这说明，美

军是混合电推进系统与多电发动机同步推进。

5 结束语

以 NASA、AFRL、空中客车集团、罗·罗公司和

CIAM为代表的著名航空制造商及相关研究机构，都

针对混合电推进的发展制订了明确的规划，开展了

广泛的验证研究。混合电推进系统是迈向全电推进

系统的重要过渡阶段，并将持续到电池能量密度与

液态燃料持平之时 [18]。相关资料表明，2020～2035
年，各类混合电推进飞机将陆续实现首飞和服役。

目前看来，混合电推进系统是推动民用航空进

入可持续发展的最具潜力的推进系统方案，同时也

对军用航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混合电推进

系统长续航、低噪声、高机动的特性，使其成为忠诚

僚机、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等军事应用的最佳之选，

而其高效的能量管理又满足定向能武器和下一代

战斗机动力的需求。此外，电传输相较于机械传输

更为灵活，加之分布式推进系统能够实现更好的飞

机/发动机一体化，因此混合电推进系统还将促生一

批结构新颖、作战效能更高的新型军用飞机。

我国较世界航空先进国家在燃气涡轮发动机

领域存在较大代差，但就混合电推进系统而言，当

前与其他国家几乎处在同一起跑线。为此，有必要

通过合理规划，集中突破超导材料、超冷技术、电池

技术、能量管理等关键技术，加快研发验证步伐，抢

占混合电推进系统发展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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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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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川是我国重要的航空发动机研发制造基地之一，其航空发动机产业的发展将对我国整个航空发动机产业

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分析研究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很有意义。基于SWOT分析法，对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

现状进行了剖析；然后采用“长中短名单”模型分析方法，对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的技术路线进行了探讨，得出了

四川航空发动机及零部件技术路线图，为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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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ichuan aero-engine industry
LI Zhi-qiang1，CAO Xiu-quan2

(1. Sichuan Aviation Industry Bureau，Chengdu 610041，China；2.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Zigong 643000，China)

Abstract：Sichua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bases of aero-engine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Sichuan aero-engine industry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at of the whole
aero-engine industry in China. Therefore, it is meaningful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Sichuan aero-en⁃
gine industry. Based on the SWOT analysis method, the present status of Sichuan aero-engine industry was
analyzed. The "long, medium and short list" model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discuss the technical route
of Sichuan aero-engine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technical road map of Sichuan aero-engine and parts is
obtained, which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chuan aero-engine industry.
Key words：Sichuan aero-engine industry；SWOT analysis method；long medium and short list；

technical route；development trend
1 引言

航空发动机产业是航空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战略性高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科学技

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发展航空发动机产

业既是我国航空产业快速发展的根本保障和适应世

界新军事变革的需要，也是促进我国科技进步和产

业升级的重要手段[1]。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十分重视航空发动机产业的

发展，始终将其视为国家的核心技术加以保护，即使

是西方国家之间也对其核心技术实施严格保护，对

我国更是实行严格的技术封锁[2]。全球军用航空发

动机市场，基本形成了美、英、法、俄、中等寡头垄

断。而民用航空发动机市场寡头垄断程度更深，基

本被美国的GE、P&W和英国的R·R及其由他们主

导或合资成立的CFM国际、IAE公司所垄断，占据该

市场的份额高达 96.26%[3]。特别是 2008年后，西方

主要发达国家启动“再工业化”进程，航空发动机产

业高端制造技术回流至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强

了对我国在航空发动机产业高端制造技术方面的封

锁，阻碍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4]。

我国航空发动机的研发制造起步较晚，基础薄

弱，直至上世纪末才基本形成研发、制造、试验、维修

收稿日期：20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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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体系，与国外的差距较大。四川航空发动机

产业发展与国家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基本同步，现

在初步形成了以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公司为制

造龙头的航空发动机生产制造体系，以中国航发四

川燃气涡轮研究院为设计、试验龙头的航空发动机

研发、试验体系，以国营川西机器厂为代表的航空发

动机维修与再制造企业，初步具备了发展航空发动

机产业链的基础，成为我国重要的航空发动机产业

基地之一，对我国整个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有着重

要影响[5]。

为加快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国家适时启动了

“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重大专项(简称“两机”专

项)，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中国航发成都

发动机有限公司均为重要参加单位。四川抓住国家

实施这一重大战略的契机，依托省内基础雄厚的装

备制造产业整体优势，从抓基础制造能力、协作配套

能力等基础性工作入手，通过承担“两机”专项重大

任务，推动四川航空发动机设计制造能力再上一个

台阶[6]。

本文基于 SWOT(S，优势；W，劣势；O，机会；T，
威胁)分析法[7]，对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现状进

行分析；然后采用“长中短名单”模型分析方法，对四

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的技术路线进行探讨，得出

四川航空发动机及零部件技术路线图，为四川航空

发动机产业发展提出政策建议，对四川航空发动机

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 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SWOT分析

SWOT分析法是通过系统性分析产业的优势、

劣势、外部的机会和威胁等，进而制定相应的发展战

略、计划及对策等的有力工具。目前，四川航空发动

机产业发展既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和百年难遇

之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和威胁，

只有深入剖析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现状，利用优势，

抓住机遇，才能克服劣势，去除威胁，从而迎来新一

轮的发展壮大[7]。为此，基于 SWOT分析法，对四川

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得出了如表 1
所示的结果。可见，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目前的发

展优势在于其多年军机发展形成的基础优势和在中

小型航空发动机方面所形成的研发制造优势；主要

劣势在于民机整机设计研制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发

展模式亟需创新；主要威胁是国际政治环境和经济

形式日趋复杂、行业竞争激烈，关键技术引进困难

等；但同时也拥有国家、地方政策大力支持和国家经

济环境、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等发展机遇。因此，四川

航空发动机产业必将迎来新一轮的大发展[8]。

3 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长中短名单”模型分

析

基于对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现状的SWOT
分析，采用“长中短名单”模型，从国家政策和总体产

业发展趋势、产业基础等现状出发，结合四川省产业

使命、限制条件、承载能力等因素进行分析，从长远

角度选择可发展的产业环节。

3.1 产业发展基本现状

(1) 航空发动机研发制造：主要有以中国航发

成都发动机有限公司为龙头的航空发动机生产制造

单位。该公司是国家多型航空发动机的研发制造

表1 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现状SWOT分析结果

Table 1 SWOT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ichuan aero-engine industry

发展优势

基

础

优

势

发展劣势

(1)民机整机设计研制体系尚未完全形成

(2)技术尚需整合

(3)航空发动机人才边引进边培养边流失问题突出

(4)发展模式

亟需创新

发展机会

(1)军民融合促进发展

(2)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发展

(3)国家战略实施有利于发展

(4)国家经济环境机遇

(5)四川省政策支持

(6)四川省经济发展机遇

(7)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发展威胁/风险

(1)国际政治环境威胁

(2)国际经济形势威胁

(3)竞争激烈风险

(4)关键技术引进困难

(1)具有国内较为完整的航空发动机产业链与配套产业体系

(2)具有国内领先的航空发动机设计和试验研究优势

(3)具有国内较强的先进研发能力优势

(4)具有中型航空发动机批量生产的经验

(5)对外合作经验丰富

①企业市场准入门槛较高

②配套企业深度合作机制没有形成

③航空产业与航空发动机研发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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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同时参与了中国民用航空发动机的研制项目[9]，

以及航空发动机零部件的国际转包生产，转包生产

产品涉及GE、P&W、R·R等公司多个型号民用航空

发动机。

(2) 航空发动机试验与研究：主要有中国航发

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该院是我国航空发动机预先

研究、型号研制和大型试验研究基地，始终坚持以预

先研究和基础研究为先导，搭建了从预先研究通往

型号研制的桥梁，承担了国家重点型号研制任务，拥

有较为完整的航空发动机设计、试验研究体系和数

据库。

(3) 航空发动机维修：主要有国营川西机器厂、

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公司、四川国际航空发动

机维修有限公司等企业，具备了较强的航空发动机

维修能力；同时，航空发动机再制造技术进展较快，

也具有航改燃机能力。

3.2 产业选择模型

产业选择采用图 1所示的“长中短名单”模型。

该模型主要包括三大步骤：①确定待选产业领域长

名单；②确定待选产业领域中名单；③根据评价标准

建立产业优选评价模型指标体系，对细分产业领域

进行优选评价，确定产业短名单。基于“长中短名

单”模型分析方法，对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进行分

析，分别确定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长中短名单。

3.2.1 长名单选择

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长名单在SWOT分析

和产业选择模型基础上建立，其发展方向为立足于

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现状、定位于军用航空动力与

民用航空动力协调发展。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

展，要充分发挥航空发动机研发、制造、试验优势，大

力突破技术瓶颈；大力发展大型军民用航空发动机；

打造航空发动机的保障、维修与工程服务的全产业

链体系[10]。因此，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长名单

如表2所示。

3.2.2 中名单选择

在确定的产业发展长名单基础上，根据前文的

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 SWOT分析，结合四川航空发

动机产业优势、基础、发展需要以及四川省相关经济

与产业发展规划，从中期发展角度选择可发展的产

业及产业环节。

在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长名单的基础上，

结合中名单分析原则和方法，确定出如表 3所示的

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中名单，将航空发动机研

图1“长中短名单”模型图

Fig.1 Long, middle and short lis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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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长名单

Table 2 Long list of Sichuan aero-engine industry development
领域

航空发动机

研发与制造

航空发动机

试验与研究

应用与服

务保障

发展方向

发动机研

发与制造

发动机材

料制备

试验和测

试技术

技术服务

培训教育

发动机维修

零部件维修

关键生产与技术能力保障

军用航空

民用

航空

军用航空

民用

航空

军民用

发动机

公共运输航空

通用航空

公共运输航空

通用航空

整机试验，部件试验，

可靠性试验，高空模

拟试验和飞行试验

表3 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中名单

Table 3 Medium list of Sichuan aero-engine industry
development

领域

航空发动机

研发与制造

航空发动机

试验与研究

应用与服

务保障

发展方向

发动机研

发与制造

发动机材

料制备

试验和测

试技术

发动机维修

零部件维修

军用航空

民用

航空

军用航空

民用

航空

军民用

发动机

公共运输航空

通用航空

公共运输航空

通用航空

整机试验，部件试验，

可靠性试验，高空模

拟试验和飞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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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与制造、航空发动机试验与研究、航空发动机维修

与再制造领域列为主要发展方向。

3.2.3 短名单选择

在确定的产业发展中名单基础上，结合产业优

势，从短期可以解决产业关键及共性技术难题、产业

链瓶颈问题，以及有利于大力促进产业发展等方面，

选择重点项目和方向。同时，四川在航空发动机研

发制造方面，存在诸多技术瓶颈还需加快突破[11]；在

航空发动机试验研究方面，试验研究能力也需进一

步提升[12-13]；在航空发动机维修方面，维修技术和再

制造能力仍需不断提高[14]。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整

体发展仍有较多领域、项目需要深入开拓。

在充分考虑产业的发展前景，产业链配套性、带

动性，以及产业资源和科研力量优势等因素后，从产

业自身发展潜力和本地竞争潜力两个维度建立指标

体系，设置市场容量、产业关联、市场增长、利润水

平、产业体系与配套能力、技术支撑、产业影响力或

区位资源等 7项指标，并利用该指标对产业发展中

名单进行如表4所示的评分。在对不同指标赋予不

同评价权重的基础上，对中名单内的项目进行加权

计算得到综合评分，最后优选出如表 5所示的四川

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短名单。据此得出，四川航空

发动机产业近期应重点发展航空发动机设计研发制

造[15]、零部件制造与整机装配[16]；强化各型发动机试

验验证与研究，运营保障体系支撑[17]；加强发动机维

修与服务及再制造。

4 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技术路线

在前述四川航空发动机发展现状的SWOT分析

和长中短名单的基础上，通过调研、专家讨论、访谈

等方法，依据重要性、紧迫性原则，对各个市场需求、

产业目标、技术壁垒、研发需求的实施进行了优先级

排序，确定了未来3～5年的实施计划安排。依照上

述原则，明确了如图 2所示的四川航空发动机及零

部件发展技术路线图。

领域

航空发动机

研发与制造

航空发动机

试验与研究

应用与服

务保障

发展方向

发动机研

发与制造

发动机材

料制备

试验和测

试技术

发动机维修

零部件维修

军用航空

民用

航空

军用航空

民用

航空

军民用

发动机

公共运输航空

通用航空

公共运输航空

通用航空

整机试验，部件试验，

可靠性试验，高空模

拟试验，飞行试验

表5 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短名单

Table 5 Short list of Sichuan aero-engine industry development

表4 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中名单打分表(仅以航空发动

机试验与研究打分为例)
Table 4 Medium list scoring of Sichuan aero-engine industry
development (Only taking the scoring of aero-engine test and

research as an example)
领域

产业发展方向(中名单)

产业发展项目

自身

发展

潜力

竞争

潜力

总分

市场容量35%
产业关联15%
市场增长25%
利润水平25%

综合得分

产业体系与配

套能力40%
技术支撑40%
产业影响力或

区位资源20%
综合得分

航空发动机试验与研究

航空发动机试验技术

整机试验，部件试验，

可靠性试验，高空模

拟试验，飞行试验

9.5
8.0
7.0
6.5

7.75
7.0
6.0
7.0

6.67
7.21

航空发动机测试技术

整机测试，部件测试

9.0
8.0
7.0
7.0
7.75
5.0
5.0
6.0
5.33
6.53

图2 四川航空发动机及零部件发展技术路线图

Fig.2 Technical roadma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chuan
aero-engine and parts

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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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

       航空电推进技术被看作是航空工业进入“第三时代”的重要标志，获得了世界

主要航空强国的高度关注。航空推进系统的电气化有多种实现路径，其中受当前

电池能量密度水平所限，以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和电池共同提供能源的混合电推

进系统是近中期的重点研究方向。美、欧政府均将混合电推进系统视为有潜力在

2030年后投入使用的、具有前景的民用航空动力解决方案，并正在组织飞机系统

集成商和动力厂商积极开展探索和研究。此外，混合电推进系统在军事上的应用

也在加速推进之中。

     本期《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的发展现状及应用前景》一文，介绍了以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欧洲空中客车集团和俄罗斯中央航空发动

机研究院为代表的国外研究机构在混合电推进系统领域的主要研究项目和发展现

状，分析了混合电推进系统在城市空中交通、支线/干线客机、通航飞机等民用航

空领域和忠诚僚机、高空长航时无人机、运输机/远程轰炸机、下一代战斗机等军

用航空领域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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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目前的发展优势，在于其

多年军机发展形成的基础优势和在中小型航空发

动机方面形成的研发制造优势。四川作为国内重

要的航空发动机研发制造基地之一，今后将承担更

多的航空发动机研制任务，为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

发展带来更多的人才与技术经验，更有利于推进军

民融合的产业发展。因此，积极承接国家任务，做

好军民用航空发动机产品研制，是四川航空发动机

产业发展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路线。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通过对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帮

助四川利用优势，抓住机遇，克服劣势，去除威胁，

从而迎来新一轮的发展壮大。同时，基于“长中短

名单”模型分析方法，制定了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

发展长中短名单，为明确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

方向提供了思路借鉴。最后，基于 SWOT分析和长

中短名单，制定了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技术路

线图，对完善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思路具有一

定的参考意义。

5.2 建议

(1) 统筹规划，完善体制，共谋发展

四川省统筹安排围绕航空发动机产业、航空产

业、通用航空产业、航空服务业等制定“十四五”规

划，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等就促进产业发展和重点项目推进建

立有效对接机制，推进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

(2) 实施军民产业融合，促进产业发展

加速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是四川推进全面创新

改革试验的最鲜明的任务，航空发动机产业的技术

与产品具有典型的军民两用特性，是典型的军民融

合载体产业，相关方面要坚持好三个方向：一是坚

持走“军民结合”之路，二是要坚持“吸引民资、利用

民智”思路，三是要贯彻落实“民参军”要求，坚定实

施军民产业融合发展。

(3) 突出重点，推动产业集群式发展

突出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基础优势，形成航空

发动机整机制造、航空发动机零部件转包生产、航

空发动机试验与研究、维修与再制造四大支柱，带

动区域电子、新材料、重大装备制造等相关产业发

展，打造特色鲜明、配套完善、核心竞争力强的航空

发动机产业集群。

(4) 注重人才队伍培养，保障产业发展

四川科教优势资源丰富，可选择一批机械、材

料、热力学、电子等与航空发动机产业强相关学科，

挑选一些基础好、科研和教学能力强的大学，校企

联合进行各类人才培养，重点培养急需专业人才，

为四川航空发动机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

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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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导 读

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

       航空电推进技术被看作是航空工业进入“第三时代”的重要标志，获得了世界

主要航空强国的高度关注。航空推进系统的电气化有多种实现路径，其中受当前

电池能量密度水平所限，以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和电池共同提供能源的混合电推

进系统是近中期的重点研究方向。美、欧政府均将混合电推进系统视为有潜力在

2030年后投入使用的、具有前景的民用航空动力解决方案，并正在组织飞机系统

集成商和动力厂商积极开展探索和研究。此外，混合电推进系统在军事上的应用

也在加速推进之中。

     本期《航空混合电推进系统的发展现状及应用前景》一文，介绍了以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欧洲空中客车集团和俄罗斯中央航空发动

机研究院为代表的国外研究机构在混合电推进系统领域的主要研究项目和发展现

状，分析了混合电推进系统在城市空中交通、支线/干线客机、通航飞机等民用航

空领域和忠诚僚机、高空长航时无人机、运输机/远程轰炸机、下一代战斗机等军

用航空领域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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