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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验证镍基高温合金ＧＨ４１６９中心孔挤压（ＣＥ）三维有限元模型正确性的基础上，利用单元删

除法研究倒角、孔挤压倒角顺序和铰削量３种具体工艺过程对孔边周向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孔

边小于芯棒过盈量的初始倒角可以减小孔挤压后残余压应力；采用孔挤压倒角的工艺顺序可以在孔边获得

更小的残余压应力。铰孔可增大孔边入口处残余压应力，去除残余压应力极小值部分的材料。因此，在挤压

强化后应尽量避免铰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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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

　　镍基高温合金（如 ＧＨ４１６９高温合金）因其

优异的高温性能被广泛应用于航空发动机高压压

气机、涡轮盘等轮盘结构［１］。由于高温、高转速等

服役载荷环境的复杂性，且实际轮盘常存在螺栓

孔、通气孔、销钉孔等易产生应力集中的几何特

征，由此导致孔边部位易发生疲劳失效。为此，通

常采用孔挤压强化表面改性技术，通过在孔边引

入残余压应力来提高结构的抗疲劳能［２５］。孔挤

压强化工艺的原理是，利用工作段直径大于孔的

锥形芯棒对孔壁进行连续、缓慢的挤压，使孔边产

生大的塑性变形进而引入一定深度的残余压应力

层抑制疲劳裂纹的萌生。在实际工艺过程中，通

过在挤压前对孔边进行倒角处理来改善挤入端孔

边的强化效果［６］，挤压后也进行倒角处理来消除

挤出端形成的火山口形貌；同时，为保证芯棒直接

挤压后孔的圆度与装配精度，常采用铰孔工艺。

以上工艺均会影响孔边的残余应力分布［７８］，因

此，针对孔挤压强化的工艺过程开展残余应力分

析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目前，国内外广泛采用有限元方法对孔挤压

强化工艺过程进行数值模拟，获得强化后的残余

应力分布［９１０］。例如，Ｌｉｕ等综合考虑芯棒过盈量

和孔表面摩擦的影响，利用芯棒和孔边位移的加

载方式研究了孔挤压铝合金板件的残余应力分

布［１１］。朱有利等通过改变芯棒前锥段的曲线形

式进行了孔挤压强化效果的数值模拟，表明外凸

正弦曲线芯棒可获得更好的强化效果［１２］。Ｂａｌ

ｔａｃｈ等对不同锥度的芯棒挤压强化效果进行对

比，认为低锥度的芯棒更利于保证薄板的强化效

果［１３］。Ｊａｎｇ等研究倒角参数和挤压强化后残余

应力分布的关系，得出倒角尺寸的影响大于倒角

角度的结论。以上研究涉及挤压强化工艺过程中

的重要工艺参数，为工程应用中的芯棒、润滑剂等

选择提供了指导。然而，以上研究还未系统地进

行孔挤压强化工艺过程的数值模拟研究，即不能

有效反映倒角、孔挤压、铰孔等具体工艺的影响。

近年来，王幸等利用单元删除的方法模拟了

ＴＣ４板孔挤压后的铰削工艺，结合临界距离法预

测了钛合金试件的疲劳寿命［１４］。Ｈｕａｎｇ等评估

孔挤压、倒角、螺栓夹紧及三种工艺组合对铝锂合

金单孔板疲劳寿命的影响并确定了最佳组合工艺

参数［１５］。何志明等综合考虑了铰削量、预制倒角

的影响，并结合试验验证了两种工艺及其组合下

的３００Ｍ钢耳片开缝衬套挤压强化的疲劳寿命增

益［１６］。这些研究综合考虑了不同工艺组合的强

化效果，并对开缝衬套挤压后铰孔工艺的影响进

行了评估。但是，未能考虑倒角工艺对残余应力

的影响，对直接挤压后需进行轮廓修正的孔也未

予以探讨。此外，以上研究多针对铝合金、高强度

钢及钛合金等材料，对镍基高温合金的孔挤压强

化研究鲜有报道。因此，亟需开展镍基高温合金

材料的孔挤压强化整个工艺过程的数值模拟研

究。作者所在团队在前期初步建立了镍基高温合

金ＧＨ４１６９孔挤压强化的数值模型
［１７１８］，但未考

虑孔结构的初始倒角尺寸，以及倒角、铰孔及其组

合等工艺过程对残余应力的影响规律。

基于此，本文以镍基高温合金ＧＨ４１６９材料

为对象，研究建立了倒角、挤压倒角顺序和铰削

工艺的数值模拟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倒角

尺寸、挤压倒角顺序和铰削量等工艺参数对孔边

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规律。该方法建立了芯棒直

接挤压强化的后续工艺流程的数值模拟方法，可

量化由于结构差异、材料去除等引起的残余应力

重分布，为孔挤压强化技术在航空发动机轮盘上

的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１　数值模拟方法

１１　孔挤压模拟方法

镍基高温合金 ＧＨ４１６９平板试件的几何参

数如图１所示，其弹性模量为１９６ＧＰａ，泊松比为

０．３。芯棒材料为３００Ｍ钢，弹性模量为１７９ＧＰａ，

泊松比为０．３２，工作段直径为１０．６５ｍｍ，长为

１．５ｍｍ，过盈量为０．１５ｍｍ，入口、出口锥度分别

为３°、８°。芯棒的相对挤压量为１．４％，在工程应

用范围内可避免因较大的过盈量导致孔边产生径

向微裂纹。

根据孔挤压强化模型对称性，在软件Ａｂａｑｕｓ

中建立如图２所示的孔挤压强化１／４有限元模

型。平板试件与芯棒的单元类型分别为８节点六

面体减缩积分单元（Ｃ３Ｄ８Ｒ）、完全积分单元

（Ｃ３Ｄ８），单元数目分别为１２４００和１９７５，接触面

摩擦因数为０．１。由于试件在挤压过程中会产生

塑性变形，故采用弹塑性本构关系，芯棒则采用线

弹性本构关系以减小计算量。查阅高温合金手册

２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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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ＧＨ４１６９的真实应力应变曲线如图３所示
［１９］，

其中ε代表应变，σ为应力。

图１　ＧＨ４１６９平板试件几何尺寸（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ＧＨ４１６９ｐｌ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２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图３　ＧＨ４１６９真实应力应变曲线

Ｆｉｇ．３　Ｔｒｕｅ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ＧＨ４１６９

依据实际强化工艺，在有限元模型中施加狓、

狔坐标面内的对称约束，并在试件底部孔边圆弧

内径为１１ｍｍ、外径为２０ｍｍ的区域约束狕方向

上的位移。通过在芯棒底面施加沿狕轴负方向的

位移模拟挤压强化过程，实际模拟时设置芯棒位

移量为１０ｍｍ。当芯棒工作段通过孔后不再与孔

壁发生接触，此时抑制接触关系，以节约计算成本。

１２　数值模拟方法的验证

因孔边疲劳裂纹萌生及扩展主要受周向应力

的影响，同时数值模拟表明挤入端残余压应力最

小，故本文除特殊说明外均针对以下情况进行研

究：①挤入端残余应力沿孔径方向犱 的变化；

②孔壁表面残余应力沿厚度方向犺的变化。选取

路径的示意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路径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ｈｓ

选用孔两边倒角 ０．５ｍｍ（记为 犆０．５）的

ＧＨ４１６９平板试件进行孔挤压强化模拟，并开展

相应的试验研究。图５为挤入端、挤出端周向残

图５　挤入端与挤出端周向残余应力的数值模拟与

试验结果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ｏｎ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ｘｉｔｐｌａｎｅ

３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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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应力沿孔径方向分布的数值模拟结果，并与试

验数据进行了对比。

由于衍射光斑为具有一定的直径的圆形区

域，试验测量为该区域内周向应力的平均值，故数

值模拟结果选取相应测量区域应力的平均值。可

以看出，数值模拟与试验数据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验证了数值模拟方法的有效性。后续研究在此基

础上模拟倒角、铰孔工艺过程，进而研究其对周向

残余应力的影响。

１３　倒角及铰孔工艺的模拟

综合考虑参考文献［１４，２０２１］的方法，本文

采用直接单元删除的方法模拟倒角、铰削工艺中

材料的去除，单元删除方式采用一次全部删除。

具体的数值模拟过程为：①进行一次孔挤压强化

过程，确定塑性变形量，根据最终工艺尺寸确定需

要去除的材料；②分别对需要去除部分与基体部

分划分网格；③重新进行孔挤压过程模拟，而后通

过直接单元删除模拟倒角、铰削工艺中材料约束

的释放。

对于本文的模型，一次挤压后挤入端、挤出端

的塑性变形量相差较小。为降低模型倒角、铰削

部分材料网格划分的难度，便于计算结果收敛，对

于倒角工艺塑性变形量取挤入端、挤出端倒角外

圆处的平均值；对于铰孔工艺，塑性变形量取挤入

端、挤出端孔壁表面的平均值。去除部分材料的

网格划分如图６所示，单元类型为８节点六面体

减缩积分单元（Ｃ３Ｄ８Ｒ）。

图６　去除部分材料网格

Ｆｉｇ．６　Ｍｅｓｈｏｆｔｈｅｒｅｍｏｖｅｄｐａｒ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本文研究了倒角尺寸、孔挤压倒角顺序对周

向残余应力的影响，建立了５种尺寸的４５°倒角孔

结构，初始倒角犆值取０、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ｍｍ，

倒角最终尺寸为０．５ｍｍ。在研究孔挤压倒角顺

序时，需排除挤入、挤出端倒角顺序对模拟结果的

影响。犆０ＣＥ犆０．５（代表初始无倒角孔挤压强化

倒角尺寸０．５ｍｍ的工艺过程，以下类似表示）模

型的挤入挤出（代表先对试件挤入端倒角，后对

挤出端倒角，以下类似表示）、挤出挤入倒角顺序

得到周向残余应力分布如图７所示。可以看出，

挤入、挤出端的倒角顺序不影响孔边的周向残余

应力分布。因此，接下来的模拟时均采用挤入挤

出的倒角顺序。

挤压强化后孔部位一般需要通过铰削工艺修

正轮廓，单边铰削量值通常较小。但为了更直观

对比铰孔的影响，本文在模拟时适当增大单边铰

削量，分别取单边铰削量为０．０５、０．１ｍｍ，并与未

铰削的模型进行对比。

图７　不同倒角顺序的残余应力分布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ａｍｆｅｒｉｎｇｏｒｄｅｒ

４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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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孔挤压强化工艺过程影响研究

２１　倒角尺寸

数值模拟分析了０、０．１、０．２、０．３ｍｍ和０．５

ｍｍ共５组倒角尺寸对周向残余应力的影响，如

图８所示。由模拟结果可知，①在挤入端沿孔径

方向，随着倒角尺寸的增大残余压应力深度层不

断减小，相应的最小残余压应力绝对值值也不断

减小；但当倒角尺寸为０、０．１、０．２ｍｍ时得到的

最小残余压应力值基本相等。②在挤入端孔边，

犆０．１、犆０．２模型的残余应力分别比犆０ 降低了１４６、

４４ＭＰａ，说明与芯棒过盈量相近的初始倒角尺寸

对孔边强化效果有利。③在挤入端沿孔径向０．５

ｍｍ深度范围内，残余压应力在犆０．１模型中为最

小，犆０ 次之，犆０．２最大。这说明挤压强化时，当初

始倒角尺寸小于芯棒过盈量，材料的挤压更充分；

倒角会使挤压时的接触更充分，有利于提高强化

效果。④在孔壁表面沿厚度方向，残余应力随着

初始倒角尺寸的增大而减小。结合图８（ａ）、图

图８　不同倒角尺寸的残余应力分布

Ｆｉｇ．８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ｈａｍｆｅｒｉｎｇｓｉｚｅｓ

８（ｂ）可知，当倒角尺寸大于过盈量时，倒角表面

会因孔壁挤压充分、孔边挤压不充分而引入明显

的残余应力梯度，使孔壁挤入端的残余应力值整

体处于较大水平。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倒角尺寸会影响ＧＨ４１６９

高温合金的孔挤压强化效果。与芯棒过盈量相近

的初始倒角利于在孔边危险位置获得更小的残余

压应力；但大于过盈量的初始倒角会在挤入端孔

壁厚度方向上引入较大的应力梯度。因此，为有

效提高结构的疲劳寿命，可在挤压强化前加工小

于芯棒过盈量的初始倒角。

２２　孔挤压倒角顺序

以最终倒角尺寸０．５ｍｍ的孔挤压模型为对

象，研究孔挤压倒角顺序对孔边周向残余应力分

布的影响，模型初始倒角尺寸犆分别为０、０．１、

０．２、０．３、０．５ｍｍ。由模拟结果（见图９）可知，

①在挤入端沿孔径方向，采用孔挤压犆０．５的工艺

顺序可在孔边约１ｍｍ范围内获得更小残余压应

力，残余应力大小与初始倒角尺寸有关。②在孔

壁表面沿厚度方向，孔挤压倒角顺序主要影响挤

入端、挤出端１ｍｍ范围内的周向残余应力分布，

初始倒角的尺寸对挤入端的影响大于挤出端。

③当初始倒角尺寸不为０且逐渐增大时，残余应

力在挤入端孔边深度方向及孔壁厚度方向上均逐

渐增大。这反映了当倒角尺寸增大时，材料未充

分挤压强化会带来抗疲劳性能逐渐削弱。④对于

初始倒角尺寸小于芯棒过盈量的模型，犆０．１在挤

入端孔边径向深度约０．２ｍｍ内获得的残余应力

极小值较犆０ 降低了８％左右；在厚度方向０～０．５

ｍｍ的孔壁表面，犆０．１的残余压应力平均比犆０ 降

低了２０％。⑤与犆０．５ＣＥ模型相比，虽然在挤入

端厚度方向上犆０．１得到的残余应力提高了２％左

右，但在其挤出端附近残余应力分布更均匀，且不

５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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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不同挤压倒角顺序的残余应力分布对比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Ｅｃｈａｍｆｅｒｉｎｇｏｒｄｅｒ

会出现残余应力明显增大的现象。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采用挤压倒角至最终值

０．５ｍｍ的顺序、挤压前初始倒角尺寸应小于芯棒

的过盈量可以获得更有利的残余应力分布。

２３　铰削量

利用最终倒角尺寸０．５ｍｍ的孔挤压模型研

究修正轮廓范围内铰削量对周向残余应力的影

响，数值模拟结果如图１０所示。可以看出，①在

挤入端沿孔径方向，铰削使得残余应力重新分布。

重新分布后得到的最小残余压应力和最大残余拉

应力均减小，其变化量与铰削量成正比。②当铰

削量犃ｒ为０．０５ｍｍ时，挤入端孔边倒角外圆处

附近残余压应力从－１９１ＭＰａ增加至－１７３ＭＰａ，

会给挤压强化效果带来不利影响；而当铰削量增

大至０．１ｍｍ 时，残余压应力值减小为－１８７

ＭＰａ，但此时孔壁残余压应力层去除较多，亦不利

于提高抗疲劳性能。③在孔壁表面沿厚度方向，

铰削会使得残余应力减小，其变化量与铰削量成

正比。此外，铰削会明显改善挤出端１ｍｍ残余

图１０　铰孔前后的残余应力分布对比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ｒｅａｍｉｎｇ

应力明显增大导致的应力梯度。

孔边挤入端为危险位置，且残余应力极小值

通常在孔边较小深度范围内取得，故铰削会削弱

孔挤压强化效果。对于必须进行轮廓修正的孔，

铰削量不宜选取过大以免去除残余应力较小的部

分材料，给疲劳寿命带来不利影响。

３　结　论

１）倒角尺寸会影响ＧＨ４１６９孔挤压强化效

果，小于芯棒过盈量的初始倒角利于在挤入端孔

边及孔壁获得更小的残余应力，从而更利于提高

抗疲劳性能。

２）与犆０．５孔挤压的工艺顺序相比，采用孔挤

压犆０．５工艺顺序可在ＧＨ４１６９平板试件孔边获得

更有利的残余应力分布。同时，挤压前初始倒角

的尺寸小于芯棒过盈量可获得更有利的残余应力

分布。

３）修正轮廓范围选取的铰削量对 ＧＨ４１６９

挤压后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较小。但铰孔可使挤

入端倒角处残余应力的增大，或大量去除残余压

应力值较小的部分材料，给强化效果造成不利影

响。综合考虑后，在实际工艺实施时应尽量避免

挤压强化后的铰孔处理，或者根据孔边应力与应

力层的综合影响确定合理的铰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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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工况载荷下航空发动机支架拓扑优化设计

邢广鹏１，孙志刚２，崔向敏３，吴伟晶２，贾鹏超３，贾志刚１

（１．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北京１０１３００；

２．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３．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６１０５００）

摘　　　要：将基于变密度法的拓扑优化技术引入到航空发动机外部支撑结构（例如附件支架）设计中，以多

工况下的总柔度为目标函数，以体积为约束函数对某发动机支架进行基于拓扑优化的结构设计。根据发动机

机匣与附件的相对位置关系建立支架初始模型，开展发动机外部支架结构受力分析研究，建立了基于多工况

载荷下拓扑优化和考虑强度影响的尺寸优化相结合的发动机外部支撑结构设计方法，并对最终支架结构进

行强度、振动、外廓性校核评估。结果表明：最终模型最大应力出现在工况３情况下，最大主应力为３４５ＭＰａ

低于材料疲劳极限；支架的第１阶固有频率在发动机最高转速频率的１．２５倍以上。采用该方法对某发动机

外部支撑结构进行拓扑优化设计，在满足强度、振动和外廓要求的前提下，最终模型质量仅为初始模型的

７．３％。基于多工况的优化结果更符合发动机实际工作需求，该方法研究具有工程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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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Ｖ２３２．７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１６

作者简介：邢广鹏（１９９１－），男，工程师，硕士，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总体结构方向研究。

引用格式：邢广鹏，孙志刚，崔向敏，等．多工况载荷下航空发动机支架拓扑优化设计［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１１）：２２４８２２６２．

ＸＩＮＧＧｕａｎｇｐｅｎｇ，ＳＵＮＺｈｉｇａｎｇ，ＣＵＩ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ｅｔａｌ．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１１）：２２４８２２６２．

犜狅狆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狅狆狋犻犿犻狕犪狋犻狅狀犱犲狊犻犵狀狅犳犪犲狉狅犲狀犵犻狀犲狊狌狆狆狅狉狋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

狌狀犱犲狉犿狌犾狋犻狆犾犲犾狅犪犱犻狀犵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ＸＩＮＧＧｕａｎｇｐｅｎｇ
１，ＳＵＮＺｈｉｇａｎｇ２，ＣＵＩ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３，

ＷＵ Ｗｅｉｊｉｎｇ
２，ＪＩＡＰｅｎｇｃｈａｏ３，ＪＩＡＺｈｉｇａｎｇ１

（１．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１３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１６，Ｃｈｉｎａ；

３．Ｓｉｃｈｕａｎ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５００，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ｕｃｈａｓ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ｓ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ｓｕｐｐｏｒｔ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ｂｒａｃｋｅｔ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ｃａｓ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ｗａｓｃａｒ

ｒｉｅｄｏｕｔ．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第１１期 邢广鹏等：多工况载荷下航空发动机支架拓扑优化设计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ｍｕｌｔｉｌｏａ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ｅｒｅｃｈｅｃｋｅｄ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ｔ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ｆｉ

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ｉ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３，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ｗａｓ３４５ＭＰａ，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ｆａｔｉｇｕｅｌｉｍｉ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ｎａｔｕｒ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ｂｒａｃｋｅｔ

ｗａ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１．２５ｔｉ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ｐｅｅ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

ｕｓｅｄ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ｗｅｉｇｈｔｗａｓ

ｏｎｌｙ７．３％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ｕｌｔ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ｍｏｒｅｉｎ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

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ｈａｓａｂｒｉｇｈｔｆｕｔｕｒｅ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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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ｓｉｚ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在航空发动机结构中，外部系统是其中最为

复杂、涉及系统最多、零件数量最多、装机接口最

多、结构形态变化最多的部分。其对于航空发动

机的维修性、可靠性、采购和使用成本都有着重要

的影响。然而，由于外部系统过于繁杂、规律差，

通常的故障危害程度较发动机主体偏低，缺少较

为系统的研究［１］。其中发动机附件支架作为连接

附件及机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需要对附件提供

准确的定位和足够的支撑。受安装位置和布置空

间的限制，设计人员通常根据经验初步设计一个

结构，然后利用计算机辅助工程（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ＡＥ）分析验证、反复修改、多次迭代

才能得到最终结果，过程繁琐复杂，而汽车相关领

域早已基于多工况（不同档位）情况下开展相关支

架、罩板、车架等拓扑优化设计［２７］，航空发动机领

域载荷众多，工况复杂，尚未开展相关研究。

图１　结构优化３个阶段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结构设计的目标是为了提高结构的性能，在

满足设计要求的前提下，通过改变结构的形状和

尺寸使材料达到最优分布。根据设计变量的不

同，结构优化设计可分为尺寸优化、形状优化和拓

扑优化３个层次，分别对应结构设计的不同阶段，

概念设计、基本设计和详细设计阶段（见图１）。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尺寸优化和形状优化的

理论和方法已比较成熟，在工程上有了广泛的应

用。相对而言，拓扑优化难度较大，目前常见的拓

扑优化设计方法有：均匀化法［８］、变密度法、渐进

结构进化法、水平集法等；１９９９年Ｂｅｎｄｓｅ等
［９］

采用各子工况的目标函数值线性加权的方式来代

表多工况拓扑优化问题的目标函数，实际上是一种

多目标优化问题目标函数的简单处理方式。至此

开始开展多工况拓扑优化研究，主要方法有权值

法［１０］、独立连续映射方法（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ＩＣＭ）
［１１］、折中规划法［１２］、导

重法［１３］、基结构法［１４］、无网格迦辽金法［１５］等。上

述研究多集中于方法研究，研究对象多为桁架结

构；２００５年左右，拓扑优化技术开始在工程上大

量应用，奥迪公司工程师对奥迪 Ａ８的车体结构

和发动机进行拓扑优化设计，改善了车体的结构，

优化出的车体及发动机具备良好的力学性能及使

用工况［１６］。美国波音公司在对波音７８７进行设

计时，对其机翼前缘结构进行拓扑、尺寸、形状优

化，优化得到５０个独特的肋板设计，实现了机翼

前缘结构的轻量化设计。Ｂａｒｂｉｅｒｉ等
［１７］采用拓扑

优化技术和增材制造工艺加工的替代品来代替通

常通过锻造或铸造制造的标准摩托车铝活塞。

Ｍｅｒｕｌｌａ等
［１８］采用拓扑优化和增材制造技术设计

了某后中置发动机跑车发动机悬置副车架部件。

最终的设计可以显著减轻体重。国内许力等［１９］

开展了汽车发动机附件支架多工况拓扑优化研

究，依据计算结果及设计要求实施以位移和模态

频率为约束条件的拓扑优化分析。芮强等［２０］将

拓扑优化方法引入某汽车动力舱支架结构的优化

９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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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褚超美等［２１］将该技术应用于汽车变速器

壳体多工况自适应性拓扑优化方法研究。李所军

等［２２］对行星探测车的摇臂和摆杆进行了多工况

结构拓扑优化设计。邓明江、姚卫星［２３］采用 Ｈｙ

ｐｅｒＷｏｒｋｓ商业软件ＯｐｔｉＳｔｒｕｃｔ模块结合多工况

下的基结构法对某运输机机翼翼肋和某无人机机

翼接头进行拓扑优化设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胡

殿印等在航空发动机优化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例

如其建立了一种树脂基复合材料空心风扇叶片的

结构设计方法［２４］，还采用多项式响应面方法对某

涡轮盘结构可靠性优化分析。在满足强度要求

下，结构质量得到了减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２５］。

近年来，拓扑优化方法开始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结

构设计中，例如Ｙａｎｇ等
［２６］以航空发动机静子结

构轻量化设计为应用实例进行了研究，考虑不同

的加载条件，结合对形状优化和拓扑优化两种优

化策略，得到了较好的优化设计结果。Ｋｏｂｅｒ

等［２７］提出了一种基于最优性准则的拓扑优化算

法，将新算法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离心加载部件，优

化后结构与之前相比最大应力降低３０％，质量减

轻７％。吴一帆等
［２８］为了实现航空发动机冷端风

扇叶片在考虑鸟撞情况下的轻量化设计，提出了

风扇叶片分步优化计算的方案，对航空发动机叶

片进行拓扑优化计算。李琳等［２９］提出一种可用

于实际叶盘结构的压电分支阻尼器拓扑优化方

法，可以给出总质量受约束的压电材料在叶片上

的最佳分布，达到尽可能大的模态阻尼比。

在实际工程中，结构所承受载荷比较复杂，不

同工况下结构所承受载荷不尽一样，有的相反或

相差很大，例如飞机在起飞、着陆及作空中机动动

作时、汽车在不同变速器档位下，其结构所承受载

荷不同，不同工况下危险部位及最大应力也不相

同。单工况优化方法只是在某一个工况下的最优

拓扑，而在其他工况下并不是最优，因此研究多工

况下的结构拓扑优化问题，得到多载荷工况下的

最优解，是非常有工程价值和实际意义的。

本文开展基于多工况的航空发动机外部支撑

结构（支架）结构的拓扑优化设计，首先根据机匣

与附件的相对位置关系，建立支架原始模型，然后

根据发动机外部载荷图，提取１７种危险工况，建

立发动机外部载荷力学分析模型。分别基于各单

工况及综合工况开展支架的拓扑优化，根据优化

结果建立参数化模型，开展结构尺寸优化，对最终

模型进行强度、振动、外廓性等评估。

１　发动机全工作包线内典型结构

载荷分析分配

１１　发动机外部作用力

航空发动机的外部结构在飞机机动时主要承

受外部惯性力和外部振动载荷作用，由于外部振

动载荷在设计之初无法确定，因此本文基于外部

作用力开展拓扑优化研究，并在后续开展振动考

核，避免产生共振。发动机附件通过螺栓与支架

和机匣相连，不同螺栓孔所承受载荷随着惯性力

的变化而变化。在开展拓扑优化结构设计之前要

对发动机外部支架受力状态进行分析。

根据所给出的外部作用力要求，发动机在图

２所规定的条件下应能满意地工作且不发生有害

变形。承受相当于上述数值１．５倍静载时，发动

机应不失效，但不要求发动机能继续满意的工作。

根据发动机的外部惯性力图，选取边界点上

１７个危险工况，如表１所示。其中工况３、４为飞

机拉起时的最大法向过载，工况１、２为飞机俯冲

时的最大过载。本文根据机匣与附件相对位置关

系，建立初始模型，基于上述１７种危险工况开展

支架拓扑优化结构设计。

１２　发动机外部惯性力分析分配

为了使计算更加准确，同时避免由于螺栓过

多、网格划分使计算速度变慢等因素影响，按照数

学解析方法将支架所受惯性力分配到各螺栓孔

上。图３为某发动机机匣、附件相对位置关系。

附件轴向方向与发动机轴向方向一致，发动机水

平方向与附件安装面法向夹角为θ。

１）附件同时承受狓、狔、狕轴３个方向的外部

惯性力作用即犉狓、犉狔、犉狕，如图４（ａ）所示。其中

犉狓 ＝犿犪狓

犉狔 ＝犿犪狔

犉狕 ＝犿（犪狕－犵

烅

烄

烆 ）

（１）

其中犿为附件自身质量，犵＝９．８ｍ／ｓ
２。

２）将总体坐标系转化为局部坐标系，坐标原

点不变，如图４（ｂ）所示。

犉′狓＝犉狓

犉′狔＝－犉狕ｃｏｓθ＋犉狔ｓｉｎθ

犉′狕＝犉狕ｓｉｎθ＋犉狔ｃｏｓ

烅

烄

烆 θ

（２）

其中犉′狓、犉′狔、犉′狕为坐标转化后附件沿着狓′、狔′、狕′

三个方向所承受的作用力。

３）将坐标系原点从附件质心处犗移动至附件

支架安装面中心位置犗′，如图４（ｃ）所示。其３个方

０５２２



　第１１期 邢广鹏等：多工况载荷下航空发动机支架拓扑优化设计

图２　发动机外部惯性力图

Ｆｉｇ．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ｅｒｔｉａ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ｎｇｉｎｅ

表１　危险工况惯性加速度汇总表（犵＝９８犿／狊
２）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狌犿犿犪狉狔狅犳犻狀犲狉狋犻犪犾犪犮犮犲犾犲狉犪狋犻狅狀狌狀犱犲狉犱犪狀犵犲狉狅狌狊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犵＝９８犿／狊
２）

工况 犃狓／犵 犃狔／犵 犃狕／犵 工况 犃狓／犵 犃狔／犵 犃狕／犵

１ －３ －１．５ ７

２ ２ －１．５ ７

３ ２ －１．５ －１５

４ －３ －１．５ －１５

５ －４ －４ １

６ ４ －４ １

７ ４ －４ －２

８ ２ －４ －６

９ －４ －４ －６

１０ －６ －２ ３

１１ －２ －２ ５

１２ ２ －２ ５

１３ ６ －２ ３

１４ ６ －２ －６

１５ ３ －２ －１０

１６ －３ －２ －１０

１７ －６ －２ －８

向力不变，但会在中心位置产生３个方向的力矩。

犉′狓＝犉狓

犉′狔＝－犉狕ｃｏｓθ＋犉狔ｓｉｎθ

犉′狕＝犉狕ｓｉｎθ＋犉狔ｃｏｓθ

犕′狓＝犉′狔·［（狓′，狔′，狕′）·（０，０，１）］＋

　犉′狕·［（狓′，狔′，狕′）·（０，１，０）］

犕′狔＝犉′狓·［（狓′，狔′，狕′）·（０，０，１）］＋

　犉′狕·［（狓′，狔′，狕′）·（１，０，０）］

犕′狕＝犉′狓·［（狓′，狔′，狕′）·（０，１，０）］＋

　犉′狔·［（狓′，狔′，狕′）·（０，０，１

烅

烄

烆 ）］

（３）

其中犕′狓、犕′狔、犕′狕为坐标系原点移动至支架安装面

中心位置后所产生的狓′、狔′、狕′三个方向的力矩，

（狓′，狔′，狕′）为附件支架安装面中心位置犗′的坐

标位置。

４）根据《机械设计手册》螺栓组受力情况

分析中内容，将安装面中心３个力和力矩分配

到各螺栓孔上，如图４（ｄ）所示。各螺栓孔受力

如下：

１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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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附件与机匣相对位置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ａｎｄｃａｓｉｎｇ

图５　航空发动机外部支撑结构拓扑优化流程图

Ｆｉｇ．５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犉′狓，犻＝
犉′狓
狀
＋
犕′狕 （狓′犻

２
＋狔′犻

２

槡 ）

∑
狀

犻＝１

（狓′犻
２
＋狔′犻

２）

· 狔′犻

（狓′犻
２
＋狔′犻

２

槡 ）

犉′狔，犻＝
犉′狔
狀
＋
犕′狕 （狓′犻

２
＋狔′犻

２

槡 ）

∑犻＝１

狀
（狓′犻

２
＋狔′犻

２）
· 狓′犻

（狓′犻
２
＋狔′犻

２

槡 ）

犉′狕，犻＝
犉′狕
狀
＋
犕′狓狔′犻

∑
狀

犻＝１

狔′犻
２

＋
犕′狔狓′犻

∑
狀

犻＝１

狓′犻

烅

烄

烆
２

（４）

其中犻＝１，２…１０，犉′狓，犻、犉′狔，犻、犉′狕，犻为各螺栓孔承受

的沿着狓′、狔′、狕′三个方向的载荷，狀为螺栓孔数

量狀＝１０，狓′犻、狔′犻为各螺栓孔中心位置相对于支架

图４　附件载荷受力分析

Ｆｉｇ．４　Ｌｏａ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

安装面中心位置犗′在狓′、狔′方向坐标。

通过上式可计算出最终支架螺纹孔所承受各

工况载荷。

２　航空发动机外部支撑结构拓扑

优化设计流程

　　航空发动机外部支撑结构拓扑优化主要包括

５个部分：初步建模，考虑温度、强度、外廓的支架

结构拓扑优化，参数化建模，尺寸优化，强度、振

动、外廓性评估。如图５所示。

２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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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创建原始模型及强度分析。根据机匣和

附件相对位置关系及螺纹孔位置建立支架原始模

型。基于初始模型，选择合适材料，根据发动机外

部载荷图，对支架进行受力分析，根据约束条件和

受力情况进行有限元静强度分析。分析初始模型

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２）支架拓扑优化。选择合适的单元的类型，定

义考虑温度影响的材料属性，定义优化区和非优化

区，施加载荷，基于有限元开展支架结构拓扑优化。

３）参数化建模。根据拓扑优化结果建立参

数化的模型。

４）尺寸优化。根据参数化模型设置参数化

变量及范围，基于有限元分析开展尺寸优化，得到

支架最终模型。

５）基于强度、振动、外廓性评估。对参数化

模型进行强度、振动、加工和外廓性评估。看最终

模型是否符合结构设计要求，装配后是否会与机

匣和附件发生干涉。

３　发动机支架结构拓扑优化设计

根据文中第２节航空发动机外部支撑结构拓

扑优化设计流程，基于变密度法对某航空发动机

外部支撑结构（支架）开展拓扑优化结构设计。

３１　变密度法基本原理

连续体拓扑优化以优化结构的某些性能或减

轻结构的质量为目的，寻找结构刚度在设计区域

内的最佳分布形式（结构最佳的传力路线形式）。

它用有限个单元把优化空间的材料进行离散，进

而实现拓扑优化。

变密度法假设单元内材料是各向同性的，引

入一种假想的单元相对密度为０～１之间的可变

材料，以每个单元的相对密度为拓扑优化设计变

量，当相对密度狓≈０时代表材料删除，当相对密

度狓≈１时代表材料应该被保留。假定设计材料

的宏观弹性模量与其相对密度之间存在某种非线

性对应关系，将结构拓扑优化问题转化为材料最

优分布问题。通常单元相对密度与其弹性模量的

关系为

ρ（ρ犻）＝ρ犻ρ０ （５）

犈（ρ犻）＝ρ
犘
犻犈０，　ρ犻∈ ［０，１］ （６）

式中ρ犻为单元的相对密度；ρ０ 结构的实际密度；

ρ（ρ犻）为相对密度对应的材料密度；犈（ρ犻）表示相

对密度系数对应的弹性模量；狆为惩罚因子；犈０

表示实际结构的弹性模量。

３２　建立初始模型

建立初始模型时按照以下原则：①根据机匣

和附件相对位置关系建立实体支撑模型；②保证

原始模型与机匣和附件不发生干涉。根据机匣和

附件相对位置关系及螺纹孔位置建立支架原始模

型，如图６、图７所示。

图６　机匣与附件相对位置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ａｎｄｃａｓｉｎｇ

图７　支架初始模型与装配图

Ｆｉｇ．７　Ｉｎｉｔｉ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

３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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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初始模型静强度分析

３．３．１　定义材料属性及网格划分

该支架位于压气机机匣处，最高温度不超过

２００℃，选取ＴＣ４为支架材料，其２００℃下弹性模

量９５ＧＰａ，泊松比０．３４，抗拉强度７４１ＭＰａ，屈服

强度６１３ＭＰａ，疲劳强度４３２ＭＰａ。采用自由网格

划分，网格尺寸３．１ｍｍ，单元数为６３９０８８。

３．３．２　定义边界条件

外部支撑结构弧面一侧与机匣相联接，两个

连接面共６个安装孔，故在支撑结构与机匣的

连接面上定义局部笛卡儿坐标系，约束其法向

位移为０，约束连接面上安装孔内壁的径向和轴

向位移为０。即支架与机匣刚性相连。如图８

所示。

图８　边界条件

Ｆｉｇ．８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３．３．３　施加载荷

航空发动机支架的实际使用工况较复杂，故

需选择典型的工况来优化支架。支架主要承受以

下几种载荷：

１）支架所承受３个方向的惯性力；

２）支架自身的重力；

３）附件的惯性力与自身的重力传递到支架。

将上述载荷按照载荷分析分配原则，施加到

螺栓孔上。

３．３．４　强度分析结果

强度分析结果如图９所示，结果表明：①不同

工况最大主应力犛１ 和最大位移犝 都不同，工况３

下应力最大，主要因为其发生在飞机拉起时，法向

过载最大，其惯性力主要由１０组螺栓承载；而飞

机俯冲时支架承受附件惯性力分散到连接面上，

因此应力相对较小。②基于不同工况初始模型承

受最大主应力为１３５ＭＰａ，远低于材料的疲劳极

限４３２ＭＰａ，符合发动机结构设计要求。

图９　初始模型静强度考核

Ｆｉｇ．９　Ｓｔａｔｉｃ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ｉｔｉａｌｍｏｄｅｌ

３４　支架结构拓扑优化

利用有限元进行优化主要分成两个阶段：

①进行拓扑优化，明确零件最佳的外形、刚度、体

积，或者合理的固有频率，主要目的是确定优化的

方向；②进行尺寸优化，主要目的是确定优化后的

的零件具体尺寸值，通常是在完成拓扑优化之后，

再执行尺寸优化。

本文采用ＡＮＳＹＳ有限元分析软件进行优化

设计时，流程图如图１０所示。选用体积约束下的

最小总柔度设计，以支架模型的单元密度作为设

计变量，以柔度最小为目标函数，以体积为约束函

数。设置约束为体积减少９５％，即阈值犳为５％，

即优化材料所保存的显示材料为原模型材料的

５％，根据变密度法离散变量，得到如下数学模型：

４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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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拓扑优化流程图

Ｆｉｇ．１０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ｄρ＝ ρ１，ρ２，…，ρ｛ ｝犻
Ｔ，　犻＝１，…，犖

ｍｉｎ犆（ρ）＝犝
Ｔ犓犝 ＝∑

狀

犻＝１

（ρ犻）
狆狌Ｔ犻犽０狌

烅

烄

烆 犻

（７）

ｓ．ｔ．　

犉＝犓犝

犞 ＝α犞０ ≥∑
狀

犻＝１
ρ犻狏犻

０≤ρｍｉｎ≤ρ犻≤

烅

烄

烆 １

（８）

式中ρ犻为单元的相对密度；犆为结构的总柔度；犝

为位移矩阵；犘为惩罚因子；犓为结构优化前总刚

度矩阵；犉为力列向量；狌犻 为单元位移列向量；犽０

为初始单元刚度矩阵；犞 为优化后总体积；犞０ 为

初始结构总体积；α为体积分数，本文α为５％。；狏犻

为优化后的单元体积；ρｍｉｎ 为设计密度的下限值；

ρ犻为实际相对密度。

多载荷条件下，最大刚度问题可表达为

犉＝ （犝１，犝２，…，犝犿）＝∑
犿

犼＝１

犠犼犝犼，

犠犼≥０ （９）

式中犝犼为第犼种工况下的柔顺性，犠犼 为最小变

形能的载况分量。

３．４．１　优化单元类型

在ＡＮＳＹＳ软件中不是所有的单元类型都可

以执行优化的，必须满足如下的规定：

２Ｄ平面单元：ＰＬＡＮＥ８２单元和ＰＬＡＮＥ１８３

单元；３Ｄ实体单元：ＳＯＬＩＤ９２单元和ＳＯＬＩＤ９５

单元；壳单元：ＳＨＥＬＬ９３单元。

分网之前一定要先定义网格属性，根据拓扑

优化的规则，对于３Ｄ实体单元，只能选择ＳＯＬ

ＩＤ９２单元或ＳＯＬＩＤ９５单元，且单元类型编号为１

的单元，才执行优化计算；否则，就不执行优化计

算。网格密度越大，计算精度越高，但相应的计算

速度就越低，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本文选取１０

节点四面体单元ＳＯＬＩＤ９２单元。

３．４．２　定义优化区域和非优化区

在开展结构拓扑优化时需要定义优化区域和

非优化区域。一般而言，结构因气动、装配或其他

外在约束而不能随意变化时，将其设置为非设计

域。由于机匣和附件相对位置已经确定，因此本

文将螺栓孔及其附近区域设为非优化区。如图

１１所示，设置红色虚线框内的区域不参与优化，

单元类型编号为２；其余区域均为待优化区域，单

元类型编号为１。如图１２所示，紫色的部分设置

为不参与优化的区域。

图１１　不参与拓扑优化区域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ｇｉｏｎｓｎｏｔ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图１２　优化与非优化区域

Ｆｉｇ．１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ａｎｄｎ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ｓ

３．４．３　定义载荷步

其边界条件一致，根据外部作用力选取的１７

个工况，在有限元中采用载荷步形式施加在安装

孔上。在每个极端工况下，判定安装孔受力方向，

受拉即安装孔上表面受载，受压即支架与附件连

接面受载。某安装孔受载情况如图１３所示。

３．４．４　基于单工况的拓扑优化

不同的危险工况对应着不同的飞行状态（加

速、减速、上升、俯冲），不同的飞行状态下外部结

构的载荷传力路径不同，最终材料分配情况也是

不相同的。

对比１：工况３与工况４

两者在狔、狕方向的惯性力是相等的，在狓方

向，第３工况受到的是着陆刹车时，沿飞机飞行方

向２犵惯性力；第４工况受到的是起飞爬升时，与

飞机飞行方向相反的３犵惯性力。

５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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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某安装孔受载情况

Ｆｉｇ．１３　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ｈｏｌｅ

工况３下支撑结构前后受力不平衡，由优化

结果可以看出，由于受到向前的惯性力，因此前缘

部分保留了更多的材料分布。此外在后缘底部保

留了两根加强筋结构，显示了其结构载荷传递路

径。如图１４（ａ）所示，优化结果显示伪密度为１

的单元。第４工况下，由于狓方向惯性力的改变，

不平衡的情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支架底部仅保

留了一根加强筋。如图１４（ｂ）所示，支撑结构的

前缘的加强筋被削弱，后缘被加强。

图１４　第３、４工况拓扑优化结果

Ｆｉｇ．１４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３ｒｄａｎｄ

４ｔ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对比２：工况１０与工况１７

两者在狓、狔方向的惯性力相等，狕方向上，第

１０工况承受的是飞机俯冲时所产生的方向向上

的３犵惯性力，而第１７工况承受的是飞机拉起时

所产生的方向向下的８犵惯性力。

第１０工况下支撑结构在狕的方向上受压，

为保持结构的稳定性，连接两个安装面（支撑结

构与附件的安装面，支撑结构与机匣的安装面）

的支撑板材料分布较集中，近似实心平板，如图

１５（ａ）所示。第１７工况下，狕方向的压力变为拉

力，支撑板部位也从受压状态变为受拉状态，此

时结构的侧重点由稳定性转变为刚度，实心板

变为镂空板，同时还增加了一些加强筋，如图

１５（ｂ）所示。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工况下其载荷传递

图１５　第１０、１７工况拓扑优化结果

Ｆｉｇ．１５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１０ｒｄ

ａｎｄ１７ｔ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路径不同，优化结果也不尽相同。根据上述计算

结果可以预测出，多工况优化的结果将是以上单

工况计算结果的折衷。

３．４．５　基于多工况的拓扑优化

单工况优化结果不能真实反应发动机的实际

使用情况，需要基于作用力包线上１７种危险工况，

对支架进行拓扑优化。ＡＮＳＹＳ要在几个独立的载

荷工况中得到优化结果时，必须用到写载荷工况。

在定义完每个载荷工况后，要用ＬＳＷＲＩＴＥ命令将

数据写入文件。由于拓扑优化的结果对于网格尺

寸变化较为敏感，将网格尺寸由粗到细划分为３

个等级，分别为８．８、６．８、５．２ｍｍ。通过对比分析

不同网格尺寸下的优化结果确定最终的材料分

布。拓扑结果如图１６所示。

图１６左侧为优化后伪密度图，蓝色区域代表

密度值为０，表示该区域不需要考虑布置材料，红

色区域代表密度值为１，表示该区域需要保留材

料；右侧为保留的相对密度为１的单元，代表该区

域需要布置材料。

１）当网格尺寸为８．８ｍｍ 时，单元总数为

３５２５９，粗网格的优点在于：保留的结构轮廓十分

清晰，棱角分明，重点突出。缺点在于：有些部位

的桁架结构会出现不连续的现象，比如图１６（ａ）

所示最左侧的竖直桁架结构。

２）当网格尺寸为６．８ｍｍ时，其单元总数为

６１９５２，大约是初始单元总数的２倍。与初始优

化结果对比发现：优化生成的轮廓基本未发生改

变；结构的连续性得到了显著改善；同时网格变细

导致优化结果局部产生了棋盘格现象，结构的轮

廓变得模糊不清，难以取舍。

３）当网格尺寸为５．２ｍｍ时，单元格总数再

次翻倍。拓扑优化的结果如图１６（ｃ）所示，对比

发现：相较于上一次优化，本次优化结果多了一根

竖直加强筋；更加精细的网格并没有使得局部的

棋盘格现象得到改善。

综合对比３种网格尺寸下的优化结果，可总

６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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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不同网格尺寸支架拓扑优化结果

Ｆｉｇ．１６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ｓｈｓｉｚｅｓ

结出以下特征：

１）优化结果出现棋盘格现象，棋盘格式
［３０］

是连续体结构拓扑优化设计中一种常见的数值不

稳定现象。结构拓扑优化设计变量（如密度法中

的伪密度、渐进法中的单元存在状态）在０～１两

者之间变化，在优化结构中出现一种棋盘状的构

形。拓扑优化作为一种概念设计，本质上解决的

是材料的最优分布问题，结果更加侧重于呈现传

力路径，无法给出各个部分的具体尺寸。

２）不同网格尺寸对优化结果具有一定影响，

随着网格密度增加，优化结果的几何复杂性增加，

几何尺寸逐步减小。网格细化时，可能会得到不

同的局部最优解，导致网格依赖性现象的出现，但

载荷传力路径基本相差不大。

３）从优化结构角度，其呈现出非对称格局，

支撑结构前缘材料多，后缘材料较少。基于单工

况拓扑优化结果与多工况有明显区别，基于多工

况优化为单工况计算结果的折衷。

４　尺寸优化

４１　参数化建模

由于拓扑优化最终结果材料的边界十分不

光滑，若用此模型进一步进行计算，会导致计算

不收敛等问题。因此，一般会根据拓扑优化的

结果进行参数化建模。同时也便于进一步尺寸

优化和模型加工。根据拓扑优化结果建立的参

数化模型如图１７所示。该参数化模型质量为

０．７８ｋｇ，相比于原始支架的９．７１ｋｇ，优化后的

质量约为原来的８％。

图１７　参数化建模

Ｆｉｇ．１７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４２　尺寸优化基本概念及设置

寻求最优设计还需要通过尺寸优化进行设

计。所谓“最优设计”，指的是一种方案可以满足

所有的设计要求，且所需的支出（如质量、面积、体

积、应力、费用等）最小。设计方案的任何方面都

是可以优化的，比如说：尺寸（如厚度），形状（如过

渡圆角的大小），支撑位置，制造费用，自然频率，

材料特性等。在开展尺寸优化时需要设置设计变

量、状态变量和目标函数。流程图见图１８。

图１８　尺寸优化流程图

Ｆｉｇ．１８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ｓｉｚ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设计变量为自变量，优化结果的取得就是通

过改变设计变量的数值来实现的。每个设计变量

７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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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上下限，它定义了设计变量的变化范围。常

见的设计变量如结构某部分长度、宽度、厚度等几

何尺寸。

状态变量是约束设计的数值。它们是“因变

量”，是设计变量的函数。状态变量可能会有上下

限，也可能只有单方面的限制，即只有上限或只有

下限。常见状态变量有应力不得超过许用应力、

变形不得超过规定大小和振幅限制。

目标函数是用来评价设计的优劣的标准，一

般是设计中极小化的变量参数。它必须是设计变

量的函数，即改变设计变量的数值将改变目标函

数的数值。常见的目标变量质量、应力等。

其中本文相关设计参数包括：犔１，犔２，犔３，犚，

犔，犠１，犠２，犠３，犠４，如图１９所示。状态变量为最

大主应力不超过疲劳极限４３２ＭＰａ，最大位移限

制在１ｍｍ以内。目标函数是体积最小化。

综上所述，建立起基本的支架结构优化设计

的数学模型如下：

ｍｉｎ犞

犞 ＝ ［犔１，犔２，犔３，犚，犔，犠１，犠２，犠３，犠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

σｍａｘ≤ ［σ］，犝 ≤犳，犚ｍｉｎ≤犚≤犚ｍａｘ，

犠犽，ｍｉｎ≤犠犽 ≤犠犽，ｍａｘ，犔犼，ｍｉｎ≤犠犼≤犠犼，ｍａｘ，

犔ｍｉｎ≤犔≤犔ｍａｘ

犽＝１，２，３，４；犼＝１，２，

烅

烄

烆 ３

（１０）

其中［σ］＝４３２ＭＰａ，犝 为最大位移，犳为１ｍｍ。

图１９　 尺寸优化参数示意图

Ｆｉｇ．１９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ｉｚ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４３　尺寸优化结果

给定设计变量初始值和变化范围，最终优化

结果如表２所示。最终结构质量为０．７１ｋｇ，最优

结构如图２０所示。

表２　尺寸优化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犲狊狌犾狋狅犳狊犻狕犲狅狆狋犻犿犻狕犪狋犻狅狀

序号 设计变量 初始值／ｍｍ 优化值／ｍｍ

１ 犔１ ４ ４．０２

２ 犔２ ８ ４．９２

３ 犔３ ４０ ２３．３０

４ 犚 １０ ８．０７

５ 犔 ６４ ８６．３３

６ 犠１ ２４．２５ １７．６１

７ 犠２ ８．５ ４．１４

８ 犠３ ２０ ８．４７

９ 犠４ ５ ３．２１

图２０　支架最优结构

Ｆｉｇ．２０　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

５　支架模型强度、振动、外廓性校核

对上述最终模型进行强度、振动、外廓性评

估，其中强度校核准则包括：①静强度评估准则：

屈服安全系数：狀０．２≥１．２，极限安全系数狀０．２≥

１．５；本文采用无限寿命设计，要求支架最大应力

不超过疲劳极限。②疲劳强度校核准则：对支架

固有频率进行分析，要求支架的第１阶固有频率

在发动机最高转速频率的１．２５倍以上。

５１　支架模型强度校核

分别对１７种工况进行强度校核，结果表明最

大应力出现在工况３情况下，最大主应力为３４５

ＭＰａ，主要集中在安装螺纹孔附近，最大位移为

０．７８８ｍｍ。最大主应力低于疲劳极限４３２ＭＰａ，

采用２００℃环境下材料属性，得到其屈服安全系

数为１．７８，其极限安全系数为２．１５，结构满足强

度准则设计要求（见图２１）。

５２　支架模型振动校核

外部支撑结构直接与航空发动机的机匣相

连，是发动机外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发动

８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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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　支架模型静强度考核结果

Ｆｉｇ．２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ｃ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ｍｏｄｅｌ

机外部结构，振动是引发其故障的主要失效模式。

因此，振动分析对外部支撑结构的评估和优化具

有重要意义（见图２２）。

图２２　支架前三阶振型

Ｆｉｇ．２２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ｈｒｅｅｍｏｄｅｓｈａｐｅｓ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通过对上述模型进行模态分析，获得其前十

阶固有频率，如表３所示。

表３　工况３下支架前五阶固有频率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犳犻狉狊狋犳犻狏犲狀犪狋狌狉犪犾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犻犲狊狅犳狋犺犲狊狌狆狆狅狉狋

狌狀犱犲狉狋犺犲狋犺犻狉犱狑狅狉犽犻狀犵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阶次 频率／Ｈｚ 阶次 频率／Ｈｚ

１阶 ６２８．５１

２阶 ７４４．２８

３阶 ７７０．８６

４阶 ８６２．４６

５阶 ９２５．６５

６阶 １０７５．３

７阶 １１３２．１

８阶 １１６２．１

９阶 １２２９．９

１０阶 １２９１．１

　　根据计算模态分析结果，振动主要发生在面

９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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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较大的附件侧平面上，此发动机高低压转子转

频分别为２５５Ｈｚ和１８３Ｈｚ。支架的第１阶固有

频率在发动机最高转速频率的１．２５倍以上。满

足振动设计要求。

５３　支架模型外廓性校核

外部支撑结构安装在航空发动机压气机机匣

外部，起着将发动机附件固定在机匣上的作用。

将支架与机匣和附件装配到一起，在３个结构的

螺栓孔处采用对齐约束，安装面采用接触约束。

结果证明，外部支撑结构与机匣和附件均不会发

生干涉，特别是加强筋部位，不会与机匣外表面接

触（如图２３）。

图２３　外部支撑结构装配图

Ｆｉｇ．２３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６　结　论

本文通过对航空发动机外部支撑结构（支架）

开展拓扑优化结构设计研究，结合发动机外部作

用力图，利用数学解析方法对发动机支架结构进

行受力分析，建立了外部支撑结构拓扑优化结构

设计流程，选取１７种危险工况对某型发动机支架

结构进行拓扑优化、参数化建模和尺寸优化，设计

了基于多工况载荷下的航空发动机支架结构，并

得到如下结论：

１）对初始模型基于不同载荷工况进行强度

计算，所得到的最大应力及位置是不同的，根据最

大应力所对应最危险工况所优化的结果与综合工

况优化结果有较大不同。基于多工况下的支架结

构拓扑设计更符合发动机实际工作情况。

２）不同网格密度会使优化结果有一定区别，

但是传力路径大体相同，应综合考虑建立参数化

模型。

３）实例分析结果表明，根据本文所提出的航

空发动机外部支撑结构拓扑优化设计流程所设计

出的发动机外部支架结构满足发动机强度、振动

设计要求，装配良好不发生干涉。可为后续支架

结构设计提供依据和参考。

拓扑优化技术在航空发动机领域的成功应用

使得产品在前期开发阶段就成功优化出合理的支

架结构，提高了支架的可靠性，大幅减少了后续改

进的设计成本和制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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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飞失转子动力特性及支承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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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在叶片飞失极限载荷下的支点载荷控制问题，建立综合考虑冲击、惯性非对称、

减速过临界等多种力学过程的支点动载荷响应分析方法；提出针对止推支点的缓冲阻尼支承结构安全性设

计，该结构可以通过控制支承结构的刚度、阻尼参数，调整转子系统动力特性，降低转子临界转速。通过支点

动载荷响应分析方法定量评估缓冲阻尼结构对降低支点动载荷的有效性。通过试验证明转子系统在冲击减

速过程中对支点载荷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叶片飞失所产生的冲击作用和减速过临界过程是威胁支承结构

承载能力的主要因素。采用缓冲阻尼支承结构能够使叶片飞失下转子系统的支点动载荷降低至２０％，是一

种有效的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

关　键　词：叶片飞失；惯性非对称；柔性转子；动力特性；安全性设计

中图分类号：Ｖ２３１．９６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２３

作者简介：李超（１９７７－），男，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结构设计、智能结构动力学与控制的研究。

通信作者：洪杰（１９６５－），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整机动力学、旋转机械振动控制等方面研究。

Ｅｍａｉｌ：ｈｏｎｇｊｉｅ＠ｂｕａａ．ｅｄｕ．ｃｎ

引用格式：李超，刘棣，马艳红，等．叶片飞失转子动力特性及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１１）：２２６３２２７４．ＬＩ

Ｃｈａｏ，ＬＩＵＤｉ，ＭＡＹａｎ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ｏｔｏｒ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ｆａｎｂｌａｄｅ

ｏｆｆ［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１１）：２２６３２２７４．

犇狔狀犪犿犻犮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狉狅狋狅狉犪狀犱狊犪犳犲狋狔犱犲狊犻犵狀狅犳

狊狌狆狆狅狉狋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狑犻狋犺犳犪狀犫犾犪犱犲狅犳犳

ＬＩＣｈａｏ１
，２，ＬＩＵＤｉ１，ＭＡＹａｎｈｏｎｇ１

，２，ＨＯＮＧＪｉｅ１
，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２．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ｐｉｖｏｔｌｏａ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ｅｒｔｉａ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ｄｅ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ｆｏｒ

ｌｏａ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ｕｎｄ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ｏａｄｏｆｂｌａｄｅｓｏｆｆ，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ｓａｆｅｔｙｄｅ

ｓｉｇｎｏｆｂｕｆｆｅｒｄａｍｐｉ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ｒｕｓ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ｗ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ａｆ

ｆｅｃｔ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ｂ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ａｎｄｄａｍｐ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ｐｅｅｄｏｆ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ｆｏｒｔｈｅｂｕｆｆｅｒｄａｍｐ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ａ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ｂｙ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ｐｉｖｏｔ

ｌｏａ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ｉｖｏｔｌｏａｄ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ｄｅ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ａｓｐｒｏ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ｄｅ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ｏｆｆａｒ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ｔｈ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ａｂｕｆｆｅｒｄａｍｐｉｎｇｐｉｖｏ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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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ｐｉｖｏｔｏｆ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２０％ｗｈｅｎｆａｎｂｌａｄｅｏｆｆ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ｍａｋｉｎｇｉｔ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ｄｅ

ｓｉｇ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ｂｌａｄｅｏｆｆ；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ｏｆｉｎｅｒｔｉａ；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ｒｏｔ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ａｆｅｔｙｄｅｓｉｇｎ

　　叶片飞失是指转子叶片的局部甚至整个叶片

断裂后脱离转子并飞出。叶片飞失瞬时转子系统

受到惯性冲击载荷，该冲击载荷会通过转子传递

到支承结构；同时，叶片飞失使得风扇叶盘结构发

生突变、出现惯性非对称特征，对支承系统产生附

加惯性载荷。另外，航空发动机为高速柔性转子，

工作在多阶临界转速以上，叶片飞失后，转子系统

在停车过程中经过多阶临界转速，相比起动过程，

转子系统受到大不平衡载荷激励，在临界转速附

近的支点动载荷突增。在上述力学过程中，转子

系统所受载荷均会通过转子传递到支承结构，造

成支承结构破坏，转静子卡滞，严重威胁航空发动

机的生存能力。发生叶片飞失的转子支承系统，

特别是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低压转子系统，已经

失去正常工作的能力，从航空发动机安全性的角

度考虑，此时的设计应保证支承结构不被破坏，转

子能够在风车状态下持续运转。

针对上述发动机安全性问题，发动机制造商

罗尔斯罗伊斯公司、普惠、ＧＥ（美国通用）公司相

继开展诸多支承结构设计，按照力学特性可以分

为支承方案与载荷优化设计［１］、支承结构降刚度

设计［２］、支承结构变形控制设计［３］，支承结构阻尼

设计［４］。然而，上述设计多为定性分析，均未对转

子系统动力特性的变化做出定量评估，均未对支

承结构安全性进行有效性验证。

针对不平衡激励下的瞬态响应问题，Ｇｅｎ

ｔａ
［５］、Ｋ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等

［６］和 Ｗａｎｇ等
［７］分别建立了

突加不平衡激励下的Ｊｅｆｆｃｏｔｔ转子模型，研究转

子转速、激振幅值和其他参数对转子支承系统振

动位移和轴心轨迹的影响。考虑转子的陀螺力矩

效应，Ｄｚｅｎａｎ
［８］，Ｍａ等

［９］和 Ｗａｎｇ等
［１０］分别仿真

分析了悬臂转子在突加不平衡激励下的振动响应

特性，并通过相关试验进行了验证。然而，上述文

献仅仅分析转子结构的响应特性，未考虑支承结

构的承载能力；未考虑轮盘结构惯性非对称特征

对转子系统响应特性的影响。

本文以大涵道比航空发动机叶片飞失为背

景，提出综合分析转子系统在冲击、惯性非对称、

减速过临界等多种力学过程的支点载荷响应分析

方法；提出针对止推支点的缓冲阻尼支承结构安

全性设计，对支承结构的有效性作出定量评估，验

证该设计对调整转子系统动力特性、降低转子临

界转速、控制支点动载荷等方面的作用；通过试验

证明转子系统在冲击减速过程中对支点载荷的

影响因素。

１　柔性转子动力学理论分析

本节建立综合分析转子系统支承结构在冲

击、惯性非对称、减速过临界等多种力学过程的支

点动载荷响应分析方法，为后文缓冲阻尼支承结

构有效性定量评估提供理论支撑。

１１　叶片飞失转子系统物理过程

根据转子系统的载荷特征，将叶片飞失后转

子系统的物理过程分为冲击阶段、减速阶段、风车

阶段。在冲击阶段，叶片飞失使转子支承系统承

受瞬时冲击载荷，同时转子结构突变使转子系统

的具有惯性非对称特征；在减速阶段，检测到由于

叶片飞失所引起的剧烈振动，发动机自动停车，转

子系统迅速减速，转子支承系统不仅受到大不平

衡径向惯性载荷还受到由于转速时变而产生的切

向惯性载荷；在风车阶段，转子系统稳定运转。值

得注意的是，柔性转子工作在多阶临界转速以上，

在冲击阶段和减速过临界阶段转子的幅值将会突

增，支点动载荷相应增加，是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

所关注的重点。

图１　柔性转子模型

Ｆｉｇ．１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ｒｏｔｏｒｍｏｄｅｌ

１２　柔性转子系统力学特性

根据大涵道比航空发动机低压转子结构特征

并结合有限元方法建立柔性转子模型，如图１所

示，该转子主要由风扇轮盘，径向尺寸不同的轴段

和３个支点（１＃、２＃、３＃）组成。该模型包含４

个有效节点，轴段通过梁单元建立，叶盘结构通过

４６２２



　第１１期 李　超等：叶片飞失转子动力特性及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

质量单元建立，支承结构通过线性阻尼和线性刚

度表示，模型的自由度如式（１）所示。图１柔性转

子系统参数含义及数值如表１所示。

狇＝ 狓１ 狔１ θ
１
狓 θ

１
狔 … 狓４ 狔４ θ

４
狓 θ

４｛ ｝狔
（１）

表１　柔性转子系统参数设定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狀犳犻犵狌狉犪狋犻狅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犳犾犲狓犻犫犾犲狉狅狋狅狉狊狔狊狋犲犿

参数 数值

密度／（ｋｇ／ｍ
３） ７８００

泊松比 ０．３

弹性模量／ＧＰａ ２１０

轴段长度／ｍｍ

犾１ ３００

犾２ ３００

犾３ １４００

轴段外径／ｍｍ
犇１ １６０

犇２ ８０

支承刚度／

１０４（Ｎ／ｍｍ）

犽１ ５

犽２ ５

犽３ ５

支点阻尼

犮１ ０

犮２ ０

犮３ ０

轴段内径／ｍｍ
犱１ １４０

犱２ ７０

叶盘质量犿ｃ／ｋｇ １２３

转子结构阻尼比ξ ０．１

叶盘直径惯性矩犑ｄ／（ｋｇ·ｍ
２）

（正常状态）
４

叶盘极惯性矩犑ｐ／（ｋｇ·ｍ
２）

（正常状态）
８

１．２．１　不平衡载荷激励

对于正常工作的转子系统，在高精度加工和

动平衡技术下认为叶盘质心与形心重合，即风扇

轮盘的偏心距犲＝０ｍｍ；叶片飞失后的叶盘结构

发生突变使得偏心距犲≠０ｍｍ，此外减速阶段下

的转子转速随时间变化使得转子的角加速度¨φ≠

０ｒａｄ／ｓ２。综上，转子支承系统在叶片飞失后的整

个转速域中会受到瞬时冲击激励、大不平衡惯性

载荷激励、以及转速时变所产生的角加速度激励。

数学表达式如式（２）所示
［１１］。

犘（狋）＝

０，｛ ｝０ Ｔ 狋＜狋ｂｌａｄｅｏｆｆ

犿ｅ犲｛̈φｓｉｎφ＋

φ
２ｃｏｓφ，

　 －̈φｃｏｓφ＋

φ
２ｓｉｎφ｝狋≥狋

烅

烄

烆 ｂｌａｄｅｏｆｆ

（２）

其中犿ｅ表示叶片飞失后的叶盘质量，φ表示叶盘

相角，狋ｂｌａｄｅｏｆｆ表示发生叶片飞失的时刻。

１．２．２　叶盘惯性非对称

发生叶片飞失的转子系统不仅受到由于不平

衡产生的惯性载荷激励，还会因失去部分叶片使

转子系统具有惯性非对称特征。如图２所示，叶

片飞失使得转子结构发生突变，叶盘关于旋转中

心犗的极转动惯量变为犑′ｐ＝犑ｐ－犿ｌｏｓｓ犚
２，其中

犑ｐ是未发生叶片飞失的叶盘转动惯量，犿ｌｏｓｓ是飞

失叶片的质量，犚表示飞失叶片质心到旋转中心

犗 的距离，叶盘关于狓、狔轴的直径转动惯量分别

为犑狓＝犑ｐ／２－犿ｌｏｓｓ犚
２ 和犑狔＝犑ｐ／２，ω表示轮盘

转速。

图２　叶盘非对称力学简图

Ｆｉｇ．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ｄｉｓｃｗｉｔｈ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非对称叶盘的动力学方程可以通过 Ｌａ

ｇｒａｎｇｅ能量方程（式（３））建立

ｄ

ｄ狋

犜ｄ


（ ）
狇
－
犜ｄ

狇
＝０，　狇＝ 狓，狔，θ狓，θ［ ］狔

Ｔ

（３）

　　叶盘动能如式（４）所示

犜ｄ＝
１

２
犿ｅ狓

２
＋狔（ ）２ ＋

１

２
犑狓（θ狓ｃｏｓω狋＋

θ狔ｓｉｎω狋）
２
＋
１

２
犑狔θ狓ｓｉｎω狋－θ狔ｃｏｓω（ ）狋 ２

＋

１

２
犑′ｐ ω

２
＋ωθ狓θ狔－θ狔θ（ ）［ ］狓 （４）

　　引入平均直径转动惯量犑ｄａｖｅ（式（５））和惯性

非对称增量Δ犑（式（６））

５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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犑ｄａｖｅ＝
１

２
犑狓＋犑（ ）狔 ＝

１

２
犑ｐ－犿ｌｏｓｓ犚（ ）２

（５）

Δ犑＝
１

２
犑狔－犑（ ）狓 ＝

１

２
犿ｌｏｓｓ犚

２ （６）

　　将式（４）～式（６）代入式（３）得到惯性非对称

叶盘转子运动微分方程

犕ｄ＋珮犕ｄ（狋［ ］）̈狇ｄ－ 犌ｄ＋珟犌ｄ（狋［ ］）狇ｄ＝０

（７）

其中犕ｄ和犌ｄ分别表示常质量矩阵和陀螺矩阵；

珮犕ｄ（狋）和珟犌ｄ（狋）分别表示周期时变质量矩阵和陀

螺矩阵，且周期为２ω。

犕ｄ＝

犿ｅ

犿ｅ

犑ｄａｖｅ

犑

熿

燀

燄

燅ｄａｖｅ

（８）

珮犕ｄ（狋）＝Δ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ｃｏｓ２ω狋 －ｓｉｎ２ω狋

０ ０ －ｓｉｎ２ω狋 ｃｏｓ２ω

熿

燀

燄

燅狋

（９）

犌ｄ＝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犑ｄａｖｅω

０ ０ ２犑ｄａｖｅω

熿

燀

燄

燅０

（１０）

珟犌ｄ＝２ωΔ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ｓｉｎ２ω狋 ｃｏｓ２ω狋

０ ０ ｃｏｓ２ω狋 ｓｉｎ２ω

熿

燀

燄

燅狋

（１１）

１３　动力学方程及求解流程

１．３．１　动力学方程

通过式（７）考虑叶盘的惯性非对称特征，再考

虑转子支承系统的不平衡载荷激励（式（２））得到

转子的动力学方程，如式（１２）所示。

［犕＋珮犕（狋）］̈狇＋［犆＋犌＋珟犌（狋）］狇＋犓狇＝犘（狋）

（１２）

其中犕 和犌 分别为转子支承系统的质量、陀螺矩

阵，珮犕（狋）、珟犌（狋）分别为质量、陀螺时变矩阵，犘（狋）

为转子惯性激励载荷向量。矩阵犆包含转子的

结构阻尼，用瑞利阻尼表示犆（狋）＝珘α犕＋珓β犓，其中

珘α和珓β通过文献［１２］得到。

１．３．２　求解流程

为求解转子系统支点动载荷在叶片飞失后整

个转速域下的瞬态响应，建立基于软件 ＡＮＳＹＳ

和 ＭＡＴＡＬＢ的振动响应求解流程，如图３所示，

图１柔性转子的建立通过 ＡＮＳＹＳ有限软件完

成，而后将动力学矩阵（不含阻尼矩阵）导入到

ＭＡＴＬＡＢ中。在 ＭＡＴＬＡＢ中形成转子的不平

衡激励向量、阻尼矩阵以及相关时变质量矩阵、时

变陀螺矩阵，并根据载荷向量和各个动力学矩阵，

图３　转子支承系统载荷响应求解流程

Ｆｉｇ．３　Ｓｏｌｖ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ｏｒ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ｌｏａｄ

６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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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得到系统的动力学方程，采用Ｎｅｗｍａｒｋβ积

分算法进行求解。

２　转子支承系统瞬态响应分析

本节利用文中第１节提出的转子系统响应特

性分析方法，对支点动载荷进行瞬态响应分析，深

入理解各个支点在不同阶段的变化规律，为文中

第３节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策略提供理论支撑。

本文重点分析叶片飞失背景下转子系统支点载荷

的响应特性，未考虑碰摩对转子系统的影响。相

关研究［１３］表明转静子碰摩会对转子具有一定附

加约束作用，可以降低转子振幅、支点动载荷，因

此本文的计算结果较真实转子系统偏于保守。

２１　参数设定

文献［１４１５］表明：航空发动机叶片飞失

（ＦＢＯ）后，各个阶段的时间尺度如下：冲击阶段存

在时间为１０－３～１０
－１ｓ，减速阶段存在时间为

１０－１～１０
１ｓ，风车阶段存在时间为１０１～１０

３ｓ。

根据上述时间尺度，建立叶片飞失后转子转速随

时间变化曲线，如图４所示，转子支承系统在０ｓ

时刻发生叶片飞失，在０．１ｓ后转子开始减速，减

速过程视为匀减速过程，在４．５ｓ后转子达到风车

状态。

图４　叶片飞失后转子转速随时间变化过程

Ｆｉｇ．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ｏｒ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ａｆｔｅｒＦＢＯ

２２　支点动载荷响应分析

发生叶片飞失的转子系统不仅受到巨大惯性

载荷作用，还会引起结构的明显变形使转子具有

惯性非对称特征。为综合分析叶片飞失下转子系

统支点动载荷在不同时段的响应特性，计算得到

不同惯性非对称程度下各支点载荷幅值随时间变

化曲线，如３＃支点。

图５所示。其中，曲线犃不考虑转子的惯性

非对称特征（即犑ｄａｖｅ＝４ｋｇ·ｍ
２，Δ犑＝０ｋｇ·ｍ

２），

曲线犅考虑转子系统具有轻度非对称特征，非对

称参数（犑ｄａｖｅ＝３．５ｋｇ·ｍ
２，Δ犑＝０．５ｋｇ·ｍ

２）；曲

线犆考虑转子系统具有重度非对称特征，非对称

参数（犑ｄａｖｅ＝３ｋｇ·ｍ
２，Δ犑＝１ｋｇ·ｍ

２）；理论上，

叶盘具有结构特征，叶片飞失后，相同不平衡量下

的叶盘因丢失叶片的部位不同而造成不同程度的

惯性非对称特征。为分析惯性非对称程度对支点

载荷的产生的单一影响，将叶片飞失产生的不平

衡量为均设定为 犿ｅ犲＝０．１ｋｇ·ｍ，利用 Ｎｅｗ

ｍａｒｋβ数值积分求解，积分载荷步为０．００００５ｓ，

积分时间为５ｓ。计算结果如下：

１）冲击阶段，在０ｓ时刻转子支承系统发生

叶片飞失，叶片飞失瞬时转子系统受到冲击载荷

作用，并通过转子传递到支承结构，使各个支点具

有明显的冲击响应特性。高速柔性转子系统本身

工作在临界转速之上，减速阶段经过１阶临界转

速，振型如图５（ａ）所示，为俯仰振型，１＃支点位

移最大，２＃支点次之，３＃支点最小。通过比较图

５（ｂ）、图５（ｃ）、图５（ｄ）临界转速点处各支点载荷

相对关系，得到１＃支点动载荷最大，２＃支点动

载荷次之，３＃支点动载荷最小，与图５（ａ）俯仰振

型一致。

２）针对叶片飞失后转子系统支点动载荷的

响应分析，不仅要考虑不平衡激励的作用，同时也

要考虑叶盘结构突变对支承结构载荷的影响。对

７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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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各支点动载荷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５　Ｐｉｏｖｔ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ｏａｄ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比图５曲线犃、曲线犅、曲线犆，表明转子惯性非对

称特征使临界转速点附近支点动载荷增加１５％～

２０％，非对称程度越重，对应支点动载荷越大。

３）各个支点动载荷载荷在冲击阶段、过临界

转速阶段载荷明显升高，严重威胁支承结构的承

载能力。其中１＃支点动载荷最高，发生破坏的

风险最大，是支承安全性设计所考虑的重点。

４）以１＃支点为例，转子系统在冲击和减速

状态下，支点载荷最大值分别为１００、３５０ｋＮ，在

量级上与文献［１４］计算结果一致。

３　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

本节根据文中第２节支点动载荷的瞬态响应

分析结果，建立支承结构安全设计策略，并提出一

种缓冲阻尼结构设计。

３１　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策略

文中第２节中的响应分析结果及相关文献

［１３，１６］均表明：柔性转子叶片飞失后，靠近叶片

飞失位置的支点（１＃支点）载荷最大，是航空发动

机的危险支点。因此，针对本文柔性转子１＃支

点建立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策略，即支承结构降

刚度加阻尼设计。降刚度是指通过采用瞬断结

构设计，使支承结构在大冲击或大不平衡载荷下

完全或部分破坏，降低转子支承的刚度，降低瞬态

冲击载荷；加阻尼是指通过增加支承结构的阻尼

吸收叶片飞失产生的冲击能量，也可以降低临界

转速点处的支点动载荷。

３２　缓冲阻尼支承结构设计

３．２．１　缓冲阻尼支承结构模型

基于上述支承结构降刚度加阻尼的安全性

设计策略和金属橡胶结构刚度阻尼力学特性［１７１８］

建立缓冲阻尼支承结构。所谓金属橡胶（如图６

所示）是一种均质的弹性多孔物质，既具有所选金

属固有的特性，又具有像橡胶一样的弹性。通过

合理的加工可以得到刚度较低、阻尼较大的金属

橡胶，是用于高温环境结构减振的理想材料。

图６　金属橡胶材料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ｅｔａｌｒｕｂｂｅ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如图７所示，为本文所建立的缓冲阻尼支承

结构，主要包括瞬断结构、金属橡胶、环腔结构，具

体结构形式如下。

图７　缓冲阻尼支承三维结构

Ｆｉｇ．７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ｉｔｈ

ｂｕｆｆｅｒｄａｍｐｉ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

缓冲阻尼支承结构主要包含：轴承外环、滚

珠、轴承内环（分半式结构）、金属橡胶材料。如图

８所示：轴承内环为分半结构，分为轴承内环１、轴

８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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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轴承组件

Ｆｉｇ．８　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承内环２，安装在环腔内；环腔为分半结构，分为

环腔１和环腔２，轴承内环与环腔结构之间设计

金属橡胶。

图９　瞬断结构

Ｆｉｇ．９　Ｂｒｅａ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如图９所示，转子正常工作过程，位于环腔结

构与轴承内环通过定心圆柱面ａ压紧，起定心作

用，传递径向力；当转子受到突加大不平衡激励，

支点载荷超过瞬断结构承载极限，瞬断结构ｂ断

裂，缓冲阻尼支承结构生效，轴承内环和环腔间的

金属橡胶受到挤压，具有缓冲隔振作用；轴承内环

为分半式结构，通过止口ｃ实现径向位移协调。

该设计能够保证支承结构对转子的轴向约束，同

时降低对转子的径向约束。

环腔结构在周向位置有均匀分布的４个卡槽

ｄ，轴承内环在周向位置同样有４个卡槽ｅ，卡槽

之间间隔排列，中间放入金属橡胶ｆ，如图１０所

示。金属橡胶由８块分半式结构组成，在轴承内

环和环腔间沿周向均匀分布，并通凸台传递扭矩。

图１０　金属橡胶分布示意图

Ｆｉｇ．１０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ｅｔａｌｒｕｂｂ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瞬断结构能够有效控制作用在轴承上的载

荷，当载荷超过瞬断结构的载荷阀值，瞬断结构断

裂，金属橡胶起到缓冲阻尼作用。环腔结构保证

轴承内环在环腔结构中径向移动。缓冲阻尼结构

工作原理如下：正常工作状态下瞬断结构起到转

子定位作用，转子的径向载荷通过瞬断结构传递

到轴承外环，再由轴承外环传递到承力框架，转子

的轴向力则由环腔结构传递到轴承内环，再由轴

承外环传递到承力框架。叶片飞失对转子支承系

统产生冲击载荷，一旦该载荷超过瞬断结构的承

载极限，瞬断结构断裂，支点传力方式改变：转子

的径向力通过金属橡胶传递到轴承内环，再由轴

承外环传递到承力框架。值得注意的是，缓冲阻

尼结构是针对极限载荷而设计的，其是否生效取

决于支承结构所受载荷的大小，正常载荷下，支承

结构所受载荷不会超过瞬断结构阀值，转子则以

正常的刚度、阻尼条件运转。

根据上述缓冲阻尼结构的工作原理建立缓冲

阻尼力学模型，支承结构具有低刚度高阻尼力学

特性使得缓冲阻尼结构生效前后转子支承系统的

刚度特性和阻尼特性发生突变，因此转子支承系

统中的刚度矩阵和阻尼矩阵具有突变特征，具体

形式如式（１３）、式（１４）所示。

犆（狋）＝犆ｂ（狋）＋犆 （１３）

犓（狋）＝犓ｂ（狋）＋犓 （１４）

其中

犆ｂ（狋）＝犜
Ｔ
ｃ犆

ｌｏｃａｌ
ｂ （狋）犜ｃ

９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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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ｌｏｃａｌｂ ＝

犮狓

犮
［ ］

狔

犳ｂｅａｒｉｎｇ＜犳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犮ｂｌａｄｅｏｆｆ狓

犮ｂｌａｄｅｏｆｆ
［ ］

狔

犳ｂｅａｒｉｎｇ≥犳

烅

烄

烆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犓ｂ（狋）＝犜
Ｔ
ｋ犓

ｌｏｃａｌ
ｂ （狋）犜ｋ

犓ｌｏｃａｌｂ ＝

犽狓

犽
［ ］

狔

犳ｂｅａｒｉｎｇ＜犳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犽ｂｌａｄｅｏｆｆ狓

犽ｂｌａｄｅｏｆｆ
［ ］

狔

犳ｂｅａｒｉｎｇ≥犳

烅

烄

烆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式中犆ｌｏｃａｌｂ 为局部阻尼矩阵，犓ｌｏｃａｌｂ 为局部刚度矩

阵，犜ｃ为从局部坐标系转移到整体坐标系的阻尼

转移矩阵，犜ｋ为从局部坐标系转移到整体坐标系

的刚度转移矩阵，犳ｂｅａｒｉｎｇ缓冲支承结构支点动载

荷，犳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为缓冲阻尼结构瞬断阀值，犮狓、犮狔 分别

为正常工作状态下狓、狔方向阻尼，犽狓、犽狔 分别为正

常工作状态下狓、狔方向支承刚度，犮
ｂｌａｄｅｏｆｆ
狓 、犮ｂｌａｄｅｏｆｆ狔 分

别为缓冲阻尼生效后缓冲阻尼结构在狓、狔方向阻

尼，犽ｂｌａｄｅｏｆｆ狓 、犽ｂｌａｄｅｏｆｆ狔 分别为缓冲阻尼生效后缓冲阻

尼结构在狓、狔方向刚度，犆和犓 分别为仅考虑

２＃、３＃支点下转子系统的阻尼、刚度矩阵。

３．２．２　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动力学方程

综合考虑转子支承系统的惯性载荷激励、叶

盘惯性非对称特征以及缓冲阻尼转子支承系统的

刚度、阻尼矩阵的突变特性，得到支承结构安全性

设计转子系统动力学方程，如式（１５）所示。

［犕＋珮犕（狋）］̈狇＋［犆（狋）＋犌＋珟犌（狋）］狇＋

犓（狋）狇＝犘（狋） （１５）

其中犕、犌、珮犕（狋）、珟犌（狋）、犘（狋）与式（１２）中矩阵一

致。在缓冲结构生效之前，矩阵犆（狋）与式（１２）中

犆一致，仅包含转子的结构阻尼；在缓冲结构生效

之后，矩阵犆（狋）不仅包含转子的结构阻尼还包含

缓冲阻尼结构阻尼，同理在缓冲结构生效之前，矩

阵犓（狋）与式（１２）中犓 一致；在缓冲结构生效之

后，矩阵犓（狋）为考虑缓冲阻尼结构后的转子系统

刚度矩阵。

４　缓冲阻尼结构有效性分析

本节针对文中第３节提出的缓冲阻尼结构进

行定量评估，并从能量角度对支承结构有效性进

行机理分析。

４１　支点动载荷响应特性

结合工程实践，初步选取缓冲阻尼结构刚度

参数犽ｂｌａｄｅｏｆｆ狓 ＝犽ｂｌａｄｅｏｆｆ狔 ＝３×１０５ Ｎ／ｍｍ、阻尼参数

犮ｂｌａｄｅｏｆｆ狓 ＝犮ｂｌａｄｅｏｆｆ狔 ＝１５Ｎ·ｓ／（ｍｍ·ｍｍ），瞬断阀值

为犳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１００ｋＮ，惯性非对称参数犑ｄａｖｅ＝３

ｋｇ·ｍ
２、Δ犑＝１ｋｇ·ｍ

２，不平衡量 犿ｅ犲＝０．１

ｋｇ·ｍ，为明确缓冲阻尼结构中的刚度特性、阻尼

特性对支承结构载荷的影响规律，分别计算未采

用缓冲阻尼结构、仅考虑缓冲阻尼结构刚度特性、

考虑缓冲阻尼结构刚度特性阻尼特性的支点动

载荷响应，如图１１所示（曲线犇未采用缓冲阻尼

结构，曲线犈 仅考虑缓冲阻尼结构刚度特性，曲

线犉考虑缓冲阻尼结构刚度特性阻尼特性）。计

算结果表明

１）根据图１１（ａ）～图１１（ｃ）中的曲线犉，叶片

飞失瞬时，１＃支点动载荷达到缓冲阻尼结构瞬断

阀值１００ｋＮ，缓冲阻尼结构生效。在整个力学过

程中，缓冲阻尼结构不仅能够降低１＃支点动载

荷，同时能够降低２＃、３＃支点动载荷。

２）对比图１１曲线犇 和曲线犈，表明缓冲阻

尼结构的“降刚度”特性能够降低支点在瞬态冲击

阶段的载荷，也可以通过降低转子临界转速来降

低临界转速点的支点动载荷；对比图１１曲线犈

和曲线犉，表明缓冲阻尼结构的“加阻尼”特性能

够吸收叶片飞失产生的冲击能量，缩短转子震荡

衰减时间，也可以降低临界转速点处的支点动载

０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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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转子系统支点动载荷幅值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１１　Ｐｉｖｏｔ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ｏａｄｆｏｒ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ｔｉｍｅ

荷。“降刚度加阻尼”使得转子各个支点载荷降

低至２０％。

图１２　转子系统势能分布特征

Ｆｉｇ．１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ｓｔｒａｉｎｅｎｅｒｇ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

４２　转子系统势能分布

上述计算结果表明采用阻尼缓冲支承结构能

够降低冲击阶段、减速阶段支点动载荷，改善转子

动力特性。为进一步分析该缓冲阻尼支承结构对

转子系统的影响机理，从能量的角度对比典型运

动状态下转子系统的势能及分布。图１１曲线犇、

曲线犉在临界转速点的转子系统势能如图１２所

示，计算结果表明：采用缓冲阻尼支承结构的转子

系统总势能显著降低，从１．９×１０６Ｊ降低至４．５×

１０４Ｊ，同时各个支点势能明显降低，１＃支点从

１．３×１０６Ｊ降低至３．２×１０４Ｊ；２＃支点从２．２×

１０５Ｊ降低至２．８×１０３Ｊ；３＃支点从１．４×１０
３Ｊ降

低至３６Ｊ。根据上述结果，从能量的角度解释缓

冲阻尼支承结构对转子系统的影响机理：缓冲阻

尼结构的低刚度特性能够通过降低转子系统的临

界转速来降低临界转速点处的动能（转子系统的

动能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进而降低与动能平衡

的系统势能；缓冲阻尼结构的高阻尼特性能够通

过降低转子系统在临界转速的振幅进一步降低系

统势能，降低转子系统各个支点势能，最终实现降

低各个支点载荷。

４３　刚度阻尼参数影响分析

图１１分析表明，发生叶片飞失的转子系统在

冲击减速风车整个力学过程中支点载荷的最大

值，记为犉ｍａｘ，可能出现在冲击阶段，也可能出现

在减速过临界阶段。定义刚度比为α＝犽
ｂｌａｄｅｏｆｆ／犽１

为缓冲阻尼结构刚度与原系统１＃支点刚度比

值。为进一步分析缓冲阻尼结构刚度、阻尼对转

子支点载荷的影响规律，得到不同阻尼参数下各

个支点载荷最大值犉ｍａｘ随支承结构刚度比α的变

化过程，如图１３所示。参数设定如下：非对称参

数犑ｄａｖｅ＝３．５ｋｇ·ｍ
２，Δ犑＝０．５ｋｇ·ｍ

２，不平衡

量犿ｅ犲＝０．１ｋｇ·ｍ，计算结果如下：

图１３　不同刚度比和不同阻尼下支点动载荷变化

Ｆｉｇ．１３　Ｐｉｖｏｔ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ｏａｄ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ｒａｔｉｏｓａｎｄｄａｍｐｉｎｇｓ

１）在β区域，由于缓冲阻尼结构的刚度比较

低，使得临界转速点支点载荷较小，甚至临界转速

低于风车转速。支点载荷的最大值犉ｍａｘ出现在冲

击阶段，犉ｍａｘ近似等于缓冲阻尼结构的瞬断阀值，

且不受刚度比的影响，将该区域称为载荷低敏感

区域。

２）在η区域，由于缓冲阻尼结构的刚度比较

高，使得临界转速点支点载荷下降不明显。支点

载荷的最大值犉ｍａｘ出现在减速过临界阶段，犉ｍａｘ

为临界转速点处的支点动载荷，受阻尼和刚度比

影响较大，表现为犉ｍａｘ随刚度比的下降和阻尼的

增加，各支点动载荷不断下降，将该区域称为载荷

敏感区域。

１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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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时应综合考虑叶片飞失不平衡量、

各个支点支承刚度、转速范围等影响，将缓冲阻尼

结构的参数设计在β区域，即载荷低敏感区域，确

保转子支承结构载荷不超过缓冲阻尼结构的瞬断

阀值。

５　柔性转子试验

上述分析表明，发生叶片飞失的转子系统会

在飞失瞬时和转子减速过临界阶段造成支点载荷

突增，威胁支承结构的承载能力，本节通过试验研

究验证该结论的正确性。

５１　柔性转子支承系统设计

试验器（如图１４所示）主要包括转子和突加

不平衡激励装置，悬臂转子分别通过刚性支承和

弹性框架支承。弹性框架的支承刚度通过准静态

测试得到，为２×１０６Ｎ／ｍ，因此支承结构的载荷

可以通过测量支点位移间接得到。

柔性联轴器将高速电主轴和转子连接，能够

允许转子和电动机支架之间的微小偏差。柔性转

子的１阶临界转速为４２９０ｒ／ｍｉｎ，对应振型为风

扇俯仰振型；２阶振型为２３２２４ｒ／ｍｉｎ，对应振型

为转子弯曲振型；由于第２阶临界转速远高于第

１阶临界转狓速，在本试验中不做研究。电动机

由计算机系统控制，以保持稳定的加速和减速。

图１４　悬臂柔性转子试验器

Ｆｉｇ．１４　Ｃａｎｔｉｌｅｖｅｒ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ｒｏｔｏｒｔｅｓｔｄｅｖｉｃｅ

试验系统采用电涡流传感器测量转轴的运动

轨迹。

突加不平衡激励装置如图１５所示，工作原理

如下：不平衡质量块通过易断螺栓连接在风扇轮

盘处，两个质量块在相位上相差１８０°，在轴向上

错来开一定间隙。在预定的转速下，拉动突加不

平衡激励装置任意一侧开关，该侧的推杆在拉簧

拉力作用向风扇轮盘移动，切断质量块，对转子系

统施加突加不平衡载荷。

图１５　突加不平衡装置

Ｆｉｇ．１５　Ｓｕｄｄｅｎ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ｅｖｉｃｅ

５２　试验结果分析

在超临界转速状态（６０００ｒ／ｍｉｎ）对转子支承

系统进行突加不平衡试验，不平衡质量为１０ｇ，转

子弹性支承支点载荷随时间的变化如图１６所示，

结果表明，冲击作用下支点载荷突增，成为威胁支

承结构承载能力的因素之一。

如图１７所示为减速过１阶临界转速状态下弹

性支承支点载荷随时间的变化过程，减速过程视为

匀减速（转速变化范围为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ｒ／ｍｉｎ）。结果

表明，临界转速点处的支点载荷突增，成为威胁支

承结构承载能力的因素之二。

上述试验表明，转子系统在受到突加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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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冲击阶段１＃支点载荷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１６　１＃ｐｉｖｏｔｌｏａｄ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ｉｎ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

图１７　减速阶段１＃支点载荷随时间变化

Ｆｉｇ．１７　１＃ｐｉｖｏｔｌｏａｄ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ｄｅ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冲击载荷和减速过临界时，支点幅值显著增加，转

子系统支点幅值在冲击、减速过临界所表现出的

响应特性与文中第２节柔性转子支点载荷计算结

果一致。

６　结　论

解决极限载荷下转子系统的安全性问题是保

证航空发动机结构可靠性、完整性的关键。针对

极限载荷下转子系统动力特性的有效分析和合理

设计对推进航空发动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

以航空发动机叶片飞失为背景，建立综合考虑冲

击、惯性非对称、减速过临界等多种力学过程的支

点动载荷响应分析方法；提出针对止推支点的缓

冲阻尼支承结构安全性设计，通过支点动载荷响

应分析方法定量评估缓冲阻尼结构对降低支点动

载荷的有效性。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１）所建立的转子支承系统瞬态响应分析方

法能够较好地反应叶片飞失后转子系统支承结构

载荷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叶片飞失所产生的冲击

作用和减速过临界过程是威胁支承结构承载能力

的主要因素。分析叶片飞失下支承结构载荷的响

应特性不仅要考虑不平衡量所产生的惯性激励作

用，还需要考虑转子惯性非对称特征对支点动载

荷的影响，惯性非对称特征会增加临界转速点处

支点动载荷。

２）计算证明缓冲阻尼支承结构能够降低危

险支点动载荷。通过控制支承结构的刚度参数和

阻尼参数降低转子系统势能，通过降低转子系统

临界转速来降低各个支点动载荷。工程设计时应

综合考虑叶片飞失不平衡量、各个支点支承刚度、

转速范围等影响，将缓冲阻尼结构的参数设计在

刚度低敏感区域，降低支承结构损伤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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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ｔｉｏ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３９（５）：

１１１１１１２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郭宝亭，朱梓根．金属橡胶阻尼器在转子系统中的应用

［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０３，１８（５）：６６２６６８．

ＧＵＯＢａｏｔｉｎｇ，ＺＨＵ Ｚｉｇ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ｌｒｕｂｂｅｒ

ｄａｍｐｅｒｔｏ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

ｅｒ，２００３，１８（５）：６６２６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陈艳秋，郭宝亭，朱梓根．金属橡胶减振垫刚度特性及本构

关系研究［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０２，１７（４）：４１６４２０．

ＣＨＥＮＹａｎｑｉｕ，ＧＵＯＢａｏｔｉｎｇ，ＺＨＵＺｉｇｅｎ．Ｔｈ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ｔａｌｒｕｂｂ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

２００２，１７（４）：４１６４２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编辑：王碧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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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维通用单胞方法的平纹编织

复合材料多尺度损伤模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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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决编织复合材料多尺度损伤模拟的技术难题，发展了基于三维通用单胞模型（ＧＭＣ）的

多尺度损伤模拟方法。基于通用单胞方法基本理论，推导宏细观参量的转换公式，设计了宏细观损伤增量步

迭代流程。以二维平纹编织陶瓷基复合材料为例，开展了结构单胞的细观损伤模拟，以及其平板试验件的多

尺度损伤模拟，得到了细观损伤云图和宏观应力应变曲线。研究表明：该方法模拟的结构单胞细观损伤过程

与文献描述的损伤机理相符，预测的平板试验件损伤过程的应力应变曲线与试验结果基本吻合，所预测强度

值的相对误差小于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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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ＧＭＣ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ｎｄｍｅｓｏｓｃｏｐ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ａ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ｎｄｍｅｓｏｓｃｏｐｉｃｄａｍａｇｅｉｎ

ｃｒｅｍｅｎｔｓｔｅｐｓｗ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２Ｄｐｌａｉｎｗｅａｖｅｃｅｒａｍｉｃｍａｔｒｉｘ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ｓａｎｅｘ

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ｍｅｓｏｓｃｏｐｉｃｄａｍａｇ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ｃｅｌｌｗａｓ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ｆｌａｔｔｅｓｔｐｉｅｃｅｏｆｔｈｅ２Ｄｐｌａｉｎｗｅａｖ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ｍｅｓｏｓｃｏｐｉｃｄａｍａｇ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ｃｕｒｖｅ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ｃｅｌｌｍｅｓｏｓｃｏｐｉｃｄａ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ｇｒｅ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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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ａｍａｇ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ｉ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

ｃｕｒｖ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ａ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ｆｌａｔｔｅｓｔ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ｗａ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ｅｓｔｒｅ

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ｖａｌｕｅ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５％．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ｅｌｌ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ｐｌａｉｎｗｅａｖｅ；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ｄａｍａｇ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编织复合材料面外力学性能优异
［１］，可用于

制备承受复杂载荷的航空结构件。我国某型在研

的航空发动机的低压涡轮导叶，正是采用二维编

织陶瓷基复合材料。编织复合材料细观结构复

杂，宏观上呈高度正交各向异性，损伤行为研究困

难，为此国内外研究机构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和试

验研究。Ｃｈａｂｏｃｈｅ、Ｌｉ等
［２４］采用连续介质损伤

力学模型研究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应力应变关系。

连续介质损伤力学描述复合材料复杂损伤行为的

能力较强，在模拟各向异性损伤、刚度退化、拉压

不对称、裂纹闭合效应等力学行为时具有较高的

精度，但是为了建立各向异性损伤张量，需要开展

大量试验获取较多的模型参数。

Ｃｈａｂｏｃｈｅ等
［２］通过通过圆管拉剪试验研究

了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宏观力学响应。Ｏｇａｓａｗａｒａ

等［５］研究了拉伸载荷对编织陶瓷基复合材料切变

模量的影响。Ｗａｎｇ等
［６］研究了剪切载荷下陶瓷

基复合材料的裂纹扩展行为。王翔等［７］利用Ａｒ

ｃａｎ夹具实现了对二维平纹编织复合材料的的拉

伸、剪切加载试验。连续介质力学主要是从宏观

层面上去模拟，并不关心细观损伤机理与宏观力

学响应的联系机制。在细观损伤机理方面，研究

者常采用断裂力学模型研究基体的开裂行为，如

经典的 Ｂｕｄｉａｎｓｋｙ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Ｅｖａｎｓ（ＢＨＥ）模

型［８］和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ＣｏｘＥｖａｎｓ（ＭＣＥ）模型
［９］等。

基体开裂后，随着载荷继续增大，基体裂纹演化过

程中纤维出现脱黏和滑移，以及卸载时的反向滑

移。纤维的正向和反向滑移交替发生是形成疲劳

迟滞回线的重要原因，因此纤维滑移理论主要用

于复合材料疲劳研究［１０］。

在编织复合材料多尺度模拟技术方面，刚度

平均法［１１］认为复合材料的等效刚度等于各组分

相刚度的按照其占比进行叠加，如求解单向纤维

增强复合材料材料常数的混合法则［１２］、Ｃｈａｍｉｓ

公式法［１３］等，均可归入此类。刚度平均法也可以

用于求解编织结构的等效刚度，此时需对各向异

性的纤维束进行刚度矩阵坐标转换［１１］。细观力

学有限元法［１４１５］通过建立单胞形式的细观有限元

模型，分析其力学响应，然后对计算所得场变量进

行体积平均，以求解宏观等效材料性能。通用单

胞方法［１６］对单胞进行切割，划分成一个个小的子

胞，复合材料的等效刚度等于各子胞刚度乘以集

中系数矩阵，然后进行体积平均。以上三种方法

均需要对细观结构进行人为划分、叠加，不可避免

会引入几何误差。渐进均匀化法［１７］建立上一级

尺度和下一级尺度之间的解析关系，有严格的数

学理论，避免了类似于通用单胞模型法经有限次

切割与真实结构之间存在的几何误差。但在求解

解析方程时需要用到有限元等数值方法，也难以

避免会引入数值误差。

通用单胞方法由 Ａｂｏｕｄｉ等
［１６，１８］提出，在

Ａｂｏｕｄｉ的研究基础之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ＮＡＳＡ）研究团队的Ｂｅｄｎａｒｃｙｋ、Ｎｅｍｅｔｈ与 Ａｒ

ｎｏｌｄ等
［１９２２］将通用单胞模型广泛地应用于复合

材料各个领域的研究，并且成功地将通用单胞模

型与商用有限元软件结合［２２］，形成了开展复合材

料结构件多尺度模拟的有力工具。孙志刚［２３］将

单胞模型方法用于金属基复合材料的宏细观统一

本构模型计算分析，将通用单胞模型算法改进，提

高了计算效率，并实现了与商业有限元软件的结

合。高希光［２４］提出了高精度四边形子胞模型，子

胞可为任意多边形、几何划分能力更强，可以采用

较少的子胞数量达到较高的计算精度。

在编织复合材料的细观单胞建模方面，国内

外学者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２５２９］。单胞模型由纤

维束和纤维束之间空隙处的填充基体组成，其中

最关键的是对纤维素轨迹和形状的研究。孙晓强

等［２５］采用直线段与正弦曲线描述纤维束轨迹。

Ｃｈｅｎ等
［２６］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观测了编

织复合材料的细观结构，基于此提出内部纤维束

轨迹为直线，表面和边角纤维束轨迹为螺旋线与

直线的组合。郑锡涛和李典森等［２７２８］直接将纤维

束轨迹简化为直线。申秀丽等［２９］基于最小应变

能原理，推导出纤维束轨迹为直线和螺旋线的组

合。关于纤维束截面形状，常采用多边形、圆形、

椭圆形等。综上，编织复合材料细观结构建模方

面已经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是将通用单胞

方法用于编织复合材料的研究研究还较少。

编织复合材料细观结构复杂，采用三维通用

单胞进行几何划分较困难。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

６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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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通用单胞模型的理论和应用，针对三维通用

单胞模型的理论研究也较为成熟，但是应用研究

较少。Ｂｅｄｎａｒｃｙｋ等
［１９］将二维平纹编织复合材料

处理为层合板，先划分为若干层，再将每一层采用

二维矩形子胞进行划分，本质上还是基于二维通

用单胞理论，模拟预测精度较低。以文献［３０］中

的二维平纹编织陶瓷基复合材料为背景，本文建

立了一种三维通用单胞模型，并通过与传统的有

限元单胞模型的宏细观力学响应计算结果进行对

比分析，验证了模型的精度。

综上，通用单胞方法为复合材料的多尺度模

拟提供了有力工具，但在编织复合材料损伤模拟

方面还缺乏相应的研究。本文在文献［３０］基础

上，引入损伤萌生与演化准则，设计损伤增量步迭

代流程，发展基于三维通用单胞模型的编织复合

材料多尺度损伤模拟方法。

１　通用单胞方法

１１　基本理论

Ａｂｏｕｄｉ等
［１６，１８］发展了二维和三维通用单胞

方法（ＧＭＣ），随着子胞数量、维数增加，几何模拟

能力更强，但推导计算过程也更加复杂。本文旨

在发展基于三维通用单胞模型的编织复合材料多

尺度损伤模拟方法，下面先介绍三维通用单胞方

法的基本理论。

图１　三维通用单胞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ｆｏｒ３ＤＧＭＣｍｏｄｅｌ

如图１所示，在总体坐标系（狓１，狓２，狓３）下，

分别采用 犖α、犖β、犖γ 个子胞，对单胞（ｒｅｐｅａｔｉｎｇ

ｕｎｉｔｃｅｌｌ，ＲＵＣ）在狓１、狓２、狓３ 三个坐标轴方向进

行几何划分。犱、犺和犾分别为ＲＵＣ在狓１、狓２ 和

狓３ 三个坐标轴方向的边长，犱α、犺β 和犾γ 分别为序

号α、β、γ的子胞在狓１、狓２ 和狓３ 三个坐标轴方向

的边长。在每个子胞中心建立局部坐标系（珚狓１
（α），

珚狓２
（β），珚狓３

（γ）），上标α、β、γ依次为该子胞在狓１、狓２、

狓３ 三个坐标轴方向的序号。

首先，基于ＲＵＣ内应力应变体积平均，建立

宏观应力珔σ／应变珔ε和细观应力σ
（αβγ）／应变ε

（αβγ）

的关系如式（１）和式（２）所示，式中犞 和狏αβγ分别

表示ＲＵＣ和子胞的体积。

珔σ＝
１

犞∑

犖
α

α＝１
∑

犖
β

β＝１
∑

犖
γ

γ＝１

狏αβγσ
（αβγ） （１）

珔ε＝
１

犞∑

犖
α

α＝１
∑

犖
β

β＝１
∑

犖
γ

γ＝１

狏αβγε
（αβγ） （２）

其中细观子胞的几何关系如式（３）所示、应力应变

关系如式（４）所示。式中犆
（αβγ）为细观子胞刚度矩

阵，上标ｉ为非弹性项，上标ｔｈ为热效应项。

ε
（αβγ）
犻犼 ＝

１

２
（犼狌

（αβγ）
犻 ＋犻狌

（αβγ）
犼 ） （３）

σ
（αβγ）＝犆

（αβγ）（ε
（αβγ）－ε

ｉ（αβγ）－ε
ｔｈ（αβγ）） （４）

　　然后，引入位移／应力连续条件，再结合平衡

方程，得出细观子胞与宏观ＲＵＣ应变之间的关

系如式（５）所示，式中犃
（αβγ）和犇

（αβγ）表示应变集中

系数矩阵，取决于各子胞的材料性能以及 ＲＵＣ

的几何划分形式，狌为位移。

ε
（αβγ）＝犃

（αβγ）珔ε＋犇
（αβγ）（ε

ｉ
ｓ＋ε

ｔｈ
ｓ） （５）

　　最后，将式（５）代入式（１），即可得到宏观

ＲＵＣ的应力应变关系

珔σ＝犅（珔ε－珔ε
ｉ
－珔ε

ｔｈ） （６）

其中犅为宏观等效刚度矩阵

犅＝
１

犞∑

犖
α

α＝１
∑

犖
β

β＝１
∑

犖
γ

γ＝１

狏αβγ犆
（αβγ）犃

（αβγ） （７）

　　珔ε
ｉ与珔ε

ｔｈ为宏观非弹性应变与热应变，分别为

珔ε
ｉ
＝
犅－１

犞 ∑

犖
α

α＝１
∑

犖
β

β＝１
∑

犖
γ

γ＝１

狏αβγ犆
（αβγ）（犇

（αβγ）ε
ｉ
ｓ－ε

ｉ（αβγ）
ｓ ）

（８）

珔ε
ｔｈ
＝
犅－１

犞 ∑

犖
α

α＝１
∑

犖
β

β＝１
∑

犖
γ

γ＝１

狏αβγ犆
（αβγ）（犇

（αβγ）ε
ｔｈ
ｓ －ε

ｔｈ（αβγ）
ｓ ）

（９）

１２　损伤增量步迭代流程

本文将通用单胞方法用于细观损伤模拟，设

计损伤增量步迭代流程如图２所示。

１）采用式（５），根据犃
（αβγ）、Δ珔ε计算细观的子

胞应变增量Δε
（αβγ）。

２）根据子胞的本构关系，基于子胞当前时间

步的应力应变状态和应变增量更新子胞下一时间

步的总应变ε
（αβγ）
狋＋Δ狋、非弹性应力ε

Ｉ（αβγ）
狋＋Δ狋 、热应变

ε
ｔｈ（αβγ）
狋＋Δ狋 、应力ε

（αβγ）
狋＋Δ狋、σ

Ｉ（αβγ）
狋＋Δ狋 与σ

ｔｈ（αβγ）
狋＋Δ狋 ，可根据子胞本

７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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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损伤增量步迭代流程

Ｆｉｇ．２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ｅｐ

构关系的复杂度选择不同的迭代方法进行求解，

如牛顿迭代、弧长算法等。

３）采用式（７），更新宏观的刚度矩阵犅狋＋Δ狋，

根据刚度矩阵相对于初始刚度矩阵的退化量，计

算损伤矩阵犇Ｓ，狋＋Δ狋。

４）更新子胞的刚度矩阵犆
（αβγ）
狋＋Δ狋，根据刚度矩

阵相对于初始刚度矩阵的退化量，计算损伤矩阵

犇
（αβγ）
Ｓ，狋＋Δ狋。

５）根据子胞的刚度矩阵犆
（αβγ）
狋＋Δ狋，更新子胞的

本构关系，并更新矩阵犃
（αβγ）
狋＋Δ狋和矩阵犇

（αβγ）
狋＋Δ狋。

６）采用式（８）与式（９），更新宏观非弹性应变

珔ε
Ｉ
狋＋Δ狋与热应变珔ε

ｔｈ
狋＋Δ狋，依据宏观应变增量Δ珔ε更新宏

观总应变珔ε狋＋Δ狋，并计算宏观应力珔σ狋＋Δ狋、珔σ
Ｉ
狋＋Δ狋与

珔σ
ｔｈ
狋＋Δ狋。

７）继续下一个增量步。

２　编织复合材料细观损伤模拟

２１　通用单胞模型

作者在前期研究中已经开展了二维平纹编织

复合材料的几何特征分析，根据图１的研究思路，

建立其通用单胞模型如图３所示，共包含１６×

１６×１２＝３０７２个长方体子胞。详细的建模过程

见作者前期研究［３０］。

图３　二维平纹编织复合材料的通用单胞模型

Ｆｉｇ．３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ｉｎｗｅａｖ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ＧＭＣｍｏｄｅｌ

２２　损伤萌生与演化准则

基体为各向同性但对静水压力敏感的脆性材

料，损伤萌生采用Ｓｔａｓｓｉ准则
［３１］，如式（１０）所示，

当犳ｍ＞１时损伤萌生。其中犡
ｔ
ｍ 和犡

ｃ
ｍ 分别表示

基体的拉伸强度和压缩强度，狆和σｖｏｎ分别表示静

水压力和ｖｏｎＭｉｓｅｓ等效应力。Ｓｔａｓｓｉ准则可以

用于材料拉压不同材料的强度评估，而当犡ｔｍ＝

犡ｃｍ 时又可自动退化为拉压相同的ｖｏｎ Ｍｉｓｅｓ

准则。

犳ｍ ＝－３狆
１

犡ｔｍ
－
１

犡ｃ（ ）
ｍ
＋σ

２
ｖｏｎ

１

犡ｔｍ犡
ｃ
ｍ

（１０）

　　纤维束为横观各向同性，损伤萌生采用改进

的Ｈａｓｈｉｎ准则
［３２］，如式（１１）～式（１２）所示，其中

刚度矩阵参量中的犈、μ、犌分别表示弹性模量、泊

松比和切变模量，下标１、２、３分别表示纤维束纵

向１方向和横向２方向与３方向。损伤萌生参量

中的犡、犢、犛分别表示纵向、横向和剪切的强度

值，上标ｔ与ｃ分别代表拉伸与压缩模式。损伤

扩展参量中的下标以１ｔ为例，代表１方向的拉伸

模式。当犳犐＞１（犐＝１ｔ，１ｃ，２ｔ，２ｃ，３ｔ，３ｃ）时损伤萌

生。其中，σ犻犼为材料主方向坐标系下的应力分量；

β１ 是轴向剪切（１２与１３方向）对轴向拉伸（１方

向）的影响因子；β２ 是轴向剪切（１２与１３方向）对

横向拉伸／压缩（２与３方向）的影响因子；β３ 是横

向剪切（２３方向）对横向拉伸／压缩（２与３方向）

的影响因子。影响因子β１、β２ 与β３ 体现了不同损

伤模式之间的耦合作用。

四种失效模式的判定准则如下：

１）轴向拉伸与剪切混合模式（σ１１≥０）

犳１ｔ＝
β１

犛２１２
（σ
２
１２＋σ

２
１３）＋

σ１１
犡（ ）ｔ

２

（１１）

　　２）轴向压缩模式（σ１１＜０）

８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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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１ｃ＝
σ１１
犡（ ）ｃ

２

（１２）

　　３）横向拉伸与剪切混合模式（σ２２＋σ３３≥０）

犳２（３）ｔ＝
σ２２＋σ３３
犢（ ）ｔ

２

＋
β２

犛２１２
（σ
２
１２＋σ

２
１３）＋

β３

犛２２３
（σ
２
２３－σ２２σ３３） （１３）

　　４）横向压缩与剪切混合模式（σ２２＋σ３３＜０）

犳２（３）ｃ＝
σ２２＋σ３３
２犛（ ）

２３

２

＋
犢ｃ

２犛（ ）
２３

２

－［ ］１σ２２＋σ３３犢ｃ
＋

β２

犛２１２
（σ
２
１２＋σ

２
１３）＋

β３

犛２２３
（σ
２
２３－σ２２σ３３） （１４）

图４　面内拉伸载荷下细观场量演变情况

Ｆｉｇ．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ｓｏｓｃｏｐｉｃｆｉｅｌｄｕｎｄｅｒｉｎｐｌａｎｅｔｅｎｓｉｌｅｌｏａｄ

　　基体和纤维束的损伤退化均采用基于 Ｍｕ

ｒａｋａｍｉＯｈｎｏ理论
［３３］的连续介质损伤力学模型。

基体子胞的本构模型参数基于文献［３４］的性能数

据换算得到，纤维束子胞的本构模型参数获取方

法见文献［３５］。

２３　细观损伤模拟

采用图３的通用单胞模型，开展二维平纹编

织ＳｉＣ／ＳｉＣ陶瓷基复合材料的面内拉伸（１方向）

和面内剪切（１２方向）多尺度渐进损伤模拟。

随着面内拉伸载荷，即宏观拉伸应变ε１１的增

大，细观场量演变情况如图４所示。基体为各向

同性，其损伤为状态依赖标量（ｓｔａｔ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量符号记为ηｓｄ），后文直接采用ＳＤＶ表

示；纤维束为横观各向同性，损伤区分为纵向损伤

ＳＤＶ１（ηｓｄ１）和横向损伤ＳＤＶ２（ηｓｄ２）。当宏观应变

量达到０．０００７２时，基体首先萌生损伤，如图４（ａ）

所示；随着拉伸载荷增大，基体损伤区域逐渐增大

（沿着垂直于载荷的方向扩展），当宏观应变量达

到０．０００９８时，与载荷方向垂直的横向纤维束出

９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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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横向损伤（ＳＤＶ２），并且损伤萌生位置正是在图

４（ａ）的基体裂纹萌生位置处，如图４（ｂ）所示。该

过程可以看作是：在单向拉伸载荷下基体应力集

中区域首先萌生裂纹，随着应力增加到一定水平，

基体微裂纹开始沿着垂直于载荷的方向扩展，并

传播到横向纤维束中，引起横向纤维束开裂。随

着宏观应变量达到０．００１１７６，纵向纤维束也出现

纵向损伤（ＳＤＶ１），如图４（ｃ）所示。当宏观应变

量达到０．００２３３８时，损伤几乎已经传播遍布于

基体与纤维束各处，图４（ｄ）所示的纤维束损伤是

横向纤维束的ＳＤＶ２和纵向纤维束的ＳＤＶ１。基

体和纤维损伤后，各自刚度也发生退化，因此随着

宏观应变量的增加，应力反而有所下降，如图４（ｄ）

所示。模拟的损伤过程与文献［３６］描述的损伤机

理相符。

随着面内剪切载荷，即宏观剪切应变ε１２的增

大，细观场量演变情况如图５所示。当宏观应变

量达到０．０００７６时，基体首先萌生损伤，如图５（ａ）

所示；随着拉伸载荷增大，基体损伤区域逐渐增

大，当宏观应变量达到０．００１４２时，纤维束也开

始萌生损伤，并且损伤萌生位置正是在图５（ａ）的

基体裂纹萌生位置处，如图５（ｂ）所示。当宏观应

变量达到０．００４５２时，损伤几乎已经传播遍布于

基体与纤维束各处。基体和纤维损伤后，各自刚

度也发生退化，因此随着宏观应变量的增加，应力

反而有所下降，如图５（ｃ）所示。

图５　面内剪切载荷下细观场量演变情况

Ｆｉｇ．５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ｓｏｓｃｏｐｉｃｆｉｅｌｄｕｎｄｅｒｉｎｐｌａｎｅｓｈｅａｒｌｏａｄ

３　多尺度损伤模拟算例

３１　模拟方法

发展编织复合材料结构的多尺度损伤模拟分

析方法，并采用文献［３７］中的测试数据进行模型

验证，测试对象为二维平纹编织陶瓷基复合材料。

基于通用单胞方法开展编织复合材料结构的多尺

度损伤模拟。如图６所示，首先将本文三维通用

单胞模型编译为独立计算程序，并基于商业有限

元软件进行二次开发，实现有限元平台与通用单

胞计算程序之间的数据交换。然后建立编织复合

材料结构的有限元模型，在模型单元积分点调用

通用单胞计算程序，进行材料力学响应模拟和损

伤评估。

０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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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多尺度模拟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２　模拟结果

基于本文多尺度损伤模拟结果，对试验段采

用应力应变的体积平均，得到该二维平纹编织

ＳｉＣ／ＳｉＣ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宏观拉伸应力应变曲

线与试验数据［３７］对比如图７所示，所预测强度值

的相对误差为３．６５％。

图７中犃、犅、犆点分别为基体、横向纤维束、

纵向纤维束的损伤萌生点，犇 点为纵向纤维断裂

萌生点，犈 点试验件失效点。在犃 点之前，试验

件完好无损伤，应力应变曲线为线性关系。当载

荷水平超过犃 点，基体损伤萌生，试验件性能轻

度退化，切线刚度略有下降，应力应变曲线出现拐

点。当载荷水平超过犅 点，横向纤维束损伤萌

生，随着载荷水平的增加，切线刚度下降持续

下降。

图７　模拟结果与试验数据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

图８为试验件内纵向纤维束的损伤因子随载

荷水平增高的情况。为当载荷水平继续增加至犆

点，纵向纤维束损伤萌生，如图８（ａ）所示，导致切

线刚度迅速下降，并有正向负转变。当载荷水平

超过犇点，纵向纤维发生断裂，导致试验件性能

迅速恶化。随着载荷水平继续增加，损伤面积变

大，导致应力水平持续下降，如图８（ｃ）所示，至犈

点由于试验段发生大面积损伤，试验件失效。通

过多尺度损伤模拟，揭示了试验过程发生非线性

拐点和断裂失效的原因，模拟的损伤过程与文

献［３６］描述的损伤机理相符。考虑到陶瓷基复合

材料本身具有较大的分散性，可认为多尺度渐进

损伤模拟预测的应力应变曲线与试验结果基本

吻合。

图８　纵向纤维束损伤因子云图

Ｆｉｇ．８　Ｄａｍ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ｆｉｂｅｒｔｏｗ

４　结　论

１）本文基于通用单胞模型基本理论，设计了

损伤增量步迭代流程，可用于开展编织复合材料

的细观损伤模拟仿真。

２）将本文损伤模拟方法用于二维平纹编织

复合材料的细观损伤模拟，模拟的损伤过程与文

献描述的损伤机理相符。

３）采用本文方法模拟了编织复合材料平板

试验件的拉伸损伤过程，预测的应力应变曲线与

试验结果基本吻合，所预测强度值的相对误差小

于５％。

参考文献：

［１］　ＦＲＡＮＫＫ．ＫＯ．３Ｄｔｅｘｔｉｌｅ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Ｅｎｇｌａｎｄ：Ｗｏｏｄｈｅａ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９９９．

［２］　ＣＨＡＢＯＣＨＥＪＬ，ＭＡＩＲＥＪＦ．Ａｎｅｗ ｍｉｃ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ｂａｓｅｄＣＤＭ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ＭＣｓ［Ｊ］．Ａｅｒｏ

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６（２）：１３１１４５．

［３］　ＬＩＪ，ＪＩＡＯＧ，ＷＡＮＧＢ，ｅｔ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２ＤＣ／Ｓ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ａｒｔⅠ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

ｔｉｃｓ，２０１４，２７（６）：１５８６１５９７．

［４］　ＬＩＪ，ＪＩＡＯＧ，ＷＡＮＧＢ，ｅｔ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２ＤＣ／Ｓ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ａｒｔⅡ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２８（１）：３１４３２６．

［５］　ＯＧＡＳＡＷＡＲＡＴ，ＩＳＨＩＫＡＷＡＴ，ＹＯＫＯＺＥＫＩＴ，ｅ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ｎａｘｉｓｔｅｎｓｉｌｅｌｏａｄｉｎｇｏｎｓｈｅａ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ａｎ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３ＤｗｏｖｅｎＳｉＣ／Ｓ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Ｊ］．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１８２２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６５（１５／１６）：２５４１２５４９．

［６］　ＷＡＮＧＹＱ，ＺＨＡＮＧＬＴ，ＣＨＥＮＧＬＦ．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ｉｎｐｌａｎｅｓｈｅａ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ｆ２ＤｐｌａｉｎｗｏｖｅｎＣ／ＳｉＣ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ｅｓ［Ｊ］．Ｃｅａｒｍｉｃｓ，２０１０，５４（１）：２６３０．

［７］　王翔，王波，矫桂琼，等．平纹编织Ｃ／ＳｉＣ材料复杂应力状态

的力学行为试验研究［Ｊ］．机械强度，２０１０，３２（１）：３５３９．

Ｗ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Ｂｏ，ＪＩＡＯＧｕｉｑｉｏｎｇ，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ｌａｉｎｗｏｖｅｎＣ／Ｓ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ｕｎ

ｄｅ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２０１０，３２（１）：３５３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ＢＵＤＩＡＮＳＫＹＢ，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ＪＷ，ＥＶＡＮＳＡＧ．Ｍａ

ｔｒｉｘ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ｉｎｆｉｂ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ｅｒａｍｉｃ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Ｓｏｌｉｄｓ，１９８５，３４（２）：１６７１８９．

［９］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ＤＢ，ＣＯＸＢＮ，ＥＶＡＮＳＡＧ．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

ｉｃｓｏｆｍａｔｒｉｘｃｒａｃｋｉｎｇｉｎｂｒｉｔｔｌｅｍａｔｒｉｘｆｉｂｅ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Ｊ］．Ａｃｔａ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ｉｃａ，１９８５，３３（１１）：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１０］　李龙彪．长纤维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损伤模型与寿命

预测［Ｄ］．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０．

ＬＩＬｏｎｇｂｉａｏ．Ｆａｔｉｇｕｅｄａｍａｇｅ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ｌｉｆ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

ｌｏｎｇｆｉｂ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ｃｅｒａｍｉｃｍａｔｒｉｘ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Ｄ］．Ｎａｎ

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２０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孔春元，孙志刚，高希光，等．２．５维Ｃ／ＳｉＣ复合材料单胞

模型及刚度预测［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１，２６（１１）：２４５９

２４６７．

ＫＯＮＧＣｈｕｎｙｕａｎ，ＳＵＮＺｈｉｇａｎｇ，ＧＡＯＸｉｇｕａｎｇ，ｅｔａｌ．Ｕ

ｎｉｔｃｅｌｌｏｆ２．５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Ｃ／ＳｉＣａｎｄｉｔｓ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１，２６（１１）：２４５９

２４６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ＭＩＴＡＬＳＫ，ＭＵＲＴＨＹＰＬＮ，ＣＨＡＭＩＳＣＣ．Ｍｉｃｒｏ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ｆｏｒｃｅｒａｍｉｃｍａｔｒｉｘ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ｖｉａｆｉｂｅｒｓｕｂｓｔｒｕｃｔｕ

ｒ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１９９５，２９（５）：６１４

６３３．

［１３］　ＣＨＡＭＩＳＣ 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ａｓ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８９，１１（１）：３１４．

［１４］　张超，许希武，许晓静．三维多向编织复合材料宏细观力学

性能有限元分析研究进展［Ｊ］．复合材料学报，２０１５，

３２（５）：１２４１１２５１．

ＺＨＡＮＧＣｈａｏ，ＸＵＸｉｗｕ，ＸＵＸｉａｏｊ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ｍａｃｒｏｍｅｓ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

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３Ｄｍｕｌｔ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ｒａｉｄｅ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Ｊ］．Ａｃｔ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３２（５）：１２４１１２５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胡殿印，曾雨琪，张龙，等．二维编织ＳｉＣ／ＳｉＣ陶瓷基复合

材料宏观弹性常数预测及模态试验研究［Ｊ］．推进技术，

２０１８，３９（２）：４６５４７２．

ＨＵＤｉａｎｙｉｎ，ＺＥＮＧＹｕｑｉ，ＺＨＡＮＧＬｏ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ａｌｔｅｓｔｏｆ２Ｄｂｒａｉｄｅｄ

ｓｉｃ／ｓｉｃｃｅｒａｍｉｃｍａｔｒｉｘ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ｏｐｕｌ

ｓ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３９（２）：４６５４７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ＡＢＯＵＤＩＪ．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ｆｉｄｅｌ

ｉｔ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ｅｌｌｓｍｉｃ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４，１１（４／５）：３２９３６６．

［１７］　ＭＡＣＥＤＯＲＱＤ，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ＲＴＬ，ＧＵＥＤＥＳＪＭ，ｅｔ

ａｌ．Ｉｎｔｒａｐｌｙ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ｆｏｒｕｎ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ｂｅｒｒｅｉｎ

ｆｏｒｃｅ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ｈｏｍｏｇ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１６，１５９：３３５３４９．

［１８］　ＡＢＯＵＤＩＪ．Ｍｉｃ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ｂｙ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ｅｌｌ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Ｒｅｖｉｅｗｓ，１９８９，４２

（７）：１９３２２１．

［１９］　ＢＥＤＮＡＲＣＹＫＢＡ，ＡＲＮＯＬＤＳＭ．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ｗｏｖｅｎｐｏｌｙ

ｍｅｒｍａｔｒｉｘ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ｗｉｔｈＭＡＣ／ＧＭＣ［Ｒ］．ＮＡＳＡ／ＣＲ

２０００２１０３７０，２０００．

［２０］　ＢＥＤＮＡＲＣＹＫＢＡ，ＡＲＮＯＬＤＳ Ｍ．Ａｂｏｕｄｉｓｍｉｃｒｏ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ｓ

ｉｔｅ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９．

［２１］　ＮＥＭＥＴＨＮＮ，ＢＥＤＮＡＲＣＹＫＢＡ，ＰＩＮＥＤＡＥＪ，ｅｔａｌ．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ｂａｓｅｄｄａｍａｇ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ｌｆｏｒｃｅ

ｒａｍｉｃｍａｔｒｉｘａｎｄｐｏｌｙｍ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Ｒ］．ＮＡＳＡ／ＴＭ２０１６２１９１１３，２０１６．

［２２］　ＡＲＮＯＬＤＳＭ，ＢＥＤＮＡＲＣＹＫＢＡ，ＨＵＳＳＡＩＮＡ，ｅ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ｂａｓ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ＥＡＭＡＣ）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ａｂａｑｕｓ／ＣＡ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ＮＡＳＡ／ＴＭ２０１０２１６３３６，２０１０．

［２３］　孙志刚．复合材料高精度宏细观统一本构模型及其应用

研究［Ｄ］．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０５．

ＳＵＮＺｈｉｇａ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ａｈｉｇｈｆｉｄｅｌｉｔｙｕｎｉｆｉｅｄｍａｃｒｏ

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０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高希光．陶瓷基复合材料损伤耦合的宏细观统一本构模型

研究［Ｄ］．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０７．

ＧＡＯＸｉｇｕａｎｇ．Ｔｈｅｄａｍａｇ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ｍａｃｒｏｍｎｄｍｉｃｒｏ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ｓｆｏｒｃｅｒａｍｉｃｍａｔｒｉｘ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Ｄ］．Ｎａｎ

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２００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５］　孙晓强，魏高峰，刘国永．三维编织复合材料几何建模及弹

性常数预测［Ｊ］．山东轻工业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１，２５（１）：４１４４，５８．

ＳＵＮ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ｇ，ＷＥＩＧａｏｆｅｎｇ，ＬＩＵ Ｇｕｏｙｏｎｇ．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ｂｒａｉｄｅ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ｅ

ｌａｓｔｉｃ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２５（１）：４１

４４，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ＣＨＥＮＬ，ＴＡＯＸＭ，ＣＨＯＹＣＬ．Ｏｎ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ｂｒａｉｄｅ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ｓ［Ｊ］．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Ｓｃ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５９（３）：３９１４０４．

［２７］　ＺＨＥＮＧＸＴ，ＹＥＴＱ．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４ｓｔｅｐ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ｂｒａｉｄｅ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０３，１６（３）：１４２１５０．

［２８］　ＬＩＤＳ，ＬＩＪＬ，ＣＨＥＮＬ，ｅｔａｌ．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３Ｄｆｏｕｒ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

ｂｒａｉｄｅ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Ｐａｒｔ１ｍｉｃｒｏ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３Ｄｆｉｎｉｔｅｅｌ

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０，１７

２８２２



　第１１期 张　龙等：基于三维通用单胞方法的平纹编织复合材料多尺度损伤模拟方法

（４）：３７３３８７．

［２９］　ＳＨＥＮＸＬ，ＧＯＮＧＬ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ｂｒａｉｄ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ｕｓ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ｍｅｔｈｏｄ［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ＡＳＭＥ２０１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Ｃａｎａｄ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２０１４：１６．

［３０］　胡殿印，杨尧，郭小军，等．一种平纹编织复合材料的三维

通用单胞模型［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９，３４（３）：６０８６１５．

ＨＵＤｉａｎｙｉｎ，ＹＡＮＧＹａｏ，ＧｕｏＸｉａｏｊｕｎ，ｅｔａｌ．Ａ３Ｄ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ｅｌｌｓ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ｐｌａｉｎｗｅａｖ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９，３４（３）：６０８６１５．（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３１］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ｄａｍａｇ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ｃｏｎｔｉｎｕ

ｕｍ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ａｍａｇｅａｎｄｆｒａｃ

ｔｕｒｅ［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２．

［３２］　ＳＴＡＳＳＩＤＡＬＩＡＦ．Ｆｌｏｗ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ｔｏａｎｅｗｌｉｍｉ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ｙｅｌｄｉｎｇ［Ｊ］．Ｍｅｃｃａｎｉｃａ，

１９６７，２（３）：１７８１９５．

［３３］　ＨＡＳＨＩＮＺ．Ｆａｉｌｕｒ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ｕｎ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ｂｅｒ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１９８０，４７（２）：

３２９３３４．

［３４］　石多奇，景鑫，杨晓光．三维四向编织ＣＭＣｓ拉伸性能及损

伤演化数值预测［Ｊ］．复合材料学报，２０１４，３１（６）：１５４３

１５５０．

ＳＨＩＤｕｏｑｉ，ＪＩＮＧＸｉｎ，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ｇｕａｎ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ｎｓｉｌ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ｄａｍａｇ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ｆｏｕｒ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ｂｒａｉｄｅｄＣＭＣｓ［Ｊ］．ＡｃｔａＭａｔｅ

ｒｉａ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ａｅ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３１（６）：１５４３１５５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５］　张龙．陶瓷基复合材料疲劳损伤多尺度模型与寿命预测

［Ｄ］．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８．

ＺＨＡＮＧＬｏｎｇ．Ｃｅｒａｍｉｃｍａｔｒｉｘ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ｆａｔｉｇｕｅｄａｍａｇｅ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ｌｉｆ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８．（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３６］　ＭＯＲＳＣＨＥＲＧＮ．Ｍｏｄａｌ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ｄａｍａｇｅａｃ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ｗｏｖｅｎＳｉＣ／Ｓ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Ｊ］．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５９（５）：６８７６９７．

［３７］　ＳＨＥＮＸ，ＧＯＮＧＬ．ＲＶＥ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ｆｏｒ２Ｄｗｏｖ

ｅｎＣＶＩＳｉＣｆ／Ｓ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２０１６，２５（１２）：５１３８５１４４．

（编辑：张　雪）

３８２２



第３５卷 第１１期

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

航空动力学报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犲狉狅狊狆犪犮犲犘狅狑犲狉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１１


Ｎｏｖ．２０２０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０５５（２０２０）１１２２８４０９　　　　　　　　犱狅犻：１０．１３２２４／ｊ．ｃｎｋｉ．ｊａｓｐ．２０２０．１１．００５

钛合金叶片前缘的外物损伤残余

应力数值分析

赵振华，张钧贺，王凌峰，陆楷楠，刘璐璐，陈　伟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学院

航空发动机热环境与热结构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摘　　　要：为研究航空发动机叶片外物损伤（ＦＯＤ）位置残余应力的分布规律，根据真实叶片前缘特征设计

了模拟叶片，基于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ｏｋ本构模型，使用ＬＳＤＹＮＡ软件仿真分析钢珠以不同角度冲击钛合金模拟叶

片前缘的过程，对比仿真与相同试验条件下的空气炮模拟外物损伤试验的ＦＯＤ损伤形貌与宏观尺寸，验证了

有限元模型的正确性。提取仿真计算的不同入射角度对应的ＦＯＤ位置残余应力分布，结果表明：钢珠以０°角

入射时，钢珠冲击产生的接触力和变形能明显大于其他入射角度的情况，说明钢珠偏斜一定角度入射时造成

的偏斜型缺口处的材料失效与变形不如外物正撞前缘形成的半圆型缺口严重；在ＦＯＤ缺口底部尖端靠近入

射表面区域存在明显的残余拉应力。随着入射角度的增大，残余拉应力区的范围逐渐扩大，残余拉应力最大

值逐渐减小。

关　键　词：外物损伤；ＴＣ１７钛合金；有限元；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ｏｋ本构模型；残余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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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ＯＺｈｅ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ｈｅ，ＷＡＮＧＬｉｎｇｆｅｎｇ，

ＬＵＫａｉｎａｎ，ＬＩＵＬｕｌｕ，ＣＨＥＮＷｅｉ

（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１６，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

ａｇｅ（ＦＯ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ｂｌａｄｅｓ，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ｌａｄｅｓｗｅｒｅ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ｂｌａｄ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ｅｄｇｅ．ＬＳＤＹＮＡ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ａｌｌｏ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ｌａｄ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ｎ

ｇｌ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ｏｋ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ａｎｄ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ｓ．Ｔｈｅｄａｍａｇ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ｓｉｚｅ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ＦＯ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ｏｖｅｒｉｆｙｔｈｅｃｏｒ

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ＦＯＤ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ｗａ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ｏｆｓｔｅｅｌｂａｌｌｗａｓ０°，ｔｈ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ｎｄｄ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ｓｋｅｗｅｄｎｏｔｃｈ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ｉｍｐａｃｔｗｅ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ｒｉｏ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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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ｍｉ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ｎｏｔｃｈ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ｔｈｅ０°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ｉｍｐａｃ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ｅｓｓａｒｅａａｔｔｈｅＦＯＤｎｏｔｃｈｒｏｏｔｎｅａｒ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ｓ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ａｎｇｌ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ｅｓｓａｒｅａ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ａｎｄ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ｅｓ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ａｇｅ；ＴＣ１７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ａｌｌｏｙ；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ｏｋ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

　　航空发动机在服役过程中，由于高速气流的

吸入，附近的物体会不可避免地进入流道，包括飞

鸟、冰雹或微小硬物。这些外物相对于旋转中的

叶片的速度可以达到３００ｍ／ｓ，撞击风扇或压气机

叶片前缘会造成冲击损伤，影响叶片的结构强

度［１］。鸟撞［２］和冰撞［３］通常被定义为软物撞击，

螺栓、螺母、沙砾等毫米级硬物的撞击则被定义为

外物损伤（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ａｇｅ，ＦＯＤ）
［４］。

由于航空发动机风扇／压气机叶片的工作载

荷极其复杂，服役中会受到短时共振引起的高周

疲劳载荷作用，还会伴有高速旋转带来的离心应

力，以及高速气流造成的气动力载荷的叠加作

用［５８］。外物冲击损伤会使得叶片ＦＯＤ位置出现

应力集中、残余应力现象，还会伴随有材料丢失及

绝热剪切带等微观损伤［９］，这会使得ＦＯＤ位置成

为疲劳裂纹萌生的源头，严重降低叶片的疲劳强

度，使叶片在设计的服役周期内发生疲劳破

坏［１０］，造成叶片断裂失效，在高工作转速下引发

叶片飞脱，导致机匣非包容［１１］事故，严重威胁飞

行安全和航空公司与乘客的生命财产。ＦＯＤ已

经成为影响航空发动机飞行安全的主要问题之

一，全球每年由于ＦＯＤ引起的飞行事故以及对

ＦＯＤ零部件的维护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４０亿美

元［１２］。据统计，在过去的２０年里，中国各大航空

公司共遭受１７６５架次发动机ＦＯＤ事故，损坏的

发动机类型包括ＣＦＭ５６３、ＣＦＭ５６５、Ｖ２５００等

１６种主流型号
［１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国外学者在外物损伤的试验与仿真方面开展

了诸多研究。Ｃｈｅｎ和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１４１５］通过研究

受到钢珠冲击后的 Ｔｉ６Ａｌ４Ｖ平板在应力比为

０．１，不同动载荷下的高周疲劳试验结果，发现疲

劳裂纹的萌生和扩展是由ＦＯＤ位置的微裂纹以

及残余应力和应力集中共同作用造成的，当高周

疲劳试验动载荷较小时，残余应力对ＦＯＤ试件的

疲劳强度更大。Ｒｕｓｃｈａｕ等
［１６］对ＦＯＤ试件进行

了去应力退火，消除了残余应力的作用，研究了残

余应力对损伤试件高周疲劳极限的影响。Ｄｕó、

Ｏａｋｌｅｙ等
［１７１８］采用 Ｂａｍｍａｎｎ和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ｏｋ

等材料模型，通过有限元仿真技术模拟了不同形

状和尺寸的外物以不同速度和角度冲击试件的过

程，研究了不同工况对外物损伤的影响规律。

Ｈａｍｒｉｃｋ
［１９］对钢珠冲击Ｔｉ６Ａｌ４Ｖ平板的过程进

行了有限元仿真分析，研究了高速冲击造成的损

伤附近的残余应力分布情况，并对损伤试件进行

了高周疲劳试验，结果显示残余拉应力区域与裂

纹萌生的位置吻合。

我国对于ＦＯＤ研究的开展相对国外较晚，但

也取得了相关成果。李永健［２０］和朱自佳［２１］通过

对ＦＯＤ试件进行真空去应力退火处理，去除了

ＦＯＤ周围的残余应力，并通过试验测定了ＦＯＤ

试件的高周疲劳强度。结果显示，去除残余应力

的试件高周疲劳强度有明显上升，ＦＯＤ造成的损

伤位置残余应力对高周疲劳性能有削弱作用。季

玉辉［２２］基于 ＴＣ４钛合金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ｏｋ本构模

型和失效模型对某型发动机压气机叶片ＦＯＤ进

行了有限元仿真，分析冲击后的ＦＯＤ残余应力值

发现残余拉应力值随外物直径的增大而增大，随

冲击速度的增大而减小。

目前，国内外对于金属材料残余应力试验测

试的主流手段是 Ｘ射线衍射法。该方法在测量

平面残余应力时精度较高，但是外物高速冲击造

成的损伤缺口区域不平整，残余应力的分布不均

匀，局部存在应力梯度，且密排六方结构的钛合金

材料存在微观各向异性，这会导致使用Ｘ射线衍

射法测得的残余应力数据不准确［１７］。因此，本文

采用数值仿真的方法分析了ＴＣ１７模拟叶片前缘

ＦＯＤ区域的残余应力，计算了钢珠以不同角度冲

击模拟叶片前缘的过程，研究了冲击角度对ＦＯＤ

位置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规律，可以为ＦＯＤ叶片

疲劳失效机理的研究提供基础信息。

１　犉犗犇仿真方法

１１　有限元模型

模拟叶片前缘尺寸根据某航空发动机风扇叶

５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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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工作条件下前缘高应力位置（ＦＯＤ危险位置）

的尺寸特征设计。试验件分成叶身和夹持端两部

分，采用过渡段分隔避免应力集中，设计参数、三

维模型和实物如图１～图３所示。

图１　模拟叶片设计参数（单位：ｍｍ）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ｌａｄｅｄｅｓｉｇ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ｕｎｉｔ：ｍｍ）

图２　模拟叶片三维模型

Ｆｉｇ．２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ｌａｄｅ

图３　模拟叶片实物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ｌａｄｅ

使用Ｈｙｐｅｒｍｅｓｈ软件，对模拟叶片模型进行

有限元网格划分，采用的是八节点六面体单元，为

了提高计算精度，将模拟叶片前缘周向划分３０等

份，并对冲击区域的网格进行了加密处理，总单元

数为７５４９０４，有限元模型如图４所示。

１２　材料模型

模拟叶片材料模型采用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ｏｋ本构模

型，模型参数引用自文献［２３２４］，具体参数见表１；

图４　模拟叶片限元模型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ｌａ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

冲击用ＧＣｒ１５轴承钢钢珠材料模型采用弹性（Ｅ

ＬＡＳＴＩＣ）模型，模型参数见表２。表中犃为屈服强

度，犅为硬化系数，狀为应变硬化系数，犮为应变速

率常数，犿为热软化指数，犈为弹性模量，μ为泊松

比，犌为切变模量，ρ为密度，犇１～犇５ 为失效参数。

表１　犜犆１７钛合金的犑犆材料模型参数
［２３２４］

犜犪犫犾犲１　犑犆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犜犆１７狋犻狋犪狀犻狌犿犪犾犾狅狔
［２３２４］

参数 数值 参数 数值

犃／ＭＰａ ８３７．４

犅／ＭＰａ ６２４．０

狀 ０．７３

犮 ０．０７５

犿 ０．９３７

犈／ＧＰａ １１２．０

μ ０．３０１

犌／ＧＰａ ４６．８

ρ／（ｋｇ／ｍ
３） ４６８０

犇１ －０．０９

犇２ ０．２７

犇３ ０．４８

犇４ ０．０１４

犇５ ３．８６

表２　犌犮狉１５材料犈犔犃犛犜犐犆模型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犔犃犛犜犐犆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犌犆狉１５犅犲犪狉犻狀犵犛狋犲犲犾

参数 数值

ρ／（ｋｇ／ｍ
３） ７８１０

犈／ＧＰａ ２１２

μ ０．２９

１３　边界条件

在ＬＳＤＹＮＡ软件前处理过程中创建直径

３ｍｍ钢珠的网格模型并设置初始速度为２５０

ｍ／ｓ，冲击点位置与试验相同，为距离叶根１３

ｍｍ的前缘圆弧中点位置，如图５所示。通过设

定钢珠模型的初始位置以及初始速度的方向，

可以准确控制钢珠的入射角度。图６为入射角

６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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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钢珠冲击位置

Ｆｉｇ．５　Ｉｍｐａｃ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ｅｅｌｂａｌｌ

图６　入射角度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

度示意图，设置钢珠的入射角度θ分别为０°、３０°、

４５°、６０°。

在钢珠冲击模拟叶片前缘并与之完全脱离

后，叶片最终得到的稳定的应力分布，即为外物损

伤后残余应力。在有限元显式计算该过程所需时

间较长，为节约计算成本，参考Ｌｉｎ等
［２５］对 ＴＣ４

钛合金平板受冲击后的残余应力计算方法，使用

关键字ＤＡＭＰＩＮＧ＿ＰＡＲＴ＿ＭＡＳＳ对模拟叶片

部件施加质量阻尼，减少冲击后的振荡，按照ＬＳ

ＤＹＮＡ关键字手册
［２６］推荐设置设定质量阻尼最

低阶模态临界阻尼为的１０％，即设定质量阻尼系

数α＝０．４π犳，犳为结构的最低阶固有频率。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外物损伤模拟试验结果

使用如图７所示的空气炮系统发射３ｍｍ直

径钢珠，以２５０ｍ／ｓ的入射速度，０°、３０°、４５°、６０°

四种入射角度冲击模拟叶片前缘预制ＦＯＤ缺口。

完成外物损伤试验后，使用三维体视显微镜对缺

口进行损伤参数观测，定义损伤宽度与损伤深度

如图８所示，结果见表３。

图７　空气炮试验系统

Ｆｉｇ．７　Ａｉｒｃａｎｎｏｎｔ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图８　损伤尺寸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Ｄａｍａｇｅｓｉｚ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２　损伤形貌分析

ＬＳＤＹＮＡ仿真分析得到的模拟叶片前缘损

伤形貌与对应参数下的空气炮外物损伤试验得到

的损伤形貌如图９～图１２所示。当钢珠以０°角

入射时，损伤呈现半圆型缺口，叶盆与叶背侧的损

伤对称；当钢珠偏斜一定角度入射时，损伤呈现偏

斜型缺口，入射面（叶盆侧）的损伤更严重，随着入

射角θ的增加，缺口底部偏斜现象更明显，更容易

出现材料的堆积和分层。数值模拟与试验得到的

缺口形貌基本一致，ＬＳＤＹＮＡ仿真结果较好地

模拟了ＴＣ１７钛合金材料的失效及变形。

７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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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模拟叶片外物损伤试验结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犉犗犇狋犲狊狋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犫犾犪犱犲狊

试验件编号 外物直径／ｍｍ 冲击速度／（ｍ／ｓ） 入射角θ／（°） 损伤宽度／ｍｍ 损伤深度／ｍｍ 损伤类型

１ ３ ２５０ ０ ２．５７９ １．２７７ 半圆

２ ３ ２５０ ０ ２．６０７ １．２０４ 半圆

３ ３ ２５０ ０ ２．６３８ １．２８７ 半圆

４ ３ ２５０ ０ １．７５９ ０．８３２ 半圆

５ ３ ２５０ ３０ ２．４１６ １．３４３ 偏斜

６ ３ ２５０ ３０ ２．５８７ １．３２４ 偏斜

７ ３ ２５０ ３０ ２．５２０ １．１７２ 偏斜

８ ３ ２５０ ４５ ２．７４４ １．４２１ 偏斜

９ ３ ２５０ ４５ ２．５２０ １．２８８ 偏斜

１０ ３ ２５０ ４５ ２．２９２ １．３８７ 偏斜

１１ ３ ２５０ ６０ ２．６４６ １．３２７ 偏斜

１２ ３ ２５０ ６０ ２．５４１ １．４１２ 偏斜

１３ ３ ２５０ ６０ ２．５９６ １．２７７ 偏斜

１４ ４ ２５０ ０ ３．４６８ １．７４４ 偏斜

１５ ４ ２５０ ０ ３．４７７ １．７３２ 半圆

１６ ４ ２５０ ０ ３．２０２ １．５９７ 半圆

１７ ４ ２５０ ０ ３．４４６ １．９２６ 半圆

１８ ４ ２５０ ３０ ３．７３８ １．５９７ 偏斜

１９ ４ ２５０ ３０ ３．７１０ １．９０５ 偏斜

２０ ４ ２５０ ４５ ３．３１９ ２．１１２ 偏斜

２１ ４ ２５０ ４５ ３．７１０ ２．１８６ 偏斜

２２ ４ ２５０ ６０ ３．４４５ ２．３１６ 偏斜

２３ ４ ２５０ ６０ ３．７２１ ２．１７２ 偏斜

图９　θ＝０°时的外物损伤形貌

Ｆｉｇ．９　ＦＯＤ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ｗｈｅｎθ＝０°

图１０　θ＝３０°时的外物损伤形貌

Ｆｉｇ．１０　ＦＯＤ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ｗｈｅｎθ＝３０°

图１１　θ＝４５°时的外物损伤形貌

Ｆｉｇ．１１　ＦＯＤ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ｗｈｅｎθ＝４５°

图１２　θ＝６０°时的外物损伤形貌

Ｆｉｇ．１２　ＦＯＤ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ｗｈｅｎθ＝６０°

８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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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ＬＳＤＹＮＡ仿真分析得到的外物损伤缺口

宽度和深度与对应条件下的外物损伤试验结果的

均值进行对比，结果列于表４。仿真损伤宽度结

果与试验结果的最大误差为１２．５６％，损伤深度

最大误差为１３．９２％，考虑到ＦＯＤ的损伤尺寸分

散性较大，认为采用上述有限元模型及材料参数

能够较好地模拟ＴＣ１７钛合金模拟叶片的外物损

伤试验结果。

表４　犉犗犇宏观损伤尺寸仿真结果

犜犪犫犾犲４　犛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犉犗犇犿犪犮狉狅犱犪犿犪犵犲狊犻狕犲

外物

类型

冲击速度／

（ｍ／ｓ）

入射角

θ／（°）

损伤宽度 损伤深度

仿真／ｍｍ 试验／ｍｍ 误差／％ 仿真／ｍｍ 试验／ｍｍ 误差／％

３ｍｍ

直径

钢珠

２５０

０ ２．８５１ ２．６０８ ９．３２ １．１８９ １．２８９ ７．７６

３０ ２．８２３ ２．５０８ １２．５６ １．１６９ １．２８０ ８．６７

４５ ２．８１６ ２．５１９ １１．７９ １．１８５ １．３６５ １３．９２

６０ ２．７４４ ２．５４９ ７．６５ １．２６５ １．３４７ ６．０９

２３　接触力分析

图１３给出了钢珠以不同角度冲击叶片前缘

的冲击瞬间的接触力变化曲线，分析可知，钢珠以

０°角入射时钢珠冲击产生的接触力明显大于以其

他入射角度冲击的情况。θ＝３０°，４５°，６０°时，接触

力的作用时间较θ＝０°时有明显增大。这表明当

钢珠偏斜一定角度入射时，叶片与钢珠的接触面

积更大，钢珠从开始接触到回弹至完全脱离叶片

所需时间更长。

图１３　接触力与入射角度的关系

Ｆｉｇ．１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ｆｏｒｃｅａｎ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

２４　变形能分析

图１４给出了模拟叶片的内能变化，反映了冲

击过程中模拟叶片的变形能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分析可以发现θ＝０°入射时，模拟叶片的变形能明

显大于其他入射角度的情况，比θ＝３０°，４５°和６０°

对应的冲击过程大０．１５Ｊ左右。这是由于钢珠正

撞叶片前缘时入射瞬间接触力更大，造成的半圆

图１４　变形能与入射角度的关系

Ｆｉｇ．１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

型缺口失效材料更多，因此变形能较偏斜一定角

度入射造成的偏斜型缺口更大。

２５　残余应力分析

计算时长０．０５ｍｓ后得到了稳定的残余应力

分布，由于叶片在工作过程中的载荷主要为离心

力拉应力和短时共振造成的沿叶高方向的拉压应

力，定义平行于叶片前缘由叶根指向叶尖的方向

为狕轴正向，该方向的残余拉应力会造成损伤位

置的疲劳强度降低，因此本节重点关注狕方向的

残余应力分布规律。

叶片前缘ＦＯＤ位置的狕向残余应力分布结

果如图１５～图１８，应力单位为Ｐａ，拉应力为正，

压应力为负。观察应力云图可以发现，冲击造成

的不均匀塑性变形阻碍了弹性能的释放，在损伤

缺口附近造成了明显的拉伸残余应力区（图中的

红色区域）和压缩残余应力区（图中的蓝色区域）。

当θ＝０°时，在ＦＯＤ缺口底部尖端位置靠近表面

９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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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如图１５（ｂ）中①区域）呈现明显的残余拉应

力。由于在钢珠冲击过程中，缺口底部材料受到挤

压产生塑性变形难以恢复，缺口底部（如图１５（ｂ）

中②区域）为残余压应力区。在损伤缺口边缘一

定距离的范围内也存在残余压应力。当钢珠呈一

定角度入射时，损伤底部近入射表面（叶盆）的区

域（图１６～图１８中①区域）存在明显的残余拉应

力区，随着入射角度的增大，残余拉应力区的范围

图１５　θ＝０°时的损伤位置残余应力分布

Ｆｉｇ．１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ａｔ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ｍａｇｅｗｈｅｎθ＝０°

图１６　θ＝３０°时的损伤位置残余应力分布

Ｆｉｇ．１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ａｔ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ｍａｇｅｗｈｅｎθ＝３０°

图１７　θ＝４５°时的损伤位置残余应力分布

Ｆｉｇ．１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ａｔ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ｍａｇｅｗｈｅｎθ＝４５°

０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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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θ＝６０°时的损伤位置残余应力分布

Ｆｉｇ．１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ａｔ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ｍａｇｅｗｈｅｎθ＝６０°

逐渐扩大。钢珠与前缘呈一定角度入射导致了叶

盆、叶背的损伤不对称，钢珠高速冲击模拟叶片前

缘导致损伤位置材料出现大面积的挤压变形，使

得叶背侧出现了明显的残余压应力区。

不同入射角对应的最大残余应力值如图１９

所示，可以发现当θ＝０°，即钢珠正撞模拟叶片前

缘时，最大残余拉应力有最高值。随着冲击角度

的增大，最大残余拉应力值逐渐减小。

图１９　最大残余应力与入射角度的关系

Ｆｉｇ．１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ｘｉｍｕｍ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ｎｇｌｅ

３　结　论

本文使用 ＬＳＤＹＮＡ 软件，采用Ｊｏｈｎｓｏｎ

Ｃｏｏｋ材料本构及失效模型，对钢珠以不同入射角

度冲击ＴＣ１７钛合金模拟叶片前缘的外物损伤过

程进行了数值仿真分析，将仿真结果与空气炮模

拟外物损伤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研究了入射角

度对ＦＯＤ位置残余应力分布的影响规律。得到

了以下结论：

１）数值仿真与试验得到的缺口形貌基本一

致，缺口宽度和深度尺寸与试验结果吻合度较高，

说明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ｏｋ材料本构模型及失效模型能

够较好地模拟ＴＣ１７钛合金材料在ＦＯＤ过程中

的失效及变形。

２）钢珠以０°角入射时，钢珠冲击产生的接触

力和变形能明显大于其他入射角度的情况，说明

钢珠偏斜一定角度入射时与模拟叶片前缘的接触

面积更大，钢珠完全脱离模拟叶片所需时间更长，

造成的偏斜型缺口处的材料失效与变形不如外物

正撞前缘形成的半圆型缺口严重。

３）仿真分析得到的ＦＯＤ位置残余应力分布

结果显示在损伤缺口底部尖端靠近入射表面区域

存在明显的残余拉应力。随着入射角度的增大，

残余拉应力区的范围逐渐扩大，残余拉应力最大

值逐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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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王凌峰．外物损伤对不锈钢叶片高周疲劳性能的影响［Ｄ］．

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８．

ＷＡＮＧＬｉｎｇｆｅ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ａｇｅｏｎｈｉｇｈ

ｃｙｃｌｅｆａｔｉｇｕ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ｂｌａｄｅｓ［Ｄ］．

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

ｔｉｃｓ，２０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刘超．叶片外物损伤模拟及其疲劳强度预测技术研究［Ｄ］．

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２．

ＬＩＵＣｈａｏ．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ｄａｍａｇ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ｌａｄｅｆｏｒ

ｅｉｇｎｂｏｄｙａｎｄｉｔｓｆａｔｉｇｕ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

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许祥胜，赵振华，陈伟．外物损伤对ＴＣ４钛合金的高周疲

劳强度的影响［Ｊ］．航空发动机，２０１７，４３（３）：８８９２．

ＸＵＸｉ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ＺＨＡＯＺｈｅｎｈｕａ，ＣＨＥＮ Ｗｅｉ．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ａｇｅｏｎｈｉｇｈｃｙｃｌｅｆａｔｉｇｕ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

ＴＣ４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ａｌｌｏｙ［Ｊ］．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２０１７，４３（３）：８８９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赵振华，陈伟，关玉璞，等．外物损伤对不锈钢疲劳强度的

影响［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６，３１（７）：１７３６１７４３．

ＺＨＡＯＺｈｅｎｈｕａ，ＣＨＥＮＷｅｉ，ＧＵＡＮＹｕｐｕ，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ａｇｅｏｎｆａｔｉｇｕ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ｓｔｅｅｌ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６，３１（７）：１７３６１７４３．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张钧贺．外物损伤ＴＣ１７钛合金叶片高周疲劳强度预测方

法研究［Ｄ］．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２０．

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ｈｉｇｈｃｙｃｌｅｆａｔｉｇｕ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Ｃ１７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ａｌｌｏｙｂｌａｄｅｄａｍａｇｅｄｂ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ｊｅｃｔｓ［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

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２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潘辉．叶片外物损伤的特征分析及模拟试验研究［Ｄ］．南

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２．

ＰＡＮ Ｈｕｉ．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ａｇｅｏｎｂｌａｄｅｓ［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１１］　ＨＥ Ｑｉｎｇ，ＸＩＥ Ｚｈｉ，ＸＵＡＮ Ｈａｉｊｕｎ，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ｂｌａ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ｂｌａｄ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Ｊ］．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４９：１０１１１１．

［１２］　ＢＯＹＣＥＢＬ，ＣＨＥＮＸ，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ＪＷ，ｅｔａｌ．Ｔｈ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ｄｕｅｔｏａ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ｈａｒｄｂｏｄｙｉｍｐａｃｔ

［Ｊ］．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１，３３（８）：４４１４５４．

［１３］　马超，王玉娜，武耀罡，等．航空发动机风扇叶片硬物冲击

损伤特征［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７，３２（５）：１１０５１１１１．

ＭＡＣｈａｏ，ＷＡＮＧ Ｙｕｎａ，ＷＵＹａｏ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Ｈａｒ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ｍ

ｐａｃｔｄａｍａｇ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ｆａｎｂｌａｄ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７，３２（５）：１１０５１１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ＣＨＥＮＸｉ，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Ｊ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ｆａｔｉｇｕｅｃｒａｃｋ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ｃｒａｃｋｉｎｇｏｕｔｓｉｄｅｓｈａｌｌｏｗｉｎ

ｄｅｎｔ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２０１１，１０７（１）：

３１５１．

［１５］　ＣＨＥＮＸｉ，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ＪＷ．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ｍｅｔａｌ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ａｇｅｔｏａｉｒ

ｃｒａｆｔｅｎｇｉｎ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

Ｓｏｌｉｄｓ，２００２，５０（１２）：２６６９２６９０．

［１６］　ＲＵＳＣＨＡＵＪ，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ＳＲ，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Ｔ．Ｈｉｇｈ

ｃｙｃｌｅｆａｔｉｇｕｅｌｉｍｉｔ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ｆｏｒａｉｒｆｏｉｌ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ａｇ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ａｔｉｇｕｅ，２００３，

２５（９／１０／１１）：９５５９６２．

［１７］　ＤＵ?Ｐ，ＬＩＵＪ，ＤＩＮＩＤ，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ｄｕｅｔｏ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ａｇｅ［Ｊ］．Ｍｅｃｈａｎ

ｉｃ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７，３９（３）：１９９２１１．

［１８］　ＯＡＫＬＥＹＳＹ，ＮＯＷＥＬＬ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ｈｉｇｈａｎｄｌｏｗｃｙｃｌｅｆａｔｉｇｕ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ｇａｓｔｕｒｂｉｎｅ

ｂｌａｄｅｓａｆｔｅｒ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ａｇ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Ｆａｔｉｇｕｅ，２００７，２９（１）：６９８０．

［１９］　ＨＡＭＲＩＣＫＪＬＩ．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ａｇｅｆｒｏｍ

ｓｍａｌｌｈａｒ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ｃｙｃｌｅｆａｔｉｇｕｅｌｉｆｅｏｆＴｉ

６Ａｌ４Ｖ［Ｄ］．Ｄａｙｔｏｎ，ＵＳ：ＡｉｒＦｏｒｃ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１９９９．

［２０］　李永建．外物损伤叶片的微观损伤和残余应力对疲劳性能

影响［Ｄ］．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５．

ＬＩＹｏｎｇｊｉ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ｄａｍａｇｅ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ｔｈｅｆａｔｉｇｕ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ａｍａｇｅｄｂｌａｄｅｓ［Ｄ］．

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

ｔｉｃ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朱自佳．外物损伤对风扇叶片高循环疲劳强度的影响及预

测［Ｄ］．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１６．

ＺＨＵＺｉｊｉａ．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

ａｇｅｏｎｈｉｇｈｃｙｃｌｅｆａｔｉｇｕ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ｆａｎｂｌａｄｅｓ［Ｄ］．Ｎａｎ

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２０１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季玉辉．基于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ｏｋ模型的硬物损伤数值模拟研

究［Ｄ］．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２００９．

ＪＩＹｕｈｕｉ．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ａｒｄ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ａｇ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ＪｏｈｎｓｏｎＣｏｏｋｍｏｄｅｌ［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０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Ｚ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ｏｕｑｉａｎｇ，ＬＩＵ Ｗｅｎｈｕｉ．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

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Ｃ１７Ｔｉａｌｌｏｙ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ｃｕｔｔ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ｔｓ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Ｊ］．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８，９６：９３５９４６．

［２４］　ＣＨＥＮＧｕａｎｇ，ＲＥＮＣｈｅｎｇｚｕ，Ｙ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ｏｎｇ，ｅｔａｌ．Ｆｉ

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ｍａｃｈｉｎｉｎｇｏｆｔｉｔａｎｉ

ｕｍａｌｌｏｙ（Ｔｉ６Ａｌ４Ｖ）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ｕｃｔｉｌ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ｍｏｄｅｌ［Ｊ］．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５６：１０２７１０３８．

［２５］　ＬＩＮＢ，ＺＡＢＥＥＮＳ，ＴＯＮＧＪ，ｅｔａｌ．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ｄｕｅ

ｔｏ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ｌａｓｅｒｓｈｏｃｋｐｅｅｎｅｄａｅｒｏｆｏｉｌ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Ｊ］．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５，８２：７８９０．

［２６］　Ｌｉｖｅｒｍｏｒ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ＳＤＹ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ｕｓｅｒｓｍａｎｕａｌ［Ｍ］．Ｌｉｖｅｒｍｏｒｅ，ＵＳ：Ｌｉｖｅｒｍｏｒ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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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支承转子系统耦合振动分析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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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带有涡轮级间共用承力框架的高功质比涡轴发动机结构系统，建立共用支承转子系统动

力学方程，探究燃气发生器转子、动力涡轮转子与共用承力框架结构系统耦合振动产生条件及振动特性。基

于ＡＮＳＹＳ有限元仿真计算了共用支承转子系统耦合振动特性。针对涡轴发动机涡轮级间承力框架，设计

了共用支承转子系统模拟试验器，运用激振器模拟转子不平衡激励，利用试验对模拟转子动力特性的相互影

响进行了定量分析。理论计算结果表明，转子支点与支承结构通过力平衡和位移协调联系在一起，之间存在

刚度耦合项，进而使共用支承转子系统发生耦合振动。对系统振动响应仿真计算结果表明，共用支承会影响

转子动力特性，不同转子不平衡激励均可激起相应转子的振动。通过试验验证了在发生耦合振动时，转子的

振动响应频谱中同时包含两个转子转速频率，定义耦合影响系数，地面慢车状态两个转子相互之间的耦合影

响系数分别为３．３％和６０．７９％，最大连续状态分别为１２．７８％和６．８８％，最大起飞状态分别为１３．５６％和

５．８１％，转子间的动力特性耦合影响大小与频率有关系。

关　键　词：共用支承转子系统；不平衡激励；耦合振动机理；基础振动；耦合振动试验

中图分类号：Ｖ２３２．４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５１３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０７Ⅰ０００８０００９）

作者简介：雷冰龙（１９９４－），男，硕士生，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承力系统结构设计与振动控制。Ｅｍａｉｌ：ｌｅｉｂｉｎｇｌｏｎｇ＠ｂｕａａ．ｅｄｕ．ｃｎ

引用格式：雷冰龙，李超，何康，等．共用支承转子系统耦合振动分析及试验［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１１）：２２９３２３０５．ＬＥＩＢｉｎ

ｇｌｏｎｇ，ＬＩＣｈａｏ，ＨＥＫａｎｇ，ｅｔａｌ．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ｓｈａｒｅ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ｏｔｏｒｓｓｙｓ

ｔ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１１）：２２９３２３０５．

犆狅狌狆犾犻狀犵狏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犪狀犱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

狅犳狊犺犪狉犲犱狊狌狆狆狅狉狋狉狅狋狅狉狊狊狔狊狋犲犿

ＬＥＩＢｉｎｇｌｏｎｇ
１，ＬＩＣｈａｏ１

，２，ＨＥＫａｎｇ３
，４，ＭＡＹａｎｈｏｎｇ１

，２，ＨＯＮＧＪｉｅ１
，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３．Ｈｕｎａｎ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Ｐｏｗｅｒｐｌａ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４．Ｈｕｎａｎ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ｏｎ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

Ａｅｒｏ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ｈｉｇｈｐｏｗｅｒｔｏｗｅｉｇｈｔｒａｔｉｏｔｕｒｂｏｓｈａｆｔｅｎ

ｇｉｎｅｗｉｔｈｓｈａｒｅｄｌｏａ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ｕｒｂｉｎｅｓｔａｇｅｓ，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ｒｏｔｏｒ，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ｕｒｂｉｎｅｒｏｔ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ａｒｅｄ

ｌｏａ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ＮＳＹＳ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ｔｈ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ｗｅｒｅｓｉｍｕ

ｌａｔｅｄｂｙ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ｔｕｒｂｉｎｅｌｏａ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ｏｆｔｕｒ

ｂｏｓｓｈａｆｔｅｎｇｉｎｅ，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ｅｒｏｆｓｈａｒｅｄｓｕｐｐｌａｔｅ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ｗａ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ａｎｄａｖｉ

ｂｒａｔｏｒ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ｆｕｌｃｒｕｍ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ｅｒ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ｂｙ

ｆｏｒｃ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ｗｈｉｃｈｌ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ｒｅ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ｏｕｌｄ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ｒｏｔｏｒｃｏｕｌｄｂｅｅｘｃｉｔｅｄ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Ｉｔｗａ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ｔｈ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ｔｗｏ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ｕ

ｐｌｉｎｇ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ａｓｄｅｆｉｎｅｄ．Ｔｈ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ｒｏ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ｉｄｌｅｓｔａｔｅ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ｗｅｒｅ３．３％ａｎｄ６０．７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ｓｔａｔｅｗｅｒｅ１２．７８％ａｎｄ６．８８％，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ａｋｅｏｆｆｓｔａｔｅｗｅｒｅ１３．５６％

ａｎｄ５．８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ｒｏｔｏｒｓｗａ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ｈａｒｅ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ｏｔｏｒｓ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ｂａｓｉｃ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近年来，涡轮级间共用承力框架在先进航空

发动机承力系统中广为采用，是发动机轻量化、提

高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１２］。该结构所处的工作

环境特殊，因其同时承载两个不同转速转子之间

的振动传递，以及涡轮位置高温条件带来支承刚

度弱化问题，会对发动机转子系统动力特性和承

力结构振动特性产生不利影响［３４］，因此研究共用

承力框架与转子之间耦合振动特性具有重要的工

程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动

力特性分析和转子承力结构系统振动特性分析

方面进行了诸多研究工作。常见的转子系统振动

耦合问题为带中介轴承的双转子系统间的相互激

励耦合振动，由于转子具有各自的动力特性，并且

在中介轴承处具有复杂横向激振力的交互作用，

因此使得双转子系统具有复杂的振动特性。文献

［５７］中分别建立了滚动轴承双转子系统动力学

方程，并采用仿真方法求解分析了滚动轴承对转

子系统临界转速等动力特性的影响规律。邓四二

等［８］建立了双转子滚动轴承耦合系统的非线性

动力学模型，分析并验证了转子转速、中介轴承游

隙和滚子个数对双转子系统动力特性的影响。罗

贵火等［９］建立了双转子滚动轴承机匣耦合动力

学模型，并考虑了中介轴承的耦合作用，进行了同

向和反向旋转双转子系统的拍振响应分析。马艳

红等［４］针对涡轴发动机涡轮级间支承结构分析其

振动特性，初步提出相邻部件之间刚度／质量分布

差异加大能有效避免耦合振动的设计思想。

陈果［１０１１］提出了建立双转子支承机匣耦合

动力学模型的方法，计算了航空发动机整机振动

响应，并对转子系统的动力特性进行了分析，进行

了整机模态试验验证，结果表明了航空发动机整

机振动耦合动力学建模方法的正确有效性。章健

等［１２］提出了转子支点的动态响应对其他转子的

支点动刚度特性及转子振动响应特性具有一定的

影响，在转子临界转速计算中应该考虑两个转子

与共用支承结构的振动影响。洪杰等［１３］根据理

论分析与仿真计算验证了高隔振性承力框架设计

方法的有效性，并通过试验表明该非连续性设计

方法对宽频多支点处激励具有良好的隔振效果。

从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工作来看，对于采

用涡轮级间共用承力结构的共用支承转子系统，

当前的研究没有准确描述承力结构和转子以及不

同转子之间耦合振动产生的机理及影响规律，也

４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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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相关的试验研究。本文针对高功质比涡轴发

动机中广泛采用的涡轮级间共用承力框架，对多

转子系统耦合振动响应交互关系分析的基础上，

从理论层面上，揭示了共用支承转子系统耦合振

动产生机理。同时利用涡轮级间承力框架设计相

应的模拟试验，研究了共用支承转子系统耦合振

动特性，并定量分析了不同工作状态下转子间动

力特性的相互影响关系。

１　高功质比涡轴发动机共用支承

结构特征

１１　总体结构特征

高功质比双转子涡轴发动机，其总体结构布

局设计示意如图１所示，燃气发生器转子采用１

０１支承方案，动力涡轮转子采用０２２０支承方

案，涡轮级间共用承力框架结构实现对两个转子

上的３个支点的支承，本文主要研究其涡轮级间

共用承力框架。

图１　高功质比涡轴发动机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ｈｉｇｈｐｏｗｅｒ／ｍａｓｓｒａｔｉｏ

ｔｕｒｂｏｓｈａｆｔｅｎｇｉｎｅ

图２　涡轮级间共用承力框架结构与力学模型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ｇｅｔｕｒｂｉｎｅｓｈａｒｅｄｌｏａ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ｆｒａｍ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１２　共用承力框架结构特征

图２为涡轮级间共用承力框架结构示意图，

结构由两个鼠笼式弹支、共用轴承座和导向器等

组成。承力框架在工作中所受机械载荷主要来自

于转子在高速旋转过程中对支点产生的径向交变

激励，称为支点动载荷，燃气发生器转子及动力涡

轮转子上的旋转激励载荷由支点轴承经鼠笼弹性

支承传至共用轴承座。由于共用轴承座同时支承

两个不同转速的转子，并且导向器的结构为板壳

组成的复杂结构组件，在宽频（３００～７００Ｈｚ）范围

内具有一定的共振模态［１４］，因此，在对燃气发生

器转子和动力涡轮转子系统的动力学设计中，需

考虑转子间支承结构动力特性的影响。

考虑其结构特征，建立其无阻尼弹簧质量系

统强迫振动响应的动力学模型，如图２所示，其中

Ａ、Ｂ、Ｃ、Ｄ表示位置代号，４＃、５＃、６＃表示支点

的位置，犉４、犉５、犉６ 表示４＃、５＃、６＃支点位置作

用力，犾４、犾５、犾６ 表示４＃、５＃、６＃支点位置作用力

距中心位置的距离，犕 和犽犕 表示导向器等效质

量和径向刚度，犿、犑、犽犿、犽θ 分别表示轴承座的等

效质量、转动惯量、径向刚度和角向刚度，模型具

有４个方向的自由度，分别为共用轴承座横向位

移狔犿、角向偏转θ犿 以及导向器的横向位移狔犕、角

向偏转θ犕（横向变形以竖直向上为正，角向变形

以顺时针方向为正）。在实际工作中，导向器角向

偏转量θ犕 远小于共用轴承座的角向偏转量θ犿，接

近０值，因此在计算分析中不考虑导向器的角向

变形，认为导向器仅具有横向位移自由度，整个共

用承力框架仅具有３个自由度狔犕、θ犿 和狔犿。

建立图２共用承力框架强迫振动响应动力学

方程为

犕̈狔犕 ＋犽犕狔犕 ＋犽犿（狔犕 －狔犿）＝０

犿̈狔犿 ＋犽犿（狔犿－狔犕）＝犉４＋犉５＋犉６

犑̈θ犿 ＋犽θθ犿 ＝犉４犾４＋犉５犾５－犉６犾６ （１）

　　写为矩阵形式为

犕 ０ ０

０ 犿 ０

０ ０

熿

燀

燄

燅犑

狔̈

狔̈犿

θ̈

熿

燀

燄

燅犿

＋

犽犕 ＋犽犿 －犽犿 ０

－犽犿 犽犿 ０

０ ０ 犽

熿

燀

燄

燅θ

狔犕

狔犿

θ

熿

燀

燄

燅犿

＝

０

犉４＋犉５＋犉６

犉４犾４－犉５犾５－犉６犾

熿

燀

燄

燅６

＝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犾４ 犾５ －犾

熿

燀

燄

燅６

犉４

犉５

犉

熿

燀

燄

燅６

　　及

犕ｓ̈狇ｓ＋犓ｓ狇ｓ＝犓ｆｌ犉ｓ （２）

其中犕ｓ、犓ｓ分别为共用承力框架的质量矩阵和

刚度矩阵，狇ｓ为承力框架的自由度向量，犉ｓ 为承

力框架各支点位置的动载荷向量，犓ｆｌ为载荷转化

矩阵。

１３　共用支承转子系统动力学方程

不考虑前承力框架和温度的影响，对于带有

涡轮级间共用承力框架的转子结构系统，建立其

动力学模型如图３所示，其中犽１、犽２、犽３、犽４、犽５、犽６

５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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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１＃、２＃、３＃、４＃、５＃、６＃支点支承刚

度，ωｈ 和狇ｈ 分别表示燃气发生器转子转速和状

态向量，ωｌ和狇ｌ分别表示动力涡轮转子转速和状

态向量。建立的基本原理为：使用子结构传递矩

阵法［１５］分别建立两转子的状态参量方程，并建立

共用承力框架在支点动载荷作用下的强迫振动动

力学方程，再在支点位置使用力平衡方程和位移

协调方程组集转／静子动力学方程，获得共用承

力转子结构系统动力学方程。

图３　共用支承转子系统等效动力学模型

Ｆｉｇ．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ｈａｒｅ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ｏｔｏｒｓｓｙｓｔｅｍ

对于任意双转子结构系统，转子的动力学方

程均可写为以下形式：

犕ｈ̈狇ｈ－ｉωｈ犑ｈ狇ｈ＋犓ｈ 狇ｈ－狇（ ）ｂｈ ＝狇ｈΩ
２
ｈ

犕ｌ̈狇ｌ－ｉωｌ犑ｌ狇ｌ＋犓ｌ狇ｌ－狇（ ）ｂｌ ＝狇ｌΩ
２

烅
烄

烆 ｌ

（３）

其中犕、犑和犓 分别为转子质量矩阵、陀螺力矩

矩阵和刚度矩阵，狇Ω
２ 为转子不平衡激励向量，狇ｂ

为转子自由度的基础振动向量。式中下标ｈ代表

燃气发生器转子参数，ｌ代表动力涡轮转子参数。

对于图３中的动力学模型，假设其各转子前

支点均无基础振动，后支点４＃、５＃、６＃上存在

基础振动狔４ｓ（狋）、狔５ｓ（狋）、狔６ｓ（狋）。则有

狇ｈ＝ 狔ｈ，θｈ，狔ｄｈ，θｄｈ，狔４，θ［ ］４
Ｔ

狇ｌ＝ 狔ｌ，θｌ，狔ｄｌ，θｄｌ，狔５，θ５，狔６，θ［ ］６
Ｔ

狇ｂｈ＝ ０，０，０，０，狔４ｓ，［ ］０ Ｔ

狇ｂｌ＝ ０，０，０，０，狔５ｓ，０，狔６ｓ，［ ］０

烅

烄

烆
Ｔ

（４）

　　对于共用承力框架，其强迫振动响应动力学

方程为式（２），根据４＃、５＃和６＃支点上的力平

衡方程以及共用承力框架中的位移协调方程有

犉ｓ＝犓ｂ 狇ｂｓ－狇（ ）ｂｒ （５）

狇ｂｓ＝犃ｑｓ狇ｓ （６）

式中犓ｂ为支点动刚度矩阵，狇ｂｓ和狇ｂｒ分别为承力

框架和转子结构在４＃、５＃、６＃支点位置的自由

度向量，犃ｑｓ为承力框架向转子支点位置的自由度

变化矩阵，因此集成系统耦合振动方程

犓ａ狇ａ－犆ａ狇ａ＋犕ａ狇ａ＝

狇ｈΩ
２
ｈ＋犓ｈ狇ｂｈ

狇ｌΩ
２
ｌ＋犓ｌ狇ｂｌ

犓ｆｌ犓ｂ 犃ｑｓ狇ｓ－狇（ ）

熿

燀

燄

燅ｂｒ

（７）

式中各项分别为

犕ａ＝

犕ｈ

犕ｌ

犕

熿

燀

燄

燅ｓ

，　犓ａ＝

犓ｈ

犓ｌ

犓

熿

燀

燄

燅ｓ

，

犆ａ＝

ωｈ犑ｈ

ωｌ犑ｌ

熿

燀

燄

燅０

，　狇ａ＝

狇ｈ

狇ｌ

狇

熿

燀

燄

燅ｓ

。

　　将转子支点基础自由度向量向承力框架自由

度向量转化

狇ｂｈ＝犃ｂｈｓ狇ｓ

狇ｂｌ＝犃ｂｌｓ狇
｛

ｓ

（８）

式中犃ｂｈｓ、犃ｂｌｓ均为变换矩阵。可获得共用支承

转子结构系统振动耦合统动力学方程

狇ｈΩ
２
ｈ

狇ｌΩ
２
ｌ

熿

燀

燄

燅０

＝

犓ｈ ０ －犓ｈ犃ｂｈｓ

０ 犓ｌ －犓ｌ犃ｂｌｓ

－犓ｈ犃ｂｈｓ －犓ｌ犃ｂｌｓ 犓ｓ－犓ｆｌ犓ｂ犃ｑ

熿

燀

燄

燅ｓ

·

狇ａ－

ωｈ犑ｈ

ωｌ犑ｌ

熿

燀

燄

燅０

狇ａ＋

犕ｈ

犕ｌ

犕

熿

燀

燄

燅ｓ

狇̈ａ

（９）

　　结构系统中，转静子结构之间存在刚度耦合

项犓ｈ犃ｂｈｓ和犓ｌ犃ｂｌｓ，进而使系统发生耦合振动。

２　共用支承转子系统动力特性

耦合振动分析

　　考虑到转子为复杂连续结构，难以获得系统

动力学响应的解析解，多应用数值解法求解其振

动方程。这里采用有限元方法进行求解，从而获

得系统动力学响应。

２１　有限元模型与约束

针对图１中的涡轴发动机，不考虑前承力框

架和温度的影响，采用Ｓｏｌｉｄ１８５单元建立共用支

承转子结构系统有限元模型，使用弹簧单元模拟

轴承支承，如图４所示。为避免复杂模型带来的

庞大计算量，对结构进行合理简化。忽略连接界

面的影响，转静子连接接触面均采用固结；忽略对

整体力学性能影响较小的圆角、小孔等细节因素，

提高计算效率。

２２　结构系统模态计算分析

在带有共用支承结构的转子结构系统中，两

６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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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共用支承转子系统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４　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ｈａｒｅ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ｏｔｏｒｓｓｙｓｔｅｍ

个转子通过共用承力框架可发生振动响应的相互

影响。通过模态分析计算结构系统的固有频率与

相应振型，如图５～图７所示，图中犳犻犼表示第犼个

图５　结构系统第１阶耦合模态及其对应的单转子振型

Ｆｉｇ．５　１ｓｔｃｏｕｐｌｅｄｍｏｄｅ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ｉｎ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ｒｏｔｏｒｍｏｄｅｌ

图６　结构系统第２阶耦合模态及其对应的单转子振型

Ｆｉｇ．６　２ｎｄｃｏｕｐｌｅｄｍｏｄｅ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ｒｏｔｏｒｍｏｄｅｌ

图７　结构系统第３阶耦合模态及其对应的单转子振型

Ｆｉｇ．７　３ｒｄｃｏｕｐｌｅｄｍｏｄｅ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ｒｏｔｏｒｍｏｄｅｌ

模态的第犻阶固有模态频率。可见，燃气发生器

转子、动力涡轮转子与共用承力框架之间存在振

动耦合影响，采用耦合模型计算获得的转子模态

频率与单转子模型计算结果有所差异。

当两个转子的模态频率相近时，将在共用支

承转子结构系统中形成新的耦合振型，其模态频

率在对应的两转子单独模态频率之间。

图８　４＃支点支承刚度对燃气发生器转子共振频率影响

Ｆｉｇ．８　４＃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ａｆｆｅｃｔｓ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ｇ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ｒｏｔｏｒ

２３　支承刚度变化对转子动力特性的影响

影响转子结构固有特性的关键因素主要有两

点：转子自身的刚度／质量分布，转子支承的位置

和刚度［１］。涡轮位置高温条件和承力框架的基础

振动会带来支承刚度变化，计算各支点刚度变化

对转子共振频率的影响，结果如图８～图１０所

７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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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５＃支点支承刚度变化对动力涡轮转子共振频率

的影响

Ｆｉｇ．９　５＃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ａｆｆｅｃｔｓ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ｐｏｗｅｒｔｕｒｂｉｎｅｒｏｔｏｒ

图１０　６＃支点支承刚度对动力涡轮转子共振频率的影响

Ｆｉｇ．１０　６＃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ａｆｆｅｃｔｓ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ｐｏｗｅｒｔｕｒｂｉｎｅｒｏｔｏｒ

示，可以看出刚度的变化对转子的共振频率有影

响，不同的当量刚度影响的敏感度不同，设计时，

应选择当量刚度在低敏感度位置。

２４　耦合振动响应计算分析

对于双转子发动机结构系统而言，燃气发生

器转子与动力涡轮转子均具有各自的转速，不平

衡载荷的激励频率与各自转子的转速一致，因此

从频率的角度进行耦合振动响应分析。

针对共用支承转子系统有限元模型，进行多

截面不平衡激励下的动力响应计算。假设不平衡

载荷位于燃气发生器转子一级压气机、二级涡轮，

以及动力涡轮转子二级涡轮，各位置不平衡量均

为６ｇ·ｍｍ，如图１１所示。计算动力涡轮转子转

速为ωｌ（动力涡轮转子对应工作状态下的转频

犳ωｌ＝３４８Ｈｚ），燃气发生器转子转速为ωｈ（燃气发

生器转子对应工作状态下的转频犳ωｈ＝６２３Ｈｚ）共

用支承转子系统瞬态动力响应。

当振动位移响应衰减至稳态时（该过程约为

１．６ｓ），系统中各位置处时域结果如图１２所示，此

时转子振动位移响应稳定在一定的幅值范围内，

图１１　不平衡量施加位置

Ｆｉｇ．１１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图１２　共用支承转子系统振动位移响应（时域）

Ｆｉｇ．１２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ｒｅ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

８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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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平衡激励下的受迫振动响应。对图１２中的

时域响应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ＦＦＴ），得到各关

键截面的频域响应曲线，如图１３所示。

从转子振动响应频域分析结果表明：在燃气

发生器转子、动力涡轮转子振动响应中，均同时存

在两个转子转速频率对应的响应峰值，即说明在

采用共用支承发动机中，一个转子不平衡激励力

产生的振动可通过共用承力框架结构传至另一个

图１３　共用支承转子系统振动位移响应（频域）

Ｆｉｇ．１３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ｒｅ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ｏ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

转子，激起另一个转子的振动，两转子动力特性存

在相互影响。两个转子相互影响的大小是不同

的，各转速频率幅值占比是由系统固有频率、模态

振型及承力结构振动响应衰减效果等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

３　共用支承转子系统耦合振动试验

设计共用支承转子系统模拟试验器，通过试

验从频率的角度进行系统耦合振动分析。

３１　总体设计方案

考虑环境和安全因素，共用支承转子系统耦

合振动试验采用非旋转激励方式，暂不考虑温度

影响，模拟试验器总体结构和关键尺寸如图１４所

示，设计辅助轴１，模拟燃气发生器转子，设计辅

图１４　模拟试验器

Ｆｉｇ．１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ｅｒ

９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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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轴２，模拟动力涡轮转子，辅助轴一端采用结构

原有的轴承支承，另一端采用如图所示的Ｖ型刀

口支承，将辅助轴压紧，约束其轴向位移。利用激

振器１和激振器２分别激振辅助轴１和辅助轴２

来模拟转子不平衡激励。

３２　测点布置

本试验主要针对共用支承转子系统支点位

置振动响应进行测量，研究其耦合振动特性。运

用加速度传感器和力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测量

各位置的振动响应，力传感器控制激振器输出的

激振力大小，用于模拟转子不平衡激励。各传感

器安装位置如图１５，其中加速度传感器共３个，

分别通过胶黏法黏贴在试验器各轴承支点位置附

近。１号加速度传感器位于４＃支点位置，２号加

速度传感器位于５＃支点位置，３号加速度传感器

位于６＃支点位置。力传感器通过 Ｍ５螺纹分别

与辅助轴和激振杆连接，１号力传感器位于辅助

轴１上（用于测量模拟燃气发生器转子不平衡激

励），２号力传感器位于辅助轴２上（用于测量模

拟动力涡轮转子不平衡激励）。采集系统获取的

振动信号，统一输入到ＤＡＳＰ（ｄａｔａａｃｑｕｉｓｔｉｏｎａｎｄ

图１５　传感器布置

Ｆｉｇ．１５　Ｓｅｎｓｏｒ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采集卡中，通过ＤＡＳＰＶ１０智

能数据采集和信号处理系统进行分析。

３３　试验状态

发动机工作状态较多，选取工作时间较长的

典型工作状态：慢车状态，最大连续状态和最大起

飞状态为试验模拟工作状态。各种状态对应转速

的转频如表１所示
［１６］，利用激振器模拟转子不平

衡激励，分别施加对应转频的正弦激振力。

表１　发动机工作状态转频

犜犪犫犾犲１　犚狅狋犪狋犻狀犵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狅犳犲狀犵犻狀犲狅狆犲狉犪狋犻狀犵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工作状态 犳ωｈ／Ｈｚ 犳ωｌ／Ｈｚ

地面慢车 ４２４ ２３３

最大连续 ６２３ ３４８

最大起飞 ６３３ ３４８

３４　试验结果

试验采用控制变量法，两个激振器均选取正

弦激振力有效值为２００Ｎ进行试验，分别进行以

下发动机典型状态试验。

３．４．１　地面慢车状态

激振器１模拟燃气发生器转子，激振频率为

４２４Ｈｚ，激振器２模拟动力涡轮转子，激振频率为

２３３Ｈｚ，分别记录与燃气发生器转子相关的４＃

支点和１号力传感器的时域信号如图１６所示；与

动力涡轮转子相关的５＃支点、６＃支点和２号力

传感器的时域信号如图１７所示。

图１６　燃气发生器转子相关的时域信号（地面慢车）

Ｆｉｇ．１６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ｇ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ｒｏｔｏｒ（ｇｒｏｕｎｄｉｄｌｅｓｐｅｅｄ）

通过频域响应看出，结果不仅包括两个激振

频率，还对于上述采集到的时域信号进行ＦＦＴ变

０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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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得到各测点位置响应的频域信号如图１８、图

１９所示。出现了其他频率，这可能是由于轴承间

隙导致的非线性［１７］。

图１７　动力涡轮转子相关的时域信号（地面慢车）

Ｆｉｇ．１７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ｏｗｅｒ

ｔｕｒｂｉｎｅｒｏｔｏｒ（ｇｒｏｕｎｄｉｄｌｅｓｐｅｅｄ）

图１８　燃气发生器转子相关测点的频域信号（地面慢车）

Ｆｉｇ．１８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ｇ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ｒｏｔｏ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ｇｒｏｕｎｄｉｄｌｅｓｐｅｅｄ）

图１９　动力涡轮转子相关测点的频域信号（地面慢车）

Ｆｉｇ．１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ｔｕｒｂｉｎｅ

ｒｏｔ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ｇｒｏｕｎｄｉｄｌｅｓｐｅｅｄ）

３．４．２　最大连续状态

激振器１模拟燃气发生器转子，激振频率为

６２３Ｈｚ，激振器２模拟动力涡轮转子，激振频率为

３４８Ｈｚ，分别记录与燃气发生器转子相关的４＃

支点和１号力传感器的时域信号如图２０所示；与

动力涡轮转子相关的５＃支点、６＃支点和２号力

传感器的时域信号如图２１所示。

对于上述采集到的时域信号进行ＦＦＴ变化，

得到各测点位置响应的频域信号，如图２２、图２３

所示。

图２０　燃气发生器转子相关的时域信号（最大连续）

Ｆｉｇ．２０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ｇ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ｒｏｔｏｒ（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ｓｐｅｅｄ）

１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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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　动力涡轮转子相关的时域信号（最大连续）

Ｆｉｇ．２１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ｏｗｅｒ

ｔｕｒｂｉｎｅｒｏｔｏｒ（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ｓｐｅｅｄ）

图２２　燃气发生器转子相关测点的频域信号

（最大连续）

Ｆｉｇ．２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ｇ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ｒｏｔ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ｓｐｅｅｄ）

图２３　动力涡轮转子相关测点的频域信号（最大连续）

Ｆｉｇ．２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ｔｕｒｂｉｎｅ

ｒｏｔ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ｍａｘｉｍｕｍ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ｓｐｅｅｄ）

３．４．３　最大起飞状态

激振器１模拟燃气发生器转子，激振频率为

６３３Ｈｚ，激振器２模拟动力涡轮转子，激振频率为

３４８Ｈｚ，用于模拟发动机最大起飞工作状态。分

别记录与燃气发生器转子相关的４＃支点和１号

力传感器的时域信号如图２４所示；与动力涡轮转

子相关的５＃支点、６＃支点和２号力传感器的时

域信号如图２５所示。

图２４　燃气发生器转子相关的时域信号（最大起飞）

Ｆｉｇ．２４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ｇ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ｒｏｔｏｒ（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ａｋｅｏｆｆｓｐｅｅｄ）

２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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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５　动力涡轮转子相关的时域信号（最大起飞）

Ｆｉｇ．２５　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ｏｗｅｒ

ｔｕｒｂｉｎｅｒｏｔｏｒ（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ａｋｅｏｆｆｓｐｅｅｄ）

对于上述采集到的时域信号进行ＦＦＴ变化，

得到各测点位置响应的频域信号，如图２６、图２７

所示。

图２６　燃气发生器转子相关测点的频域信号（最大起飞）

Ｆｉｇ．２６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ｇ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ｒｏｔｏ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ａｋｅｏｆｆｓｐｅｅｄ）

图２７　动力涡轮转子相关测点的频域信号（最大起飞）

Ｆｉｇ．２７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ｔｕｒｂｉｎｅ

ｒｏｔ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ｍａｘｉｍｕｍｔａｋｅｏｆｆｓｐｅｅｄ）

３５　试验分析

从试验结果的频域响应可以看出，在燃气发

生器转子的频率响应中出现了动力涡轮转子的转

频成分，在动力涡轮转子的频率响应中出现了燃

气涡轮转子的转频，验证了在双转子共同工作过

程中，各转子之间是存在相互耦合的影响。

为了定量描述相互耦合之间的大小关系，定

义耦合影响系数。

动力涡轮转子对燃气发生器转子的耦合影响

系数ａ

ａ＝
犃ωｌ

犃ωｈ＋犃ωｌ
（１０）

　　燃气发生器转子对动力涡轮转子的耦合影响

系数ｂ

ｂ＝
犃ωｈ

犃ωｈ＋犃ωｌ
（１１）

其中犃ωｌ是支点位置动力涡轮转子转频响应幅

值，犃ωｈ是支点位置燃气发生器转子转频响应幅

值，犃ωｈ＋犃ωｌ是响应幅值和。

试验测得各工作状态，工作频率下各支点加

速度响应幅值如表２所示。将试验测量得到的各

表２　各状态支点加速度响应

犜犪犫犾犲２　犕犪犵狀犻狋狌犱犲狅犳犪犮犮犲犾犲狉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狅犳犲犪犮犺狊狋犪狋犲犳狌犾犮狉狌犿

工作状态
燃气发生器转子 动力涡轮转子

４＃支点加速度幅值／（ｍ／ｓ２）５＃支点加速度幅值／（ｍ／ｓ２）６＃支点加速度幅值／（ｍ／ｓ２）

地面

慢车

犳ωｌ＝２３３Ｈｚ １．７２６９６ ６．４５６０４ ６．１７７７３

犳ωｈ＝４２４Ｈｚ ５０．５６８８ １６．９９６ ２．５９１３６

最大

连续

犳ωｌ＝３４８Ｈｚ ２．７００８４ １２．５６２６ １４．０８２６

犳ωｈ＝６２３Ｈｚ １８．４４０７ １．１９３５６ ０．７７４１４

最大

起飞

犳ωｌ＝３４８Ｈｚ ２．９８６４９ １２．５２１ １４．０６８４

犳ωｈ＝６３３Ｈｚ １９．０３４４ ０．８１３０１ ０．８２７６５

３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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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点加速度响应幅值代入式（１０）和式（１１），计算

得出各状态耦合影响系数如表３所示。

表３　各状态耦合影响系数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狌狆犾犻狀犵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狅犳犲犪犮犺狊狋犪狋犲狊

工作状态

动力涡轮转子对

燃气发生器转子的

耦合影响系数／％

燃气发生器转子

对动力涡轮转子的

耦合影响系数／％

地面慢车 ≈３．３ ≈６０．７９

最大连续 ≈１２．７８ ≈６．８８

最大起飞 ≈１３．５６ ≈５．８１

　　可以看出耦合影响系数与发动机模拟工作状

态有关，主要影响的因素是频率，不同的频率造成

各位置的振动响应不同。转子间耦合振动的产生

及耦合程度主要取决于共用支承结构的振动特

性，支承结构局部振动模态频率与转子系统的固

有振动频率相差越大，两者间的耦合程度越小。

４　结　论

通过对使用涡轮级间共用承力框架的高功重

比涡轴发动机转子及涡轮级间共用承力框架结构

及其力学特征的分析，构建了共用支承转子系统

动力学方程和三维实体有限元建模，对共用支承

转子系统的耦合振动特性进行了仿真计算，设计

相应模拟试验器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１）对于带有涡轮级间共用承力框架结构的

高转速涡轴发动机总体结构布局设计，进行共用

支承转子系统动力学设计及评估是十分重要的。

考虑小尺寸、高转速多转子涡轴发动机转子激励

频率范围较宽，及承力框架结构特点，对于沿轴向

分布的多轴承支点特征，在一定转速范围内存在

产生多转子“耦合振动”的可能。

２）共用支承转子系统的振动响应由两部分

组合而成，一是转子自身不平衡激励引起的振动

响应，二是承力结构振动响应所产生的“基础激

励”影响，之间通过刚度耦合项进行组合。当基础

激励的振动频率值远离子系统的固有频率，基础

运动对系统工作造成的影响较小，即共用支承转

子系统的耦合振动程度较低。

３）通过仿真计算表明，共用支承转子系统

耦合模型计算获得的转子模态频率与单独转子模

型计算的结果有所差异，说明共用承力框架的存

在使结构系统的模态频率和振型均发生了变化，

出现了两个转子的耦合振动模态振型。

４）在共用支承转子系统耦合振动模拟试验

中，利用频率信号验证了当两转子均存在不平衡

激励时，通过共用支承的振动传递作用，转子间的

动力特性相互影响，在发生耦合振动时，转子的振

动响应频谱中同时包含两个转子转速频率。因

此，在转子动力学设计中除需要考虑转子自身转

速不平衡激励外，还应关注另一转子转速频率激

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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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分扭传动的均载行为机理及

参数匹配分析

靳广虎，徐鑫涛，朱如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直升机传动技术重点实验室，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摘　　　要：为提高分扭传动系统的均载特性，通过构建误差、载荷的分析图，剖析了影响均载性能的机理；

考虑支撑刚度、扭转刚度以及齿轮副的时变啮合刚度，采用集中质量法建立了传动系统的动力学模型。通过

龙格库塔法求解传动系统动力学模型，计算了传动系统的均载系数；运用正交试验法获得了齿侧间隙、中心距

误差对均载特性的影响规律和权重。研究结果表明：齿侧间隙具有相关性，其取值应满足一定的规则；中心距

误差无相关性，并车级中心距误差对均载和动载荷系数的影响权重较大。因此，为提高分扭传动构型的均载

特性，齿侧间隙、中心距误差需采用参数匹配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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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ｌｏａ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ｏａｄ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ｐｌｉｔｔｏｒｑｕｅｄｒｉｖｅ；

ｃｅｎｔ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ｅｒｒｏｒ；ｂａｃｋｌａｓｈ

　　直升机主减速器采用分扭传动构型可减轻传

动系统的质量，提高功质比、传动效率和可靠性，

相比于行星传动具有显著的优点［１４］。目前，分流

传动构型已成为直升机主减速器研究热点，国内

外许多学者对构型的动态响应、均载特性等开展

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为实现载荷均等技术要

求，有学者提出平衡梁法［５６］、同步角法［７８］、柔性

轴法［９１０］以及弹性腹板［１１］等。经过过多年的持续

研究，三发两次功率分流传动构型的ＣＨ５３Ｋ多

用途直升机主减速已通过２００ｈ的耐久性试

验［１２１４］。此外，相关学者还开展了分扭传动系统

的动态响应［１５］、均载特性［１６２３］、敏感性参数［２４］以

及试验验证［２５］等研究。

研究文献表明，尽管许多学者对分扭传动系

统的动态特性、均载特性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

得了一些较好的结果，但有关分扭传动系统均载

特性的影响机理、齿隙及中心距误差等参数的匹

配设计尚鲜见报道。因此，为剖析均载特性的影

响机理，定性的研究齿轮副间的中心距误差、齿隙

对动力学均载性能的影响，从而指导工程设计及

控制制造安装误差，针对分扭传动系统，考虑齿轮

副的啮合刚度、轴的扭转刚度及支撑刚度等因素，

通过建立的动力学模型，采用正交试验法，研究中

心距误差、齿隙对分扭传动系统均载特性的影响

规律及权重，为参数的匹配设计以及提高该传动

构型的均载特性提供理论参考。

图１　分扭传动构型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ｐｌｉｔｔｏｒｑｕｅｄｒｉｖｅ

１　分扭传动构型均载的机理分析

图１为双输入分扭传动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由图可见，该构型为动力双输入的三级传动，由左

右两个相同的子系统组成。其传动路线为（以左

分支为例）：输入级锥齿轮Ｚｌｍ与Ｚｌｎ啮合实现换

向，然后分扭级齿轮Ｚｌｐ同时和两齿轮（Ｚｌ１ｓ、Ｚｌ２ｓ）

啮合实现载荷分流，最后通过并车级两人字齿轮

（Ｚｌ１ｈ、Ｚｌ２ｈ）同时与齿轮Ｚｂ 啮合实现功率的汇流，

最终由输出轴输出动力和转速。为便于叙述，定

义支撑Ｚｌｐ的轴为分扭轴，支撑Ｚ犼犻ｓ的轴为双联轴

（犻＝１，２，犼＝ｌ，ｒ）。

对分扭传动构型而言，除去振动本身的情况

而言，要实现两分支载荷均等，则同时啮合的两啮

合齿轮副转过的角度应相等。但是，由于零部件

不可避免的存在制造、加工误差，实际工况下，齿

轮副不一定会接触。由于分扭传动构型的均载只

与分扭级和并车级传动有关，为探索实现均载的

机理，只给出左分支齿轮副啮合的俯视图为例进

行探讨，如图２所示。现将啮合过程人为的分成

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轻转齿轮副，使齿轮Ｚｌｐ刚刚同时

与齿轮Ｚｌ１ｓ、Ｚｌ２ｓ接触，Ｚｌ２ｈ与Ｚｂ也刚刚啮合。由于

制造、安装误差的存在，Ｚｌ１ｈ与Ｚｂ 尚未接触，齿轮

副间存在间隙。该阶段啮合齿轮副未发生任何弹

性变形，支路中无载荷。

第二阶段　齿轮 Ｚｌｐ施加扭矩，Ｚｌｐ与齿轮

Ｚｌ１ｓ、Ｚｌ２ｓ，Ｚｌ２ｈ与Ｚｂ接触且产生弹性变形，而Ｚｌ１ｈ与

Ｚｂ刚刚接触，未发生弹性变形，即该支路无

载荷。

图２　误差及载荷分析图

Ｆｉｇ．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ｒｒｏｒａｎｄｌｏａｄ

第三阶段　齿轮Ｚｌｐ继续施加扭矩。在该阶

段，齿轮Ｚｌｐ与齿轮Ｚｌ１ｓ、Ｚｌ２ｓ，Ｚｌ２ｈ与Ｚｂ 进一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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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变形，而Ｚｌ１ｈ与Ｚｂ 也发生了弹性变形，但是

两支路的变形量不等，即不均载。

由此可见，制造、安装误差对两支路所分

配到的载荷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即使制造、

安装误差的精度极高，在上述３个阶段都为同

步啮合，但是该机构仍然会发生不均载现象。

由于发动机安装距、齿轮副的传动比等限制，

左右两分支并非１８０°对称分布，因此支撑轴所

承受的合力不对称，如双联轴上的合力犉ｌ和

犉ｒ。非对称载荷使得中心距犪ｌ１ｓ和犪ｌ２ｓ、犪ｌ１ｈ和

犪ｌ２ｈ不相等；此外，制造安装误差引起的中心距

误差犈ｌ１ｓ、犈ｌ２ｓ、犈ｌ１ｈ、犈ｌ２ｈ等，都使得齿轮副啮合

过程中发生上述的３个阶段。实际上，上述所

谓的３个阶段时间极短，只是为方便分析进行

了拆分；此外，由于输入齿轮的转动方向决定

合力方向，因此后续的分析结果和结论也与输

入齿轮转动方向有关。

可见，要实现载荷的均等，开展齿侧间隙以及

安装误差的参数匹配研究十分必要。

图３　分扭传动构型的动力学模型

Ｆｉｇ．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ｐｌｉｔｔｏｒｑｕｅｄｒｉｖｅ

２　分扭传动构型的动力学方程

２１　动力学模型

针对双输入圆柱齿轮分扭传动构型，建立了

如图３所示的动力学模型。鉴于传动构型的两子

系统对称，为清晰表达模型视图，只给出了左分支

的动力学模型。图中，犓犼ｎｍｎ、犓犼ｎｐ犻ｓ、犓犼ｎｂ犻ｈ、犓ｎｂｗ分

别表示输入级、分扭级、并车级、尾传级齿轮副间

的啮合刚度；各级齿轮副间的传递误差和齿侧间

隙分别用犲、犫表示，下标与相应齿轮副的啮合刚

度相同；犓犼ｄｍ、犓犼ｎｐ、犓犼犻ｓ犻ｈ、犓ｂｏ分别表示输入轴、分

扭轴、双联轴、输出轴的扭转刚度；犓犼ｍ狓、犓犼ｐ狓、

犓犼犻狓、犓ｂ狓、犓ｗ狓分别表示输入轴、分扭轴、双联轴、

输出轴、尾传轴狓方向的的支撑刚度；犓犼ｍ狔、犓犼ｐ狔、

犓犼犻狔、犓ｂ狔、犓ｗ狔分别表示输入轴、分扭轴、双联轴、

输出轴、尾传轴狔方向的的支撑刚度；犓犼ｍ狕、犓犼ｐ狕

分别表示输入轴、分扭轴狕方向的的支撑刚度；齿

轮副间的啮合阻尼、轴的扭转阻尼、支撑阻尼用犮

表示，下标分别与相应齿轮副的啮合刚度、轴的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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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刚度、轴的支撑刚度相同。

为便于后续的计算与分析，定义了传动系统

的局部和全局坐标系。由于输入级为锥齿轮副，

很难将坐标之间的相对关系用一张图表示清楚，

故将坐标系关系图拆为两幅图。其中图４（ａ）为

分扭级、并车级与尾传级部分坐标系的关系图；图

４（ｂ）为输入级坐标系的关系图。图中狓、狔表示

全局坐标，狓、狔表示局部坐标。其中狔或狔与

各齿轮副的啮合线方向一致。根据所建立的动力

学模型可知，该系统共有４３个自由度，可用广义

位移向量狔表示为

狔＝ （φ犼ｄ，φ犼ｍ，φ犼ｎ，φ犼ｐ，φ犼犻ｓ，φ犼犻ｈ，φｂ，

φｏ，φｗ，狓犼ｍ，狓犼ｐ，狓犼犻，狓ｂ，狓ｗ，

狔犼ｍ，狔犼ｐ，狔犼犻，狔ｂ，狔ｗ，狕犼ｍ，狕犼ｐ） （１）

式中φ犼ｄ、φｏ分别表示左右输入端、输出端的扭转

微位移；φ犼ｍ、φ犼ｎ、φ犼ｐ、φ犼犻ｓ、φ犼犻ｈ、φｂ、φｗ 分别表示齿

轮Ｚ犼ｍ、Ｚ犼ｎ、Ｚ犼ｐ、Ｚ犼犻ｓ、Ｚ犼犻ｈ、Ｚｂ、Ｚｗ的扭转微位移；

狓犼ｍ、狓犼ｐ、狓犼犻、狓ｂ、狓ｗ 分别表示输入轴、分扭轴、双联

轴、输出轴、尾传轴广义坐标狓方向的位移；狔犼ｍ、

狔犼ｐ、狔犼犻、狔ｂ、狔ｗ 分别表示输入轴、分扭轴、双联轴、输

出轴、尾传轴广义坐标狔方向的位移；狕犼ｍ、狕犼ｐ分别

表示输入轴、分扭轴的广义坐标狕方向的位移。

２２　动力学方程

依据双发圆柱齿轮分扭传动系统动力学模

型，根据受力分析和牛顿动力学原理，可推导出分

扭传动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方程为

犐犼ｄ̈φ犼ｄ＝犜犼ｄ－犓犼ｄｍ φ犼ｄ－φ犼（ ）ｍ －

　犮犼ｄｍ φ犼ｄ－

φ犼（ ）ｍ

犐犼ｍ̈φ犼ｍ ＝犓犼ｄｍ φ犼ｄ－φ犼（ ）ｍ ＋犮犼ｄｍ φ犼ｄ－

φ犼（ ）ｍ －

　犉犼ｍ狔狉犼ｐｍ

犿犼ｄｍ̈狓犼ｍ ＝犉犼ｍ狓－犓犼ｍ狓狓犼ｍ－犮犼ｍ狓狓犼ｍ

犿犼ｄｍ̈狔犼ｍ ＝犉犼ｍ狔－犓犼ｍ狔狔犼ｍ－犮犼ｍ狔狔犼ｍ

犿犼ｄｍ̈狕犼ｍ ＝犉犼ｍ狕－犓犼ｍ狕狕犼ｍ－犮犼ｍ狕狕犼

烅

烄

烆 ｍ

（２１）

图４　分扭传动构型的动力学模型坐标系

Ｆｉｇ．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ｐｌｉｔｔｏｒｑｕｅｄｒ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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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犼ｎ̈φ犼ｎ＝犉犼ｎ狔狉犼ｐｎ－犓犼ｎｐ φ犼ｎ－φ犼（ ）ｐ －

　犮犼ｎｐφ犼ｎ－

φ犼（ ）ｐ

犐犼ｐ̈φ犼ｐ＝犓犼ｎｐ φ犼ｎ－φ犼（ ）ｐ ＋

　犮犼ｎｐφ犼ｎ－

φ犼（ ）ｐ －犉犼ｎｐ１ｓ狉犼ｂｐ－犉犼ｎｐ２ｓ狉犼ｂｐ

犿犼ｎｐ̈狓犼ｐ＝犉犼ｐ狓－犓犼ｐ狓狓犼ｐ－犮犼ｐ狓狓犼ｐ

犿犼ｎｐ̈狔犼ｐ＝犉犼ｐ狔－犓犼ｐ狔狔犼ｐ－犮犼ｐ狔狔犼ｐ

犿犼ｎｐ̈狕犼ｐ＝犉犼ｐ狕－犓犼ｐ狕狕犼ｐ－犮犼ｐ狕狕犼

烅

烄

烆 ｐ

（２２）

犐犼犻ｓ̈φ犼犻ｓ＝犉犼ｎｐ犻狊狉犼ｂ犻ｓ－犓犼犻ｓ犻ｈ φ犼犻ｓ－φ犼犻（ ）ｈ －

　犮犼犻ｓ犻ｈφ犼犻ｓ－

φ犼犻（ ）ｈ

犐犼犻ｈ̈φ犼犻ｈ＝犓犼犻ｓ犻ｈ φ犼犻ｓ－φ犼犻（ ）ｈ ＋

　犮犼犻ｓ犻ｈφ犼犻ｓ－

φ犼犻（ ）ｈ －犉犼ｎｂ犻ｈ狉犼ｂ犻ｈ

犿犼犻̈狓犼犻 ＝犉犼犻狓 －犓犼犻狓狓犼犻－犮犼犻狓狓犼犻

犿犼犻̈狔犼犻 ＝犉犼犻狔 －犓犼犻狔狔犼犻－犮犼犻狔狔犼

烅

烄

烆 犻

（２３）

犐ｂ̈φｂ＝ （∑
犻
∑
犼

犉犼ｎｂ犻ｈ－犉ｎｂｗ）狉ｂｂ－

　犓ｂｏ φｂ－φ（ ）ｏ －犮ｂｏφｂ－

φ（ ）ｏ

犐ｏ̈φｏ＝－犜ｏ＋犓ｂｏ φｂ－φ（ ）ｏ ＋犮ｂｏφｂ－

φ（ ）ｏ

犿ｂｏ̈狓ｂ＝犉ｂ狓－犓ｂ狓狓ｂ－犮ｂ狓狓ｂ

犿ｂｏ̈狔ｂ＝犉ｂ狔－犓ｂ狔狔ｂ－犮ｂ狔狔

烅

烄

烆 ｂ

（２４）

犐ｗ̈φｗ ＝犉ｎｂｗ狉ｂｗ－犜ｗ

犿ｗｃ̈狓ｗ ＝犉ｗ狓－犓ｗ狓狓ｗ－犮ｗ狓狓ｗ

犿ｗｃ̈狔ｗ ＝犉ｗ狔－犓ｗ狔狔ｗ－犮ｗ狔狔

烅

烄

烆 ｗ

（２５）

式中犜犼ｄ、犜ｏ和犜ｗ 分别表示输入转矩、输出轴负

载和尾传轴负载；犐犼ｄ、犐ｏ 分别表示输入端、输出端

的转动惯量；犐犼ｍ、犐犼ｎ、犐犼ｐ、犐犼犻ｓ、犐犼犻ｈ、犐ｂ、犐ｗ 分别表示

齿轮Ｚ犼ｍ、Ｚ犼ｎ、Ｚ犼ｐ、Ｚ犼犻ｓ、Ｚ犼犻ｈ、Ｚｂ、Ｚｗ 的转动惯量；

犿犼ｄｍ、犿犼ｎｐ、犿犼犻、犿ｂｏ、犿ｗｃ分别表示输入轴、分扭轴、

双联轴、输出轴、尾传轴上齿轮的集中质量；狉犼ｐｍ、

狉犼ｐｎ分别表示锥齿轮Ｚ犼ｍ、Ｚ犼ｎ的节圆半径；狉犼ｂｐ、狉犼ｂ犻ｓ、

狉犼ｂ犻ｈ、狉ｂｂ、狉ｂｗ分别表示齿轮Ｚ犼ｐ、Ｚ犼犻ｓ、Ｚ犼犻ｈ、Ｚｂ、Ｚｗ 的

基圆半径；犉犼ｎｍｎ、犉犼ｎｐ犻ｓ、犉犼ｎｂ犻ｈ、犉ｎｂｗ分别表示输入

级、分扭级、并车级、尾传级齿轮副间的啮合力；

犉犼ｍ狓、犉犼ｐ狓、犉犼犻狓、犉ｂ狓、犉ｗ狓分别表示输入轴、分扭轴、

双联轴、输出轴、尾传轴狓方向所受的合力；犉犼ｍ狔、

犉ｊｐ狔、犉犼犻狔、犉ｂ狔、犉ｗ狔分别表示输入轴、分扭轴、双联

轴、输出轴、尾传轴狔方向所受的合力；犉犼ｍ狕、犉犼ｐ狕

分别表示输入轴、分扭轴狕方向所受的合力。

该传动系统的动力学方程组可用矩阵形式表

示为

犕̈狔＋犆狔＋犓狔＝犉ｔ （３）

式中犕、犆和犓 分别为系统的质量矩阵、阻尼矩

阵和刚度矩阵；犉ｔ为外部激励矢量。该传动系统

存在刚体位移，可根据传动系统的力封闭特点进

行处理。鉴于本文主要是研究误差与均载系数间

的参数配置，在此不再赘述。

３　主要参数的计算

３．１　齿轮副间的动态传动误差

由于存在齿轮副间的啮合变形、轴的扭转和

支撑变形、零部件的制造安装误差等，因此两相互

啮合齿轮间会产生动态的相对位移，即动态传动

误差［２６］。根据图４，可获得各级齿轮副的动态传

动误差为

犢犼ｎｍｎ＝犘犼狓 －狓犼ｍ－狓犼（ ）ｎ ＋犘犼狕 －狕犼ｍ－狕犼（ ）ｎ ＋

　犘犼狔 －狔犼ｍ＋φ犼ｍ狉犼ｐｍ－狔犼ｎ－φ犼ｎ狉犼ｐ（ ）ｎ －犲犼ｎｍｎ

犢犼ｎｐ１ｓ＝ －狔犼ｐ＋狉犼ｂｐφ犼（ ）ｐ － 狔

犼１＋狉犼ｂ１ｓφ犼（ ）１ｓ －

　犲犼ｎｐ１ｓ

犢犼ｎｐ２ｓ＝ －狔

犼ｐ＋狉犼ｂｐφ犼（ ）ｐ － 狔犼２＋狉犼ｂ２ｓφ犼（ ）２ｓ －

　犲犼ｎｐ２ｓ

犢犼ｎｂ１ｈ＝ －狔犼１＋狉犼ｂ１ｈφ犼（ ）１ｈ － 狔

犼ｂ＋狉ｂｂφ（ ）ｂ －

　犲犼ｎｂ１ｈ

犢犼ｎｂ２ｈ＝ －狔

犼２＋狉犼ｂ２ｈφ犼（ ）２ｈ － 狔犼ｂ＋狉ｂｂφ（ ）ｂ －

　犲犼ｎｂ２ｈ

犢ｎｂｗ ＝ －狔ｗｂ＋狉ｂｂφ（ ）ｂ － 狔ｗ＋狉ｂｗφ（ ）ｗ －犲

烅

烄

烆 ｎｂｗ

（４）

式中犲犼ｎｍｎ、犲犼ｎｐ犻ｓ、犲犼ｎｂ犻ｈ、犲ｎｂｗ分别表示输入级、分扭

级、并车级、尾传级齿轮副间的传递误差；犢犼ｎｐ犻ｓ、

犢犼ｎｂ犻ｈ、犢ｎｂｗ分别表示分扭级、并车级、尾传级齿轮

副的动态传动误差；犢犼ｎｍｎ表示锥齿轮副间的动态

传动误差；犘犼狓、犘犼狔、犘犼狕为相关的计算系数
［２７］。

３．２　齿轮副间啮合力

齿轮副间的啮合力与啮合线方向上的变形量

和啮合刚度有关，齿轮副间的啮合力可表示为

犉犾 ＝犓犾犳（犢犾）＋犮犾犢犾 （５）

式中犓犾、犳（犢犾）和犮犾 分别表示相应啮合齿轮副间

的啮合刚度、间隙函数和啮合阻尼，犢犾 为传动误

差；犾表示犼ｎｍｎ、犼ｎｐ犻ｓ、犼ｎｂ犻ｈ和犼ｎｂｗ。令相应齿

轮副间的齿侧间隙为２犫犾，则间隙函数犳（犢犾）为

犳（犢犾）＝

犢犾－犫犾 犢犾＞犫犾

０ －犫犾≤犢犾≤犫犾

犢犾＋犫犾 犢犾＜－犫

烅

烄

烆 犾

（６）

３．３　中心距误差与传递误差的关系

为定性研究齿轮副间的中心距误差对动力学

均载性能的影响，指导工程设计及控制制造安装

误差，需要建立中心距误差与传递误差间的关系。

０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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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心距变化量犈ｌ２ｈ为例（如图２所示），根据图

中的几何关系，将其沿啮合线方向投影，则可获得

该齿轮副传递误差的改变量。同理，可推导其余

齿轮副中心距误差与传递误差之间的关系，其具

体数学表达式为

犲犼ｎｐ犻ｓ＝犈犼犻ｓｃｏｓ
π
２
＋α犼ｎｐ犻（ ）ｓ

犲犼ｎｂ犻ｈ＝犈犼犻ｈｃｏｓ
π
２
－α犼ｎｂ犻（ ）

烅

烄

烆
ｈ

（７）

式中α犼ｎｂ犻ｈ、α犼ｎｐ犻ｓ表示相应齿轮副间的压力角。

３．４　均载与动载荷系数

采用龙格库塔法求解非线性微分方程，提取

系统的位移响应，便可反求出各齿轮副间的动态

啮合力。定义Ω
１
犼ｎｐ犻ｓ和Ω

１
犼ｎｂ犻ｈ分别为犼端分扭级和

并车级分支犻的均载系数，Ω
１
犼 为犼端最大的均载

系数，其表达式可表示为

Ω
１
犼ｎｐ犻ｓ（狋）＝

２犉犼ｎｐ犻ｓ（狋）

犉犼ｎｐ１ｓ（狋）＋犉犼ｎｐ２ｓ（狋）

Ω
１
犼ｎｂ犻ｈ（狋）＝

２犉犼ｎｂ犻ｈ（狋）

犉犼ｎｂ１ｈ（狋）＋犉犼ｎｂ２ｈ（狋）

Ω
１
犼 ＝ｍａｘ（Ω

１
犼ｎｐ１ｓ，Ω

１
犼ｎｐ２ｓ，Ω

１
犼ｎｂ１ｈ，Ω

１
犼ｎｂ２ｈ

烅

烄

烆 ）

（８）

式中犉犼ｎｐ犻ｓ（狋）和犉犼ｎｂ犻ｈ（狋）分别为犼端分支犻的分扭

级与并车级齿轮副间的动态啮合力。

定义Ω
２
犼ｎｐ犻ｓ和Ω

２
犼ｎｂ犻ｈ分别为犼端分扭级和并车

级分支犻的动载荷系数，Ω
２
犼 为犼端最大动载荷系

数，其表达式可表示为

Ω
２
犼ｎｐ犻ｓ（狋）＝

犉犼ｎｐ犻ｓ（狋）

犉
犼ｎｐ犻ｓ

Ω
２
犼ｎｂ犻ｈ（狋）＝

犉犼ｎｂ犻ｈ（狋）

犉
犼ｎｂ犻ｈ

Ω
２
犼 ＝ｍａｘ（Ω

２
犼ｎｐ１ｓ，Ω

２
犼ｎｐ２ｓ，Ω

２
犼ｎｂ１ｈ，Ω

２
犼ｎｂ２ｈ

烅

烄

烆 ）

（９）

式中犉
犼ｎｐ犻ｓ和犉


犼ｎｂ犻ｈ分别为犼端分扭级和并车级分

支犻的齿轮副间静态啮合力。

４　齿隙、误差对均载特性的影响分析

该传动系统的输入功率为２０００ｋＷ，输入转

速为２１０００ｒ／ｍｉｎ；输入级、分扭级、并车级及尾传

动的齿数比分别为２７／７４、３１／９８、２３／２１５、２３／２１５，

模数分别为３．８５、３．５、４、４ｍｍ，压力角分别为

２０°、２２．５°、２２．５°、２２．５°，齿宽分别为４５、４８、１００、

１００ｍｍ；锥齿轮和人字齿轮的螺旋角均为３０°；安

装角θ犼ｐ、θ犼犻、θｂ分别为１０４．５°、１０８°、１５０°。

根据均载的影响机理分析，为探索齿侧间隙、

中心距误差与均载特性之间的关系，确定上述参

数值的分配方法，采用正交试验法（犔９（３
４）正交

表），并结合犚值分析法，研究各因素各水平对均

载特性影响的主次顺序和影响趋势。由于传动构

型的对称性，计算结果很相似，因此只给出了左分

支的计算结果。

４１　齿侧间隙及其交互作用对均载特性的影响

４．１．１　齿侧间隙对均载特性的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主要分析四个齿侧间隙因素

对均载系数Ω
１
ｒ 和动载荷系数Ω

２
ｒ 的影响，即：

犫ｌｎｐ１ｓ、犫ｌｎｂ１ｈ、犫ｌｎｐ２ｓ和犫ｌｎｂ２ｈ。齿侧间隙的３个水平分

别取０、１０、２０μｍ。根据所选取的因素和水平，设

计齿侧间隙正交试验方案，如表１所示。通过表

１中的数据，可计算各因素各水平下的综合平均

值，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表１中，犽犻表示某因素

犻水平试验结果累加值的平均值；犚为犽犻 最大值

和最小值的差，即犚＝ｍａｘ（犽犻）－ｍｉｎ（犽犻）。例如

犽１（Ω
１
ｒ），所对应的试验序号为１、２、３，则

犽１（Ω
１
ｒ）＝∑

３

犼＝１

Ω
１
ｒ／３ （１０）

　　为直观表示齿侧间隙对动力学均载系数的影

响规律和趋势，根据表２中的数据，以因素水平为

横坐标、均载系数综合平均值为纵坐标，绘制了齿

侧间隙对均载性能的影响趋势，如图５所示。由

表２和图５可知，齿侧间隙犫ｌｎｂ２ｈ对应的均载系数

极差犚值较小，影响的权重较小；其他的犚值相

差不大，说明其对系统均载系数的影响同等重要。

齿侧间隙犫ｌｎｐ１ｓ对应的动载荷系数极差犚值较大，

说明分扭级齿侧间隙对系统的动载荷系数影响的

权重较大；综合均载系数与动载荷系数犚 值来

看，齿侧间隙犫ｌｎｐ１ｓ是重要的设计参数。如果考虑

动载荷系数的话，齿侧间隙犫ｌｎｐ１ｓ取低水平，其他取

中间值较为适宜。

表１　齿侧间隙正交试验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犗狉狋犺狅犵狅狀犪犾狋犲狊狋狅犳犫犪犮犽犾犪狊犺

序号
犫ｌｎｐ１ｓ／

μｍ

犫ｌｎｐ２ｓ／

μｍ

犫ｌｎｂ１ｈ／

μｍ

犫ｌｎｂ２ｈ／

μｍ
Ω
１
ｒ Ω

２
ｒ

１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２７ １．２５９

２ 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１５ １．２６１

３ 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２２ １．３１１

４ １０ ０ １０ ２０ １．０３１ １．３１５

５ １０ １０ ２０ ０ １．０３８ １．３１１

６ １０ ２０ ０ １０ １．００９ １．３１６

７ ２０ ０ ２０ １０ １．０５３ １．３６６

８ ２０ １０ ０ ２０ １．０２５ １．３７０

９ ２０ ２０ １０ ０ １．０３２ １．３６６

１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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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齿侧间隙正交试验分析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狅狉狋犺狅犵狅狀犪犾狋犲狊狋狅犳犫犪犮犽犾犪狊犺

参数 犫ｌｎｐ１ｓ／μｍ 犫ｌｎｐ２ｓ／μｍ 犫ｌｎｂ１ｈ／μｍ 犫ｌｎｂ２ｈ／μｍ

犽１（Ω
１
ｒ） １．０２１ １．０３７ １．０２０ １．０３２

犽２（Ω
１
ｒ） １．０２６ １．０２６ １．０２６ １．０２６

犽３（Ω
１
ｒ） １．０３６ １．０２１ １．０３７ １．０２６

犚（Ω１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６

犽１（Ω
２
ｒ） １．２７７ １．３１３ １．３１５ １．３１２

犽２（Ω
２
ｒ） １．３１４ １．３１４ １．３１４ １．３１４

犽３（Ω
２
ｒ） １．３６８ １．３３１ １．３２９ １．３３２

犚（Ω２ｒ）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０

图５　齿侧间隙对动力学特性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ａｃｋｌａｓｈ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４．１．２　齿侧间隙交互作用对均载特性的影响

为研究分扭级齿轮副间的齿侧间隙犫ｌｎｐ１ｓ、

犫ｌｎｐ２ｓ的交互作用对均载系数Ω
１
ｒ 的影响，犫ｌｎｐ１ｓ的１

水平、２水平、３水平分别取０、１０、２０μｍ；犫ｌｎｐ２ｓ的１

水平、２水平、３水平分别取为１０、２０、３０μｍ。根

据所选取的因素和水平设计的分扭级齿侧间隙正

交试验方案，计算并绘制了犫ｌｎｐ１ｓ与犫ｌｎｐ２ｓ交互作用

对均载系数的影响图，如图６（ａ）所示。计算结果

表明：在该变动范围内，犫ｌｎｐ１ｓ与犫ｌｎｐ２ｓ存在较强的交

互作用；当犫ｌｎｐ１ｓ分别取０、１０、２０μｍ时，犫ｌｎｐ２ｓ分别

为１０、２０、３０μｍ 较好。可见，为改善均载性能，

犫ｌｎｐ１ｓ与犫ｌｎｐ２ｓ取值应该保持适量的差异量。

采用相同的方法，研究了并车级齿轮副的齿

侧间隙犫ｌｎｂ１ｈ、犫ｌｎｂ２ｈ的交互作用对均载系数Ω
１
ｒ 的影

响，其性质与分扭级类似，计算结果如图６（ｂ）

所示。

图６　齿侧间隙交互作用对均载系数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ａｃｋｌａｓｈ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ｌｏａ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４２　中心距误差及其交互作用对均载特性的影响

４．２．１　中心距误差对均载特性的影响

选取中心距误差犈ｌ１ｓ、犈ｌ１ｈ、犈ｌ２ｓ和犈ｌ２ｈ四个因

素，分析上述４个因素对均载系数Ω
１
ｒ 和动载荷系

数Ω
２
ｒ 的影响。中心距误差的３个水平分别取

－５０、０、５０μｍ。根据所选取的因素和水平，设计

中心距误差的正交试验方案，计算了各因素各水

平下的综合平均值，并绘制了曲线图，分别如表

３、表４和图７所示。

由表４和图７可知：并车级中心距误差对均

载和动载荷系数的影响权重较大；中心距误差

犈ｌ１ｓ和犈ｌ２ｈ取低水平、中心距误差犈ｌ２ｓ和犈ｌ１ｈ取高

水平时，系统的均载和动载荷系数较好。

２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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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中心距误差正交试验表

犜犪犫犾犲３　犗狉狋犺狅犵狅狀犪犾狋犲狊狋狋犪犫犾犲狅犳犮犲狀狋犲狉犱犻狊狋犪狀犮犲犲狉狉狅狉

序号
犈ｌ１ｓ／

μｍ

犈ｌ２ｓ／

μｍ

犈ｌ１ｈ／

μｍ

犈ｌ２ｈ／

μｍ
Ω
１
ｒ Ω

２
ｒ

１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１．０３２ １．５３１

２ －５０ ０ ０ ０ １．０１８ １．５０９

３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１．０１４ １．５１３

４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１．０４３ １．５４７

５ ０ ０ ５０ －５０ １．０３４ １．５３４

６ ０ ５０ －５０ ０ １．０１８ １．５１０

７ ５０ －５０ ５０ ０ １．０５９ １．５６９

８ ５０ ０ －５０ ５０ １．０４２ １．５４６

９ ５０ ５０ ０ －５０ １．０３４ １．５３４

表４　中心距误差正交试验分析结果

犜犪犫犾犲４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犮犲狀狋犲狉犱犻狊狋犪狀犮犲犲狉狉狅狉犫狔

狅狉狋犺狅犵狅狀犪犾狋犲狊狋

参数 犈ｌ１ｓ／μｍ 犈ｌ２ｓ／μｍ 犈ｌ１ｈ／μｍ 犈ｌ２ｈ／μｍ

犽１（Ω
１
ｒ） １．０２３ １．０２６ １．０２９ １．０２０

犽２（Ω
１
ｒ） １．０２４ １．０２４ １．０２４ １．０２４

犽３（Ω
１
ｒ） １．０２６ １．０２３ １．０２０ １．０２９

犚（Ω１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犽１（Ω
２
ｒ） １．３９４ １．３９９ １．４０３ １．３９０

犽２（Ω
２
ｒ） １．３９６ １．３９６ １．３９６ １．３９６

犽３（Ω
２
ｒ） １．３９８ １．３９４ １．３９０ １．４０３

犚（Ω２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４．２．２　中心距误差交互作用对均载特性的影响

为研究分扭级齿轮副的中心距误差犈ｌ１ｓ、犈ｌ２ｓ

的交互作用对均载系数Ω
１
ｒ 的影响，犈ｌ１ｓ、犈ｌ１ｓ的１

水平、２水平、３水平均取－５０、０、５０μｍ。根据所

选取的因素和水平设计双联轴分扭级齿侧间隙正

交试验方案，绘制了犫ｌｎｐ１ｓ与犫ｌｎｐ２ｓ交互作用对动力

图７　中心距误差对动力学特性的影响

Ｆｉｇ．７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ｅｎｔ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ｅｒｒｏｒ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学均载系数的影响图，如图８（ａ）所示。图８（ａ）的

计算结果表明：在该范围的变动内，犈ｌ１ｓ与犈ｌ２ｓ不

存在交互作用；当犈ｌ１ｓ取较小值、犈ｌ２ｓ取较大值时，

系统的均载性能越好。

采用相同的方法，研究了并车级齿轮副的中

心距误差犈ｌ１ｈ与犈ｌ２ｈ的交互作用对均载系数Ω
１
ｒ 的

影响，计算结果如图８（ｂ）所示。计算结果表明：

在该范围的变动内，犈ｌ１ｈ与犈ｌ２ｈ不存在交互作用；

当犈ｌ１ｈ取较小值、犈ｌ２ｈ取较大值时，系统的均载性

能越好。

图８　中心距误差交互作用对均载系数的影响

Ｆｉｇ．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ｅｎｔ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ｅｒｒｏ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ｎ

ｌｏａ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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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论

１）通过构建齿侧间隙、中心距误差以及载荷

分析图，给出了影响分扭传动构型均载性能的机

理。研究结果表明，构型的力不对称、制造安装误

差是影响均载性能的重要参数。

２）采用正交试验法，获得齿侧间隙及其相互

作用对均载特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齿侧间

隙具有相关性，为实现较好的均载性能，分扭级、

并车级齿侧间隙的取值应有一定的差异量，这与

构型的力不对称具有重要的关系。

３）采用正交试验法，研究了中心距误差及其

相互作用对均载特性的影响。与齿侧间隙相反，

分扭级、并车级的中心距误差没有相关性；但是，

并车级中心距误差对均载性能的影响权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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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Ｇｕａｎｇｙａｎ，ＣＨＥＮ Ｇｕｏｄｉｎｇ，ＬＩＹ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ｅａｒｄｒｉｖｅｗｉｔｈｆａｃｅｇｅａｒ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０９，２４（１０）：２３９１

２３９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董皓，方宗德，王宝宾，等．基于变形协调和间隙浮动的双

路功率分流系统均载特性分析［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３，

２８（４）：８７２８７７．

ＤＯＮＧＨａｏ，ＦＡＮＧＺｏｎｇｄｅ，ＷＡＮＧＢａｏｂｉｎ，ｅｔａｌ．Ｌｏａ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ｏｗｅｒｓｐｌｉｔ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３，２８（４）：８７２８７７．（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１８］　桂永方，朱如鹏，扶碧波，等．扭转刚度对双输入圆柱齿轮

分流传动系统动力学均载系数的影响［Ｊ］．航空动力学报，

２０１４，２９（９）：２２６４２２７２．

ＧＵＩＹｏｎｇｆａｎｇ，ＺＨＵ Ｒｕｐｅｎｇ，ＦＵＢｉｂｏ，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ｏａ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

ｔｗｏｉｎｐｕｔ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ｇｅａｒｓｐｌｉｔｔｏｒｑｕ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４，２９（９）：２２６４２２７２．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付晨曦，赵宁，赵永志，等．基于ＦＡＮＳＧＡ分扭传动系统

的均载和轻量化优化设计［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４，２９

（９）：２２４７２２５５．

ＦＵＣｈｅｎｘｉ，ＺＨＡＯＮｉｎｇ，ＺＨＡＯＹｏｎｇｚｈｉ，ｅｔａｌ．Ｌｏａｄｓｈａ

ｒｉｎｇａｎｄ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ｏｒｑｕｅｓｐｌｉｔ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ＦＡＮＳＧ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４，２９（９）：２２４７２２５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董金城，王三民，林何，等．参数对二分支斜齿轮传动动载和

均载特性影响［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５，３０（５）：１２６０１２６６．

ＤＯＮＧ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Ｓａｎｍｉｎ，ＬＩＮ Ｈｅ，ｅｔａｌ．Ｐａｒａｍｅ

ｔｅｒ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ｄｕａｌｐａｔｈｈｅｌｉｃａｌｇｅａ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ｏａｄａｎｄｌｏａ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

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５，３０（５）：１２６０１２６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靳广虎，任薇，朱如鹏．扭转刚度对功率分流传动系统均载

特性的影响［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１９，３４（１１）：２４７８２４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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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ＮＧｕａｎｇｈｕ，ＲＥＮ Ｗｅｉ，ＺＨＵＲｕｐｅｎｇ．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ｏｒ

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ｏｎｌｏａ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ｏｗｅｒ

ｓｐｌｉｔ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

２０１９，３４（１１）：２４７８２４８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ＪＩＮＧＨ，ＲＥＮＷ，ＺＨＵＲＰ，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ｂａｃｋｌａｓｈ

ｏｎｌｏａ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ｏａ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ｗｉｃｅ

ｓｐｌｉｔｔｏｒｑｕ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２０１９，７（６）：５６５５７７．

［２３］　ＭＯＳｈｕａｉ，ＹＵＥＺ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Ｚｈｉｙｏｕ，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ｔｉ

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ｌｏａ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ｒｍｕｌｔｉ

ｐｏｗｅｒｆａｃｅｇｅａｒｓｐｌｉｔｆｌｏｗｓｙｓｔｅｍ［Ｊ］．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０，２３４（２）：６７６６９２．

［２４］　ＪＩＮＧＨ，ＸＩＯＮＧＹＰ，ＧＵＩＹＦ，ｅｔ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ｌａｗｏｎｌｏａｄｓｈａｒ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ｄｏｕｂｌｅ

ｉｎｐｕｔｓｐｌｉｔｔｏｒｑｕ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Ｖｉ

ｂ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２０１７，５（６）：５８４

５９５．

［２５］　靳广虎，龙珊珊 高鹏，等．圆柱齿轮分扭传动系统的均载

特性及试验研究［Ｊ］．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９，

５０（７）：１５９２１６０１．

ＪＩＮＧｕａｎｇｈｕ，ＬＯＮＧ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ＧＡＯ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Ｌｏａ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ｃｙｌｉｎ

ｄｒｉｃａｌｇｅａｒｓｐｌｉｔｔｏｒｑｕ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

５０（７）：１５９２１６０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６］　张靖．不同因素激励下齿轮传动动力学仿真及实验研究

［Ｄ］．重庆：重庆大学，２０１２．

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ｇｅａ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ｏｕｓ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　苏进展，方宗德，贺朝霞．基于啮合特性的弧齿锥齿轮动力

学研究［Ｊ］．机械科学与技术，２０１６，３５（１）：５０５５．

ＳＵＪｉｎｚｈａｎ，ＦＡＮＧＺｏｎｇｄｅ，ＨＥＺｈａｏｘｉ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ｄｙｎａｍ

ｉｃｏｆｓｐｉｒａｌｂｅｖｅｌｇｅａ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ｅｓｈ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Ｊ］．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５（１）：５０

５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编辑：李岩梅、张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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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犆犉犇的风扇驱动齿轮箱流场和

温度场特性分析

鲍和云，王春雷，陆凤霞，朱如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直升机传动技术重点实验室，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摘　　　要：建立了 ＧＴＦ（ｇｅａｒｅｄｔｕｒｂｏｆａｎ）发动机风扇驱动齿轮箱仿真模型，采用 ＲＮＧ（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犽ε湍流模型和 ＭＲ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模型对风扇驱动齿轮箱内部流场和温度场进行了数值

模拟。结果表明：在齿轮箱外啮合啮入、啮出位置，由于分油盘喷油口所在的两个倒角平面和流体速度方向垂

直，出现了局部的涡流。齿轮箱中行星轮齿面温度最高，太阳轮其次，内齿圈温度最低。行星轮轴承滚子温度

高于轴承内、外圈，行星轮轴承内圈采用环下润滑冷却方式，轴承内圈温度较低，行星轮轴承外圈温度受行星

轮齿轮本体温度的影响，比内圈温度高。行星齿轮轮齿沿齿宽方向中间位置有一个温度峰值。沿齿高方向，

靠近行星轮齿顶位置有一个较高的温度峰值，靠近齿根位置有一个相对较低的温度峰值。

关　键　词：齿轮传动涡扇；齿轮箱；ＣＦＤ（计算流体动力学）；流场特性；温度场特性

中图分类号：Ｖ２２８．５；ＴＨ１３２．４１３　　　　　文献标志码：Ａ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５１９７５２７４）

作者简介：鲍和云（１９７６－），女，副教授，博士，从事机械传动、动力学及热分析研究。Ｅｍａｉｌ：ｂａｏｈｅｙｕｎ＠ｎｕａａ．ｅｄｕ．ｃｎ

引用格式：鲍和云，王春雷，陆凤霞，等．基于ＣＦＤ的风扇驱动齿轮箱流场和温度场特性分析［Ｊ］．航空动力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１１）：２３１６

２３２５．ＢＡＯＨｅｙｕｎ，ＷＡＮＧＣｈｕｎｌｅｉ，ＬＵＦｅｎｇｘｉａ，ｅｔａｌ．Ｆｌｏｗ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ａｎｄｒｉｖｅｇｅａｒｂｏｘｂａｓｅｄｏｎ

ＣＦ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１１）：２３１６２３２５．

犉犾狅狑犪狀犱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犳犻犲犾犱狊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犳犪狀犱狉犻狏犲犵犲犪狉犫狅狓

犫犪狊犲犱狅狀犆犉犇

ＢＡＯＨｅｙｕｎ，ＷＡＮＧＣｈｕｎｌｅｉ，ＬＵＦｅｎｇｘｉａ，ＺＨＵＲｕｐｅ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ｎ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１６，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ＧＴＦ（ｇｅａｒｅｄｔｕｒｂｏｆ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ｆａｎｄｒｉｖｅｇｅａｒｂｏｘ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ｈｅｆｌｏｗａ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ｆａｎｄｒｉｖｅｇｅａｒｂｏｘｗｅｒ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ＲＮＧ （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犽ε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ＭＲ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ｌｏｃａｌｅｄｄｙ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ｎｇａｇｉｎｇｉｎａｎｄ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ｏｕｔ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ｇｅａ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ｇｅａｒｂｏｘ，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ｔｗｏｃｈａｍｆｅｒｐｌａｎｅｓ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ｏｉ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ｌａｔｅｎｏｚｚｌｅｗａｓｌｏｃａ

ｔｅ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ｆａｎｄｒｉｖｅｇｅａｒｂｏｘ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ｇｅａｒ，ｆｏｌ

ｌｏｗ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ｕｎｇｅａｒ，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ｗｅｓｔｏｎ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ｏｌｌｅｒ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ａｎｄｏｕｔｅｒｒ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ｍ

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ｂｅａｒｉｎｇ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ｗａｙｏｆｉｎｎｅｒｒｉｎｇｏｉｌ

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ｏｕｔｅｒｒ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ｂｅａｒｉｎｇｗａ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

ｂｕｌｋ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ｇｅａｒ，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ｒ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ｇｅａｒｈａｄａｐｅａｋｖａｌｕ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ｏｆｔｈｅｔｏｏｔｈｗｉｄｔｈｄ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ｏｏｔｈｈｅｉｇｈ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ｅａｋｎｅａｒｔｈｅｔｏｐ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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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ｔｏｏ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ｇｅａｒ，ａｎｄ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ｅａｋｎｅａｒｔｈｅｒｏｏ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ＧＴＦ；ｇｅａｒｂｏｘ；ＣＦ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ｆｌｕｉ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ｉｅｌｄ

　　ＧＴＦ发动机采用五路分流人字齿行星齿轮

传动系统驱动风扇，相比传统涡扇发动机，在降低

油耗、减少维修成本、抑制噪音和污染的减排方面

具有突出的优点［１２］，风扇驱动齿轮箱是ＧＴＦ发

动机与直接驱动涡扇发动机在结构上的主要差

别。冯金等［３］对风扇驱动齿轮箱进行了相关的设

计研究工作。行星齿轮与滚动轴承采用一体化设

计，以提高轴承的功率密度，满足轻质量、结构紧

凑的需求［４］。风扇驱动齿轮箱传递的功率达到

２０ＭＷ，且结构非常紧凑，要求系统必须有非常高

的传动效率和非常高效的散热性能。目前国内外

学者对齿轮传动系统的流场和温度场进行较多的

研究。Ｓｕｎ等
［５］采用轴对称ＣＦＤ模型，研究了航

空发动机锥齿轮传动系统内部复杂的空气流动，

分析了齿轮传动系统内部的轴承、齿轮等轴对称

部件和几何特征，以及径向排气管对齿轮传动系

统内部流场的影响，得到了最大起飞和地面空转条

件下锥齿轮传动系统内部的复杂流场。Ｔｕｒｎｅｒ

等［６］采用ＣＦＤ方法，研究了航空发动机锥齿轮对

周围油滴的冲击，对油膜的形成进行了仿真追踪。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等分别联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

学、诺丁汉大学等采用数值模拟及试验验证的方

法，研究了航空齿轮的风阻损失以及齿轮周围挡板

结构对齿轮风阻的作用［７１０］。Ｋｏｒｓｕｋｏｖａ等
［１１］基

于ＣＦＤ方法，采用标准犽ω湍流模型和动网格技

术，对浸油润滑和喷射润滑两种润滑方式下的直齿

传动齿轮箱瞬态流场进行模拟仿真，分析不同时刻

直齿传动齿轮箱内部的油气分布和压力分部。王

延忠、Ｎｉｕ等
［１２１４］建立了齿轮喷油润滑过程的三维

数值计算模型，对不同的喷油速度、喷油嘴参数、

喷油方位参数的喷射过程进行了分析，得到了影

响喷射方向偏离的因素及其规律，对比了不同喷

油方位参数下啮入点附近的油气率与气液总压变

化规律，研究了喷射润滑中空气屏障效应机理。

Ｄｈａｒ等
［１５］基于ＣＦＤ方法，获得了行星减速器滑

动轴承及整个行星齿轮系统的温度。

针对传递功率大、结构紧凑、冷却与润滑条件

苛刻的风扇驱动齿轮箱的传热性能研究，鲜有相

关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本文基于ＣＦＤ的方法，

研究风扇驱动齿轮箱的流场和温度场特性，为其

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１　数值计算理论

１１　控制方程

风扇驱动齿轮箱内部流体遵守基本的守恒方

程，其包括：质量守恒方程、动量守恒方程、能量守

恒方程。

１）连续方程

ρ

犜
＋
（ρ狌）

狓
＋
（ρ狏）

狔
＋
（ρ狑）

狕
＝０ （１）

式中ρ为流体微元密度，犜为时间，狌、狏、狑分别为

流体的速度在狓、狔、狕方向上的分量。

２）动量守恒方程

（ρ犝犻）

狋
＋!·（ρ犝犻犝）＝－!狆＋!·τ＋犛ｍ

（２）

式中狆为压强，犛ｍ 为外部体积力，犝 为流体速度，

τ为应力张量。

３）能量守恒方程

（ρ狋）

犜
＋
（ρ狌狋）

狓
＋
（ρ狏狋）

狔
＋
（ρ狑狋）

狕
＝



狓

犽ｏｉｌ
犮狆
·狋
（ ）狓 ＋狔

犽ｏｉｌ
犮狆
·狋
（ ）狔 ＋



狕

犽ｏｉｌ
犮狆
·狋
（ ）狕 ＋犛ｔ （３）

式中狋为流体微元温度；犽ｏｉｌ为流体传热系数；犮狆

为流体比定压热容，犛ｔ为黏性耗散项。

１２　湍流模型

由于风扇驱动行星齿轮转动系统高速旋转，

齿轮对流体强烈搅动，呈现为湍流状态。而齿轮

箱内部流体速度低于亚声速，可视齿轮箱内部介

质为黏性不可压缩气体，遵循积分到壁面不可压

缩湍流的犽ε两方程涡黏性模式，湍流输运方程

可表示成湍动能犽和湍动耗散率ε方程



犜
（ρ犽）＋



犡犻
（ρ犽狌犻）＝



犡犻
犘狉犽μｅｆｆ

犽

犡（ ）
犻
＋

犌犽＋犌ｂ－ρε－犢犕犪＋犛犽 （４）



犜
（ρε）＋



犡犻
（ρεμ犻）＝



犡犻
αεμｅｆｆ

ε
犡（ ）

犼
＋

犆１ε
ε
犽
犌犽＋犆３ε犌（ ）ｂ －犆２ερ

ε
２

犽
－犚ε＋犛ε

７１３２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其中

犚ε＝
犆μρη

２（１－η／η０）

１＋βη
３

·ε
２

犽
（５）

式中犽为湍流动能；ε为湍流耗散率；μｅｆｆ为有效涡

流黏度；犡犻为位移；犌犽 为由流体平均流动速度梯

度产生的湍流动能；犌ｂ 为由浮力产生的湍流动

能；犢犕犪为在可压缩湍流中，过渡扩散产生的波

动；η为湍流时间尺度与平均流动时间尺度之比；

η０ 为η在均匀剪切流中的典型值；犆１ε、犆２ε、犆３ε、犆μ
和β为常数；犘狉犽 和犘狉ε分别为犽和ε的湍流普朗

特常数；犛犽 和犛ε为用户定义的源项，狌犻为流体速

度沿坐标轴分量，犻表示狓、狔和狕坐标方向。

２　风扇驱动齿轮箱仿真模型的建立

风扇驱动齿轮箱采用五路分流人字齿行星齿

轮传动，主要包括太阳轮、行星轮、内齿圈、行星

架、供回油支架、传扭支架及输入、输出轴等部件，

其内部结构较为复杂，结构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３］。

本文主要分析风扇驱动齿轮箱内部的流场和

温度场，因此将供回油支架、传扭支架、输入输出

轴等不考虑在内，对太阳轮、行星轮、内齿圈、行星

架以及相互之间的流体域进行建模分析，简化后

的风扇驱动齿轮箱模型如图２所示。

图１　风扇驱动齿轮箱传动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ａｎｄｒｉｖｅｇｅａｒｂｏｘ

由于齿轮啮合区的间隙狭小，很难对流体域进

行网格划分，以往学者通常采用无齿法［１６］、单向切

齿法［１７］、双向切齿法［１５］和分离法［１１］以解决网格划

分的问题。根据五路分流人字齿轮传动具有周期

性的特点，本文对风扇驱动齿轮箱的太阳轮和内齿

圈进行单向切齿，如图３（ａ）所示。为了减少计算

量，建立１／５的流体与固体域模型，如图３（ｂ）所示。

以往学者常采用热网络法和有限元法用于求

解齿轮传动系统的温度场。在求解齿轮或轴承与

齿轮箱内部油气的对流换热时，常将齿轮或轴承

与单一的润滑油或按一定油气比例等效为单介质

图２　简化后的风扇驱动齿轮箱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ｆａｎｄｒｉｖｅｇｅａｒｂｏｘ

图３　风扇驱动齿轮箱仿真模型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ａｎｄｒｉｖｅｎｇｅａｒｂｏｘ

进行求解［１８２０］。由于结构对齿轮箱内部流体湍流

程度很大，在采用经验公式求解不同齿轮及箱体

的对流换热时，系统将存在较大误差。风扇驱动

齿轮箱高速运转时，其内部呈现复杂的油气混合

状态，内部结构复杂，很难进行瞬态温升的计算，

因此本文借鉴热网络法和有限元法求解温度场中，

对齿轮箱内的油气按一定油气比例等效为单介质

进行求解，根据普惠的研究［２１］，风扇驱动齿轮箱内

部流体的含油率在６％～２３％之间，本文设定的油

气比为１１∶３９。同时在齿轮、轴承接触生热表面

加载热源，运用 ＭＲＦ模型模拟齿轮箱运转过程中

的流场，进而求得风扇驱动齿轮箱的温度场。

３　网格划分及边界条件

由于风扇驱动齿轮箱内部结构复杂，很难对

风扇驱动齿轮箱进行结构拓扑，因此采用对几何

形状适应性较强的四面体网格进行划分，在行星

轮、太阳轮、内齿圈表面、轴承表面及周期壁面等

进行网格细化，网格数量为９６４万。图４为划分

的风扇驱动齿轮箱固体域与流体域网格，采用周

期阵列显示模式。

８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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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风扇驱动齿轮箱固体域与流体域网格

Ｆｉｇ．４　Ｇｒｉｄｏｆｓｏｌｉｄｄｏｍａｉｎａｎｄｆｌｕｉｄｄｏｍａｉｎｏｆ

ｆａｎｄｒｉｖｅｎｇｅａｒｂｏｘ

风扇驱动齿轮箱润滑油入口包括：行星轮轴

承环下润滑油入口、行星轮外啮合啮入侧喷油入

口、行星轮外啮合啮出侧喷油入口和行星轮内啮

合啮入侧喷油入口。仿真时各润滑油入口采用速

度入口边界条件，各入口参数如表１所示。图４

所示的出口采用压力出口边界条件，使其计算结

果更容易收敛，设置出口边界相对压力值为零，参

考压力为一个标准大气压。风扇驱动齿轮箱各旋

转部件设置为无滑移旋转壁面，太阳轮角速度为

７５４ｒａｄ／ｓ，内齿圈角速度为２８４ｒａｄ／ｓ，行星齿轮角

速度为８１０．１５ｒａｄ／ｓ。

基于赫兹接触理求解出人字齿齿面的摩擦热

流量，根据Ａｎｄｅｒｓｏｎ齿轮风阻计算公式
［２２］，求解

风扇驱动齿轮箱的风阻损失，基于Ｐａｌｍｇｒｅｎ轴承

发热量计算模型［２３］，求解行星轮圆柱滚子轴承的

发热量。最终求得风扇驱动齿轮箱的生热计算结

果如表２所示。将其生热量转化为面热流量加载

到仿真模型中。仿真过程中各残差曲线均收敛到

１０－６以下。

表１　各滑油入口的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犲犪犮犺狅犻犾犻狀犾犲狋

润滑油入口位置 入口类型 入口直径／ｍｍ 速度／（ｍ／ｓ） 供油温度／℃

行星轮轴承环下滑油入口 １．６ ３．２２８ ６７

行星轮内啮合喷油入口 速度入口 １．９ ２１．０４ ６７

行星轮外啮合啮入侧喷油入口 ２．０ １７．７１ ６７

行星轮外啮合啮出侧喷油入口 ２．６ １７．７２ ６７

表２　风扇驱动齿轮箱生热量计算结果

犜犪犫犾犲２　犆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犺犲犪狋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犳犪狀犱狉犻狏犲犵犲犪狉犫狅狓

传动部件 各传动部件功率损失／ｋＷ 齿轮箱总功率损失／ｋＷ 损失率／％

太阳轮 ３２．０４６

行星轮（５个） ６１．２２２

内齿圈 ２５．６２８

行星轮轴承（１０个） １４．２６７

１３５．０５６ ０．６７５

４　流场分析

４１　速度场分析

为方便对风扇驱动齿轮箱不同截面上的流场

进行分析，图５为定义的风扇驱动齿轮箱不同犣轴

截面示意图。图６为风扇驱动齿轮箱在不同截面

上的速度云图。从图６中可以看出：风扇驱动齿轮

箱内部流体受到齿轮和轴承的搅动，齿轮齿面附近

和内齿圈回油槽处的速度较大，由于轴承滚子公转

速度较齿轮线速度较低，行星轮轴承内部流体速度

低于齿面流体速度，而在远离运动壁面的流体速度

受流体黏性阻力的影响，速度迅速降低。

图５　定义的风扇驱动齿轮箱不同犣轴截面

Ｆｉｇ．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犣ａｘ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ａｎ

ｄｒｉｖｅｇｅａｒｂｏｘｄｅｆｉｎｅｄ

９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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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风扇驱动齿轮箱不同截面上的速度云图

Ｆｉｇ．６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ａｎｄｒｉｖｅｇｅａｒｂｏｘ

图７为风扇驱动齿轮箱狕＝０ｍｍ 和狕＝５４

ｍｍ截面的速度矢量图。从图７（ａ）中可以看出：

在太阳轮与行星轮外啮合啮入、啮出位置，由于分

油盘喷油口所在的两个倒角平面和流体速度方向

垂直，导致出现局部的涡流。在风扇驱动齿轮箱

图７　风扇驱动齿轮箱不同截面上的速度矢量图

Ｆｉｇ．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ｆａｎｄｒｉｖｅｇｅａｒｂｏｘ

０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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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流体速度较大的位置，固定壁面也应尽量避

免与流体速度方向垂直，以减小流体与固定壁面

的冲击和风阻损失。从图７（ｂ）中可以看出：由于

行星架输出轴侧分布着五个行星轮销轴定位凸

台，在狕＝１２０ｍｍ截面上存在着五个较大的涡流

区域。

４２　压力场分析

图８为风扇驱动齿轮箱不同截面上的压力云

图。从图８中可以看出：由于齿轮的啮入侧对空

图８　风扇驱动齿轮箱不同截面上的压力云图

Ｆｉｇ．８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ａｎｄｒｉｖｅｇｅａｒｂｏｘ

气产生挤压，齿轮啮入侧附近呈现出正压状态，齿

轮啮出侧附近呈现负压状态。同时风扇驱动齿轮

箱内部流体受离心力的作用，内齿圈外边缘的压

力较高，呈现正压，而输出轴侧腔体中心的压力较

小，呈现负压。

４３　风扇驱动齿轮箱的流线分析

图９为风扇驱动齿轮箱齿轮的滑油流线图。

从图９（ａ）中可以看出：风扇驱动齿轮箱内部的滑

油由于受到齿轮和轴承的搅动，具有较高的回旋

速度，但滑油不能很快流出，会跟随风扇驱动齿轮

箱运动部件旋转，然后才能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从

出油口甩出。从图９（ｂ）齿轮外啮合啮入侧润滑

油流线图可以看出：由于行星齿轮和太阳轮外啮

合处呈现正压状态，齿轮外啮合啮入侧润滑油

一部分进入到啮合区，一部分偏离后进入另一

对外啮合齿轮啮出区；从图９（ｃ）齿轮外啮合啮

出侧润滑油流线图可以看出：由于润滑油的喷

射方向与齿轮啮出侧流体的方向相反，润滑油

１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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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进入啮合区，而是飞溅到啮出侧附近的齿

面上；从图９（ｄ）和图９（ｅ）可以看出：由于内啮合

啮入侧的呈正压状态，内啮合喷出的润滑油方

向均发生了偏离。

图９　风扇驱动齿轮箱齿轮润滑油流线图

Ｆｉｇ．９　Ｆｌｏｗｌｉｎｅｏｆ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ｏｉｌｏｆｆａｎｄｒｉｖｅｇｅａｒｂｏｘ

５　温度场分析

图１０为风扇驱动齿轮箱整体及各传动部件

的温度云图。从图１０（ａ）～图１０（ｅ）中可以看出：

行星轮齿面温度为１２３℃，风扇驱动齿轮箱中行

星轮齿面温度最高，其次是太阳轮，内齿圈的温度

相对较低；行星轮轴承内圈由于采用环下润滑冷

却的方式，轴承内圈温度较低，同时行星轮轴承外

圈温度受行星轮齿轮本体温度的影响较大，轴承

外圈温度比内圈高，而行星轮轴承滚子温度高于

轴承内、外圈温度；由于行星架位于输出轴壳内部

２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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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风扇驱动齿轮箱温度云图

Ｆｉｇ．１０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ｅｐｈｏｇｒａｍｏｆｆａｎｄｒｉｖｅｇｅａｒｂｏｘ

一端的散热较差，输出轴侧行星架的行星轮销轴

轴孔温度比出输入轴侧高。

图１１为行星轮靠近齿顶位置沿齿宽方向和

齿宽中间位置沿齿高方向的温度分布曲线。从图

１１（ａ）以看出：由于齿宽中间位置散热性较齿轮端

面位置较差，沿行星轮齿宽方向，轮齿中间位置的

温度较高，两端面的温度偏低；由于行星轮外啮合

齿面上齿顶处热流量大于齿根处的热流量，同时

齿顶处导热热阻较大，齿顶向齿轮本体的导热性

较差，从图１１（ｂ）以看出：沿齿高方向，靠近行星

轮齿顶位置有一个较高的温度峰值，而靠近齿根

３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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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行星轮齿面温度分布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ｏｆ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ｇｅａｒｔｏｏｔｈｆａｃｅ

位置有一个较低的温度峰值。

６　结　论

１）在齿轮箱外啮合啮入、啮出位置，由于分

油盘喷油口所在的两个倒角平面和流体速度方向

垂直，导致出现局部的涡流，因此在齿轮箱内部流

体速度较大的位置，固定壁面应尽量避免与流体

速度方向垂直，以减小流体与固定壁面的冲击和

风阻损失。

２）齿轮箱外啮合啮入侧处呈现正压状态，齿

轮外啮合啮入侧滑油一部分进入到啮合区，一部

分偏离后进入另一对外啮合齿轮的啮出区。齿轮

外啮合啮出侧滑油的喷射方向与齿轮啮出侧流体

的速度方向相反，滑油不能进入啮合区，而是飞溅

到啮出侧附近的齿面上。内啮合啮入侧的呈正压

状态，内啮合出的滑油方向均向外侧发生了偏离。

３）风扇驱动齿轮箱中行星轮齿面温度最高，

行星轮齿面温度为１２３℃，其次是太阳轮，内齿圈

的温度相对较低。行星轮轴承滚子温度高于轴承

内、外圈温度，行星轮轴承内圈由于采用环下润滑

冷却的方式，轴承内圈温度较低，行星轮轴承外圈

温度受行星轮齿轮本体温度的影响较大，比内圈

温度高。

４）沿齿宽方向，行星齿轮轮齿中间位置的温

度较高，两端面的温度偏低。沿齿高方向，靠近行

星轮齿顶位置有一个较高的温度峰值，而靠近齿

根位置有一个相对较低的温度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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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ｎｔｒｏｐｙ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Ａ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ｒｅ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ｉｎｄｅｘ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ｗｅｒｅ－０．８４３７，－０．７７９８，－０．７５９７；－０．８３５４，－０．８４３９，－０．８０８２

ｆｏｒｃａｓｅ１ａｎｄｃａｓｅ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ｏｔｈｃａｓｅ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ｏｆ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

ｏｕｓ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ｈａｖ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ｏｌｌｉｎｇｂｅａｒ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ｏｄｅｌ；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ｒａｎｇｅ

　　滚动轴承振动信号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大小和

速度不等的脉冲运动集，并连续作用于轴承工作

表面，进而导致工作温度上升过大，甚至导致轴承

工作表面过早疲劳［１４］。因此，振动序列对滚动轴

承可靠性分析意义重大。滚动轴承保持最佳振动

性能状态运行，是与之配套的机械设备正常运行

的基础，甚至会影响整个机械系统的可靠运行。

因此，在轴承振动性能失效前，对其振动性能保持

可靠性进行动态评估，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５］。

由于精密轴承可靠性高、性能退化周期长，在

试验中难以获得完备的振动数据来进行处理；而

且在测试过程中，由于测试装置的系统误差、服役

环境的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导致滚动轴承的测

试数据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可以用一个函数

表示，函数的具体取值称为不确定度。它可以作

为一个统计评价指标，用来评价性能随机变量的

波动状态［６９］。

现有很多专家和学者在可靠性与不确定性领

域进行研究，例如，Ｋｉｍ、Ａｎ等
［１０１１］考虑到研究对

象自身功能结构复杂及使用环境多变等因素，充

分利用多源信息融合并对多模型的可靠性进行预

测。Ｌｉｕ等
［１２］研究了退化建模中健康指标的融合

方法，从而获得更窄的可靠性预测区间。但很多

可靠性研究成果均需事先人为地设定性能阈值，

这更增加了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研

究方面，基于乏信息理论，Ｘｉａ等
［１３］运用灰自助法

分析滚动轴承摩擦力矩的不确定性。为了获取摩

擦力矩的分布特征，Ｋａｕｓｃｈｉｎｇｅｒ等
［１４］建立了经

典Ｐａｌｍｇｒｅｎ分析模型，进而发现滚动轴承摩擦力

矩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根据不确定性的属性特

点，孙强等［１５］对现有故障预测方法进行分类，并

试着探讨运用区间不确定性方法进行故障预测的

可行性。

在轴承振动性能可靠性变化过程中，其性能

不确定性可能早已显现出很多可疑迹象。因此，

需要兼顾或者融合两者蕴含的信息，从而更准确

地对轴承性能进行分析和评估。对于性能不确定

性与可靠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国内外鲜有研究。

基于灰色系统理论和泊松计数过程，常振等［１６］分

析了可靠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灰关系，研究结果

表明两者有着明显的灰关系，但对于两者之间的

具体关系没有涉及。

灰自助法模型（ｇｒｅｙ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ｍｏｄｅｌ），简记

为ＧＢＭ（１，１）用下一时刻的预报值描述当前时刻

的动态不确定度，动态不确定度数值随时间的变

化而变化，它与经典统计方法研究的静态不确定

度明显不同［１７１８］。因此，可以用ＧＢＭ（１，１）预测

出的样本数据分析轴承振动瞬时值的波动范围。

在不改变样本概率分布的条件下，自助法［１９］可以

通过再抽样模拟数据样本的概率分布，同时获取

比原始数据更多的信息，因而估计区间将明显地

小于真实区间。因此，可以运用最大熵法［２０］计算

自助再抽样均值样本的概率密度函数，进而分析

振动平均值的波动范围（不确定度为２）。标准差

反映数据样本内部个体间的离散程度，因此，可以

７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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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振动序列数据样本的标准差来表征其对应时间

段内的平均波动范围（不确定度为３）。

基于性能保持可靠性与各个不确定性指标的

样本向量，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确定它们之间

的数学表达式，进而它们的具体内在关系以及是

否存在线性相关性。多因素回归分析模型［２１］可

以通过检验结果判定不确定性指标对性能保持可

靠性的影响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而且计算过

程简单易懂。

鉴于此，本文融合最大熵法、泊松过程理论、

灰自助法、自助法和多因素回归分析法，分别计算

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靠性、振动瞬时值的波动范

围、振动平均值的波动范围、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

内的平均波动范围，进而计算性能保持可靠性与

３个不确定性指标的关系表达式。通过试验研究

验证模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而为滚动轴承振

动性能可靠性及不确定性的分析、评估和预测提

供一种思路。

１　数学模型

１１　性能保持可靠性评估

采集滚动轴承全寿命周期内的振动数据，记

为向量犡。

犡＝ （狓（１），狓（２），…，狓（犽），…，狓（犓））

犽＝１，２，…，犓 （１）

式中狓（犽）为数据样本中的第犽个数据；犓 为数据

的总个数。

根据文献［５］，从该轴承最佳振动性能时期算

起，每隔犖 个数据分为一段，将振动信号分为狑

段。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振动数据个数具有不确

定性，因此，存在分段不均的情况，即最后一段数

据个数少于其他段数据个数。

犡狉 ＝ （狓狉（１），狓狉（２），…，狓狉（狀），…，狓狉（犖））

狉＝２，３，…，狑－１ （２）

式中犡狉为第狉个振动序列；狓狉（狀）为第狉个振动

序列中的第狀个振动数据。

基于最大熵法，最无主观偏见的概率密度函

数应满足熵最大。信息熵［５］用犎（狓）表示为

犎（狓）＝－∫Ω
犳（狓）ｌｎ犳（狓）ｄ狓→ｍａｘ （３）

式中Ω为本征序列数据样本的可行域，Ω＝［狓ｍｉｎ，

狓ｍａｘ］；其中狓ｍｉｎ和狓ｍａｘ分别为振动序列数据样本

最小值和最大值；犳（狓）为振动序列的概率密度

函数。

从轴承最佳振动性能时期算起，第一个时间

序列记为本征序列。基于最大熵法，计算本征序

列的最大熵概率密度函数，用犳１（狓）表示为

犳１（狓）＝ｅｘ （ｐ∑
犼

犻＝０

犮犻１狓）犻 （４）

式中犮犻１为本征序列的第犻＋１个拉格朗日乘子；犻

为原点矩阶次，犻＝０，１，２，…，犼；犼为最高阶原点矩

的阶次，一般取犼＝５。

为了使求解收敛，通过变量替换，将区间Ω

映射到区间［－ｅ，ｅ］中。令

狓＝犆１狋＋犆２ （５）

式中犆１、犆２ 为映射参数；狋为所要变换的自变量，

狋∈［－ｅ，ｅ］。

最大熵概率密度函数变换为

犳１（狋）＝ｅｘ ［ｐ∑
犼

犻＝０

犮犻１（犆１狋＋犆２）］犻 （６）

　　计算置信水平犘 条件下本征序列的置信区

间为［狓ｌ，狓ｕ］，下界值狓ｌ和上界值狓ｕ应满足

１

２
（１－犘）＝∫

狓
ｌ

狓
ｍｉｎ

犳１（狓）ｄ狓 （７）

１

２
（１－犘）＝∫

狓
ｍａｘ

狓
ｕ

犳１（狓）ｄ狓 （８）

式（７）和式（８）中狓ｌ和狓ｕ分别为本征序列中振动

数据的下界值和上界值。

记录第狉个振动序列数据超出区间［狓ｌ，狓ｕ］

的个数犙狉，计算第狉个振动序列所对应的时间段

内轴承以最佳振动性能状态运行的变异概率λ狉。

λ狉 ＝
犙狉
犖

（９）

　　任何计数过程均可用泊松过程
［６，１７１８］描述为

犣＝ｅｘｐ（－λθ）
（－λθ）Ψ

狏！
（１０）

式中θ为单位时间；θ＝１，２，…，θ≥１；λ为变异概

率；Ψ 为失效事件发生的次数，Ψ＝０，１，２，…；犣

为失效事件发生Ψ 次的概率。因此，可以运用泊

松过程计算轴承振动性能可靠度犚。Ψ＝０表示

轴承未发生失效的概率；θ＝１对应当前时间段内

滚动轴承性能可靠度。因此，可靠度可以表示为

犚（λ）＝ｅｘｐ（－λ） （１１）

　　基于泊松过程理论，第狉个振动序列所对应

的时间段内轴承以最佳振动性能状态运行的性能

保持可靠度表示为

犚狉 ＝ｅｘｐ（－λ狉） （１２）

１２　性能不确定性评估

分别用振动瞬时值的波动范围（不确定度为

１）、振动平均值的波动范围（不确定度为２）、振动序

列对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动范围（不确定度为３）３

８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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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指标来综合表征轴承振动性能的不确定性。

１．２．１　振动瞬时值的波动范围

动态评估的含义是用犜 时刻前的第狉个振

动序列数据评估犜 时刻的振动性能状态及其可

靠性。从犡中取与犜 时刻紧邻时刻的前犽（犽≤

犜）个数据（包括犜时刻的数据），构成犜 时刻的

动态评估子序列向量如下：

犡狉犽 ＝ （狓狉犽（犜－犽＋１），狓狉犽（犜－犽＋２），…，

狓狉犽（狔），…，狓狉犽（犜））

狔＝犜－犽＋１，犜－犽＋２，…，犜 （１３）

　　对于第狉个振动序列数据样本犡狉，运用自助

法，从犡狉犽中等概率可放回地随机抽取１个数据，

共抽取犽次，可得到１个自助样本犞１，它有犽个

数据。按此方法重复执行犅１ 次，得到犅１ 个样

本，可表示为

犞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犞１，犞２…，犞犫，…，犞犅１） （１４）

式中犞犫 为第犫个自助样本；犅１ 为自助再抽样的

总次数，也是自助样本的个数。且有

犞犫 ＝ （狏犫（１），狏犫（２），…，狏犫（狇），…，狏犫（犽））

狇＝１，２，…，犽 （１５）

式中犫为样本序列号，犫＝１，２，…，犅１；狏犫（狇）为犞犫

中第狇个自助再抽样数据。

根据灰自助模型，设犞犫 的一次累加生成向量

表示为

犡犫 ＝ （狓犫（１），狓犫（２），…，狓犫（狇），…，狓犫（犽））

狓犫（狇）＝ 
犜

狇＝犜－犽＋１

狏犫（狇
烅

烄

烆 ）

（１６）

　　对于灰微分方程

ｄ狓犫（狇）

ｄ狇
＋犮１狓犫（狇）＝犮２ （１７）

式中犮１ 和犮２ 为待定系数。

设均值生成序列向量为

犣犫 ＝ （狕犫（１），狕犫（２），…，狕犫（狇），狕犫（犽））

狕犫（狇）＝０．５狓犫（狇）＋０．５狓犫（狇－１）

狇＝犜－犽＋２，犜－犽＋３，…，

烅

烄

烆 犜

（１８）

　　在初始条件狓犫（犜－犽＋１）＝狏犫（犜－犽＋１）下，

灰微分方程的最小二乘解为

狓^犫（犾＋１）＝

［狏犫（犜－犽＋１）－犮２／犮１］ｅ
－犮１犾＋犮２／犮１ （１９）

式中待定系数犮１ 和犮２ 表示为

（犮１，犮２）
Ｔ
＝ （犇

Ｔ犇）－１犇Ｔ（犞犫）
Ｔ （２０）

　　且有

犇＝ （－犣犫，犐）
Ｔ （２１）

犐＝ （１，１，…，１） （２２）

　　然后由累减生成，可得到犜＋１时刻生成

数据

狏^（犜＋１）＝狓^犫（犜＋１）－狓^犫（犜） （２３）

　　在犜＋１时刻，有犅１ 个数据构成如下向量：

犡犜＋１ ＝ （^狏１（犜＋１），^狏２（犜＋１），…，

狏^犫（犜＋１），…，^狏犅
１
（犜＋１）） （２４）

　　由于犅１ 数值很大，因此需要用犡犜＋１建立犜

时刻关于振动狓狉犽的频率函数犳犜，进而计算犜 时

刻振动数据的估计真值犡０（犜）。

犡０犜 ＝∑
犢

狔＝１

犳犜狓犽狔 （２５）

式中狔为犡犜＋１的分组数，狔＝１，２，…，犢；狓犽狔为第

狔组中值。

在置信水平犘条件下计算犜 时刻振动真值

犡０（犜）的估计区间［狓犜ｌ，狓犜ｕ］，定义犜时刻轴承振

动真值的动态不确定度犝０（犜）为

犝０（犜）＝狓犜ｕ－狓犜ｌ （２６）

　　对于第狉个振动序列数据样本犡狉，其对应时

间段［犜狉ｍｉｎ，犜狉ｍａｘ］内，轴承振动真值的动态不确

定度构成的向量用犝０狉表示为

犝０狉 ＝

［犝０狉（犜狉ｍｉｎ），犝０狉（犜狉ｍｉｎ＋１），…，犝０狉（犜狉ｍａｘ）］

（２７）

　　用［犝１ｍｉｎ（狉），犝１ｍａｘ（狉）］表示向量犝０狉的估计区

间，犝１ｍｉｎ（狉）和犝１ｍａｘ（狉）分别为向量犝０狉中的最小

值和最大值。

定义第狉个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内轴承振动

瞬时值的波动幅度（不确定度为１）用犝１（狉）表示为

犝１（狉）＝
１

犜狉ｍａｘ－犜狉ｍｉｎ＋１ ∑

犜狉ｍａｘ

　犜狉＝犜狉ｍｉｎ

犝０狉（犜狉）

（２８）

１．２．２　振动平均值的波动范围

对于第狉个振动序列数据样本犡狉，运用自助

法，从犡狉犽中等概率可放回地随机抽取１个数据，

共抽取犽次，重复抽样 犅１ 次。过程与文中第

１．２．１节一样，得到抽样结果如式（１４）和式（１５）。

对于第犫个自助样本犞犫，其均值为

珔狏犫 ＝
１

犽∑
犽

狇＝１

狏犫（狇） （２９）

　　进而得到自助再抽样均值样本犞，可表示为

犞＝ （珔狏１，珔狏２…，珔狏犫，…，珔狏犅
１
） （３０）

　　运用最大熵法计算自助再抽样均值样本犞

的概率密度函数。在置信水平犘条件下计算第狉

个振动序列的自助再抽样均值样本犞 的估计区

９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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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狏２ｌ（狉），狏２ｕ（狉）］，下限值狏２ｌ（狉）和上限值狏２ｕ（狉）

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１

２
（１－犘）＝∫

狏
２ｌ
（狉）

狏狉ｍｉｎ

犳狉（狏）ｄ狏 （３１）

１

２
（１－犘）＝∫

狏狉ｍａｘ

狏
２ｕ
（狉）
犳狉（狏）ｄ狏 （３２）

式（３１）和式（３２）中狏狉ｍｉｎ和狏狉ｍａｘ分别为均值样本犞

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定义振动平均值的波动幅度（不确定度为２）

用犝２（狉）表示为

犝２（狉）＝狏２ｕ（狉）－狏２ｌ（狉） （３３）

１．２．３　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动范围

用第狉个振动序列数据样本的标准差表征其

对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动幅度（不确定度为３）

犝３（狉），计算过程如下：

犝３（狉）＝
１

犖－
［１ ∑

犖

狀＝１

（狓狉（狀）－珚狓狉）］槡
２ （３４）

珚狓狉 ＝
１

犖∑
犖

狀＝１

狓狉（狀） （３５）

１３　性能保持可靠性和不确定性的关系分析

对于狑个振动序列数据样本的振动性能保

持可靠性、振动瞬时值的波动范围、振动平均值的

波动范围、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动范

围构成的向量，分别用犚、犝１、犝２、犝３ 表示为

犚＝ （犚１，犚２，…，犚狉，…，犚狑） （３６）

犝１ ＝ （犝１（１），犝１（２），…，犝１（狉），…，犝１（狑））

（３７）

犝２ ＝ （犝２（１），犝２（２），…，犝２（狉），…，犝２（狑））

（３８）

犝３ ＝ （犝３（１），犝３（２），…，犝３（狉），…，犝３（狑））

（３９）

１．３．１　线性相关性分析

建立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靠性与各个不确定

性指标的回归方程，根据回归方程的线性表达式

及相关系数狉（犚，犝１）、狉（犚，犝２）、狉（犚，犝３），判断其

显著性。

犚＝犃η犈＋犅η犝η

η＝１，２，３ （４０）

式中犃η、犅η 分别为线性回归方程的系数；犈为单

位向量。

狉（犚，犝η）＝

∑
狑

狉＝１

（犚（狉）－珚犚）（犝η（狉）－珡犝η）

∑
狑

狉＝１

（犚（狉）－珚犚）
２·∑

狑

狉＝１

（犝η（狉）－珡犝η）槡
２

　

（４１）

其中

珚犚＝
∑
狑

狉＝１

犚（狉）

狑
；　珡犝η ＝

∑
狑

狉＝１

犝η（狉）

狑
（４２）

　　选定置信水平，查相关系数临界值表，找到临

界相关性系数狉。当 狉（犚，犝η）≥狉时，表明线性

相关，即犝η 是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靠性的主要线

性影响因素。

１．３．２　多因素回归分析模型

对于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靠性与振动瞬时值

的波动范围、振动平均值的波动范围、振动序列对

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动范围的具体量化关系，还

需建立多因素回归分析模型。模型函数为

犚＝犪０犈＋犪１犝１＋犪２犝２＋犪３犝３＋犪４犝１犝２＋

犪５犝１犝３＋犪６犝２犝３＋犪７犝
２
１＋犪８犝

２
２＋犪９犝

２
３

（４３）

式中犪０ 为常数项，犪１，犪２，…，犪狇 为各个变量的相

应系数。

对于多因素回归分析模型的判定结果，如果

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检验统计量值约等于２，则说明残

差独立。如果概率狆值小于显著性水平，也间接

证明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靠性与不确定性指标之

间有线性关系。检验结果中，回归模型的标准化

残差的最大绝对值如果没有超过默认值，则可以

认为不存在奇异值。回归平方和和残差平方和的

大小也能从侧面说明多因素回归分析模型的拟合

效果。

观察计算结果，如果系数犪７、犪８、犪９ 不为０，则

表明对应的犝１、犝２、犝３ 是性能保持可靠性的主要

非线性影响因素。如果系数犪４、犪５、犪６ 不为０，则

表明对应的犝１ 与犝２、犝１ 与犝３、犝２ 与犝３ 之间的

相互作用对性能保持可靠性也有影响。

因此，综合线性相关分析的结果和多因素回

归分析模型的结果，可以找出对轴承振动性能保

持可靠性具有线性和非线性影响的不确定性指

标。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不确定性指标对性能保

持可靠性的影响可能既有线性方面的也同时有非

线性方面的。

２　试验研究

２１　案例１

试验设备为杭州轴承试验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的ＡＢＬＴ（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ｌｉｆｅｔｅｓｔｅｒ）１Ａ 型

轴承寿命强化试验机，试验机实物图如图１所示。

０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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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速为６０００ｒ／ｍｉｎ；径向载荷为４．１７ｋＮ；轴向

载荷为４．５８ｋＮ工况条件下，采集Ｐ２级角接触球

轴承７００８ＡＣ全寿命周期内的振动数据。１ｍｉｎ

采集一次振动数据方均根值，当数据值超过设定

上界值（２５ｍ／ｓ２）时，试验机停止运转。最终，轴

承外圈、内圈、钢球均剥落，试验结束。在该过程

中，由计算机控制系统自动采集轴承振动数据，采

集结果如图２所示。

图１　试验机照片

Ｆｉｇ．１　Ｐｈｏｔｏｏｆｔｅｓｔｍａｃｈｉｎｅ

图２　滚动轴承振动性能数据样本采集图

（转速为６０００ｒ／ｍｉｎ）

Ｆｉｇ．２　Ｄａｔａｓａｍｐｌ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ｒｏｌｌｉｎｇ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ｉｓ６０００ｒ／ｍｉｎ）

根据文献［５］，从该轴承最佳振动性能时期算

起，将７３２１个振动信号分为１０段。其中第４７３～

７６７２个数据，每隔８００个分一段，分为９段；第

７６７３～７７９３个数据独立为一段，即第１０段。

２．１．１　性能保持可靠性评估

对于本征序列，运用最大熵法计算各个参数

可得：拉格朗日乘子［犮０１，犮１１，犮２１，犮３１，犮４１，犮５１］＝

［－０．３８８７，－０．１４１４，－０．３９６７，－０．３５８８，

－０．０１３８，０．０５４９］；映射参数犆１＝２．１２７３，犆２＝

－７．７６４８。置信水平犘＝１００％条件下，本征序列

的最大熵估计区间为［２．３７，４．９３］ｍ／ｓ２。

运用最大熵法计算本征序列的概率密度函数

犳１（狓），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本征序列数据样本的概率密度函数

（转速为６０００ｒ／ｍｉｎ）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ｄａｔａｓａｍｐｌ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ｉｓ６０００ｒ／ｍｉｎ）

１０个数据样本落在本征序列置信区间外的

个数狀分别为０，２，４，２８，４７，２５，１，１０７，４６３，１２１。

因此，各个振动数据样本超出本征序列置信区间

外的频率，即变异概率［λ１，λ２，λ３，λ４，λ５，λ６，λ７，λ８，

λ９，λ１０］＝［０，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５，０．０３５，０．０５８７５，

０．０３１２５，０．００１２５，０．１３３７５，０．５７８７５，１］。计算

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靠度，如图４所示。

图４　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靠度（转速为６０００ｒ／ｍｉｎ）

Ｆｉｇ．４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ｒｏｌｌｉｎｇ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ｉｓ６０００ｒ／ｍｉｎ）

如图４所示，在第２４００个左右振动数据对应

的时间点之前，振动性能保持可靠度几乎为１；在

第２４００～５６００个左右振动数据对应的时间段之

间，振动性能保持可靠度有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

这可能是由于轴承在磨损一段时间之后接触方

式、接触角发生变化而引起的“自愈”现象；在第

５６００～７３２１个左右振动数据对应的时间段之间，

振动性能保持可靠度有快速减小的趋势。

１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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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性能不确定性评估

分别用振动瞬时值的波动范围、振动平均值的

波动范围、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动范围

３个指标来综合表征轴承振动性能的不确定性。

１）振动瞬时值的波动范围

以本征序列为例，基于灰自助模型，显著性水

平取为０，再抽样样本数犅１ 取为１００００，预测本征

序列的振动真值，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５　本征序列振动瞬时值趋势图（转速为６０００ｒ／ｍｉｎ）

Ｆｉｇ．５　Ｔｒｅｎｄｏｆ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ｉｓ６０００ｒ／ｍｉｎ）

根据式（２６）～式（２８）计算本征序列对应时间

段内轴承振动瞬时值的波动范围（不确定度为

１），犝１（１）＝２．５１７６ｍ／ｓ
２。

同样地计算出其他各个振动序列瞬时值的波

动范围，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个振动序列瞬时值的波动范围

（转速为６０００狉／犿犻狀）

犜犪犫犾犲１　犉犾狌犮狋狌犪狋犻狅狀狉犪狀犵犲狅犳犻狀狊狋犪狀狋犪狀犲狅狌狊狏犪犾狌犲狅犳

狏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狉狅狋犪狋犻狅狀狊狆犲犲犱犻狊６０００狉／犿犻狀）

序列号

狉

振动加速度／（ｍ／ｓ２）

最小值

犝１ｍｉｎ（狉）

最大值

犝１ｍａｘ（狉）

波动幅度

犝１（狉）

１ ０．４８３２ ５．００８２ ２．５１７６

２ ０．４８３２ ５．０７５０ ２．２３５４

３ ０．６１６７ ３．９０８３ ２．１７６０

４ ０．４７５０ ４．３６６８ ２．３８８２

５ ０．２４１８ ４．６３３３ ２．５６７４

６ ０．４８３２ ４．０７５０ ２．２５２６

７ ０．４８３２ ３．７７５０ ２．２９２３

８ ０．７１６７ ４．２３３３ ２．３９２４

９ ０．７０８３ ５．６８３３ ２．７３４７

１０ ２．１９１７ １２．０５８２ ６．８９８３

　　２）振动平均值的波动范围

以本征序列为例，再抽样样本数 犅１ 取为

１００００，运用自助法获取抽样数据如图６所示。

图６　本征序列自助法抽样数据（转速为６０００ｒ／ｍｉｎ）

Ｆｉｇ．６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ｄａｔａｏｆ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ｉｓ６０００ｒ／ｍｉｎ）

显著性水平取为０，基于最大熵法计算本征

序列均值样本的下限值狏２ｌ（１）和上限值狏２ｕ（１），分

别为３．００７１、４．２９２８ｍ／ｓ２。因此，该序列平均值的

波动范围犝２（１）＝狏２ｕ（１）－狏２ｌ（１）＝１．２８５７ｍ／ｓ
２。

同样地计算出其他各个振动序列平均值的波

动范围，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各个振动序列平均值的波动范围

（转速为６０００狉／犿犻狀）

犜犪犫犾犲２　犉犾狌犮狋狌犪狋犻狅狀狉犪狀犵犲狅犳犪狏犲狉犪犵犲狏犪犾狌犲狅犳狏犻犫狉犪狋犻狅狀

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狉狅狋犪狋犻狅狀狊狆犲犲犱犻狊６０００狉／犿犻狀）

序列号

狉

振动加速度／（ｍ／ｓ２）

下限值

狏２ｌ（狉）

上限值

狏２ｕ（狉）

波动幅度

犝２（狉）

１ ３．００７１ ４．２９２８ １．２８５７

２ ２．７９１２ ４．１０８８ １．３１７６

３ ２．８８９６ ４．５２４６ １．６３５０

４ ３．５２５４ ４．７３１７ １．２０６３

５ ３．５２９３ ４．９４２０ １．４１２６

６ ３．４９５９ ４．７１８２ １．２２２３

７ ３．３３０１ ４．４４１２ １．１１１１

８ ３．４５１６ ５．２７６９ １．８２５３

９ ３．４０００ １３．６８５３ １０．２８５２

１０ １６．５５７９ ２１．３９９１ ４．８４１１

　　３）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动范围

以本征序列为例，根据式（３４）～式（３５）计算

该序列振动数据样本的标准差，用其表征该序列对

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动范围犝３（１）＝０．４５７４ｍ／ｓ
２。

２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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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计算出其他各个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

内的平均波动范围，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各个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动范围

（转速为６０００狉／犿犻狀）

犜犪犫犾犲３　犃狏犲狉犪犵犲犳犾狌犮狋狌犪狋犻狅狀狉犪狀犵犲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犮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

狋犻犿犲狆犲狉犻狅犱狅犳犲犪犮犺狏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狊犲狇狌犲狀犮犲

（狉狅狋犪狋犻狅狀狊狆犲犲犱犻狊６０００狉／犿犻狀）

序列号

狉

振动加速度／（ｍ／ｓ２）

均值珚狓狉 波动幅度犝３（狉）

１ ３．３９７３ ０．４５７４

２ ３．３４６４ ０．４１１３

３ ３．６５１５ ０．５０５２

４ ４．１１６５ ０．４０７９

５ ４．１５１２ ０．４３４１

６ ４．０４２６ ０．３９１８

７ ３．８６９６ ０．３８２９

８ ４．２０８１ ０．５６０４

９ ７．１４５４ ３．９２８０

１０ １８．８１２４ １．６９１８

２．１．３　性能保持可靠性和不确定性的关系分析

各个时间序列对应时间段内的最佳振动性能

状态变异概率、性能保持可靠度、振动瞬时值的波

动范围（不确定度为１）、振动平均值的波动范围

（不确定度为２）、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内的平均

波动范围（不确定度为３），计算结果如图７所示。

图７　轴承振动性能各指标变化趋势图

（转速为６０００ｒ／ｍｉｎ）

Ｆｉｇ．７　Ｔｒｅｎｄ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ｉｓ６０００ｒ／ｍｉｎ）

如图７所示，在第８个时间序列所对应的时

间点之前，各个指标均变化不大，并具有轻微波

动。轴承最佳振动性能状态的变异概率均小于

０．０６；对应的性能保持可靠度均大于０．９４；振动

瞬时值的波动范围（不确定度为１）的数值均在在

２．１～２．６ｍ／ｓ
２ 之间；振动平均值的波动范围（不

确定度为２）的数值均在在１．１～１．７ｍ／ｓ
２ 之间、

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动范围（不确定

度３）的数值均在在０．３８～０．５１ｍ／ｓ
２ 之间。

在第８～１０个振动序列对应的时间段之间，

最佳振动性能状态变异概率和振动瞬时值的波动

范围（不确定度为１）有迅速增大的趋势；性能保

持可靠度有迅速减小的趋势；振动平均值的波动

范围（不确定度为２）和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内的

平均波动范围（不确定度为３）有先增大后减小的

趋势，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指标均是过程指标（对

应瞬态指标），且最后一个时间序列数据独立为一

段，数据个数不足８００。从总体上看，轴承振动性

能保持可靠性与振动瞬时值的波动范围、振动平

均值的波动范围、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内的平均

波动范围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对应关系，下面就其

具体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１）线性相关性分析

对上述几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建立轴承振

动性能保持可靠性与各个波动指标的回归方程，

根据回归方程的线性表达式及相关系数，判断其

显著性，计算结果见表４。

表４　性能保持可靠性和各个波动指标的线性相关性

分析（转速为６０００狉／犿犻狀）

犜犪犫犾犲４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狀犾犻狀犲犪狉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

犿犪犻狀狋犪犻狀犻狀犵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犪狀犱狏犪狉犻狅狌狊犳犾狌犮狋狌犪狋犻狅狀犻狀犱犲狓犲狊

（狉狅狋犪狋犻狅狀狊狆犲犲犱犻狊６０００狉／犿犻狀）

不确定性

指标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相关性

犝１ 犚＝１．２３６２犈－０．１２９７犝１ －０．８４３７ 相关

犝２ 犚＝１．０２１４犈－０．０５８９犝２ －０．７７９８ 不相关

犝３ 犚＝１．００３２犈－０．１４８３犝３ －０．７５９７ 不相关

　　基于相关系数临界值表可知，临界相关性系

数狉（０．０５，６）＝０．８１４４。当 狉（犚，犝η）≥０．８１４４

时，表明线性相关，否则不相关。由表４可知：只

有参数犝１ 和犝２ 与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靠性之

间呈线性相关关系，即只有振动数据样本瞬时值

的波动范围是该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靠性的主要

线性影响因素。

２）多因素回归分析

对于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靠性与振动瞬时值

３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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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动范围、振动平均值的波动范围、振动序列对

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动范围的具体量化关系，还

需建立多因素回归分析模型。模型函数为

犚＝犪０犈＋犪１犝１＋犪２犝２＋犪３犝３＋犪４犝１犝２＋

犪５犝１犝３＋犪６犝２犝３＋犪７犝
２
１＋犪８犝

２
２＋犪９犝

２
３

式中犪０ 为常数项。模型函数中常数项和各项系

数数 值 为：犪０ ＝１．４５１，犪１ ＝ －０．１８７，犪２ ＝

－０．２６４，犪３＝０．５９４，犪４＝０，犪５＝０，犪６＝０，犪７＝

０．０１０，犪８＝０，犪９＝－０．００５。

拟合结果中，模型的复相关系数为０．９９４，判

定系数为０．９８９，调整判定系数为０．９７５，估计值

的标准误差为０．０３５，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检验统计量

为１．８６２，其值约等于２，说明残差独立。模型的

方差分析结果中，犉统计值为７０．７９７，概率狆值

为０．００１，小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从而认为轴承振

动性能保持可靠性与不确定性指标之间有线性关

系。基于容差发现，自变量间共线性问题严重；犞

正值最小为６０６．６１５，也可以说明共线性较明显，

这可能是由于样本容量太小造成的。

多因素回归分析模型的拟合效果如图８

所示。

图８　多因素回归分析模型的拟合效果

（转速为６０００ｒ／ｍｉｎ）

Ｆｉｇ．８　Ｆｉｔ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ｉｓ６０００ｒ／ｍｉｎ）

检验结果中，回归模型的残差统标准化残差

的绝对值最大为１．０７８，没有超过默认值３，因此

可以认为不存在奇异值。犪７、犪９ 均不为０，表明振

动瞬时值的波动范围犝１ 与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

内的平均波动范围犝３ 是该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

靠性的主要非线性影响因素。

２２　案例２

试验设备和原理和案例１完全一样，在转速

为４０００ｒ／ｍｉｎ；径向载荷为４．１７ｋＮ；轴向载荷为

４．５８ｋＮ 工况条件下采集 Ｐ２级角接触球轴承

７００８ＡＣ全寿命周期内的振动数据，如图９所示。

图９　滚动轴承振动性能数据样本采集图

（转速为４０００ｒ／ｍｉｎ）

Ｆｉｇ．９　Ｄａｔａｓａｍｐｌ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ｏｆ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

ｒｏｌｌｉｎｇ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ｉｓ４０００ｒ／ｍｉｎ）

根据文献［５］，从该轴承最佳振动性能时期算

起，将５８８３个振动信号分为１０段。其中第３３４～

５７３３个数据，每隔６００个分一段；第５７３４～６２１６

个数据独立为一段，即第１０段。

２．２．１　性能保持可靠性评估

对于本征序列，运用最大熵法计算各个参数

可得：拉格朗日乘子［犮０１，犮１１，犮２１，犮３１，犮４１，犮５１］＝

［０．３６３１， ０．５０６３， －０．１７１２， －０．２１１５，

－０．０５５０，０．０２４１］；映射参数犆１＝４．４４８１，犆２＝

－９．１１８６。置信水平犘＝１００％条件下，本征序列

的最大熵估计区间为［１．４３８８，２．６６１１］ｍ／ｓ２。

运用最大熵法计算本征序列的概率密度函数

犳１（狓），结果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本征序列数据样本的概率密度函数

（转速为４０００ｒ／ｍｉｎ）

Ｆｉｇ．１０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ｎｓ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ｄａｔａｓａｍｐｌ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ｉｓ

４０００ｒ／ｍｉｎ）

１０个数据样本落在本征序列置信区间外的

４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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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狀 分别为０，０，２８，４２，１１５，２６６，２６２，

２５５，５９７，５００。因此，各个振动数据样本超出本

征序列置信区间外的频率，即变异概率［λ１，λ２，

λ３，λ４，λ５，λ６，λ７，λ８，λ９，λ１０］＝［０，０，０．０４６７，０．０７，

０．１９１７，０．４４３３，０．４３６７，０．４２５，０．９９５，１］。计算

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靠度，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靠度（转速为４０００ｒ／ｍｉｎ）

Ｆｉｇ．１１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ｒｏｌｌｉｎｇｂｅａｒｉｎｇ（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ｉｓ４０００ｒ／ｍｉｎ）

如图１１所示，在第１５００个左右振动数据

对应的时间点之前，振动性能保持可靠度几乎

为１；在第１５００～３５００个左右振动数据对应的

时间段之间，振动性能保持可靠度有快速减小

的趋势；在第３５００～４５００个左右振动数据对应

的时间段之间，振动性能保持可靠度有缓慢增

长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轴承在磨损一段时间

之后接触方式、接触角发生变化而引起的“自

愈”现象；在第４５００～５８８３个左右振动数据对

应的时间段之间，振动性能保持可靠度有快速

减小的趋势。

２．２．２　性能不确定性评估

分别运用振动瞬时值的波动范围、振动平均

值的波动范围、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

动范围３个指标来综合表征轴承振动性能的不确

定性。

１）振动瞬时值的波动范围

以本征序列为例，基于灰自助模型，显著性水

平取为０，再抽样样本数犅１ 取为１００００，预测本征

序列的振动真值，结果如图１２所示。

根据式（２６）～式（２８）计算本征序列对应时间

段内轴承振动瞬时值的波动范围（不确定度为

１），犝１（１）＝１．２７９２ｍ／ｓ
２。

同样地计算出其他各个振动序列瞬时值的波

图１２　本征序列振动瞬时值趋势图（转速为４０００ｒ／ｍｉｎ）

Ｆｉｇ．１２　Ｔｒｅｎｄｏｆ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ｉｓ４０００ｒ／ｍｉｎ）

动范围，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各个振动序列瞬时值的波动范围

（转速为４０００狉／犿犻狀）

犜犪犫犾犲５　犉犾狌犮狋狌犪狋犻狅狀狉犪狀犵犲狅犳犻狀狊狋犪狀狋犪狀犲狅狌狊狏犪犾狌犲狅犳

狏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狉狅狋犪狋犻狅狀狊狆犲犲犱犻狊４０００狉／犿犻狀）

序列号

狉

振动加速度／（ｍ／ｓ２）

最小值

犝１ｍｉｎ（狉）

最大值

犝１ｍａｘ（狉）

波动幅度

犝１（狉）

１ ０．２３３３ ２．３５８３ １．２７９２

２ ０．２４１７ １．６９１８ １．０３１９

３ ０．２４１８ ２．６０００ １．６１２１

４ ０．４８３２ ２．６４１７ １．６６７２

５ ０．４６６７ ３．０５８３ １．８６３３

６ ０．４５００ ３．２０００ ２．１４６９

７ ０．２４１８ ３．５６６７ ２．３１２７

８ ０．９３３２ ３．３８３２ ２．２４４３

９ ０．４８３２ ４．７３３３ ２．２７０７

１０ １．２１６８ １５．９５８５ ４．２０９１

　　２）振动平均值的波动范围

以本征序列为例，再抽样样本数 犅１ 取为

１００００，运用自助法获取抽样数据如图１３所示。

图１３　本征序列自助法抽样数据（转速为４０００ｒ／ｍｉｎ）

Ｆｉｇ．１３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ｄａｔａｏｆ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ｉｓ４０００ｒ／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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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水平取为０，基于最大熵法计算本征

序列均值样本的下限值狏２ｌ（１）和上限值狏２ｕ（１），分

别为１．９６０３、２．１８２５ｍ／ｓ２。因此，该序列平均值的

波动范围犝２（１）＝狏２ｕ（１）－狏２ｌ（１）＝０．２２２２ｍ／ｓ
２。

同样地计算出其他各个振动序列平均值的波

动范围，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各个振动序列平均值的波动范围

（转速为４０００狉／犿犻狀）

犜犪犫犾犲６　犉犾狌犮狋狌犪狋犻狅狀狉犪狀犵犲狅犳犪狏犲狉犪犵犲狏犪犾狌犲狅犳狏犻犫狉犪狋犻狅狀

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狊（狉狅狋犪狋犻狅狀狊狆犲犲犱犻狊４０００狉／犿犻狀）

序列号

狉

振动加速度／（ｍ／ｓ２）

下限值

狏２ｌ（狉）

上限值

狏２ｕ（狉）

波动幅度

犝２（狉）

１ １．９６０３ ２．１８２５ ０．２２２２

２ １．７２９３ ２．２８４８ ０．５５５５

３ １．７６９０ ２．６７３８ ０．９０４８

４ １．８２８５ ２．６８５７ ０．８５７２

５ １．７７７８ ２．７９３６ １．０１５８

６ １．８４２０ ３．０００８ １．１５８８

７ １．８９６７ ３．１０３２ １．２０６５

８ １．８５６３ ３．０１５０ １．１５８７

９ ４．８８８１ １３．６９７５ ８．８０９３

１０ １１．０８２２ １８．０１７８ ６．９３５５

　　３）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动范围

以本征序列为例，根据式（３４）～式（３５）计算

该序列振动数据样本的标准差，用其表征该序列

对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动范围犝３（１）＝０．２３０３

ｍ／ｓ２。

同样地计算出其他各个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

内的平均波动范围，结果如表７所示。

２．２．３　性能保持可靠性和不确定性的关系分析

各个时间序列对应时间段内的最佳振动性能

状态变异概率、性能保持可靠度、振动瞬时值的波

动范围（不确定度为１）、振动平均值的波动范围

（不确定度为２）、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

动范围（不确定度为３），计算结果如图１４所示。

如图１４所示，在第５个时间序列所对应的时

间点之前，轴承最佳振动性能状态的变异概率缓

慢增大，但数值均小于０．１；对应的性能保持可靠

度缓慢减小，数值均大于０．９３。在第４～６个振

动序列对应的时间段之间，轴承最佳振动性能状

态的变异概率迅速增大，数值从０．０７增大到０．４４；

表７　各个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动范围

（转速为４０００狉／犿犻狀）

犜犪犫犾犲７　犃狏犲狉犪犵犲犳犾狌犮狋狌犪狋犻狅狀狉犪狀犵犲犱狌狉犻狀犵狋犺犲犮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

狋犻犿犲狆犲狉犻狅犱狅犳犲犪犮犺狏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狊犲狇狌犲狀犮犲

（狉狅狋犪狋犻狅狀狊狆犲犲犱犻狊４０００狉／犿犻狀）

序列号

狉

振动加速度／（ｍ／ｓ２）

均值珚狓狉 波动幅度犝３（狉）

１ ２．１２０８ ０．２３０３

２ ２．０１７４ ０．１８２８

３ ２．０７１２ ０．３０５８

４ ２．２７７０ ０．２８７１

５ ２．２６９２ ０．３４８６

６ ２．３２２２ ０．３８０１

７ ２．４８０４ ０．４０３３

８ ２．５４１６ ０．３９３６

９ ２．４８１８ ３．１０４７

１０ ３．８９６８ １．９０２８

图１４　轴承振动性能各指标变化趋势图

（转速为４０００ｒ／ｍｉｎ）

Ｆｉｇ．１４　Ｔｒｅｎｄ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ｉｓ４０００ｒ／ｍｉｎ）

对应的性能保持可靠度快速减小，数值从０．９３减

小到０．６４。在第６～８个振动序列对应的时间段

之间，轴承最佳振动性能状态的变异概率基本不

变；对应的性能保持可靠度稳定在０．６４～０．６５。

在第８～１０个振动序列对应的时间段之间，轴承

最佳振动性能状态的变异概率迅速增大，数值从

０．４２增大到１；对应的性能保持可靠度快速减小，

数值从０．６５减小到０．３７。

在第８个时间序列所对应的时间点之前，振

动瞬时值的波动范围（不确定度为１）、振动平均

值的波动范围（不确定度为２）、振动序列对应时

间段内的平均波动范围（不确定度为３）均有递增

的趋势，并伴有轻微波动。在第８～１０个振动序

６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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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对应的时间段之间，振动瞬时值的波动范围（不

确定度为１）有迅速增大的趋势，数值从２．２增大

到４．２；振动平均值的波动范围（不确定度为２）和

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动范围（不确定

度为３）有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这

两个指标均是过程指标（对应瞬态指标），且最后一

个时间序列数据独立为一段，数据个数不足６００。

从总体上看，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靠性与振动瞬时

值的波动范围、振动平均值的波动范围、振动序列

对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动范围具有某种意义上的

对应关系，下面就其具体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１）线性相关性分析

对上述几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建立轴承振

动性能保持可靠性与各个不确定性指标的回归方

程，根据回归方程的线性表达式及相关系数，判断

其显著性，计算结果见表８。

表８　性能保持可靠性和各个波动指标的线性相关性

分析（转速为４０００狉／犿犻狀）

犜犪犫犾犲８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狀犾犻狀犲犪狉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

犿犪犻狀狋犪犻狀犻狀犵狉犲犾犻犪犫犻犾犻狋狔犪狀犱狏犪狉犻狅狌狊犳犾狌犮狋狌犪狋犻狅狀犻狀犱犲狓犲狊

（狉狅狋犪狋犻狅狀狊狆犲犲犱犻狊４０００狉／犿犻狀）

不确定性

指标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相关性

犝１ 犚＝０．９２７３犈－０．９６８８犝１ －０．８３５４ 相关

犝２ 犚＝０．９３０２犈－０．８５６１犝２ －０．８４３９ 相关

犝３ 犚＝０．９１５２犈－０．８３１６犝３ －０．８０８２ 不相关

　　基于相关系数临界值表可知，临界相关性系

数狉（０．０５，６）＝０．８１４４。当 狉（犚，犝η）≥０．８１４４

时，表明线性相关，否则不相关。由表８可知：只

有参数犝１ 和犝２ 与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靠性之

间呈线性相关关系，即只有振动数据样本瞬时值

的波动范围和振动平均值的波动范围是该轴承振

动性能保持可靠性的主要线性影响因素。

２）多因素回归分析

对于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靠性与振动瞬时值

的波动范围、振动平均值的波动范围、振动序列对

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动范围的具体量化关系，还

需建立多因素回归分析模型。模型函数为

犚＝犪０犈＋犪１犝１＋犪２犝２＋犪３犝３＋犪４犝１犝２＋

犪５犝１犝３＋犪６犝２犝３＋犪７犝
２
１＋犪８犝

２
２＋犪９犝

２
３

式中犪０ 为常数项。模型函数中常数项和各项系

数数值为：犪０＝０．７４６，犪１＝０．６３６，犪２＝－０．２４１，

犪３＝０，犪４＝０．１７３，犪５＝０，犪６＝０，犪７＝－０．３３２，

犪８＝０，犪９＝－０．１４９。

拟合结果中，模型的复相关系数为０．９９３，判

定系数为０．９８６，调整判定系数为０．９６７，估计值

的标准误差为０．４３６，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检验统计量

为２．３３１，其值约等于２，说明残差独立。模型的

方差分析结果中，犉统计值为５４．５４４，概率狆值

为０．００１，小于显著性水平０．０５，从而认为轴承振

动性能保持可靠性与不确定性指标之间有线性关

系。基于容差发现，自变量间共线性问题严重；犞

正值最小为２９９．６９３，也可以说明共线性较明显，

这可能是由于样本容量小造成的。

多因素回归分析模型的拟合效果如图１５

所示。

图１５　多因素回归分析模型的拟合效果

（转速为４０００ｒ／ｍｉｎ）

Ｆｉｇ．１５　Ｆｉｔ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ｉｓ４０００ｒ／ｍｉｎ）

检验结果中，回归模型的残差统计标准化残

差的绝对值最大为１．５３６，没有超过默认值３，因

此可以认为不存在奇异值。犪７、犪９ 均不为０，表明

振动瞬时值的波动范围犝１ 与振动序列对应时间

段内的平均波动范围犝３ 是该轴承振动性能保持

可靠性的主要非线性影响因素。同时，犪４ 不为０，

表明犝１ 与犝２ 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该轴承振动性

能保持可靠性也有影响。

３　结　论

１）提出用振动瞬时值的波动范围、振动平均

值的波动范围、振动序列对应时间段内的平均波

动范围３个指标来综合表征轴承振动性能的不确

定性，并分别定量分析３个不确定性指标与轴承

振动性能保持可靠性的内在关系。

２）线性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案例１中犝１

是该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靠性的主要线性影响因

素；案例２中犝１ 和犝２ 是该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

７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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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的主要线性影响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表明：案例１和案例２的计算结果均表明犝１ 与

犝３ 是该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靠性的主要非线性

影响因素，且案例２中犝１ 与犝２ 之间的相互作用

对该轴承振动性能保持可靠性也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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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犘犛犗犚犠犈的自适应小波阈值函数

滚动轴承振动信号去噪方法

杨　旭，邱　明，陈立海，陈　月

（河南科技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河南 洛阳４７１００３）

摘　　　要：针对现有小波去噪方法存在阈值函数中未知参数选取依赖经验，导致去噪不充分或去噪后信号

失真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相对小波熵（ＲＷＥ）的粒子群优化（ＰＳＯ）算法，用于小波阈值函数中未知参数

的自适应寻优，达到滚动轴承振动信号自适应降噪目的。改进了一种含两未知参数的小波阈值函数；以相对

小波熵为优化算法的适应度函数对未知参数进行自适应寻优，得到最优小波阈值函数；通过对模拟仿真信号

和试验采集的滚动轴承振动信号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优化后的小波去噪方法能够更好地将噪声从染噪信号

中滤除，去噪后信号波形的平滑度更好，信噪比相较硬阈值去噪提高２９．４％，而且保留了原始信号更多的细

节特征，具有更好的去噪性能和应用实用价值。

关　键　词：小波阈值去噪；滚动轴承；振动信号；相对小波熵；粒子群优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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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ｗａｖｅｌｅｔｅｎｔｒｏｐｙ（ＲＷＥ）ｗ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ｏｒ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

ｋｎｏｗ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ｎｏｉｓ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ｌｌｉｎｇ

ｂｅａｒ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Ａ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ｗｏｕｎｋｎｏｗ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ａ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ｗａｖｅｌｅｔｅｎｔｒｏｐｙｗａｓ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ｆｉｔｎｅｓ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ｏ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ｕｎ

ｋｎｏｗ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ｒｏｌｌｉｎｇ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ｂ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ｗａｖｅｌｅｔ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ｔｈｅｎｏｉｓ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ｅｎｏｉｓｅｄ

ｓｉｇｎａｌ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ｅｓｉｇｎａｌ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ｆｔｅｒ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ｈａｄｂｅｔｔｅｒｓｍｏｏｔｈｎｅｓｓ，ｔｈｅ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

ｒａｔｉｏｗａｓ２９．４％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ｈａｒｄ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ａｎｄｒｅｔａｉｎｅｄｍｏｒｅｄｅｔａｉｌ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ｂｅｔｔｅｒ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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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ｒｏｌｌｉｎｇｂｅａｒｉｎｇ；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ｗａｖｅｌｅｔｅｎｔｒｏｐｙ （ＲＷ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ｗａｒ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Ｓ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近年来，航空发动机旋转机械的状态监测和

故障诊断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滚动轴承振

动信号中含有机械运转的特征。因此，滚动轴承

振动信号的优劣对于旋转机械状态监测和故障诊

断的准确性的影响是十分大的［１］。然而，滚动轴

承振动信号的产生和传递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各种

噪音的干扰，染噪后的信号对于机械故障的诊断

和状态监测会产生很大的干扰［２３］。因此，开展对

于滚动轴承振动信号去噪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小波阈值去噪算法是最为常用的信号去噪方

法之一，其具有多分辨特征和时、频域局部化特征

等优点［４］。Ｄｏｎｏｈｏ等结合小波变换提出了阈值

去噪法［５］，并给出了硬阈值去噪和软阈值去噪算

法。文献［６８］提出了几种新的阈值函数，并针对

去噪效果与硬、软阈值函数的去噪效果进行了对

比分析，得出结论所提阈值函数的去噪效果更优。

但是文献并未提及对于阈值函数中未知参数是如

何确定的，如果未知参数选取不理想，将会导致去

噪不充分或有用信号被滤除的问题。文献［９］虽

然针对仿真信号的阈值函数中未知参数进行了自

适应寻优，但并未进行针对具有非线性特点的滚

动轴承振动信号去噪方面的研究。基于以上存在

的问题，本文首先改进了一种小波阈值函数，然后

以相对小波熵作为粒子群优化的适应度函数，对

阈值函数中未知参数进行自适应寻优。最后利用

模拟仿真信号和实测滚动轴承振动信号对本文方

法进行有效性和实用性验证。

１　粒子群优化小波去噪理论

１１　小波阈值去噪基本原理

对于任意给定的一组信号狔（狀）＝狊（狀）＋

狀（狀），其中狊（狀）为未含有噪声的纯信号，狀（狀）为

噪声信号。文献［１０］认为有用信号的系数幅值大

于噪声的系数幅值。因此，可以通过小波分解得

到各尺度下小波系数，再通过设置合理的阈值对

信号和噪声加以区分，实现信号去噪的效果。

小波阈值去噪的可以总结为以下三步。

１）首先确定合理的小波基函数，选择合适的

小波分解层数（也称为小波分解尺度），进行小波

分解，得到各尺度下的小波分解系数狑犽，犼。

２）然后确定各尺度阈值λ犽，依据选用的阈值

函数，对各尺度高频小波系数进行阈值计算，分别

得到各尺度下小波阈值处理后的高频小波系数

狑^犽，犼。

３）最后将阈值处理后各尺度的高频小波系

数 狑^犽，犼与最高尺度下的低频小波系数进行重构，

再通过小波变换的逆变换，得到小波阈值去噪后

的信号。

１．１．１　阈值确定

本文选用无偏风险估计阈值［１１］。无偏风险

估计阈值是一种以最小风险为指标的自适应阈值

选取方法。具体算法如下所示：

１）将小波分解后各尺度的小波系数狑犽，犼进

行绝对值处理，再将其从小到大排序，求其平方得

到第犽层向量序列狊犽，狊犽（犼）由式（１）计算得到

狊犽 ＝ ［狊犽（１） … 狊犽（犼） … 狊犽（犖）］

狊犽（犼）＝ （ｓｏｒｔ狑犽，犼 ）
２ （１）

式中犖 为各层小波系数的个数。

２）计算第犽层的阈值向量为λ犽，λ犽（犼）由式

（２）计算得到

λ犽 ＝ ［λ１（１） … λ１（犼） … λ１（犖）］

λ犽（犼）＝ 狊犽（犼槡 ） （２）

　　３）则第犽层上选取λ犽 时产生的风险估计系

数向量为犚犽，犚犽（犼）由公式（３）计算得到

犚犽 ＝ ［犚犽（１） … 犚犽（犼） … 犚犽（犖）］

犚犽（犼）＝ ［犖－２×犼＋∑
犼

犻＝１

狊犽（犼）］／犖＋

（犖－犼）×［狊犽（犖－犼｛ ｝）］／犖 （３）

　　４）通过比较风险估计系数向量，最小风险评

估系数所对应的阈值λ犽，ｂｅｓｔ，即为第犽层分解的无

偏风险估计阈值。

１．１．２　阈值函数

本文改进的阈值函数为

狑^犽，犼 ＝
ｓｉｇｎ（狑犽，犼）× 狑犽，犼 －

λ

［α
（ 狑犽，犼 －λ）］［ ］β 　 狑犽，犼 ≥λ

０ 　 狑犽，犼 ＜

烅

烄

烆 λ

（４）

０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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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狑^犽，犼为经过阈值函数处理后的小波系数；

狑犽，犼为原始小波系数；ｓｉｇｎ（）为符号函数；λ为自

适应阈值；α 为自定义参数，取值范围为［１，

＋∞）；β为自定义参数，取值范围为［０，＋∞）；当

α＝０或β＝０时，此阈值函数就变成了软阈值函

数，α＝＋∞和β＝＋∞时，此阈值函数就变成了

硬阈值函数。如图１所示为阈值取λ＝２时阈值

函数曲线。可以明显看出本文阈值函数介于硬、

软阈值之间，这样既克服了硬阈值函数在定义域

内不连续的问题，避免了ＰｓｅｕｄｏＧｉｂｂｓ现象
［１２］；

又不像软阈值函数一样存在有用信息保留不完

整，重构精度低的问题。并且通过改变α和β的

取值，可以得到不同的阈值函数。本文基于待处

理信号，通过基于相对小波熵的粒子群优化算法，

对自定义参数α和β的取值进行优化，得到适应

度最大的阈值函数，对信号进行去噪。

图１　阈值λ＝２时阈值函数曲线

Ｆｉｇ．１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λ＝２

１２　粒子群优化算法

滚动轴承振动加速度信号为非平稳信号，采

用牛顿法、动态规划法等传统的优化方法很难得

到理想的寻优效果，存在迭代次数多，收敛效果

差，耗费时间长等缺点。文献提出采用改进的遗

传算法对语音信号小波阈值进行优化去噪，虽然

克服了易陷入局部最优解的缺点，但存在交叉、变

异运算，对于数据量大的信号，运算时间会很

长［１５］。粒子群优化算法具有收敛速度快、有记忆

性、结构简单等优点，本文应用此优化算法于小波

阈值函数中未知参数的寻优。

粒子群优化算法的数学模型如下：

假设在一个犇维的目标搜索空间中，由犿个

粒子构成一个群落，那么第犻粒子就可以表示为

一个犇 维向量。定义第犻个粒子的迭代狋次的位

置表示为犡犻（狋）＝［狓犻１（狋），　狓犻２（狋），　…，　

狓犻犇（狋）］
Ｔ，第犻个粒子的迭代狋次的速度表示为

犞犻（狋）＝［狏犻１（狋），　狏犻２（狋），　…，　狏犻犇（狋）］
Ｔ，则第犻粒

子的局部最优位置表示为狆犻＝［狆犻１，　狆犻２，　…，　

狆犻犇］
Ｔ，式中犻＝（１，２，…，犿）。粒子的全局最优位

置表示为犵ｂｅｓｔ＝［狆犵１，　狆犵２，　…，　狆犵犇］
Ｔ。每个

粒子通过迭代更新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得到局部

最优值和全局最优值。第狋代粒子向第狋＋１代

粒子更新位置和速度通过式（５）、式（６）计算实现。

狓犻犼（狋＋１）＝狓犻犼（狋）＋狏犻犼（狋＋１），

犼＝１，２，…，犇 （５）

狏犻犼（狋＋１）＝狑×狏犻犼（狋＋１）＋

犮１狉１［狆犻犼－狓犻犼（狋）］＋犮２狉２［狆犵犼－狓犻犼（狋）］ （６）

式中犮１、犮２ 为加速常数，选择合适的加速常数既

可以加速收敛又可以避免陷入局部最优，一般取

犮１＝犮２；狉１，狉２ 为［０，１］范围内的均匀随机数。狑

为惯性权重系数，是粒子群优化算法中非常重要

的一个参数。如果惯性权重系数狑 选的很小，算

法的全局搜索能力较差，容易陷入局部最优，导致

寻优结果出错；如果惯性权重系数狑 选的很大，

则局部搜索能力较差，耗费时间较长，效率低

下［１６］。本文选中自适应权重法对权重系数进行

更新。

狑＝

狑ｍｉｎ－
（狑ｍａｘ－狑ｍｉｎ）×（犳－犳ｍｉｎ）

（犳ａｖｇ－犳ｍｉｎ）
犳≤犳ａｖｇ

狑ｍａｘ 犳＞犳ａｖ

烅

烄

烆 ｇ

（７）

其中狑ｍｉｎ、狑ｍａｘ为权重系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犳

为粒子的适应度值，犳ａｖｇ为所有粒子的平均适应度

值，犳ｍｉｎ为粒子群中最小适应度值。

１．２．１　粒子群优化算法中适用度函数的确定

适应度值是粒子在迭代优化过程中衡量是否

最优标量，本文选用相对小波熵作为粒子群优化

过程的适应度函数。相对小波熵是在小波熵［１７］

的基础上提出的，用来描述两组信号的相似程

度［１８］。对于信号去噪的问题，认为未含有噪声纯

信号与噪声信号是相互无关的。由最大相对小波

熵理论，滤波后的有用信号与噪声信号的相似程

度越小，则两者的相对小波熵越大。因此，将最大

相对小波熵作为指标，来表征去噪的好坏。

由式（４）得到去噪后有用的小波系数 狑^犽，犼，由

式（８）得到噪声信号各尺度下的小波系数狏犽，犼。

狏犽，犼 ＝
狑犽，犼 狑犽，犼＜λ犽

０ 狑犽，犼≥λ
烅
烄

烆 犽

（８）

１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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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式（９）～式（１１）计算得到去噪后有用信号

各层的小波能量为犈犽，各层小波能量在信号总能

量中所占的比例为狆犽，噪声信号各层的小波能量

为犈′犽，各层小波能量在噪声信号总能量中所占的

比例为狆′犽。

犈犽 ＝∑
犖

犼＝１

狑犽，犼
２ （９）

犈＝∑
犿

犽＝１

犈犽 （１０）

狆犽 ＝
犈犽
犈

（１１）

　　 由式（１２）计算得到信号的相对小波熵

犛ｗｔ
狆
狆（ ）′ 。

犛ｗｔ
狆
狆（ ）′ ＝－∑

犿

犽＝１

狆犽×ｌｇ
狆犽

狆′（ ）［ ］
犽

（１２）

式中虽未直接体现未知参数α和β，但由式（４）计

算得到的小波系数 狑^犽，犼都是通过阈值函数计算得

到的。

１３　基于粒子群优化算法的小波去噪方法

基于待去噪信号，利用粒子群优化算法对小

波阈值函数中未知参数进行自适应寻优，弥补未

知参数依赖经验选取导致去噪不充分或有用信号

被滤除的缺点，更好地实现小波阈值去噪的效果。

具体步骤如下：

１）滚动轴承振动加速度信号进行小波多尺

度分解，获得各尺度下小波系数狑犽，犼。

２）设定粒子群优化算法中的初始参数。如

加速常数犮１＝犮２，惯性权重系数最大值狑ｍａｘ，最小

值狑ｍｉｎ，粒子群中粒子个数犿，粒子最大迭代次数

狋ｍａｘ，搜索区间犇，粒子的范围。

３）设定每个粒子的初始位置和初始速度。

在设置的粒子取值范围内，随机取犇 维向量作为

该粒子的初始位置。

４）粒子的适应度值的确定。由式（４）、式

（８）～式（１２）确定粒子的适应度函数为犳（狋）＝

犛ｗｔ
狆
狆（ ）′ 。根据最大相对小波熵理论，即适应度值

最大时，粒子位置最优。

５）初始化并更新每个粒子的局部最优值与

全局最优值。定义第犻个粒子的初始局部最优值

为狆ｉａｃ，初始全局最优值为狆ｇａｃ；通过比较第犻个粒

子不同代数狋的适应度值犳犻（狋），更新第犻个粒子

的局部最优值为狆犻，比较粒子种群中所有粒子的

适应度值犳犻，更新全局最优值为犵ｂｅｓｔ。

６）更新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通过式（５）更新

粒子位置，通过式（６）更新粒子速度。

７）判断是否满足终止条件，如果不满足，进

入下一代，返回步骤４），直至满足，则粒子群全局

最优值为犵ｂｅｓｔ。

８）根据粒子群优化的全局最优值犵ｂｅｓｔ，确定最

优小波阈值函数，阈值处理得到去噪后各层小波系

数，通过重构和小波逆变换即可得到去噪后的信号。

２　仿真信号去噪分析

为验证基于粒子群优化算法的小波阈值去噪

方法的去噪性能。本文构建了仿真信号，运用本

文对仿真信号进行去噪处理，并与传统的软、硬阈

值去噪方法及文献［１３］和文献［１４］所提阈值函数

去噪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２１　仿真信号的构建与分解

仿真信号为“ｈｅａｖｙｓｉｎｅ”信号添加高斯白噪

声构成的信噪比为１０ｄＢ的染噪信号（如图２所

示）。选用ｄｂ８小波基函数对信号进行３尺度小

波分解，得到低频逼近信号ａ３和高频细节信号

ｄ１、ｄ２、ｄ３（如图３所示）。

２２　仿真信号去噪性能的分析

本文基于粒子群优化算法，设定粒子群中粒

子数目为犿＝５０，最大迭代次数狋ｍａｘ＝１００，搜索

２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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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仿真信号的构建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

图３　仿真信号的分解

Ｆｉｇ．３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ｓ

区间Ｄ＝２，权重系数最大值狑ｍａｘ＝０．８，最小值

狑ｍｉｎ＝０．４，加速常数犮１＝犮２＝２。当适应度值为

相对小波熵取最大值时，得到最优参数α＝１．２和

β＝０．２５。各尺度阈值λ１＝０．０３１，λ１＝０．０２４，

λ１＝０．０２。依据得到的自适应阈值函数对染噪信

号进行去噪处理，得到去噪后的仿真信号，并与

软、硬阈值及文献所提的阈值函数的去噪效果进

行对比分析，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ａ）明显看出信号中存在很多毛刺，有

用信号被噪声干扰严重，很难进行下一步分析；由

图４（ｂ）可以看出硬阈值去噪后信号波形含有突

变，存在一些震荡点；由图４（ｃ）可以看出软阈值去

噪后在拐点处波形波动比较大，存在去噪精度不足

的问题；图４（ｄ）和图４（ｅ）可以看出文献提出的两

种去噪方法相比较于软、硬阈值去噪方法，去噪效

果有所改善，但图４（ｄ）仍然存在少量震荡点，图

４（ｅ）存在尖峰特征被滤除的缺点。由图４（ｆ）可以

明显看出信号波形的光滑度最好，而且不存在信号

震荡，保留了更多的细节信号，去噪效果更加显著。

为进一步对比几种去噪方法的去噪效果，引

入信噪比［１９］概念用以定量评价几种去噪方法的

去噪性能。如表１所示为各去噪方法对仿真信号

去噪后的信噪比。

犙ｓｎｒ＝１０×ｌｇ
∑狀

［狊（狀）］２

∑狀
［狔（狀）－狊（狀）］

烅
烄

烆
烍
烌

烎
２
（１３）

式中狊（狀）为未含有噪音的纯信号，狔（狀）为染噪后

的信号。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试验测得的信号仅有

染噪后的信号，用去噪后的信号狊′（狀）来替换狊（狀）

计算去噪处理后的信号信噪比。由表１可以看

出，本文所提方法去噪后信号的信噪比优于其他

几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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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仿真信号去噪结果

Ｆｉｇ．４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

表１　几种去噪方法对仿真信号去噪后的信噪比

犜犪犫犾犲１　犛犻犵狀犪犾狋狅狀狅犻狊犲狉犪狋犻狅狊狅犳狊犲狏犲狉犪犾犱犲狀狅犻狊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狊狋狅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犻犵狀犪犾狊犪犳狋犲狉犱犲狀狅犻狊犻狀犵

去噪方法 染噪信号 硬阈值法 软阈值法 文献［１３］中方法 文献［１４］中方法 本文方法

犙ｓｎｒ／ｄＢ １０．０３ ２１．８１ ２０．９８ ２６．６１ ２５．３８ ２７．９５

３　滚动轴承振动信号去噪性能分析

本文采用 ＧＭＤＸＪ１２１轴承动态性能试验

机（如图５所示）完成试验，设置轴承内圈随主轴

旋转，转速为６００ｒ／ｍｉｎ，外圈固定，径向加载为

１０００Ｎ，轴向加载为２０００Ｎ，通过在夹具上安装

加速度传感器（如图６所示）测取滚动轴承振动加

速度信号。采用亿恒数据采集与分析仪对振动信

号采集，设置采样频率为１０２４Ｈｚ，采样时间为１ｓ，

采样点数为１０２４，加速度幅值为犃，犵＝９．８０ｍ／ｓ
２。

４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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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ＧＭＤＸＪ１２１轴承动态性能试验机

Ｆｉｇ．５　ＧＭＤＸＪ１２１ｂｅａｒ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

图６　振动测试装置

Ｆｉｇ．６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将采集的滚动轴承振动信号用几种方法进行

去噪处理，去噪效果如图７所示。

图７　试验信号去噪结果

Ｆｉｇ．７　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ｅｓｔｓｉｇｎａｌｓ

５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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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７（ａ）可以看出，噪声干扰了有用信号

的细节，很难进行后续特征的提取；由图７（ｂ）

可以看出，噪声并没有很好的滤除，对信号仍

然存在部分干扰；图７（ｃ）为软阈值去噪效果

图，虽然信号的波形光滑度较好，但存在部分

细节信号被滤除的问题；图７（ｄ）和图７（ｅ）分

别为采用文献［１３］和文献［１４］中去噪方法处

理后的效果图，去噪效果优于硬阈值，但仍然

存在噪声滤除不充分的问题；图７（ｆ）为本文去

噪方法去噪效果图，可以看出信号波形光滑度

更好，而且保留了原始信号中存在的尖峰等细

节特征。

由式（１３）可以计算滚动轴承振动信号经不同

去噪方法处理后信噪比，计算结果如表２所示。

由表２可知，本文方法去噪后信号信噪比最高，说

明本文改进的去噪方法可以有效提高信号的信噪

比，实现噪声与轴承有用振动信号更好的分离，有

利于后续故障特征的提取。

表２　几种去噪方法对滚动轴承振动信号去噪后的信噪比

犜犪犫犾犲２　犛犻犵狀犪犾狋狅狀狅犻狊犲狉犪狋犻狅狊狅犳狉狅犾犾犻狀犵犫犲犪狉犻狀犵狏犻犫狉犪狋犻狅狀狊犻犵狀犪犾狊犱犲狀狅犻狊犲犱犫狔狊犲狏犲狉犪犾犱犲狀狅犻狊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狊

去噪方法 硬阈值法 软阈值法 文献［１３］中方法 文献［１４］中方法 本文方法

犙ｓｎｒ／ｄＢ １４．２５ １５．８４ １４．９６ １５．２７ １８．４４

４　结　论

１）在小波去噪理论及分析几种小波去噪方

法的基础上，本文改进了一种小波去噪阈值函数。

既克服了硬阈值函数在定义域内不连续的问题，

避免了ＰｓｅｕｄｏＧｉｂｂｓ现象；又不像软阈值函数一

样存在有用信息保留不完整，重构精度低的问题。

２）运用相对小波熵，能够定量地确定有用信

号与噪声信号的相似程度。将其作为优化算法的

适应度函数，可以实现小波阈值函数中未知参数

的自适应寻优，达到滚动轴承振动信号自适应降

噪目的。

３）对几种阈值去噪方法的去噪效果进行了

比较。仿真和试验结果表明，应用本文优化的去

噪方法对染噪信号去噪处理后信号的波形光滑度

更好，信噪比更高，而且保留了原始信号中尖峰等

细节特征，更好地实现噪声与有用信号的分离，具

有更好的去噪性能和应用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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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项不准确加载对源项法模型

仿真精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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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平板多孔气膜冷却结构开展了真实模型和源项法模型数值仿真，在同实验数据对比取得较

高精度的基础上探究了源项不准确加载对源项法模型仿真精度的影响，分析了加载方式、流量系数、网格参数

等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源项法模型可以代替建立带气膜孔真实模型对气膜冷却结构进行数值计算。网格准

确定位的源项加载方式在粗细网格条件下均能取得较高的精度，点源项加载方式对网格较为敏感。因流量系

数公式不准确导致的流量计算误差会影响源项法模型的计算精度，低吹风比下影响更为显著。气膜孔进出口

处网格面密度应不少于４个／ｍｍ２，第一层网格高度的选取应符合所选用的湍流模型，以保证较高的计算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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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ｗｏｕｌｄ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ｒｍ ｍｏｄｅｌ，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ｍｏｒ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ａｔｌｏｗｂｌｏｗｒａｔｉｏｓ．Ｔｈｅｍｅｓ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ｔｔｈｅ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ｘｉ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ｌｍｈｏｌｅ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ｎｏｔ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４／ｍｍ２，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ｆｉｒｓｔｐｒｉｓｍｌａｙｅｒ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ｈｉｇｈ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第１１期 朱剑琴等：源项不准确加载对源项法模型仿真精度的影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ｆｉｌｍｃｏｏｌｉｎｇ；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ｒｍｍｏｄｅｌ；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ｒｍｌｏａｄ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ｃｏｎｖｅ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ｏｏ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气膜冷却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冷却方式，在

燃烧室、涡轮等航空发动机高温部件冷却中得到

了广泛运用。在设计过程中，通常需要采用数值

模拟方法对其冷却效果进行预测，但气膜冷却结

构中气膜孔数目较多，往往多达上百个［１］。因此

无论是气膜孔的网格划分还是后续的数值计算都

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这给气膜冷却结构的设计

和优化带来巨大挑战［２］。源项法模型是一种用于

气膜冷却结构计算的简化方法，能够节省计算资

源，提高计算效率。国内外学者关于源项法模型

开展了许多方面的研究。

Ｂｕｒｄｅｔ等
［３］分析了实验数据［４］中气膜孔下

游的流动结构，通过在气膜孔下游某个面处添加

质量、动量、湍流源项的方式复现该结构，模拟气

膜孔射出气流的渗透、掺混，进而模拟真实气膜孔

流动。Ｋａｍｐｅ等
［５］采用数值仿真的方式对气膜

孔出口流域进行建模，发展了关于气膜孔几何参

数、流动参数与出口速度、温度等数值及分布的关

联式。基于此关联式，Ｋａｍｐｅ等
［６］通过在临近气

膜孔出口指定流域处添加质量、动量、能量源的方

式模拟气膜孔出流流动，与实验结果吻合较好。

Ｈｅｉｄｍａｎｎ等
［７］提出在粗网格下添加体积源项模

拟气膜孔的小尺寸三维流动，在低吹风比下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并表示将源项添加在离壁面一倍

孔径处比近壁面添加效果更好。Ｔａｒｔｉｎｖｉｌｌｅ等
［８］

考虑在气膜孔出口处添加质量、动量、能量源项的

方式模拟真实气膜孔流动，并将该模型用于涡轮

叶片的仿真计算中。Ｖｏｉｇｔ等
［９］首次提出在固壁

内部添加吸热源模拟孔内流动过程中的耦合换

热，通过仿真确定了不同吹风比下孔内表面传热

系数用以计算换热量，与实验数据符合较好。

Ａｎｄｒｅｉｎｉ等
［１０］通过在气膜孔进出口位置添

加质量、动量源项的方式模拟气膜孔进出口流动，

同时考虑到孔内部对固壁的冷却作用，在固壁内

部添加能量吸收源模拟换热。流量和换热量的计

算用到了流量系数和表面传热系数的经验关系

式。并将该模型运用到燃烧室计算中，取得了较

好的结果。Ｊｏｈｎｓｏｎ等
［１１］将源项法模型运用到涡

轮叶片计算中，并进行了叶片表面热流的计算。

张玉芳等［１２］将文献［１０］中的源项法模型应用到

冲击发散冷却结构，并在文献［１３］中将其推广到

简单燃烧室。尹钊等［１４］将源项法模型用于涡轮

叶片的结构优化，并结合多目标算法对气膜孔出

气角和流向位置进行了改善。

目前已有的源项法模型可分为两类：第一类，

出口流动结构建模的方式，无气膜孔，可以准确模

拟孔下游流动情况，但模型较为复杂且没有考虑

气膜孔入口及固壁内换热情况；第二类，气膜孔进

出口附加流量、动量等流动统计量的方式，无孔内

结构但保留进出口，极大简化了计算。第二类模

型在现有的计算中，源项多以点添加的方式进行

加载，未考虑源项添加不合理带来的误差。本文

针对第二类方式，研究了源项不准确加载对源项

法模型计算结果的影响，分析了加载方式、流量系

数、网格参数等影响因素。

１　源项法模型简介

本文采用的源项法模型内嵌于商业软件

ＡＮＳＹＳＦｌｕｅｎｔ中，参考文献［１０］源项法模型中

源项计算公式，并结合Ｆｌｕｅｎｔ帮助手册
［１５］中各输

运方程及源项定义，给出了气膜孔进出口面及固

壁内部源项计算方式。包括气膜孔出口处质量生

成源、动量生成源、能量源；气膜孔进口处质量吸

收源、动量吸收源、能量源；固壁内部能量吸收源；

及包括湍动能和耗散率在内表征湍流特性的湍流

源项，并通过用户自定义函数（ＵＤＦ）的方式以及

相应的前处理将源项精确加载到相应位置。

不同于文献［１０］中将源项添加至相应网格点

的方式，本文的主要源项加载方式为将流体域源

项精确添加至气膜孔进出口对应的网格面处，并

研究了不同加载方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图１（ａ）

所示为气膜冷却结构，图１（ｂ）所示为源项法模型

原理及源项添加方式示意图，即通过添加相应源

项模拟真实气膜孔的进出口流动和孔内对流换

热，进而代替求解真实气膜孔流动。

关于各个源项的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１）质量源

质量源即通过气膜孔冷却气的质量流量犿
·
，

气膜孔出口处为质量生成源（正质量源犿
·
），进口

处为质量吸收源（负质量源－犿
·
）。而质量流量

犿
·
，对于特殊的气膜冷却结构可以直接给定，也可

通过流量系数及理想流量公式［１０］计算得到

犿
·
＝犆ｄ犿

·

ｉｓ （１）

其中犿
·

ｉｓ为理想流量，即忽略进口损失、摩擦损失、

９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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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源项法模型原理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ｒｍｍｏｄｅｌ

出口突扩损失等损失的理想流量，可通过理想流

量计算公式计算得到；流量系数犆ｄ与几何参数和

流动参数有关。

２）动量源

动量源即通过气膜孔冷却气的动量犿
·
犞，气

膜孔出口处为动量生成源（正动量源犿
·
犞），进口

处为动量吸收源（负动量源－犿
·
犞）。气体速度犞

可以通过流量计算得出

犞 ＝
犿
·

ρ
π
４
犇２

（２）

其中ρ为冷却气的密度，犇 为气膜孔直径。假设

气膜孔轴线矢量方向为 狓，狔，（ ）狕 ，则可以求出速

度在狓、狔、狕方向上的分量：

犞狓 ＝犞
狓

狓２＋狔
２
＋狕槡

２

犞狔 ＝犞
狔

狓２＋狔
２
＋狕槡

２

犞狕 ＝犞
狕

狓２＋狔
２
＋狕槡

烅

烄

烆 ２

（３）

即可计算出狓、狔、狕三个方向上的动量源。

３）能量源

能量源的添加包括流体域和固体域两部分，

其中对于流体域，在气膜孔进出口处添加能量源

表征进出口流体的温度；对于固体域，在固壁内部

添加能量源表征气膜孔内部的对流换热。流体域

能量源犈ｃ的计算方法为

犈ｃ＝犿
·
犮狆 犜ｆ－犜（ ）ｒ ＋

１

２
犞［ ］２ （４）

其中犮狆 为流体的比定压热容，犜ｆ为流体温度，犜ｒ

为参考温度，由于焓是一个相对值，需要一个参考

温度，Ｆｌｕｅｎｔ中参考温度为２９８．１５Ｋ。

固体域能量源犈ｓ的计算方法为

犈ｓ＝犿
·
犮狆 犜ｏｕｔ－犜（ ）ｉｎ （５）

其中犜ｉｎ为气膜孔进口处流体温度，通常可认为是

冷却气的温度；犜ｏｕｔ为气膜孔出口处流体温度，可

通过表面传热系数计算得到［１０］。

４）湍流源项

本文采用的湍流模型为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犽ε模型，

故需要在添加质量源、动量源的同时添加湍流源

项表征进出口处的湍流特性，包括湍动能犽和湍

流耗散率ε两项，计算方法为

犽＝
３

２
犞２犜２ｕ （６）

ε＝
犽３
／２

０．３犇
（７）

其中犜ｕ为湍流强度，需提前给定，一般取５％。

２　计算模型和方法

２１　计算模型

选用文献［１６］实验中的平板多斜孔气膜冷却

模型作为源项法模型的计算和验证算例。结构如

图２所示，气膜孔为错排布置，主流横向进气，冷

气纵向进气，并设有进口发展段和出口稳定段。

由于模型两侧均设置为对称边界，故只需作出两

列孔。具体尺寸数据如表１所示，其中α为孔倾

角，狉为孔排数，犛狓、犛狔 分别是沿流向和展向孔

间距。

测点位于观测表面中心线下２ｍｍ处，同实

验一致，与第一排孔的距离分别是１、２、４、６、８、

图２　平板多斜孔气膜冷却物理模型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ｅｄｆｉｌｍｃｏｏｌｉｎｇｐｌａｔｅ

表１　模型尺寸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犿狅犱犲犾

犇／ｍｍ α／（°） 狉 犛狓／ｍｍ 犛狔／ｍｍ

１．８８ ３０ ９ １３．７２ １１．０６

０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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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１４、１８倍的犛狓，测量固壁内温度犜ｗ 用于计

算气膜冷却效率η。

η＝
犜ｍａｉｎ－犜ｗ
犜ｍａｉｎ－犜ｃｏｏｌ

（８）

其中犜ｍａｉｎ为主流温度，犜ｃｏｏｌ为冷气温度，模型的其

他信息可以参考文献［１６］。

２２　网格划分与数值计算方法

采用ＩＣＥＭ 软件对本计算模型进行网格生

成，如图３所示，全计算域采用四面体网格。近壁

面处有１５层棱柱边界层，第一层网格高度的选取

满足湍流模型的要求，保证狔
＋
≈１．０。

采用ＡＮＳＹＳＦｌｕｅｎｔ软件进行三维稳态计

算，湍流模型选用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犽ε模型，壁面处采用

增强型壁面处理。求解器选用压力基，流体压力

与速度的耦合方法选择ＳＩＭＰＬＥ（ｓｅｍｉ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ｉｎｋｅｄ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算法，动量

方程和能量方程的求解采用二阶迎风格式保证精

度。所有控制方程收敛条件为残差小于１０－４，且

计算域中监控的物理参数均已收敛。

图３　计算域和网格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ａｎｄｍｅｓｈ

２３　边界条件

数值模拟边界条件如表２所示，其中，主流和

冷气进口均为流量进口，流道两侧均设置为对称

边界，出口采用压力出口，平板表面为流固耦合

面。同时考虑流体的可压缩性，流体介质设为可

压缩理想气体。平板固体域材料为钢，比热容为

表２　边界条件

犜犪犫犾犲２　犅狅狌狀犱犪狉狔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参数
数值

主流进口 冷气进口

质量流率／（ｋｇ／（ｍ
２·ｓ）） ２７．２９１ １．６６３３

温度／Ｋ ３３０．３２ ２９０．２８

湍流强度／％ １７ １７

湍流长度／ｍｍ ７．５ ７．５

５０２．４８Ｊ／（ｋｇ·Ｋ），导热系数为１５．７Ｗ／（ｍ·Ｋ）。

２４　网格无关性验证

本文对网格数目进行了无关性验证，采用上

述的计算方法及边界条件，在保持壁面第一层网

格高度 （犎 ＝０．００５犇）、网格面密度 （＝２５

个／ｍｍ２）不变的基础上对流体域网格近壁面区域

进行了加密。

选取狓／犛狓＝１８位置处的固壁内测点温度作

为网格无关性验证的监控参数，如图４所示，当网

格量达到１００万后测点温度基本保持不变。因此

为了保证一定的计算准确性，网格数目应不少于

１００万，本文选取的网格数目为２００万。

图４　测点温度随网格数量变化图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ｉｔｈ

ｍｅｓｈｎｕｍｂｅｒ

３　计算结果及讨论

３１　源项法模型验证

为验证源项法模型的准确性和计算精度，对

带有气膜孔的真实模型和不带气膜孔的源项法模

型进行了数值计算。其中，源项法模型的源项加

载方式为将源项添加至气膜孔进出口对应的网格

面处。真实模型和源项法模型在对称边界处的温

度分布云图如图５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源项法

模型在不带气膜孔的情况下通过添加相应源项的

方式实现了带气膜孔的冷却效果。

１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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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对称边界温度分布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ｔ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图６对比了真实模型、源项法模型与实验在

测点处的冷却效率。可以看出，源项法模型计算

结果整体上接近实验值，且每一测点的仿真误差

犲均在６％以内。因此，源项法模型可以代替求解

带气膜孔真实模型对气膜冷却结构进行数值

计算。

犲＝
ηｅｘｐ－ηｓｏｕｒｃｅ

ηｅｘｐ
（９）

式中ηｅｘｐ为冷却效率实验值，ηｓｏｕｒｃｅ为源项法模型

计算所得冷却效率。

图６　真实模型、源项法模型和实验值的冷却效率对比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ｏｌ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ｍｏｎｇ

ｒｅ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ｒｍ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同时从图６可以看出源项法模型计算结果

中，第一个测点处数值明显高于实验值，而至第二

个测点处趋势发生变化。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

因是第一个测点位于第一排气膜孔处，是气膜

出流与主流的首次掺混，使得该区域湍流强度

较大。对于源项法模型，湍流源项中湍流强度

一项为定值（犜ｕ＝５％），以致在第一排气膜孔处

湍流源项给定不准确造成预测值误差较大。而

在第一排气膜孔的下游区域，由于前排气膜孔

的覆盖，使得流动掺混减弱，湍流强度降低，预

测值精度有所提高。

３２　源项加载方式对仿真精度的影响

源项加载方式可以分为点加载和面加载，分

别是将源项添加到指定点所在的某一网格处和指

定的网格面处。而面加载又可以分为网格准确定

位和几何捕捉，前者是通过相应前处理准确定位

添加位置加载源项，后者是通过空间解析几何方

程定位加载位置。如图７所示，左侧圆围成区域

为加载位置，右侧区域为加载后源项分布。可以

看出图７（ａ）通过相应前处理，对加载位置进行局

部分网和加密，将源项精确加载；图７（ｂ）由于网

格与真实位置不匹配造成加载效果略显不合理。

图７　源项加载分布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ｒｍｌｏａｄ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三种加载方式在粗网格（网格数为９５万）、细

网格（网格数为２２０万）条件下的计算结果和气膜

孔出口温度场分布如图８、图９所示。无论是在

哪种网格条件下，网格准确定位的加载方式均能

取得较高精度（犲≤５．６％）。而对于几何捕捉加载

方式，细网格条件下，通过几何方程基本可以准确

定位到气膜孔面，因而计算结果也较为准确（犲≤

６．３％）；但在粗网格条件下由于方程捕捉的网格

形状与气膜孔进出口面实际形状存在偏差导致精

２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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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粗／细网格条件下三种加载方式计算结果对比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ｕｎｄｅｒ

ｆｉｎｅａｎｄｃｏａｒｓｅｍｅｓｈｅｓ

度有所降低（犲≤９．６％）。

相较于上述两种面加载方式，点加载源项的

方式对网格敏感度较大，细网格下以点代面的添

加方法极不合理，如图９所示，以致误差也相对较

大（犲≤１７．１％）；粗网格下虽然精度有所改善，但

仍低于另外两种方式。

图９　细网格条件下三种加载方式的气膜孔出口温度场

对比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ｕｔｌｅ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ｆｉｌｍ

ｃｏｏｌｉｎｇｉｎ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ｕｎｄｅｒｆｉｎｅｇｒｉｄ

３３　流量误差对仿真精度的影响

源项法模型仿真计算中，流量是非常重要的

参数之一，除了作为质量源外，还可以通过其计算

出速度、焓等其他源项的数值，准确地计算流量大

小便尤为重要。目前的源项法计算中，大多采用

流量系数与理想流量乘积的方式计算气膜孔流

量，而流量系数与几何参数、流动参数等多种因素

有关，通过经验公式确定的流量系数往往与真实

值存在误差。

本节给出了三种吹风比下不同学者计算方式

得到的流量系数差异，并对由该流量系数得到的

流量进行了源项法模型仿真计算。与文献［１６］实

验真实值进行对比，分析了流量误差对仿真精度

带来的影响。几何、流动参数如表３所示，公式所

得流量系数与真实值如表４所示。其中真实流量

通过对应实验［１６］工况下真实气膜孔模型三维数

值模拟得到，并通过流量系数定义式得到表４中

流量系数真实值。

犆ｄ＝
犿
·

犿
·

ｉｓ

（１０）

表３　气膜孔几何、流动参数
［１６］

犜犪犫犾犲３　犌犲狅犿犲狋狉犻犮犪狀犱犳犾狅狑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犳犻犾犿犺狅犾犲
［１６］

犾／犇 α／（°） β 犚犲 犕

５ ３０ １．１７ ２１６０８ ５

５ ３０ １．０６６ １３４５３ ３

５ ３０ １．０１８ ６９８８ １．５

注：犾／犇为气膜孔长径比，β为气膜孔进出口压比，犚犲为孔

内雷诺数，犕 为吹风比。

表４　流量系数对比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

计算方式
犆ｄ

犕＝５ 犕＝３ 犕＝１．５

文献［１７］ ０．７８５ ０．７５９ ０．６８６

文献［１８］ ０．７４１ ０．７３９ ０．７２９

文献［１９］ ０．７３９ ０．７４ ０．７３８

真实值 ０．６６８ ０．６４４ ０．６２

　　因流量系数公式不准确导致计算流量与真实

流量存在偏差会影响源项法的计算精度，且这一

影响在低吹风比下更为明显。如图１０所示，在高

３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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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两种吹风比下不同流量计算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ｓｓ

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ｗｏｂｌｏｗｒａｔｉｏｓ

吹风比（犕＝５）情况下，７．１％的流量计算偏差（文

献［１９］）导致其计算结果与准确流量下源项法计

算结果最高０．８％的精度偏离；而在低吹风比

（犕＝１．５）情况下，６．６％的流量偏差（文献［１７］）

便造成了平均１．５％，最高３．４％的精度偏离。这

与气膜冷却效率对吹风比的敏感度有关：低吹风

比下，随着吹风比的增加冷却效率有着较高的提

升；而在高吹风比下，这种上升将变得十分缓慢。

但总体来说，各吹风比下流量系数经验公式带来

的流量误差对结果没有显著影响。

３４　网格参数对仿真精度的影响

流体域源项加载位置为近壁面第一层网格

处，因此网格参数会对源项法模型计算精度产生

影响。而且由于本文源项是加载到局部加密的网

格面处，因此加密程度即网格面密度的研究也是

必要的。

本部分具体分析了网格面密度、第一层网格

高度对仿真精度的影响，具体参数范围如表５所

示。其中，在网格面密度影响分析中，保证第一层

网格高度犎＝０．００５犇；在第一层网格高度影响分

析中，保证网格面密度＝２５个／ｍｍ
２。

表５　网格参数

犜犪犫犾犲５　犕犲狊犺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个／ｍｍ
２） 犎／犇

１ ０．００１２５

４ ０．００２５

８ ０．００５

２５ ０．０１

１２３ ０．０２

　　不同网格面密度的计算结果如图１１所示，除

了网格面密度为１的情况外（最大误差为１１％），

其他网格所得结果基本一致，与实验结果也较为

接近，平均误差均能保持在３％左右。因此，可以

认为在此结构下，为了保证较高的计算精度以及

源项法的相应功能实现，气膜孔进出口处网格面

密度应不少于４个／ｍｍ２。

不同于网格面密度，源项法模型的仿真结果

（如图１２所示）受第一层网格高度的影响较大。

当犎≤０．００５犇 时，随着第一层网格高度的减小，

气膜冷却效率预测精度下降；当犎≥０．００５犇 时，

随着第一层网格高度的增加，气膜冷却效率预测

精度亦呈下降趋势。因此，对于平板气膜冷却模

型，犎＝０．００５犇左右时计算精度较高。这一结果

应与计算中选用的湍流模型有关，本文选用的湍

流模型为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犽ε模型，壁面处选用增强型

图１１　不同网格面密度计算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ｅｓｈ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图１２　不同第一层网格高度计算结果对比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ｆｉｒｓｔｍｅｓｈｌａｙｅｒ

４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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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面处理方式。而当犎＝０．００５犇 时近壁面第一

层网格狔
＋
≈１．０，符合该模型壁面处理方式的要

求，因此计算精度较高。

４　结　论

本文采用源项法模型对平板多斜孔气膜冷却

结构开展了数值模拟，并对各源项的计算方式进

行了详细介绍。在同实验数据对比取得较高精度

的基础上探究了源项不准确加载对源项法模型仿

真精度的影响，分析了流量、网格参数等多个影响

因素，所得结论如下：

１）网格准确定位的源项加载方式，在粗、细

网格下均能取得较高的精度。几何捕捉加载方式

在细网格下计算精度较好，粗网格下计算精度有

所降低。与前两种加载方式相比，点加载方式对

网格较为敏感，细网格下计算精度较低，粗网格下

虽然精度有所改善，但仍低于前两种方式。

２）因流量系数公式不准确导致的流量计算

误差会影响源项法模型的计算精度，且这一影响

在低吹风比下更为明显，高吹风比下影响不大。

３）网格面密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后，源项法模

型计算结果不再随网格面密度而变化，为了保证

较高的计算精度，气膜孔进出口处网格面密度应

不少于４个／ｍｍ２。源项法模型计算精度受第一

层网格高度影响较大，第一层网格高度的选取应

符合所选用的湍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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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爆震燃烧室出口燃气能量分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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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１期 李晓丰等：脉冲爆震燃烧室出口燃气能量分布特性

　　爆震燃烧是一种由引导激波绝热压缩可燃混

合物，诱导可燃混合物产生高温高压引燃区，进而

发生剧烈化学反应的燃烧方式，化学反应所释放

的能量反过来维持并推动引导激波继续向前发

展，激波和释热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与缓燃

燃烧相比，爆震燃烧具有自增压、火焰传播速度快

等优点［１］。脉冲爆震燃烧是一种较为成熟的爆震

燃烧方式，发展基于脉冲爆震燃烧室（ＰＤＣ）的动

力装置有望提高现有动力装置的总体性能。

国内外学者采用理论计算和试验的方法研究

了基于ＰＤＣ的发动机综合性能，在理论计算方

面，Ａｎｄｒｕｓ、Ｃａｒｌｏｓ等
［２３］通过计算分析了用ＰＤＣ

替换高涵道涡扇发动机主燃烧室后的发动机性

能，结果表明采用ＰＤＣ后涡扇发动机单位燃油消

耗率可下降８％。Ｇｉｕｌｉａｎｉ等
［４］分析了采用爆震

燃烧后发动机的总体性能，结果表明发动机的单

位燃油消耗率比等压燃烧降低５．４％，发动机质

量减小６％。Ｂｅｌｌｉｎｉ等
［５］对比研究了爆震燃烧循

环和等压燃烧循环的热效率，在假设压气机和涡

轮效率分别为７５％、８５％的条件下，计算得到爆

震循 环 热 效 率 为 ７９．１％，而 等 压 循 环 仅 为

３８．３％。Ｌｕ、李晓丰、邱华等
［６１０］也对比分析了爆

震循环和等压循环的热效率，指出爆震循环在单

位燃油消耗率和推力性能方面均优于等压循环。

在试验方面，Ｓｃｈａｕｅｒ等
［１１］开展了ＰＤＣ与涡轮相

互作用的试验研究，研究了高流率、高压比和高转

速等多种涡轮／压气机工作状态下发动机的热效

率问题，发现ＰＤＣ带涡轮时，最高热效率仅为

６．８％。日本 Ｎａｇｕｍｏ等
［１２］研究了ＰＤＣ填充比

对脉冲爆震发动机热效率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

发动机热效率随着ＰＤＣ填充比的减小而下降，且

发动机热效率波动介于２．２％～４．７％之间。日

本Ｓｈｉｎｉｃｈｉ等
［１３］在单管脉冲爆震燃烧室与涡轮

增压器组成的试验器上试验测得发动机热效率为

１％～５％。

图１　ＰＤＣ物理模型

Ｆｉｇ．１　ＰＤＣ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

上述研究表明，基于脉冲爆震燃烧室的发动

机性能的试验测试结果远低于理论分析结果。这

主要是因为理论分析中假设的涡轮效率较高，而

实际中由于脉冲爆震燃烧室出口燃气压力、速度

等参数具有强脉动特性，涡轮的工作效率较低，进

而影响发动机的整体性能。李晓丰等［１４１７］研究了

ＰＤＣ与涡轮相互匹配的问题，通过数值与试验研

究发现在脉冲爆震燃烧波的冲击下，现有涡轮的

工作效率不高，涡轮叶片对爆震波具有强衰减作

用，脉冲爆震燃气能量转换率低，Ａｎａｎｄ等
［１８］也

发现了类似的问题。

因此，研究燃烧室出口脉冲爆震燃气的能量

分布特性，根据燃气能量变化规律设计特殊涡轮

结构，有助于提高基于脉冲爆震燃烧室的发动机

总体性能。本文采用数值计算方法，研究脉冲爆

震燃烧室出口单个周期内燃气压力势能、动能、内

能和能流密度的分布特性，为转换脉冲爆震燃气

能量的涡轮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１　物理模型及计算方法

本文采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进行数值研究，脉冲爆

震燃烧室物理模型见图１，爆震燃烧室头部进气

段内径为１００ｍｍ，内部安装有进气锥和气动阀，

燃料和雾化空气由进气锥内部通道经尾部喷嘴喷

入燃烧室，主空气经气动阀进入燃烧室。爆震燃

烧室内径为６０ｍｍ，长为１２８０ｍｍ，内部安装有圆

形截面的爆震增强弹簧结构，弹簧螺距为４０ｍｍ，

火花塞安装在距气动阀为２２０ｍｍ的位置，在距

爆震燃烧室出口为１２５ｍｍ 位置处设计有压力

测点。

计算域及网格离散结果见图２，计算域包括

爆震燃烧室区域和燃烧室出口远场区域两部分。

为了模拟燃料和空气的填充过程，对进气锥尾部

喷嘴和气动阀进行了建模，建模过程同时也考虑

了圆形弹簧爆震增强结构。另为了模拟爆震波离

开爆震燃烧室后的膨胀过程，在爆震燃烧室出口

设置了一个宽为７６０ｍｍ，长为１０００ｍｍ的计算

７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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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场区域，远场区域与爆震燃烧室轴向重叠长度

为３００ｍｍ。数值模型的计算网格全部采用结构

化四边形网格，爆震燃烧室计算区域网格尺寸为

１ｍｍ，爆震燃烧室出口远场计算区域网格尺寸为

３ｍｍ。在燃烧室出口和压力测点位置设置有压

力、温度、速度等参数的监测面。

图２　计算域及网格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ａｎｄｇｒｉｄｓ

数值模型采用非稳态二维 ＮＳ（Ｎａｖｉｅｒ

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及有限体积法求解。化学反应采用

５组分单步不可逆有限速率模型。考虑到计算模

型中存在曲率变化较大的圆形弹簧爆震增强结

构，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犽ε模型较标准犽ε模型在强流线

弯曲、旋涡和旋转方面有更好的表现，湍流模型采

用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犽ε模型，近壁面利用标准壁面函数

处理。非定常数值模拟求解方法采用ｃｏｕｐｌｅｄ算

法，压力采用 ＰＲＥＳＴＯ！（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ａｇｇｅｒｉｎｇ

ｏｐｔｉｏｎ）格式插值离散，密度采用ｑｕｉｃｋ格式插值

离散，动量和能量方程采用２阶迎风格式插值离

散。时间离散格式选择２阶隐式格式。

数值模型的边界条件设置为：燃料和空气的

入口均设为质量流量入口边界条件，主空气入口

的质量流量为０．２７３ｋｇ／ｓ，温度为３００Ｋ；燃料喷

射口质量流量为０．０３２ｋｇ／ｓ，温度为３００Ｋ，其中

燃料质量流量为０．０１７ｋｇ／ｓ，燃料为正辛烷（狀ｏｃ

ｔａｎｅ），雾化空气质量流量为０．０１５ｋｇ／ｓ，燃烧室

内可燃混气的当量比为０．８９。远场计算区域边界

按照无反射边界条件设置，远场区域边界设为压力

出口边界，压力值设为１０１３２５Ｐａ，温度为３００Ｋ。

在开始非定常填充过程计算前，先用给定的

边界条件计算出稳态流场，待计算收敛后，再在稳

态流场的基础上进行后续的填充、点火和爆震燃

烧非定常数值计算。填充阶段非定常计算的时间

步长为１×１０－３ｓ，点火和爆震燃烧阶段非定常计

算的时间步长为１×１０－６ｓ。填充阶段完成后，在

火花塞安装位置处设置直径为１０ｍｍ、温度为

２０００Ｋ的局部高温点火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计算模型验证

为了验证所建立数值模型的正确性，采用与

数值模型计算工况相同的试验数据对数值计算结

果进行验证。为便于验证，在与物理模型相同压

力测点位置处设置有压力监测点，图３给出了压

力测点位置处的压力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测量结

果的对比曲线。对比结果表明，数值模拟获得的

压力变化趋势与试验结果相同，压力测点位置处

数值计算的爆震压力峰值为３．４４ＭＰａ，试验测量

的爆震压力峰值为３．１２ＭＰａ，说明数值结果与试

验结果吻合较好。

图３　压力测点处压力数值计算与试验结果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同时采用ＮＡＳＡＣＥ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软件对数值模型计算获得的爆

震波速进行了验证。图４给出了燃烧室尾部压力

测点与燃烧室出口位置处的压力变化曲线，数值

计算结果表明爆震波从压力测点传至燃烧室出口

所用的时间Δ狋＝７．８９９×１０
－５ｓ，压力测点距燃烧

室出口的距离为１２５ｍｍ，计算获得爆震波速为

１５８２．５ｍ／ｓ，而采用 ＮＡＳＡＣＥＡ软件计算得到

的爆震波速为１７３６．９ｍ／ｓ，略高于数值计算结

果。这主要是因为ＮＡＳＡＣＥＡ软件是通过计算

可燃混合物的化学平衡组成和性质，获得Ｃｈａｐ

ｍａｎＪｏｕｇｕｅｔ爆震波速，计算过程未考虑任何耗

散作用，且数值仿真涉及爆燃向爆震转变程，在燃

８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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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室尾部还未形成充分发展的爆震波，所以数值

仿真获得的爆震波速略低于ＣＥＡ计算结果，但

从数值看两者计算结果接近，也说明建立的数值

模型是合理的。

图４　燃烧室出口、压力测点位置压力变化曲线

Ｆｉｇ．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ｕｒｖｅｓａｔ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ｏｕｔｌｅｔａｎｄ

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图５　燃烧室出口燃气速度、压力变化曲线

Ｆｉｇ．５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ｕｒｖｅｓａｔ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ｏｕｔｌｅｔ

２２　爆震燃气膨胀过程分析

在爆震燃气膨胀过程及爆震燃气能量分布特

性分析中，将时间除以单个爆震循环周期，对时间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燃烧室出口压力和速度的变

化曲线见图５，图中狋指当前时间，狋ｃｙｃｌｅ为爆震燃

烧单个周期时间。分析燃烧室出口压力和速度变

化规律，爆震燃烧后高温燃气先后经历一次膨胀、

二次膨胀和过度膨胀３个阶段，当爆震波传至燃

烧室出口时，燃气压力和速度升高，爆震波过后压

力和速度快速下降，且压力的下降幅度较燃气速

度大；当压缩波传至燃烧室出口时，燃气压力和速

度再次升高，压缩波过后，燃烧室出口压力和速度

整体呈下降趋势；当燃烧室出口速度低于零时，代

表燃烧室出口燃气倒流，燃烧室进入过度膨胀

阶段。

图６　爆震波形成与膨胀过程压力云图

Ｆｉｇ．６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ｌｏｕｄｏｆｄｅ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ｗａｖ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燃烧室内爆震波形成与膨胀过程的压力云

图见图６，图中狓、狔分别指燃烧室在狓和狔方向

的尺寸。爆震波首先在燃烧室尾部形成，然后

往燃烧室出口以激波速度传播，由于燃烧室头

部压力较爆震波低，爆震波在往出口传播的同

时，也以强压缩波形式往燃烧室头部传播，并在

传播过程中逐渐减弱。一次膨胀完成后，前传

压缩波经燃烧室头部壁面反射，形成新的压缩

波往燃烧室出口传播，进入二次膨胀阶段，该阶

段燃烧室内压力云图见图７。二次膨胀阶段燃

烧室头部压力大于燃烧室尾部，这与一次膨胀

时不同，一次膨胀阶段是燃烧室头部压力小，爆

震波位置处压力大。二次膨胀完成后，燃烧室

进入过度膨胀阶段，图８是该阶段燃烧室压力

分布云图。燃烧室在过度膨胀阶段，燃烧室出

口压力高于燃烧室内压力，结合图５中燃气速

度变化曲线，再次验证在过度膨胀阶段，燃烧室

出口出现了燃气倒流现象。

９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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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二次膨胀过程压力云图

Ｆｉｇ．７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ｌｏｕｄ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图８　过度膨胀过程压力云图

Ｆｉｇ．８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ｌｏｕｄｏｆｏｖｅｒ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３　脉冲爆震燃烧室出口燃气压力势能分布

根据伯努利方程，燃气的压力势能可表示为

犠ｐ＝狆·犞 （１）

式中狆为压力，犞 为体积。

为了研究脉冲爆震燃烧室出口燃气压力势能

随时间的变化，利用微分方法把单个爆震燃烧周

期划分成多个时间间隔为ｄ狋的微元段，则在微元

时间段内燃气的压力势能可表示为

狑ｐ＝狆·犃·狌狓·ｄ狋 （２）

式中犃为爆震燃烧室出口面积，狌狓 为爆震燃烧室

出口狓方向速度。

考虑ｄ狋时间间隔的选取会影响压力势能的

绝对值，在研究能量分布时采用狑ｐ／ｄ狋表征压力

势能。

图９给出了燃烧室出口燃气压力势能狑ｐ／ｄ狋

和压力势能累积∫
狋

０
狑ｐ 的变化曲线。根据式（２），

压力势能主要与燃气压力与速度有关，然而对比

燃烧室出口压力、速度和压力势能变化曲线发现，

压力势能的变化规律与燃气压力一致，即燃气压

力势能的分布主要受燃气压力的影响。

图９　燃烧室出口燃气压力势能变化曲线

Ｆｉｇ．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ｇａｓａｔ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ｕｔｌｅｔ

分析图９压力势能累积变化曲线发现，在一

次膨胀、二次膨胀和过度膨胀３个阶段中，二次膨

胀阶段的时间和压力势能占比最大，二次膨胀约

占单个周期的２３．２％，压力势能增加了１２１８Ｊ，约

占单个周期压力势能的５０．２％。一次膨胀阶段

虽然压力峰值大，但压力下降很快，且膨胀时间占

比最小，约占单个周期的７．３％，压力势能增加了

１１６３Ｊ，约占单个周期压力势能的４７．９％。过度

膨胀阶段约占单个周期的２２．０％，压力势能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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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１２２Ｊ，约占单个周期压力势能的５．０％。

分析图５发现，当一次膨胀至与压缩波峰值

（０．３０６５ＭＰａ）相等时对应的无量纲化时间为

０．１８３，若针对二次膨胀阶段设计涡轮，则爆震

波后期膨胀的这部分能量也可有效转换利用。

将０．１８３至二次膨胀结束这段时间称为能量有

效利用段，则能量有效利用段的总时长约占单

个周期的２９．０％，压力势能增加１５４０Ｊ，约占单

个周期的６３．５％。

２４　脉冲爆震燃烧室出口燃气动能分布

根据动能定义，燃气微元段的动能可表示为

狑ｕ＝
１

２ρ
·犃·狌狓·ｄ狋·狌

２
狓 ＝

１

２ρ
·犃·狌３狓·ｄ狋

（３）

式中ρ为燃气密度。

图１０给出了燃烧室出口燃气动能狑ｕ／ｄ狋和

动能累积∫
狋

０
狑ｕ变化曲线。根据式（３），燃气动能

与燃气密度和速度的三次方成正比，但对比燃烧

室出口动能和压力变化曲线发现，燃气动能的变

化规律与燃气压力一致，这主要是因为燃气密度

跟随燃气压力变化，即燃气动能的分布仍主要受

燃气压力的影响。

图１０　燃烧室出口燃气动能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ｇａｓａｔ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ｕｔｌｅｔ

分析图１０燃气动能累积变化曲线，在二次膨

胀阶段，燃气动能增加了１１９７Ｊ，约占单个周期燃

气动能的５７．６％。一次膨胀阶段燃气动能增加

了５３８Ｊ，约占单个周期燃气动能的２５．９％。过度

膨胀阶段燃气动能减小了１４Ｊ，约占单个周期燃

气动能的０．７％。能量有效利用段的燃气动能增

加了１５４０Ｊ，约占单个周期的７４．１％。

２５　脉冲爆震燃烧室出口燃气内能分布

根据内能的定义，燃气微元段的内能可表

示为

狑ｖ＝犮犞·犜·ρ·犃·狌狓·ｄ狋 （４）

式中犮犞 为燃气比定容热容，犜为燃气温度。

图１１给出了燃烧室出口燃气内能狑ｖ／ｄ狋和

内能累积∫
狋

０
狑ｖ变化曲线。根据式（４），燃气内能

与燃气比定容热容、密度和速度成正比，对比燃烧

室出口燃气内能和压力变化曲线发现，燃气内能

的变化规律与燃气压力一致，这说明燃气内能的

分布也主要受燃气压力变化的影响。

图１１　燃烧室出口燃气内能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ｇａｓａｔ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ｕｔｌｅｔ

分析图１１燃气内能累积变化曲线，在二次膨

胀阶段燃气内能增加了７８００Ｊ，约占单个周期燃

气内能的５８．１％。一次膨胀阶段燃气内能增加

了３３７６Ｊ，约占单个周期燃气内能的２５．１％。过

度膨胀阶段燃气内能减小了７０５Ｊ，约占单个周期

燃气内能的５．３％。能量有效利用段的燃气内能

增加９８９８Ｊ，约占单个周期的７３．７％。

２６　脉冲爆震燃烧室出口燃气能流密度分布

燃气能流密度定义为单位时间内流过燃烧室

出口单位面积的燃气所具有的总能量，包括压力

势能（犠ｐ）、动能（犠ｕ）和内能（犠ｖ），即

狑＝
犠ｐ＋犠ｕ＋犠ｖ

犃·ｄ狋
＝

狆·狌狓＋
１

２ρ
·狌３狓＋犮犞·ρ·狌狓·犜 （５）

　　单个周期内燃烧室出口燃气能流密度随时间

变化曲线见图１２。燃烧室出口燃气能流密度的

变化规律与燃气压力势能、动能和内能的变化规

律一致。燃烧室出口燃气能流密度在爆震波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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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突然升高，最大值达１４７７０ＭＪ／（ｍ２·ｓ），随后

快速下降，在狋／狋ｃｙｃｌｅ＝０．２２３时降至一次膨胀阶段

最小值４８０ＭＪ／（ｍ２·ｓ），紧接着压缩波传至燃烧

室出口，进入二次膨胀阶段，燃气能流密度再次升

高，最大值达２４０６ＭＪ／（ｍ２·ｓ），为一次膨胀时能

流密度最大值的１６．３％。虽然二次膨胀阶段燃

气能流密度的最大值远低于一次膨胀阶段，但二

次膨胀阶段能流密度的下降速度较慢，且膨胀时

间占比最大。

图１２　燃烧室出口燃气能流密度变化曲线

Ｆｉｇ．１２　Ｅｎｅｒｇｙｆ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ｇａｓａｔ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ｕｔｌｅｔ

单个周期内经过燃烧室出口的燃气总能量为

１７９３１Ｊ，在二次膨胀阶段燃气总能量增加了

１０２１５Ｊ，约占单个周期燃气总能量的５７．０％。一

次膨胀阶段燃气总能量增加了７５１８Ｊ，约占单个

周期燃气总动能的４１．９％。过度膨胀阶段燃气

动能减小了８４１Ｊ，约占单个周期总能量的４．７％。

能量有效利用段的燃气总能量增加１２９７８Ｊ，约占

单个周期的７２．４％。

３　结　论

本文建立了燃气压力势能、动能、内能和能流

密度的计算方法，采用数值方法研究了单个周期

脉冲爆震燃烧室出口燃气能量的分布特性，得出

如下结论：

１）脉冲爆震燃气的膨胀包括一次膨胀、二次

膨胀和过度膨胀３个主要阶段，其中二次膨胀阶

段的时间占比最大，约占单个周期的２３．２％，一

次膨胀阶段的时间占比较小，约占单个周期的

７．３％；

２）燃烧室出口燃气压力势能、动能、内能和

能流密度的分布主要受燃气压力的影响，且变化

规律一致，均是在爆震波传至时升高，然后快速下

降，随后二次膨胀时再次升高，并逐渐下降；

３）燃气压力势能、动能和内能在一次膨胀、

二次膨胀阶段增加，在过度膨胀阶段减小；

４）在一次膨胀阶段，增加的燃气压力势能、

动能、内能分别约占单个周期的４７．９％、２５．９％、

２５．１％；

５）在二次膨胀阶段，增加的燃气压力势能、

动能、内能分别约占单个周期的５０．２％、５７．６％、

５８．１％；

６）在能量有效利用段，增加的燃气压力势

能、动能、内能分别约占单个周期的 ６３．５％、

７４．１％、７３．７％。

基于上述分析结论，考虑一次膨胀阶段燃气

压力、速度等参数变化大，这部分能量很难较好利

用，针对脉冲爆震燃气设计涡轮时，建议主要针对

二次膨胀阶段，因为二次膨胀阶段的压力势能、动

能和内能均占比最大，时间占比最长，且一次膨胀

阶段后期的压力与二次膨胀时相当，这部分能量

同时可被利用。在能量有效利用段增加的燃气总

能量约占单个周期总能量的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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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合成射流的机翼溢流冰防护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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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决电加热防／除过程中，机翼前缘溢流水流至防护区后侧形成冰脊影响飞行安全的问题，

提出一种电加热系统与合成射流激励器复合式防冰方法。该方法将电加热系统布置于机翼前缘，通过加热使

得机翼前缘温度高于冻结温度，防止过冷水滴在机翼前缘冻结，合成射流出口位于电加热系统防护区下游，通

过合成射流的吹吸作用改变溢流水的运动轨迹，防止前缘溢流水流至机翼后表面形成冰脊。在结冰风洞中，

通过实验研究了液态水含量、环境温度和合成射流速度对电加热与合成射流复合式防冰性能的影响。实验结

果表明：电加热与合成射流复合式防冰系统在设计的结冰气象条件下，不仅能够保持机翼前缘不结冰，还能消

除机翼后表面的冰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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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ｔｉｉｃ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飞机在含过冷水滴的云层中飞行时，飞机的

机翼、尾翼、进气道、天线罩、仪表传感器等部件表

面容易出现结冰现象［１］。飞机结冰不仅增加飞机

质量，而且会破坏飞机表面的气动外形，改变绕流

流场，使得飞机最大升阻比下降、失速攻角减小，

影响飞机的操作性和稳定性，严重时甚至会造成

安全事故［２］。近年来，尽管研究者在飞机结冰与

防除冰研究方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但结冰问题

仍然是威胁飞机飞行安全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进

一步研究和发展飞机防／除冰技术对于保障飞行

安全是十分必要的［３５］。

电加热防／除冰系统是目前最主要的防冰方

法之一，其具有可靠性高、效率高、易于实现自动

化等优点，且符合全电飞机的发展趋势，备受研究

者的青睐［６８］。在长期的实际飞行和实验中发现，

采用电加热防冰系统对机翼进行防冰时，若采用

不完全蒸发防冰，防冰的过程中容易在机翼防冰

区域后侧形成溢流冰［９］。针对溢流冰现象，研究

者开展了大量研究。肖春华等人［１０］通过结冰风

洞实验研究了来流速度、环境温度以及加热功率

等对溢流冰的影响；杜雁霞等人［１１］基于相变与液

膜理论，建立了溢流条件下飞机的传热模型；王昆

等人［１２］通过分析结冰表面传热传质的现象，基于

流固耦合对溢流水和溢流冰的范围进行了预测；

周莉等人［１３］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了溢流冰

对翼型气动特性的危害。总之，溢流冰在飞行的

过程中不断积累形成冰脊，使得飞机升力下降、阻

力增加，严重影响机翼的气动特性，对飞机的飞行

安全造成危害。

为了在较低能耗下减小甚至消除电加热湿防

冰过程中形成冰脊对飞机性能的影响，特别是对

于一些高性能机翼这种影响尤为明显，研究者们

发展了多种防／除冰方法相结合的复合式防／除冰

技术。ＡｌＫｈａｌｉｌ等人
［１４１５］提出了一种电加热防

冰系统与电脉冲防冰系统相结合的复合式防冰方

法。电加热防冰系统布置于机翼前缘，防止过冷

水滴凝结，电脉冲防冰系统位于电加热防冰系统

后侧，周期性的除去溢流水形成的冰脊，通过风洞

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Ｆｏｒｔｉｎ
［１６］、Ｓｔｒｏｂｌ

等人［１７］采用电加热防冰和疏水涂层相结合的方

法用于飞机表面防冰，实验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

通过疏水材料可以有效降低冰层与机翼表面之间

的黏附力，在气动力的作用下冰层脱落，该方法能

够显著减小防冰功率，但存在除冰不彻底的问题。

Ｓｔｒｏｂｌ等人
［１８］在结冰风洞中对电热防冰系统、压

电式除冰系统以及疏水涂层结合起来的方法进行

了有效性验证，结果表明相比于传统的全蒸发电

加热防冰，这种复合式防冰方法能够使能耗减小

９１％。上述复合式防冰方法处理溢流冰时，均采

用除冰方法周期性的除去电热防冰防护区后侧的

溢流冰，无法保证机翼表面全时段不受冰污染的

要求，且存在除冰不干净的风险。

针对目前已有的溢流冰防护方法的不足，本

文设计了一种电加热防冰系统与合成射流激励器

相结合的复合式防冰系统。合成射流技术作为一

种主动流动控制技术，具有结构简单、能耗低、易

于控制、无需外加气源等优点，已经在诸多领域得

到应用，特别是在低速流控制中已经取得了很好

的控制效果［１９２２］。压电式合成射流激励器的工作

原理主要是利用振动膜片来回反复运动，对腔体

内气体压缩形成射流。为了验证本文复合式防冰

方法的有效性，在结冰风洞中开展了验证性实验，

分析了液态水含量、环境温度对溢流冰形态及其

防护效果，以及合成射流强度等参数对电加热与

合成射流复合式防冰效果的影响。

１　实验设备和方案

１１　实验风洞

本次实验是在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ＦＬ１６ｙ结冰风洞中开展的，其结构如图１所示。

该风洞为低速回流式风洞，主要由洞体、动力系

统、制冷系统、喷雾系统等组成。ＦＬ１６ｙ结冰风

洞主实验段尺寸为０．３ｍ×０．２ｍ，在常压下，动力

系统可使实验段风速达到１７０ｍ／ｓ，风速控制精度

为±１ｍ／ｓ，制冷系统可使实验段温度在－３０～

０℃之间调节，温度控制精度为±０．５℃。喷雾系

统通过调节位于实验段前方喷嘴的水压和气压可

以模拟不同水滴直径和液态水含量的云雾场，从

５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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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结冰风洞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ｉｃｉｎｇｗｉｎｄｔｕｎｎｅｌ

而到达实验参数的要求。

１２　实验模型

为了实现电加热防冰系统与合成射流系统复

合式防冰，设计了如图２所示的实验模型。模型

外形采用 ＮＡＣＡ００１２翼型，主要材料为铝合金。

模型的弦向和展向长度均为２００ｍｍ，与结冰风洞

实验段的高度一致。在本研究中，电加热膜长度

为０．２５倍弦长，宽度覆盖整个模型展向，由于驻

点附近过冷水滴收集较多，在驻点处贴两层加热

膜，以提高驻点处的温度。为了研究前缘电加热

系统在防冰过程中机翼表面的温度分布特点，在

图２　实验模型示意图（单位：ｍｍ）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ｄｅｌ

（ｕｎｉｔ：ｍｍ）

模型上共布置了３个Ｋ型热电偶（图中Ｔ１、Ｔ２、

Ｔ３），热电偶测量精度为±１．５℃，具体位置见图

２。合成射流系统布置于电加热系统防护区下游

中心线上，合成射流激励器设计于机翼内部，通过

连接机翼内表面和振动膜片形成一个腔体，腔体

直径为４６ｍｍ，合成射流激励器出口位于机翼表

面上，出口中心距离前缘驻点７０ｍｍ，出口宽度为

２ｍｍ，长度为４０ｍｍ；振动膜片由压电陶瓷和金

属片组成，直径分别为３２ｍｍ和５０ｍｍ。压电陶

瓷片在正弦波等电流下会发生周期性形变，但形

变量较小，将压电陶瓷贴于硬度较小的金属片上，

使得振动形变量增加，从而获得更大动量的射流。

电加热与合成射流复合式防冰方法的实验系

统由电加热子系统和合成射流子系统组成。电加

热子系统由直流电源、电加热膜和温度采集系统

构成，电加热膜由直流电源进行供电，从而提高机

翼前缘的温度，温度采集系统负责实时采集电加

热膜表面温度；合成射流子系统由合成射流激励

器、任意波形发生器、功率放大器和示波器组成，

通过任意波形发生器产生正弦波信号输入功率放

大器，功率放大器将信号幅值进行放大，输出到合

成射流激励器膜片上，膜片在正弦波信号的驱动

下，发生周期性的形变，对腔体内的空气进行压缩

或扩张，形成合成射流，示波器用于监测实验时功

率放大器输出的信号。整个实验过程通过摄像机

进行记录。

１３　实验方案

为了研究不同液态水含量、环境温度下溢流

冰的形态及其防护效果，以及合成射流强度对电

加热与合成射流复合式防冰性能的影响，开展了

８个状态的风洞实验，实验的来流风速为３０ｍ／ｓ，

水滴直径（ＭＶＤ）为２０μｍ，合成射流的工作电压

为２００Ｖ，其余实验参数见表１。

表１　实验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实验

状态

来流

温度／℃

液态水含量／

（ｇ／ｍ
３）

合成射流

频率／Ｈｚ

１ －１０ １

２ －１０ １ ６００

３ －１０ ０．５

４ －１０ ０．５ ６００

５ －５ １

６ －５ １ ６００

７ －１０ １ ５５０

８ －１０ １ ５００

　　实验时，在风洞风速和温度稳定后，需至少保

持该状态１５ｍｉｎ，使得风洞和实验模型到达热平

衡。电加热膜的输入电压为２４Ｖ，驻点处电加热

膜在喷雾前１２０ｓ开启，其余电加热膜在喷雾前

９０ｓ开启，提高机翼前缘的温度，确保过冷水滴撞

击前缘时不发生冻结，合成射流系统在喷雾前

１０ｓ时开启，整个实验过程喷雾时间为１２０ｓ，喷雾

６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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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后立即关闭加热系统和合成射流系统。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图３　状态１模型表面温度曲线

Ｆｉｇ．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ｍｏｄｅｌａｔｃａｓｅ１

２１　典型实验结果分析

实验在典型的混合冰状态下对机翼溢流冰及

其防护进行了研究。实验状态１为电加热湿防冰

实验，来流风速为３０ｍ／ｓ，来流温度为－１０℃，液

态水含量为１ｇ／ｍ
３，水滴直径为２０μｍ。实验状

态２是与实验状态１相对应的复合式防冰实验，

风洞参数与实验状态１一致，合成射流的驱动电

压为２００Ｖ，驱动频率为６００Ｈｚ，根据前期测量结

果，此时合成射流的峰值速度为２４ｍ／ｓ。为了减

小壁板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实验结果只采用模型

中间６０％的区域。实验过程中机翼表面各测温

点温度随时间的变化如图３所示，其中Ｔ１为驻

点处测温点温度，Ｔ２为距离驻点２５ｍｍ处测温

点温度，Ｔ３为距离驻点４５ｍｍ处机翼表面的温

度。加热过程中，由于驻点处有两层加热膜，喷雾

前驻点处温度最高。喷雾开始后，过冷水滴随气

流撞击在机翼前缘，此时机翼前缘加热区域温度

迅速下降。机翼驻点附近水滴收集量最高，且液

态水的导热系数远高于空气的导热系数，所以驻

点附近热量损失较大，温度降幅最大，降低约１８

℃。实验过程中机翼前缘电加热区温度保持在

１０～２５℃之间，高于水滴冻结温度，收集的水滴

不会在前缘冻结，而是在气动力的作用下，继续向

下游流动，形成溢流水。当溢流水到达非防护区

时，由于表面温度低于冻结温度，溢流水与机翼表

面迅速换热，在机翼表面逐渐冻结，形成溢流冰，

如图４（ａ）所示。随着防冰时间的增加，溢流冰的

厚度和长度会不断的增长，最终会影响飞机飞行

安全。图４（ｂ）为电加热与合成射流复合式防冰

实验结果。定义合成射流出口后部为复合防冰区

域，如图中虚线框所示，并将机翼下游分为３个宽

度为０．２倍弦长（图中犮表示弦长）的区域。机翼

前缘溢流水流至合成射流出口处，与合成射流相

互作用，根据合成射流工作的特点，溢流水流经合

成射流时会发生两种情况。当合成射流激励器的

膜片向上运动时，此时合成射流处于冲程，溢流水

受到合成射流垂直于出口的冲击会脱离机翼表

面，并形成小水滴。脱离机翼表面的水滴在气动

力的作用下继续向下游流动，不会再附着于机翼

表面。当合成射流膜片向下运动时，此时合成射

流处于吸程，溢流水在吸力的作用下流入合成射

流腔体内，流入腔体内的溢流水在振动膜片的振

动下而破碎，发生雾化，大部分小液滴随合成射

流喷出腔体外，并被来流带走，少部分小液滴附着

于腔体内壁面并冻结。即两种情况下，溢流水都

无法流至机翼下游从而消除了溢流冰。从图中可

以看出，合成射流出口后侧的防护区内无溢流冰，

在防护区域外仍有大面积溢流冰。实验结果表明，

设计的复合式防冰系统能够消除电加热湿防冰过

程中产生的溢流冰。

图４　状态１和状态２实验结果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ａｓｅ１ａｎｄｃａｓｅ２

２２　液态水含量对防冰效果的影响

来流条件中液态水含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机

７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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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溢流冰和防冰效果的变化，实验研究了在电加

热功率和合成射流速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来

流液态水含量，溢流冰的变化和复合式防冰效果。

在实验状态１和实验状态３中，来流的液态

水含量分别为１ｇ／ｍ
３ 和０．５ｇ／ｍ

３。图５为液态

水含量为０．５ｇ／ｍ
３ 机翼前缘表面温度随时间的

分布图。对比图３和图５，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

况下，随着液态水含量的减小机翼表面的温度整

体上升，这是由于来流液态水含量较低时，机翼前

缘收集的水量减小，水滴带走的热量较小，机翼前

缘温度的降幅减小。图６（ａ）为液态水含量为０．５

ｇ／ｍ
３ 时电加热湿防冰实验结果，随着液态水含量

的减少，机翼前缘收集的过冷水滴减少，溢流水的

流量减低，使得机翼下游溢流冰的面积明显减少。

实验状态４是与实验状态３相对应的复合式防冰

实验，实验结果见图６（ｂ），实验结果表明复合式

防冰系统在液态水含量为０．５ｇ／ｍ
３ 时，其复合防

冰区域内无溢流冰，即在该条件下具有很好的防

冰效果。

２３　温度对防冰效果的影响

云层的温度对机翼表面溢流冰的形成具有明

显的影响。实验状态１和实验状态５环境温度分

图５　状态３模型表面温度曲线

Ｆｉｇ．５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ｍｏｄｅｌａｔｃａｓｅ３

图６　状态３和状态４实验结果

Ｆｉｇ．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ａｓｅ３ａｎｄｃａｓｅ４

别为－１０℃和－５℃，其余实验条件和实验过程

相同。图７为环境温度为－５℃时机翼前缘温度

随时间的分布，相比于环境为－１０℃，在相同的

加热功率下，机翼表面的温度随环境温度的升高

而整体升高。图８（ａ）为电加热湿防冰下机翼后

表面溢流冰的实验结果。环境温度的升高，来流

水滴的温度和机翼表面的温度升高，水滴经过机

翼前缘加热后形成溢流水流至机翼下游，溢流水

与机翼表面和周围环境的温差减小，一方面水滴

与周围环境对流换热减弱，另一方面水滴与机翼

表面的热传导减弱，使得水滴温度下降速度减缓，

水滴流入机翼下游时不会马上冻结，而是一段距

离后才发生冻结，所以和环境温度为－１０℃相

比，图８（ａ）中溢流冰的冻结起始距离向后移。对

于部分温度较高的水滴，温度还未降至冻结温度

时就在气动力的作用下飞离机翼表面，所以机翼

表面的结冰量减少。图８（ｂ）复合式防冰实验结

果，在环境温度为－５℃时，耦合式防冰区域保持

干净，即在状态６下设计的复合式防冰系统有较

好的防冰效果。

图７　状态５模型表面温度曲线

Ｆｉｇ．７　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ｍｏｄｅｌａｔｃａｓｅ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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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状态５和状态６实验结果

Ｆｉｇ．８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ａｓｅ５ａｎｄｃａｓｅ６

２４　合成射流速度对防冰效果的影响

合成射流的速度是影响复合式防冰系统防冰

效果的关键。对于同一个合成射流激励器，改变

其驱动频率可以控制合成射流速度。为了研究合

成射流速度对电加热与合成射流复合防冰效果的

影响，在其他实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分别研究了

合成射流驱动频率为５５０Ｈｚ和５００Ｈｚ时复合式

防冰系统的防冰效果。前期利用热线风速仪测得

合成射流驱动频率为５５０Ｈｚ和５００Ｈｚ对应的峰

值速度分别为１５．３ｍ／ｓ和４．７ｍ／ｓ。

实验状态７和实验状态８的合成射流峰值速

度犞ｍ 分别为１５．３ｍ／ｓ和４．７ｍ／ｓ，其复合式防冰

结果见图９。合成射流峰值速度为１５．３ｍ／ｓ时，

复合防冰区域基本没有溢流冰，只在防护区边缘

有少量溢流冰，即在合成射流峰值速度为１５．３

ｍ／ｓ时，复合式防冰系统仍有较好的防冰效果。

当合成射流峰值速度为４．７ｍ／ｓ时，此时合成射

图９　状态７和状态８实验结果

Ｆｉｇ．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ａｓｅ７ａｎｄｃａｓｅ８

流产生的动能较小，对于大部分的溢流水，合成射

流产生的力无法改变其运动轨迹，溢流水继续向

机翼下游流动，最终在复合防冰区域冻结，可以认

为此时复合式防冰系统已经不能满足防冰要求。

实验结果表明，电加热与合成射流复合式防冰效

果与合成射流峰值速度相关，当合成射流的峰值

速度较小时，其产生的冲击和吸力不能改变溢流

水的轨迹，使得该复合防冰方法失效。

３　结　论

本文在结冰风洞中开展了机翼溢流冰及其防

护实验研究，针对电加热湿防冰过程中产生的溢

流冰现象，设计了一种电加热系统与合成射流激

励器相结合的复合式防冰系统，通过实验可以得

出以下结论：

１）设计的电加热与合成射流复合式防除冰

系统，不仅保留了电加热防冰系统可靠性高、效率

高、防冰效果好等优点，同时利用合成射流的特点

改变溢流水的运动轨迹，使其无法流至机翼下游，

从而消除了溢流冰。

２）液态水含量和来流温度均会影响溢流冰

的形态，在设计电加热与合成射流复合防冰系统

时应综合考虑环境因素对防冰效果的影响，以达

到优化防冰的效果。

３）合成射流的强度是复合式防冰系统控制

溢流冰的关键，对于特定的结冰参数，只有在合成

射流达到一定速度时，复合式防冰方法才能达到

预期的效果。

４）合成射流作为一种主动流动控制技术，在

非结冰环境中能够起到提高飞行升力，增大失速

迎角，控制流动分离等作用。目前合成射流在防

冰和流动控制两方面的研究都是独立的，对于如

何合理设计和布置合成射流激励器，使其同时满

足机翼防冰和流动控制的需求，需要进一步研究。

９６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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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脉动热管的传热特性，提出了一种两管径式脉动热管结构，并基于质量、动量和能量守恒

方程发展了适用的物理和数学模型。这种两管径式脉动热管对蒸发段和冷凝段取不同管径，两者的比值定义

为直径比，应用上述理论模型分析了直径比对脉动热管运动规律和传热特性的影响。结果显示：采用两管径

结构，可以有效提升脉动热管的自激振荡机制，特别是直径比小于１时的情况。而从传热特性而言，相比于传

统等管径式脉动热管（直径比等于１），采用直径比小于１的结构可以使脉动热管的热阻明显减小，采用直径

比大于１的结构却反而使传热特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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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产品朝着高集成

度化发展，发热量急剧增大，对于微型散热器的需

求不断增大。脉动热管（ｐｕｌｓａｔｉｎｇｈｅａｔｐｉｐｅ）因

其结构简单，且具有良好的传热特性和适应性成

为近年来研究热点。无须吸液芯的特点使其能够

在百微米量级的内径状况下正常启动运行［１］，从

而在军用、航空、民生等领域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

和广阔的市场前景［２］。脉动热管由于冷热端温差

使得交替分布的汽塞存在压差，推动工质在冷热

段来回振荡做工，发生相变换热。在这一过程中，

脉动热管的结构会对热管的启动及传热效果产生

直接影响。目前针对等截面脉动热管的研究已有

不少，包括实验研究［３５］、数值模拟［６８］、理论研

究［９１０］，以及应用研究［１１］等方面。

不少研究指出，脉动热管的几何截面变化可

能会增强其自激性，提高传热特性。因而特殊截

面结构的脉动热管在近年来得到了广泛关注。商

福明等［１２］通过实验证明在中、高负荷条件下，蒸

发段与冷凝段交错布置的非均匀椭圆截面结构热

管可以明显起到强化传热效果，与均匀截面结构

热管相比，热传输功率提高了１３．６％。王迅

等［１３］以水为工质，对于变管径单回路脉动热管传

热特性进行了ＣＦＤ数值模拟，研究结果表明：变

管径热管在脉动过程中的脉动振幅较小，具有良

好的均温性，有利于降低单回路脉动热管的热阻，

提高其稳定运行时的脉动频率，随着充液率的增

加，该优势更加明显。Ｃｈｉｅｎ等
［１４］设计了一种有

着１６个大小不一的平板方形通道的非均匀板式

脉动热管，横截面分别为２ｍｍ×２ｍｍ和１ｍｍ×

２ｍｍ。实验结果表明非均匀脉动热管能够通过

增大倾角增强传热特性。Ｋｗｏｎ等
［１５］通过实验

研究了双直径通道对平板式微通道脉动热管流动

和传热特性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在满足一定

条件的情况下，具有双直径通道的平板式微通道

脉动热管具有更好的热稳定性。孙芹等［１６］采用

可视化和温度测量的方法对比研究了等截面和渐

变式变截面硅基微型脉动热管内的工质运动和传

热特性，实验结果发现：变截面通道结构的设计不

仅有利于降低微型脉动热管的热阻，提高其传热

能力，同时可有效改善其启动性能。

可以看出变截面脉动热管的研究以实验研究

居多，还缺少相关的理论模型对其进行系统分析。

为更好地阐述截面变化对脉动热管自激特性的影

响规律，本文提出一种简单的两管径式脉动热管，

即蒸发段和冷凝段非等径结构，并采用能够较好

反映工质脉动特性的“质量弹簧阻尼”模型对其

进行数值研究，讨论了截面直径比对脉动热管传

热特性的影响。

１　物理模型

１１　两管径式脉动热管几何表征

本文所提出的两管径式脉动热管的几何模型

如图１所示。图１（ａ）为典型等截面脉动热管示

意图。金属毛细管弯曲成蛇形结构，一端为蒸发

段，另一端为冷凝段，中间可根据需要布置绝热

段。本文提出的两管径式脉动热管就是在这种结

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区别在于蒸发段和

冷凝段采用了不同直径。图１（ｂ）为两管径式脉

动热管的一个传热单元模型，用于对其内部的汽

塞、液塞的运动和传热特性进行分析。该传热单

元忽略了绝热段，由一个液塞和两个汽塞组成。

汽塞与管壁之间存在液膜层，液膜与液塞相连。

液膜与汽塞之间的气液界面，是汽塞和液塞发生

相变传热和传质交换的主要界面。

图１（ｃ）为其等效水平示意图，建模时忽略了

弯头效应，保留了重力的影响。如图所示，脉动热

管传热单元的蒸发段长度为犔ｅ，管壁温度恒为

犜ｅ。冷凝段位于两个蒸发段之间，长度为犔ｃ，管

壁温度恒为犜ｃ。液塞段长度犔ｐ 由脉动热管的充

液率和几何结构决定。狓ｐ 表示液塞运动过程中

的位移，下标１、２分别表示两端的汽塞，且狓ｐ 的

正负表示液塞的运动方向，初始状态时狓ｐ０＝０。

本文针对两管径式脉动热管进行分析，即在

蒸发段和冷凝段采用不同直径的结构设计。直径

比β被用来表示两管径的比值，其定义式为

β＝
犱１
犱２

（１）

其中犱１ 为蒸发段管径，犱２ 为冷凝段管径，当β＝１

时，为均匀直通道脉动热管。

建模中考虑如下假设：

１）汽塞中的气体视作理想气体，气体状态方

２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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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两管径式脉动热管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ｗｏ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ｐｕｌｓａｔｉｎｇｈｅａｔｐｉｐｅｍｏｄｅｌ

程适用；液塞中的液体视为不可压缩流体，满足牛

顿黏滞阻力公式。

２）忽略对流换热，只考虑气液交界面上液体

的相变换热。

３）忽略管壁与外界环境的换热损失。

４）液塞的位移、速度等参数均取其质心位置

参数，汽塞中气体的温度、压力等参数，取一个汽

塞内的平均值。

１２　动量守恒

液塞在脉动热管中受到的各种作用包括：两

端压力差产生的推动力犉ｐ，由于管型结构受到的

形阻犉ｆ，气液界面切应力τｐ，重力犉ｇ。基于动量

守恒原理，有

∑犉＝犉ｐ＋犉ｆ＋τｐ＋犉ｇ （２）

　　根据式（２），其动量方程可以表示为

犿ｐ
ｄ２狓ｐ
ｄ狋２

＝ ［狆ｖ１犃（狓１）－狆ｖ２犃（狓２）］－

犉ｆ－Δ犿ｐ犵－犃ｌｐτｐ （３）

其中犿ｐ 为液塞质量；犃（狓）为热管截面积；犃ｌｐ为

液塞管壁面积；犵为重力加速度；狆ｖ为汽塞压力。

热管截面积犃（狓）与重心位置狓有关

犃（狓）＝

π犱
２
２

４
犔ｅ≤狓≤犔ｅ＋犔ｃ

π（β犱２）
２

４
狓≤犔ｅ或狓≥犔ｅ＋犔

烅

烄

烆
ｃ

（４）

　　切应力τｐ可以表示为

τｐ＝０．５犆ρ
２ （５）

其中ρ为工质密度；犆为摩擦系数，由雷诺数犚犲

决定［１７］

犚犲＝
狌犱

ν
（６）

犆＝
０．０７８犚犲－０．２５ 犚犲≥１１８０

１６／犚犲 犚犲＜
｛ １１８０

（７）

其中狌为速度，ν为运动黏度。

研究表明，流动过程中截面变化带来的形阻

（犉ｆ）与动压头成正比关系。根据文献［１８］，本文

对两管径式脉动热管中液塞流动过程产生的局部

损失（犺ｊ），采用下面的公式进行计算：

犉ｆ＝犺ｊρ犵犃（狓） （８）

犺ｊ＝
ε狌

２

２犵
（９）

其中ε为局部损失系数，与β有关，可根据式

（１０）、式（１１）进行计算
［１８］。

对于突然扩大截面

ε＝ １－
１

β
（ ）２

２

（１０）

　　对于突然缩小截面

ε＝
１

２
１－

１

β
（ ）２ （１１）

１３　能量守恒

当脉动热管处于稳定振荡状态时，两个汽塞与

液膜因为工质相变而发生质量和能量交换，同时推

动液塞做功。汽塞热力学能的变化量等于液塞做

功与进入或离开系统的质量流带入和带出的能量

３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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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建立两个汽塞在某时刻的能量守恒方程：

ｄ（犿ｖ狌ｖ）

ｄ狋
＝狆ｖ犃（狓）

ｄ狓ｐ
ｄ狋
＋ｄ犿ｖ犺ｖ （１２）

其中犿ｖ 为汽塞中气体质量；狌ｖ 为汽塞单位质量

的热力学能；ｄ犿ｖ 为汽塞质量的变化量；犺ｖ 汽塞

单位质量焓；ｄ狓ｐ为汽塞的位移量。

汽塞中气体满足状态方程

狆ｖ犞 ＝犿ｖ犚ｇ犜ｖ （１３）

其中犚ｇ为气体常数；犞 为汽塞体积；犜ｖ为汽塞中

气体温度。

液塞对汽塞的压缩过程可视为绝热压缩过

程，根据前后状态变化可以建立如下关系式［１９］：

犜ｖ１
犜ｖ１０

＝
狆ｖ１

狆（ ）
ｖ１０

γ－１

γ
（１４）

犜ｖ２
犜ｖ２０

＝
狆ｖ２

狆（ ）
ｖ２０

γ－１

γ
（１５）

其中犜ｖ０为初始温度，γ为比热比；狆ｖ０为初始汽塞

压力。汽塞中气体质量犿ｖ 与气体温度犜ｖ 和气

体压力狆ｖ存在关系：

犿ｖ１ ＝
狆ｖ１０
犚ｇ犜ｖ１０

犞１
狆ｖ１

狆（ ）
ｖ１０

１
γ

（１６）

犿ｖ２ ＝
狆ｖ２０
犚ｇ犜ｖ２０

犞２
狆ｖ２

狆（ ）
ｖ２０

１
γ

（１７）

１４　质量守恒

两个汽塞中气体的质量变化量与相变导致的

工质变化量相等。相变换热导致的工质变化可表

示为［１７］

ｄ犿ｖ１
ｄ狋

＝
－犽ｃπｄ狓ｐ（犜ｖ１－犜ｃ）／犺ｆｇ 狓ｐ≥０

犽ｅ犃ｌ（狓１）（犜ｅ－犜ｖ１）／犺ｆｇ 狓ｐ＜
烅
烄

烆 ０

（１８）

ｄ犿ｖ２
ｄ狋

＝
犽ｅ犃ｌ（狓２）（犜ｅ－犜ｖ２）／犺ｆｇ 狓ｐ≥０

犽ｃπｄ狓ｐ（犜ｖ２－犜ｃ）／犺ｆｇ 狓ｐ＜
烅
烄

烆 ０

（１９）

式中犽ｃ 为冷凝段传热系数，犽ｅ 为蒸发段传热系

数，犺ｆｇ为工质的汽化潜热。

１５　脉动热量性能评价

本文通过对不同结构下脉动热管的热阻分

析，对其散热性能进行评价。

热阻定义为

犚＝
Δ犜
犙

（２０）

其中Δ犜为蒸发段与冷凝段温差，表示为Δ犜＝

犜ｅ－犜ｃ；本文采用定温加热条件，犙 为脉动热管

蒸发段和冷凝段传递的总传热率，可以表示为

犙＝∑
犖

１

犙犻 （２１）

其中犙犻为传热单元传热率；犖 为传热单元数目．

２　模型计算方法及验证

脉动热管内的初始条件包括：液塞的初始位

移（狓ｐ０）、汽塞初始压力（狆ｖ０）与初始温度（犜ｖ０）、蒸

发段温度（犜ｅ）与冷凝段温度（犜ｃ）。汽塞中气体

质量通过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与相变质量计算。

模型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采用迭代计算求解，对

每个时间步长上的控制方程采用牛顿迭代，通过

４阶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法求解动量方程（３），根据式

（１８）～式（１９）求解相变换热质量，根据式（１４）～

式（１７）求解汽塞状态参数，对式（３）～式（１９）进行

循环迭代求解，计算换热量。

为了验证模型的正确性，本文应用所提出的

模型对王学会等［２０］的脉动热管传热特性实验系

统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将数值计算结果与研究结

果进行了对比。研究表明［１７］，可以应用脉动热管

单元模型计算结果来推演完整的脉动热管传热特

性。图２中，脉动热管的计算参数选取与文献

［２０］的实验研究保持完全一致（β＝１，管径为３

ｍｍ，传热单元数犖＝５），工质为去离子水，充液

率选取４７％。图２为两种结果的对比图。可以

看出，无论是热阻的变化趋势还是数值，理论模型

计算结果与实验测量结果都十分吻合，说明本文

提出的物理模型能够很好地分析脉动热管的传热

特性。由于模型中采用了忽略环境散热、弯头损

失等假设条件，在低传热量时与实验结果存在一

定误差，最大误差约为１１．３％，而在高传热量时，

这些假设引起的误差非常小，在允许误差范围内。

图２　模拟热阻与实验热阻的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４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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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分析

应用文中第２节的模型，本文主要分析了两

管径式脉动热管结构参数对其热管散热性能的影

响。为更好地分析β值变化带来的影响，在计算

中改变β值的同时确保了热管的总管长犔 和总体

积（犞ｔｏｌ）不变。将对应的均匀等截面热管直径定

义为当量基础管径（犱ｅｆｆ），即采用同一基础管径的

脉动热管，其总管长和总体积均是相等的。计算

中用到的主要分析参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脉动热管单元计算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狆狌犾狊犪狋犻狀犵犺犲犪狋狆犻狆犲狌狀犻狋

参数 数值及说明

工质 去离子水

充液率α／％ ４０

直径比β ０．５，０．８，１，１．５，２

冷凝段温度犜ｃ／Ｋ ２９３．１５

加热功率犙／Ｗ ０～８０

环境温度犜∞／Ｋ ２９８．１５

基础管径犱ｅｆｆ／ｍｍ ４

３１　液塞振荡特性分析

图３为在Δ犜＝３１３．１５Ｋ加热条件下，两管

径式脉动热管稳定振荡时液塞位移随时间（狋）的

变化。可以看出，对于两管径式脉动热管，液塞振

荡特性随传热量的变化趋势相同，位移随着时间

做周期性变化。

图３　液塞位移变化（Δ犜＝３１３．１５Ｋ）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ｐｌｕｇ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Δ犜＝３１３．１５Ｋ）

图４（ａ）和图４（ｂ）分别给出了两管径式脉动

热管振荡频率（犳）和幅度（犪）随热负荷变化的情

况。由图中可以看出，所有热管液塞的振荡频率

和振幅均随着传热量的增大而增大。相比β＝１

时，β＞１的结构带来的振荡频率增大并不明显，

而振幅的增大却较为明显，说明产生的形阻需要

消耗较大的能量积聚，对换热带来了不利影响。

而β＜１时，振荡频率有明显提高，同时振幅也明

显下降，说明形阻的影响没有带来较大的能量消

耗，因而传热特性提高了。

图４　液塞振荡特性随传热率的变化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ｐｌｕｇ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ｉｔｈ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ａｔｅ

３２　汽塞状态分析

图５给出了两管径式脉动热管稳定振荡时汽

塞１内气体温度和压力的变化情况（汽塞２的情况

与之类似，仅存在相位差）。可以看到温度和压力

变化情况基本上一致，它们的变化周期与液塞振荡

特性基本相同。β＜１时，汽塞状态参数变化周期明

显变短，即频率高于β＝１和β＞１时。还可以看

出，β＝１时气体压力和温度的变化范围最大，这意

味着等管径脉动热管液塞运动需要自激励作用较

大。分析原因，应该与液塞受到的形阻有关。

５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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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汽塞中气体状态参数比较（Δ犜＝３１３．１５Ｋ）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ｖａｐｏｒｐｌｕｇｓ

（Δ犜＝３１３．１５Ｋ）

图６给出了３种管型的汽塞内气体质量变化

图６　气体质量变化率比较（Δ犜＝３１３．１５Ｋ）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ｖａｐｏｒｍａｓｓ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ｓ

（Δ犜＝３１３．１５Ｋ）

率随时间的变化。可以看出，同样热边界条件下，

β＝０．５时，气体质量变化率的周期更短，单位周

期内的相变质量也更大。β＝１和β＝２的变化周

期相当，但β＝２时的单位周期内的相变质量明显

减小。这表明β＜１的结构设计对相变质量传输

更为有利。

３３　传热特性分析

本文通过热管的热阻对脉动热管传热特性进

行评估。图７给出了不同β下的两管径式脉动热

管热阻随传热率的变化。可以看出所有热管的热

阻变化趋势相同。传热率较小时，热阻随传热率

的增大而快速下降；传热率较大时，热阻随传热率

的变化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并逐渐趋平。比较相

同传热率下不同热管的热阻，可以发现β越小，热

管的热阻越小，而β越大，热阻越大。

由图７分析结果看，并非变截面结构都可以

改善脉动热管的传热特性。采用蒸发段直径较

小、冷凝段直径较大的结构对脉动热管的传热性

能更为有利。

图７　不同β下两管径式脉动热管传热特性分析

Ｆｉｇ．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ｅａ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ｔｗｏ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ｐｕｌｓａｔｉｎｇｈｅａｔｐｉｐ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β

４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两管径式脉动热管，在传热

量相等的情况下，基于质量、动量和能量守恒方程

发展了适用的物理和数学模型，利用数值求解的

方法分析了几何结构对该类热管流动与传热特性

的影响，得到了如下结论：

１）采用两管径式结构对脉动热管自激励机

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液塞振荡频率和振幅的变

化。但振幅的大小是随着β单调变化的，即β越

小，液塞位移的幅度越小。

２）相比β＝１和β＞１的情况，β＜１时因具有

较高振荡频率和较小振幅，单位时间内的相变质

量也更大，即具有更好的传热特性。

３）从传热特性看，应采用β＜１的两管径式

结构，即蒸发段管径要小，冷凝段管径要大。这种

结构有利于缩短液塞长度，加快其振荡机制。

６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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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尺寸多级轴流压气机级间干扰现象试验

贺　象１，马宏伟２，银越千１，单晓明１

（１．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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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航空发动机气动热力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针对某小尺寸多级轴流压气机，利用Ｋｕｌｉｔｅ动态压力传感器以及高频压力探针，测量不同转速

下转子叶顶动态静压分布以及级间流场，并对测得的动态压力信号进行分析，研究多级压气机转／静干扰作

用。结果表明：高转速下，首级转子叶顶测得的流场能够反映典型的超声叶栅流动特征，多级压气机存在的级

间干扰作用只影响到首级转子出口流场；中等转速下，级间干扰作用非常显著，影响到首级转子进口，并随压

气机节流级间扰动强度增大。对这些级间扰动的对应频率进行模态分析，从而获得了非定常级间扰动的传播

速度和模态数。

关　键　词：多级轴流压气机；超声叶栅流动；动态压力测量；级间干扰；模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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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ｉｇｎａｌｓ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ｔｈｅＫｕｌｉｔｅ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ａｓ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ｐｒｏｂｅｓ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ｓｔａｔｏ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ｉｎｓｍａｌｌ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ａｘｉ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ａｔｈｉｇｈｅｒｒｏｔｏｒ

ｓｐｅｅｄ，ｔｈｅ１ｓｔｒｏｔｏｒｔｉｐ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ａｇｒｅｅｄｗｅｌ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ｃａｓｃａｄｅｆｌｏｗ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ｏｎｌｙｔｈｅ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ａｔｔｈｅ１ｓｔｒｏｔｏｒｔｒａｉｌｉｎｇｅｄｇｅｗａｓ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ｂｙ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ｓｔａｔｏ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ｔｌｏｗｅｒ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ｔｈｅｒｏｔｏｒｓｔａｔｏ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ａｔｔｈｅ１ｓｔｒｏｔｏｒｌｅａｄｉｎｇｅｄｇ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ｔｈｒｏｔｔｌｉｎｇ．Ｍｏｄ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ｒｏｔｏｒｓｔａｔｏ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ａｎｄｍｏｄ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ｉｎａｌ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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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ａｘｉ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ｃａｓｃａｄｅｆｌｏｗ；

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ｏｔｏｒｓｔａｔｏ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叶轮机内转子相对于静子运动会造成流场的

周向非均匀和流动的非定常性，即级间干扰现象。

转／静干扰问题对压气机气动性能存在很大的影

响，另外，转／静干扰所形成的非定常气动力也是

叶片强迫振动的重要激励源。因此，通过试验研

究多级压气机内转／静干扰问题，对于提高压气机

气动性能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开始研究转／静干

扰非定常流动问题。文献［１２］关注于非定常尾

迹对下游叶片层流边界层转捩的影响。文献［３］

试验测量研究了尾迹在通道中衰减及其对下游流

场的影响。文献［４６］试验测量了压气机上游尾

迹数量以及轴向间距对压气机级性能的影响，结

合试验和数值模拟研究了跨声压气机上游尾迹与

转子通道激波干扰现象。另外，文献［７１２］针对

高速单级轴流、离心和多级轴流压气机在级间周

向密布动态压力传感器，对周向测量的转／静间非

定常压力信号进行模态分析，研究表明在压气机

的不同轴向位置均存在不同模态数的、具有对应

周向传播速度的、具有时空特征的高阶扰动，其

模态数与转子和静子叶片数成代数关系。文献

［１３］观察到类似的高阶扰动，测量结果还表明上

游静子叶片尾迹与转子叶尖泄漏存在明显的非定

常干扰现象，Ｍａｉｌａｃｈ等
［１４］采用激光多普勒测速

仪（ＬＤＶ）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试验

研究。

在国内，早期文献［１５］针对转／静干扰现象也

进行了一些数值模拟研究。随后，针对时序效应

机理问题［１６］、尾迹和位势作用对动静叶表面气动

负荷的影响［１７１８］、轴向间隙对压气机气动性能的

影响［１９２０］、离心压气机扩压器对叶轮的势作用［２１］

等转／静干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获得了大量的

学术成果。与国外相关研究相比，国内针对转／静

干扰问题的众多成果仍停留在单级、低速、数值模

拟层面，而针对跨声多级、工程验证层面的航空压

气机内转／静干扰问题的研究鲜有报道。

因此，本文结合转子叶顶动态静压场测量和

级间动态压力测量，在某小尺寸多级轴流压气机

上针对转／静干扰问题进行试验研究，测量不同转

速下级间转／静干扰流场，并进一步分析了转／静

干扰模态特征。

１　试验装置及测量方案

试验在某小尺寸跨声速３级轴流压气机上进

行，图１为该压气机子午面示意图以及试验测量

布置，图中ＩＧＶ为进口导叶、Ｒ１／Ｓ１为第１级转

子／静子、Ｒ２／Ｓ２为第２级转子／静子、Ｒ３／Ｓ３为第

３级转子／静子。该压气机为某７级核心压气机

前３级，３排静叶可调，流量１０～２０ｋｇ／ｓ，采用了

等中径流道的高负荷设计，第１级为全超声设计，

并且采用大展弦比紧凑型设计。在第１级转子叶

顶，沿弦向平齐布置７支 Ｋｕｌｉｔｅ动态压力传感

器，测量转子叶顶壁面动态压力，测点代号用

Ｐｓ１Ｐｓ７表示。２支高频探针（Ｐｒｏｂｅａ为单孔圆

柱探针感受气流偏转，Ｐｒｏｂｅｂ为单孔楔形探针

感受气流俯仰）插入第３级转子出口，安装在高精

度位移机构上，可以控制探针沿探针轴线径向移

动以及转动，其线误差小于０．０１ｍｍ，角度误差小

于０．１°。２支探针周向相位相差６０°。

采用德维创高速数据采集系统连续采集测量

的动态压力信号，采样速率１ＭＨｚ，同步记录转速

信号以及锁相信号，锁相信号由安装在轴端的转

速器提供，每转产生一个脉冲。

图１　某多级压气机测量布置

Ｆｉｇ．１　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ｉｎａ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２　不同转速下小尺寸跨声压气机级

间流动特征

２１　高转速下跨声压气机级间流动特征

压气机稳定在某高转速下，测量了堵塞点、中

间点以及最高效率点等多个工况的首级转子叶顶

９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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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３级转子出口的动态压力信号。

图２给出了３个工况下首级转子叶顶端壁无

量纲动态静压分布。无量纲静压定义为犆ｐｓ＝狆ｓ／

（ρ犝ｔｉｐ
２／２），狆ｓ 为测量动态静压，ρ为大气密度，

犝ｔｉｐ为叶尖切线速度。从图中可以非常清晰的分

辨出每个叶片通道，叶顶主要流动特征是：①沿流

向静压增大；②表征叶顶位置的压力面与吸力面

的压力梯度非常显著；③在叶片前缘吸力面附近

位置，叶尖泄漏涡（ＴＬＶ）形成的低静压区也比较

明显。图２中标识的ＳＳ表示吸力面，ＰＳ表示压

力面，ＬＥ表示前缘，ＴＥ表示尾缘。

图２　高转速下首级转子叶顶动态静压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ｓｔｒｏｔｏｒｔｉｐ

ｃａｓｉｎｇａｔｈｉｇｈｅｒ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压气机首级转子叶顶存在通道激波，这在试

验测量的动态端壁静压系数分布中可以清晰地观

察到，如图２中字母“Ａ１”～“Ａ３”和“Ｂ１”～“Ｂ３”

所标识的红色虚线位置。波前静压较低，波后静

压较大，激波所在位置静压升梯度非常明显。比

较“Ｂ１”、“Ｂ２”和“Ｂ３”可知，随着压气机沿等速线

节流逼近喘振边界，通道激波的位置向上游移动。

这种趋势也可以从图３所示的数值模拟结果中看

到，数值模拟显示叶片通道存在叶片前缘斜激波

和槽道正激波（ＮＳＷ），随压气机节流正激波向通

道上游移动，与斜激波（ＯＳＷ）趋于融合；由于动

态压力传感器空间分辨率的不足（弦向只布置了

７个传感器），试验捕捉到的激波结构的静压梯度

并没有数值模拟显著，试验测得的激波结构是斜

激波和正激波的综合结果。另外，图２中还可以

观察到另一个重要特征，在静压较高的通道６７％

弦长（６７％犆）至尾缘位置，存在比较明显压力扰

动，在最高效率点这种扰动更显著。

图３　数值模拟获得的某高转速下首级转子叶顶静压分布

Ｆｉｇ．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ｓｔｒｏｔｏｒｔｉｐｃａｓｉｎｇａｔ

ｈｉｇｈｅｒ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些扰动特征，对动态信号

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分析（ＦＦＴ），获得动态信号

的频谱图，如图４所示。为了便于分析说明，对该

频谱图以及下文的其他频谱图中的频率分量简要

说明如下：第１排、第２排和第３排转子叶片通过

频率（ＢＰＦ）分别用犳Ｒ１、犳Ｒ２和犳Ｒ３表示，第１排转

子２倍和３倍ＢＰＦ分别用２犳Ｒ１和３犳Ｒ１表示，其他

倍频依次类推不再赘述。

如图４（ａ）所示，在前缘和３３％弦长位置，表

示首级转子叶片通过频率的犳Ｒ１幅值最高。如图

４（ｂ）所示，在尾缘位置，犳Ｒ１幅值最大，但是明显比

３３％弦长位置幅值小，这主要由于其他频率分量

幅值的增长；２犳Ｒ１和３犳Ｒ１幅值也比较明显；另外，还

存在幅值水平相对较低的犳Ｒ１＋犳Ｒ２和２犳Ｒ１＋犳Ｒ２，

０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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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频率均是犳Ｒ１与犳Ｒ２的叠加频率。

图５给出了最高效率点第３级转子出口探针

测量信号的频谱，第３级转子叶片通过频率犳Ｒ３

是幅值最大的频率，其次是犳Ｒ２，犳Ｒ１很难从图中分

辨出来，频率犳Ｒ３－犳Ｒ２为犳Ｒ３和犳Ｒ２的叠加频率。

图４　高转速下最高效率点首级转子叶顶信号频谱

Ｆｉｇ．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ｓｏｆ１ｓｔｒｏｔｏｒｔｉｐ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ｉｇｎａｌａｔｐｅａｋ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图５　高转速下最高效率点在第３级转子出口动态

测量信号频谱

Ｆｉｇ．５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ｉｇｎａｌｆｒｏｍｔｈｅ３ｒｄｒｏｔｏｒｏｕｔｌｅｔａｔｐｅａｋ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综上所述，首级转子尾缘位置出现的犳Ｒ１＋

犳Ｒ２和２犳Ｒ１＋犳Ｒ２是由第１级和第２级转子相互干

扰形成的叠加频率，即级间干扰调制出的扰动频

率。在第３级转子出口，也可观察到由级间干扰

形成的叠加频率犳Ｒ３－犳Ｒ２。与转子叶片通过频率

相比，这些扰动频率分量的幅值并不显著，表明级

间干扰强度相对较弱。

２２　部分转速下跨声压气机级间流动特征

压气机稳定在某中等转速下，在堵塞点、多个

中间工况点以及最高效率点进行试验测量。图６

给出了堵塞点、中间工况点和最高效率点３个工

况下的首级转子叶顶端壁动态静压系数分布。除

了堵塞点叶片位置能够确定转子通道范围之外，

由于流动受到级间干扰的影响，中间工况点和最

高效率点测得的动态静压流场扰动显著，叶片位

置与转子通道完全错位。

图７给出了堵塞点和最高效率点的首级转子

叶顶前缘位置和３３％弦长位置信号的频谱分布。

图７（ａ）所示，最显著的频率分量为第１级转子叶

片通过频率犳Ｒ１，其次可观察到第２级转子叶片

通过频率为犳Ｒ２，表明第２级转子的位势作用已

经影响到３３％弦长位置；而如图４（ａ）所示，在高

转速的堵塞点前缘和３３％弦长位置观察不到

犳Ｒ２。如图７（ｂ）所示，在最高效率点，在３３％弦长

图６　中等转速首级转子叶顶动态静压分布

Ｆｉｇ．６　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１ｓｔｒｏｔｏｒｔｉｐ

ｃａｓｉｎｇａｔｍｉｄ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图７　中转速下，首级转子叶顶前缘和３３％弦长位置

信号频谱

Ｆｉｇ．７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ｓｏｆ１ｓｔｒｏｔｏｒｔｉｐ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ｉｇ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ｅｄｇｅａｎｄ３３％

ｃｈｏｒｄａｔｔｈｅｍｉｄ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１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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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与图７（ａ）堵塞点相比犳Ｒ２的影响显著增大，

其幅值水平几乎与犳Ｒ１相同。另外，２犳Ｒ１幅值也有

所增大，第１级和第２级转子级间干扰形成的叠

加频率犳Ｒ１＋犳Ｒ２也可清晰地分辨出来。对比图

７（ａ）和图７（ｂ）可知，最显著的区别在于犳Ｒ２幅值

大小，在中间工况点和最高效率点犳Ｒ２和犳Ｒ１幅值

大小几乎相同。

图８给出了堵塞点和最高效率点转子叶顶

尾缘信号的频谱，幅值较大的频率分量比图７

所示的前缘位置丰富。图８（ａ）所示，犳Ｒ１和犳Ｒ２

的幅值不是最显著的，级间干扰形成的叠加频

率２犳Ｒ１＋犳Ｒ２的幅值水平超过犳Ｒ１，这种情况并没

出现高转速情况（图４（ｂ））。另外，２犳Ｒ１、４犳Ｒ１、

叠加频率３犳Ｒ１＋犳Ｒ２以及４犳Ｒ１＋犳Ｒ２也具有较高

的幅值水平。其他叠加频率的幅值相对较小，比

如２犳Ｒ１－犳Ｒ２。

如图８（ｂ）所示，在最高效率点，在８３％弦长

位置，２犳Ｒ１、叠加频率２犳Ｒ１＋犳Ｒ２和犳Ｒ１＋犳Ｒ２的幅

值大小与犳Ｒ１相差不大。在尾缘位置，出现字母

“Ａ”所标出的类似于旋转不稳定性“ＲＩ”的宽带频

谱分布，这可能是叶顶非定常泄漏涡失稳造成的

或者叶顶出现非定常分离现象，幅值较高的频率

分量集中分布在小于犳Ｒ１的频带范围，如犳Ｒ２－

犳Ｒ１、犳Ｒ３－犳Ｒ２和２犳Ｒ１－犳Ｒ２。

图８　中转速下，首级转子叶顶尾缘位置信号频谱

Ｆｉｇ．８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ｓｏｆ１ｓｔｒｏｔｏｒｔｉｐｔｒａｉｌｉｎｇｅｄｇ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ｉｇｎａｌａｔｔｈｅｍｉｄｒｏｔｏｒ

ｓｐｅ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如图９所示，第３级转子出口信号频谱上的

叠加频率分量也非常丰富，特别是最高效率点。

除了犳Ｒ３之外，叠加频率犳Ｒ３－犳Ｒ２、２犳Ｒ１－犳Ｒ２、

３犳Ｒ２－犳Ｒ３、犳Ｒ１＋犳Ｒ２、２犳Ｒ２、犳Ｒ１＋犳Ｒ３、犳Ｒ２＋犳Ｒ３、

２犳Ｒ１＋犳Ｒ２和２犳Ｒ３也具有较大的幅值。

图１０给出了通过两支高频探针的组合探针

测试技术测量获得的第３级转子出口准三维总压

图９　中转速下第３级转子出口动态压力信号频谱

Ｆｉｇ．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ｓ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ｉｇｎａｌｆｒｏｍｔｈｅ３ｓｔｒｏｔｏｒｏｕｔｌｅｔａｔｔｈｅ

ｍｉｄ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图１０　中转速下最高效率点第３级转子出口总压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３ｓｔｒｏｔｏｒ

ｏｕｔｌｅｔａｔｔｈｅｐｅａｋ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ｐｏｉｎｔｏｆ

ｍｉｄ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系数分布。总压系数定义为犆ｐｔ＝狆ｔ／狆ｔ０，狆ｔ为压

气机测量截面总压，狆ｔ０为压气机进口测量总压。

如图所示，实线标出的尾迹比较明显，比相同径向

高度位置总压低。在８５％叶高至叶顶机匣的范

围内，总压明显低于下半叶高；在距离机匣５％叶

高范围内，总压更低，叶尖流动损失很大。可见，

中转速下压气机级间匹配已严重恶化。而三维数

值模拟获得的第３级转子通道出口仍较为均匀。

综合以上分析，在中低转速情况下，叶排间的

干扰作用非常显著。这与中等转速下压气机匹配

存在很大的关系，后面级尖区气流堵塞比较严重。

中转速下，幅值较大的主要频率分量如下：①在首

级转子叶顶尾缘位置，除了犳Ｒ１和犳Ｒ２幅值较大之

外，中转速下叠加频率２犳Ｒ１＋犳Ｒ２的幅值最大，并

且传递到第３级，在高转速下２犳Ｒ１＋犳Ｒ２同样存在

但幅值并不大，表明２犳Ｒ１＋犳Ｒ２是此压气机在第１

级最主要的级间干扰形式；另外，２犳Ｒ１也是一直存

在的，并且幅值并不小；②对于第３级，除了犳Ｒ２

和犳Ｒ３幅值较大之外，２犳Ｒ２和犳Ｒ２＋犳Ｒ３是第３级级

间干扰的主要形式。

２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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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级间干扰的模态分析

动态测量的时序信号频谱上观察到的级间干

扰频率分量，反映了转子与转子之间的干扰作用

（叠加频率），即时间意义上的干扰作用。实际上

Ｃｏｕｒｔｉａｄｅ等
［１０］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叠加频率

在压气机周向与上、下游静止叶排相互干扰，会形

成具有稳定传播速度和模态数的沿压气机周向传

播的扰动波，其中与参考位置最近的静子叶排的

相互干扰最强，即 犛犼－１ －犚犼－１（转／静干扰）、

犚犼犚犼－１－犛犼－１（转转／静干扰）和狀×犚犼－犛犼（狀×

转／静干扰）３种主要形式。

Ｃｏｕｒｔｉａｄｅ等
［１０，２２］发展了级间干扰的模态分

解方法，模态数和传播速度可用式（１）进行计算

Ω犿
θ
，犿
ｔ
＝
犿ｔ
犿θ
，　犿θ＝犿ｔ＋犽犖ｓ （１）

其中犿θ 和犿ｔ 分别为空间和时间的模态数，犖ｓ

为静子叶片数，犽为整数。

在中转速下，２Ｒ１＋Ｒ２是前面级转子之间干

扰的主要形式，以此为例进行分解。２Ｒ１＋Ｒ２与

第１级静子（Ｓ１）相互干扰所产生的扰动波应该是

第１级最强的级间干扰形式，即２Ｒ１＋Ｒ２－Ｓ１。

时间模态数为犿ｔ＝２犖Ｒ１＋犖Ｒ２，根据公式（１）可

进一步可计算出空间模态数，从而计算出模态传

播速度。如表１，２Ｒ１＋Ｒ２与第１级静子相互干

扰所形成的最强的扰动波的模态数为５９，传播速

度约为２倍转速（犖ｓ）。其他幅值较大的频率分

量可进行相同的分析，本文不必一一列出。

通过这种时空模态分析方法，解释了叶顶静

压分布图中出现的由级间干扰所形成的压力扰

动，并弄清了每个压力扰动的模态数和传播速度，

从而解释该压气机内非定常的转／静干扰现象。

表１　首级转子出口转／静级间扰动的空间模态和

传播速度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狆犪狋犻犪犾犿狅犱犲犪狀犱狆狉狅狆犪犵犪狋犻狅狀狊狆犲犲犱狅犳狉狅狋狅狉／狊狋犪狋狅狉

犻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犪狋狋犺犲犲狓犻狋狅犳狋犺犲１狊狋狉狅狋狅狉

转／静干扰模式 空间模态数 周向传播速度

２Ｒ１＋Ｒ２－Ｓ１ ５９ ２犖ｓ

４　结　论

通过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１）高转速下，该多级压气机首级转子叶顶激

波结构和泄漏涡形成的低压区特征非常明显，反

映了该压气机首级转子叶片尖区超声叶栅流动特

征；级间存在的干扰作用相对较弱，但也影响到首

级转子出口流场；

２）中等转速下，压气机匹配性变差，级间干

扰作用非常显著，甚至影响到首级转子进口流场，

随压气机节流级间扰动强度增大；

３）试验结果反映了不同转速下多级压气机

级间匹配，可为该压气机流场诊断以及改进设计

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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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周进气对流掺混流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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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纯径向向心涡轮出口对流撞击掺混流动组织结构，采用大涡模拟对圆周进气的对流掺

混流动进行了数值仿真，并用本征正交分解（ＰＯＤ）方法，提取和分析了不同阶模态下的流动结构。结果表明：

在水平截面，底部中心形成一个滞止区，两侧壁面附近均存在一个回流区，且流动是近似对称的；在剪切力作

用下，沿流动方向，旋涡结构的不稳定性增强，上游三维涡环结构逐渐拉伸、膨胀，破裂为复杂的涡辫或发卡涡

结构，这增强了掺混，从而使得流体间的动量和能量交换增强；ＰＯＤ结果中第１阶模态所占的能量权重最高，

表明脉动场中的大部分能量主要集中在此模态，此模态中的流动结构为主要流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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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ｔｈｅｖｏｒｔｅ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ａ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ｓｈｅａｒｆｏｒｃｅ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ｅ

ａｍｗｉｓ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ｖｏｒｔｅｘ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ａｓ

ｓｔｒｅｔｃｈｅｄ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ｏａｃｏｍｐｌｅｘｖｏｒｔｅｘｂｒａｉｄｏｒｈａｉｒｐｉｎｖｏｒｔｅ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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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ｃｈ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ｔｈｅｍｉｘｉｎｇ，ａｎｄａｌｓｏｔｈｅｍｏｍｅｎｔｕｍ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ｌｕ

ｉｄｓ．ＴｈｅＰＯ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ｍｏｄｅｈａ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ｅｎｅｒｇｙ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ｈｅｐｕｌｓａｔｉｎｇｆｉｅｌｄｗａ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ｍｏ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ｌｏ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ｉｓｍｏｄｅａ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ｌｏ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ｔａｋｅ；ｏｐｐｏｓｅｄｍｉｘｉｎｇ；ｌａｒｇｅｅｄｄ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ＯＤ）ｍｅｔｈｏｄ；ｆｌｏ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纯径向向心涡轮具有转速高、结构简单、制造

成 本 低 等 特 点 被 广 泛 应 用 于 微 机 电 系 统

（ＭＥＭＳ）下的微尺度叶轮机械领域。但由于纯

径向向心涡轮出口的流动形式为直角转弯，燃气

从周向进入流道，汇聚于轴向通道内，在汇聚过程

中存在强烈的对流撞击掺混，此时逆向撞击流体

内部存在强剪切、高湍流度，这对流体间质量和能

量输运有很大影响，同时也会带来较大的掺混损

失，导致向心涡轮性能下降。因此，研究对流撞击

掺混流动内部流动组织结构的形成和演化，有助

于加深对对流撞击掺混流动掺混机理的认识，对

发展有效评估对流撞击掺混损失的损失模型和指

导纯径向向心涡轮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关于对流撞击掺混流动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二维对流撞击射流和Ｔ型掺混器流动两个

方面。在二维对流撞击射流研究方面，Ｈｏｓｓｅｉｎ

ａｌｉｐｏｕｒ等
［１２］采用数值模拟对湍流撞击射流进行

研究，指出在对流撞击射流区域的顶部和底部

会形成两个回流区以及中间滞止区，但滞止区

的大小和位置很难精确预测。Ｗａｎｇ等
［３］利用

ＣＦＤ方法，研究二维、层流、对称撞击射流，发现

与温度有关的流体物理性质对流动和掺混特征

有很大影响。Ｅｎｇｌｅｒ等
［４］利用数值方法研究不

同雷诺数（犚犲）下撞击射流，发现在低雷诺数下

为层状流动，中雷诺数下为逆向旋转涡对，高雷

诺数下为卷吸流动，流动会发生缠绕并向相反

壁面运动，Ｄｒｅｈｅｒ等
［５］的研究也发现类似流动

现象。ＡｂｄｅｌＦａｔｔａｈ
［６］利用数值方法对轴对称湍

流撞击射流的定常和非定常流动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径向速度在下游增加到最大值，然后

减小；在轴向方向上湍动能和应力增加，在滞止

点达到最大值。关于二维对流撞击射流的研究

虽然对分析掺混机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

真实的撞击流动中存在大量的三维流动结构，

且这些三维流动结构对流体间掺混性能有很大

影响，基于此后续的研究主要在 Ｔ型掺混器流

动方面展开。Ｓｏｌｅｙｍａｎｉ等
［７８］利用数值方法研

究Ｔ型掺混器内液相流动特征，确定了识别不

同流动结构的判定数，且根据确定判定数的临

界参数能够区别涡流动向卷吸流动转捩。Ｄｒｅ

ｈｅｒ等
［９］采用数值和实验方法研究Ｔ型掺混器，

发现随雷诺数（犚犲）的增大，通道内的流动结构

主要分为严格层流流动、旋涡流动、卷吸流动、

周期性涡脱落、准周期性涡脱落以及混沌流动。

Ｔｈｏｍａｓ等
［１０］采用粒子图像测速（ＰＩＶ）和激光诱

导荧光（ＬＩＦ）技术，研究Ｔ型通道不同位置处的

流动特征，指出中等雷诺数（约为１１５）时，通道

截面内会形成逆向旋转涡对；进一步增大雷诺

数，在一侧射流会形成角涡，随着该角涡向下游

的移动，在另一侧形成另一个涡，流动呈非定常

振荡。Ｓｔａｎ等
［１１］采用ＰＩＶ方法研究不受壁面限

制的两个湍流状态下轴对称圆管撞击射流的基

本特征，揭示了雷诺数和几何对复杂流动结构

的影响，指出在撞击射流区域无回流现象产生，

且瞬时撞击射流区域的流动不是轴对称的、是

不稳定的、具有高非定常性。Ｍｉｌｌｅｒ等
［１２］利用

ＰＩＶ研究具有梯形横断面的撞击射流的三维结

构，指出该流动的主要结构是射流汇合处的涡

对、通道近壁面的回流，并描绘了三维全流场的

流线变化。Ｓｃｈｗｅｒｔｆｉｒｍ等
［１３］用 ＰＩＶ和直接数

值模拟方法研究了轴对称湍流撞击射流，发现

射流通过彼此并撞击到相反壁面，掺混器中的

对称性会受到破坏，且通道内会形成大的螺旋

涡，并向下游发展。

国内学者对对流掺混的流动结构也进行了研

究。李伟锋等［１４１５］采用烟线法识别了轴对称平板

撞击射流内的不同流动结构，并指出其在轴向呈

现了准周期性，但在水平方向呈现不稳定性和出

现偏转。随后他们还采用平面激光诱导荧光方

法，研究犚犲、几何参数和脉冲流动对Ｔ型掺混器

内掺混特性的影响，发现在层流流动向震荡流动

结构转捩时，犚犲是增强掺混性能的主要因素，由

震荡和旋涡引起的连续褶皱和冲击平面的拉伸是

Ｔ型掺混器内掺混的本质机理
［１６］。张勃等［１７１８］

采用热线风速仪对圆转矩形收敛喷管的射流流场

与掺混特性进行了实验研究，发现沿径向的雷诺

６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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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应力先增大后减小，湍流强度则逐渐减小；在轴

向上，雷诺剪应力在近喷口区存在小幅波动，而后

逐渐减小，湍流度则先略有增大而后变化逐渐减

慢。施浙杭等［１９］采用平面激光诱导荧光（ＰＬＩＦ）

方法，定性和定量研究进口犚犲对有限制的冲击

射流反应器内的振荡行为和掺混性能，指出犚犲≤

１００时，流动是分开的且掺混较差；犚犲≥１５０时，

流动是振荡的且掺混较强；与进口犚犲相比，流体

的黏性对掺混的影响更明显一些。

可以看出，虽然国内外学者已对撞击射流流

动开展了诸多研究，但均是对对置射流的研究，尚

未见到对圆周进气对流撞击射流方面的相关研

究。因此，为了掌握圆周进气对流撞击流动中的

旋涡结构的形成、演化机制及其对掺混损失的影

响，以便更好地指导纯径向向心涡轮设计。本文

基于某涡轮出口参数，采用大涡模拟（ＬＥＳ）方法

对周向进气结构进行数值计算，并通过本征正交

分解（ＰＯＤ）方法提取和重构了脉动速度场，得到

了各阶模态下的流动结构，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

了圆周进气的对流掺混流动中多种旋涡结构的形

成、发展、演化以及对流撞击流动损失机理，这对

发展对流掺混损失模型和改进纯径向向心涡轮设

计方法具有指导意义。

１　数值方法及犘犗犇方法

１１　数值方法

１．１．１　几何及网格划分

以某微型纯径向向心涡轮出口几何及其直角

转弯段和尾喷管（不包含涡轮动叶）为研究对象，

图１（ａ）给出了计算域的简化几何结构，其中犔ｅ

为进口延长段，箭头所指截面为涡轮出口截面，

犔２ 为尾喷管，中间部分犔１ 为直角转弯段。具体

几何参数为：延长段宽度犔ｅ＝１．６５ｍｍ，计算域进

口直径犇２＝８ｍｍ，流道高度（叶片高度）犎＝０．５

ｍｍ，涡轮出口直径为犇１＝４．７２ｍｍ，转弯段轴向

长度犔１＝２ｍｍ，尾喷管轴向长度犔２＝１３ｍｍ，直

径为犇＝４ｍｍ。

图１（ｂ）是整个计算域的网格示意图，整个计

算域的网格节点数约为５２１万，图中还给出了流

道及壁面局部放大图，且在流道内及近壁面进行

了网格加密，以保证计算精度。同时，对狔方向

的网格进行了严格控制，使得整个流场的壁面法

向第１层网格的狔
＋均小于０．７，且网格扩张比小

于１．０５，以满足大涡模拟对网格的要求。

图１　几何模型和网格划分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ｇｒｉｄ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１．１．２　边界条件

计算域进口对应的是涡轮出口流动，入口边

界条件为总压、总温，出口边界条件为静压，壁面

为无滑移边界条件。工质为理想空气，由于在本

文研究的温度压力范围内，黏度、导热系数和比定

压热容变化不明显，因此均设定为定值：比定压热

容设定为１１６６．７Ｊ／（ｋｇ·Ｋ），导热系数设定为

０．０７３４２Ｗ／（ｍ·Ｋ），黏度设定为４．７４５３×１０－５

ｋｇ／（ｍ·ｓ）。表１给出了某工况下的进出口边界

条件。

７８３２



书书书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表１　进出口边界条件

犜犪犫犾犲１　犅狅狌狀犱犪狉狔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犻狀犾犲狋犪狀犱狅狌狋犾犲狋

参数 数值

进口总温犜０／Ｋ １１５５

进口总压狆０／Ｐａ １０６０７０

出口静压狆／Ｐａ １０１３２５

进口气流角α／（°） ９０

１．１．３　数值模拟方法

本文采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进行数值模拟，采用大

涡模拟方法求解可压缩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组，

亚格子模型采用计算结果较好的 ＷＡＬＥ（ｗａｌｌ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ｌｏｃａｌｅｄｄｙ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模型
［２０２１］，对流项

为有界中心差分格式，黏性项为有界中心差分格

式，空间离散为 ３ 阶 ＭＵＳＣＬ（ｍｏｎｏｔｏｎｉｃｕｐ

ｓｔｒｅａｍ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ｓ）

格式，时间离散为显式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方法。以定

常计算结果作为初场，计算的时间步长由流动所

需要分辨的最小时间尺度以及格式的稳定性

（Ｃｏｕｒａｎ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ｓＬｅｗｙ，ＣＦＬ数，量符号记为

犖ＣＦＬ）犖ＣＦＬ≤０．５）决定，时间步长取为８×１０
－９ｓ。

图２　轴向时均速度分布的数值模拟值和实验值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ｘｉａｌ

ｔｉｍ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ｕｅ

１．１．４　数值方法验证

本文对许建良等［２２］的两喷嘴对置撞击射流

的实验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实验中的工作介质

为空气，来流速度约为９４ｍ／ｓ，与本文研究的流动

速度范围比较接近。图２给出了对置撞击射流的

中间轴线的时均速度分布的数值计算结果和实验

测试结果，其中 狌ｔｉｍｅａｖｅｒａｇｅ 为轴向时均速度绝对

值。从图２可以看出，文中数值方法计算的中间

轴线时均速度分布与文献中热线风速仪的测试结

果吻合较好，验证了数值计算结果的有效性。

１２　犘犗犇方法

ＰＯＤ方法由Ｌｕｍｌｅｙ
［２３］引入到湍流流动中，

该方法可以将实验或数值方法得到的数据表示成

一组正交基函数，并基于能量贡献的大小提取流

动中的不同尺度的组织结构。为减少计算量，

Ｓｉｒｏｖｉｃｈ
［２４］提出了快照ＰＯＤ方法。该方法的基

本思想是：计算求解域内的 犕 个数据点的犖 个

时间步对应的时均速度和脉动速度场

珔狌犻＝
１

犖∑
犖

犼＝１

狌犻 （１）

狌′犻＝狌犻－珔狌 （２）

　　并将脉动速度场表示成如下矩阵犝：

犝 ＝ ［狌′１ 狌′２ … 狌′犖－１ 狌′犖］＝

狌′１１ 狌′２１ … 狌′犖－１１ 狌′犖１

   

狌′１犕 狌′２犕 … 狌′犖－１犕 狌′犖犕

狏′１１ 狏′２１ … 狏′犖－１１ 狏′犖１

   

狏′１犕 狏′２犕 … 狏′犖－１犕 狏′犖犕

狑′１１ 狑′２１ … 狑′犖－１１ 狑′犖１

   

狑′１犕 狑′２犕 … 狑′犖－１犕 狑′犖

熿

燀

燄

燅犕

（３）

其中矩阵中的每一列代表某一时刻的 犕 个点的

脉动场数据，每一行代表空间某一点的犖 个时间

步对应的脉动场数据。

计算空间两点的相关系数，并表示为相关系

数矩阵

犆＝
１

犕
犝Ｔ犝 （４）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λ及特征函数

（即ＰＯＤ模态），并将特征值进行由大到小的排序

犆＝λ （５）

其中λ
１
＞λ

２
＞…＞λ

犖－１
＞λ

犖。

然后求解各阶模态对应的模态系数

犪犖 ＝犝
犖 （６）

　　至此，可利用ＰＯＤ模态
犖 对各位置的脉动

速度场进行重构

狌′（狋）＝犪
Ｔ （７）

　　最后将重构的脉动速度场与时均速度场进行

叠加，可重构获得各位置的流场数据

狌犻（狋）＝狌′犻（狋）＋珔狌 （８）

８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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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分析

２１　时均流场

２．１．１　水平截面

图３给出了水平截面（狓＝０ｍｍ）的时均速度

场，图中犞 表示速度。从图中可以看出，水平截

面的流动近似为轴对称的；气流沿径向向中间汇

集，并在圆形流道内发生对流撞击，圆管内流动由

径向逐渐转变为轴向，并在左侧近壁面中心附近

形成滞止区；另外，受直角几何结构的影响，气流

经过直角转弯时，会形成一个角涡，随流动向下游

发展在壁面形成低速回流区；受中心滞止区和近

壁面低速区的约束，流动为保持连续性，在管道内

部形成高速区域，其约位于管径的２５％犇～

４０％犇和６０％犇～７５％犇位置处，呈环形。

图３　水平截面时均速度场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ａｔ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４给出了用犙法则识别的狓＝０平面的旋

涡结构。犙的定义为
［２５］

犙＝ （Ω犻犼Ω犻犼－犛犻犼犛犻犼）／２ （９）

其中Ω犻犼＝（狌犻犼－狌犼犻）／２和犛犻犼＝（狌犻犼＋狌犼犻）／２分别

为自旋张量Ω 和应变张量犛 的分量。从图中可

看出，在气流向圆管内流动时，受右侧壁面直角台

阶的影响，会在转角附近形成角涡，但从整个流场

来说，实际上是在通道内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涡环

结构。另外，气流在通道内发生撞击后，会在左侧

底部形成一组旋涡对，从三维角度来说，是在左侧

底部形成一个尺寸相对较小的涡环结构。为了更

清楚的看清旋涡的旋转方向，将图４中对应的方

框内的局部流动进行了放大，即图５给出的局部

放大矢量图。从图５中可以看出，上侧近壁面的

角涡以逆时针方向旋转，而下侧近壁面的角涡以

顺时针旋转；在滞止区附近的逆向旋转涡对的旋

转方向则与相应一侧的角涡的旋转方向相反，滞

止区上侧的旋涡顺时针旋转，而滞止区下侧的旋

涡逆时针旋转。

图４　水平截面的旋涡结构

Ｆｉｇ．４　Ｖｏｒｔｅ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ｔ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５　局部速度矢量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ｏ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

图６给出了水平截面的熵产率分布云图。熵

产率（犛ｐｒｏ）对时间的积分得到熵产，可用于评估损

失大小，在不考虑换热情况下，其定义为［２６］

犛ｐｒｏ＝
μ熿

燀犜

１

２

狌犻

狓犼
＋
狌犼
狓（ ）

犻

２

－
２

３

狌犽

狓（ ）
犽

燄

燅

２

（１０）

式中μ和犜 分别为动力黏度和当地温度。对比

图３和图６可看出，水平截面内的高熵产区域位

于进口左右两侧壁面、左侧滞止区边缘和近壁面

低速回流区边缘，且近似对称分布，这是因为在这

些区域高速流体与低速流体间存在强的剪切作

用，损失主要由高低速流体间强剪切作用引起的。

９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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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水平截面熵产率分布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ｔｒｏｐ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ａｔ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１．２　横截面

图７给出了轴向位置分别为狕／犇＝０．５和

狕／犇＝１．２５的横截面的时均速度场。从图中可以

看出，受直角转角处形成的角涡和壁面边界层的

影响，在近壁面区域会形成一个环形低速区；同

时，由于流体均沿径向向中间汇聚，并发生碰撞，

致使流体沿径向的速度逐渐减小，同时流动向轴

向发生偏转；受近壁面角涡形成的低速区和撞击

中心附近滞止区的影响，流道内的有效流通面积

会减小，故在流道中心和壁面之间会形成一个环

形高速区，如图７（ａ）所示；随着流动沿轴向向下

游的发展，中间高速流体与两侧的低速流体进行

动量、能量交换，促使两侧低速流动加速，而其自

身流动减速，峰值减小，且会在近壁面附近形成４

个低速区域，如图７（ｂ）所示。

图８给出了不同轴向位置处横截面的涡量和

速度矢量分布。涡量（狑狕）的定义为

狑狕 ＝
狏

狓
－
狌

狔
（１１）

图７　不同横截面的时均速度

Ｆｉｇ．７　Ｔｉｍ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式中狌和狏分别为狓轴和狔轴方向速度分量。如

图８（ａ）所示，在狕／犇＝０．５位置处，涡量值较小，

且旋涡结构较少，这是因为通道内气流刚偏向轴

向，旋涡结构为大尺度的涡环结构，流动组织相对

简单；随着流动向下游的发展，上游涡环会沿径向

发生拉伸膨胀，并与近壁面的旋涡结构相互作用，

致使涡环各截面的迁移速度不同，增强了涡环结

构的不稳定性，使得涡环在空间上发生扭曲，最终

会导致内侧涡环断裂，形成复杂流动组织结构，在

近壁面和通道内侧均出现多对逆向旋涡结构，与

图７（ｂ）速度分布类似，近壁面会形成４个尺度相

对较大的旋涡结构，如图８（ｂ）所示，其中白色圈

内为近壁面大尺度旋涡。同时，从涡量的分布可

以看出，随着流动向下游的发展，下游的涡量值明

显要大于上游的涡量值，这说明下游的旋涡强度

０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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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横截面涡量及速度矢量分布

Ｆｉｇ．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更强，相邻旋涡间的卷吸作用增强，加剧了流体间

的动量和能量交换，增强了掺混。

图９给出了不同轴向位置横截面的熵产率分

布云图和速度矢量图。从图中可看出，在狕／犇＝

０．５截面，通道内形成一个环形的高熵产区域，这

是因为上游流体沿径向流动而发生碰撞，气流向

轴向发生偏转，同时在左侧近壁面形成滞止区和

在圆管近壁面形成环形低速区，这使得通道内的

高低速流体间会存在较大的速度梯度，特别是径

向速度梯度，这便带来较强的剪切作用，形成环形

高熵产区域，损失主要由高低速流体间强剪切引

起的，如图９（ａ）所示；随着流动向下游的发展，流

体间不断进行能量、动量输运，在狕／犇＝１．２５截

面，高低速流体间剪切作用变得较微弱，通道内部

图９　不同横截面熵产率及速度矢量分布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ｔｒｏｐ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ｅｃｔｏｒ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的熵产值较低，但近壁面多个旋涡结构与内侧旋

涡结构发生作用，在内外侧旋涡结构相互作用时，

两者间存在较强的卷吸作用，形成多个高熵产区

域，且熵产峰值要明显高于上游，流动损失增加，

且损失主要由内外侧旋涡间相互作用引起的，如

图９（ｂ）所示。

２２　三维流动结构

为识别撞击掺混后通道内的三维旋涡结构及

演变过程，图１０给出了不同时刻的大尺度旋涡结

构，图中旋涡结构采用的犙 法则识别，并以压力

着色。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不同时刻，均存在多种

涡环、涡辫、发卡涡、螺旋涡等旋涡结构。在狋＝

犜０ 时刻，由上游直角转弯的形成的角涡向下游发

展，形成涡环结构 Ａ，如图１０（ａ）；且随着时间的

推移，涡环结构 Ａ逐渐向下游移动，受剪切作用

的影响逐渐开始拉伸、膨胀，并开始从上游结构中

脱落，且涡环结构已开始破裂，但仍基本保持涡环

结构，如图１０（ｂ）～图１０（ｃ）所示；在狋＝犜０＋

３犜／６时刻，涡环结构Ａ继续脱落，且涡环右侧开

始与下游的发卡涡和流向涡发生作用，如图１０

（ｄ）所示；在狋＝犜０＋４犜／６时刻，涡环结构Ａ已基

本从上游旋涡结构中脱落，在流向方向，涡环右侧

与下游发卡涡、涡辫等旋涡间的相互作用加剧，在

周向方向，涡环与近壁面的流向涡开始作用，且其

自身开始发生扭曲变形，如图１０（ｅ）所示；在狋＝

犜０＋５犜／６时刻，涡环Ａ开始破裂为半涡环，进而

会在下游破裂为更为复杂的涡辫或发卡涡结构，

加剧通道内旋涡间的卷吸作用，增强掺混，同时，

１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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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三维旋涡结构（犙法则）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ｖｏｒｔｅ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犙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在上游又形成了新的涡环结构Ｂ，重复上述演化

过程。

２３　犘犗犇结果分析

２．３．１　水平截面

对计算域水平截面（狓＝０ｍｍ）进行ＰＯＤ分

解，图１１给出了相应的单阶ＰＯＤ模态及其累积

能量权重，其中λ犽 为第犽阶模态所占能量权重。

从图中可以看出，前两阶模态所占的权重较大，占

比分别为１５．１％和１３．２％；随着ＰＯＤ模态阶数

的增加，单个模态所占的权重迅速减小；当单阶模

态犽大于３０时，各阶模态所占的能量权重非常

小，且前３０阶模态所占的能量权重约９９％，这说

明前３０阶模态能够充分描述流场组织结构，重构

的流场能很好地反映实际流动特征。

图１２给出了不同阶模态下的水平截面的速

度矢量分布情况。从图１２（ａ）可以看出，第１阶

模态在狕／犇＝１位置处，上、下壁面附近存在近似

图１１　单阶ＰＯＤ模态及其累积能量权重

Ｆｉｇ．１１　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Ｄｍｏｄ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ｗｅｉｇｈｔ

对称的逆向旋转的旋涡结构，这是上游转角角涡

向下游发展形成的大尺度涡环结构，随流动向下

游发展，涡环结构发生膨胀和破裂，在狕／犇＝１．２５

位置处，涡环膨胀并开始扭曲，在狕／犇＝１．５位置

２９３２



　第１１期 李振朋等：圆周进气对流掺混流动研究

附近，涡环结构破裂为涡辫或发卡涡结构；图

１２（ｂ）中第２阶模态所占能量权重与第１阶相当，

且流场内的流动结构也存在相似性但位置不同，

其在狕／犇＝１．１位置处有涡环结构，但旋涡的方

向与第１阶模态相反，说明这两阶模态存在相位

上的差异，在狕／犇＝１．９位置处，存在一组对称涡

对，这是上游破裂的大尺度旋涡结构与内侧涡环

间卷吸作用形成的较大尺度的涡辫结构，在

狕／犇＞２区域，对称涡对破裂为更复杂的涡辫、发

卡涡或螺旋涡结构；图１２（ｃ）中的第３阶模态在

狕／犇＝１．１位置处的旋涡结构与第２阶模态的旋

涡结构相似，但在狕／犇＝１．４和狕／犇＝１．９位置处

存在单侧旋涡，这说明该模态与流动中的螺旋涡

结构有关；图１２（ｄ）显示了第４阶模态所包含的

流动结构，在狕／犇＝２和狕／犇＝２．５位置处的下壁

面附近分别存在有一个旋涡结构，这些流动结构

与通道内部涡环和近壁面较大尺度流向涡结构相

图１２　水平截面不同阶模态下矢量分布对比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ｖｅｃｔ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ｓｉｎ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

互诱导形成的旋涡结构相关。图１２（ｅ）显示了第

１０阶模态所包含的流动结构，主要在狕／犇＝２．５

位置处的上壁面附近存在一些流动结构，这些结

构代表的模态与第４阶模态所代表的流动结构类

似。图１２（ｆ）给出了第３０阶模态的矢量图，该模

态所占的能量权重很小，约为０．１８％，且该模态

下并未发现明显的流动结构，其主要代表小尺度

涡旋结构。因此，提取前３０阶模态对原流场进行

重构就可以充分提取某时刻的流动细节，图１３给

出了某时刻原流场和前３０阶模态重构之后的流

场对比。从对比结果看，重构后的流场能够完全

描述相应流场的流动细节特征。

２．３．２　横截面

对轴向位置为狕／犇＝０．５和狕／犇＝１．２５的横

截面的速度场进行ＰＯＤ分解，图１４给出了两个

不同轴向位置的ＰＯＤ分解的单阶模态及其累积

能量权重。从图中可以看出，对于狕／犇＝０．５截

面来说，其第１阶模态的权重最大，占比６０．９％，

第２阶模态占比约为１８．１％；随着ＰＯＤ模态阶

数的增加，单阶模态所占的权重迅速减小；当单阶

３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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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水平面截面流场重构前后对比

Ｆｉｇ．１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ｉｎ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１４　不同横截面单阶模态及其累积能量权重

Ｆｉｇ．１４　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Ｄｍｏｄｅａｎｄｉｔｓ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ｅｎｅｒｇｙ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模态犽大于９时，各阶模态所占的能量权重非常

小，且前９阶模态所占的能量权重大于９９．１％，

这说明前９阶模态能够充分描述流场组织结构，

重构的流场能很好的反映实际流动特征。对

狕／犇＝１．２５截面来说，其也是第１阶模态的权重

最大，占比４７．５％，第２阶模态占比约为１４．２％；

随着ＰＯＤ模态阶数的增加，单阶模态所占的权重

迅速减小；当单阶模态犽大于２３时，各阶模态所

占的能量权重非常小，且前２３阶模态所占的能量

权重大于９９％，这说明前２３阶模态能够充分描

述流场组织结构，重构的流场能很好地反映实际

流动特征。

图１５给出了不同阶模态下狕／犇＝０．５截面

的速度矢量分布情况。由图１５（ａ）可以看出，第１

阶模态中流动结构比较简单，代表高低速流体间

剪切作用产生的剪切层而发展形成涡环结构；图

１５（ｂ）和图１５（ｃ）分别提取的是第２阶和第３阶

模态的结果，两者具有相似的流动组织，且两者的

矢量方向是相反的，这两种模态代表的流动结构

与内部涡环结构从上游的脱落有关；图１５（ｄ）和

图１５（ｅ）分别显示的是第４阶和第５阶模态的矢

量分布，且两者具有类似的流动结构，所代表的流

动为内部径向流动；图１５（ｆ）给出了第１０阶模态

的矢量图，该模态所占的能量权重很小，约为

０．２％，且该模态下并未发现明显的流动结构。因

此，提取前１０阶模态对原流场进行重构就可以充

分提取某时刻的流场细节。图１６和图１７分别给

出了图１０（ｂ）时刻对应的原流场、前１阶和前１０

阶模态重构之后的速度场和涡量场的分布。从前

１阶模态的重构流场可看出，第１阶模态包含了

主要流动结构，涡量场能够反映大的涡环结构；前

１０阶重构流场足以描绘流场的流动特征。

图１８给出了不同阶模态下狕／犇＝１．２５截面

的速度矢量分布情况。由图１８（ａ）显示了该位置

处第１阶模态下主要流动为径向流动，主要是上

游流动方向由径向逐渐转为轴向，径向速度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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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狕／犇＝０．５截面的不同阶模态下矢量分布对比

Ｆｉｇ．１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ｖｅｃｔ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ｓ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狕／犇＝０．５

变化较大，径向掺混剧烈；图１８（ｂ）显示了第２阶

模态中沿周向存在多对逆向旋转的旋涡结构，这

些结构代表上游涡环受周向不稳定性的影响，而

破裂形成的较大尺度的涡辫或发卡涡结构；图

１８（ｃ）～图１８（ｄ）显示的第３～４阶模态具有相似

的流动结构，在内侧沿周向存在多对逆向旋转的

旋涡结构和壁面附近存在多个旋涡，这些结构代

表涡环破裂形成的较小尺度涡辫或发卡涡结构及

壁面附近的流向涡结构，而且通道中心区域仍存

在较明显的径向流动，说明在这两种模态下，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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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狕／犇＝０．５截面速度场重构前后对比

Ｆｉｇ．１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ａｔｓｅｃｔｉｏｎ狕／犇＝０．５

图１７　狕／犇＝０．５截面涡量场重构前后对比

Ｆｉｇ．１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ａｔｓｅｃｔｉｏｎ狕／犇＝０．５

６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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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狕／犇＝１．２５截面的不同阶模态下矢量分布对比

Ｆｉｇ．１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ｖｅｃｔ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ｓａｔｓｅｃｔｉｏｎ狕／犇＝１．２５

掺混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图１８（ｅ）提取的是第１０

阶模态下的速度矢量分布，该模态所占的能量权

图１９　狕／犇＝１．２５截面速度场重构前后对比

Ｆｉｇ．１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ａｔｓｅｃｔｉｏｎ狕／犇＝１．２５

重约为１．６％，代表的流动结构为近壁面的小尺

度旋涡；而图１８（ｆ）给出的是第２５阶模态的矢量

图，该模态所占的能量权重很小约为０．１１％，未

发现明显的流动结构。故提取前２５阶模态对原

流场进行重构就可以充分提取某时刻的流动细

节，图１９和图２０分别给了图１０（ｂ）时刻对应的

７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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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０　狕／犇＝１．２５截面涡量场重构前后对比

Ｆｉｇ．２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ｖｏｒｔｉｃ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ａｔｓｅｃｔｉｏｎ狕／犇＝１．２５

原流场、前２阶和前１０阶模态重构速度场和涡量

场。从前２阶重构结果看，重构速度场和涡量场

包含了流场中的主要流动结构，前２阶模态能够

清晰反映涡环破裂形成的发卡涡和壁面附近的流

向涡，能提取主要流动结构，如图２０（ｂ）；前２５阶

重构流场能完全描述流场的流动细节特征。

３　结　论

本文采用ＬＥＳ方法对圆周进气的对流掺混

流动进行了数值模拟，并采用ＰＯＤ方法对流场内

的流动结构进行了分解和重构，描述了通道内部

的流动结构，得到以下结论：

１）圆周进气时中间截面上的流动是对称的，

在底部存在滞止区和一对逆向旋转的涡对，在两

侧的近壁面附近分别存在一个较大的回流区；该

截面流动损失主要由高低速流体剪切作用引

起的。

２）随着流动向下游的发展，横向截面的流动

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在狕／犇＝０．５截面，存在一个

较大的涡环结构，损失主要由高低速流体间强剪

切引起的；在狕／犇＝１．２５截面，上游涡环结构发

生破裂，形成多对逆旋涡结构，增强了流体间动量

和能量的交换，加剧掺混过程，流动损失主要由旋

涡间相互作用引起的。

３）ＰＯＤ分解的第１阶模态为主要模态，横

截面 狕／犇＝０．５ 的第 １ 阶模态能量占比为

６０．９％，与形成的涡环结构有关；横截面狕／犇＝

１．２５的第１阶模态能量占比为４７．５％，与涡环破

裂形成的涡辫结构和流向涡相关。

４）通道内三维涡旋结构呈准周期性变化，在

循环周期内，上游形成的涡环结构受剪切力的作

用，在下游发生破裂，形成更为复杂的涡辫或发卡

涡结构，同时在上游形成新的涡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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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壁抽吸控制下攻角对压气机叶栅叶尖

泄漏流动的影响

张博涛，刘　波，王何建

（西北工业大学 动力与能源学院，西安７１０１２９）

摘　　　要：为减少叶尖泄漏损失并改善由泄漏涡造成的叶尖流道堵塞，对端壁流向开槽抽吸方案对扩压叶

栅叶尖泄漏流动的控制效果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重点分析了来流攻角对流动控制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

端壁抽吸方案通过直接影响叶尖泄漏流的发展，减弱泄漏涡强度，减小了泄漏损失；抽吸对负攻角和小攻角下

叶栅流场的影响范围仅局限于叶尖区域。但在大的正攻角下，抽吸使得低叶展区域的附面层分离提前，且叶

背分离涡脱落位置升高至约７０％叶高处，端壁抽吸对叶栅的整体影响由泄漏损失降低和分离损失增大综合

决定。抽吸量为０．７％时，抽吸后叶栅总体总压损失系数分别在－８°、０°和＋４°攻角下降低约９．０％、１０．８％和

６．８％，而在＋８°攻角下增大约５．７％。

关　键　词：叶尖泄漏流；泄漏涡；端壁抽吸；流动控制技术；攻角；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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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５１６７６１６２，５１７９０５１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７Ⅱ０００１００１３）

作者简介：张博涛（１９９７－），男，博士生，主要从事叶轮机械气动热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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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ｇｌｅｓｗａｓ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ｖｉｃｉｎ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ｔｉｐ．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ｔａｌａｒｇ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ｇｌｅ，ｓｕｃ

ｔｉｏｎｃａ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ｓｐ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ｖｏｒｔｅｘｓｈｅｄｄ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ｓ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ｂｌａｄｅｒａｉｓｅｄｔｏａｂｏｕｔ７０％ｓｐａ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ｏ

ｖｅｒａｌ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ｅｎｄｗａｌｌｓｕｃ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ｏｎｔｈｅｃａｓｃａｄｅａｔａｌａｒｇ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ｇｌｅｗａｓ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ｂｏｔｈ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ａｋａｇｅｌｏ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ｌｏｓ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ｓｕｃ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ｏｆ０．７％，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ｏｓ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ａｓｐｉｒａｔｅｄｃａｓｃａｄｅ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ａｂｏｕｔ９．０％，１０．８％ａｎｄ６．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ｔ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ｇｌｅｓｏｆ－８°，０°

ａｎｄ＋４°，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ａｂｏｕｔ５．７％ａｔ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ｇｌｅｓｏｆ＋８°．



书书书

　第１１期 张博涛等：端壁抽吸控制下攻角对压气机叶栅叶尖泄漏流动的影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ｉｐｌｅａｋａｇｅｆｌｏｗ；ｌｅａｋａｇｅｖｏｒｔｅｘ；ｅｎｄｗａｌｌｓｕｃ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ｇｌｅ；ｅｎｔｒｏｐ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压气机作为航空发动机的关键部件之一，其

设计技术的发展对于发动机研制和技术升级有着

重要意义。为了避免叶片在运转过程中碰到机匣

或轮毂，往往会在叶尖预留一定尺寸的径向间隙。

间隙处部分流体在压差驱动下自叶片压力面

（ＰＳ）流向吸力面 （ＳＳ）侧，形成间隙泄漏流

（ＴＬＦ），带来泄漏相关损失。泄漏流受主流和端

壁二次流等影响，以叶尖泄漏涡（ＴＬＶ）的形式向

下游发展，造成端区流道堵塞，流动损失增大，进

而影响压气机整体气动性能。同时，间隙泄漏流

也是造成压气机旋转失速等流动失稳现象的一大

主要因素，因此，有效控制泄漏流动是降低压气机

流动损失、提高效率、增大稳定工作范围的重要途

经之一。

Ｍｏｏｒｅ
［１］基于轴流风扇的研究表明间隙泄漏

流动对压气机性能的影响范围基本在７０％叶高

以上，压气机的气动性能随叶尖间隙尺寸的增大

而降低，同时失速裕度也相应减小。Ｉｎｏｕｅ和

Ｌａｎｇｅ等
［２３］研究也说明了叶尖间隙尺寸增大使

得压气机整体气动性能下降，并且分析表明叶尖

泄漏涡的起始位置随间隙增大逐渐后移，其尺度

和强度随之增大，径向影响范围扩大。Ｂｅｓｅｌ等
［４］

针对一带间隙的压气机静子叶栅实验研究了来流

攻角对间隙泄漏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来流

攻角增大，泄漏涡开始卷起的位置向上游移动，端

壁分离线向叶片压力面方向偏移，另外在较大的

载荷下发现了间隙泄漏涡破碎现象。茅晓晨［５］在

研究来流攻角对带间隙扩压叶栅的过程中同样得

出了泄漏涡起始位置随攻角增大而前移的结论，

并且泄漏涡影响范围和强度也逐渐增大，但是来

流攻角对泄漏涡涡核的展向位置无明显影响。

由于间隙泄漏流动对压气机气动性能有着重

要的影响，同时研究表明压气机总损失的２０％～

４０％是由间隙泄漏所造成
［６７］，因此多种流动控制

技术被应用于控制叶尖泄漏流动以提升压气机工

作效率［８９］。附面层抽吸技术（ＢＬＳ）作为一种高

效的主动控制技术，在压气机中最早被用于控制

叶片吸力面附面层分离［１０１２］，随后也被广泛用于

对端壁及角区分离的控制［１３］。附面层抽吸技术

在被用于控制间隙泄漏流动时根据抽吸位置被分

为叶顶抽吸（ＢＴＳ）和端壁抽吸（ＥＳ）两大类。根

据文献［１４］可知，两种抽吸方式都可以有效减弱

泄漏流强度，减小流动损失，且两种抽吸方案下抽

吸槽的最佳轴向位置存在差异，其中对于端壁抽

吸方案，当抽吸槽覆盖泄漏涡起始位置及附近部

分区域时抽吸效果较好。在对级环境下的压气机

间隙泄漏流动进行附面层抽吸控制时，同样证明

了此技术可对叶尖泄漏流和泄漏涡的发展起到阻

滞作用，达到提升压气机气动性能的目的［１５１６］。

此外，部分研究探究了叶尖间隙尺寸变化对端壁

抽吸方案控制间隙泄漏流动效应的影响［１７］。

上述研究中关于抽吸控制间隙泄漏流动的研

究基本都是针对某一特定的来流条件进行的，但

实际压气机的工作条件往往是变化的，需要在较

大的来流攻角范围内保持良好的气动性能。研究

端壁抽吸方案对间隙泄漏流动的控制效果随来流

攻角的变化规律有助于更好的设计抽吸方案，以

便更灵活地运用抽吸技术，从而加快附面层抽吸

技术在实际发动机中的工程应用。为此，本文将

通过数值模拟方法研究采用端壁抽吸方案前后各

来流攻角下扩压叶栅气动性能的变化，并选择典

型工况，详细对比和分析流场细节及性能参数。

各来流攻角下端壁抽吸对间隙泄漏流动的控制效

果以及攻角对抽吸控制规律的影响将是本文的研

究重点。

图１　叶栅几何形状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ｃａｄｅ

１　研究对象

本文以某亚声速轴流压气机叶栅为研究对

象，此叶栅多次被本课题组用于包括吸力面附面

层抽吸技术在内的数值计算和实验研究等，拥有

较为完善和可靠的流场数据。叶栅叶型及部分符

号说明如图１所示，其主要设计参数见表１。为

研究叶尖泄漏流动，本文设置叶尖间隙尺寸为１

ｍｍ，即为１％叶高。

１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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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叶栅设计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犪狊犮犪犱犲犱犲狊犻犵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参数 数值

弦长犆／ｍｍ ６５

展弦比 １．５４

栅距狋／ｍｍ ３７．５７

稠度τ １．７３

进口气流角β１／（°） ４７．０８

几何进气角β１ｋ／（°） ４７．０８

几何出气角β２ｋ／（°） １．９８

安装角βｓ／（°） ２１．２７

攻角犻／（°） ０

进口马赫数犕犪１ ０．４

２　数值方法及验证

数值计算使用商业软件 ＮＵＭＥＣＡ／Ｆｉｎｅ对

三维雷诺平均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ＲＡＮＳ）进行

定常求解。中心差分法和４阶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迭代

法分别用于控制方程中的空间项和时间项离散。

根据课题组多年研究经验［１８１９］，ＳｐａｌａｒｔＡｌｌｍａｒａｓ

（ＳＡ）湍流模型具有较好的收敛性和稳定性，并

且对于抽吸叶栅内流场的预测结果与实验吻合较

好，因此本研究选用ＳＡ湍流模型以模拟叶栅内

部流动的湍流现象。为加快收敛速度，计算引入

隐式残差光顺和多重网格等技术。进口边界条件

给定为来流方向、总温及总压，出口给定质量流

量。绝热无滑移条件被应用于固壁边界。

网格划分部分由ＮＵＭＥＣＡ软件包中的Ａｕ

ｔｏｇｒｉｄ５模块联合交互式网格生成器（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ｇｒｉ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ＩＧＧ）模块完成。ＩＧＧ模块用于

抽吸槽网格划分。Ａｕｔｏｇｒｉｄ５模块将叶栅主通道

划分为Ｏ４Ｈ型拓扑结构，并在叶尖间隙处采用

蝶形网格技术以提高网格生成质量。间隙内径向

网格节点数目对间隙部分流场捕获能力影响较

大，文献［１９］研究表明当间隙网格数目超过１７之

后，间隙网格数对流场的影响可以忽略，因此本研

究在叶尖间隙内沿径向设置２１个网格点以保证

可以捕捉到可信赖的泄漏流场。图２给出了间隙

网格数不变情况下的流场总体总压损失系数（珔ω）

和进口马赫数（犕犪１）随叶栅网格总数（狀）的变化

趋势，由此可知，当网格总数超过１０６万，尤其是

１３０万时，计算结果将趋于稳定。考虑到计算精

度和成本，本文设置原始叶栅网格总数（不计抽吸

槽网格）为１３０万。图３（ａ）为带叶尖间隙及抽吸

槽的叶栅计算域设置示意图，计算域进口段和出

口段分别为１００％和１５０％轴向弦长（犆ａ）。近固

壁第一层网格尺寸设置为１×１０－６ ｍ，从而无量

纲参数狔
＋
＜２．５，进而保证了本研究所选湍流模

型的数值计算要求。图３（ｂ）给出了叶栅下端壁

（ｌｏｗｅｒｅｎｄｗａｌｌ）和叶片吸力面网格图，并显示了叶

尖部分前缘（ＬＥ）及后缘（ＴＥ）局部网格放大图。

为验证本研究所使用数值计算方法的可靠

性，图４给出了相同条件下的数值计算与实验结

果对比图。图４（ａ）为进口攻角（犻）和进口马赫数

分别为０°和０．６条件下的５０％叶展的静压系数

（犆ｐ，定义为当地静压与进口总压之比，用以表征

叶片负荷大小及增压能力）分布，图（ｂ）为相同来

流条件下的出口气流角（β２）沿展向分布。实验通

过分布在叶片表面的静压孔获得叶表静压，栅后

图２　不同网格总数下的叶栅性能

Ｆｉｇ．２　Ｃａｓｃａｄ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ｇｒｉｄ

２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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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叶栅计算域及网格设置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ａｎｄｇｒｉｄ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ｓｃａｄｅ

图４　原型叶栅数值计算与实验结果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ｃａｓｃａｄｅ

五孔探针测量结果可得到出口气流角［１９］。从图

中的对比结果来看，虽然计算结果在数值上与实

验测量值有一定的误差，但总体误差较小。同时

注意，数值计算得到叶栅气动参数的分布规律与

实验结果吻合较好，从而本研究所采用的数值计

算方法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也证明了后续相关分

析和结论的准确性。

３　抽吸方案设计

端壁抽吸方案是根据带间隙原型叶栅各攻角

下的流动分析所设计的。原始叶栅叶尖泄漏涡起

始位置自－１０°攻角下的４５％犆ａ 逐渐向前缘移

动，当进口来流攻角为＋８°攻角时，泄漏涡起始位

置为８％犆ａ。太长的抽吸槽会加剧对叶尖流场的

干涉作用，从而降低流动控制效果。结合文献

［１１，１４］，并充分考虑到泄漏涡的起始位置，本文

设计了如图５所示的用于控制叶尖泄漏流动的端

壁抽吸方案。抽吸槽位于叶栅上端壁（机匣），覆

盖轴向弦长范围为５％犆ａ～３５％犆ａ，此范围覆盖

了大多数来流攻角下的泄漏涡起始位置及附近部

分区域。抽吸槽以叶片中弧线为中心线平行分

布，槽宽和槽高均为１ｍｍ，出口边界给定抽吸流

量。使用ＮＵＭＥＣＡ／ＩＧＧ模块生成Ｈ型抽吸槽网

格，沿轴向、展向和栅距方向分别布置１０１、２９和２９

个网格节点，从而网格节点总数约为８５０００。抽吸槽

的网格分布见图５。为减小数值传递误差，通过

完全非匹配连接技术将抽吸槽网格与叶栅通道网

格相连接。

图５　抽吸槽布置及网格设置

Ｆｉｇ．５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ｔ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ｒｉｄｏｆｓｌｏｔ

４　结果与讨论

４１　总体性能变化分析

首先为评估和分析本文所设计的附面层抽吸

方案对叶栅总体性能的影响，引入总体总压损失

系数，考虑抽吸槽所带来的额外损失［２０］的综合总

压损失系数定义为

ω＝
（犿
·
－犿

·

ｓ）（狆ｔ１－狆ｔ２）＋犿
·

ｓ（狆ｔ１－狆ｔｓ）

犿
·（狆ｔ１－狆１）

（１）

其中狆ｔ和狆分别为总压和静压，下角标１、２和ｓ

分别代表叶栅进口、叶栅出口和抽吸槽出口；犿
·
和

犿
·

ｓ分别表示叶栅进口和抽吸槽出口的质量流量。

总体总压损失系数通过对叶栅出口的总压损失系

３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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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进行周向和展向质量平均得到。

图６（ａ）给出了进口马赫数为０．４条件下的

０°和４°攻角时的叶栅总体总压损失系数随相对抽

吸流量（犿
·

ｓ／犿
·
，以下简称抽吸量）变化图，抽吸槽

本身由于对流场的干涉效应使得抽吸量为零时的

叶栅损失稍有增大。随着抽吸量增大，端壁抽吸

方案控制效果逐渐增强，对流场的改善作用增大，

详细分析见文献［１４］。因此，为排除抽吸量对抽

吸叶栅攻角特性的影响，本研究控制各攻角下抽

吸量为能够明显影响流场的０．７％。图６（ｂ）给出

了该抽吸量下的总体总压损失系数随来流攻角变

化图，并给出了抽吸前后损失系数的相对变化量

（Δ珔ω）。攻角变化范围基本包含了压气机常规工

作的可能攻角。图中原型叶栅总压损失系数在

－６°～＋２°之间保持较低水平，均低于０．０８。随

着攻角向两边拓展，总压损失系数明显增大，尤其

是当攻角达到＋６°及以上时，叶栅总体总压损失

系数将达到０．１５，更甚至于在＋８°攻角下接近于

０．２。引入端壁抽吸使－１０°～＋４°攻角范围内的

叶栅损失减小，而＋６°和＋８°攻角下的损失增大，

但未改变叶栅总压损失系数随来流攻角的变化规

律。抽吸作用下总压损失系数的相对变化量随来

流攻角的变化规律基本与叶栅损失系数的变化规

律一致。总压损失系数在攻角为０°时降低幅度

最大，此时抽吸后的叶栅总体总压损失系数较原

型叶栅减小了约１０．８％；损失系数在攻角为－８°

时减小了约９．０％，在攻角为＋４°时减小了约

６．８％，而在攻角为＋８°时增大了约５．７％。以上

分析可知，端壁抽吸可以改善小攻角及负攻角下

的叶栅流场，但对于大攻角下叶栅流场是不利的。

接下来本研究以上述来流攻角工况为例，重点研

究来流攻角对叶栅间隙泄漏流动的端壁抽吸控制

效果的影响。

图６　总体总压损失系数变化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ｏｓ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图７给出了叶栅抽吸前后叶片吸力面极限流

线图，图中及之后各图中小标题的 ＯＲＩ和ＳＵＣ

分别表示原型和抽吸叶栅。图中上方红色虚线框

为叶尖泄漏流影响区域，此处流线经历抬升下

沉抬升水平过程。前缘附近流线抬升现象是流

体受叶片前缘阻滞作用而造成的；随后的流线下

沉则是由于泄漏涡对叶片吸力面叶尖区域流体的

卷积作用而形成的，流线起始下沉点也作为泄漏

涡起始位置的粗略判据；随后由于泄漏涡逐渐向

通道中间移动，对近壁面流动的影响逐渐减弱，从

而流线开始抬升并逐渐水平。无间隙侧近尾缘附

近出现了叶背附面层分离线（犔ｓ），随着攻角增大，

叶片吸力面分离线逐渐前移，角区分离范围增大。

当攻角为＋８°时，下端壁角区出现了几乎占据整

个下半叶展的集中脱落涡，而上半叶展也出现了

明显的分离现象，这与设计攻角和负攻角下的近

壁面流动现象有着明显区别。

对比抽吸前后发现，红色框内的流线由于抽

吸作用其下沉起始位置明显后移，同时最低下沉

位置向低叶展方向靠近。这说明端壁抽吸使泄漏

涡起始位置向下游移动，缩短了其在轴向的有效

发展距离，但使泄漏涡在展向的影响范围扩大。

叶尖端壁抽吸方案对－８°、０°和＋４°攻角下的无间

隙端的角区分离现象基本无影响。然而观察＋８°

攻角时抽吸前后的叶片吸力面极限流线图可以发

现，叶栅流道内流场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原

型叶栅在＋８°攻角下的无间隙端角区分离区与间

隙端角区分离区分隔于中叶展处，形成由图７（ｄ）

中的鞍点Ｓ１ 起始的上下两条分离线。抽吸后叶

栅在此攻角下的下叶展角区分离区向上叶展扩

４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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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端壁抽吸前后叶栅吸力面极限流线分布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ｍｉｔ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ｏｎｂｌａｄｅｓ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ｅｎｄｗａｌｌｓｕｃｔｉｏｎ

展，分离涡（集中脱落涡）涡核也由１０％叶高上移

至７０％叶高，鞍点Ｓ１ 亦随之消失。值得说明的

是，＋８°攻角下端壁抽吸方案在叶尖部分仅在尾

缘处发生回流现象，与分离涡涡核处的螺旋节点

通过鞍点Ｓ２ 相连接，叶尖流场明显得到改善，这

使得叶尖部分损失减小；端壁抽吸后下叶展部分

的附面层分离线前移导致此区域流动损失增大。

因此，端壁抽吸方案在＋８°攻角下对叶栅整体流

场的影响将是这两种损失变化规律的综合表现，

也由此导致了其总体总压损失系数较原型叶栅

增大。

４２　叶尖泄漏涡变化分析

由于＋４°攻角下的叶栅流场结构与０°攻角下

的无明显区别，故后文不再对＋４°攻角下的流场

进行特别分析。图８给出了原型叶栅和端壁抽吸

叶栅在攻角为－８°、０°和＋８°时上端壁静压系数等

值线分布，图中起始于静压最小值点而后依次连

接静压系数等值线槽道极小值点的黑色点画线用

以表示叶尖泄漏涡的运动轨迹［２，２１］。未抽吸的原

型叶栅在３种来流攻角下其泄漏涡起始位置分别

位于４２％犆ａ、２２％犆ａ 和８％犆ａ，即泄漏涡起始位

置随来流攻角增大逐渐前移，同时泄漏涡运动轨

迹逐渐远离叶片吸力面，表明叶尖泄漏涡强度和

影响范围逐渐增大。端壁抽吸方案在３种来流攻

角下叶尖泄漏涡起始位置分别为５９％犆ａ、５２％犆ａ

和４６％犆ａ，相较于原型叶栅分别后移了１７％犆ａ、

３０％犆ａ和３８％犆ａ。泄漏涡运动轨迹更靠近叶片

吸力面，说明端壁抽吸方案使叶尖泄漏涡影响范

围缩小。同时注意静压系数分布可知，抽吸增大

了叶尖处的增压能力，再次说明抽吸可以改善叶

尖流场，使叶栅叶尖处气动性能得到提升。由于

攻角为－８°时原型叶栅的叶尖泄漏涡起始位置并

未在端壁抽吸槽覆盖范围内，故而此端壁抽吸方

案对该攻角下的间隙泄漏涡生成阶段的控制效果

较其对０°攻角和＋８°攻角下的弱。此外，原型叶

栅在攻角为＋８°时叶尖泄漏流在６０％犆ａ 附近与

主流基本完全掺混，而抽吸方案下的泄漏涡轨迹

在栅后依然清晰可见，这种变化规律与－８°攻角

和０°攻角下的并不相同，最终导致端壁抽吸方案

对叶栅总体性能的影响在＋８°攻角下与其他攻角

不同，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图９进一步给出了各工况下叶栅９８％叶展

截面上的轴向速度（犞狕）云图。图中低速区（蓝色

区域）即为泄漏涡影响区域，此处流体的轴向动量

较小，造成流道堵塞效应。与图８分析相呼应，低

速区随攻角增大逐渐前移，即泄漏流对流道的影

响范围逐渐增大。抽吸后低速区均有一定程度上

的后移，栅距方向分布范围也有所减小。－８°和

０°攻角下的低速区面积在抽吸作用下减小。当攻

角为＋８°时，由于抽吸后泄漏涡运动轨迹加长，泄

漏涡影响区域与尾缘分离涡影响区域耦合，使栅

５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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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上端壁静压系数分布

Ｆｉｇ．８　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ｅｎｄｗａｌｌ

图９　９８％叶展截面轴向速度分布

Ｆｉｇ．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ｘｉ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ｔ９８％ｓｐａｎ

后部分流场恶化。与此同时，抽吸对＋８°攻角下

的由叶片尾缘分离涡所造成的回流现象起到了抑

制作用，减弱了叶尖尾缘处的分离涡强度，改善了

叶尖流场。最终综合表现为使间隙处流动损失增

大，但使得９５％叶高以下的部分叶展范围内损失

降低。

接下来采用熵分析法对各工况下的端壁抽吸

前后的流场发展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式（２）给出

了熵的定义。

犛＝
犮狆
γ
ｌｎ

狆
狆（ ）
ｒｅｆ

１－γ 犜
犜（ ）
ｒｅｆ

［ ］
γ

（２）

其中犮狆 为比定压热容，γ为比热比。狆ｒｅｆ和犜ｒｅｆ分

别为参考压力和参考温度，本文分别选择１０１３２５

Ｐａ和２８８．１５Ｋ。

图１０显示了各工况下从叶片前缘到１４０％

轴向弦长处的１５个轴向犛３ 截面上的熵分布（此

处仅展示高熵区），并添加了部分三维泄漏流线。

图中叶尖区域的高熵区是由叶尖泄漏涡影响所

致，反映了叶尖泄漏涡从起始到发展直到逐渐耗

散的过程，其沿叶片前缘向下游发展规律与图８

中的叶尖泄漏涡运动轨迹相吻合。向下游发展过

程中，高熵区逐渐扩散，但质量熵的峰值逐渐减小。

相较于原型叶栅，抽吸方案下由于泄漏涡所造成的

高熵区向叶片吸力面靠近且面积有所减小，同时质

量熵的峰值也稍减小。也就是说，端壁抽吸方案

通过直接减弱泄漏涡的强度和影响范围从而起到

了改善叶尖流场的效果。抽吸后高熵区面积开始

增大的位置，即泄漏涡起始位置明显后移，这与图

８和图９中泄漏涡起始位置的变化相一致。

当来流攻角为＋８°时，通过对比图１０（ｃ）和图

１０（ｆ）中黑色虚线椭圆圈可知，抽吸后由于分离所

引起的高熵区明显缩小，但叶栅尾缘叶尖处由泄

６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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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涡引起的高熵区和由分离所引气的高熵区发生

耦合，而这在原型叶栅中并未发生。参考图１１所

示的抽吸槽出口熵增分布，＋８°攻角下端壁抽吸

方案使图１０（ｆ）中的红色虚线圈处，即抽吸槽覆

盖区域质量熵值增大，流动损失增大，造成端壁抽

吸方案对叶栅总体性能的影响在＋８°攻角下异于

另外两个攻角。另外，对比＋８°攻角下抽吸前后

泄漏流三维流线可以发现，原型叶栅泄漏流在栅

后已基本与主流掺混完成，流道方向趋于一致，而

抽吸叶栅的泄漏流依然有着明显的旋绕运动，这

与图８分析所得出的抽吸后泄漏涡运动轨迹向下

游延伸至栅后的结论相互印证。

图１０　轴向截面上叶尖区域质量熵分布及三维泄漏流线

Ｆｉｇ．１０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ｔｉｐｒｅｇｉｏｎｏｎａｘｉａｌ

ｓｌｉ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ｋａｇｅ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

图１１　抽吸槽出口质量熵分布

Ｆｉｇ．１１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ｔｏｕｔｌｅｔｏｆ

ｓｕｃｔｉｏｎｓｌｏｔ

为了进一步阐释来流攻角对端壁抽吸方案控

制间隙泄漏流动效应的影响，图１２给出了抽吸前

后三个来流攻角下近尾缘犛３ 截面上的质量熵值

分布云图及二维流线分布。图中叶尖部分近叶片

吸力面的涡结构为叶尖泄漏涡，靠近通道中间的

涡结构为上通道涡（ＰＶ），不带间隙的下端壁处的

涡结构为下通道涡。随着攻角增大，叶背分离损

失增大，分离范围扩大。端壁抽吸方案使－８°攻

角和０°攻角下的泄漏涡向吸力面移动，同时泄漏

涡区域的质量熵值减小，但对下半叶展无明显影

响。另外，抽吸后０°攻角下的上通道涡被拉伸为

椭圆形，其涡核更加靠近上端壁。当攻角为＋８°

时，与前文分析相呼应，原型叶栅在尾缘截面不可

见叶尖泄漏涡结构，而抽吸方案下存在。近吸力面

处的高损失区由原型叶栅中基本沿叶中对称的叶

背附面层分离转变为大的角区分离，流场结构更加

复杂。端壁抽吸后上半叶展区域的损失降低，而下

半叶展的损失大幅增大，结合图６可知，最终导致

叶栅整体性能下降。究其原因是：大攻角下叶栅流

道严重堵塞，端壁抽吸减缓了叶尖区域的堵塞，使

得下叶展区域的流体向上运动，破坏了原型中基本

对称分布的分离流动，造成了图７（ｈ）中的叶片吸

力面分离涡涡核自原型叶栅中的１０％叶高抬升

至端壁抽吸后的７０％叶高，进而使得叶栅流场中

包括损失在内的多种流动参数沿展向重新分配。

图１３为标准螺旋度标识的犙涡判据下的叶

栅通道内涡结构图，用以更加直观地比较抽吸前

后３种来流攻角下的涡结构尺度和位置变化。图

示为犙＝５×１０６ｓ－２的等值面。犙定义如下
［２２］：

犙＝
１

２
（Ω犻犼Ω犻犼－犛犻犼犛犻犼） （３）

式中Ω犻犼＝（狌犻犼－狌犼犻）／２和犛犻犼＝（狌犻犼＋狌犼犻）／２分别

为自旋张量和应变张量。标准螺旋度（犎狀）在不

需要考虑涡量在流向上的衰减时也能很容易地识

别涡的旋向，然后实现对旋涡性质的定量分

析［２３］，其定义如下：

犎狀 ＝
珔
ζ·珔狌

珔
ζ· 珔狌

（４）

其中珔狌和珔ζ分别表示流体的速度和涡量。

图１３叶尖处靠近叶片吸力面的正的标准螺

旋度标识的涡结构为叶尖泄漏涡。叶尖泄漏涡上

标准螺旋度接近于＋１的部分随来流攻角增大而

增多，表明泄漏涡强度逐渐增强，而其结构方面随

攻角的变化规律与图７～图１２的分析一致，此处

不再赘述。端壁抽吸后泄漏涡起始位置明显后

移，标准螺旋度减小。抽吸后＋８°攻角下叶栅的

中下叶展部分涡结构尺寸增大，螺旋度增大，造成

损失增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叶尖尾缘吸力面附

近的分离涡结构在抽吸作用下衰减，且在＋８°攻

７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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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尾缘Ｓ３截面质量熵值及二维流线分布

Ｆｉｇ．１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ｎｔｒｏｐｙａｎｄ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ａｍｌｉｎｅｓｏｆＳ３ｓｌｉｃｅａｔｔｒａｉｌｉｎｇｅｄｇｅ

图１３　犙准则标识的涡结构

Ｆｉｇ．１３　Ｖｏｒｔｉｃｅ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ｂｙ犙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角下与泄漏涡结构耦合。

抽吸前后叶栅在３个来流攻角下９８％叶展

吸、压力面静压系数分布如图１４所示。分析原型

叶栅下的静压系数分布可知，３种攻角下的静压

系数分布规律基本一致，但＋８°攻角下的压力面

静压系数在约５０％犆ａ后逐渐下降，这不同于其他

两个攻角下的压力面静压自前缘至尾缘连续增

大。吸力面静压系数在－８°、０°和＋８°攻角下分别

在４５％犆ａ、２８％犆ａ 和１３％犆ａ 处达到极小值。对

比抽吸前后３种攻角下的静压系数分布变化规律

可以看出，抽吸槽覆盖位置及稍下游部分区域的

吸力面压力分布在端壁抽吸作用下发生明显改

变，同时压力面压力分布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从

而影响了叶尖载荷沿轴向的分布规律。

对于来流攻角为－８°的工况，端壁抽吸后吸

力面静压系数自前缘至３０％犆ａ降低，在３０％犆ａ～

５６％犆ａ 范围内增大，随后至８２％犆ａ 再次有所下

降，最后至尾缘基本保持不变；压力面静压系数自

８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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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９８％叶展静压系数分布

Ｆｉｇ．１４　Ｓｔａｔ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ｔ

９８％ｂｌａｄｅｓｐａｎ

叶片前缘至１８％犆ａ减小，然后在１８％犆ａ～６０％犆ａ

范围增大，之后不再变化。综合吸、压力面静压变

化发现，端壁抽吸方案使叶尖载荷在轴向分布上

基本呈现先增大，再减小，又增大，后不变的变化

规律。叶尖载荷减小的区间，叶尖泄漏涡强度和

通道堵塞效应减弱，因此成为本文所设计的端壁

抽吸方案控制叶尖泄漏流的主要作用区域。该区

域前后分别出现叶尖载荷增大的现象，这是由端

壁抽吸所导致的泄漏流局部加速效应所引起的。

抽吸前后０°来流攻角下的叶尖静压分布和叶尖

载荷分布变化规律基本与－８°攻角时相同，而端

壁抽吸方案对＋８°攻角下叶尖静压系数分布的影

响稍有不同。抽吸后＋８°攻角下的吸力面静压在

前缘至１３％犆ａ减小，在１３％犆ａ～４５％犆ａ增大，而

后在４５％犆ａ～７５％犆ａ 再次减小，在７５％犆ａ 之后

明显增大；压力面静压在前缘至１２％犆ａ 略微减

小，其后直到尾缘处都较原型叶栅有所增大。

＋８°攻角下尾缘附近的静压系数分布受抽吸影响

的变化规律与－８°及０°下的明显不同，从而影响

了端壁抽吸方案对叶栅总体性能的改善效果。另

外，抽吸后＋８°攻角下的叶尖载荷的减小程度明

显小于－８°及０°攻角下的载荷变化。

为定量分析来流攻角对端壁抽吸方案下泄漏

流强度的影响，图１５给出了抽吸前后３种攻角下

中间间隙出口处的叶尖泄漏角（ＴＬＡ，定义为泄

漏流与轴向的夹角）沿轴向分布。对于未抽吸原

型叶栅，从叶片前缘到尾缘，叶尖泄漏角先增大后

减小，最大值处的轴向位置与图１４中的最大叶尖

载荷位置一致，随攻角增大逐渐向上游移动，同时

幅值也逐渐增大。端壁抽吸方案下叶尖泄漏角在

图１５　中间间隙出口处叶尖泄漏角分布

Ｆｉｇ．１５　Ｔｉｐｌｅａｋａｇｅｆｌｏｗａｎｇｌ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ｔ

ｍｉｄｇａｐｅｘｉｔ

－８°、０°和８°攻角下分别在２％犆ａ～６９％犆ａ、

４％犆ａ～６３％犆ａ和０％犆ａ～５４％犆ａ 范围内较原型

叶栅显著减小，表明端壁抽吸方案使泄漏速度降

低，减弱了泄漏流和泄漏涡强度。由于抽吸槽覆

盖范围不包含－８°攻角下原型叶栅的泄漏涡起始

位置，因而此攻角下的叶尖泄漏角有效降低程度

相对较小。泄漏角分别在 ６９％犆ａ～９５％犆ａ、

６３％犆ａ～９０％犆ａ和５４％犆ａ～９７％犆ａ范围内较原

型叶栅有所增大，且＋８°攻角下的增大程度大于

另两个攻角下的；抽吸对其他弦长范围内的叶尖

泄漏角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４３　叶栅出口性能分析

分析端壁抽吸方案对３种来流攻角下叶栅出

口性能的影响。图１６和图１７分别为总压损失系

数和出口气流角展向分布图，两参数均已沿栅距

方向进行了质量流量平均。两图中图（ａ）的纵坐

标范围为０％～５０％叶高，图（ｂ）的纵坐标范围为

５０％～１００％叶高。对于图１６，分析原型叶栅可

知，－８°和０°攻角下的出口总压损失系数沿展向

分布规律一致，叶展中部损失较小而两端损失较

大；在攻角为＋８°时，由于叶片吸力面附面层严重

分离，叶展中部损失明显增大，此区域内的分离损

失也超越叶尖泄漏流动及角区分离成为叶栅总损

失的最大来源。

端壁抽吸方案的引入并未改变－８°和０°攻角

下的出口总压损失系数沿展向分布规律，由于有

效控制了叶尖间隙泄漏流动，主要分别减小了两

个来流攻角下６８％和６４％叶高以上部分的流动

损失。并且在相同的抽吸量下，端壁抽吸后０°攻

角下的损失降低范围和降低程度都较大于－８°攻

９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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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下的，因此图６中的叶栅总体总压损失系数的

降低程度也是０°攻角下的稍大。抽吸后＋８°攻角

下的总压损失系数在４２％～９５％叶高范围内减

小，而在４２％叶高以下及９５％叶高以上则有所增

大。结合图７可知，抽吸推迟了上半叶展范围内

的流动分离，但使下半叶展的流动分离提前，从而

造成损失在下半叶展增大而在上半叶展的大部分

范围内减小，叶尖部分则由于叶尖泄漏流动与尾

缘分离流动耦合而造成损失增大，最终综合表现

为叶栅总体损失增大。

图１６　出口周向平均总压损失系数沿径向分布

Ｆｉｇ．１６　Ｒａｄ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ｔｃｈ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ｔｏｔ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ｏｓｓ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ｔｏｕｔｌｅｔ

图１７中－８°和０°攻角下的出口气流角沿展

向的分布规律一致，分别由于叶尖泄漏流动和下

端壁角区分离对流道的堵塞作用造成在上下端壁

处出现流动欠偏转现象，而＋８°攻角下的出口气

流则在叶展中部发生明显的过偏转。端壁抽吸方

案下几个攻角下的出口气流角变化与总压损失系

数的变化规律相似，联合前文对各图的详细分析，

图１７　周向平均出口气流角沿径向分布

Ｆｉｇ．１７　Ｒａｄ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ｉｔｃｈ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ｏｕｔｌｅｔｆｌｏｗａｎｇｌｅ

同样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本文所设计的端壁抽吸

方案在相同抽吸量下对不同来流攻角下的叶尖泄

漏流动的控制都是通过将叶尖流场内的低能流体

吸除，减小了抽吸槽覆盖范围及附近区域的叶尖

载荷。进一步，由叶尖载荷驱动的叶尖泄漏流及

泄漏涡强度减弱，从而有利于叶栅整体性能的提

升。但是在大攻角下端壁抽吸方案同时有可能促

进叶背附面层分离和角区分离，从而使得流动损

失增大。另一方面，端壁抽吸方案对不同攻角下

的流场改善效果不同。结合图７、图１０和图１３

分析，端壁抽吸方案对－８°和０°攻角下的影响区

域仅限于叶尖流场，主要效果为缩短了泄漏涡在

展向和轴向的有效扩散距离，减弱了叶尖泄漏流

动，改善了叶尖堵塞效应；但对于＋８°攻角，端壁

抽吸虽然也改善了叶尖流场，但该工况下叶尖泄

漏损失的占比大大降低，同时抽吸使下叶展区域

的流场严重恶化，因此如图６所示，端壁抽吸方案

０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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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攻角下综合表现使叶栅整体性能下降。此时

仅采用端壁抽吸无法提升流场整体性能，可以将

控制间隙泄漏流的端壁抽吸方案与控制角区分离

的叶背抽吸方案相结合，利用组合抽吸技术实现

大攻角下的流场改善。同时，也可以考虑关闭抽

吸槽出口使之成为机匣处理结构，在大攻角下实

现扩稳。

本文研究结论是基于静止叶栅得到的，实际

压气机与叶栅流动情况存在差别，叶片和端壁之

间的相对运动影响叶尖泄漏流和泄漏涡强度和发

展过程，因此本文所设计的端壁抽吸方案可能会

在实际应用时无法发挥其最佳的控制效果，后续

需要在压气机或动叶栅多工况下进行端壁抽吸方

案研究，从而得到一个可以适应压气机实际多变

工况流动控制效果的“通用型”端壁抽吸方案。

５　结　论

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１）来流攻角影响间隙泄漏流动的生成及发

展过程。叶尖泄漏涡起始位置随攻角增大前移，

泄漏涡运动轨迹向偏离叶片吸力面方向偏移，且

在栅距方向和展向的影响范围增大。泄漏损失逐

渐增大；

２）端壁抽吸通过延缓泄漏涡的形成过程，影

响泄漏涡结构形态，减弱了泄漏涡强度，缩小了泄

漏涡的影响范围，从而减小了间隙泄漏损失。由

于－８°攻角下原型叶栅泄漏涡起始位置位于抽吸

槽覆盖范围之后，因而抽吸后对该攻角下的泄漏

损失相对减小程度小于设计攻角下的。抽吸后

＋８°攻角下的泄漏涡与尾缘分离涡耦合，带来一

定程度的额外损失；

３）本文设计的端壁流向开槽抽吸方案在负

攻角和小攻角范围内对叶栅整体性能的改善效果

较好，而在大攻角下流动损失增大。０．７％的抽吸

量下，端壁抽吸后－８°、０°和＋４°攻角下的叶栅总

体总压损失系数较原型叶栅分别降低约９．０％、

１０．８％和６．８％，而＋８°攻角下则增大约５．７％。

大攻角下端壁抽吸方案在减小间隙泄漏损失的同

时显著增大了附面层分离损失，这也造成了端壁

抽吸方案在大攻角下对叶栅性能的影响与其他攻

角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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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气机失速先兆及转子多工况流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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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ＮＡＳＡＲｏｔｏｒ３７跨声速轴流压气机级在多工况下的非定常流场进行了流固耦合数值模拟，

采用动力学模态分解（ＤＭＤ）方法得到了流体压力和速度的模态信息并绘制了模态云图，数值判定了压气机

各工况的稳定性，获得了流动特征结构，通过模态云图发现了近失速点突尖型失速的初期表现。结果表明：在

计算的多种工况中，近失速点和堵塞点均存在不稳定的模态阶次；ＤＭＤ方法识别的各阶频率与压力信号频

谱分析结果的最大误差为０．６３％；随着背压上升，相邻两叶片通道内高压低速流体团位置逐渐向叶片前缘移

动，范围逐渐扩展；在近失速点，尾缘回流与主流的掺混在叶片吸力面中部产生了半椭球形的旋涡并造成流道

堵塞，是突尖型失速的初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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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Ｋａｎｇｄｉ，ＤＵＹｕｎｘｉａｎｇ，ＸＵＺｉｌｉ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ｕｎｓｔｅａｄｙ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ｏｆａｔｒａｎｓｏｎｉｃａｘｉ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Ｒｏｔｏｒ３７ｗａｓｎｕｍｅｒｉ

ｃａｌｌ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ｄ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ｉ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

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ａｌ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ＤＭＤ）．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ｗｅ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ｌｌａｕｒａ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ｂｙｔｈｅｍｏｄａｌｃｌｏｕｄｄｉａ

ｇｒａｍ．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ｎｅａｒｓｔａｌｌ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ｌｕｇｇ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ｈａｄ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ｍｏ

ｄａｌｏｒｄｅｒｓ；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ｒｒｏ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Ｍ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ｗａｓ０．６３％；

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ｂａｃｋ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ｔｈｅｆｌｕｉｄｍａｓ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ｂｌａｄｅ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ｍｏｖｅｄｔｏ

ｔｈ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ｅ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ｂｌａｄｅ，ａｎｄｉｔｓｒａｎｇｅｗａｓ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ａｔｔｈｅｎｅａｒｓｔａｌｌｐｏｉ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

ｍｉｘｉｎｇｏｆｍａｉｎｆｌｏｗａｎｄｒｅｆｌｕｘ，ａｓｅｍｉｅｌｌｉｐｓｏｉｄａｌｖｏｒｔｅｘｗ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ｏｆｔｈｅ

ｂｌａｄｅｓｕｃｔｉ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ｌｏｗｃｈａｎｎｅｌｗａｓｂｌｏｃｋｅｄ，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ｓｐｉｋｅｓｔａ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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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ｒａｎｓｏｎｉｃａｘｉ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ｕｎｓｔｅａｄｙ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ｐｉｋｅｓｔａｌｌ

　　燃气轮机压气机用于工质增压，是燃气轮机

的核心部件之一。压气机内部流动复杂，运行状

况按照流量可以分为近堵塞点、设计工况点、近失

速点等多种工况，不同的流动工况具有不同的流

动特性，在大流量情况下流道堵塞，进一步增大流

量会使压比和效率大幅降低；在小流量下的失速、

喘振问题更是压气机研发和改进的难点。压气机

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各个工况下的压比、效率和

稳定性，对压气机多工况下非定常流场的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

研究人员针对压气机的流动特性开展了大量

研究。桂幸民等［１］采用实验的方法进行了跨声压

气机激波的研究，钟兢军等［２］数值研究了某跨声

速压气机在近堵塞工况时内部的流场特性。在涡

系的研究方面，Ｉｎｏｕｅ等
［３］观察实验结果，指出了

压气机转子及出口通道存在旋涡；王如根等［４］采

用精确的数值模拟分析了某跨声压气机，结果表

明激波下游的涡破碎形成的低速堵塞区是导致跨

声压气机失稳的根本原因。在压气机失速的研究

方面，付磊等［５］对某高负荷轴流压气机的叶间非

定常流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激波后涡系造成

的堵塞是突尖型失速初始扰动的原因；孙鹏等［６］

对跨声速转子全周进行了非定常计算，结果表明，

转子叶尖存在前缘溢流和尾缘回流现象，是突尖

型失速的先兆。

叶栅跨声速区域存在激波、涡系、分离流等流

动结构，其在时空演化过程中具有复杂的流动机

理和强烈的非线性特性，需要通过实验以及数值

模拟来开展研究。随着ＣＦＤ技术的发展，压气机

内非定常流场仿真的精细度不断提高，系统自由

度数的增多导致数值模拟产生的数据量增多，难

以轻易从海量数据中获得流动特征结构。为此，

国内外研究者相继发展了非定常流场降阶技术。

常用的两种降阶技术包括基于输入输出的系统辨

识方法［７８］和基于特征提取的模态分解方法［９１０］。

基于特征提取技术的模态分解方法包括本征正交

分解（ＰＯＤ）和动力学模态分解（ＤＭＤ）。ＤＭＤ方

法可以直接通过各个模态的特征表征流动演化过

程，不需要额外的控制方程［１１］，在得到模态特征

和动力学信息的同时降低数值噪声的影响，因此，

ＤＭＤ方法在流动特征提取中有着突出的优势和

广阔的前景。自发展以来，ＤＭＤ方法在沿横向

射流［１２］、飞机机翼尾流［１３］和动失速尾流［１４］等复

杂流动现象上已有应用。

刘震雄等［１５］采用 ＤＭＤ方法研究了压气机

叶尖流场，评估了ＤＭＤ方法分析压气机叶尖非

定常流动特征的能力；代珂等［１６］引入ＤＭＤ方法

分析超声速进气道喘振特性，结果表明ＤＭＤ方

法能准确捕捉流场各特征频率的模态；胡万林

等［１７］使用 ＤＭＤ 方法研究了跨声速下绕厚度

１８％的对称双圆弧翼型的压力脉动场，分析了压

力脉动随激波振荡的时间演化过程。目前已有研

究使用ＤＭＤ方法对捕获流动特征的能力进行评

估，并建立流场演化的动力学降阶模型。仍需在

模态稳定性的判定、流动特征随着工况变化的演

化规律、以及应用获得的特征结构对压气机复杂

的流动机理进行分析等方面开展研究。

本文对 ＮＡＳＡＲｏｔｏｒ３７跨声速轴流压气机

级在３种工况下的非定常流场进行了流固耦合数

值模拟，应用ＤＭＤ方法分析了流场的动力学特

性。通过模态时间增长率和模态特征值分布，数

值判定了３种工况中各阶模态的稳定性；采用

ＤＭＤ方法计算了各阶模态频率并与流场中监测

点的频谱分析结果进行对比，误差小于０．６３％；

识别出了３种工况的主流特征结构及空间位置，

分析了流动特征随工况的演化规律；通过前缘溢

流、尾缘回流，和椭球型旋涡导致的通道堵塞，发

现了突尖型失速的初期表现。

１　动力学模态分解

动力学模态分解是基于特征提取的模态分解

方法，由Ｓｃｈｍｉｄ提出
［１０］，流程如图１所示，其本

质是将动力学系统进行线性化估计，通过对流场

的时域信息进行特征分析，得到系统特性的低阶

表达。

动力学模态分解的原始数据来源于非定常流

场的瞬态计算结果。将犻时刻，流场在目标叶高

面中各节点的速度、压力等物理量存入犕 维列向

量，称为一个流场快照。从时域上每隔Δ狋时间进

行取样，获得数值仿真的犖 个流场快照狏１ 到狏犖，

构成总信息矩阵犞犖
１。

犞犖
１ ＝ ｛狏１，狏２，…，狏犖｝ （１）

式中总信息矩阵犞犖
１ 上下标分别代表首尾两向量

狏１ 和狏犖 的角标。

４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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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ＤＭＤ方法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ＭＤｍｅｔｈｏｄ

ＤＭＤ方法对动态系统进行线性化估计，假

设流场狏犻＋１与狏犻之间存在线性映射关系

狏犻＋１ ＝犃狏犻 （２）

　　矩阵犃能够反映系统的动态演化特征，是流

场演化的系统矩阵，但矩阵犃的阶数高，求逆及

特征值求解非常困难，需要进行降阶。依据线性

化假设，由公式（３）构建前矩阵犞犖－１
１ 和后矩阵

犞犖
２，其目的是最大化利用原始数据集。

犃犞犖－１
１ ＝犃｛狏１，狏２，…，狏犖－１｝＝

｛狏２，狏３，…，狏犖｝＝犞
犖
２ （３）

　　对前矩阵犞
犖－１
１ 进行奇异值分解，保留前犿

个主要奇异值，截断其余的小奇异值，可以起到降

低数值噪声的作用。

犞犖－１
１ ＝犝Σ犠

Ｈ （４）

式中上标 Ｈ代表共轭转置，Σ矩阵对角线上元素

为各阶奇异值，犝 和犠 是奇异值分解产生的酉矩

阵，即犝·犝Ｈ＝犐，犠·犠Ｈ＝犐。在实际计算时，

采用ｅｃｏｎ型奇异值分解算法，以保证矩阵维度

匹配。

将式（４）带入式（３）可得

犃犞犖－１
１ ＝犃犝Σ犠

Ｈ
＝犞

犖
２ （５）

　　通过变换得到

犝Ｈ犃犝 ＝犝
Ｈ犞犖

２犠Σ
－１
＝珟犃 （６）

式中矩阵珟犃（犿×犿 维）是降维后的系统矩阵，包

含了犃 的主要特征值，是原系统矩阵的低阶

近似。

对矩阵珟犃进行特征分解

珟犃狓犻 ＝λ犻狓犻 （７）

式中λ犻为矩阵珟犃 的特征值，称为Ｒｉｔｚ特征值，狓犻

为特征向量。

动力学模态振型可以通过犝矩阵和特征向量

狓犻的相乘得到，第犻阶ＤＭＤ模态Φ犻的表达式为

Φ犻 ＝犝狓犻 （８）

　　各阶 ＤＭＤ模态的能量大小通过矩阵范数

犡－１
Σ犠

Τ 来表征［１６］，ＤＭＤ模态的特征值λ犻 可

以用于计算模态对应的时间增长率犵犻 和模态对

应的频率ω犻，计算公式为

犵犻 ＝Ｒｅｌｎ（λ犻｛ ｝）／Δ狋 （９）

ω犻 ＝ｌｍｌｎ（λ犻｛ ｝）／Δ狋·２（ ）π （１０）

　　通过模态振幅α能够计算对应模态在初始

快照中的占比［１２］。ＤＭＤ模态Φ犻 对应的模态振

幅为

α＝犠
－１犝Ｈ犞１ （１１）

２　研究对象及其特性

研究对象为 ＮＡＳＡＲｏｔｏｒ３７跨声速轴流压

气机级，整圈轮盘由３６只叶片组成，叶片材料为

马氏体２００钢，弹性模量为２０６ＧＰａ，密度为７８５０

ｋｇ／ｍ
３，泊松比为０．３，叶片展弦比和轮毂比分别

为１．１９和０．７，平均叶高为０．０６５ｍ，转子叶片和

机匣之间的叶尖间隙为２．５％叶高，设计转速为

１７１８８ｒ／ｍｉｎ，设计流量为２０．１９ｋｇ／ｓ，堵塞流量为

２０．９３ｋｇ／ｓ。

计算区域的网格划分如图２所示，进口和出

口区域采用 Ｈ 型网格，在转子的叶尖间隙处，沿

着径向分布１０个网格节点。单流道总网格数为

１０２１２３，第一层边界层网格平均高度为３．１×１０－５

ｍ，网格狔
＋值为３．０８。在９５％叶高面流道中部设

置了一个监测点，用于提取流动的时域信息。

图２　Ｒｏｔｏｒ３７转子模型及网格

Ｆｉｇ．２　Ｒｏｔｏｒ３７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ｍｅｓｈｅｓ

非定常计算时，采用本课题组发展的结构虚

拟弹性体快速动网格技术的双向流固耦合方

法［１８１９］，将流场网格所包围的空间区域视为虚拟

弹性体，以结构振动方程和虚拟弹性体静力平衡

方程为基础，构建结构虚拟弹性体系统的振动方

程，采用振型截断法求解整体振动控制方程，快速

获取交界面位移，并根据虚拟弹性体的响应快速

更新流场网格。

采用商业软件Ｆｌｕｅｎｔ进行数值模拟求解，使

用ＳＳＴ（ｓｈｅａｒｓｔｒｅｓ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犽ω湍流模型，求

解基于雷诺时均的 ＮＳ方程，物理时间步长为

５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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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５ｓ。给定进口总温为２８８．１５Ｋ，总压为大

气压，叶片和轮毂均设定为无滑移壁面边界条

件，流道两侧壁面均施加周期边界条件，在设计

转速１７１８８ｒ／ｍｉｎ下进行非定常计算。计算时

给定不同出口背压，求得质量流量、总压比及绝

热效率，将各背压工况的计算结果绘制成压气

机特性线如图３所示，横轴以堵塞流量为１００％

进行了无量纲处理。由总压比曲线可以看出，

在质量流量增大时，总压比呈现减小的趋势；由

绝热效率曲线可以看出，随着质量流量的增大，

绝热效率逐渐上升，直到峰值效率点时达到最

大，当流量超过峰值效率点时，绝热效率下降。

对比文献［２０］中分别采用 ＮＵＭＥＣＡ、ＡＲＴＳ、

ＵＮＩＢＳ三种流体求解器得到的计算结果，本文

总压比曲线比 ＮＵＭＥＣＡ和 ＡＲＴＳ的计算值更

接近实验值，绝热效率曲线与 ＡＲＴＳ和 ＵＮＩＢＳ

的计算结果几乎相同。

在近失速工况点，采用快速傅里叶变换方法，

通过监测点压力的时域信号计算其频谱如图４所

示。用于计算幅频曲线的总时长为２０００个时间

图３　压气机特性线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

步，频率的分辨下限为２５Ｈｚ。

通过工作转速可以得到转子频率犳＝２８６．４

Ｈｚ。在图４频谱中可以看到，２８５．３Ｈｚ频率处的

峰值对应转子频率。同时在２１１．８Ｈｚ处有一明

显峰值，对应转子的失速频率，其值约为７４％犳，

在４２６．５Ｈｚ和６３８．２Ｈｚ处的两个小峰对应的频

率分别为失速频率的２倍和３倍。

图４　监测点压力信号的频谱分析

Ｆｉｇ．４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ｏｆ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

３　犇犕犇分析

基于近堵塞点、设计点、近失速点３种工况在

９５％叶高面的非定常流场计算结果，以５个时间

步长为ＤＭＤ分析的间隔Δ狋，提取共１５０个流场

快照进行ＤＭＤ分析，采样总时域长度为７５０个

时间步，约为转子失速频率对应周期的３．２倍，所

选采样时长的频率分辨下限为３３Ｈｚ。

３１　模态特征值求解

求解 ＤＭＤ各阶模态对应的时间增长率犵犻

和模态振幅α，并通过α计算各阶ＤＭＤ模态占

比百分数犠（％），结果如表１所示。

由表１可知：①随着模态阶次升高，模态占比

百分数明显下降；３种工况下前五阶模态的成分

总占比分别为９８．５８％、９５．９３％和９２．７６％，表明

低阶次的流动模态占据了整个流场的主导地位，

流场的主要流动结构可以由前几阶模态的叠加来

表征；②在近堵塞点，第４阶模态增长率大于０，

模态占比为２．５９％，表明流场中存在不稳定模

态；③在设计点，各阶模态增长率均小于等于０，

所有模态均为稳定模态；④在近失速点，第１阶增

长率大于０，模态占比为６１．６４％，流场的主流成

分表现为不稳定。

将９５％叶高各工况Ｒｉｔｚ特征值λ犻绘制在复

平面上，并将主导模态的特征值位置进行标注，得

到ＤＭＤ特征值分布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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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阶模态的时间增长率和模态占比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犻犿犲犵狉狅狑狋犺狉犪狋犲犪狀犱犿狅犱犲狆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

模态
犵犻 犠／％

近堵塞点 设计点 近失速点 近堵塞点 设计点 近失速点

１阶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８ ８３．８４ ６８．８７ ６１．６４

２阶 －１．５６４ －０．１８９ ０．２３０ ８．０１ １５．６８ １４．６６

３阶 －０．９９０ －０．１８３ －１．００１ ２．８１ ６．６７ ６．８０

４阶 ０．０９１ －０．１７９ －０．２３８ ２．５９ ３．２７ ５．６９

５阶 －１．１７７ －０．１７７ －０．２９８ １．３３ １．４４ ３．９７

　　由图５可知：①３种工况下，第１阶模态特征

值虚部均为零，其余各阶模态特征值共轭、成对出

现；②在近堵塞点，多数特征值均分布在单位圆内

或圆上，表明对应阶次的ＤＭＤ模态是稳定模态

或周期性模态，存在少数特征值分布在圆外，表明

流场存在少量不稳定模态；③在设计点，所有特征

值均分布在单位圆内或圆上，表明对应阶次的

ＤＭＤ模态是稳定模态或周期性模态；④在近失

速点，前２阶占据流场主导的模态特征值均分布

在圆外，对应不稳定模态。

图５　３种工况９５％叶高的ＤＭＤ特征值分布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ＭＤ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ａｔ９５％

ｂｌａｄｅｈｅ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ｒｅ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３２　模态频率分析

图６为采用ＤＭＤ方法计算的近失速工况各

阶模态频率能量比分布图。其中，图６（ａ）为所有

求解的模态与能量比的对应关系，图６（ｂ）展示了

１０００Ｈｚ以内的部分。

从图６中可以看出，ＤＭＤ方法计算的第１阶

为零频模态，能量比最大。第２阶至第５阶模态

对应的频率值为２８３．５、２１２．７、４２５．６Ｈｚ和６３８．３

Ｈｚ，分别与监测点频谱分析的几个峰值相对应。

将ＤＭＤ方法计算的频率和近失速工况监测点压

力信号的频谱进行对比分析，最大误差为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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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各阶模态频率能量比分布图

Ｆｉｇ．６　Ｅｎｅｒｇｙｒａｔｉ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ＤＭＤｍｏｄｅ

因此，ＤＭＤ方法对频率信息具有良好的识别性。

３３　一阶犇犕犇模态特征

将速度和总压的ＤＭＤ模态Φ犻 绘制在对应

叶高平面，可以得到对应的速度和压力的特征分

布模态云图。图７、图８分别为不同工况下总压

和速度在８０％和９５％两个叶高面的第１阶ＤＭＤ

图７　总压的第１阶ＤＭＤ模态云图

Ｆｉｇ．７　Ｔｏｔ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１ｓｔＤＭＤｍｏｄｅ

图８　速度的第１阶ＤＭＤ模态云图

Ｆｉｇ．８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１ｓｔＤＭＤｍｏｄｅ

模态云图，本文云图的标尺均经过归一化处理。

由不同工况的ＤＭＤ模态云图可知：①在压

力云图中捕捉到了叶片前缘激波，随着背压逐渐

上升，流道内主流的压力上升，叶片前缘激波逐渐

减弱，叶片吸力面高压区范围逐渐扩展，此现象在

８０％和９５％叶高均有发现；②在速度云图中捕捉

到了通道内激波，随着背压上升，相邻两叶片通道

内的高压低速流体团逐渐向叶片前缘移动，范围

逐渐扩展，在近失速点时占据了９５％叶高处的流

道，造成叶顶区域的堵塞，诱发流场失稳，是表１

近失速点处主流对应不稳定模态的原因。

３４　高阶犇犕犇模态特征

第１阶ＤＭＤ模态对应时间平均流场，展现

了原流场中占主导地位的流动特征结构。其余的

高阶流场模态可以对流动结构进行补充分析，图

９为近失速点９５％叶高面的第２～４阶ＤＭＤ模

态云图。

图９　第２～４阶ＤＭＤ模态云图

Ｆｉｇ．９　ＤＭＤ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ｔｈｅ２ｎｄ～４ｔｈｍｏｄｅｓ

结果表明：①第２阶（２８３．５Ｈｚ）模态所对应

的频率为转子频率。在压力云图（ａ）中，叶片吸力

面前缘存在低压团，范围从前一只叶片吸力面前

缘周向扩展到两叶片叶顶距离的１／２，同时在叶

片吸力面尾缘附近存在明显的高压区；在速度云

图（ｄ）中发现了从叶片前缘出发，在流道内沿周向

延伸的速度团，同时在叶片尾缘存在一条明显的

尾缘回流带；②第３阶、第４阶模态所对应的频率

分别为失速频率的１倍和２倍。在第３阶（２１２．７

Ｈｚ）压力云图（ｂ）中可以看到从叶片前缘向后延

伸的正负交替分布的小型压力团。在两只叶片前

缘的中部，一部分主流随着前缘溢流向后一只叶

片的前缘移动，在速度云图同样的位置也能观测

到正负交替的速度团和溢流现象；③相比于第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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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云图，第４阶（４２５．６Ｈｚ）云图展示了相同的规

律，区别是第４阶模态对应的频率更高，云图中流

动结构更加细小。

３５　失速初期表现

多工况对比分析表明，在近失速点９５％叶高

处，在叶片吸力面形成的高压区贯穿整个叶栅，造

成了流道堵塞，此堵塞区内流体团为空间分布的

涡系流动，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ＤＭＤ方法识别通道内涡系的位置

Ｆｉｇ．１０　Ｖｏｒｔｅｘｉ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ｂｙＤＭＤｍｅｔｈｏｄ

图１０绘制了近失速工况下９５％叶高处流动

特征图，由图可知：在流线图中，在两叶片之间流

线呈现明显的涡系结构，主流区域被压缩至叶片

压力面附近。在流线图及涡系的空间分布图中可

以看到，由于堵塞区的存在，叶片前缘存在溢流，

尾缘存在回流，来自尾缘回流的流体与通道内主

流发生掺混，在叶片吸力面中部产生了半椭球形

的旋涡，这使得通过两叶片之间的流体受到堵塞，

在叶片前缘和尾缘部分流入了相邻的流道之中，

形成减速流并产生高压区，是突尖型失速的初期

表现。

４　结　论

本文对 ＮＡＳＡＲｏｔｏｒ３７转子在多种工况下

进行了流固耦合数值模拟，采用ＤＭＤ方法分析

了转子的非定常流场。得到了如下结论：

１）非定常流场在近堵塞点、设计点、近失速

点３种工况下前５阶模态的成分总占比分别为

９８．５８％、９５．９３％和９２．７６％，流场的主要流动结

构可以由前几阶模态的叠加来表征；通过多工况

对比计算，设计工况为稳定工况，近失速点和堵塞

点均存在不稳定的模态阶次。

２）ＤＭＤ方法识别的第１阶零频模态对应平

均流场，第２阶模态频率对应转子频率，第３阶模

态频率对应失速频率。ＤＭＤ方法计算的各阶模

态频率与压力信号频谱分析结果的最大误差为

０．６３％，表明ＤＭＤ方法对频率信息具有良好的

识别性。

３）总压和速度的第１阶模态云图捕捉到了

叶片前缘激波和通道内激波。随着背压上升，相

邻两叶片通道内高压低速流体团位置逐渐向叶片

前缘移动，范围逐渐扩展，在近失速点时占据了流

道，在叶顶区域形成堵塞区。

４）在近失速工况，叶顶吸力面的高压低速流

体团范围扩展至最大，尾缘回流与主流的掺混在

叶片吸力面中部产生了半椭球形的旋涡并造成流

道堵塞，是突尖型失速的初期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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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燃冲压发动机性能参数测量

不确定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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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ＡＩＡＡ（ＡＩＡＡＳ０７１Ａ１９９９）推荐的不确定度评估标准，借鉴国内外在风洞试验、航空发动机

性能测量、火箭发动机地面试验性能等不确定度分析方面开展的研究工作，建立了符合统计学一般原理的超

燃冲压发动机总体性能参数测量不确定度分析和计算方法，开展了超燃冲压发动机总体性能参数测量不确

定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超燃冲压发动机自由射流试验中系统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占主导地位，占总不

确定度的９０％以上。该研究结果有利于提高超燃冲压发动机总体性能测量精度，为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科学

研究和工程设计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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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ｉ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ｃｒａｍｊｅ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ｉａｓｌｉｍｉｔｗａｓｏｖｅｒ９０％ｉｎ

ｔｈ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ｆｓｃｒａｍｊｅ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ｏｍ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ｆｏｖｅｒａｌ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ｃｒａｍｊｅｔ

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ｎｓｃｒａｍｊｅ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ａｒａｍｅ

ｔｅｒ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ｓｃｒａｍｊｅ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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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ｃｒａｍｊｅｔ；ｏｖｅｒａｌ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ｒｅｅｊｅｔｔｅｓｔ；ｂｉａｓｌｉｍｉｔ；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ｌｉｍｉｔ；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超燃冲压发动机是指在超声速气流中组织燃

烧的冲压发动机，一般应用于飞行马赫数大于５

的飞行器，是２１世纪航空航天领域的制高点，超

燃冲压发动机技术作为高超声速飞行器技术的核

心关键之一，被称为吸气式发动机的第３次革命。

超燃冲压发动机性能参数的获取一般是先按

照数值仿真计算、地面直连式试验或自由射流试

验以及飞行试验３个步骤进行。数值计算方面，

研究人员建立了多种发动机流场一维、二维和三

维模型，可以快速的对超燃冲压发动机性能参数

进行预估［１４］，但超燃冲压发动机内流场涉及诸多

三维非定常复杂流动、燃烧与化学反应等，工作过

程复杂，各部件相互耦合，为了准确获取发动机全

流道性能，一般采用数值计算和全尺寸整机自由

射流试验相结合的方式得到发动机总体性能参

数，包括发动机推力、比冲和推力系数等［５］。

超燃冲压发动机自由射流试验过程复杂、涉

及的环节众多，试验模拟状态、天平测力、压力、温

度、模型姿态等原始测量数据存在不确定度，同时

在数据的处理、传递等过程以及超燃冲压发动机

总体性能的计算方法也会使得测量结果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度，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给出

合理可信的试验结果，为超燃冲压发动机的科学

研究和工程设计提供支撑。

ＡＩＡ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在风洞试验不确定度分析方面

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１９９５年，ＡＩＡＡ发布了

风洞试验数据不确定度评估标准（ＡＩＡＡ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Ｓ０７１），并在１９９９年完善了标准
［６］，规范了风

洞试验不确定度的分析和计算方法，并对空气动

力学的一些变量作了统计模型和误差分析［７］，经

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ＡＩＡＡ对风洞试验不确定

分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分析方法［８９］。

美国在航空发动机性能测量不确定度分析上

开 展 了 大 量 工 作［１０１３］，Ａｌｂｅｒｎｅｔｈｙ、Ｓａｖｅｌｌｅ

等［１１１２］建立了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推力性

能、耗油率、空气流量等主要性能参数的测量不确

定度评定准则及其改善方法，详细阐述了航空发

动机总体性能的计算方法，后续作为美国了航空

发动机总体性能评定的标准之一，Ｓａｖｅｌｌｅ等
［１２］，

Ｂｌｅｖｉｎｓ等
［１３］应用航空发动机不确定度评定准则

进一步针对特定的高空试验台开展了发动机性能

参数的测量和不确定度评估；国内主要对航空发

动机高空台试验推力不确定度进行分析，探讨了

改善高空试验中发动机性能参数不确定度的方

法［１４］。此外，在火箭发动机地面试验性能参数测

量不确定上进行了评估［１５］。国内外对于风洞试

验、航空发动机性能测量、火箭发动机地面试验性

能测量等方面的不确定度分析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在超燃冲压发动

机性能参数测量的不确定度分析方面，吴颖川

等［１６］提出了基于净推力加机体外阻的方法获得

了超燃冲压发动机有效推力的方法，同时从流量

测量、动量测量、底部压力测量及测力系统４个方

面初步分析了外阻测量的相对误差，但在整机性

能，如推力、燃油比冲、推力系数等重要参数的不

确定度分析方面鲜见详细报道。

本文在一般统计学不确定度分析方法的基础

上，结合超燃冲压发动机性能数值计算和自由射

流试验方法，开展了超燃冲压发动机总体性能参数

应用的不确定度计算方法的研究，并给出了算例分

析，对试验结果做出较为科学的评估，在工程使用

上发挥效能，提高系统设计可靠性，降低风险。

１　总体性能测量方法

超燃冲压发动机总体性能主要包括发动机推

力、比冲、推力系数等，超燃冲压发动机工作过程

机理复杂，燃料喷注、雾化、火焰传播、化学反应等

燃烧机理的复杂性和湍流模型的不确定性使得超

燃冲压发动机需要开展全尺寸整机试验。美国

ＨｙｐｅｒＸ 项目发动机
［１７］、Ｘ４３Ａ 飞行器发动

机［１８］、Ｈｙｆｌｙ飞行器发动机
［１９］、Ｘ５１Ａ飞行器发

动机均在８英尺（２．４３８４ｍ）风洞中开展了全流道

发动机自由射流试验［２０］。

国内目前也主要采用全尺寸的发动机流道开

展自由射流试验的方法获得发动机性能，一般发

动机试车台性能试验仅需要保证进气道在均匀

区，如图１所示，只能得到发动机工作和不工作的

冷热态台架推力差，要得到发动机推力还需要减

冷态内阻，而超燃冲压发动机冷态内阻一般采用

ＣＦＤ仿真计算获得
［２１２２］。

１）超燃冲压发动机推力

要得到超燃冲压发动机推力，需要对飞行器

气动外形与发动机流道界面进行划分，国内一般

２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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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从头至尾划分方法，如图２所示，进气道外压

缩面按照流管控制体的边界分为发动机流道（红

色部分）和飞行器气动外形（白色部分）［１６］；当超

燃冲压发动机不工作时作用在发动机流道上的阻

力称为发动机内阻；当发动机工作时，作用在流道

上的推力称为发动机推力。

图１　超燃冲压发动机自由射流试验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ｃｒａｍｊｅｔｉｎｆｒｅｅｊｅｔｔｅｓｔ

图２　超燃冲压发动机流道界面
［１６］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ｐａｔｈ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ｓｃｒａｍｊｅｔ
［１６］

　　自由射流试验超燃冲压发动机推力可按如下

方法计算：

犉ｃ＝犇ｅ＋犇ｃ＋犡ｉｎ＋犇ａ （１）

犉ｈ＝犇ｅ＋犇ｈ＋犉ｔ＋犇ａ （２）

其中犉ｃ是发动机不工作状态时的模型合力；犉ｈ

是发动机工作状态时的模型合力；犇ｅ是气动外形

阻力，发动机工作与不工作时保持不变；犇ｃ 是发

动机不工作时模型底部阻力，由发动机不工作时

底部压力狆ｃ与底部面积犃ｂ之积得到；犇ｈ是发动

机工作时模型底部阻力，由发动机工作时底部压

力狆ｈ 与底部面积犃ｂ 之积得到；犡ｉｎ是发动机内

阻；犇ａ是模型支架阻力；犉ｔ是发动机推力。

由式（１）、式（２）推导可得

犉ｔ＝ （犉ｈ－犉ｃ）＋（犇ｃ－犇ｈ）＋犡ｉｎ （３）

　　从式（３）可以看出，发动机推力是发动机工

作与不工作时模型合力差，扣除发动机冷态内

阻，修正底部阻力，从而得到发动机有效推力；

底部阻力的修正一般通过测量底部静压获得，

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工程计算时，认为发动机工

作和不工作时底部阻力差量较小，忽略不计；发

动机冷态内阻可以通过全流道的ＣＦＤ仿真计算

获取，同时相关单位也开展了直接测量发动机

内阻的研究工作［２３］。

２）超燃冲压发动机燃油比冲

比冲是超燃冲压发动机总体性能评估的重要

参数，是发动机工作经济性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

高超声速飞行器的航程，也是超燃冲压发动机较

传统火箭发动机相比最具优势的性能参数。

发动机燃油比冲定义为单位重量燃油流量所

产生的推力，如式（４）所示

犐ｓｐ＝
犉ｔ

犿
·

ｆ犵０
（４）

其中犐ｓｐ是发动机燃油比冲；犿
·

ｆ是发动机燃油质

量流量；犵０ 是标准海平面重力加速度。

３）超燃冲压发动机推力系数

推力系数是衡量发动机推力性能的重要指

标，对高超声速飞行器推阻平衡设计具有重要参

考价值，发动机推力系数与飞行状态相关，定义为

推力与来流动压与参考面积乘积之比，如式（５）

所示：

犆狓 ＝
犉ｔ

狇犃ｃ
＝

犉ｔ
１

２ρ
犞２犃ｃ

＝
犉ｔ

１

２
γ狆∞犕犪

２犃ｃ

（５）

其中犆狓 是发动机推力系数；狇是来流动压；犃ｃ是

参考面积，一般取发动机捕获面积；ρ是来流密

度；犞 是来流速度；γ是比热比；狆∞是来流大气静

压；犕犪是来流马赫数。

２　不确定度分析方法

工程试验中原始数据测量及由原始测量数据

计算出来的结果都存在误差，超燃冲压发动机自

３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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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射流试验涉及环节多、系统复杂、数据量大，误

差源较多。国外已建立了风洞试验不确定度分析

方法，ＡＩＡＡ出版了标准 ＡＩＡＡＳ０７１Ａ１９９９
［６］，

主要研究单位均采用该方法开展风洞试验的不确

定性分析，超燃冲压发动机自由射流试验也采用

该方法进行发动机总体性能的不确定度分析。

ＡＩＡＡＳ０７１Ａ１９９９中将系统误差和随机误

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开计算，将随机误差引入的

具有９５％置信度的不确定度定义为精度极限犘ｊ，

将系统误差引入的具有９５％置信度的不确定度

定义为偏差极限犅ｊ，分别计算试验结果的精度和

偏差。

假定试验结果狉由狀 个基本被测变量狓１，

狓２，…，狓狀 求得，其函数关系式为

狉＝犳（狓１，狓２，…，狓狀） （６）

　　对应于超燃冲压发动机总体性能，试验结果

狉表示的是发动机推力犉ｔｈ、发动机燃油比冲犐ｓｐ、

犆ｘ是发动机推力系数，而被测变量狓１，狓２，…，狓狀

则是式（３）～式（５）中构成。

对式（６）按泰勒级数展开并略去２阶以上小

量，可以得出试验结果的不确定度表达式

犅２ｒ ＝
狀

犻＝１

犳
狓犻
犅狓（ ）犻

２

＋


狀

犻＝１

狀

犼＝１

犳
狓犻
·犳
狓犼
ρ犫犻，犼犅狓犻犅狓犼（１－δ犻犼） （７）

犘２ｒ ＝
狀

犻＝１

犳
狓犻
犘狓（ ）犻

２

＋


狀

犻＝１

狀

犼＝１

犳
狓犻
·犳
狓犼
ρ狊犻，犼犘狓犻犘狓犼（１－δ犻犼） （８）

犝２ｒ ＝犅
２
ｒ＋犘

２
ｒ （９）

其中犝ｒ、犅ｒ、犘ｒ分别是不确定度、偏离极限、精度

极限；犳
狓犻
是灵敏度系数；犅狓犻、犘狓犻是被测变量狓犻

的偏离极限和精度极限；ρ犫犻，犼、ρ狊犻，犼是被测变量狓犻、

狓犼的偏离极限与精度极限的相关系数；δ犻犼为克罗

内克函数，定义为犻＝犼时δ犻犼＝１，犻≠犼时δ犻犼＝０；

在超燃冲压发动机自由射流试验中可以认为各

被测变量的精度极限、偏离极限彼此独立，即ρ＝

０，则

犅２ｒ ＝
狀

犻＝１

犳
狓犻
犅狓（ ）犻

２

（１０）

犘２ｒ ＝
狀

犻＝１

犳
狓犻
犘狓（ ）犻

２

（１１）

　　 当 变 量 较 多 时，推 导 灵 敏 度 系 数 矩 阵

犳
狓｛ ｝

犻

较为复杂，可以用有限差分法替代。

被测变量是由试验任务和数据处理方程决定

的，被测变量狓犻的精度极限犘狓犻由下式给出：

犘狓犻 ＝犓犛狓犻 （１２）

其中犓 为包含因子，根据所要求的置信水平选

取，一般犓 值在２～３内选取，要求区间具有置信

水平约为０．９５时，取犓＝２；要求区间具有置信水

平约为０．９９时，取犓＝３。

犛狓犻为变量狓犻的犖犻个测量值的标准偏差，即

犛狓犻 ＝
１

犖犻－１

犖犻

犼＝１

（狓犻，犼－珚狓犻）槡
２ （１３）

其中

珚狓犻＝
１

犖犻

犖犻

犼＝１

狓犻，犼 （１４）

　　当变量狓犻 为以算术平均值珚狓犻 作为结果时，

则变量珚狓犻的精度极限为

犘珔狓犻 ＝
犘狓犻

犖槡 犻

（１５）

　　在求变量狓犻的偏离极限犅狓犻时，需要考虑对

变量狓犻测量有明显影响的各种误差源，假定变

量狓犻有犣个误差源，对应的偏离极限为犅狓犻，１，

犅狓犻，２，…，犅狓犻，犣，则变量狓犻的偏离极限为

犅狓犻 ＝ 
犣

犼＝１

（犅狓犻，犼）槡
２ （１６）

　　从式（９）知，参数测量不确定度由测量精度极

限和偏离极限构成，对于前者，可按式（１１）～式

（１５）计算；对于后者，则需要根据系统特性具体

确定。

３　性能参数不确定度分析

本文以典型状态超燃冲压发动机自由射流试

验为例，研究超燃冲压发动机性能参数测量不确

定度的分析方法，试验标称状态马赫数为５．０、高

度为２３ｋｍ，发动机点火前测量得到的试验模型

全阻是外阻和发动机内阻之和，发动机点火后测

量得到的是试验模型净推力。

参与发动机总体性能计算的各参数中值如表

１所示，相关变量物理意义可参见式（１）～式（５）。

超燃冲压发动机总体性能自由射流试验涉

及的误差源较多，需要以自由射流试验流程作

为研究对象，梳理测试数据从试验方案、试验准

备、数据采集、数据处理等的全流程，研究每一

个流程可能引入不确定的误差源，从超燃冲压

发动机自由射流试验过程分析，其误差源主要

为如下几个方面：

４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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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总体性能计算基准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犅犪狊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犻狀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狀犵狅狏犲狉犪犾犾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

参数 数值

犕犪 ５．０

狆∞／Ｐａ ３４６６．９

γ １．３８４

犃ｃ／ｍ
２ １．０

犃ｂ／ｍ
２ ０．０５

犉ｃ／Ｎ －１９０９．０

犉ｈ／Ｎ －２２５．５

犡ｉｎ／Ｎ －３７９．０

狆ｃ／Ｐａ ５０１２．２

狆ｈ／Ｐａ ４７９５．６

犿
·

ｆ／（ｋｇ／ｓ） ０．１５８

犵０／（ｍ／ｓ
２） ９．８０

　　１）试验参数误差及干扰误差。如风洞流场

品质、马赫数、总温、总压模拟误差、支撑干扰等。

自由射流试验台通过流场校测确定试验来流

条件及其误差，与超燃冲压发动机性能参数获取

相关的主要参数包括试验模拟犕犪、模拟静压、静

温、组分等，在风洞建设、流场标定中会详细开展

分析工作，可参考风洞试验详细分析资料［２４２６］。

具体到偏离极限、精度极限的分配，由式（１２）～式

（１５）的分析可知，与精度极限相对应的主要是重

复多次测量，但对应单次超燃冲压发动机性能自

由射流试验，试验模拟犕犪、模拟静压、静温、组分

等参数的误差主要是系统误差决定，且一般试验

台也不具备对特定模拟参数的实时监测，因此在

模拟犕犪、模拟静压、静温、组分等参数的不确定

度主要是偏差极限，且在试验台流场校测过程中

确定，而与随机偏差相对应的精度极限则可取０，

以简化处理。

２）试验模型误差。如模型尺寸偏差、变形、

表面粗糙度、台阶、测压孔质量等。

试验模型误差主要是由于模型在生产、加工

过程中与理论模型存在一定的偏离，从而对试

验结果产生影响，这一点应视具体模型和生产

控制精度进行分析，本文暂不考虑。但需要说

明的是，对于高焓自由射流试验，若是开展较长

时间的试验，模型的结构变形将是一个不可忽

略的因素。

３）测试仪器误差。如测力天平的误差、压

力、温度、流量等测量系统的误差等。

超燃冲压发动机总体性能自由射流试验相关

的测量系统误差源主要有：天平测力误差、底部压

力测量误差、燃油流量测量误差。

其中自由射流试验台天平校测达到国军标要

求，试验台给出天平测力误差不大于±０．５％，该

项误差主要对应系统偏差，即偏离极限；而在精度

极限方面，根据超燃冲压发动机自由射流性能试

验的特点，取一段时间平均值作为发动机不工作

状态时的模型合力犉ｃ试验值、发动机工作状态时

的模型合力犉ｈ 试验值，因此可根据下式计算其

精度极限，符合统计学一般规律。

犘狓犻 ＝２
１

犖犻（犖犻－１）

犖犻

犼＝１

（狓犻，犼－珚狓犻）槡
２

（１７）

　　对于底部压力测量，测压系统采用硅压阻绝

压传感器，量程为１００ｋＰａ，测量误差在－０．５％～

０．５％之间，该项误差主要对应系统偏差，即偏离

极限；而在精度极限方面，则按照式（１７）对测量段

数据进行计算。此外，对于底部压力的测量，由于

模型底部流场非均匀、超燃冲压发动机尾喷管出

口的流场亦存在一定非均匀性，因此直接采用单

处测量压力替代底部压力会产生一定的误差，但

该项数值较小，因此在工程实现中是一种可以采

用的简化方法。

对于燃油流量测量，试验台采用高精度流量

传感器，量程为０．５ｋｇ／ｓ，测量误差在－０．５％～

０．５％之间，该项误差主要对应系统偏差，即偏离

极限；而在精度极限方面，则与冷热态力、底部压

力相似，按照式（１７）对测量段数据进行计算。

４）试验操作误差。如试验模型与天平的安

装质量、攻角机构安装偏差、人工读数误差、压力、

温度测点安装质量等。

该项误差与试验模型误差一样，应视具体情

况进行分析，本文暂不考虑。

５）数据处理误差。如数据处理中近似公式

的误差、数据修正、插值、曲线拟合的误差。

数据的处理误差包含在整个的试验系统中，

如流场校测的数据处理、天平校测、测量系统数据

传递。

６）理论计算误差。如发动机内阻作为计算

发动机推力的重要参数，采用ＣＦＤ计算数据作为

理论值，其自身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度。超燃冲压

发动机内阻计算中，由于内流道气流状态较为复

杂，一般认为超燃冲压发动机内阻计算误差为

５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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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７２８］。该项误差主要是以系统误差引入

分析，因此对应于偏差极限，精度极限则取０以简

化处理。

综上给出了超燃冲压发动机性能计算中主要

参数的误差源和偏差极限、精度极限分布情况，如

表２所示。

表２　超燃冲压发动机自由射流试验误差源

犜犪犫犲犾２　犈狉狉狅狉狊狅狌狉犮犲狊犻狀犳狉犲犲犼犲狋狋犲狊狋狅犳狊犮狉犪犿犼犲狋

参数 数值 偏差极限 概率分布 精度极限

犕犪 ５ ±０．０５ 均匀 ０

狆∞／Ｐａ ３４６６．９ ±３４．６７ 均匀 ０

γ １．３８４ ±０．０１ 均匀 ０

犉ｃ／Ｎ －１９０９．０ ±９．５５ 正态 ３．９２

犉ｈ／Ｎ －２２５．５ ±１．１３ 正态 ４．２２

犡ｉｎ／Ｎ －３７９．０ ±３７．９ 正态 ０

狆ｃ／Ｐａ ５０１２．２ ±５００ 正态 １０．２４

狆ｈ／Ｐａ ４７９５．６ ±５００ 正态 １７．０４

犿
·

ｆ／（ｋｇ／ｓ） ０．１５８ ±０．００２５ 正态 ０．０００５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重点对超燃冲压发动机性

能参数测量的不确定计算方法开展研究，而对每

个变量的误差获取、系统误差与随机误差的分配

不作详细论述，该项工作会在风洞试验、自由射流

试验台等的建设、指标评定中详细给出［２４２６］。

通过上述试验状态及相关变量不确定度分析

数据，可以开展超燃冲压发动机性能参数计算及

其测量不确定度分析。

３１　发动机推力测量不确定度分析

超燃冲压发动机自由射流试验发动机推力计

算如式（３）所示，其中底部阻力由模型底部测量压

力计算得到，即发动机推力可由式（１８）表示

犉ｔ＝ （犉ｈ－犉ｃ）＋（狆ｈ－狆ｃ）犃ｂ＋犡ｉｎ （１８）

其中狆ｃ是发动机不工作状态时的底部测量压力；

狆ｈ是发动机工作状态时的底部测量压力；犃ｂ 是

底部面积，常数。

由式（９）～式（１１），结合式（１８）推导可知，发

动机推力的偏离极限、精度极限和不确定度分

别为

（犅犉
ｔ
）２ ＝ （犅犉

ｈ
）２＋（犅犉

ｃ
）２＋（犃ｂ犅ｐｃ）

２
＋

（犃ｂ犅ｐｈ）
２
＋（犅犡

ｉｎ
）２ （１９）

（犘犉
ｔ
）２ ＝ （犘犉

ｈ
）２＋（犘犉

ｃ
）２＋（犃ｂ犘ｐｃ）

２
＋

（犃ｂ犘ｐｈ）
２
＋（犘犡

ｉｎ
）２ （２０）

犝犉
ｔ
＝± （犅犉

ｔ
）２＋（犘犉

ｔ
）槡
２ （２１）

其中犅犉
ｔ
、犘犉

ｔ
是发动机推力的偏差极限和精度极

限；犅犉
ｈ
、犘犉

ｈ
是发动机工作状态时的模型合力的

偏差极限和精度极限；犅犉
ｃ
、犘犉

ｃ
是发动机不工作状

态时的模型合力的偏差极限和精度极限；犅狆ｃ、犘狆ｃ
是发动机不工作状态时底部压力的偏差极限和精

度极限；犅狆ｈ、犘狆ｈ是发动机工作状态时底部压力的

偏差极限和精度极限；犅犡
ｉｎ
、犘犡

ｉｎ
是发动机内阻的

偏差极限和精度极限；犝犉
ｔ
是发动机推力的不确

定度。

将表２中的有关参数测量的偏离极限值和精

度极限值代入式（１９）和式（２０）中，然后通过式

（１８）、式（２１）计算得到发动机推力及其不确定度

为犉ｔ＝１２９３．７Ｎ，犅犉
ｔ
＝±５２．７Ｎ，犘犉

ｔ
＝±５．８５

Ｎ，犝犉
ｔ
＝±５３．０Ｎ（犘＝０．９５），可见系统误差引起

的偏差极限占不确定度的９０％以上。

从发动机推力不确定度分析和计算过程看，

推力测量的不确定度主要来源于天平测力误差、

底部压力测量误差、发动机内阻计算误差；此外模

型尺寸、安装等的误差也会引起发动机推力测量

的不确定，但由于该项误差难以实现定量评估，本

文暂不计入。

３２　发动机燃油比冲测量不确定度分析

超燃冲压发动机自由射流试验发动机燃油比

冲计算如文中第２节所示，为

犐ｓｐ＝
犉ｔ

犿
·

ｆ犵０
（２２）

　　发动机燃油比冲的偏离极限、精度极限和不

确定度分别为

６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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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犐
ｓｐ
）２ ＝

１

犿
·

ｆ犵０
犅犉（ ）ｔ

２

＋ －
犉ｔ

犿
·２
ｆ犵０
犅犿·（ ）ｆ

２

（２３）

（犘犐
ｓｐ
）２ ＝

１

犿
·

ｆ犵０
犘犉（ ）ｔ

２

＋ －
犉ｔ

犿
·２
ｆ犵０
犘犿·（ ）ｆ

２

（２４）

犝犐
ｓｐ
＝± （犅犐

ｓｐ
）２＋（犘犐

ｓｐ
）槡
２ （２５）

其中犅犐
ｓｐ
、犘犐

ｓｐ
是发动机燃油比冲的偏差极限和精

度极限；犅犿·
ｆ
、犘犿·

ｆ
是发动机燃油流量的偏差极限

和精度极限；犝犐
ｓｐ
是发动机燃油比冲的不确定度。

将表２中的有关参数测量的偏离极限值和精

度极限值代入式（２３）和式（２４）中，然后通过式

（２２）、式（２５）计算得到发动机燃油比冲及其不确

定度为犐ｓｐ＝８３５．５ｓ，犝犐ｓｐ＝３６．８ｓ（犘＝０．９５）。

需要说明的是，影响发动机燃油比冲评定的

另一个重要参数是发动机空气流量，与燃油流

量一起决定了发动机工作的燃油当量比，该参

数对发动机燃油比冲的评定十分重要；发动机

空气流量的测量有特定的理论和方法，本文不

展开讨论。

３３　发动机推力系数测量不确定度分析

超燃冲压发动机自由射流试验发动机推力系

数计算如式（５）所示，可表示为

犆狓 ＝
犉ｔ

１

２
γ狆∞犕犪

２犃ｃ

（２６）

　　发动机推力系数的偏离极限、精度极限和不

确定度分别为

（犅犆狓）
２
＝

２

γ狆∞犕犪
２犃ｃ
犅犉（ ）ｔ

２

＋ －
２犉ｔ

γ
２
狆∞犕犪

２犃ｃ
犅（ ）γ

２

＋ －
２犉ｔ

γ狆
２
∞犕犪

２犃ｃ
犅狆∞（ ）

２

＋ －
４犉ｔ

γ狆∞犕犪
３犃ｃ
犅（ ）犕犪

２

（２７）

（犘犆狓）
２
＝

２

γ狆∞犕犪
２犃ｃ
犘犉（ ）ｔ

２

＋ －
２犉ｔ

γ
２
狆∞犕犪

２犃ｃ
犘（ ）γ

２

＋ －
２犉ｔ

γ狆
２
∞犕犪

２犃ｃ
犘狆∞（ ）

２

＋ －
４犉ｔ

γ狆∞犕犪
３犃ｃ
犘（ ）犕犪

２

（２８）

犝犆狓 ＝± （犅犆狓）
２
＋（犘犆狓）槡

２ （２９）

其中犅犆狓、犘犆狓是发动机推力系数的偏差极限和精

度极限；犅γ、犘γ 是比热比的偏差极限和精度极限；

犅狆∞、犘狆∞ 是来流静压的偏差极限和精度极限；

犅犕犪、犘犕犪是来流马赫数的偏差极限和精度极限；

犝犆狓是发动机推力系数的不确定度。

将表２中的有关参数测量的偏离极限值和精

度极限值代入式（２７）和式（２８）中，然后通过式

（２６）、式（２９）计算得到发动机推力系数及其不确

定度为犆狓＝０．０２１６，犝犆狓＝±０．００１（犘＝０．９５）。

从发动机推力系数不确定度分析过程看，发

动机推力系数测量的不确定度主要来源于发动机

推力测量误差和自由射流试验台流场参数误差；

自由射流试验台流场参数的误差一般通过流场标

定来确定。

４　结　论

本文给出了超燃冲压发动机自由射流试验发

动机总体性能（推力、燃油比冲、推力系数）的计算

方法和不确定分析方法，主要结论如下：

１）建立了超燃冲压发动机总体性能参数测

量不确定度的分析和计算方法，采用 ＡＩＡＡＳ

０７１Ａ１９９９标准推荐的不确定计算方法符合统计

学的一般原理。

２）研究了超燃冲压发动机总体性能参数获

取的方法及自由射流试验流程，确定了测量不确

定度的６类影响因素：试验参数误差及干扰误差、

试验模型误差、测试仪器误差、试验操作误差、数

据处理误差、理论计算误差，并研究了主要因素的

偏差极限和精度极限计算方法。

３）本文超燃冲压发动机性能参数不确定度

计算结果表明，在超燃冲压发动机总体性能参数

测量不确定中系统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占主导地

位，而随机误差引入的不确定较小，改善测量不确

定的主导方向是降低其系统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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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推力装置对复合直升机飞行性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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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升推力装置对常规复合式直升机的飞行性能影响，建立了一种复合式直升机性能分析模

型。以加装机翼和螺旋桨的ＵＨ６０Ａ直升机为样例，探讨了机翼和螺旋桨参数、升推力分配对全机性能的影

响机理。结果表明：低速时，机翼和螺旋桨效率低，加装机翼和螺旋桨会降低全机升阻比；螺旋桨转速越高或

桨叶负扭越大，导致螺旋桨的型阻功率越大，升阻比降低越明显。高速时，机翼和螺旋桨效率增加，螺旋桨承

担绝大部分推力、机翼承担大部分升力，并降低旋翼转速，为旋翼卸载，降低了旋翼诱导和型阻功率，显著提升

了全机性能；升阻比随升推力分配分别先增加后降低。３００ｋｍ／ｈ时，１００％、９０％、８５％和８０％旋翼转速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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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ｆｔｔｏｄｒａｇｒａｔｉｏ；ｌｉｆｔａｎｄ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ｓｈａｒｅｓ

　　２１世纪以来，Ｘ４９Ａ“速度鹰”
［１２］、Ｘ２

［３４］、

Ｓ９７、Ｘ３
［５］等一批复合式直升机的成功研制，极

大地提升了直升机的最大飞行速度、航程、升限等

飞行性能。复合式直升机通过操纵升力和推力装

置，将全机所需的升力由主旋翼和升力装置承担，

推力可由主旋翼和推力装置承担，主旋翼在一定

程度上被卸载。改变升推力分配，为降低全机需

用功率、拓展直升机飞行包线，提升了飞行性能提

供了效途径。

近些年，随着对直升机高速度、大航程、高升

限等性能指标的迫切需求，国内外在复合式直升

机方向的研究呈井喷式发展。Ｏｒｃｈａｒｄ、Ｆｌｏｒｏｓ

等［６７］分析了只加装机翼的复合式直升机性能，研

究表明，随着前飞速度的增加，旋翼在逐渐降低转

速的同时，桨盘迎角也应当后倾，操纵旋翼使其趋

于自转，机翼承担绝大部分升力，可明显提升全机

升阻比。Ｒａｎｄ等
［８］采用风洞配平法给出了不同

速度时，旋翼、机翼和推进装置的最佳配置，高速

时，旋翼功率最小时，总功率并不一定最小。不同

的旋翼工作状态会对应相同的全机功率。通过优

化升推力分配，使旋翼、机翼和螺旋桨三者的效率

较高，可以提升全机升阻比。Ｂｏｗｅｎ、Ｙｅｏ
［９１０］运

用冗余控制的方法分析了基于 ＡＨ５６改装的复

合式直升机飞行性能。配平时，固定旋翼总距，通

过操纵平尾来改变机身的俯仰角，从而改变旋翼

和机翼之间的升力分配。高速时，降低旋翼转速，

机翼和螺旋桨承担绝大部分升推力，最大可将全

机功率降低１６％。

国内方面，对复合式直升机的研究整体上起

步相对较晚，以理论研究为主。复合式直升机的

研究大多集中在旋翼／机翼气动干扰方面［１１１２］。

李建波［１３］总结了国外复合式直升机的发展过程

和规律，在常规直升机的基础上加装升力装置和

推力是复合式直升机的发展主流之一，也符合我

国直升机从常规直升机到复合式直升机的更新换

代需求。曹飞等［１４］研究了一种复合式直升机的

飞行性能，为简化配平，约束桨盘迎角为零，操纵

螺旋桨和机翼来配平全机阻力和俯仰力矩，对过

渡飞行状态旋翼和机翼的升力分配进行了分析，

表明复合式直升机可通过旋翼向机翼卸载降低直

升机前飞时的需用功率，以提高最大前飞速度，降

低旋翼转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飞行性能。

以上研究一般使推力装置承担全部推力，对

旋翼和升力装置之间的升力分配关注较多。本文

建立了一种常规复合式直升机飞行性能分析模

型，考虑了推力装置与旋翼直接的推力分配对飞

行性能的影响，并以加装机翼和螺旋桨的 ＵＨ

６０Ａ直升机为样例，探讨了机翼和螺旋桨参数对

复合式配平和飞行性能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

考虑了旋翼转速的影响，通过优化升推力分配，提

升全机飞行性能。

１　飞行性能分析模型

图１　叶素速度分量和所受气动力

Ｆｉｇ．１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ｆｏｒｃｅｓｏｎａｂｌａｄｅｅｌｅｍｅｎｔ

１１　常规直升机飞行性能分析模型

常规直升机飞行性能模型包括旋翼、机身和

尾桨模型。旋翼模型基于叶素理论建立。桨叶模

型为带挥舞铰偏置量的刚性梁模型。诱导速度模

型基于Ｐｅｔｅｒｓ等
［１５］入流建立，将桨盘的诱导速度

表示为径向位置狉和桨叶方位角ψ 的函数，其１

阶谐波表达形式如下式为

狏＝狏０＋狏ｃ
狉
犚
ｃｏｓψ＋狏ｓ

狉
犚
ｓｉｎψ （１）

式中狏０ 为旋翼桨盘中心的诱导速度，狏ｃ 和狏ｓ 为

诱导速度１阶谐波量的正弦分量和余弦分量，犚

为旋翼半径。

由查表法获得翼型气动特性，叶素速度分量

和所受气动力如图１所示，θ、和α分别为叶素

０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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桨距角、入流角和迎角，犝ｔ和犝ｐ分别为来流的切

向和垂向速度，犝 为气流合速度。ｄ犔和ｄ犇 为叶

素升阻力。将叶素产生的升阻力分别投影到垂直

和平行于桨盘平面的方向上，可以得到

ｄ犉狓 ＝－ ｄ犔ｓｉｎ＋ｄ犇ｃｏｓ（ ） （２）

ｄ犉狔 ＝０ （３）

ｄ犉狕 ＝ｄ犔ｃｏｓ－ｄ犇ｓｉｎ （４）

　　如图２所示，将ｄ犉狓、ｄ犉狔 和ｄ犉狕 沿径向和展

向积分得到旋翼拉力犜ｍｒ、后向力 犎ｍｒ和侧向力

犢ｍｒ为

犜ｍｒ＝
犖ｂ
２π∫

２π

０∫
犚

犲
ｄ犉狕ｄψ （５）

犎ｍｒ＝
犖ｂ
２π∫

２π

０∫
犚

犲
ｄ犉狓ｓｉｎψ＋ｄ犉狔ｃｏｓ［ ］ψｄψ（６）

犢ｍｒ＝
犖ｂ
２π∫

２π

０∫
犚

犲
－ｄ犉狓ｃｏｓψ＋ｄ犉狔ｓｉｎ［ ］ψｄψ

（７）

式中犖ｂ为旋翼桨叶片数，犲为桨叶挥舞铰偏置

量。同理可得，旋翼扭矩犙ｍｒ、滚转力矩犕狓
ｍｒ
和俯

仰力矩犕狔ｍｒ为

犙ｍｒ＝
犖ｂ
２π∫

２π

０∫
犚

犲
狉ｄ犉狓ｄψ （８）

犕狓
ｍｒ
＝
犖ｂ
２π∫

２π

０∫
犚

犲
狉ｄ犉狕ｓｉｎψｄψ （９）

犕狔ｍｒ ＝－
犖ｂ
２π∫

２π

０∫
犚

犲
狉ｄ犉狕ｃｏｓψｄψ （１０）

图２　旋翼力和力矩

Ｆｉｇ．２　Ｆｏｒｃｅｓａｎｄｍｏｍｅｎｔｓａｃｔｉｎｇｏｎａ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

　　根据桨叶惯性力、离心力和气动力对挥舞铰

力矩平衡迭代至挥舞响应收敛，得到稳态旋翼桨

毂力和力矩。

机身为带有气动力和力矩的刚体模型。尾桨

模型基于均匀入流建立。通过旋翼的反扭矩直接

计算尾桨拉力和需用功率。模型建立详细过程可

参考文献［１６１７］。现已有研究表明旋翼、机体、

机翼和螺旋桨之间的气动干扰对飞行性能有一定

影响，但影响极为有限［１８２０］，本文暂不考虑各部件

间气动干扰对性能的影响，重点探讨升推力分配

对复合式直升机飞行性能的影响。

１２　机翼气动力模型

机翼的气动力模型基于升力线理论建立［２１］。

图３给出了机翼及其剖面（翼型）气动力示意图，

将翼展犫沿展向分成犕 部分，用角度θ描述机翼

展向位置，机翼展向位置θ犿 处的环量用傅里叶级

数表示为

Γ（θ犿）＝２犫犞∞∑
犕

犿＝１
犃犿ｓｉｎ（犿θ犿） （１１）

　　根据比奥萨瓦定理，机翼所有尾涡在θ犿 处

引起的诱导迎角为

α犿（θ犿）＝ａｒｔａｎ
－狑（θ犿）

犞∞
［ ］＝

∑
犕

犿＝１
犿犃犿

ｓｉｎ（犿θ犿）

ｓｉｎθ犿
（１２）

图３　机翼及其翼型气动力

Ｆｉｇ．３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ｗｉｎｇａｎｄａｉｒｆｏｉｌ

式中犞∞为来流速度，狑（θ犿）为机翼诱导速度。

根据翼型升力系数定义和库塔儒科夫斯基

定理，可得升力系数和有效迎角的关系为

犆ｌ＝
２Γ（θ犿）

犞∞犮（θ犿）
＝犆ｌα αｅｆｆ（θ犿）－αｌ＝０（θ犿［ ］）

（１３）

式中犮（θ犿）为展向θ犿 处的弦长，αｌ＝０（θ犿）为θ犿 处

１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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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零升迎角。

展向θ犿 处的几何迎角α（θ犿）为有效迎角

αｅｆｆ（θ犿）和诱导迎角α犿（θ犿）之和，即

α（θ犿）＝αｅｆｆ（θ犿）＋α犿（θ犿） （１４）

　　将（１２）式和（１３）式带入（１４）式整理，得到展

向任意位置处迎角和环量的关系式为

２犫

π犞∞犮θ（ ）犿 ∑
犕

犿＝１
犃犿ｓｉｎ（犿θ犿）＋

∑
犕

犿＝１
犿犃犿

ｓｉｎ（犿θ犿）

ｓｉｎθ犿
＝α（θ犿）－αｌ＝０（θ犿）

（１５）

　　同理，可建立展向犿 个不同位置处迎角和

环量的关系式并联立求解，可得到犃犿，最后可

确定Γ（θ犿）的值，将式（１３）沿展向积分可得机

翼升力。

１３　螺旋桨气动力模型

采用组合叶素动量理论
［２２］计算螺旋桨气动

力和力矩。相比于旋翼，螺旋桨半径小，转速和桨

叶载荷高，而且工作在轴流状态。除轴向诱导速

度外，还需考虑旋转平面内的周向诱导速度。图

４给出了螺旋桨桨叶叶素所受气动力。犞０ 为直

升机前飞速度（垂直于螺旋桨桨盘平面），Ωｐ 和狉ｐ

为螺旋桨的转速（ｒａｄ／ｓ）和半径。θｐ、ｐ 和αｐ 分

别为叶素安装角、入流角和迎角。狏ｉ和狌ｉ为轴向

和周向诱导速度。

图４　螺旋桨桨盘平面内叶素气动力

Ｆｉｇ．４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ａｉｒｆｏｉ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ｖｅｒ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ｒｏｔｏｒｄｉｓｋ

根据动量和动量矩定理，螺旋桨桨盘平面内

环形微圆面积上的拉力和扭矩为

ｄ犜ｐ＝４ρπ狉ｐ 犞０＋狏（ ）ｉ狏ｉｄ狉 （１６）

ｄ犙ｐ＝４ρπ狉
２
ｐ犞０ 犞０＋狏（ ）ｉ狌ｉｄ狉 （１７）

　　 由叶素理论建立的拉力和扭矩的表达

式［２３］为

ｄ犜ｐ＝
１

２ρ
犞２０犮ｐ犖ｐ 犆ｌｃｏｓｐ－犆ｄｓｉｎ（ ）ｐ ｄ狉

（１８）

ｄ犙ｐ＝
１

２ρ
犞２０犮ｐ犖ｐ 犆ｌｓｉｎｐ＋犆ｄｃｏｓ（ ）ｐ狉ｄ狉

（１９）

式中犮ｐ为螺旋桨桨叶弦长，犖ｐ 为螺旋桨桨叶片

数。将式（１６）、式（１７）和式（１８）、式（１９）联立，根

据拉力和力矩相等，可以确定轴向和周向诱导速

度，将叶素的拉力和力矩沿展向和周向积分，可得

到螺旋桨拉力和力矩。

２　复合式直升机配平模型

根据整机上３个方向上力和力矩平衡，在常

规直升机的配平［２３］基础上，增加了机翼升力、螺

旋桨推力和力矩，复合式直升机的平衡方程为

犠 －犜ｍｒ－犜ｗ ＝０ （２０）

犢ｍｒ＋犜ｔｒ＋犜ｍｒｆ＝０ （２１）

犇ｆ＋犇ｗ＋犎ｍｒ－犜ｍｒθｆ－犜ｐ＝０ （２２）

犕狔ｍｒ＋犕狔ｆ＋犠 犺θｆ－狓ｃ（ ）ｇ －犺犇ｆ＋犺ｐ犜ｐ＝０

（２３）

犕狓
ｍｒ
＋犕狓

ｆ
＋犠 犺θｆ－狔ｃ（ ）ｇ ＋犜ｔｒ犺ｔｒ－犙ｐ＝０

（２４）

犙ｍｒ－犜ｔｒ犾ｔｒ＝０ （２５）

式中犠 为起飞重力，犜ｗ 为机翼升力，犜ｔｒ为尾桨

拉力，ｆ为机身侧倾角，犇ｆ为机身阻力，犇ｗ 为机

翼阻力，θｆ为机身俯仰角，犜ｐ 为螺旋桨推力，犕狔ｆ

为机身俯仰力矩，狓ｃｇ全机重心到旋翼桨毂中心的

水平距离，犺为全机重心到旋翼桨毂中心的垂向

距离，犺ｐ为螺旋桨安装高度（螺旋桨桨毂中心到

旋翼桨毂中心的垂向距离），犕狓
ｆ
为机身滚转力

矩，狔ｃｇ全机重心到旋翼桨毂中心的侧向距离，犺ｔｒ

为尾桨桨毂中心到旋翼桨毂中心的垂向距离。犾ｔｒ

为尾桨桨毂中心到旋翼桨毂中心的水平距离。复

合式直升机构型以及所受力和力矩如图５所示。

复合式直升机增加了机翼和螺旋桨，配平方

程只能求６个未知量，存在两个冗余自由度。

本文先给定推力和升力分配，然后通过迭代算

法求出螺旋桨和机翼的操纵量，最后采用牛顿

迭代法求解平衡方程，通过解近似根不断迭代

直至收敛，从而可求得各部件的气动力和力矩，

进而得到全机的需用功率及相关参数，计算流

程如图６所示。

２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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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复合式直升机受力和力矩

Ｆｉｇ．５　Ｆｏｒｃｅｓａｎｄｍｏｍｅｎｔｓａｃｔｉｎｇｏｎａ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

图６　复合式直升机性能计算流程图

Ｆｉｇ．６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３　模型验证

基于 ＵＨ６０Ａ直升机
［２４２６］的复合式直升机

参数见表１。图７给出了直升机重力系数分别为

０．００６５、０．００７４、０．００８３和０．００９１时旋翼需用功

率与实际试飞行测试数据［２７］对比，常规直升机性

能模型计算所预测的需用功率与实际试飞数据吻

合较好。

表１　复合式直升机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犪犮狅犿狆狅狌狀犱犺犲犾犻犮狅狆狋犲狉

参数 旋翼 尾桨 螺旋桨 机翼

半径／ｍ ８．１８ １．６８ １．５５

展长／ｍ ８

弦长／ｍ 非线性 ０．２４７ ０．３ １．２

转速／（ｒａｄ／ｓ） ２７．０ １２４．６ １３８．１

负扭／（°） 非线性 －１８ －４０ ０

翼型
ＳＣ１０９５，

ＳＣ１０９４Ｒ８
ＳＣ１０９５ ＣｌａｒｋＹ

ＮＡＣＡ

６５２１０

桨叶片数 ４ ４ ８

展弦比 ８．３

挥舞铰

偏置量／ｍ
０．３８１

桨叶线密度／

（ｋｇ／ｍ）
１３．９

图７　旋翼需用功率计算值与测试值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ｐｏｗｅｒ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图８给出了不同机翼迎角时机翼升力系数计

算值、测试值［２８］和文献［２９］计算值的对比，机翼

相关参数见文献［２８］。由图可明显看出，预测值

与测试值吻合较好，证明此模型可以预测机翼的

气动特性。

图９给出了不同前进比时螺旋桨效率计算值

与测试值［３０］的对比，验证的螺旋桨相关参数见文

献［３０］。由图可明显看出，预测值与测试值吻合

较好。其中，螺旋桨的前进比和效率定义为

λ＝犞０／（狀ｐ犇ｐ） （２６）

η＝犜ｐ犞０／犘ｐ （２７）

３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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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机翼升力系数计算值与测试值对比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ｉｆ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ｗ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图９　螺旋桨效率计算值与测试值对比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ｄａｔａ

式中狀ｐ 为螺旋桨转速（ｒ／ｓ），犇ｐ 为螺旋桨直径，

犘ｐ为螺旋桨总功率。

４　螺旋桨和机翼参数对飞行性能影响

在本文分析中，以未加装机翼和螺旋桨的常

规直升机为基准直升机（ｂａｓｅｌｉｎｅ）。直升机重力

系数为０．００７４（对应起飞质量为９４７５ｋｇ），飞行

高度为海平面。探讨螺旋桨参数对飞行性能的影

响时，假设螺旋桨承担全部推力，机翼面积为９．６

ｍ２，机翼安装角为４°。旋翼和机翼承担升力。探

讨升力分配对飞行性能的影响时的影响时，通过

改变机翼安装角来改变机翼承担的升力大小。机

翼面积为９．６ｍ２，螺旋桨承担全部推进力。复合

式直升机的升阻比定义为

犔／犇ｃｈ＝犠犞０／犘ｃｈ （２８）

式中犘ｃｈ为全机总功率，包括旋翼功率犘ｍｒ、螺旋

桨功率犘ｐ和尾桨功率犘ｔｒ，即

犘ｃｈ＝犘ｍｒ＋犘ｐ＋犘ｔｒ （２９）

４１　螺旋桨

图１０给出了不同螺旋桨桨叶负扭时全机升

阻比变化。基准直升机（ｂａｓｅｌｉｎｅ）为未加装机翼

和螺旋桨的常规直升机。低速时，加装机翼和螺

旋桨会降低全机升阻比，桨叶负扭越大，全机升阻

比降低越明显。当速度大于３００ｋｍ／ｈ时，桨叶负

扭越大，越利于全机升阻比和最大飞行速度提升。

４００ｋｍ／ｈ时，桨叶负扭为－４５°时，全机升阻比为

２．０１，比桨叶负扭为－４０°时的（对应升阻比为

１．９６）增加了２．５％。

图１０　不同螺旋桨桨叶负扭时犔／犇ｃｈ对比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犔／犇ｃｈ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

ｂｌａｄｅｔｗｉｓｔｓ

图１１　不同螺旋桨桨叶负扭时效率和功率对比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ｐｏｗｅｒ

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ｂｌａｄｅｔｗｉｓｔｓ

图１１给出了螺旋桨效率和功率变化曲线，低

速时，桨叶负扭（θｔｗ）为－３５°的螺旋桨功率比

－４０°和－４５°的低，对应的效率较高，但随着速度

增加，螺旋桨功率也增加，３００ｋｍ／ｈ时，桨叶负扭

为－３５°的螺旋桨功率比－４０°和－４５°的高，效率

降低。当速度大于３００ｋｍ／ｈ时，桨叶负扭较大的

螺旋桨工作效率开始提高，４００ｋｍ／ｈ时，桨叶负

４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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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为－４５°的螺旋桨效率可以达到０．８９，比桨叶

负扭为－４０°时的效率（对应效率为０．８６）增加了

３．５％。低速时螺旋桨效率太低，加装螺旋桨反而

会增加全机功率，螺旋桨适合在高速状态工作，以

更大程度发挥其效率。

图１２给出了螺旋桨转速对飞行性能影响，

高速时，加装螺旋桨和机翼提升全机升阻比和

最大飞行速度，但要求螺旋桨转速要高，较低转

速的螺旋桨不能提供足够推力。加装机翼和螺

旋桨将直升机升阻比提升了４．０％。最大飞行

速度可达到４００ｋｍ／ｈ，将直升机最大飞行速度

提升了２５％。

图１２　不同螺旋桨转速时全机犔／犇ｃｈ对比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犔／犇ｃｈ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

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ｓ

图１３给出了不同螺旋桨桨叶扭度和螺旋桨

转速时螺旋桨的型阻功率。不同速度时，承担相

同推力时，螺旋桨诱导功率相同。但低速时，螺旋

桨桨叶扭度过大，或螺旋桨转速过高，对应的型阻

功率越大，导致螺旋桨总功率增加。高速时则相

反。较小桨叶扭度或者螺旋桨转速更适合低速飞

行，高速时，则需要增大桨叶扭度或者螺旋桨转

速，利于性能提升。

图１３　不同桨叶扭度和螺旋桨转速时螺旋桨型阻功率

Ｆｉｇ．１３　Ｐｒｏｆｉｌｅｐｏｗｅｒ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ｌａｄｅｔｗｉｓｔｓａｎｄ

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ｓｏｆ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

４２　机　翼

图１４给出了不同机翼安装角时各部分功率

变化和升力分配。低速时，较大安装角可以使机翼

承担更多升力，也更利于功率节省，高速时，安装角

为１０°的机翼可以承担全机７０．２％的升力，但会增

加更多功率消耗，不利于性能提升。４００ｋｍ／ｈ时，

图１４　不同机翼安装角时全机性能对比

Ｆｉｇ．１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ｆｌｉｇｈ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ｓｏｆｗｉｎｇ

５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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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翼安装角为７°和１０°时的全机功率比４°时分别

增加了２．１％和４．６％，但螺旋桨功率分别增加了

６．２％和１３．２％。

图１５给出了不同机翼安装角时，旋翼和机翼

升阻比对比。由图１５（ａ）可以看出，机翼的最优

安装角为５°。高速时，机翼的安装角对旋翼升阻

比影响较大，机翼安装角处于最优升阻比安装角

附近时，旋翼的升阻比较高。较大机翼安装角时，

机翼可以卸载更多的升力，但阻力更大，机翼没有

处于较优升阻比，会导致旋翼和机翼之间的升力

不是较优的分配，从而导致旋翼消耗更多功率，螺

旋桨也需要消耗更多功率来产生更大推力来克服

机翼阻力。

图１５　不同机翼安装角时犔／犇ｗ 和犔／犇ｍｒ

Ｆｉｇ．１５　犔／犇ｗａｎｄ犔／犇ｍｒ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ｇｌｅｓｏｆｗｉｎｇ

图１６给出了不同机翼面积时各部分功率和

升力分配变化，机翼安装角为４°。低速时，较大

机翼面积利于全机和旋翼功率减少。高速时，机

翼面积增大，全机和旋翼功率相应增加。机翼面

积为１５．６ｍ２ 时，在速度达到２６０ｋｍ／ｈ时，就可

以承担全机５０％的升力，随着速度继续增加，机

翼面积越大，消耗越多螺旋桨功率，从而增加了全

图１６　不同机翼面积时功率和升力分配变化

Ｆｉｇ．１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ｌｉｆｔｓｈａｒｅ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ｉｎｇａｒｅａｓ

机功率，不利于性能提升。

图１７给出了机翼面积为１５．６ｍ２ 时，旋翼操

纵量（总距θ０、侧向周期变距θ１ｃ、纵向周期变距离

θ１ｓ）和升阻比变化。速度达到３７０ｋｍ／ｈ时，旋翼

升力基本被机翼完全卸载，旋翼总距为零。此时

旋翼基本不提供升力，仅消耗功率，旋翼升阻比非

常小，如图１７（ｂ）所示，近于零，速度继续增加时，

机翼面积过大，将产生大于全机重力的升力，导致

全机无法配平。

６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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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不同速度时旋翼操纵量犔／犇ｍ１和犔／犇ｃｈ变化

Ｆｉｇ．１７　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犔／犇ｍｒａｎｄ犔／犇ｃｈ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ｅｅｄ

５　升力和推力分配

假定螺旋桨推力和机翼安装角可变，探讨旋

翼／机翼之间升力分配、旋翼／螺旋桨之间推力分

配对全机飞行性能的影响。

图１８给出了３００ｋｍ／ｈ时，不同旋翼转速

（Ω）时升推力分配对全机性能影响。可以看出，

存在最优升力和推力分配，可使全机升阻比达到

最优。１００％Ω、９０％Ω、８５％Ω和８０％Ω时的最优

升推力分配分别是２２％和６５％、２６％和７５％、

２８％和７５％以及３２％和８０％。升阻比随升力分

配先增加后降低，因为此时机翼升阻比较高，随着

机翼承升力增加，旋翼的一部分升力被卸载，旋翼

用来提供升力所需要的功率也降低。但机翼承担

升力过大时，旋翼则需要消耗功率产生足够拉力

来提供全机的推进力，升阻比也随之下降。升阻比

随推力分配也先增加后降低，如图１８（ａ）和图１８（ｂ）

所示，１００％Ω和９０％Ω时，螺旋桨承担１０％左右的

推力时，全机升阻比陡降，是因为螺旋桨承担小部

分推力时，螺旋桨的效率过低，会增加更多功率消

耗。随着螺旋桨承担推力增加，螺旋桨效率开始提

高，螺旋桨也进一步卸载了旋翼的一部分推力，提

升了全机升阻比，当螺旋桨承担的推力继续增加

时，旋翼大部分的推力被卸载，但旋翼又得消耗功

率提供足够升力，导致升阻比降低。中高速时，螺

旋桨承担大部分推力，机翼承担小部分升力，利于

全机升阻比提升。随着旋翼转速降低，螺旋桨和机

翼承担的推力和升力也相应增加。１００％Ω、

９０％Ω、８５％Ω和８０％Ω时，对升推力进行优化分配

后，将基准直升机的升阻比（图１０所示，升阻比为

３．００）分别提升４．０％、２１．３３％、２７．０％和３０．６％。

图１９给出了３００ｋｍ／ｈ时，基准直升机旋翼

图１８　３００ｋｍ／ｈ时不同旋翼转速时升推力分配对全机

性能影响

Ｆｉｇ．１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ｉｆｔａｎｄ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ｖｅｓｈａｒｅｓｏｎ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ｓｐｅｅｄｓ

ａｔ３００ｋｍ／ｈ

７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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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３００ｋｍ／ｈ时旋翼桨盘平面内叶素迎角分布对比

Ｆｉｇ．１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ｌｉｆｔａｎｇｅｌｅｏｆａｔｔｔａｃｋｏｆｂａｌｄｅ

ａｉｆｏｉｌｓｅｇｍｅｎｔｏｖｅｒ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ｄｉｓｋ

ａｔ３００ｋｍ／ｈ

桨盘平面内叶素迎角与经过升推力优化分配（图

１８（ａ））的对比。优化升推力分配，明显降低了叶

素迎角，尤其是后行侧迎角。高速时，螺旋桨承担

了大部分推力，机翼承担了部分升力，机翼和螺旋

桨同时卸载了一部分旋翼的升力和推力，使旋翼

提供的升力和推力降低，降低了旋翼需用功率，提

升了全机性能。

图２０给出了３００ｋｍ／ｈ时，最优升推力分配

时主旋翼功率对比。１００％Ω时，通过升推力优化

分配，机翼承担了２２％的升力，明显降低了基准

直升机的旋翼的诱导功率，从２０２．５ｋＷ 降低到

１２５．０４ｋＷ，降低了３８．３％。但旋翼转速没有降

低，型阻功率６６５．７ｋＷ 降低到６２６．０ｋＷ，仅降低

了５．０％。８０％Ω时，通过升推力优化分配，螺旋

桨承担了８０％的推力，机翼承担了３２％的升力，

旋翼的诱导功率为９６．６２ｋＷ，将基准直升机旋翼

的诱导功率降低了４６．７％。型阻功率为２６６．３

ｋＷ，将基准直升机旋翼的型阻功率降低了６０％。

优化升推力分配，并降低旋翼转速，可以旋翼卸

图２０　最优升推力分配时主旋翼功率对比

Ｆｉｇ．２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ｍａｉｎｒｏｔｏｒｐｏｗｅｒａｔ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

ｌｉｆｔａｎｄ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ｓｈａｒｅｓ

载，明显降低旋翼功率，从而提升全机飞行性能。

６　结　论

本文建立了一种复合式直升机性能分析模

型，以加装机翼和螺旋桨的 ＵＨ６０Ａ直升机为样

例，分析了机翼和螺旋桨参数、升推力分配对复合

式直升机飞行性能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１）低速时，螺旋桨桨叶负扭越小，螺旋桨效

率越高，对全机升阻比降低的影响越小。高速时，

较小桨叶负扭的螺旋桨会失速，不能提供足够的

推力，桨叶负扭越大，螺旋桨效率越高，越利于提

升全机升阻比和最大飞行速度。４００ｋｍ／ｈ时，桨

叶负扭为－４５°比桨叶负扭为－４０°时升阻比增加

了２．５％。

２）低速时，会降低全机升阻比。螺旋桨转速

越高，对升阻比降低越明显。高速时，加装螺旋桨

可提升全机升阻比和最大飞行速度。最大飞行速

度可达到４００ｋｍ／ｈ，最大飞行速度提升了２５％。

３）低速时，较大机翼安装角利于性能提升，

高速时则相反。较大安装角虽然可以卸载更多的

升力，但机翼的阻力过大，如果机翼没有处于较优

升阻比，会导致旋翼和机翼之间的升力分配不是

较优分配，旋翼会消耗更多功率，螺旋桨也需要消

耗更多功率来产生更大推力来克服机翼阻力。

４）低速时，较大机翼面积利于全机和旋翼功

率减少。高速时，机翼面积增大，全机和旋翼功率

也相应增加，机翼面积过大会导致螺旋桨不能产

生足够推力来克服机翼阻力，全机难以配平。

５）存在最优升力和推力分配，可使全机升阻

比达到最优。高速时，升阻比随升推力分配分别

先增加后降低。３００ｋｍ／ｈ时，１００％Ω、９０％Ω、

８５％Ω和８０％Ω时，对升推力进行优化分配后，将

８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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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直升机的升阻比分别提升４．０％、２１．３３％、

２７．０％和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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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域大小对大涡模拟计算结果的影响

康　凯１
，３，４，张子良２，王卫强１，张明明３，４，５，王　博１，王国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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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节省计算资源，提升计算效率，在保证计算结果准确的前提下，尽可能选取较小的计算域显

得尤为重要。针对该问题，分别沿槽道的展向和流向选取不同的计算尺度（０．５３πδ×２δ×０．１７７πδ、πδ×２δ×

０．５πδ、２πδ×２δ×πδ、３πδ×２δ×１．５πδ，δ为槽高的一半），在相同的计算条件且设置均满足大涡模拟计算要求

的前提下，对摩擦雷诺数为５４０和９３０两种摩擦雷诺数下计算域大小对大涡模拟数值计算结果的影响进行了

研究。结果发现：计算尺度不小于２πδ×２δ×πδ的计算域能很好的呈现湍流计算结果。此外，在摩擦雷诺数

为９３０时，相同计算域下所能检测的范围均有所提升，得到的计算结果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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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ＴｈｒｅｅＧｏｒｇｅ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８，Ｃｈｉｎａ；

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０，Ｃｈｉｎａ；

４．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Ｗｉ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０，Ｃｈｉｎａ；

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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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ｅｎｓｕｒｅ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ｔｏｓｅｌｅｃｔａｃｏｍｐｕ

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ａｓｓｍａｌｌａ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ｚｅｏｎｌａｒ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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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ｄ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ｗｉ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Ｓ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ｉｎ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ｗｉｔｈｓｔｒｅａｍｗｉｓｅａｎｄｓｐａｎｗｉｓｅｓｉｚｅｓｏｆ０．５３πδ×２δ×

０．１７７πδ，πδ×２δ×０．５πδ，２πδ×２δ×πδａｎｄ３πδ×２δ×１．５πδ，ｗｈｅｒｅｉｎδｉ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ｈａｌｆ

ｈｅ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ｍｉｓ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ｍｅｅｔ

ｌａｒｇｅｅｄｄ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ｚｅｏｎ

ｌａｒｇｅｅｄｄ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ｎｄｅｒ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５４０

ａｎｄ９３０ｗａ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Ｉｔ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ｅｎｏｔ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２πδ×２δ×πδ

ｃｏｕｌｄｗｅｌ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ｔｆｒ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９３０．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ｌｏｗ；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ｓｉｚｅ；

ｌａｒｇｅｅｄｄ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ｂｇｒｉｄ；ｅｎｅｒｇ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目前，常用的湍流数值模拟方法有雷诺时均

（ＲＡＮＳ）、大涡模拟 （ＬＥＳ）和直接数值模拟

（ＤＮＳ）。ＲＡＮＳ数值模拟是通过雷诺平均方程

对时间平均转化为定常问题，通过求解流场平均

变量，而无需计算各尺度的湍流脉动，从而降低时

间和空间的分辨率，缩减了计算量，因此被广泛应

用于工业，但该方法只能提供湍流平均量，不具有

普适性［１２］。ＤＮＳ虽然精度高，但付出的代价较

大，对时间和计算资源占用较多［３４］。ＬＥＳ相对

于ＲＡＮＳ而言，具有更高的精度，相比较于ＤＮＳ

而言又节省了计算资源，作为一种性价比较高的

数值模拟方法被广泛的应用。事实上，ＬＥＳ相较

于ＲＡＮＳ数值模拟方法而言，对计算域的大小具

有更加严格的要求，理论上计算域太小，一部分湍

流尺度将不能表现出来，计算结果也会失去意

义［４］。而计算域较大时网格量也增大，较大的网

格量延长计算时间，降低计算效率并且占用较多

的计算资源。总之，ＬＥＳ计算结果的可靠首先必

须基于足够大的计算域，使得人们选取的计算域

可以囊括７０％以上的能量
［５］，在满足这样的前提

下，选取较小的计算域。

本文针对槽道湍流流动，分别沿展向和流向

选取不同的计算尺度，研究了犚犲τ＝５４０和犚犲τ＝

９３０两种摩擦雷诺数下不同计算域大小对ＬＥＳ

数值计算结果的影响。

１　计算模型

ＬＥＳ方法兼有ＤＮＳ方法与ＲＡＮＳ方法的优

点，即在保证计算资源的前提下可以对流场诸多

细节进行模拟。ＬＥＳ通过对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

进行滤波，对大于滤波宽度的大尺度涡运动进行

直接模拟，小于滤波宽度的小尺度涡运动则引入

亚格子尺度模型进行模拟［６７］。运用ＬＥＳ对大于

截止尺度的涡旋进行非稳态计算，小尺度的涡旋

因具有各向同性，通常采用简单的涡流黏度模型

处理。

湍流理论认为，维持槽道湍流充分发展所需

的最小计算域流向尺度约为３００个壁面单位，展

向约为１００个壁面单位
［８］。因此，本文中最小的

计算域为：０．５３πδ×２δ×０．１７７πδ，δ为槽高的一

半，计算域尺度一般用πδ×２δ×πδ表示（其中流

向和法向长度离散到傅里叶空间，用 πδ来表

征［９］）。此外，一些研究人员就ＤＮＳ中计算域大

小的选择开展了研究，得出计算域尺度为２πδ×

２δ×０．５δ 以及相近尺度时能够准确计算流

场［９１３］。本文为了验证在ＬＥＳ中采用该计算域

是否也能得到准确的结果，特设置该计算域。事

实上，一个计算域尺度越大，数值计算时所能分辨

出的流动结构的尺度越大，计算结果也就越准确。

本文选取尺度最大的计算域为：３πδ×２δ×１．５πδ，

作为标准与其他计算域的计算结果作对比。考虑

到计算样本的充实，选取计算域为 πδ×２δ×

０．５δ，用于验证当计算域小于２πδ×２δ×πδ，是否

仍然能够得到准确的计算结果。

本文考虑不可压缩槽道湍流。且已有研究发

现，如果仅希望能够准确计算湍流一阶量时（目前

大部分研究所需达到的精度），采用较小的计算域

即可满足要求［９，１１，１３］。基于此，本文仅关注湍流

一阶统计量，对流向（狓）和展向（狕）进行了周期性

边界条件设置，法向（狔）为无滑移光滑平板。在

摩擦雷诺数犚犲τ＝５４０和犚犲τ＝９３０下，分别模拟

计算四种不同计算域尺度的模型（０．５３πδ×２δ×

０．１７７πδ、πδ×２δ×０．５δ、２πδ×２δ×πδ、３πδ×２δ×

１．５πδ）
［１４］，计算域法向高度（犺）均为１８０ｍｍ。

使用ＩＣＥＭ 软件对模型进行结构体网格划

１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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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即在壁面附近使用壁面函数或者使用足够密

的网格，以便于对小涡进行模化［１５］。第一层网格

高度为０．０３，设定无量纲壁面距离为１，且以１．０５

倍的网格尺寸增长率增长，流向和展向网格均匀分

布。本文不同计算域下的网格分辨率保持相同，单

位体积内的网格数目也一样，模型计算域大小及所

采用的网格分辨率如表１所示，表中Δ狓
＋、Δ狔

＋、

Δ狕
＋分别为流向、法向、展向的网格分辨率。

表１　不同模型的网格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犌狉犻犱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犿狅犱犲犾狊

算例 犚犲τ 计算域大小 Δ狓
＋

Δ狕
＋

Δ狔
＋
ｍａｘ 网格量

Ｃａｓｅ０１

Ｃａｓｅ０２

Ｃａｓｅ０３

Ｃａｓｅ０４

Ｃａｓｅ０５

Ｃａｓｅ０６

Ｃａｓｅ０７

Ｃａｓｅ０８

５４０

９３０

０．５３πδ×２δ×０．１７７πδ ３０ １５ １４．８８ ４５０００

πδ×２δ×０．５πδ ２９．７４ １４．８９ １４．８８ ４８７３５０

２πδ×２δ×πδ ２９．７６ １４．８７ １４．８８ １９４９４００

３πδ×２δ×１．５πδ ２９．９３ １４．９６ １４．８８ ４３３５０００

０．５３πδ×２δ×０．１７７πδ ２９．８１ １４．７６ １４．６７ ２７３０００

πδ×２δ×０．５πδ ２９．７９ １４．９２ １４．６７ １４４０６００

２πδ×２δ×πδ ２９．９７ １４．９７ １４．６７ ５７０３７５０

３πδ×２δ×１．５πδ ２９．９１ １４．９５ １４．６７ １２８７７３５０

　　流体为不可压缩流体，密度和黏度等物理性

质不随时间变化。离散格式采用二阶迎风格式，

此格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且具有较高的精度。

选取Ｓｍａｇｏｒｉｎｓｋｙｌｉｌｌｙ亚格子模型
［１６］，模型系数

采用默认值０．１。流场的迭代求解方法为ＳＩＭ

ＰＬＥ（ｓｅｍｉ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ｆｏ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ｉｎｋｅｄ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

算法［１７］，此算法具有较快的收敛速度。设置残差

精度为１０－６。两种摩擦雷诺数下，流向给定的压

力梯度分别为０．０１２４２Ｐａ／ｍ和０．０３６８４Ｐａ／ｍ，

以ｃａｓｅ０４和ｃａｓｅ０８为例，计算的时间步长分别为

Δ犜
＋ ＝Δ犜狏ｌ／δ＝０．０２４１

［１４］和Δ犜
＋ ＝Δ犜狏ｌ／δ＝

０．０４５４（狏ｌ表示槽内最大流速），湍流平均时间均

为犜＋＝１０００。

２　计算结果与分析

２１　亚网格对计算结果的影响评价

ＬＥＳ计算中，影响其计算精度的因素有很

多。例如，ＬＥＳ的数值计算精度、亚网格模型以

及网格分辨率等因素。基于此，文中对犚犲τ＝５４０

和犚犲τ＝９３０下四个不同大小计算域的计算设置

中，除了计算域大小不同外，其他计算设置（包括

来流设置、计算精度、亚网格模型和网格分辨率）

均设置成相同值，且设置均满足ＬＥＳ计算的要

求［１４］。从而这些因素对ＬＥＳ结果的影响可近似

看做相等，便于单独考虑不同计算域大小对ＬＥＳ

结果的影响。

以亚网格的角度出发，评估了亚网格对ＬＥＳ

结果的影响，式（１）计算了总湍动能中模化湍流信

息的比重，作为评价亚网格对计算结果影响的

指标［１８］。

狊＝
〈εｔ〉

〈εｔ〉＋〈εμ〉
（１）

式中〈〉表示平均量，εｔ是由亚网格引入导致的模

化湍流信息，εμ 是解析得到的湍流信息。

图１和图２分别为摩擦雷诺数犚犲τ＝５４０和

犚犲τ＝９３０时，亚网格引入导致的模化湍流信息比

重沿法向的曲线，图中狔
＋ 为法向坐标的无量

纲值。

图１　犚犲τ＝５４０下不同计算域的狊沿法向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狊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ｓａｔ犚犲τ＝５４０

从图１中可以看到，ｃａｓｅ０１在近壁区模化湍

２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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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犚犲τ＝９３０下不同计算域的狊沿法向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狊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ｓａｔ犚犲τ＝９３０

流信息比重与其他案例相比误差相对较大。图２

中，各案例模化湍流信息比重基本相同。从图中

还可以看到，由亚网格引入导致的模化湍流信息

在近壁区相对较高，其近壁区的网格分辨率指数

甚至接近５０％，但对壁面边界层而言，这是正常

的［１８］。在对数率区，由亚网格引入导致的模化湍

流信息相对较低，流场中心处的位置趋近于０，其

计算也更接近于ＤＮＳ计算。

２２　速度分析

摩擦雷诺数犚犲τ＝５４０和犚犲τ＝９３０时，流向

平均速度曲线分别如图３、图４所示。槽道湍流

边界层黏性底层和对数率区公式［１９２０］分别如下

所示：

犝＋
＝狔

＋ （２）

犝＋
＝
１

κ
ｌｎ狔

＋
＋犅 （３）

式中犝＋为流向平均速度无量纲值；κ为卡门常

数，κ＝０．４；犅为常量，约为５．０。

图３和图４中虚线和点划线分别表示流体在

黏性底层和对数率区速度与壁面高度的理论关

系，可以看到本文选取的计算模型在黏性底层和

对数率区呈现较好。此外，将相同摩擦雷诺数下

ＤＮＳ流场数据与文中不同计算域下的模拟数据

相比较，图中可以看到较大的计算域模拟数据与

ＤＮＳ数据
［９］贴合更好，说明ＬＥＳ模拟数据准确，

结果可靠。

如图３，随着计算域增大，对数率区拟合效果

更好。此外，图中最小的计算域沿法向的中心位

置处速度梯度增大，在靠近法向中心的位置流速

增大较快，在该位置处出现了不正常的凸起结构。

而随着计算域尺度的增大，沿法向的平均流向速

图３　犚犲τ＝５４０下不同计算域的流向平均速度曲线

Ｆｉｇ．３　Ｍｅａｎｓｔｒｅａｍｗｉ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ｓａｔ犚犲τ＝５４０

图４　犚犲τ＝９３０下不同计算域的流向平均速度曲线

Ｆｉｇ．４　Ｍｅａｎｓｔｒｅａｍｗｉｓ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ｓａｔ犚犲τ＝９３０

度曲线基本重合。

图４可以看到，相同的流动条件下，最小的计

算域在靠近法向中心的位置流速较大，不同大小

的计算域之间存在误差，但相较于图３而言误差

显著变小。而随着计算域尺度的增大，流场在对

数率区的拟合效果也更好。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大小的计算域在流向平

均速度上的差异，将其在对数率区流场的对数行

为进行检测，其诊断函数为［１１］

Ξ
＋
＝
狔
＋
犝

＋

狔
＋

（４）

式中检测值Ξ
＋为卡门常数κ的倒数。

图５和图６分别表示犚犲τ＝５４０和犚犲τ＝９３０

时的诊断函数曲线，点划线表示理论检测值，

Ξ
＋＝１／κ＝２．５（κ理论值为０．４）

［２１］。图５中，最

小的计算域监测信息在图中表现出明显的不正

常，而其他三种不同计算域模型的数据基本接近，

且与理论值吻合相对较好。图６中可以看到

３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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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犚犲τ＝５４０下不同计算域的对数率诊断函数曲线

Ｆｉｇ．５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ｌａｗ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ｓａｔ犚犲τ＝５４０

图６　犚犲τ＝９３０下不同计算域的对数率诊断函数曲线

Ｆｉｇ．６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ｌａｗ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ｓａｔ犚犲τ＝９３０

ｃａｓｅ０５和ｃａｓｅ０６检测函数曲线在靠近计算域法向

中心位置处有凸起，但相较于图５并不明显。通过

对比最小计算域和其他计算域的曲线数据，可以很

清楚地知道在犚犲τ＝５４０下，计算域０．５３πδ×２δ×

０．１７７πδ无法得到可靠的数值结果。

２３　湍流度分析

犚犲τ＝５４０和犚犲τ＝９３０时流向速度（狌）、法向

速度（狏）和展向速度（狑）的脉动速度均方曲线如

图７和图８所示。

从图７（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计算域

尺度的增大，流向脉动速度曲线逐渐趋于某一值，

图中ｃａｓｅ０３和ｃａｓｅ０４曲线重合，而计算域最小的

ｃａｓｅ０１与ｃａｓｅ０３、ｃａｓｅ０４相比较而言，具有较大的

误差。图７（ｂ）和图７（ｃ）中也可以看到ｃａｓｅ０１的

法向脉动速度以及展向脉动速度曲线差异性较

大。随计算域尺度的增大，整体脉动曲线也逐渐

趋于某一值。从流向速度、法向速度和展向速度

的脉动速度曲线中可以得到ｃａｓｅ０３和ｃａｓｅ０４曲

图７　犚犲τ＝５４０下流向、法向和展向的脉动速度均方图

Ｆｉｇ．７　Ｓｔｒｅａｍｗｉｓｅ，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ｎｗｉｓｅ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ｔ犚犲τ＝５４０

线基本均重合，结合图３和图５可以初步得到，在

犚犲τ＝５４０时，ｃａｓｅ０３网格量少，且得到的数据相

对较准确。

由图８（ａ）中可以看到，随着计算域尺度的增

大，流向脉动速度曲线逐渐趋于某一值，图中

ｃａｓｅ０７和 ｃａｓｅ０８ 曲线重合，而计算域最小的

ｃａｓｅ０５与ｃａｓｅ０７、ｃａｓｅ０８相比较而言，具有明显的

误差，但相较于图７（ａ）而言，其误差明显减小。

图８（ｂ）和图８（ｃ）中也可以看到ｃａｓｅ０５的法向脉

４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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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速度以及展向脉动速度随计算域尺度的增大，

整体脉动曲线也逐渐趋于某一值。从流向速度、

法向速度和展向速度的脉动速度曲线中可以得到

ｃａｓｅ０７和ｃａｓｅ０８曲线基本均重合，结合图４和图

６可以初步得到，在犚犲τ＝９３０时，ｃａｓｅ０７网格量

少，且得到的数据相对较准确。

图８　犚犲τ＝９３０下流向、法向和展向的脉动速度均方图

Ｆｉｇ．８　Ｓｔｒｅａｍｗｉｓｅ，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ｎｗｉｓｅｍｅａｎｓｑｕａｒｅ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ｔ犚犲τ＝９３０

２４　能谱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大小的计算域对ＬＥＳ

计算结果的影响，以及在该计算域下计算结果所

包含的湍流信息。提取某一瞬时时刻沿法向中心

位置剖面处的计算域瞬时速度，对其进行空间二

维傅里叶变换，将其转换成波长域，频谱能量计算

公式［２２］如下：

ｕｕ（犽狓，犽狕，狔）＝犽狓犽狕〈^狌（犽狓，犽狕，狔）狌（犽狓，犽狕，狔）〉
（５）

式中犽狓、犽狕 分别为流向和展向波数；^狌表示狌 的

傅里叶变换（可以是滤波的速度场，也可以是未滤

波的速度场）；上标表示共轭复数。

图９为犚犲τ＝５４０下，ｃａｓｅ０１～ｃａｓｅ０４的频谱

图，其中云图所展示的能量为无量纲值，λ
＋
狓 和λ

＋
狕

分别为流向和展向的无量纲方向尺度。由上述频

谱图以及横纵坐标所对应的范围可知，在保持网

格分辨率相同的前提下，计算域越大检测到的湍

流信息越多，较小的计算域无法捕捉流体中较大

的湍流尺度。以图９（ｄ）为例，图中红色划线依次

表示 ｃａｓｅ０１～ｃａｓｅ０３ 所能检测的范围，其中

ｃａｓｅ０１检测范围最小。而图９（ａ）中在方向尺度

较大时，能量较强，但实际上图９（ｄ）中ｃａｓｅ０１所

检测的区域并没有显示出高能区。此外，从

ｃａｓｅ０１～ｃａｓｅ０４的频谱图中可以看到，随着计算

域的增大，频谱图的趋势逐渐接近ｃａｓｅ０４，说明计

算域越小，检测到的湍流信息也越不准确，而随着

计算域的增大，得到的湍流信息也更加可靠。通

过上述频谱图可以得到ｃａｓｅ０１包含的湍流信息

缺失严重，ｃａｓｅ０２包含了较少的湍流信息，而

ｃａｓｅ０３基本包含了大部分湍流信息。

图１０为犚犲τ＝９３０下，ｃａｓｅ０５～ｃａｓｅ０８的频

谱图。图１０（ｄ）中红色虚线依次表示ｃａｓｅ０５～

ｃａｓｅ０７所能检测的范围，其中ｃａｓｅ０５检测范围最

小。从图中也可以得到，在保持网格分辨率相同

的前提下，计算域越大检测到的湍流信息越多，较

小的计算域无法捕捉流体中较大的湍流尺度，而

较大的计算域得到的湍流信息也更加可靠。通过

上述频谱图可以得到ｃａｓｅ０５包含的湍流信息缺

失严重，ｃａｓｅ０６包含的湍流信息较少，而ｃａｓｅ０７

基本包含了大部分湍流信息。

提取图９和图１０中各个算例所对应的监测

区间，其信息如表２所示。表２中狊＋为各案例下

能监测区间的大小，狊＋ｃａｓｅ０８为ｃａｓｅ０８能检测到的区

间大小。通过流向和展向的无量纲方向尺度得到

不同计算域可检测区间的大小。可以看到，随着

计算域计算尺度的增大，其监测湍流信息的无量

５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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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区间也增大，而相同大小的计算域，摩擦雷诺数

较大的其监测区间越大，其监测得到的信息也越

准确。将上述案例中监测区间最大的计算域

ｃａｓｅ０８作为基准，其他计算域得到的无量纲监测

区间除以ｃａｓｅ０８得到监测区间的百分比，如表所

示。发现犚犲τ＝９３０相较于犚犲τ＝５４０而言，相同

计算域下所能检测的范围有所提升，得到的计算

结果更加准确。

图９　犚犲τ＝５４０下不同计算域的频谱图

Ｆｉｇ．９　Ｐ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ｄ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ａ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ｓａｔ犚犲τ＝５４０

６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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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犚犲τ＝９３０下不同计算域的频谱图

Ｆｉｇ．１０　Ｐｒ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ｄ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ａ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ｓａｔ犚犲τ＝９３０

表２　不同摩擦雷诺数下计算域监测区间

犜犪犫犾犲２　犕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犪狉犲犪狅犳犮狅犿狆狌狋犪狋犻狅狀犪犾犱狅犿犪犻狀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犚犲狔狀狅犾犱狊狀狌犿犫犲狉狊

算例 λ
＋
狓，ｍｉｎ／１０

－７
λ
＋
狕，ｍｉｎ／１０

－７
λ
＋
狓，ｍａｘ／１０

－７
λ
＋
狕，ｍａｘ／１０

－７ 狊＋／１０－１２ （狊＋／狊＋ｃａｓｅ０８）／％

ｃａｓｅ０１ ３．５８ ３．３９ ５７．３４ ２０．３５ ９．１１ ０．６０

ｃａｓｅ０２ ３．６６ １．８３ １０６．０７ ５３．１３ ５２．５３ ３．４５

ｃａｓｅ０３ ３．６２ １．８１ ２１０．２０ １０５．００ ２１３．１７ １４．００

ｃａｓｅ０４ ３．６５ １．８２ ３１３．８２ １５６．９１ ４８１．０３ ３１．５８

ｃａｓｅ０５ ３．６８ １．８６ ９９．４７ ３３．４６ ３０．２７ １．９９

ｃａｓｅ０６ ３．７７ １．８９ １８８．５６ ９４．４５ １７１．０４ １１．２３

ｃａｓｅ０７ ３．７８ １．８９ ３７０．３９ １８５．０３ ６７１．４３ ４４．０８

ｃａｓｅ０８ ３．７８ １．８９ ５５５．７１ ２７７．８６ １５２３．１６

３　结　论

１）通过ＬＥＳ湍流计算，不同大小的计算域得

到的计算结果均有一定误差，计算域为０．５３πδ×

２δ×０．１７７πδ时误差相对严重，计算域２πδ×２δ×

πδ和３πδ×２δ×１．５πδ两者计算结果吻合较好，

能很好地呈现湍流计算结果。

２）通过能谱分析，计算域０．５３πδ× ２δ×

０．１７７πδ所包含的湍流信息缺失严重，计算域

２πδ×２δ×πδ和３πδ×２δ×１．５πδ包含信息基本

完全，考虑到计算资源等因素，建议选取２πδ×

２δ×πδ为槽道湍流数值模拟基准。

３）通过对比两种摩擦雷诺数下频谱图所包

含信息的差异以及最小计算域对计算结果的影

响。发现犚犲τ＝９３０相较于犚犲τ＝５４０而言，相同

计算域下所能检测的范围均有所提升，得到的计

算结果更加准确。

目前，本文计算了两个摩擦雷诺数下以及四

个不同大小计算域下的计算结果，为进一步的研

究提供了参考以及支持。而在未来的研究工作

中，可以尝试更多的摩擦雷诺数以及计算域计算

尺度，通过更加充实的计算结果，以期得到更加普

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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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力室状态对其声学振型及其

阻尼特性的影响

覃建秀１，张会强２

（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０７４；

２．清华大学 航天航空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为确定工程中冷态条件下获得的推力室声学特性能否表征真实条件下的声学特性，研究了冷态

无流动、热态气相流动和湍流两相燃烧三种状态下推力室声学振型及其阻尼特性。在推力室稳态流场中的有

限区域施加数值定容弹，激发其具有多模态声学振型的大幅值压力振荡，采用衰减时间和半带宽来定量评价

所激发的不同声学振型压力振荡衰减快慢，进而获得其阻尼特性。在相同过载比的数值定容弹激励下，在冷

态条件下能激发包含更多声学振型压力振荡，且该振荡衰减时间更长，相同振型压力振荡衰减比热态条件下

慢。在冷态条件下，一阶切向振型振幅最大，为最容易被激发声学振型；一阶纵向振型半带宽最小，为最难衰

减的振型。在热态条件下，一阶纵向振型为最容易激发声学振型，也为最难衰减声学振型。从所激发的主要

振型及其相对衰减的快慢来看，冷态条件下获得的声学特性能够表征真实条件下的推力室的声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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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ｕ，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ｑｉａ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ｒｕｓｔｃｈａｍｂ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ｔｓ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ｄａｍｐ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０，３５（１１）：２４４９２４５５．

犈犳犳犲犮狋狊狅犳狋犺狉狌狊狋犮犺犪犿犫犲狉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狅狀犻狋狊犪犮狅狌狊狋犻犮犿狅犱犲狊

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犱犪犿狆犻狀犵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

ＱＩＮＪｉａｎｘｉｕ１，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ｑｉａｎｇ２

（１．Ｃｈｉｎａ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７４，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４，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ｃｏｌｄｃａｓｅ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ａ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ｏｓｅｉｎａｃｔｕａｌｃａｓｅｓ，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ｄａｍｐ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ｒｕｓｔｃｈａｍｂｅｒ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ｒｅ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ｃｏｌｄｃａｓ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ｆｌｏｗ，

ｈｏｔｃａｓｅｗｉｔｈｆｌｏｗａｎｄ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ｔｗｏｐｈａ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ｃａｓｅ．Ｈｉｇｈ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ｓｃｉｌｌａ

ｔｉｏｎ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ｅｒｅｅｘｃｉｔｅｄｂｙｉｍｐｏｓｉｎｇ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ｖｏｌｕｍｅｂｏｍｂｉｎｔｏａｌｉｍｉｔ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ｓｔｅａｄｙｆｌｏｗｉｎａｔｈｒｕｓｔｃｈａｍｂｅｒ．Ｔｈｅ

ｄａｍｐ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ｂｙｄｅｃａｙｔｉｍｅａｎｄ

ｈａｌｆｐｏｗｅｒ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ｔｈｅｒｅｂｙｄａｍｐ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ｅａｃｈ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ｗａ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Ｒｅ

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ｍｏｒｅ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ｓｗｅｒｅｅｘｃｉｔｅｄｉｎｃｏｌｄｃａｓｅ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ｗｏｈｏｔｃａｓｅｓ．Ｔｈｅ

ｄｅｃａｙｔｉｍｅｓｉｎｃｏｌｄｃａｓｅｗｅｒｅｌ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ｗｏｈｏｔｃａｓｅ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ｓｃｉｌｌａ

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ｍｏｄｅｉｎｃｏｌｄｃａｓｅｄｅｃａｙｅｄ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ｉｎｔｗｏｈ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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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ｌｄｃａｓｅ，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ａｎｇｅｎｔｉａｌｍｏｄｅｗａ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ｓｔｆｏｒｔｈｅ

ｍｏｓｔｉｎｓｐｉｒａｂｌｅ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Ｔｈｅｈａｌｆｐｏｗｅｒ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ｍｏｄｅｗａｓ

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ｅｓｔｆｏｒｔｈｅｍｏｓｔ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ｍｏｄｅｔｏｂ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ｔｗｏｈｏｔ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ｍｏｄｅｗａ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ｎｓｐｉｒａｂｌｅ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ｗｉｔｈｇｒｅａｔｅｓｔ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ｔｈｅ

ｍｏｓｔ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ｍｏｄｅｔｏｂ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ｍａｌｌｅｓｔｈａｌｆｐｏｗｅｒ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Ｊｕｄｇｉｎｇｆｒｏｍｍａｉｎ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ｓｅｘｃｉｔｅｄｂｙ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ｖｏｌｕｍｅｂｏｍｂ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ａｍｐｉｎｇ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ｒｕｓｔｃｈａｍｂｅｒｉｎｔｈｅｃｏｌｄｃａｓｅｗａｓｒｅａ

ｓｏｎａｂｌｅｔｏ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ｅ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ｈｒｕｓｔｃｈａｍｂｅ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ｖｏｌｕｍｅｂｏｍｂ；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ｄａｍｐ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高频燃烧不稳定性一直困扰和制约着液体火

箭发动机的研制。高频燃烧不稳定性会导致推力

室喷注面板烧毁或者烧蚀，降低推力室可靠性，甚

至致使发动机失效。当燃烧放热提供给热声耦合

振荡的能量大于由于气体黏性和壁面等因素所损

耗的能量时，高频燃烧不稳定性就会发生［１３］。因

此，对推力室的声学振型及其阻尼特性的研究很

重要。

对推力室的声学振型及其阻尼特性的研究主

要分为理论、实验和数值计算研究。通过小扰动

假设将描述燃烧室物理过程的方程简化为线性声

学方程，求解声学方程可以获得燃烧室的声学振

型和压力振荡的衰减率，但所得的声学振型一般

为低阶振型［４６］。以扬声器或者脉冲枪作为声学

激励源进行冷态声学实验，记录燃烧室的声学压

力信号，通过快速傅里叶分析（ＦＦＴ）获得燃烧室

的声学振型，采用阻尼因子、声吸收系数等参数评

价带声腔、隔板等阻尼装置燃烧室的声学振型及

其阻尼特性［２，７１０］。通过有限元方法（ＦＥＭ）求解

复杂结构的声学方程，可以获得带声腔、隔板等阻

尼装置燃烧室的声学振型［１１１３］。

这些研究中推力室处于冷态无流动状态，采

用小扰动激励，没有考虑燃烧室的湍流燃烧等过

程，燃烧室的流动和燃烧放热只能以源项形式加

入到求解的方程中，而这些源项的表达式必须经

过大量实验获得。对于燃烧室湍流燃烧的模拟主

要集中于燃烧室中不稳定放热的模拟，发现当高

频燃烧不稳定性发生时，不稳定燃烧放热与压力

振荡耦合［１４１５］。对非线性范围的真实状态（湍流

两相燃烧状态）下无阻尼装置推力室的声学振型

及其阻尼特性的研究很少，而不同的推力室状态，

如湍流两相燃烧、热态气相流动和冷态无流动等

状态下的推力室的声学振型及其阻尼特性是否相

同，最容易激发的声学振型和最难衰减的声学振

型是否随推力室状态变化而改变等问题至今没有

研究清楚。另外，工程中通常是在大气环境条件

下通过扬声器或定容弹激励，进而基于观察到的

压力振型及其衰减来确定推力室的声学特性。其

确定的推力室声学特性与真实条件下是否一致，

是有待研究的问题。

为此，本文采用数值定容弹激励的方法，分别

激发了冷态无流动、热态气相流动和湍流两相燃

烧三种推力室状态下推力室中的压力振荡，进一

步对压力振荡的声学振型及其衰减特性进行分

析，得到了这三种推力室状态下的推力室的声学

振型及其阻尼特性异同点。

１　数学物理模型

１１　基本方程

本文模拟的推力室是小推力姿轨控发动机推

力室，其构型如图１所示，直径犇＝３５．２５ｍｍ，喉

部直径犇＝１０．２ｍｍ，出口直径犇ｅ＝４８．２ｍｍ，

圆柱段长度犔ｃｈ＝５７．１ｍｍ，收敛段长度犔ｃｖ＝

２５．６３ｍｍ，总长度犔ｔ＝１３９．３ｍｍ。

图１　推力室结果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ｒｕｓｔｃｈａｍｂｅｒ

分析和对比三种推力室状态：冷态无流动（这

是工程中最常见的评价和研究推力室声学振型及

其阻尼特性时所采用的的状态）、热态气相流动

（无液雾相和燃烧反应，但燃烧室环境更接近真实

燃烧室状态）和湍流两相燃烧（推力室真实状态）。

０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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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态无流动状态记为ｃａｓｅ１，推力室中充满静止

的空气，稳态室压为０．１ＭＰａ，室温为２９８Ｋ，声速

约为３４０ｍ／ｓ。热态气相流动状态记为ｃａｓｅ２，推

力室头部设为速度入口边界条件，与湍流两相燃

烧工况相同的燃烧产物以一定速度和组分浓度从

推力室头部流入推力室，使燃烧室达到室压为

１．１５ＭＰａ、温度为３１００Ｋ的稳定状态。而湍流两

相燃烧状态记为ｃａｓｅ３，推进剂为一甲基肼

（ＭＭＨ）和四氧化二氮（ＮＴＯ），从喷注面板半径

位置狉＝８ｍｍ处均布的八对互击式喷嘴喷入，液

滴初始温度都为３００Ｋ，推进剂总流量为６０ｇ／ｓ，

氧化剂和燃料的质量比为１．６５，其燃烧室压力为

１．１５ＭＰａ，温度为３１００Ｋ。

气相流动采用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Ｎａｖｉｅｒ

Ｓｔｏｋｅｓ（ＲＡＮＳ）方法进行模拟，湍流模型采用经

可压缩修正的犽ε模型。湍流两相燃烧状态中，

推进剂 ＭＭＨ和ＮＴＯ从推力室头部以液雾形式

进入推力室，给定雾化角、喷射速度和雾化平均直

径等参数，采用Ｌａｎｇｒａｎｇｅ轨道模型来跟踪液滴

颗粒，通过质量、动量和能量源项来实现两相相互

作用［１６］。湍流燃烧模型采用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ＥＢＵ

（ｅｄｄｙｂｒｅａｋｕｐ）模型。ＭＭＨ 和 ＮＴＯ的一步总

包化学反应表达式如下：

４ＣＨ３ＮＨＮＨ２＋５Ｎ２Ｏ４ ＝４ＣＯ２＋１２Ｈ２Ｏ＋９Ｎ２

（１）

　　推力室喷注面板和侧壁面采用绝热和壁面函

数［１７］的壁面边界条件，推力室出口采用连续出口

边界条件，给定背压，速度给定为内点的速度。采

用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Ｅｕｌｅｒｉａｎ（ＡＬＥ）
［１８］方法

求解方程，先求解蒸发、燃烧和两相相互作用等源

项，然后采用类似于 ｓｅｍｉ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ｌｉｎｋｅｄ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ＳＩＭＰＬＥ）
［１９］算法对压

力速度耦合场进行求解，最后通过欧拉方法求解

对流项。

１２　数值定容弹模型

类比于实验中的定容弹，待推力室流动达到

稳定状态，在某一起始时间狋０，在推力室施加区域

Ω加载同组分的压力为γ狆０，密度为βρ０，温度为

α犜０的气体，其与推力室气体在施加区域瞬时混

合，并维持一段时间，从而形成压力脉冲。基于加

载前后加载区域气体均满足状态方程以及定容条

件下加载过程质量和能量守恒，可以获得施加区域

Ω混合后的气体的状态参数具体表达式如下
［２０２１］：

狆（狓，狔，狕，狋）＝狆０（狓，狔，狕，狋）＋γ狆０（狓，狔，狕，狋）

ρ（狓，狔，狕，狋）＝ρ０（狓，狔，狕，狋）＋βρ０（狓，狔，狕，狋）

犜（狓，狔，狕，狋）＝
１＋αβ

１＋β
犜０（狓，狔，狕，狋）

γ＝αβ

狓，狔，狕∈Ω；狋０ ≤狋≤狋０＋Δ狋 （２）

式中狆０（狓，狔，狕，狋），犜０（狓，狔，狕，狋），ρ０（狓，狔，狕，狋）

为推力室施加区域Ω 施加数值定容弹之前的压

力、温度和密度。γ、β、α为模型系数，Δ狋为压力脉

冲施加时长。一般为使加载前后温度保持一致，

使β＝γ，从而α＝１，γ为模型的过压系数。在文献

［２０２１］中已验证本文的数值方法可以准确预报

推力室的声学振型及其阻尼特性，在此不再给出。

２　结果与讨论

对于热态气相流动工况和湍流两相燃烧工

况，先模拟推力室内的流动或两相燃烧过程，获得

推力室稳定状态后，在靠近推力室侧壁面并距离

燃烧室喷注面板３ｍｍ处加载γ＝１５的数值定容

弹，施加区域如图１红色区域所示，是半径为３．６

ｍｍ，长度为３ｍｍ的圆柱形区域，施加时间为１

μｓ。而对于冷态无流动工况，直接在推力室相同

区域施加相同的数值定容弹。停止加载数值定容

弹后，在施加区域的对面位置距离喷注面板４ｍｍ

位置的观测点记录推力室的压力振荡。

２１　推力室声学特性分析

三个工况下，观察点的压力振荡及其频谱分

析如图２～图４所示，图中狆′代表观测点的脉动

压力，为瞬时压力与平均压力的差值；狆为平均室

压；犃 为频谱分析所得的振幅；犜ｄ 为衰减时间。

可以看到，所有工况的燃烧室中都出现了大幅值

多特征频率的压力振荡，且在一定时间内衰减到

幅值小于１０％稳态室压。热态气相流动工况和

湍流两相燃烧工况中的压力振荡波形相对于冷态

无流动工况较为密集，且衰减得更快。在冷态无

流动工况中，压力振荡幅值衰减到小于１０％稳态

室压之后，燃烧室中仍然存在低幅值有规律的压

力振荡；而热态气相流动工况中，在衰减了０．５９

ｍｓ后，幅值小于１０％稳态室压，４ｍｓ之后燃烧室

的压力几乎为定值，不存在振荡；而湍流两相燃烧

工况中，在１．０２ｍｓ后，幅值小于１０％稳态室压，

之后出现了一个稳定的幅值小于２％室压的压力

振荡，这表明在湍流两相燃烧工况中，压力振荡与

两相湍流燃烧过程存在一定程度的耦合。

冷态无流动工况中的压力振荡幅值（狆′／狆）

最大，而热态气相流动工况实现的压力振荡最弱，

１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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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减最快，这是由于声速增大，压力波传播速度增

加引起的。湍流两相燃烧工况中，不断有燃烧放

热的热源，所实现的压力振荡幅值相比于热态气

相流动工况中的大，衰减也较慢。

基于频谱分析结果，并与推力室理论振型的

特征频率值进行对比，辨识ＦＦＴ分析所得突频，

并将所辨识的结果标注在频谱图中［２，２０］。在振型

辨识中，冷态无流动工况、热态气相流动工况和热

态两相燃烧工况的声速分别取为３４０、１１６７ｍ／ｓ

和１０００ｍ／ｓ。由于湍流两相燃烧工况中燃烧室

温度和组分分布不均匀，平均声速比热态气相流

动工况中小。

冷态无流动工况中都激发了一阶纵向（１Ｌ）、

二阶纵向（２Ｌ）、一阶切向（１Ｔ）、一切一纵（１Ｔ１Ｌ）

和二阶切向（２Ｔ）振型，热态气相流动中激发了

１Ｌ、１Ｔ、１Ｔ１Ｌ和２Ｔ振型，而湍流两相燃烧工况

中激发了１Ｌ、１Ｔ和１Ｔ１Ｌ振型。这三类状态下，

推力室中都激发１Ｌ、１Ｔ和１Ｔ１Ｌ振型。在冷态

无流动工况中，１Ｔ振型的幅值最大，为最容易激

发振型；而在热态气相流动和湍流两相燃烧工况

中，１Ｌ振型的幅值最大，为最容易激发振型。

可见，冷态无流动工况激发的声学振型明显

多于热态工况（热态气相流动和湍流两相燃烧工

况），并且冷态无流动工况中的无量纲压力振荡幅

值大于热态工况的压力振荡幅值。热态工况的压

力振荡衰减快于冷态无流动工况。热态工况中，

１Ｌ振型为最容易激发振型，而冷态无流动工况

中，１Ｔ振型为最容易激发振型。

２２　推力室阻尼特性分析

为了定量评价燃烧室中压力振荡衰减，借鉴

室内声学混响时间的概念定义了衰减时间犜ｄ。

混响时间为室内声音达到稳定状态，声源停止发

声后，声能密度衰减６０ｄＢ所用时间
［２２］。与此相

似，定义衰减时间犜ｄ 为停止施加数值定容弹后，

图２　Ｃａｓｅ１中压力振荡及其频谱分析

Ｆｉｇ．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ｃａｓｅ１

图３　Ｃａｓｅ２中压力振荡及其频谱分析

Ｆｉｇ．３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ｃａｓｅ２

燃烧室中的压力振荡幅值衰减到小于１０％稳态

平均室压所需要的时间。在图２（ａ）～图４（ａ）中

进行了犜ｄ 标注，冷态无流动工况的衰减时间为

３．３３ｍｓ，而热态气相流动工况和湍流两相燃烧工

况的衰减时间分别为０．５９ｍｓ和１．０２ｍｓ，可见热

态工况中的压力振荡衰减明显快于冷态无流动工

２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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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Ｃａｓｅ３中压力振荡及其频谱分析

Ｆｉｇ．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ｃａｓｅ３

况，其中热态气相流动工况衰减最快。

推力室中的压力振荡可以采用式（３）表达
［７］

狆＝∑犃狀，ｍａｘ犲
－ε狀狋ｓｉｎ（２π犳狀狋＋φ狀） （３）

式中犃狀，ｍａｘ为各个振型的振幅，ε狀 为相应的衰减

率，犳狀 为特性频率值，φ狀 为初始相位，狀分别为振

型的阶数。为了评价每个振型的压力振荡衰减快

慢，采用了带宽法来获得阻尼因子。阻尼因子的

表达式如下［２，８］：

η狀 ＝
犳狀，２－犳狀，１

犳狀，ｐｅａｋ
（４）

式中犳狀，ｐｅａｋ为共振频率，犳狀，２和犳狀，１分别为振幅为

共振频率所对应幅值的１／槡２时的频率值，其中

犳狀，２＞犳狀，１。

衰减率ε狀 与阻尼因子η狀 存在如下关系
［２３］：

ε狀 ＝πη狀犳狀，ｐｅａｋ＝πΔ犳狀

Δ犳狀 ＝犳狀，２－犳狀，１ （５）

　　可见，半带宽Δ犳狀 越大，衰减率ε狀 越大，压力

振荡衰减越快。阻尼因子用于评价同频率的压力

振荡衰减快慢，而半带宽可用于不同频率之间的

压力振荡衰减快慢。本文采用半带宽来评价每个

振型的压力振荡的衰减快慢，从而评价了推力室

的每个振型的阻尼特性。

表１～表３分别给出了三个状态下的推力室

的声学振型及其阻尼特性。在冷态无流动工况

中，１Ｔ振型压力振荡振幅最大，为最容易激发声

学振型。１Ｌ振型的半带宽最小，为最难衰减声学

振型。在图２（ａ）中，６ｍｓ之后压力周期性振荡，

周期约为０．４ｍｓ，与１Ｌ振型周期相近，表明１Ｌ

振型压力振荡衰减最慢。２Ｌ振型的半带宽比１Ｌ

振型的半带宽大，２Ｔ振型的半带宽比１Ｔ振型的

半带宽大，高阶振型的压力振荡比低阶振型的压

力振荡衰减快。在热态气相流动工况中，１Ｌ振型

的幅值最大，半带宽最小，为最容易激发振型和最

难衰减振型。在图３（ａ）中，１ｍｓ之后只剩下一个

单频的压力振荡，１ｍｓ之内出现了约八个压力波

峰，可以判断为１Ｌ振型压力振荡，这验证了１Ｌ

振型为最容易激发振型和最难衰减振型。在湍流

两相燃烧工况中，１Ｌ振型的幅值最大，半带宽最

小，为最容易激发振型和最难衰减振型。在图

４（ａ）中，１～２ｍｓ之间，压力振荡为单一频率的，周

期约为０．１４ｍｓ，频率对应ＦＦＴ分析中１Ｌ振型，

频率值为７５９９Ｈｚ，此时１Ｔ和１Ｔ１Ｌ振型的压力

振荡已经衰减。

对比这三类工况，热态工况中出现的声学振

型比冷态无流动工况中少，并且所出现的声学振

型的半带宽都比冷态无流动工况中相应的声学振

型大，其中１Ｔ振型的半带宽增加的幅度大于１Ｌ

振型的半带宽增加的幅度。这与文献［２４］的结论

相一致，表明本文计算结果的合理性。热态工况

的衰减时间比冷态无流动工况的小，其中热态气

相流动工况的衰减时间最小。热态工况中１Ｌ为

最容易激发振型，振幅最大，并且是最难衰减声学

振型，其半带宽最小。在冷态无流动工况中，１Ｔ

振型为最容易激发声学振型，其振幅最大，１Ｌ振

型为最难衰减声学振型，其半带宽最小。由此推

测在热态工况中近圆周定容激励形成球面传播的

压力波，与侧壁面发生入射和反射，从而将球面波

转变为沿圆周传播的定向波过程中，压力波可能

衰减太快，导致形成的切向振型较弱，其振幅较

小，并且推力室为细长型结构，易于形成纵向振

型［２０］，从而热态工况中形成的声学振型表现为：

１Ｔ振型幅值小于１Ｌ振型幅值，１Ｔ振型半带宽

大于１Ｌ振型半带宽。

在推力室中施加数值定容弹，形成压力梯度，

产生压力波，压力波在推力室气体中传播，推力室

气体在压力波通过时，产生膨胀和压缩的交替变

３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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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膨胀区温度降低，压缩区温度升高，相邻的膨

胀区和压缩区之间形成温度梯度，引起热传导，此

过程为不可逆，从而使一部分声能转化为热能而

损耗。压力梯度会驱动出速度场，声学振荡能量

包括势能和动能两个部分，气体因黏性而产生内

摩擦使速度振荡（声学振荡能量中的动能）衰减，

从而导致声学振荡能量的损耗。推力室壁面的速

度边界层和热边界层也会损耗一部分声能，与黏

度和导热系数的平方根成正比。热态工况中燃烧

室的室温较高，气体黏度和导热系数更大，相同声

学振型频率较大，单位时间内压力波撞壁次数增

大，声学振荡能量沿程损失增大，所以相同声学振

型的半带宽比冷态无流动中的大，其压力振荡衰

表１　犆犪狊犲１中推力室的声学振型及其阻尼特性

（犜犱＝３３３犿狊）

犜犪犫犾犲１　犃犮狅狌狊狋犻犮犿狅犱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犱犪犿狆犻狀犵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

狅犳狋犺狉狌狊狋犮犺犪犿犫犲狉犻狀犮犪狊犲１（犜犱＝３３３犿狊）

参数 数值及说明

振型 １Ｌ ２Ｌ １Ｔ １Ｔ１Ｌ ２Ｔ

频率／Ｈｚ ２７００ ５１００ ６２００ ６９００ １００９９

犃／Ｐａ ２９２７．３ １５６２．７ ３７２１．０ ２４６１．２ ２８７０．６

Δ犳狀／Ｈｚ １０６ ２９５ １４８ １９０ ４５５

表２　犆犪狊犲２中推力室的声学振型及其阻尼特性

（犜犱＝０５９犿狊）

犜犪犫犾犲２　犃犮狅狌狊狋犻犮犿狅犱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犱犪犿狆犻狀犵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

狅犳狋犺狉狌狊狋犮犺犪犿犫犲狉犻狀犮犪狊犲２（犜犱＝０５９犿狊）

参数 数值及说明

振型 １Ｌ １Ｔ １Ｔ１Ｌ ２Ｔ

频率／Ｈｚ ８５００ ２００９９ ２２５９８．９ ３２５９８

犃／Ｐａ １０５９８．１ ７６１９．５ ３４３５．５ ４１５７．５

Δ犳狀／Ｈｚ ４５０ １６８７ １２３７ ３５９８

表３　犆犪狊犲３中推力室的声学振型及其阻尼特性

（犜犱＝１０２犿狊）

犜犪犫犾犲３　犃犮狅狌狊狋犻犮犿狅犱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犱犪犿狆犻狀犵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

狅犳狋犺狉狌狊狋犮犺犪犿犫犲狉犻狀犮犪狊犲３（犜犱＝１０２犿狊）

参数 数值及说明

振型 １Ｌ １Ｔ １Ｔ１Ｌ

频率／Ｈｚ ７５９９ １５１９９ １８０９９

犃／Ｐａ ３２２３５．６ １２９７１．２ １１３１２．５

Δ犳狀／Ｈｚ ７８８ １３５０ ２５２７

减更快。此外，湍流两相燃烧中的推进剂液滴会

导致压力波的散射衰减，液滴的尺寸远小于波长，

散射衰减率与声学频率四次方成正比。压力波在

传播过程中，会作用于液滴，使其对燃烧室气体做

相对运动而产生摩擦损耗。但燃烧放热可能会与

声学过程进行耦合，增强压力振荡。因此，本文所

预测压力振荡的衰减过程及其评价方法也是合

理的。

在近圆周壁面的数值定容弹激励下，冷态无

流动、热态气相流动和湍流两相燃烧工况中都激

发了多频的压力振荡，主要振型有１Ｌ、１Ｔ 和

１Ｔ１Ｌ振型。冷态无流动工况中无量纲压力振荡

幅值最大，热态气相流动工况的最小。冷态无流

动工况中压力振荡衰减慢于热态工况，相应的声

学振型的半带宽小于热态工况。可见，从所激发

的主要振型及其相对衰减快慢来看，冷态条件下

获得声学特性能够表征真实条件下推力室的声学

特征。

由于本文模拟的推力室是典型的姿轨控发动

机推力室，主要有两个特征：①尺寸小，声学特征

频率高，特别是在热态条件下；②细长构型，有利

于１Ｌ声学振型激发，同时它的频率最小，不利于

衰减。这些因素导致其他振型频率与１Ｌ振型频

率的差值在冷热态的时候有很大差异，在冷态时

１Ｔ和１Ｌ声学振型频率差为３５００ＨＺ，气相热态

时为１１５９９Ｈｚ，两相燃烧时为７６００Ｈｚ。相对１Ｌ

振型，这导致其他振型衰减率显著增加，从而使得

这些主要振型的相对强弱在冷热态时是存在差

异，即最容易激发的振型有差别。

３　结　论

本文讨论了推力室冷态无流动状态、热态气

相流动和湍流两相燃烧状态下其声学振型及其阻

尼特性。通过在燃烧室稳态流场中施加数值定容

弹来激发燃烧室的压力振荡，获得了大幅值非线

性压力振荡，其在停止激励之后能够在一定时间

内衰减到幅值小于１０％稳态平均室压。基于所

激发的压力振荡获得了推力室的声学振型及其阻

尼特性，得到以下结论。

１）冷态无流动状态中被激发的声学振型比

热态工况中的多，其中１Ｔ振型的压力振荡最剧

烈，振幅最大，为最容易激发声学振型；１Ｌ振型的

压力振荡衰减最慢，为最难衰减声学振型；高阶振

型压力振荡衰减比低阶振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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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热态工况中，１Ｌ振型为最容易激发振型

和最难衰减的振型。

３）热态工况中压力振荡衰减快于冷态无流

动工况，并且相应声学振型的半带宽大于冷态无

流动工况。

４）冷态条件下获得的推力室主要振型及其

相对衰减特性均能够合理表征推力室真实工作条

件下的声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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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的航空发动机排气温度裕度

及剩余寿命计算方法

杜方舟，孙有朝，郭媛媛，王宗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民航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摘　　　要：针对航空发动机重要监控参数排气温度裕度（ＥＧＴＭ）计算及预测困难的问题，根据航空工业标

准实施指南，建立了一种基于数据的ＥＧＴＭ计算方法及剩余寿命预测模型。分解ＥＧＴＭ影响因素并基于修

正后的相似理论对风扇转速及排气温度进行修正。对部分换算／修正公式参数的离散试验数据进行拟合，得

到关系曲线。利用支持向量机学习发动机引气系统影响因素，通过遗传算法优化支持向量机的惩罚因子及核

函数参数，获得经引气系统参数修正后的ＥＧＴＭ值。利用小波变换对ＥＧＴＭ进行降噪和特征提取。运用多

项式回归拟合特征参数，确定单发／平均机队ＥＧＴＭ性能衰退率，计算ＥＧＴＭ剩余寿命。该模型实现了从数

据输入到剩余寿命预测的全过程计算，ＥＧＴＭ计算结果与发动机厂商提供的结果对比拟合优度达０．９９４。剩

余寿命衰退曲线拟合效果与小波变换后ＥＧＴＭ 曲线对比拟合优度达０．９８。结果可作为维修计划制定及经

济成本计算的理论支撑和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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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ｌｉｆｅ；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航空发动机监控是目前国内外航空领域研究

的重点问题之一，发动机监控通过提高飞机安全

性、降低运营成本、增加飞机可靠性和飞机可用度

等多个方面产生效益。其中排气温度裕度（ｅｘ

ｈａｕｓｔｇａ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ａｒｇｉｎ，ＥＧＴＭ）是航空公

司及发动机制造、维修厂商监控发动机性能的核

心参数［１２］。

ＥＧＴＭ是指发动机制造商规定的排气温度

限制值与拐点温度下发动机排气温度值之差。拐

点温度是发动机制造商规定的起飞时可保证最大

推力（或功率）的最高大气温度。利用ＥＧＴＭ 监

控可以诊断发动机故障、推断发动机寿命、制定维

修清洗计划、监控新发动机磨合状况以及检查翻

修质量等。

目前ＥＧＴＭ 是由原始设备制造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ＯＥＭ）利用航空公司数

据中心共享的飞机通讯寻址与报告系统（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ＡＣＡＲＳ）的报文数据计算得到，其计算方法作为

商业机密对客户不公开。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监

视系统设计与实施指南［３］（ＨＢ／Ｚ２８６．２９６）给出

了ＥＧＴＭ的估算方法，其中提到了应对换算排气

温度进行工作状态修正和引气修正，但修正方法

未做详细说明。

目前国内外对于发动机监控及预测做了大量

研究。自１９７２年起，Ｕｒｂａｎ
［４］提出了影响系数矩

阵法，将非线性方程组转化为线性方程组，形成了

发动机监控小偏差故障方程。Ｍｏｒｅｉｒａ等
［５］提出

了一种基于二元分类的支持向量机（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

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ＶＭ）算法，用于诊断飞机引气活门

故障。Ｒｅｎ等
［６］使用 ＷｉｅｎｅｒＥｉｎｓｔｅｉｎ过程模型，

以ＰＷ４０００发动机机队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退化

及剩余寿命模型。文献［７１０］基于动态加权核密

度估计、最小二乘ＳＶＭ、遗传算法优化前馈神经网

络和改进广义回归神经网格的方法对发动机气路

参数值进行预测，对比真实值或其他算法验证了预

测的准确性。对于ＥＧＴＭ的研究，文献［１１１２］均

采用一种警戒值减去排气温度变化值（排气温度

测量值与基线差值）的方法估算 ＥＧＴＭ。文献

［１３］利用ＥＧＴＭ 值采用多项式回归的方法对发

动机寿命进行了预测，经试验发现６阶多项式拟

合效果最好。Ｄａｉ等
［１４］采用经验模态分解的方法

重构ＥＧＴＭ，并采用最小二乘ＳＶＭ 的方法进行

了预测。许多气路参数，特别是ＥＧＴＭ 研究，均

基于ＯＥＭ计算出的中间数据，并非由飞机运行

原始数据而来，实际运用时无法实现完全自主监

控。还有部分研究成果基于工程实际数据及监控

经验，虽能实现ＥＧＴＭ 数值计算，但因工程数据

较少，换算过程中部分值的确定主观因素较大，使

得换算效果存在较大波动，不能很好地应用于实

际运营中。

本文以ＣＦＭ５６５Ｂ发动机为例，提出一种在

航空行业标准实施指南基础上基于数据的

ＥＧＴＭ计算方法，通过求解ＥＧＴＭ 衰退率确定

剩余寿命。采取拟合优度（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ｏｆｆｉｔ，度量

统计量为犚２）及方均根误差（ＲＭＳＥ）的优劣作为

评判拟合及预测效果的判据。

１　基于航标的犈犌犜犕计算算法原理

根据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监视系统设计与实

施指南给出的ＥＧＴＭ估算方法如下
［３］。

实测参数为：大气总温、实测发动机排气温

度、指示风扇转速以及引气活门位置等。已知参

数为：拐点温度、排气温度限制值。

犜ｅｋ＝
犜ｅ
犜０（ ）２８８．１５

β
（１）

犜ｅｋｃｏｒｎｅｒ＝犜ｅｋｃ
犜ｃｏｒｎｅｒ（ ）２８８．１５

β

（２）

７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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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ｅｍ ＝犜ｅｌ－犜ｅｋｃｏｒｎｅｒ （３）

其中犜ｅ为实测发动机排气温度；犜０ 为大气温度；

β为温度换算指数；犜ｅｋ为换算后排气温度；犜ｅｋｃ为

标准大气条件下发动机最大推力起飞时排气温

度；犜ｃｏｒｎｅｒ为拐点温度；犜ｅｋｃｏｒｎｅｒ为拐点温度下发动

机排气温度；犜ｅｌ为排气温度限制值；犜ｅｍ为排气温

度裕度，本文温度单位都为Ｋ。

本文建立的方法数据来源于ＡＣＡＲＳ数据和

发动机基本数据，通过改进航标［３］式（２）和式（３）中

犜ｅｋｃ、犜ｅｌ及犜ｅｍ的计算方法，经图１所示的计算过

程，实现ＥＧＴＭ和剩余寿命计算。改进的ＥＧＴＭ

计算方法及剩余寿命预测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改进的ＥＧＴＭ计算方法及剩余寿命预测流程

Ｆｉｇ．１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ＥＧＴＭ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ｌｉｆ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图１中的①为采用多项式回归方法。该方法

是线性回归的一种，一般通过转化为多元线性回

归来解决，优点是可以通过增加高次项无限逼近

观测点。为防止产生过拟合现象，拟合结果选择

拟合优度较高、阶数较低的多项式方程。

图１中的②为采用遗传算法优化的ＳＶＭ。

ＳＶＭ是常见的非线性机器学习黑箱分类器，也可

用于回归。遗传算法（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ＧＡ）是

一种模拟生物遗传机制形成的最优解算法，通过

选择、交叉和变异对遗传基因进行生物学遗传模

拟，设置种群规模、遗传代数、交叉概率及变异概

率后通过优胜劣汰原则得到最佳结果。

图１中的③为采用小波变换的方法。小波变

换与传统的傅里叶变换方法相同，均是频率变换

的方法，其优点在于它在时域和频域两部分都具

有不错的局部化性质，可以聚焦到信号的任意细

节。小波去噪原理为信号产生的小波系数包含信

号的重要信息，原有信号经小波分解后其趋势分

量的小波系数较大，噪声的小波系数较小，通过选

取一个合适的阈值，大于阈值的小波系数认为是

有效信号并予以保留，小于阈值的小波系数认为

是噪声并予以剔除［１５１６］。

本文首先对相关参数的试车台试验数据进行

多项式回归拟合，得到函数关系式。利用ＡＣＡＲＳ

数据计算标准工况下的排气温度及风扇转速，通

过结合发动机基本数据的犖１ 配平值（犖１ｔｒｉｍ）和发

动机型号得到修正后的风扇转速，再由函数关系

求得发动机温度限制值。将ＡＣＡＲＳ数据中的引

气系统参数作为ＳＶＭ 学习器中的输入量，结合

标准工况下排气温度值与发动机型号，得到修正

后的拐点温度下排气温度值。最后由发动机限制

值和拐点温度下排气温度值求得ＥＧＴＭ，经小波

变换后拟合衰退曲线计算得到剩余寿命。

２　改进的犈犌犜犕计算方法

由定义可知，ＥＧＴＭ 与排气温度（ｅｘｈａｕｓｔ

ｇａ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ａｒｇｉｎ，ＥＧＴ）限制值及拐点温

度下ＥＧＴ有关，应对两参数分别求解。

２１　犈犌犜限制值计算

根据实际经验，考虑到发动机ＥＧＴ限制值

随风扇转速存在一定变化规律，计算ＥＧＴ限制

值时需先对发动机实际风扇转速进行修正计算。

已知大气温度犜０，计算温度换算比θ

θ＝
犜０

２８８．１５
（４）

　　在发动机工况相似，温度相近的状态下，在滞

止状态下基于相似理论［１７］推导出的修正转速理

论值为

狀ｋ＝
狀

槡θ
（５）

其中狀为发动机转速测量值（ｒ／ｍｉｎ），狀ｋ 为转速

修正值（ｒ／ｍｉｎ）。

由于上述公式是基于同一种工质且温度相近

的流动相似状态由马赫准则推导出来的，未考虑

温度、湿度、雷诺数等的影响，故换算结果必然存

在一定误差，考虑误差修正后的计算公式为

狀ｋ＝
狀

θ
α

（６）

其中α为转速换算指数。通过大量试验表明，α

数值并非固定唯一，而是随着飞行环境发生变化。

由于指示风扇转速（犖１）为百分比转速，故指示风

扇转速修正值（ｒ／ｍｉｎ）

犖１ｋ＝
犖１
１００
·犖１ｒ
θ
α

（７）

其中 犖１ｒ为发动机额定风扇转速（ｒ／ｍｉｎ），以

ＣＦＭ５６５Ｂ为例，其额定转速为５０００ｒ／ｍｉｎ。

８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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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１８］表明，α与犖１ｋ相互耦合，存在某种

函数关系。根据文献［１９］试验数据得到不同的

犖１ｋ值下α的值，将其进行多项式回归求解并绘制

拟合曲线。

由图２，上述两参数二次回归拟合优度犚２＝

０．９９６，方均根误差犈ｒｍｓ＝０．００１，拟合效果理想。

α可由犖１ｋ以函数形式表示，将拟合方程带入式

（４）中，即

犖１ｋ＝
犖１
１００
· 犖１ｒ

θ
犪犖
２
１ｋ＋犫犖１ｋ＋犮

（８）

　　通过犖１ｋ（取值范围为３０００～５５００）可以解

出一组α值与犖１ｋ值，记此时α值为α１。

图２　ＣＦＭ５６５Ｂ发动机转速换算指数基线

Ｆｉｇ．２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ｏｆＣＦＭ５６５Ｂｅｎｇｉｎｅｓｐｅｅ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为使左右两侧发动机推力相统一以便于飞行

员观测和操作，发动机装机前会对其进行推力管

理，即犖１ 配平，通过对物理风扇转速的修正使得

两侧发动机推力相同［２０］。其中犖１ 配平对发动机

推力和发动机排气温度的影响如图３所示。

如图３所示，经推力管理后发动机推力与指

示风扇转速均减小，降低了排气温度，使ＥＧＴＭ

有一定提升；计算ＥＧＴＭ 前需针对犖１ｔｒｉｍ对发动

机风扇转速进行修正，据文献［２０］，考虑犖１ｔｒｉｍ对

图３　犖１ｔｒｉｍ对发动机推力和发动机排气温度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犖１ｔｒｉｍ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ｔｈｒｕｓｔ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

ｅｘｈａｕｓｔ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风扇转速的影响：

犖１ｋｔｒｉｍ ＝犖１ｋ－Δ犖１ｃｔｒｉｍ （９）

其中Δ犖１ｃｔｒｉｍ为发动机犖１ 配平影响修正值。

根据文献［１９］不同犖１ｔｒｉｍ、犖１ｋ下Δ犖１ｔｒｉｍ的试

验数据，拟合的基线如图４所示。

由图４，除配平参数为０时，其余情况下

Δ犖１ｃｔｒｉｍ均可用犖１ｋ的三次多项式进行拟合，所有

拟合优度均不小于０．９９７。在给定 犖１ｔｒｉｍ的情况

下，该方法确定了不同犖１ｋ所需修正的Δ犖１ｃｔｒｉｍ。

由式（９）确定犖１ｋｔｒｉｍ，将其带入到温度换算指

数基线方程中，求解得到的α值记为α２。则考虑

犖１ｔｒｉｍ风扇换算修正后实际风扇转速为

犖１ｋｃ＝
犖１
１００
·犖１ｒ
θ
α１
－Δ犖（ ）１ｃｔｒｉｍ

１

θ
α２

（１０）

　　借鉴文献试验数据
［１９］得到不同犖１ｋｃ下犜ｅｌ，

拟合的犖１ｋｃ犜ｅｌ基线如图５所示。

２２　拐点温度下犈犌犜值及犈犌犜犕值计算

依照相似理论可推导出公式：

犜ｅｃ＝
犜ｅ

θ
（１１）

其中犜ｅｃ为排气温度修正值。排气温度误差修正

值为

犜ｅｋ＝
犜ｅ

θβ
（１２）

其中温度换算指数β与发动机型号有关，对环境湿

度、马赫数不敏感，即各型发动机均有其特定的温

度换算指数［２１］。根据工程实际经验［１９］ＣＦＭ５６５Ｂ

发动机的β值可取０．８９。

２．２．１　引气系统对ＥＧＴＭ的影响修正

前文ＥＧＴ换算仅考虑到了外界温度对发动

机ＥＧＴ换算值的影响，还需针对引气系统的影

响进行修正。

引气系统工作主要有发动机引气、地面引

气和辅助动力装置引气３种方式。空中引气

９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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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ＣＦＭ５６５Ｂ发动机犖１ｔｒｉｍ配平偏差基线

Ｆｉｇ．４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ｏｆＣＦＭ５６５Ｂｅｎｇｉｎｅ犖１ｔｒｉｍ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图５　ＣＦＭ５６５Ｂ发动机ＥＧＴ限制值基线

Ｆｉｇ．５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ｏｆＣＦＭ５６５ＢＥＧＴｌｉｍｉｔｖａｌｕｅ

及高压引气主要是由发动机引气完成的。气

体经过发动机压气机引入高温高压的空气。

首先将气体由调压和调温部件进行减压降温，

随后将气体引入到引气总管提供给空调、飞机

除冰、客舱增压等使用。使用引气系统将增加

发动机的工作负担，导致发动机排气温度增

加，排气温度裕度降低。发动机引气系统如图

６所示。

当发动机风扇转速 犖１ 值小于５０时，ＨＰＶ

（高压引气活门）打开，由发动机 ＨＰＣ（高压压气

机）的高压级提供引气；当发动机 犖１ 值大于５０

时，ＨＰＶ关闭同时ＩＰ（中压引气单向活门）打开，

由发动机 ＨＰＣ的中压级提供引气。ＰＲＶ（引气

压力调节活门）负责超温保护，调节发动机引气的

０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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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和流量，起到对发动机引气系统进行控制及

调节功能。引气预冷器负责对引气降温，ＦＡＶ

（风扇空气活门）通过引气预冷器下游的温度传感

器数据来控制活门的开度，调节通过引气预冷器

的空气流量。图７为发动机部件构成及部件调节

位置图［２２］。

图６　发动机引气系统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ｂｌｅｅｄｓｙｓｔｅｍ

图７　发动机部件构成及部件调节位置图

Ｆｉｇ．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由图７所示，除引气系统外，ＶＢＶ（可变放气

活门）用于控制ＬＰＣ（低压压气机）出口空气流

量，将ＬＰＣ多余气体排入外涵道防止ＬＰＣ失速；

ＶＳＶ（可调静子叶片）通过调节静子叶片的角度

来改变气流的方向实现 ＨＰＣ效率的提升，在机

动飞行的情况下使飞机发动机ＥＧＴＭ提高；ＨＰ

ＴＡＣＣ／ＬＰＴＡＣＣ（高／低压涡轮间隙控制活门）通

过使用 ＨＰＣ４９ 级空气／风扇出口空气冷却

ＨＰＴ／ＬＰＴ（高／低压涡轮）机匣来控制涡轮叶片

和机匣的间隙。

由于飞机型号的差异及传感器设置的问题，

某些引气系统相关参数并未被记录，且部分引气

系统参数存在相互耦合的关系（如 ＨＰＶ开关与

ＩＰ开关互斥），根据 ＡＣＡＲＳ起飞报文中记录的

参数结合引气系统相关研究，最终选取以下参数

作为发动机引气系统与排气温度相关参数，如表

１所示。

上述参数中存在的离散类变量均为数值型离

散变量，可直接输入ＳＶＭ中。

将上述表１参数与犜ｅｋ一起构建的ＳＶＭ 矩

阵如下。

犡＝

犃ＶＢＶ１ 犃ＶＳＶ１ … 犜ｅｋ１

犃ＶＢＶ２ 犃ＶＳＶ２ … 犜ｅｋ２

  

犃ＶＢＶ犿 犃ＶＳＶ犿 … 犜ｅｋ

熿

燀

燄

燅犿

，

犢＝

犜ｅｋｃ１

犜ｅｋｃ２



犜ｅｋｃ

熿

燀

燄

燅犿

式中犿为样本量。

１６４２



航　空　动　力　学　报 第３５卷

表１　发动机引气系统与排气温度相关参数

犜犪犫犾犲１　犚犲犾犪狋犲犱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犲狀犵犻狀犲犫犾犲犲犱狊狔狊狋犲犿犪狀犱

犲狓犺犪狌狊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参数 参数释义

犃ＶＢＶ／（°） 可变放气活门位置

犃ＶＳＶ／（°） 可调静子叶片位置

犃ＬＰＴＡＣＣ／％ 低压涡轮间隙控制活门位置

犃ＨＰＴＡＣＣ／％ 高压涡轮间隙控制活门位置

犛ＨＰＶ 发动机高压引气活门（开关量）

犛ＰＲＶ 发动机引气压力调节活门（开关量）

犛ＣＯＷＬ 进气道除冰活门位置（开关量）

犛ＷＩＮＧ 大翼除冰活门位置（开关量）

犿
·

ＰＡＣＫ／（ｋｇ／ｓ） 空调组件流量

　　样本矩阵即：犡犻＝［犃ＶＢＶ犻　犃ＶＳＶ犻　…　犜ｅｋ犻］，

犢犻＝ 犜ｅｋｃ［ ］犻 。通过样本训练，建立犡犻 与犢犻 的映

射关系，利用训练好的ＳＶＭ 模型求解输入矩阵

相应的犜ｅｋｃ值。

拐点温度下ＥＧＴ值犜ｅｋｃｏｒｎｅｒ为

犜ｅｋｃｏｒｎｅｒ＝犜ｅｋｃ
犜ｃｏｒｎｅｒ＋２７３．１５（ ）２８８．１５

β

（１３）

２．２．２　ＥＧＴＭ计算

由于不同型号发动机推力不同，根据航标实

施指南［３］，修正后的发动机ＥＧＴＭ求解公式为

犜ｅｍ ＝ （犜ｅｌ－犜ｅｋｃｏｒｎｅｒ）γ （１４）

其中γ为发动机排气温度型号修正系数。犜ｃｏｒｎｅｒ

和γ与发动机型号相关，对照表如表２所示
［１９］。

应当说明，某些发动机厂商采用发动机热天

排气温度裕度（ＥＧＴｈｏｔｄａｙｍａｒｇｉｎ）作为监控对

象，该参数与ＥＧＴＭ 意义相同。为防止引起歧

义，本文以ＥＧＴＭ作为统称。

表２　发动机排气温度型号修正系数及拐点温度对照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狋犪犫犾犲狅犳犲狀犵犻狀犲犲狓犺犪狌狊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犪狀犱犮狅狉狀犲狉狆狅犻狀狋狅犳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

参数 ＣＦＭ５６５Ｂ１ ＣＦＭ５６５Ｂ２ ＣＦＭ５６５Ｂ２Ｂ ＣＦＭ５６５Ｂ３ ＣＦＭ５６５Ｂ４ ＣＦＭ５６５Ｂ５ ＣＦＭ５６５Ｂ６

γ １．０５３７３ １．０５３７３ １．０５３７３ １．０５３７３ １．１０１５２ １．１０４６５ １．１０４６５

犜ｃｏｒｎｅｒ／Ｋ ３０３．１５ ３０３．１５ ３０３．１５ ３０３．１５ ３１７．１５ ３１８．１５ ３１８．１５

３　案例验证

由于ＥＧＴＭ计算属于一种计算方法，与样本

时间跨度无关，故本文针对国内某航空公司某架

Ａ３２０２００航班 Ｋ的左侧发动机ＣＦＭ５６５Ｂ４／３，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的所有飞行

ＡＣＡＲＳ报文数据，经整理共计１１５５个样本作为

模型训练样本，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２

月的所有飞行 ＡＣＡＲＳ报文数据，经整理共计

４８１２个样本作为模型测试样本。记录发动机型

号和犖１ｔｒｉｍ值并提取上表相关参数及犜０、犖１、犜ｅ。

选择支持向量回归机ＳＶ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ａｃｔｏ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作为机器学习机，核函数选择径向基

核函数（ＲＢＦ），相关参数犆及ｇａｍｍａ采用遗传算

法优化计算得到。将训练样本的输入向量矩阵和

根据公式由对应观测值反推得到的含犜ｅｋｃ的犢矩

阵带入ＧＡＳＶＭ进行训练学习，得到训练好的模

型；再将测试样本的输入量矩阵带入模型计算出

预测结果，带入公式求解预测ＥＧＴ值。模型为

多输入单输出非线性系统，输出结果与发动机厂

商提供的ＥＧＴＭ值进行对比。预测ＥＧＴＭ值与

对应观测ＥＧＴＭ值的差值Δ犜ｅｍ如图８所示。由

图８，预测值与观测值差值基本在５Ｋ以内。改进

的ＥＧＴＭ 计算结果与发动机厂商提供的结果相

比，拟合优度为０．９９４，方均根误差为１．６７５。拟

合效果理想，预测准确有效。

图８　基于多项式拟合及ＧＡＳＶＭ的ＥＧＴＭ预测效果

Ｆｉｇ．８　ＥＧＴＭ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ｆｉ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ＧＡＳＶＭ

收集航班Ｋ的左侧发动机ＣＦＭ５６５Ｂ４／３在

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数据，经整理共计

５９６７个样本作为预测模型样本，经数据预处理后

２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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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３阶滤波器进行小波变换处理，

阈值设置为１。采用１～６阶多项式对数据进行

拟合，其拟合结果如图９所示。

由图９，该航班ＥＧＴＭ 性能衰退趋势明显，

经小波变换处理后ＥＧＴＭ拟合优度达到０．９８以

上，认为多项式拟合曲线能够有效表达发动机

ＥＧＴＭ衰退趋势。经１阶多项式计算，航班Ｋ左

侧发动机ＥＧＴＭ 性能衰退率为０．００６２３１Ｋ／ｃｙ

ｃｌｅ。根据该航空公司机队相同发动机ＥＧＴＭ 计

算，其机队ＥＧＴＭ平均衰退率为０．００５９２８Ｋ／ｃｙ

ｃｌｅ。按照当前ＥＧＴＭ 值及衰退率δ可求解发动

机ＥＧＴＭ到０时的剩余循环次数：

犓ｌｉｆｅ＝
犜ｅｍ

δ
＝
６７．５２

０．００６２３１
＝１０８３６ｃｙｃｌｅ

（１５）

其中单台发动机在已知循环内及短时间内

ＥＧＴＭ性能衰退预测可由拟合度更高的多项式

进行求解，长期性能衰退预测，应按照该航班１阶

多项式拟合结果进行求解，对于样本较少或拟合

效果较差的航班应按机队平均衰退率进行求解。

且ＥＧＴＭ变为０并非必须下发，可在规章允许的

情况下通过发动机水洗，发动机减推力起飞及高

温高原机场限制飞行等措施来延长发动机在翼

寿命。

图９　ＥＧＴＭ性能衰退拟合图

Ｆｉｇ．９　ＥＧＴ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ｆｉｔｔｉｎｇ

４　结　论

以ＣＦＭ５６５Ｂ发动机为例，基于相似理论和

推力管理及引气系统等发动机工作原理，提出了

一种改进的ＥＧＴＭ 计算方法及剩余寿命预测的

模型，并利用运营数据对建模过程和建模结果进

行了验证。得到以下结论：

１）通过风扇转速及排气温度标准工况换算

与修正，结合多项式拟合及ＧＡＳＶＭ 的方法求解

发动机ＥＧＴＭ值，计算结果与发动机制造商结果

相比拟合优度为０．９９４，方均根误差为１．６７５，较

为吻合。

２）基于ＥＧＴＭ发展趋势采用小波变换的方

法提取特征参数，采用多项式拟合的方法对发动

机性能衰退进行预测，拟合优度达到０．９８以上。

计算结果满足工程任务需要，对发动机维修计划

制定及经济成本计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３）本文方法实现了从 ＡＣＲＡＳ报文数据输

３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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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到剩余寿命预测的全过程计算，克服了运营商

监控过分依赖厂商的不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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