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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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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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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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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试验研究为特色。本刊的发行范围已涵盖航空科研院所、工厂、高校、航空工业主管部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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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与关注。

      本刊为中文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已被国内众多著名数据库

收录。本刊采用双盲制、一稿两审的审稿方式。欢迎国内外作者自由投稿。

       一、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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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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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泄密或侵权行为，一切责任由作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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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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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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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参见本刊的参考文献著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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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置术语和符号(GJB2103A-97)”的要求。

       7、稿件如获得某种研究基金或课题资助，请列出其名称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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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第一作者的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和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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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一稿多投，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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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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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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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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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本刊合作单位收录，请在投稿时声明。

        三、投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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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新军路6号《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编辑部

       邮政编码：610500  

       联系电话：(028)83017527  

       投稿信箱：rqwlsy@163.com

本 期 导 读

涡轮转子部分冠泄漏损失特性

       在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中，为减少间隙泄漏损失和减小叶片振动，在条件许

可的情况下，现代涡轮一般将转子叶片设计成顶部带冠的结构。但该结构也带来

了间隙内流动掺混增强、叶片表面积增加引起冷却困难等问题，从而影响涡轮乃

至发动机的长时间可靠运行。因此，开展带冠叶尖泄漏流动机理研究，并对叶冠

结构进行优化，一直是近年来业界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

       经过多年的研究，业界已深入理解了叶冠泄漏流动特征和泄漏损失形成机理，

并进一步开展了叶冠泄漏流动控制方法研究，主要包括常规叶冠几何参数精细化

设计、常规叶冠布置导流器、采用部分冠结构等。前两种方法均是通过减小叶尖

端区局部动量掺混，实现泄漏损失控制。后者综合考虑了气动、换热和结构强度

等多方面因素，具有良好的工程应用前景。但由于部分冠改变了叶冠容腔进口形

状，增大了容腔进口面积，气动损失反而会有所增加，其对叶尖泄漏损失的控制

效果仍有待提高。

       本期《涡轮转子部分冠泄漏损失特性分析》一文，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在涡轮

叶栅环境下对比分析了几种部分冠结构的气动性能，明确了部分冠的泄漏损失来

源，并进一步讨论了不同气动条件下部分冠的泄漏损失特性，可为部分冠的结构

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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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转子部分冠泄漏损失特性分析

李 佳 1，邵 飞 2

(1.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100097；2. 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院，北京 101304)

1 引言

涡轮叶冠结构不仅可以控制泄漏损失，而且还

能有效减小涡轮转子叶片振动，增加转子运行中的

可靠性。但叶冠也带来了间隙内流动掺混增强、叶

片表面积增加引起冷却困难等问题，影响涡轮乃至

发动机的长时间可靠运行。因此，开展带冠叶尖泄

漏流动机理研究，并对叶冠结构进行优化和改进，一

直是近些年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

对于叶冠泄漏流动，早在上世纪末，Denton[1]就

给出了经典的带冠叶尖泄漏流动模型，为深入理解

叶冠泄漏流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Pfau等[2]研

究发现，上游导叶端壁附近的高能气流经过叶冠进

口腔时其方向会发生偏转，并诱导出一环形涡(To⁃
roidal vortex)。Barmpalias等[3]进一步研究表明，将环

形涡涡心位置靠近容腔进口，即靠近泄漏流与主流

摘 要：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前部分冠、后部分冠及前&后部分冠结构的气动性能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了各部分

冠泄漏损失的特点和来源，以及不同气动条件下部分冠的泄漏特性。结果表明，与全冠相比，前部分冠增加了因泄漏

量增大而产生的额外间隙内部损失及机匣通道涡增强产生的额外掺混损失，后部分冠则增加了因出口腔内周向旋涡

增强引起的额外腔内损失及其与主流的掺混损失，前&后部分冠泄漏损失大致是前部分冠和后部分冠对泄漏损失影

响的综合结果。叶栅出口马赫数较大时，前部分冠结构更有利于控制泄漏损失；叶栅出口马赫数较小时，后部分冠结

构更有利于控制泄漏损失。

关键词：涡轮；部分冠；泄漏流动；气动性能；掺混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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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leakage loss characteristics of turbine blade partial shrouds
LI Jia1，SHAO Fei2

(1. Aero Engine Corporation of China，Beijing 100097，China；
2. Aero Engine Academy of China，Beijing 101304，China)

Abstract：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front partial shroud, after partial shroud and combined partial
shroud were numerically investigated. The leakage loss sources of each partial shroud with its characteris⁃
tic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whole shroud, the front partial shroud brings extra
leakage loss inside the cavity and increases mixing loss, which are caused by increasing leakage flow rate
and enhanced casing passage vortex, separately. The after partial shroud brings extra cavity loss and mixing
loss, which are caused by the enhanced circumferential vortex inside the exit cavity. The leakage loss of the
combined partial shroud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effect of front and after partial shroud. The front partial
shroud has a better leakage performance with a larger Mach number at the cascade outlet, while the after
partial shroud has a better leakage performance with a smaller Mach number at the cascade outlet, which is
caused by the mixing loss reduction in the outlet cavity.
Key words：turbine；partial shroud；leakage flow；aerodynamic performance；mixing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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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界面，进入容腔的泄漏流相应减小，实验测得

效率可提高1.6%。在出口腔，Pfau等[4]研究发现，出

口腔泄漏流主要受到尾缘位势、通道涡及其余主流

动量差等作用的影响，且气流角较无泄漏流工况明

显变化，流场周向差异明显；Rosic等[5]认为，这是由

于出口腔内泄漏流在吸力面方向流动过程中形成

旋涡，并一直持续到吸力面侧出口腔所致。另外，

出口腔泄漏流还会引起下游导叶进口流场周向不

均匀[6]，改变下游叶片排来流条件[7-8]。
为便于分析叶冠泄漏损失产生机理，Wallis等[9]

将叶冠腔损失分为凹槽腔内损失、间隙射流损失、泄

漏流与主流掺混损失，及下游负攻角引起的潜在损

失。Rosic等[10]研究指出，在叶冠泄漏流所引起的泄

漏损失中，叶冠进/出口空腔流损失为 0.5%，泄漏流

与主流的掺混及其对下游气流攻角所引起的损失为

0.4%，叶冠泄漏流做功损失为 1.7%，泄漏损失总和

为2.6%。

在理解叶冠泄漏损失形成机理的基础上，研究

学者进一步开展了叶冠泄漏流动控制方法研究，包

括常规叶冠几何参数精细化设计 [11-12]、常规叶冠布

置导流器[13-14]，及采用部分冠结构[15-16]等。前两种方

法均是通过减小叶尖端区局部动量掺混，实现泄漏

损失控制；部分冠控制方法综合考虑了气动、换热和

结构强度等多方面因素，但其对叶尖泄漏损失的控

制效果有待提高。Guyader等 [17]发现部分冠改变了

叶冠内部旋涡结构，致使叶冠出口腔泄漏流与主流

掺混加剧。Palmer等[18]也认为部分冠增加了因出口

腔泄漏流与主流掺混带来的损失，可使效率减小

0.1%。为此，一些研究学者还提出了部分冠的改进

方案，如Nirmalan等 [19]指出大间隙下部分冠的非气

动优势更加明显，而小间隙下叶冠削减越少性能越

好。毛宁等[20]研究表明，改进后的部分冠在保持与

全冠相同的气动性能下，叶冠质量可减小10%。

虽然部分冠结构在气动性能方面存在提升潜

力，但对于部分冠泄漏损失来源及其气动影响因素

仍未有明确定论。基于此，本文利用数值模拟方法

在涡轮叶栅环境下对比分析不同部分冠结构的气动

性能，明确部分冠的泄漏损失来源，并进一步讨论不

同气动条件下部分冠的泄漏损失特性，为部分冠几

何设计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文献[21]中的高速叶栅作为研究对象，见图

1。该叶栅几何参数及研究使用的气动边界条件(基
准工况)如表 1 所示。对于叶顶与机匣之间相对运

动的模拟，这里假设机匣附近的气流在叶栅出口满

足轴向出气条件，并以此得到的速度三角形来确定

机匣相对速度。设定来流湍流度为4%，更多边界条

件见文献[21]。

主要对四种叶尖结构进行流场分析，分别为常

规叶冠(全冠)、削减进口腔部分壁面的叶冠(前部分

冠)、削减出口腔部分壁面的叶冠(后部分冠)及进口

腔和出口腔部分壁面均有削减的叶冠(前&后部分

冠)，其三维结构如图 2 所示。其中，篦齿与机匣之

间的径向间隙τ为 0.5 mm，篦齿间距为 20τ，篦齿高

为6τ，叶冠厚度为4τ。全冠进出口容腔轴向宽度为

8τ，深度为 11τ。三种部分冠均在全冠几何的基础

图2 叶冠几何示意图

Fig.2 Sketch of shroud geometries

全冠 前部分冠 后部分冠 前&后部分冠

图1 叶栅几何示意图

Fig.1 Sketch of cascade geometry
表1 叶栅几何参数和气动参数

Table 1 Geometrical and aerodynamic parameters of cascade
栅距p/mm

36.79
进口总

压/kPa
501.5

轴向弦长

Cax/mm
26.66

进口总温/K
430

周向弦长

Ccir/mm
43.63
出口静

压/kPa
277.4

展向高度

h/mm
50

出口马赫数

0.96

间隙高度

(τ Cax)/%
0.019

机匣相对

速度/(m/s)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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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获得：选取部分冠前缘、尾缘削减边界点，各边界

点均位于通道中间位置附近(50%栅距)，且距前/尾
缘0.2倍轴向弦长；通过圆弧、相切直线连接并形成

部分冠边界线，如图3所示。

2.2 数值方法

采用ANSYS_CFX求解三维定常黏性雷诺平均

N-S方程，选择 Shear Stress Transport k -ω湍流模型

封闭方程组，能准确预测涡轮气动性能和具体流场

细节[22]。数值方法采用时间追赶的有限体积法，空

间离散采用二阶迎风格式。计算域由单个叶栅通道

组成。数值计算时，叶栅进口边界条件给定总温、总

压和气流角，出口边界条件给定静压，叶栅通道周向

两侧边界采用周期性边界条件，所有固体壁面均设

置为无滑移绝热条件。

2.3 网格划分

利用 ICEM对研究对象进行六面体结构网格划

分，采用HOH型拓扑结构对计算域进行网格划分，

保证叶冠腔内网格与主流通道网格匹配交接。计算

域网格如图4所示，总网格数约165万。其中，计算

域的轴向、周向和主流通道展向的网格数分别为

307、48和 91；叶冠腔展向网格数为 77；壁面第一层

网格高度为 0.001 mm，保证壁面Y +约为 1，边界层网

格膨胀比为1.2。按照文献[23]中方法进行网格无关

性验证，本次网格分布满足网格无关性要求。

2.4 数值方法校验

利用文献[21]中实验结果对本次计算方法进行

验证，结果如图5所示。可见，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

吻合很好，表明采用的数值方法可准确预测叶栅通

道内部流动。

3 结果分析

3.1 部分冠叶尖气动性能分析

首先利用熵增定量评价不同叶冠条件下的涡轮

叶栅气动性能，结果如图 6所示。这里的熵增均用

全冠条件下叶栅出口熵增进行无量纲化。可以看

出，与全冠叶栅相比，三种部分冠叶栅损失都有所增

加，其中前部分冠和后部分冠泄漏损失引起的熵增

增加了约8%，而前&后部分冠泄漏损失引起的熵增

增加了约 16%。从图 7叶栅通道内(未包含叶冠容

腔)熵增沿轴向的分布中看到，不同部分冠结构引起

图5 负荷分布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的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CFD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blade
loadings

Exp
CFD

-0.5 0.0 0.5 1.0-1.0
z/Cax

M
a i

s

1.2

0.8

0.4

0.0

-0.4

(b) 叶尖局部网格(前&后部分冠)
图4 计算域网格

Fig.4 Computational domain meshes

(a) 全局网格(全冠)

图3 叶冠几何参数

Fig.3 Geometrical parameters of shroud

11τ

8τ 20τ

τ

6τ 4τ
0.2Cax

0.2Cax

Cax

消减边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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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熵增的区域存在差异，前部分冠和前&后部分冠

引起叶栅通道上游和中游的熵增要高于后部分冠和

全冠，而后部分冠和前&后部分冠在叶栅通道下游

产生的熵增要明显高于前部分冠及全冠。

为定量对比叶冠泄漏损失，这里利用有间隙与

无间隙情况下的转子通道损失之差[23]来表示，即：
Ytip = ṁpassageT2Δs - ṁpassage_notipT2_notipΔs_notip

式中：T2表示转子通道出口静温，Δs表示通道内损失

引起的熵增；下标notip 表示无叶尖间隙情况，

passage表示转子通道。

将叶尖泄漏损失分为间隙内部损失和间隙外部

损失两部分，其中间隙内部损失可表示为：
Ytip_inner = ṁleakageTtipΔstip

式中：ṁleakage、Ttip分别为间隙出口(图8)的泄漏量和静

温，Δstip为间隙内部损失引起的熵增。

则间隙外部损失为：
Ytip_outer = Ytip - Ytip_inner
利用上述计算方法得到不同叶冠几何条件下的

泄漏损失，如图9所示。图中，ζ为泄漏损失系数，代

表间隙内部或外部泄漏损失占全冠叶尖总泄漏损失

的比例。可见，各叶冠结构中，间隙内部损失占总泄

漏损失的大部分，而间隙外部泄漏损失(即泄漏流与

主流掺混损失)占总泄漏损失的比例相对较小。与

全冠相比，前部分冠泄漏损失较大的原因是间隙外

部损失增加，后部分冠泄漏损失增大的原因是间隙

内部损失增加，而前&后部分冠间隙内部、外部泄漏

损失均有明显增加，因此其泄漏损失最大。

综上分析，在三种部分冠结构中，前部分冠的气

动性能要优于后部分冠和前&后部分冠，这主要得

益于较小的间隙内部泄漏损失。但前部分冠的间隙

外部损失较大，导致其气动性能劣于全冠。

3.2 部分冠泄漏损失来源分析

3.2.1 间隙内部泄漏损失

根据叶冠容腔结构，可将间隙内部泄漏损失分

为进口腔损失、两篦齿之间的容腔(篦齿腔)损失和

出口腔损失三部分。进口腔与篦齿腔、篦齿腔与出

口腔的分界处，均选取自篦齿和机匣组成的间隙进

口截面。通过各腔泄漏流流出截面处与流入截面处

的熵增之差来表征各腔内泄漏损失大小。表2给出

了各叶冠结构腔的熵增，对比全冠结果并结合图 9
不难看出：前部分冠高于全冠的间隙内部损失主要

来源于篦齿腔和出口腔损失的增加，后部分冠高于

全冠的间隙内部损失主要来源于出口腔损失的增

加；前&后部分冠结构间隙内部熵增，大致为前部分

图9 间隙内部和外部泄漏损失对比

Fig.9 Comparison of tip clearance loss and outer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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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叶栅通道内熵增沿轴向的分布

Fig.7 Distribution of entropy productions in cascade p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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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叶冠间隙进出口位置

Fig.8 Sketch of shroud tip inlet and out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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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叶栅出口熵增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entropy productions at cascade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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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和后部分冠对泄漏损失影响的综合结果。

间隙内部泄漏损失大小与叶冠腔内流动结构密

切相关。图 10给出了不同叶冠条件下容腔内部三

维流线分布，并利用周向(y方向)涡量着色(红色代表

正值，蓝色代表负值)。如图所示，进口腔中主要存

在CVin1和CVin2两种旋涡，因进口腔内速度较小，旋

涡结构变化对泄漏损失的影响不大。篦齿腔中各叶

冠结构均出现了LV旋涡，为上游篦齿间隙处泄漏射

流流入篦齿腔后卷起形成。分析可知，由于前部分

冠和前&后部分冠间隙进口处削减边界点在前缘点

下游，泄漏流进入进口腔后到达机匣的滞止位置

(0.15 轴向位置)在全冠机匣的滞止位置下游，如图

11所示。又因为进口面积增大，也使得泄漏流速度

降低，总压恢复系数增加，篦齿腔进口压力增大。篦

齿腔进出口压差增加，导致前部分冠和前&后部分

冠篦齿腔损失增加。

出口腔中不仅存在由于泄漏射流卷起形成的旋

涡CVout1，和经出口腔壁面折转形成的旋涡CVout2，还

存在由于主流入侵形成的旋涡CVout3。当采用前部

分冠结构时，由于泄漏量较大，泄漏流经过下游篦齿

间隙时的速度亦大，因此造成其出口腔泄漏损失比

全冠的高。采用后部分冠结构时，入侵出口腔的主

流流量增加，旋涡CVout3尺度显著增大，并增强了与

旋涡CVout1和CVout2的流动掺混。图12给出了泄漏流

流出间隙区域的单位面积熵增分布云图，图中区域

A处为入侵主流与腔内泄漏流掺混后流出间隙的位

置，该区域的熵增大小可代表入侵主流与腔内泄漏

流掺混状态的强弱。可以看出，与全冠相比，后部分

冠在区域A处熵增明显增大，可判断入侵主流与泄

漏流掺混增强是后部分冠出口腔泄漏损失高于全冠

的主要原因。

3.2.2 间隙外部泄漏损失

为进一步了解不同叶冠间隙外部掺混损失出现

差异的原因，图13给出了叶栅出口单位面积熵增分

布云图。可以看出，叶冠出口靠近机匣附近大致存

在三处高熵增区域，区域A是 0.95叶高附近泄漏流

与主流的掺混区域，区域B是 0.70叶高附近机匣通

道涡及衍生的壁面涡引起的高损失区域，区域C介

于区域A和区域B之间，是旋涡CVout3流出间隙后产

生的高损失区域。经分析计算，与全冠相比，前部分

冠引起增加的间隙外部损失中，约 75%的损失由

0.70叶高附近的机匣通道涡和壁面涡造成，另外约

25%的损失由泄漏量增加引起；后部分冠引起增加

的间隙外部损失，主要源于区域 C 处损失的增加。

图10 叶冠腔内三维流线分布

Fig.10 Streamlines in the shroud flow field

全冠

前部分冠

后部分冠

前&后部分冠
x

y z

(a) 全冠 (b) 后部分冠

图12 叶冠出口单位面积熵增分布云图

Fig.12 Contours of entropy production per area at shroud outlet

Δṡ/(W/m2·K )

区域A

表2 叶冠腔内熵增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entropy production in shroud cavities

全冠

前部分冠

后部分冠

前&后部分冠

进口腔

0.156
0.160
0.157
0.162

篦齿腔

0.334
0.370
0.335
0.371

出口腔

0.400
0.462
0.643
0.706

图11 机匣某周向位置处静压沿轴向的分布

Fig.11 Static pressure axial distributions at casing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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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部分冠出口损失主要源于区域B和区域C，大
致是前部分冠和后部分冠结构作用的综合结果。

从图 14利用Q法则识别出的通道涡示意图中

可看出，前部分冠结构造成机匣通道涡尺寸增大，且

轴向涡量显示通道涡的旋涡强度也得到增强。对比

两种叶冠下机匣通道涡的演化过程发现，前部分冠

通道涡在前缘附近时已经开始出现增强，为前缘附

近强周向压力梯度造成，如图15所示。根据通道涡

形成机制，该强压力梯度势必造成通道涡增强。相

应地，由机匣通道涡衍生的壁面涡也得到增强，从而

造成前部分冠叶栅出口高损失区域B处的熵增大于

全冠叶栅。

后部分冠的旋涡CVout3明显强于全冠，且该涡流

出间隙后与主流的掺混也得到了增强。从图 16流

出叶冠间隙的三维流线图中可看出，流出全冠叶尖

间隙的泄漏流主要在0.90以上叶高区域与主流发生

掺混，而流出后部分冠叶尖间隙的泄漏流与主流的

掺混区域甚至延伸到0.80叶高以下，造成图13中后

部分冠区域C处的熵增大于全冠，进而使后部分冠

间隙外部损失相比全冠明显增大。

综上，对于前部分冠，局部壁面削减后的进口腔

增大了上游篦齿两侧压差和前缘叶尖端区的周向压

力梯度。前者造成泄漏量的增加及篦齿腔和出口腔

泄漏损失的增大，后者因增强了机匣通道涡而引起

其与主流掺混损失的增加。对于后部分冠，局部壁

面削减后的出口腔增强了入侵主流在腔内形成的周

向旋涡，导致出口腔掺混损失及间隙外部损失都得

到增加。对于前&后部分冠，上述两种部分冠对叶

尖端区流动的影响均有呈现。

3.3 非设计工况下各部分冠的气动性能

为全面考察各部分冠的气动性能，对比了不同

图16 流出叶冠间隙的三维流线分布

Fig.16 3D streamlines started from shroud tip outlet

全冠

后部分冠

图14 通道涡的大小和强度对比

Fig.14 Comparison of size and strength of passage vortex

(a) 全冠 (b) 前部分冠

ωz /s-1

(a) 全冠 (b) 前部分冠

图15 叶尖端区静压分布云图

Fig.15 Contours of tip endwall static pressure

p/Pa

图13 叶栅出口单位面积熵增分布云图

Fig.13 Contours of entropy production per area at cascade outlet

(c) 后部分冠 (d) 前&后部分冠

(a) 全冠 (b) 前部分冠

Δṡ/( W/m2·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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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栅出口马赫数 (0.6，0.8，1.0，1.2)、不同来流攻角

(-20°，-10°，0°，10°)、不同机匣相对速度(设计工况

下机匣相对速度的 80%，90%，100%，110%)下各部

分冠的泄漏损失及叶栅总损失。其中，叶栅出口马

赫数通过调整出口静压来实现，调整机匣相对速度

是用来模拟实际涡轮部件环境中转速的变化。

图17～图20分别给出了不同叶栅出口马赫数、

不同来流攻角及不同机匣相对速度条件下各种叶冠

泄漏损失对比。从图17中可看出，在大的出口马赫

数下，各部分冠的泄漏损失差异较明显，且前部分冠

泄漏损失均小于后部分冠和前&后部分冠。当出口

马赫数减小时，前部分冠和后部分冠的泄漏损失差

异逐渐减小。当出口马赫数减小至0.6时，后部分冠

泄漏损失甚至小于前部分冠。从图18中间隙内、外

泄漏损失对比可看出，与基准工况不同，后部分冠间

隙内部损失比前部分冠的小，这主要是因为受叶冠

上、下游压差降低的影响，后部分冠出口腔内气流速

度减小所致。由于出口腔是后部分冠间隙内部损失

的主要来源区域，该腔泄漏损失的降低使后部分冠

泄漏损失低于前部分冠泄漏损失。

在不同来流攻角和不同机匣相对速度下，前部

分冠仍然是泄漏损失最小的部分冠结构，前&后部

分冠的泄漏损失最大。随着攻角的增加，如图19所

示，前部分冠与后部分冠的泄漏损失差异逐渐减

小。当机匣相对速度变化时，如图 20所示，各部分

冠的泄漏损失没有出现明显变化。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出口马赫数、来流

攻角及机匣相对速度下，前&后部分冠泄漏损失总

高于前部分冠和后部分冠的泄漏损失。出口马赫数

较小(如0.6)时，后部分冠泄漏损失要低于前部分冠；

出口马赫数大于0.8时，前部分冠泄漏损失最小。因

此，可根据涡轮出口马赫数大小采用前部分冠结构

(大马赫数时)或后部分冠结构(小马赫数时)，以实现

在减小叶冠质量的同时避免泄漏损失过大的目的。

4 结论

(1) 得益于较小的间隙内部泄漏损失，基准工

况下前部分冠的气动性能要优于后部分冠和前&后

部分冠，而前部分冠较大的间隙外部损失是造成前

图17 不同出口马赫数下泄漏损失对比

Fig.17 Comparison of leakage losses with different
outlet Mach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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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部分冠
前&后部分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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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间隙内、外泄漏损失对比(Ma=0.6)
Fig.18 Comparison of leakage losses of inner and

outer shroud tip

间隙内部损失

间隙外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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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不同来流攻角下叶冠泄漏损失对比

Fig.19 Comparison of shroud leakage losses with different
attack 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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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不同机匣相对速度下叶冠泄漏损失对比

Fig.20 Comparison of shroud leakage losses with different
relative velocities of c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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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冠气动性能劣于全冠的主要原因。

(2) 与全冠相比，前部分冠增加了因泄漏量增

大而产生的间隙内部损失，以及机匣通道涡增强产

生的掺混损失；后部分冠则增加了因出口腔内主流

入侵诱导周向旋涡增强而引起的腔内损失，及其与

主流的掺混损失；前&后部分冠泄漏损失增加大致

为前部分冠和后部分冠对泄漏损失影响的综合结

果。

(3) 最佳气动性能的部分冠设计方案与涡轮转

子出口马赫数有关。出口马赫数较小(如 0.6)时，后

部分冠更有利于控制泄漏损失；出口马赫数大于0.8
时，前部分冠气动性能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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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叶安装角变化对变几何涡轮
性能影响的数值研究
张宜奎 1，钟易成 1，徐 亮 2，徐伟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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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变几何涡轮是变几何航空发动机的一个关键部

件[1]。涡轮变几何的目的是改变导叶喉道面积，控制

涡轮流量。涡轮变几何有多种方法，如机械式引入

障碍物到流道中、环形面积可调、改变导叶安装角或

引入第二股气流射入导叶喉部位置等。早在上世纪

60年代，航空发达国家就已开始有关变几何涡轮的

研究。1971年，英国罗·罗公司对涡轮变几何方法

摘 要：为研究变几何涡轮导叶安装角变化对涡轮性能的影响，在传统定几何涡轮基础上，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不同

导叶安装角下涡轮导叶与动叶流场结构、出口参数、涡轮进口流量及效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调整导叶安装角，

可有效改变涡轮的通流能力，实现对涡轮流量的调节。针对所研究的小流量涡轮，导叶安装角转动1°，涡轮流量变化

5%左右。安装角增大或减小幅度较大时都会引起动叶气流发生分离，导致涡轮效率下降，安装角减小时对效率影响

更大；动叶负攻角设计可以提高涡轮的攻角适应性。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导叶安装角；变几何涡轮；数值模拟；效率；攻角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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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stagger angle variation of guide vane on
variable geometry turbine performance

ZHANG Yi-kui1，ZHONG Yi-cheng1，XU Liang2，XU Wei-zu3

(1. College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
210016，China；2. AVIC Nanjing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Aircraft Systems，Aviation Key Labora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Aero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Intergration，Nanjing 211102，China；
3. The Limited Company of Nanjing Puguo Technology，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he variation of the stagger angle of the variable geometry tur⁃
bine vane on the turbine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turbine,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flow field structure and exit parameters of turbine vane and rotor with different vane
stagger angles, turbine inlet flow and efficien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adjusting the guide vane stagger angle
can effectively change the flow capacity of the turbine to regulate the turbine flow. The guide vane stagger
angle is rotated by 1°, and the turbine flow rate is changed by about 5%. No matter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the stagger angle may cause the separation on surface of the rotor blade, which could reduce the turbine effi⁃
ciency. When the stagger angle of guide vane decreases, it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Therefore,
the design of negative incidence of the rotor could improve the adaptability of incidence of turbine.
Key words：aero-engine；stagger angle；variable geometry turbine；numerical simulation；efficiency；

adaptability of inc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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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试验研究，结果表明控制涡轮流量最有效的

方法是改变导叶安装角 [2]。此后，变几何涡轮设计

均采用导叶安装角调节方案。Moffitt等[3]对静叶安

装角可调单级涡轮进行的试验研究发现，导叶喉道

无论是打开还是关闭，涡轮效率均明显降低，且导叶

关闭时对涡轮效率的影响更大。GE公司的研究[4]表

明，通过调节部分导叶来控制涡轮流通面积，能有效

降低可调导叶的泄漏损失，提高涡轮效率，但会增加

涡轮流场的不均匀性。

变几何涡轮为实现导叶安装角可调，需在导叶

两端留有间隙。由于涡轮叶片工作在高温高压的恶

劣环境中，为保证导叶在一定安装角范围内实现转

动且不与机匣和轮毂面发生干涉，导叶两端间隙不

能太小。导叶存在间隙，必然会产生泄漏，在端壁附

近形成泄漏涡，增大涡轮损失。导叶端壁损失控制

主要分为主动间隙控制和被动间隙控制两种。主动

间隙控制技术包括叶顶射流 [5]、等离子控制器 [6]等，

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可控热变形机匣。即在发动机不

同飞行状态下，采用不同温度的气体射流冲击机匣，

改变机匣温度，以实现对机匣热变形的调节，从而控

制叶尖间隙[7]。主动间隙控制能较好地减少端壁泄

漏损失，提高发动机整机效率，但也导致了机匣结构

复杂以及发动机质量增加，且主要应用在民机和燃

气轮机领域[8-11]。被动控制技术包括机匣处理[11]、叶

顶凹槽[12]、叶顶加装翼梢小翼[13]、肋条[14]等。目前国

外常采用在叶尖表面吸力面或压力面加装肋条的方

法，减小叶尖间隙泄漏流动或叶尖传热，达到减小泄

漏损失的目的[15-16]。国内现有被动控制技术主要集

中在导叶端壁造型设计上，并已达到改善涡轮端壁

流场的效果，如刘鹏飞等[17]通过对固定几何涡轮、仅

有导叶旋转轴变几何涡轮和导叶两端带圆盘叶冠变

几何涡轮三种模型三维流场进行数值模拟研究，得

出带圆盘型叶冠导叶调节机构可以有效减小导叶泄

漏面积，抑制间隙泄漏涡发生。

总结上述研究发现，目前针对变几何涡轮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导叶可调机构和涡轮导叶端壁间隙损

失控制两方面，对变几何涡轮导叶安装角调整时，其

变化对涡轮级流场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的研究则涉

及较少。为此，本文以小流量变几何涡轮为研究对

象，在传统固定几何单级轴流涡轮基础上，忽略导叶

两端调节机构和导叶间隙，对不同导叶安装角的涡

轮流场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导叶安装角变化对涡轮

性能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

2 数值计算模型

采用计算流体力学商用软件ANSYS-CFX求解

三维定常可压缩雷诺平均方程组(N-S方程)，数值离

散采用有限体积法，空间离散采用二阶迎风格式，湍

流模型选用 SST 模型。计算模型为某单级轴流涡

轮，其导叶为22片，动叶为45片，可调导叶旋转轴心

位于导叶50%轴向弦长处。忽略导叶两端的间隙及

旋转机构，动叶间隙设为 0.5 mm，导叶安装角绕旋

转轴心可实现调节，如图 1所示。涡轮叶片网格采

用 Turbogrid 软件划分，其中叶片表面为 O 型网格，

叶片进口及主流区网格拓扑为 H 型网格，出口为 J
型网格。对叶片壁面及叶片前缘与尾缘网格进行加

密处理。

涡轮进口给定总温总压，进口湍流强度为 5%；

出口给定静压；固体壁面为绝热、无滑移边界条件；

周期性边界设为旋转周期边界。计算工质为理想气

体。数值计算收敛标准设置为残差降到 10-6以下。

叶片壁面附近Y +在 1～5之间，满足 SST模型计算精

度需求，如图2所示。

3 数值计算结果分析

3.1 导叶安装角变化对导叶流场的影响

变几何涡轮导叶安装角相对设计状态增大和减

图1 可调导叶旋转示意图

Fig.1 Adjustable guide vane rotation diagram

旋转轴心

关闭6°

打开8°

图2 叶片壁面附近Y +值

Fig.2 Y + near the wall of the blade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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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对导叶流场的影响如图 3所示。可见，安装角

减小 8°时，导叶进口攻角趋向正攻角，其喉道面积

减小，尾缘堵塞度增加，气流在流道内过度膨胀，由

亚声速向高亚声速过渡，并在吸力面出现局部超声

速区，导叶出口流场紊乱加剧。安装角增大 8°时，

导叶进口攻角趋向负攻角，其喉道面积增大，涡轮通

流能力增大，导叶尾缘堵塞度减小，气流在流道内膨

胀程度减弱，速度降低。

图4示出了不同安装角状态对应的导叶出口气

流角在不同叶高上的分布。可以看到，在 10%～

90%叶高区域，同一安装角状态导叶出口气流角变

化较小；但在轮毂端壁到叶高 10%和 90%叶高到机

匣端壁，由于端壁效应气流角突然开始减小，端壁面

上的气流角最小。在同一叶高，导叶出口气流角随

安装角增大而增大，且出口气流角的大小对下游动

叶进口气流角影响较大。

图5给出了不同导叶安装角下导叶中截面的载

荷分布。设计安装角状态，导叶中截面叶型载荷最

小值在轴向弦长约 65%处，导叶为后加载叶型。安

装角减小，导叶喉道面积减小，气流在通道后段膨胀

程度加深，叶型后加载程度加深，导叶中截面载荷最

小位置后移。安装角增大，导叶喉道面积增大，气流

膨胀程度减弱，导叶逐渐由后加载叶型向前加载叶

型转变。此外，随着导叶安装角增大，叶型载荷所围

成区域的面积逐渐减小，说明导叶负荷在减小，涡轮

反力度在增大。

3.2 导叶安装角变化对转子叶片流场的影响

图6为不同导叶安装角下动叶中截面的流线分

布。可看出，安装角减小，动叶进口气流处在较大的

正攻角下，气流在惯性作用下来不及折转以及受到

压力面气流挤压作用，在动叶吸力面形成大尺度旋

涡分离区。安装角增大，动叶进口气流逐渐趋向较

大负攻角，气流在动叶压力面形成大尺度旋涡分离

图6 不同导叶安装角下动叶中截面的流线分布

Fig.6 Streamline distribution at rotor midspan under different
stagger angels

(a) -8° (b) 0° (c) 8°

张宜奎等：导叶安装角变化对变几何涡轮性能影响的数值研究

图4 导叶出口气流角沿叶高的径向分布

Fig.4 Guide vane outlet flow angle distribution along the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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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导叶安装角下导叶中截面的马赫数分布

Fig.3 Mach number distribution of guide vane at midspan under
different stagger angels 图5 不同导叶安装角下导叶中截面的载荷分布

Fig.5 Sectional loading distribution of guide vane under
different stagger an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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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由此可见，动叶进口气流攻角不管是处于较大

正攻角还是较大负攻角，均会导致气流在动叶一侧

发生流动分离，造成涡轮效率损失。图 7为不同导

叶安装角下动叶中截面马赫数分布。可看出，随着

导叶安装角增大，动叶进口气流前驻点从压力面逐

渐移动到吸力面，动叶中截面相对马赫数逐渐增大。

图8示出了不同导叶安装角下动叶出口的相对

马赫数和熵增。可看出，由于动叶叶尖存在间隙，导

致在间隙附近发生了泄漏，形成了泄漏涡。此时，涡

轮效率损失主要来自泄漏涡和通道涡以及两者共同

作用。安装角减小，涡轮通流能力减弱，出口气流膨

胀加速，出现局部超声速区，导叶出口尾迹对下游动

叶流场产生影响，导致动叶流场紊乱、损失增加。由

动叶出口熵增图可以看出，安装角减小时，涡轮损失

(c) 8°

(b) 0°

(a) -8°
S/(J/(k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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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不同导叶安装角下动叶出口的相对马赫数和熵增

Fig.8 Relative Mach number and entropy increase of rotor outlet under different stagger angels

图7 不同导叶安装角下动叶中截面的马赫数分布

Fig.7 Mach number distribution of rotor at midspan under
different stagger angels

(a) -8° (b) 0° (c) 8°

Mach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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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根部二次流卷起形成的通道涡和叶尖间隙引

起的泄漏涡导致；随着安装角增大，通道涡及泄漏涡

强度均有所减弱。

图9为不同导叶安装角下动叶中截面的叶型载

荷分布。可见，设计安装角下，动叶叶型载荷基本呈

均匀加载。安装角减小，动叶进口气流趋向正攻角，

气流前驻点向压力面移动，叶型逐渐向前加载叶型

过渡，气流处于较大正攻角时在动叶吸力面会产生

流动分离。安装角增大，动叶进口气流趋于负攻角，

气流前驻点向吸力面移动，动叶工作在后加载状

态。动叶气流处于负攻角状态，叶片压力面载荷小

于吸力面载荷，此时压力面与吸力面的载荷线会出

现交叉现象。如图所示，相对于设计状态，安装角增

大 4°时，压力面载荷线与吸力面载荷线出现交叉；

安装角进一步增大，交叉点后移，动叶后加载程度加

深，气流在压力面形成大尺度旋涡分离区。

3.3 导叶安装角变化对涡轮性能的影响

该单级涡轮流量随变几何导叶安装角变化趋势

如图 10所示。可看出，随着出口背压逐渐减小，涡

轮膨胀比逐渐增大，流量也缓慢增加；当背压继续降

低，膨胀比继续增大，涡轮开始进入阻塞工况，涡轮

流量不再增加而达到最大值。同时还可看到，不同

角度对应的堵塞流量差别很大。相比于设计状态，

导叶安装角减小到-8°时，流量下降到原来的 50%；

导叶安装角增大到8°时，流量增大到140%。可调导

叶转动时，涡轮流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且导叶关小

时引起的流量变化更为剧烈。这是由于导叶喉部面

积调大后，控制涡轮流通面积的喉道位置可能会发

生变化，同时还要受到转子叶片喉道面积的制约，所

以导叶打开时，流量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导致其

流量变化较为平缓。

变几何涡轮在不同导叶安装角下的效率变化趋

势如图11所示。可看出，安装角在-4°~8°时涡轮效

率随膨胀比变化非常明显。同一安装角下，涡轮效

率随膨胀比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即存在一个膨

胀比使得涡轮效率最大。相对设计安装角状态，安

装角减小时效率下降更加明显，且安装角越小涡轮

效率下降越多；安装角增大，在低膨胀比时涡轮效率

较低，膨胀比增大，涡轮效率缓慢增大；4°安装角对

应的效率甚至在达到一定膨胀比后略微超过设计状

态的效率，导叶喉道继续打开，涡轮效率又表现出快

速下降的趋势。如图中所示，导叶安装角无论是增

大还是减小，都会使涡轮效率降低，性能下降，区别

在于导叶打开时对涡轮效率的影响明显小于导叶关

图9 不同导叶安装角下动叶中截面的载荷分布

Fig.9 Sectional loading of rotor midspan under
different stagger an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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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不同导叶安装角下的涡轮流量

Fig.10 Mass flow under different stagger an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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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不同导叶安装角下的涡轮效率

Fig.11 Efficiency under different stagger an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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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时的影响；导叶向喉道面积减小的方向转动时，会

引起涡轮工作状态严重恶化，效率显著降低。导叶

安装角转动 8°，涡轮效率下降 2%；导叶安装角转

动-8°，效率降低 13.4%；大部分工况下，安装角

在-4°~8°时，涡轮效率保持在 85%以上。所以在进

行变几何涡轮设计时，可将动叶设计在负攻角状态，

以提高涡轮的攻角适应性。

4 结论

在忽略导叶两端端壁间隙的基础上，对导叶可

调的变几何涡轮进行数值仿真建模研究，得到以下

结论：

(1) 转动导叶安装角，可以控制涡轮的通流能

力。相对设计状态，导叶安装角从-8°变化到 8°，涡
轮流量变化-50%~40%；涡轮流量与导叶安装角变

化基本呈线性正比关系，导叶安装角增大 1°，涡轮

流量增加5%左右。

(2) 涡轮效率对导叶安装角变化非常敏感，安

装角增大，涡轮效率呈先小幅上升后降低的趋势，这

是动叶负攻角设计所导致。安装角减小，涡轮效率

下降明显；安装角增大8°，效率下降2%；安装角减小

8°，效率下降13.4%。导叶安装角在-4°~8°之间变化

时，涡轮效率可在较大工况范围内保持在 85%以

上。变几何涡轮设计时，可将动叶进口气流攻角设

计在小负攻角状态，以提高涡轮攻角适应性，从而使

变几何涡轮在较大范围工况内获得高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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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局部结构的涡轮导向器
屈曲故障模式分析

张 帆 1，2，冯引利 1，2，高金海 1，2，郭宝亭 1，2，蒋文婷 1，2

(1.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轻型动力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1 引言

结构屈曲是机械、航空航天、核能等领域普遍发

生的故障现象，受到众多研究人员的重视。早在1961
年Timoshenko[1]就对经典屈曲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

完善总结。针对各类简单板壳结构，Gellatly[2]研究

了夹层圆筒的屈曲并求出了临界温度；Whitney等[3]

运用能量法确定了复合材料层合板的临界温度；丁

红丽[4]基于广义变分原理得出了衬壳弹性屈曲问题

摘 要：针对涡扇发动机试车后出现的涡轮导向器结构内环波瓣形变形，开展了相关分析研究。首先基于局部屈曲

理论提出一套相应的屈曲判定与优化方法，并将其应用于涡轮导向器的变形失效中。然后对压应力集中区域的边界

条件进行提取、优化，利用有限元方法计算该结构的屈曲特征值。计算结果表明：涡轮导向器内外环机匣之间存在的

较大温度梯度，以及防气流倒灌的内外封严设计，导致导向器结构局部屈曲。在理论解与数值模拟的基础上，对该导

向器局部结构进行几何优化，优化后的静强度与屈曲安全系数均满足设计准则要求。本文提出的考虑非均匀温度场

下由热应力引起复杂结构屈曲的判别及结构优化方法大大简化了计算流程，提高了热结构分析设计水平。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涡轮导向器；屈曲；圆筒壳；有限元；屈曲安全系数；故障分析

中图分类号：V23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20 (2020) 04-0015-06

Failure mode diagnosis and simulation of high-pressure turbine nozzle
ZHANG Fan1，2，FENG Yin-li1，2，GAO Jin-hai1，2，GUO Bao-ting1，2，JIANG Wen-ting1，2

(1. Key Laboratory of Light Duty Gas Turbine，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China；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Abstract：The lobe deformation of turbine nozzle internal ring which was found after a turbojet engine test
was studied. Based on local thermal buckling theory, a set of thermal buckling determination and optimiza⁃
tion method for local structure was developed which was also applied to the deformation failure of turbine
nozzle.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compressive stress concentration area were extracted and optimized,
and the buckling value of the structure was calculated by finite element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large temperature gradient between the inner and outer ring casing of turbine nozzle when running the
aero-engine, and it is very easy to cause partial thermal buckling instability of the structure with the design
of internal ring sealing structure for air flow control.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solution and numerical simu⁃
lation, the local structure of the turbine nozzle has been optimized geometrically. The static strength and
buckling safety factor could meet the design criteria after optimization. A calibration method that considers
thermal buckling in a non-uniform temperature field has been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thermal structure
analysis design level.
Key words：aero-engine；turbine nozzle；buckling；drum shell；finite element；buckling safety factor；

failure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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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方程与边界条件；Wu等[5]基于Donnell圆筒壳

稳定性方程研究了其热弹性稳定性。对于航空发

动机部件等复杂结构，高金海等 [6]提出了局部屈曲

的理论计算模型并应用于燃烧室屈曲的求解；邓可

顺 [7]给出了复杂结构屈曲的有限元方程及其解法；

吴长波等[8]针对喷管隔热罩和涡流器的失稳问题做

了分析优化；雷友峰等 [9]则针对燃烧室蠕变屈曲现

场做了理论分析。在试验研究方面，NASA[10-11]曾在

1991年和 2004年进行过热机械载荷下航天飞机壁

板的屈曲特性试验；Kicher 等 [12]进行了钢衬圆柱壳

的屈曲试验。

在航空发动机常规静子件强度校核中，往往重

点关注结构静强度、振动和寿命问题，而忽视薄壁件

的热稳定性问题。国内外学者针对燃烧室机匣的屈

曲问题开展过一些研究 [6]，但针对涡轮部件在复杂

温度场作用下发生屈曲的问题尚未见报道。

在复杂结构屈曲分析中，往往由于模型过大导

致网格划分不够精密，轻则影响计算效率，重则得到

错误的应力峰值，因此复杂结构的屈曲计算及结构

优化往往耗费大量时间且优化结果不理想。传统的

屈曲判别与优化方法已难以满足复杂结构设计需

要，亟须提出一种快捷、准确的优化方法。

某型涡扇发动机试车后发现低压涡轮二级导向

器内环发生了波瓣形变形，本文对试验过程中发生

的失效模式进行了分析，提出一种基于子模型的复

杂结构屈曲计算方法，可大大简化计算流程，提高热

结构的分析设计水平。

2 结构应力分析与屈曲计算方法

首先分析结构应力分布，进而提出一种基于子

模型的复杂结构屈曲计算方法，通过将整体结构的

应力分布等效为子模型的边界压应力，计算子模型

的屈曲失效。

2.1 导向器结构应力分析

该型涡扇发动机试车后低压涡轮二级导向器内

环发生的波瓣形变形如图 1(a)所示，发动机运行过

程中导向器结构的真实边界如图 1(b)所示。A点处

外机匣与导向器外环直接接触，并对其产生一定压

力。根据极限条件计算该处压力为 120 MPa。此

外，外机匣对A点导向器外环有周向限位。B点处

外机匣与导向器外环初始设计为间隙配合，但在极

限条件下会产生接触，因此在B点对导向器外环设

置轴向和径向约束。

导向器结构除了受外机匣作用力外，还受到因

内外涵道气流温差引起的沿径向分布的热载荷。其

中，导向器内环封严唇处在极限条件下最大温度达

712℃，整个导向器结构最大温差达 500℃。由于防

止气流倒灌的封严唇设计(图1(b)中红色圈内)，使得

导向器内环封严唇处成为悬臂结构，易出现破坏、屈

曲等问题。

为校核试验后出现的变形，首先计算导向器结

构在热载荷和机械载荷作用下的应力分布。导向器

结构材料为铸造高温合金K403。考虑材料参数受

温度变化影响，材料性能如表1所示。使用Solid185
三维8节点固体结构单元对导向器结构进行网格划

分，共得到3 725 972个单元。施加CFD计算得出的

温度场与气动载荷，计算该边界条件下的静应力。

最大等效应力与第三主应力的计算结果如图2所示，

可以看出最大等效应力集中在内环轮缘封严处，且

主要表现为周向压应力。最大等效应力达屈服强度

的2倍，需重点考核该部位的稳定性。

2.2 子模型屈曲计算方法

对于同时受到热载荷和机械载荷的局部结构，

图1 涡轮导向器波瓣形失效

Fig.1 Lobe failure of turbine nozz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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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其等效为图 3所示的四边受压应力作用，面内

受热载荷，边长为a、b，厚度为h的固支板。根据该板

的控制方程和边界条件，可推导该子模型的临界温

度和临界压应力。

固支板四边挠度均为 0，则壳体薄膜内力可以

表示为：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w(0,y) =w(a,y) =w(x,0)=w(x,b) = 0

Nxy = ∂2F
∂x∂y = 0(x = 0,a ; y = 0,b)

Nx = ∂
2F
∂y2 =σ0h(x = 0,a)

Ny = ∂
2F
∂x2 =σ0h(y = 0,b)

(1)

受热板的无量纲控制方程为：

ì
í
î

ï

ï

∇4 f +∇2T = - 12 β2( )w ;w

C∇4ω =P + β2( )f ;w
(2)

式中：f为应力函数，T为温度函数，w为位移函数，P
表示机械载荷(主要表现为压力)，β为固支板长宽

比，(;)= ∂2
∂x2

∂2
∂y2 - 2

∂2
∂x∂y

∂2
∂x∂y + ∂2

∂y2
∂2
∂x2。

对于承受热载荷和机械载荷(主要为压应力，由

其他非热载荷引起)的固支板，采用初始后屈曲渐进

分析理论对非线性控制方程进行求解，可得到含有

热载荷项和机械(或气动)载荷项的特征值方程式[13]，

进而得到局部结构的临界压应力为：

σcr =K π2E
12( )1 - μ2

æ
è

ö
ø

h
a

2 (3)
式中：K为β的函数。

根据前文应力分析结果，导向器内环封严唇存

在压应力集中，可将其近似为薄壁圆筒，如图 4 所

示。由于该局部结构仅一侧截面存在外部等效边界

条件，故可以提取左侧与整体结构连接处的位移边

界条件和圆筒壁面的压应力。若将其近似等效为悬

臂圆筒，即左侧挠度为零，则其屈曲临界压力可表示

(b) 第三主应力

图2 导向器结构应力分布

Fig.2 Stress distribution of turbine nozzle

(a) 最大等效应力

Stress/MPa

Stress/MPa

表1 K403的材料属性

Table 1 Material properties of K403
温度/℃

2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弹性模量/GPa
204
188
182
176
168
157
143

密度/(kg/m3)

8.10

强度极限/MPa
900
—

—

975
1 000
990
835

张 帆等：基于局部结构的涡轮导向器屈曲故障模式分析

图4 导向器局部结构示意图

Fig.4 Local structure diagram of turbine nozz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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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考虑热载荷与机械载荷的固支板

Fig.3 Fixed plate considering thermal load and mechanical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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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Pcr = Eδ
R(1 - ν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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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式中：δ为圆筒厚度，R为圆筒半径，L为圆筒长度，c为
圆筒屈曲波数。

由悬臂圆筒受压屈曲理论公式可以看出，除边

界条件外，影响圆筒屈曲的重要因素包括圆筒的半

径、厚度和长度。

3 局部屈曲求解与结构优化

3.1 屈曲有限元计算方法

子模型计算屈曲的重点在于如何准确提取局部

结构的边界条件，而借助有限元软件可简易、快速提

取。机械载荷与热载荷同时作用下的节点力可表示

为：

{ }F0


e ={ }F


eP +{ }R


eT (5)

式中：

eP、


eT分别表示机械载荷与热载荷的节点力向

量。

同时，几何刚度矩阵由两部分构成：

[Kg ] =[Kg,P] +[Kg,T] (6)
式中：[Kg,P]、[Kg,T]分别为与载荷和温度场有关的刚度

矩阵。

据此可将稳定性方程写为：

[K′]{ }u = -λ[Kg′]{ }u (7)
式中：[K′] = ìí

î

ï

ï

[Kb]
[Kb] +[Kg,P]
[Kb] +[Kg,T]

，[Kg′] =
ì
í
î

ï

ï

[Kg,P]or[Kg,T]
[Kg,T]
[Kg,T]

。可见，机

械载荷和热载荷对结构屈曲起着关键作用。

现有大型有限元计算软件可以实现局部结构边

界条件提取，从而对局部结构进行特征值屈曲计

算。首先计算全尺寸模型下的应力分布结果，提取

压应力最大处的局部结构，并将局部结构外部应力

或边界的影响作为边界条件提取，最后计算局部结

构的特征值屈曲。在有限元软件中提取局部结构求

解的具体步骤如图5所示。

提取导向器的内环封严唇结构，然后分别对提

取结构和整体结构进行特征值屈曲求解，得到的屈

曲波形如图 6所示，屈曲安全系数为 1.25。屈曲波

形与试验结果完全一致，均体现为内环轮缘封严处

的波瓣形屈曲，证明该结构确实存在极大屈曲风险。

受压情况下构件的弹性屈曲被认为已经破坏，

屈曲安全系数是判断结构件稳定性是否满足条件的

重要参数，其表达式为：

n =Pk /Pmax (8)
式中：Pk为临界载荷，Pmax为飞行包线内机匣可能发

生的最大工作载荷。

根据航空发动机结构设计准则[14]，对于民用发

动机，要求发动机机匣的屈曲安全系数大于2.0。
综上看出，防屈曲设计可从改变载荷环境、改变

边界条件和优化结构几何外形三个方面实现。若在

不改变该结构的条件下对温度场进行优化，可以通

过空气系统的设计降低整体结构的温度梯度，但此

类做法需对发动机结构进行较大变动。优化导向器

结构几何尺寸和在质量允许范围内强化结构则成为

优化方向。

图5 局部结构在有限元程序中的计算步骤

Fig.5 Calculation steps of local structure in finite element
program

开始

建立整体结构模型

建立局部子模型

整体模型静力求解结果
result.rst

边界结点文件
node.csv

子模型计算文件
Submodel.db

提取边界结点压应力
result.cdbo

子模型计算结果

结束

图6 局部屈曲计算

Fig.6 Local buckling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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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导向器局部结构的优化

结合薄壁圆筒的理论解和有限元计算公式，可

将局部结构屈曲安全系数描述为：

n = f (E,ν,L,δ,R,[Kg,P],[Kg,T]) (9)
式中：E、ν分别为材料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

在不改变载荷和边界条件的情况下，要提高薄

壁圆筒件的稳定性，只能通过增加圆筒壁厚度的方

法。对比两种增加厚度的方法，即封严唇整体加厚

或部分加厚(图7方案1与方案2)。极限状态下整体

加厚后的屈曲安全系数见表 2，可见整体加厚之后

屈曲安全系数可以满足设计准则要求。但屈曲波形

没有发生变化，且系数裕度较低，仍存在一定屈曲风

险。

若考虑局部加厚，即在内环内壁面添加环形加

强肋，热应力大幅下降，屈曲安全系数增加到12.21，
且屈曲波形发生改变，一阶屈曲波形表现为节径型，

很好地解决了此类失效问题。故最终选择在内环内

表面添加环形加强肋。

3.3 针对边界条件的优化

根据极限状态点应力计算结果，A点径向压力

与B点约束边界条件均对热应力产生了较大影响，

下面通过有限元计算研究此两个边界变化量对屈曲

安全系数的影响。为此，设置如表3所示的7个不同

边界条件计算组。其中，1～4组计算研究A点处外

机匣对导向器产生的径向压力对结构屈曲的影响，

4～7组计算研究B点处导向器外环因热膨胀造成的

径向位移对结构屈曲的影响。

首先考虑 A 点压力约束对屈曲安全系数的影

响。根据 1～4组条件计算的屈曲安全系数随A点

径向压力的变化关系如图 8(a)所示，可见随着径向

压力的减小屈曲安全系数大幅增加，因此A点边界

可以作为优化目标。其次考虑B点位移约束对屈曲

安全系数的影响。根据 4～7组条件计算的屈曲安

全系数随 B 点径向位移的变化关系如图 8(b)所示，

可见屈曲安全系数随着径向位移的增加而增大，但

其增度低于A点压力减小时的增度。据此，仅选择

A点作为优化对象。将与A点接触的外机匣改为齿

形结构，如图9所示。

根据本节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除在导向器内环

内壁面增加加强筋外，改变与A点接触外机匣结构，

将外环与外机匣连接处改为齿形结构，使其不对A
点产生径向压力，可以很好地解决此种屈曲失效问

题。在后续的发动机试车中未再出现此故障，验证

了优化方向的正确性。

4 结论

针对航空发动机试车后发现的导向器屈曲现象

开展了相关研究，主要得到下列结论：

(1) 试车后出现的导向器内环波瓣形失效，为

热载荷与机械载荷联合作用的热屈曲问题。

(2) 除边界条件外，影响悬臂圆筒屈曲的重要

因素还包括圆筒的半径、厚度和长度。

(3) 借助有限元软件可简易快速地提取局部结

构的边界条件，以屈曲安全系数为优化目标得到的

导向器内环壁面增加加强筋和改变A点接触外机匣

边界的优化结构，均可以很好地解决屈曲失效问题。

表2 整体加厚后的屈曲安全系数

Table 2 Buckling safety factor after integral thickening
内环增加厚度/mm

0
0.2
0.4
0.6

屈曲安全系数

1.25
1.97
2.45
3.02

表3 边界条件计算组

Table 3 Boundary condition calculation group
组别

1
2
3
4
5
6
7

A点径向压力/MPa
0

40
80
120
120
120
120

B点径向位移/mm
0
0
0
0

0.2
0.4
0.5

张 帆等：基于局部结构的涡轮导向器屈曲故障模式分析

图7 局部加厚与整体加厚方法

Fig.7 The method of local thickening and integral thickening

方案1

A

叶片

367℃

方案2
压应力集中区域

71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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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导向器齿形结构

Fig.9 Tooth structure of turbine nozz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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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Variation of buckling safety factor with radial pressure
of A point and radial displacement of B poin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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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19-07-1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476106)
作者简介：刘 威(1993-)，男，辽宁葫芦岛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航空发动机燃烧科学技术。

旋流器值班级叶片安装角对
燃烧室燃烧性能的影响

刘 威，王成军，郑 顺，于 雷，曾 文，陈保东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发动机学院，沈阳 110136)

1 引言

高温升、高比热容、低污染是燃气轮机燃烧室的

重要发展方向。由于采用普通旋流器已很难满足高

油气比下燃烧室具有低污染排放性能的要求，需研

发一种新的燃烧室旋流器组合方案来保证燃气轮机

燃烧室有较宽的工作范围、高的燃烧效率[1-3]。为此

已有很多专家开展了研究，如Mongia[4]对于温升超过

1 200 K的燃烧室设计了一种中心分级组织燃烧模

式的三级旋流器结构，能满足燃烧室高效燃烧要求，

拓宽稳定燃烧工作范围，且燃烧室各项性能指标均

符合设计要求，解决了一系列难题。

针对三级旋流器技术国外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并取得丰硕成果。如Lazik等[5]对三级旋流器燃烧室

摘 要：常压下试验研究了中心分级燃烧室旋流器值班级叶片安装角对燃烧室燃烧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值班

级第1、第2级叶片安装角从30°增加至60°时，贫油熄火油气比均呈现减小趋势，燃烧室贫油熄火特性变好；随着油气

比的增加，各方案燃烧火焰特性变好，CO排放、出口温度、燃烧效率均增加，A方案燃烧性能最佳。综合得出叶片安装

角存在合理值，即值班级第1、第2级叶片安装角应在45°至60°之间，且值班级第2级叶片安装角变化对燃烧性能的影

响较第1级叶片安装角变化的要强。

关键词：燃气轮机；中心分级燃烧室；旋流器；值班级；叶片安装角；燃烧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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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blade installation angle of swirler on
combustion performance of combustor

LIU Wei，WANG Cheng-jun，ZHENG Sun，YU Lei，ZENG Wen，CHEN Bao-dong
(College of Aero-Engine，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Shenyang 110136，China)

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the installation angle of the swirler blade on the combustion performance of the
centrally-staged combustor was experimentally studied at atmospheric press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installation angle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stage blades increases from 30° to 60° in the pilot stage, the
lean blow out fuel-air-ratio decreases, and the lean fuel extin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bustor become
better;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fuel-air ratio, the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mbustor becomes bet⁃
ter, and the CO emission, outlet temperature and combustion efficiency increas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mbustion performance of scheme A is the best.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a reasonable value of
blade installation angle, that is the blade installation angle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stage of the pilot stage
should be between 45° and 60°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 of the second stage blade installation angle
on the combustion performance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the first stage blade installation angle.
Key words：gas turbine；centrally-staged combustor；swirler；pilot stage；blade installation angle；

combus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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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场性能进行了研究，获得了不同三级旋流器的

流场特性，说明合理设计旋流器可以改善流场性

能。Li等[6]采用PIV技术对头部不同气动参数的三

级旋流器下燃烧室的流场特性进行试验研究，发现

不同气动参数旋流器对燃烧室回流区具有明显的影

响。Mansour 等 [7]试验研究了三级旋流器燃烧室的

油雾场分布，同时对冷态流场进行了数值仿真，结果

表明三级旋流技术对燃烧室雾化后燃油分布及所形

成流场具有重要作用。在国内，王成军等 [8]数值模

拟研究了三级旋流器燃烧室的贫油熄火特性，并采

用PIV技术进行试验验证，结果表明旋流器油气比

及所形成回流区对燃烧性能有重大影响。蒋波等[9]

采用 PIV 技术对三级旋流器所形成回流区进行研

究，结果显示回流区流场结构受内级和外级旋流器

旋流数共同作用影响，且存在最佳匹配方式。王智

勇等[10]针对某型低污染燃烧室排放在不同预燃级结

构下展开试验，研究表明预燃级的合理组合设计对

改善燃烧性能有重要作用。高伟伟等[11]采用数值模

拟方法研究了高温升燃烧室在不同旋流器特征参数

下的燃烧性能，表明旋流器旋流数可以直接影响燃

烧室的燃烧性能。赵自强等[12]试验研究了不同旋流

数组合和不同进口雷诺数下的流场特性，表明回流

区形状与旋流数组合方案有密切联系。张中飞等[13]

基于中心分级高温升燃烧室在三级旋流器下对贫油

熄火特性开展研究，得出旋流器叶片安装角对贫油

熄火性能影响显著。刘爱虢等[14]开展了三级旋流器

在不同叶片安装角组合匹配方案下的燃烧性能试

验，表明合理的旋流数匹配方案对燃烧室点火、排放

与燃烧性能影响显著。

综上可发现，旋流器叶片安装角对整个燃烧室

燃烧性能起关键性作用。为进一步研究旋流器叶片

安装角对燃烧室燃烧的影响，本文在前期研究[15]的

基础上，常压下试验研究了不同油气比时，旋流器值

班级叶片安装角对中心分级燃烧室贫油熄火特性、

燃烧火焰特性、排放特性、出口温度特性、燃烧效率

特性的影响。

2 试验件模型及试验系统

2.1 试验件模型

所研究燃烧室为单头部矩形结构，见图 1。火

焰筒长288.0 mm、宽120.0 mm、高120.0 mm；火焰筒

上下壁面各开设有 3个直径 19.0 mm的掺混孔和均

匀分布的 900个直径 1.5 mm的冷却孔；试验燃烧室

具体尺寸见文献[15]。燃烧室气量分配为：头部进

气59%，掺混孔15%，其他26%。图2给出了旋流器

结构特征及其剖面图。值班级采用双旋流等径旋流

杯式结构，其中心处为单油路压力雾化喷嘴；主燃级

采用预混通道式结构，共设置了 30 个直射射流喷

嘴，通过主燃级的气流在预混通道中形成周向旋

流。值班级第 1、第 2 级叶片流量分别为 7.7%和

11.0%，有效流通面积分别为134 mm2和181 mm2；主

燃级流量分配为 81.3%，有效流通面积为 1 373
mm2。燃烧室试验段由火焰筒、冷却通道和燃烧室

头部三部分组成。火焰筒壁面装有点火电嘴，并设

置若干排冷却小孔，燃烧室头部为中心分级旋流器

和进气腔。空气稳流室由进气腔、集气腔和均流管

等构成。

图1 中心分级燃烧室结构简图

Fig.1 Centrally-staged combustor structure

掺混孔

帽罩

火焰筒壁面

中心分级旋流器

冷却孔

图2 旋流器结构

Fig.2 Swirler structure

值班级

文氏管

套筒

主燃级预混段

压力雾化喷嘴

多点直喷喷嘴
第1级叶片

第2级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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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试验系统

燃烧室试验系统主要包括进气系统、供油系统、

测量控制系统和试验燃烧室等，见图 3。进气系统

包括除湿过滤器、空气压缩机、加温器与储气罐等，

空气经空气压缩机压缩后，经过除湿、过滤、稳压和

加温器等进入燃烧室。供油系统包括油泵、油滤和

各种控制阀门等，通过调节回路回油流量，以获得稳

定测试所需的油量。供油系统的油路流量采用测量

精度为读数的±5%的涡轮流量计计量。气路流量测

试采用精度为满量程的±5%的热式气体流量计计

量。燃烧室进口总压采用精度为±0.5%的压力传感

器测量，进口总温采用精度小于±2℃的电阻式热电

偶测量，燃烧室出口总压采用精度为±0.5%的水冷

式压力传感器测量，出口温度采用设置在燃烧室出

口的9点温度耙测量，取9点温度的平均值，其精度

小于±2℃；使用Testo350型烟气分析仪测量燃烧室

排放的CO、UHC、CO2、O2等；采用摄像技术对火焰进

行录制，记录火焰图像。为了便于观察，在矩形燃烧

室侧面开设了石英玻璃观察窗。

2.3 试验方案

试验过程中，只开值班级，不开主燃级，旋流器

叶片角度具体方案见表 1，且主要研究燃烧室的贫

油熄火特性、燃烧火焰特性、排放特性、出口温度特

性和燃烧效率特性。油气比通过改变燃烧室的燃油

量控制。试验点火燃烧后，缓慢减少供油量直至熄

火，记录熄火时的燃油质量流量及空气质量流量，计

算贫油熄火油气比。为确保数据可信度，各个熄火

点各测量三次。贫油熄火过程可通过玻璃窗观察记

录。分析油气比对燃烧性能影响时，进气温度为

473 K，进气速度为20 m/s。

3 试验结果及分析

3.1 贫油熄火特性

图4给出了不同值班级叶片安装角时的贫油熄

火过程。图中，(a)为稳定燃烧时的火焰图像，(b)、(c)
为燃油流量逐渐减少时的熄火过程图像，(d)为熄火

瞬间火焰图像。可见，稳定燃烧时，火焰颜色明亮、

体积较大、无蓝色火焰区域，且不同叶片安装角下火

焰不同。随着燃油流量减少，火焰明亮区域和体积

逐渐减小，火焰颜色由明亮变至淡蓝色直至熄灭。

根据熄火瞬间图像，值班级第 1、第 2级旋流器叶片

角度为60°时的火焰体积和亮度均比各自方案叶片

角度为30°、45°时的小。同时从表2贫油熄火油气比

可以看出，值班级第1级叶片角度为30°时熄火油气

比为 0.006 8，角度为 45°时为 0.006 6，角度增加到

60°时为0.006 5，可得出值班级第1级叶片安装角增

加(30°～60°范围)，贫油熄火油气比略微减小。当第

1级叶片安装角相同时，第 2级叶片安装角为 30°时
熄火油气比为 0.007 3，角度为 45°时熄火油气比为

0.006 6，角度为 60°时熄火油气比减小至 0.006 2。
试验测得贫油熄火油气比呈现减小的趋势，说明熄

火性能变好，且随着叶片安装角增加，第2级叶片角

度变化对贫油熄火油气比的影响比第1级叶片角度

变化的明显，减小幅度也比 1级叶片的大。这主要

是由于第2级叶片在影响雾化和组织燃烧方面综合

作用较第1级的强，且第2级叶片主要作用是形成低

压回流区，因此在进行油气混合及稳定燃烧时的作

用更强[16]。值班级第1、第2级叶片安装角度增加熄

火特性均变好的主要原因是，当值班级第 1、第 2级

叶片安装角从 30°增加至 60°时会使气体切向动量

增加，雾化质量提高，燃油颗粒直径变小，有助于雾

图3 燃烧室试验系统

Fig.3 Test system of combustor

冷却水入口
温度

冷却水出口
温度

冷却水系统

燃烧室

燃料系统

加温器

电动调节阀

后点压力

后点温度 空气流量 电动调节阀

前点温度

点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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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旋流器叶片角度试验方案

Table 1 Experimental scheme of swirler blade angle

方案

A
B
C
D
E

叶片安装角度/(°)
值班级第1级

+45
+30
+60
+45
+45

值班级第2级

-45
-45
-45
-30
-60

主燃级

-60
-60
-60
-6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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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燃油燃烧；叶片安装角增大还将导致回流区变大，

使整个主燃区油气混合分布均匀，增加回流量等，这

也有利于提高燃烧室贫油熄火性能[15]。

综合上述分析，增加值班级叶片安装角有利于

拓宽整个燃烧室的贫油熄火边界。为保证形成较好

的稳定回流区，各级旋流器叶片安装角应略大，但不

能过大。旋流器值班级第1级、第2级叶片角度不应

达到60°，否则流量系数太小，会造成通过叶片通道

的气流流动产生分离，增大气流流动压力损失，不利

于形成回流区，从而导致燃烧室性能变差。综合考

虑稳定燃烧和拓宽贫油熄火边界，安装角在 45°～
60°之间较为合理。

3.2 燃烧火焰特性

图 5 为进气温度 473 K、进气速度 20 m/s 条件

下，值班级油气比θ分别为 0.018、0.025、0.029、0.032
时A～E方案的火焰图像。可见，随着燃油流量的

增加，各方案蓝色火焰区域减小，火焰明亮区域变

大，火焰长径比也变大。说明各方案随着燃油流量

增加，工况变大，燃烧性能变好。A～C方案中，随着

值班级第 1级叶片安装角由 30°增加到 45°，火焰燃

烧状况变好；而从45°增加至60°时火焰明亮区域变

小，且蓝色火焰区域变大。说明值班级第 1级叶片

角度并不是越大越好，应小于60°。A、D、E方案中，

随着第2级叶片角度的增加，火焰明亮区域变大，但

是从45°增至60°时火焰明亮区域增大不明显，反而

蓝色区域有一定的增大，这说明燃烧性能最好时第

2级叶片角度应小于60°。据此，值班级叶片角度增

至 45°时燃烧性能最好，继续增加反而对火焰起消

极作用。这是由于随着叶片安装角的增加，旋流数

也增加，旋流强度变大，燃油雾化更好，燃烧性能变

好。但是随着叶片安装角继续增大，切向动量也继

续增大，这会增加流体流动特性的不稳定，致使火焰

失稳，影响燃烧性能；同时，安装角过大会造成流经

旋流器值班级的气流流动分离，增加压力损失，使旋

流器所形成的回流区变长，导致燃烧性能较差。此

外，值班级第 2级叶片角度变化对火焰燃烧性能的

影响比第1级叶片角度变化的明显。

3.3 排放特性

图6为A～E方案CO排放随油气比的变化曲线。

可见，随着油气比增加，各方案CO排放均呈增加趋

势。这是由于随着供油量增大，值班级油压增加，会

对其雾化产生影响；且供油量增加，参与燃烧的燃油

增多，工况变大，致使排放有所增加。对比各曲线，B
方案总排放最高(1 370～1 525 mg/m3)，C方案、D方案、

E方案次之，A方案排放最低(1 000～1 290 mg/m3)。
从排放特性可分析出，当值班级第 1、第 2级叶片角

度从 30°增加到 45°时，各方案排放均明显降低；但

图5 不同油气比时各方案的火焰图像

Fig.5 Flame image of each scheme with different fuel-air-ratio

A
方
案

B
方
案

C
方
案

D
方
案

E
方
案

θ=0.018 θ=0.025 θ=0.029 θ=0.032

表2 贫油熄火油气比

Table 2 The fuel-air-ratio for lean blow-out
方案

油气比

A
0.006 6

B
0.006 8

C
0.006 5

D
0.007 3

E
0.006 2

图4 各方案的贫油熄火过程

Fig.4 Flameout process for each scheme

A
方
案

B
方
案

C
方
案

D
方
案

E
方
案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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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从 45°增加至 60°时，其 CO 排放明显增加。造

成上述现象，可从旋流器叶片形成回流区特征分析

得出[16]。

3.4 出口温度特性

图 7为各方案出口温度随油气比的变化曲线。

可看出，各方案出口温度均随油气比增加而增大。

其中，B 方案总体出口温度最低，在 580～665 K 之

间；C、D、E方案相似，约在 600～680 K之间；A方案

最高，在590～700 K之间。这是由于随着油气比不

断增加，主燃区平均油气比趋向近化学恰当比状态，

燃烧湍流强度增大，导致油气混合较剧烈，使得燃油

燃烧完全，温度增高。

表3给出了各方案在不同油气比时平均出口温

度分布系数(OTDF)。分析发现，第 2级叶片角度不

变，第1级叶片角度增加时OTDF减小，其角度从45°
增加到60°时OTDF增加了0.04。第1级叶片角度不

变，第 2级叶片角度从 30°增至 45°时OTDF减小，角

度从45°增加60°时OTDF增加，但幅度较第1级叶片

的小，只有 0.02。说明值班级叶片安装角在合理范

围内，出口温度特性会较好，最优的角度组合为A方

案。这是由于当值班级第 1、第 2级叶片角度为 45°
时，相较于为 30°、60°时，其主燃区所形成的回流区

特性更好[13]。相比于第1级叶片角度，值班级第2级

叶片角度对出口温度的调节性更强。

3.5 燃烧效率特性

图 8为A～E方案燃烧效率随油气比的变化曲

线。可以看出，A方案燃烧效率最高，B方案最小，即

值班级第1、第2级均为45°时燃烧效率最高，两级角

度为60°时比30°时的效率高。这是由于所形成回流

区特性不同造成的，回流区流动特性好，燃烧充分完

全，必然会导致燃烧效率高。随着油气比增加各方

案效率缓慢增大，说明此时燃油流量的增加对整个

燃烧过程影响较小。这主要是由于油气比增加会增

大此时的燃油流量，使主燃区内的油气比接近合理

的恰当比，导致燃烧室内化学反应速率以及火焰传

播速率变大，可燃混合气比例大幅度提高，燃烧强度

增强，进而使得燃烧效率提高。但是当油气比持续

增加时，主燃区内油气比会趋向富油状态，影响值班

级点火性能及燃烧室内燃油均匀分布，同时还会对

火焰燃烧有一定焠熄作用，吸收燃烧释放的热量，降

低主燃区温度[17]，导致排放有一定增加，最终使得效

率增加不明显。

表3 出口温度分布系数

Table 3 Outlet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
方案

OTDF
A
0.24

B
0.34

C
0.28

D
0.32

E
0.26

图7 出口温度随油气比的变化

Fig.7 Outlet temperature varies with fuel-air-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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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CO排放随油气比的变化

Fig.6 CO emission varies with fuel-air-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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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燃烧效率随油气比的变化

Fig.8 Combustion efficiency varies with fuel-air-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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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f/SiC陶瓷基复合材料涡轮导叶
热疲劳试验研究与损伤分析

刘 鑫，乔逸飞，董少静，申秀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北京 100191)

1 引言

随着航空发动机技术的发展，高推重比发动机

涡轮前温度不断提高，未来高性能航空发动机涡轮

前温度将达到1 900℃以上[1]。目前最先进的镍基单

晶高温合金耐温极限约为 1 150℃[2]，而热障涂层和

冷却措施可使叶片表面温度降低 100～300℃[3-4]，显

然现有合金材料无法满足未来先进航空发动机的应

用需求。SiCf/SiC 陶瓷基复合材料(CMC)具有耐高

温、低密度、抗腐蚀的优点[5]，第三代SiC纤维增强的

SiCf/SiC-CMC 最高使用温度可达 1 700℃ [6]，能满足

未来先进航空发动机的工作温度要求，同时可减轻

发动机质量，是未来先进发动机涡轮导叶的重要制

备材料。

发动机涡轮导叶主要承受高温燃气造成的热载

荷。在发动机过渡状态，涡轮前温度随时间迅速变

化，同时导叶温度的空间分布也不均匀[7]，容易导致

摘 要：针对2D编织SiCf/SiC陶瓷基复合材料(CMC)低压涡轮导叶开展热疲劳试验研究。基于SiCf/SiC-CMC不导电

的特性，通过高频电磁感应加热金属传热结构，再由金属热辐射加热CMC试件的方式建立热疲劳试验系统。开展了

最高温度902℃且模拟CMC导叶径向温差的热疲劳试验。经过1 000循环后，叶片质量减小，叶盆及叶背表面粗糙度

明显增大，未出现破坏性长裂纹。通过电镜观测发现，叶片表面出现基体脱落形成的凹坑。对试验后的叶片表面及

内部材料进行元素分析对比，发现叶片表面基体脱落处的SiC纤维出现了明显的氧化现象。

关键词：SiCf/SiC陶瓷基复合材料；低压涡轮导叶；热疲劳试验；损伤分析；纤维氧化；航空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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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 fatigue test and damage analysis of SiCf/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 turbine guide vane
LIU Xin，QIAO Yi-fei，DONG Shao-jing，SHEN Xiu-li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Abstract：The thermal fatigue test of 2D woven SiCf/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 (CMC) low pressure tur⁃
bine guide vane was explored. Based on the non-conductive property of SiCf/SiC-CMC, the heat transfer
structure of metal was heated by high 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induction. The CMC specimen was then
heated by the thermal radiation of the metal to establish the thermal fatigue test system. The maximum tem⁃
perature of the test was 902℃ , and the radial temperature difference of guide vane was simulated. After
1000 cycles, the weight of blade decreased, the surface roughness increased obviously, and no destructive
long crack appeared. There are pits on the blade surface caused by the matrix falling off observed by SEM.
By th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components of the surface and internal materials of the blade after
the test, obvious oxidation phenomenon on the surface of the SiC fibers was found.
Key words：SiCf/SiC ceramic matrix composite；low pressure turbine guide vane；thermal fatigue test；

damage analysis；oxidation of fibers；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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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叶产生热疲劳损伤。对于化学气相沉积(CVI)工
艺制备的 SiCf/SiC-CMC，其内部细观结构的制备缺

陷较多 [8]，且纤维和基体组分的热膨胀系数有一定

差异[9]，在较大温差下更易发生裂纹的萌生及扩展，

造成热疲劳损伤[10]。

针对 SiCf/SiC-CMC涡轮导叶热疲劳损伤，有学

者和研究机构开展了一定的试验研究。如 Dilzer
等 [11]利用电阻加热炉和气冷的方式对 CMC 涡轮导

叶开展了最高温度1 500℃的热疲劳试验，但该试验

中叶片保持均温，无法模拟叶片上的温度梯度。

Verrilli 等 [12]对 2D 编织 SiCf/SiC-CMC 涡轮导叶和高

温合金叶片在燃气环境下开展了相同条件下的热疲

劳试验，试验，叶片表面最高温度达 1 320℃，经过

102个循环后，高温合金叶片外形出现了明显损伤，

而 SiCf/SiC-CMC 导 叶 经 CT 扫 描 几 乎 无 损 伤 。

NASA Glenn研究中心对 3D编织 SiCf/SiC-CMC导叶

开展了高温燃气热疲劳试验，燃气速度 240 m/s，涂
层表面最高温度达 1 371℃，经过 30 h考核，叶片无

明显宏观损伤[13]。Huo等[14]采用火焰加热和气冷的

方式对CMC叶片开展了加热-冷却试验，试验最高

温度 1 200℃，CT扫描发现加载前后叶片内部无明

显宏观损伤。上述试验主要关注叶片的宏观损伤，

对导叶的热疲劳损伤细观机理揭示较少，且高温炉

或火焰加热无法控制叶片表面温度场分布，燃气试

验台加热方式成本较高。

本文针对CVI工艺制备的2D编织SiCf/SiC-CMC
低压涡轮导叶开展热疲劳试验研究。由于 SiCf/
SiC-CMC材料不导电的特性，首先设计金属传热结

构，通过高频电磁感应加热金属结构，再由金属热辐

射加热CMC试件。试验最高温度 902℃，且能模拟

导叶径向温度梯度。研究了SiCf/SiC-CMC低压涡轮

导叶1 000循环后叶片质量、表面粗糙度、表面元素

分布等的变化情况，揭示了其热疲劳损伤机理，可为

SiCf/SiC-CMC在未来先进航空发动机低压涡轮导叶

上的应用提供基础。

2 热疲劳试验方法

2.1 试验件及夹具

SiCf/SiC-CMC涡轮导叶试验件及夹具如图 1所

示。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大涵道比民用涡扇发动机

低压涡轮导叶，采用 2D编织CVI工艺 SiCf/SiC陶瓷

基复合材料制备，叶身长度约 195 mm，叶片质量

80.4 g，密度 2.086 g/cm3。主要研究热疲劳对叶片

CMC材料的影响，叶身表面为SiC基体，未添加涂层。

针对 SiCf/SiC-CMC不导电的特性，采用间接加

热的方式设计了试验夹具，包括固定端和加热端。

固定端可以实现导叶的轴向、径向、周向定位及加热

端的定位；加热端分为叶盆和叶背两部分，其金属的

曲面形状与叶身表面形状相同。

2.2 试验系统设计

建立的热疲劳试验系统如图 2所示，主要实现

加热、冷却及测温三个功能。

为准确控制导叶表面温度场并构建径向温差，

采用电磁感应加热方式。基于SiCf/SiC-CMC不导电

的特性，设计高温合金热传递结构，首先通过高频电

磁感应加热合金热传递结构，然后热辐射加热CMC
导叶试件。通过调节感应线圈的形状、与叶片间的

距离来控制叶片不同位置的温度，感应线圈内部通

过冷却水循环冷却。试验过程中，若热传递结构发

图2 CMC导叶热疲劳试验系统

Fig.2 Thermal fatigue test system of CMC guide v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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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D编织SiCf/SiC-CMC低压涡轮导叶试验件及夹具

Fig.1 Test piece and fixture of 2D woven SiCf/SiC-CMC low
pressure turbine guide v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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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热疲劳变形，则更换新的热传递结构件。

导叶最高温度点位置通过红外测温仪实时测温

并给PLC控制器提供温度反馈，从而控制试验温度，

构建温度随时间变化的载荷谱。采用空气压缩机气

冷方式对CMC导叶进行主动冷却，通过PLC控制电

磁阀实现冷却过程的控制。通过4个粘贴在导叶表

面的热电偶测量导叶径向不同位置的温度，以监测

导叶径向温度场的构建是否符合要求。为验证粘贴

热电偶的测试精度，在高温合金平板上与焊接热电

偶进行了对比试验测试。在 750℃与 1 100℃时，粘

贴热电偶与焊接热电偶的测试误差均在3%以内。

2.3 试验载荷谱

对叶片真实温度场进行一定简化，使其既能凸

显工作载荷的主要特点又易于控制和实现。本文试

验模拟某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低压涡轮导叶两种典

型工作状态的过渡过程，两种状态下叶身的最高温

度分别为 902℃和 477℃，并通过调节感应线圈形状

构造沿导叶径向的温差。加热时间 20 s，冷却时间

22 s，保载时间 45 s，导叶表面出现明显宏观裂纹或

循环数达到1 000循环时终止试验。试验载荷谱如

图3所示。

3 CMC导叶热疲劳试验

SiCf/SiC-CMC涡轮导叶最高温度位于 2/3叶高

处，通过控制电磁感应加热和压缩机冷却使其温度

按图3所示载荷谱变化。热电偶测点2位于最高温

度处，其余测点分布在导叶径向，如图 4(a)所示；试

验中导叶加热现场状态如图4(b)所示。

试验过程中热电偶测温结果如表 1所示，对比

其测点2与图3所示载荷谱可知，导叶处于高温状态

时最高温度与目标载荷谱 902℃的相对误差为

2.33%，低温状态时最高温度与目标载荷谱477℃的

相对误差为1.26%。

4 试验结果及损伤分析

共开展了 3组CMC导叶的热疲劳试验，试验达

到1 000循环时终止。3组试验结果一致，选取其中

1组进行具体分析。导叶试验前后表面状况对比如

图5所示。可以看出，试验前叶片表面较为平整，没

有明显缺陷。经过 1 000循环后，导叶表面未出现

破坏性长裂纹，但在温差较大位置出现了肉眼可见

的凹坑，尤其是在叶片尾缘处损伤较为严重。在显

微镜下对凹坑位置进行观测，发现基体脱落，损伤凹

坑直径为 0.5～2.0 mm。对试验前后叶片的质量和

叶盆、叶背表面相同位置线粗糙度Ra进行测量，结

果见表 2。由于基体脱落，试验前后试验件质量减

小0.933%，叶盆、叶背的表面粗糙度分别增加29.7%
和89.7%，对叶片的气动、传热性能造成了影响。

选取叶片损伤位置进行制样并在扫描电镜

(SEM)下进行观测。如图6所示，可明显观察到基体

图3 导叶最高温度位置载荷谱

Fig.3 Load spectrum of maximum temperature position
of guide v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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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试验过程中测点温度分布

Table 1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measuring points
during the test

测点

1
2
3
4

低温/℃
353
483
478
299

高温/℃
496
923
899
457

图4 CMC导叶热疲劳试验

Fig.4 Thermal fatigue test of CMC guide vane

(a) 热电偶分布 (b) 导叶加热现场状态

刘 鑫等：SiCf/SiC陶瓷基复合材料涡轮导叶热疲劳试验研究与损伤分析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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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落的凹坑边缘，及在部分基体脱落位置有大量

SiC 纤维裸露在叶片外表面。分析发现，基体脱落

是由于SiCf/SiC-CMC在制备和机械加工过程中产生

了空隙、裂纹等缺陷，同时纤维和基体组分间存在热

不匹配现象，在温度加载过程中产生了较大热应力，

导致这些薄弱位置裂纹扩展并造成基体脱落。

为分析CMC导叶在该试验条件下的氧化情况，

分别选取如图7所示的叶片外部纤维裸露区域和叶

片内部纤维区域(认为叶片内部未发生氧化，作为参

照组)进行制样，开展元素成分分析。成分检测为整

个观测区域表面取平均，测试结果见表3。
为便于比较，按照Si原子数对检测数据进行归

一化，结果如表4所示。对比O原子比例可知，损伤

图7 元素成分检测区域

Fig.7 Areas for elements detection

(b) 叶片内部纤维区域

(a) 叶片外部纤维裸露区域

50μm×500

50μm×500

图6 叶片损伤位置SEM观测图

Fig.6 SEM observation of blade damage location

表2 试验前后叶片质量及表面粗糙度变化

Table 2 Change of blade weight and surface roughness before
and after test

项目

质量/g
叶盆表面粗糙度/μm
叶背表面粗糙度/μm

试验前

80.410
3.707
3.615

1 000次循环后

79.660
4.808
6.858

相对偏差

-0.933%
29.70%
89.70%

100μm

图5 试验前后CMC导叶表面状况对比

Fig.5 Comparison of CMC guide vane surface condition before
and after test

(b) 试验后

(a) 试验前
100μm

29



第4期

区域的O原子比例明显高于叶片内部，说明在大气

环境下经过上述热疲劳试验，试验件表面发生了氧

化。本试验最高温度超过 900℃，根据文献[15]对
SiC氧化机理的研究，大气环境下 SiC在 800℃开始

氧化，生成不承力的玻璃态氧化产物 SiO2。纤维表

面的C-Si比0.145低于内部纤维C-Si比0.349，这是

因为C被氧化为气体挥发，而 Si被氧化为 SiO2留在

了试验件表面。纤维作为SiCf/SiC-CMC的主要承载

组分，由于热疲劳造成基体脱落而裸露在空气中发

生氧化，会降低其力学性能。航空发动机实际工作

的燃气环境中条件更为恶劣，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

构件破坏。

5 结论

(1) 采用高频电磁感应加热的方式，基于 SiCf/
SiC-CMC不导电的特性，通过金属热传递结构间接

加热的方式建立了SiCf/SiC-CMC低压涡轮导叶热疲

劳试验方法。试验最高温度达902℃，且模拟了导叶

径向温差。导叶处于高温状态时，叶身最高温度与

目标载荷谱的相对误差为 2.33%；导叶处于低温状

态时，叶身最高温度与目标载荷谱的相对误差为

1.26%。

(2) 根据某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低压涡轮导叶

在两种典型工作状态下的温度条件，开展了 SiCf/
SiC-CMC低压涡轮导叶热疲劳试验。1 000循环后

导叶表面未出现破坏性长裂纹，但在温差较大位置

出现了基体脱落的凹坑。试验前后试验件质量有所

减小，基体脱落损伤造成表面粗糙度增加。

(3) 试验后部分基体脱落位置有大量SiC纤维裸

露在叶片外表面，叶片外部裸露纤维发生明显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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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原子数归一化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atomic number normalization
元素类别

纤维裸露区域

叶片内部区域

Si
1
1

C
0.145
0.349

O
0.349
0.096

表3 元素成分检测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elementary composition

元素

C
O
Si

总计

纤维裸露区域

质量比%
4.90

15.78
79.32

100.00

原子数比%
9.68

23.38
66.94

100.00

叶片内部区域

质量比%
12.38
4.56

83.06
100.00

原子数比%
24.12
6.67

69.2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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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材料层合板孔边单层应力计算方法

陈玉龙，张春兰，肖双强，刘巧沐，伍 鑫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

1 引言

复合材料层合板是一种重要的工程结构材料，

具有比强度高及可设计的优点，在航空航天领域应

用广泛。在复合材料层合板构件中，往往会存在结

构性或功能性开孔特征，而开孔导致的应力集中使

得孔边成为结构的薄弱位置，因此复合材料层合板

孔边应力及强度分析是工程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

复合材料层合板是一种典型的非均质各向异性

材料，其开孔边应力与均质各向同性材料的有明显

区别，但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迄今已有众多学者对

此做了大量研究。Wu 等 [1]采用各向同性含孔板分

析中应力集中因子的概念进行复合材料层合板开孔

边应力分析，并提出一个计算正交各向异性含孔板

和含孔圆柱壳应力集中因子的经验公式。吴德隆[2]

采用保角映射方法，针对板类复合材料开孔问题建

立的一般化分析理论，可对任意形状和孔角半径的

孔进行分析，确定孔边及其附近的应力和应变分布，

进行开孔补强分析和设计。韩小平等[3]将复合材料

层合板简化为各向异性板，再利用含孔偏轴单向板

的孔边应力计算公式，分析了一般铺层层合板受到

复杂载荷作用时孔边的应力集中情况。

工程设计中，复合材料层合板往往会在较复杂

摘 要：基于复合材料经典层合板理论和各向异性板理论，探讨了带圆孔复合材料层合板受复杂面内载荷作用时层

合板内孔边不同铺层角的单层正轴应力计算方法。先将复合材料层合板简化为均质的正交各向异性板，采用各向异

性板圆孔边应力公式分别计算拉伸和剪切单独作用时孔边的平均应力和应变，然后叠加获得层合板孔边中面应变，

最终获得层合板孔边不同铺层角单层的正轴应变和应力。本文方法计算结果与ANSYS软件计算结果吻合较好。

关键词：复合材料；层合板；各向异性板；复杂面内载荷；叠加原理；孔边应力；层合板理论；单层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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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ion of monolayer stress of hole edge in composite laminated plate
CHEN Yu-long，ZHANG Chun-lan，XIAO Shuang-qiang，LIU Qiao-mu，WU Xin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lassical laminate theory and anisotropic plate theory, a calculation method of nor⁃
mal axial monolayer stress of composite laminated plates with different angles of laying direction under com⁃
plex in-plane loading was discussed. Firstly, the composite laminated plate was simplified as anisotropic
plate. The average stress and strain of the hole edge was calculated by using the stress formula of circular
hole edge of anisotropic plate under the action of tensile and shear, respectively, and then the strain of the
hole edge of the laminated plate was obtained by superposition. Finally, the normal axial strain and stress of
the single layer with different orientation angles on the hole edge of laminated plate were obtained. The re⁃
sults of stress calculation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ose of ANSYS.
Key words：composite material；laminated plate；anisotropic plate；complex in-plane load；principle of

superposition；stress on the hole edge；classical laminate theory；monolayer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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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载荷条件下工作，包括面内两个方向的拉伸或压

缩、面内剪切应力，甚至有弯曲载荷，而目前复合材

料破坏准则主要以复合材料单层的正轴(即纤维方

向和垂直方向)应力为基础进行层合板强度计算[4]。

因此，含孔复合材料层合板在受到复杂载荷作用时，

对其孔边各单层的应力和强度进行估计十分必要。

目前，工程设计人员一般采用ANSYS等商用有

限元软件进行复合材料层合板的应力强度计算。对

于孔边应力集中问题，为获得可靠的计算精度，必须

采用密集网格，而网格划分和后续的有限元计算均

需消耗较长时间，工作效率较低。本文探索了一种

计算复合材料层合板孔边单层应力的方法，其计算

过程相对简单，计算结果与ANSYS软件结果具有相

当的计算精度，为工程设计人员提供了一种可选的

复合材料层合板及孔边应力及强度分析方法。

2 复合材料层合板上圆形孔边应力计算

复合材料层合板受到面内载荷作用时，其孔边

不同铺层角的单层正轴应力计算流程如图1所示。

复合材料层合板由多个不同铺层角的复合材料

单层铺叠而成，其强度和刚度均可由单层强度、刚度

性能叠加计算。由单向层合板工程弹性数据(纵向

拉伸模量E1，横向拉伸模量E2，剪切强度G12，主泊松

比ν1，单层铺层厚度h0)，可计算复合材料单层的正轴

刚度模量和全局坐标下的偏轴刚度模量。复合材料

层合板的面内刚度矩阵[Aij]可由下式确定[4]：

Aij = υα ⋅∑
α

Q(α)
ij (1)

式中：υα为铺层角为α的单层的层数比例，Q(α)
ij (i，j=1，

2，6)为铺层角为α的单层的模量分量。

将复合材料层合板简化为均匀各向异性板，其

工程弹性常数可由层合板的面内柔度系数[Sij]计算

得到：

[Sij] =[Aij]-1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S11 S12 S16

S21 S22 S26

S61 S62 S66

-Ex = 1
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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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2

Ḡxy = 1
S66

-νxy = -
S21

S11

(2)

当含圆形孔的各向异性板受到σx、σy、τxy作用

(图 2)时，孔边仅有周向应力σθ，径向正应力和面内

剪切均为0。采用叠加原理，σθ由下式确定[5]：

σθ =σx ⋅
Eθ

Ex

{- k ⋅ cos2θ + ( )1 + n sin2θ}+

σy ⋅
Eθ

Ex

{( )k + n ⋅ k ⋅ cos2θ - k ⋅ sin2θ}+

τxy ⋅
Eθ

Ex

(1 + k + n)( - n ⋅ sin θ ⋅ cos θ)
(3)

k = Ex Ey

n = 2(Ex Ey - νxy) + Ex Gxy

1
Eθ

= sin4θ
Ex

+ cos4θ
Ey

+ æ
è
ç

ö

ø
÷1

Gxy

-
2νxy

Ex

sin2θ ⋅ cos2θ

公式(3)计算的孔边中面平均应力为局部极坐

标下的应力，需转化为全局坐标系xOy下的应力，坐

标转换矩阵为T θ。

复合材料层合板单层正轴应力是强度计算的关

键。需将全局坐标下的孔边应力转换为在单层局部

坐标系下的正轴应力，转换矩阵为T α，如式(4)所示。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σα
L

σα
T

τ α
LT

=T α ⋅[Q(α)
ij ] ⋅[Sij] ⋅ ( )T θ -1

⋅
é

ë
êê
ù

û
úú

0
σθ

0
(4)

式中：下标L、T分别表示纤维方向和面内垂直纤维

图1 层合板孔边单层正轴应力计算流程图

Fig.1 Calculation flow chart of normal axial
monolayer stress at hole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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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因各向异性板为复合材料层合板简化而来，故

式(4)中的柔度矩阵[Sij]即为式(2)中的柔度矩阵。得

到不同单层孔边正轴应力后，即可进行复合材料层

合板孔边强度分析。

3 算例分析

采用有限元软件ANSYS为参考工具，与本文所

述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假设某一无限大复合材料层

合板由单向复合材料铺设而成，单层材料厚度为

0.125 mm，铺层数共 20 层(0°，8 层；90°，4 层；45°，4
层；-45°，4层)，层合板总厚度为 2.5 mm。层合板所

受载荷σx=100 MPa、σy=50 MPa、τxy=20 MPa，其中层

合板x轴与0°方向一致。

有限元计算模型为 20.0 mm 宽的正方形板，其

中心有一直径为 1.0 mm 的圆形孔洞，对孔边施加

相应载荷并进行求解。单层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

为 ：E1 =136.7 GPa；E2 =8.2 GPa；G12 =4.5 GPa；ν1 =
0.294；纵向拉伸强度XT =1 604.9 MPa；纵向压缩强

度XC=1 305.7 MPa；横向拉伸强度YT =40.5 MPa；横向

压缩强度YC=239.7 MPa；面内剪切强度S=84.0 MPa。
分别使用本文方法和ANSYS软件计算层合板

孔边应力分布，图 3示出了层合板中 0°层孔边正轴

应力分布。图中，横、纵坐标分别表示应力点所在位

置的角度和应力。可看出，两种方法计算结果吻合

度较高，从-180°到180°的整个孔边应力的变化趋势

均契合良好；但在应力变化的极值位置附近均存在

差异，具体表现为本文计算方法在极大值位置应力

高于ANSYS软件计算结果，在极小值位置应力低于

ANSYS软件计算结果，即本文计算方法结果曲线变

化率比ANSYS软件计算结果的大。分析认为，这是

因为ANSYS软件计算结果受到其网格密度限制，在

应力变化十分剧烈的区域不足以表达所致。

为进一步分析本文计算方法的有效性，对层合

板四个不同铺层角的孔边进行强度分析，采用蔡吴

失效准则计算蔡吴数，结果如图4所示。可看出，对

于0°、90°、45°、-45°四个不同铺层角的子铺层，两种

方法计算结果有较好的吻合度，从-180°到180°的整

个孔边蔡吴数的变化趋势均十分契合。最大蔡吴数

出现在-45°层，ANSYS软件计算结果中最大蔡吴数

为0.93，本文方法计算结果中最大蔡吴数为1.06。

陈玉龙等：一种复合材料层合板孔边单层应力计算方法

图3 层合板中0°层孔边正轴应力分布

Fig.3 Stress distribution of hole edge in 0° layer in laminated plates

(c) 剪切应力

(b) 垂直纤维方向应力

(a) 纤维方向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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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层合板开孔问题多采用应力集中系数

的概念进行研究[6-11]。通过本文方法计算可明显发

现，层合板孔边相同位置不同铺层角的单层正轴应

力有明显区别，如图 5所示。铺层角为 0°的单层纤

维方向应力(σL)的最大绝对值出现在8°±90°位置，为

610 MPa；而铺层角为 90°的单层σL的最大绝对值出

现在±90°的位置，为 703 MPa；铺层角为 45°的单层

σL的最大绝对值出现在±90°位置，为123 MPa；铺层

角为-45°的单层σL的最大绝对值出现在 90°±23°
和-90°±23°位置，为117 MPa。

综合前文的应力计算方法和列举的算例，对于

复合材料层合板开孔结构的应力分析，工程设计人

员可结合目前使用的有限元方法，在假设无开孔的

情况下计算层合板开孔位置的平均应力，然后采用

本文方法进行开孔位置孔边单层应力补充计算及强

度预估，分析过程相对于直接采用有限元软件明显

简化，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4 结论

(1) 本文计算方法可较好地反映层合板中圆形

孔边不同铺层角的单层正轴应力分布，且应力和强

度分析结果与ANSYS软件计算结果的精度相当。

(2) 层合板孔边相同位置不同铺层角的单层正

轴应力各不相同，需要分别进行应力和强度评估。

(3) 本文将层合板孔边应力分析细化到了单层

的程度，但对于有限宽层合板的边界对孔边的影响、

开孔区层间剪切效应的影响、椭圆及其他形状开孔

的计算、层合板受到弯曲载荷作用时孔边应力的计

算等几个问题，都影响了本文计算方法的精确性和

适用性，需要开展进一步研究予以解决。

图5 层合板孔边不同铺层角的单层纤维方向应力分布

Fig.5 Stress distribution of hole edge with different angles of
laminated p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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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Tai-Wu number of hole edge with different angle
layers in laminated p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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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在常压下试验研究了中心分级燃烧室旋流器不

同值班级叶片安装角组合对燃烧室燃烧性能的影

响，主要结论如下：

(1) 旋流器值班级叶片安装角增加，燃烧室的

贫油熄火性能变好，且第 2级叶片安装角对贫油熄

火性能的影响更显著。

(2) 根据火焰燃烧性能、CO排放特性、出口温

度特性以及燃烧效率特性，旋流器值班级第 1、第 2
级叶片角度均为45°是最优角度组合。

(3) 试验在常压下进行与试验在高压下进行，

试验值有明显差别，为进一步研究值班级叶片安装

角对燃烧性能的影响，后续将开展高压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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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4169合金螺旋挡圈裂纹问题分析

徐 鸣 1，田 伟 2，李 青 3，钟 燕 2，吴 晨 2，李祚军 2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装备部，北京 100841；2.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

成都 610500；3.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1 引言

GH4169(Iconel718)合金在 650℃以下具有优良

的综合力学性能和良好的工艺性能，在航空发动机

领域被广泛用于制造轮盘、叶片、机匣、紧固件和弹

性挡圈等零件[1-3]。弹性挡圈是安装在孔内或轴上卡

槽里的限位弹性元件，可以防止装在孔内或轴上的

其他零件产生轴向窜动[4]。航空发动机中的弹性挡

圈主要有开口挡圈和螺旋挡圈等结构形式。装配和

工作过程中，螺旋挡圈的周向各点所承受的弯曲应

力相同，受力均匀，不易产生塑性变形，且其限位可

靠，抗轴向力能力强，疲劳强度和使用寿命较高 [5]。

虽然弹性挡圈的服役载荷较简单、工作应力较低，但

制造过程中工艺控制不当容易产生裂纹等缺陷[5-8]。

摘 要：某型航空发动机试验后发现GH4169合金螺旋挡圈出现裂纹，经查同批次未装机使用的螺旋挡圈在相同位

置也存在裂纹。利用体视显微镜、扫描电镜等对螺旋挡圈裂纹进行了宏观和微观形貌观察，对裂纹断口、材料组织和

硬度等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装机试验后螺旋挡圈与同批次未使用螺旋挡圈的裂纹模式相同，均为制造过程中产生

的过载开裂，且裂纹在发动机试验过程中未发生疲劳扩展。螺旋挡圈裂纹在折弯工序中产生，去应力热处理工艺不

当导致材料硬化是折弯时产生裂纹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了改进措施，采用固溶处理替代去应力热处理可避免螺旋

挡圈在制造过程中产生裂纹，同时增加荧光和显微镜检查可有效检出螺旋挡圈裂纹。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螺旋挡圈；GH4169合金；材料硬化；裂纹；失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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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型发动机四号支点轴承的轴端采用了

GH4169 合金螺旋挡圈，发动机试验后分解检查发

现螺旋挡圈产生了裂纹。本文对裂纹的形成原因进

行了分析，提出了改进措施并进行了验证。

2 试验方法

该型发动机在试验后分解进行荧光检查时发

现，四号支点轴承的轴端螺旋挡圈 2处折弯处凸起

部位存在线性显示，在白光下观察可见2条裂纹(图
1)。对库房中未使用且与装机试验螺旋挡圈同批次

生产的 7件螺旋挡圈进行检查，在折弯处凸起部位

也发现了同种模式的裂纹。

该螺旋挡圈采用 GH4169 合金制造，其主要制

备工艺为：冷拉丝材(退火态)—轧扁—缠绕—去应

力热处理—磨削和剪切—折弯—剪切—线切割—钻

孔—去毛刺—时效处理—最终检验。

对装机试验后的螺旋挡圈和未使用的螺旋挡圈

进行裂纹分析。采用体视显微镜和场发射扫描电子

显微镜(SEM)对裂纹形貌进行观察分析。将裂纹人

为打开后，利用超声波清洗机对裂纹断口进行清洗，

再利用体视显微镜和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断口

的宏观和微观形貌进行观察分析，采用能谱分析仪

对断口表面微区成分进行检测。在裂纹附近切取材

料制备成金相试样，采用光学显微镜进行微观组织

分析。采用洛氏硬度计测试螺旋挡圈材料硬度。

3 试验结果

3.1 裂纹形貌

装机试验后的和未使用的螺旋挡圈整体外观相

似，表面可见轻微的氧化变色现象。每件螺旋挡圈

上均有 2条裂纹，位于折弯凸起部位。裂纹均沿螺

旋挡圈的径向开裂且张开宽度较大，部分裂纹开裂

至外弧端面倒角处。放大观察，主裂纹附近均可见

与其开裂方向一致的微小裂纹。装机试验后的螺旋

挡圈裂纹形貌的扫描电镜照片如图2所示。

3.2 断口分析

将装机试验后的和未使用的螺旋挡圈裂纹人为

打开，裂纹断口的宏观形貌相似，体式显微镜照片如

图3所示。原始裂纹断口表面氧化严重，呈灰黑色，

图1 GH4169合金螺旋挡圈结构示意图及裂纹形貌照片

(虚线方框表示另一侧)
Fig.1 Schematic drawing and cracks photographs of GH4169

alloy spiral baffle ring (dotted box shows other side)

折弯处

(b) 红色方框处裂纹的局部形貌

图2 装机试验后的螺旋挡圈裂纹形貌的扫描电镜照片

Fig.2 SEM photograph of cracks morphology of the GH4169
alloy spiral baffle ring after testing

(a) 裂纹整体形貌

主裂纹

微裂纹

微裂纹

100 μm

主裂纹

1mm

100μm

1mm

图3 螺旋挡圈裂纹断口的体视显微镜照片

Fig.3 Stereomicroscope photograph of spiral baffle
ring fracture surface

(b) 未使用

(a) 装机试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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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色均匀，无明显渐变过程。人为打开区域断口

表面为灰白色，与原始裂纹断口有明显差别。装机

试验后的和未使用的螺旋挡圈原始裂纹的深度相

当，约占厚度的2/3。
装机试验后的和未使用的螺旋挡圈裂纹断口在

扫描电镜下的形貌特征也相似，如图 4所示。裂纹

起始于折弯凸起表面，原始裂纹断口表面分为斜面

区和平坦区两个区域(图4(a))。其中，靠近开裂起始

处与整体断面呈一定倾斜角度的区域为斜面区，开

裂后期断口表面较为平坦的区域为平坦区。斜面区

(图4(b))进一步放大后呈现滑移平面特征，表面可见

韧窝形貌，隐约可见微小颗粒。平坦区(图4(c))进一

步放大后呈韧窝形貌特征，并可见明显的微小颗粒，

颗粒尺寸约为 2~5 μm。人为打开区的断口(图 4(d))
同样呈韧窝形貌特征并隐约可见微小颗粒。采用能

谱对断口表面及微小颗粒进行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1。原始裂纹断口表面氧含量较高、氧化较严重，微

小颗粒为富含Nb元素的碳化物[9]。装机试验后的和

未使用的螺旋挡圈裂纹断口均未发现疲劳开裂特

征。

3.3 显微组织

选取未使用的螺旋挡圈垂直于开裂方向制取金

相试样进行显微组织分析。显微组织照片如图5所

示，裂纹两侧的显微组织连续、一致，未见脱碳、氧化

等异常现象。裂纹同样存在斜面区和平坦区，表明

开裂形式及裂纹走向与上述人为打开的两条裂纹的

一致。采用扫描电镜在更高倍数下观察，晶粒变形

严重，沿螺旋挡圈的周向和径向被压扁、拉长，压扁

的晶粒之间存在严重变形而形成滑移带，并可见较

多的碳化物颗粒。

4 分析讨论

4.1 裂纹产生原因

装机试验后的螺旋挡圈和未使用的同批次7件

螺旋挡圈在相同部位均产生了特征模式相同的裂

纹。从裂纹断口分析结果看，开裂的性质为过载断

裂，无疲劳特征，这说明螺旋挡圈裂纹是在制造或运

输、储存过程中产生的。对比装机试验后的和未使

(b) 斜面区微观形貌

图4 装机试验螺旋挡圈裂纹断口的扫描电镜照片

Fig.4 SEM photograph of spiral baffle ring fracture surface

(a) 断口整体形貌

(d) 人为打开区微观形貌

(c) 平坦区微观形貌

开裂起始于折弯凸起的表面

人为打开区

平坦区

斜面区

表1 装机试验螺旋挡圈裂纹断口表面及

小颗粒能谱分析结果 wt/%
Table 1 Energy spectrum analysis of fracture surface

and micro granule wt/%
元素

裂纹断口

小颗粒

元素

裂纹断口

小颗粒

O
12.51

-
Fe

17.17
4.82

Al
1.07
0.68
Co

0.21
0.03

Si
0.30
0.07
Ni

34.48
7.70

Ti
1.90
5.48
Nb

4.87
61.70

Cr
24.88
8.86
Mo

2.61
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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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螺旋挡圈裂纹断口可知，两者表面的颜色、氧化

程度及裂纹深度等均相当且均无疲劳特征，这说明

制造或运输、储存过程中产生的裂纹在装机试验过

程中未发生明显扩展。

为确定裂纹产生的具体原因，对螺旋挡圈的制

造工艺进行了复查和分析。螺旋挡圈制造所用原料

为退火 (955℃，15 min，空冷)状态的ϕ3 mm 冷拉丝

材，在室温下经10余次辊轧后轧制成截面为梯形的

带材，然后将轧制带材缠绕成螺旋挡圈半成品，而后

经去应力热处理(650℃，3 h，空冷)和磨削、剪切等机

械加工后在室温下折弯，再进行钻孔、精加工，最后

进行时效处理(730℃，8 h，炉冷+620℃，8 h，空冷)。
分析发现，螺旋挡圈的工艺路线和工艺参数存

在不合理之处。由于GH4169合金的冷作硬化效应

较明显 [10-11]，冷拉丝材经过多道次的室温辊轧后必

将产生硬化效应，使其塑性降低。650℃下去应力热

处理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冷作硬化，但是在

此温度下材料中的强化相会大量析出，从而导致材

料的硬度进一步提高、塑性降低。这是因为

GH4169合金中γ′和γ″强化相的开始析出温度均在

600℃左右，完全固溶温度分别为840℃和950℃[12-14]，

955℃退火并经室温辊轧后的带材中γ′和γ″强化相

已完全固溶，经 650℃下 3 h去应力热处理后必将大

量析出γ′和γ″强化相，产生沉淀硬化效应。折弯时，

凸起一侧材料处于拉应力状态，且在靠近凸起表面

与带材厚度方向呈45°处的剪切应力最大。当最大

剪切应力τmax超过材料的抗剪强度[τ ]时材料中会产

生裂纹，且初始裂纹方向与板材厚度方向约呈45°，
如图4(a)、图5(a)和图6所示。

为进一步明确裂纹的产生原因和机理，开展了

验证试验。结果表明，退火状态冷拉丝材的硬度为

HRC22~23，经室温辊轧和 650℃下 3 h 去应力热处

理后材料硬度高达 HRC42~43，在此状态下进行折

弯，在显微镜下可观察到折弯凸起处存在裂纹。据

此可确认，装机试验后的和未使用的螺旋挡圈的裂

纹产生于制造过程的折弯工序。正常制造过程折弯

时产生的裂纹经后续时效处理后断面发生氧化，断

口呈灰黑色，而验证试验时制造过程产生的裂纹未

经后续时效处理，断口无氧化变色现象。

此外，按原工艺规程，螺旋挡圈在制造及验收过

程中只进行了目视检查，未安排荧光检查和显微镜

放大检查。由于裂纹较细小且折弯凸起处表面颜色

不均匀，最终导致加工裂纹未能目视检出。因此，原

工艺规程存在不合理之处，需要进行改进。

4.2 改进措施

故障批螺旋挡圈产生裂纹的主要原因是制造工

艺不当，材料在低塑性的硬化状态下进行折弯从而

产生裂纹。为此，承制单位对制造工艺进行了改进，

将原来的650℃去应力热处理改为固溶处理(955℃，

1 h，空冷)。相比于原去应力热处理，固溶处理的温

度更高，既可以更充分地去除室温辊轧时产生的残

图5 螺旋挡圈的显微组织照片

Fig.5 Microstructure of GH4169 alloy spiral baffle ring

(b) 扫描电镜照片(1000倍)

(a) 光学显微镜照片(100倍)

开裂起始于折弯凸起的表面

图6 螺旋挡圈在折弯时产生裂纹的受力示意图

(红色线表示裂纹)
Fig.6 Stress state analysis of spiral baffle ring in bending

process (the red line represents crack)

τmax

τ+σ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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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应力、消除冷作硬化，又可以使强化相充分回溶，

使 GH4169 合金处于软态 (固溶处理后的硬度为

HRC19)，提高其塑性，避免后续折弯时产生裂纹。

同时，为加强质量控制，对折弯工序的加载速度、保

载时间等参数进行了优化和明确。此外，在制造和

验收的工艺规程中均增加了对零件的荧光检查和显

微镜放大检查，以防止裂纹漏检。

工艺改进后所生产的螺旋挡圈未出现裂纹问

题，零件尺寸、表面质量等均满足技术要求，改进措

施有效。

5 结论

(1) 装机试验后的螺旋挡圈裂纹与同批次未使

用的螺旋挡圈的裂纹模式相同，均为制造过程中折

弯工序产生的过载开裂，装机试验过程中裂纹未发

生明显扩展；

(2) 去应力热处理工艺不当导致材料硬化，是

螺旋挡圈在折弯工序中产生裂纹的主要原因；

(3) 采用固溶处理替代去应力热处理可以避免

螺旋挡圈在制造过程中出现裂纹，增加荧光检查和

显微镜放大检查等可以有效避免裂纹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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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MESim的燃油分配器数字仿真研究

郭令仪，时瑞军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湖南 株洲 412002)

1 引言

对航空发动机液压机械装置进行建模仿真是研

究液压元件动态特性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提高液压

机械装置的性能、可靠性和缩短研制周期方面具有

很高的工程意义。针对液压机械仿真建模平台，国

内外有许多专业的液压机械仿真软件。国外，上世

纪 70年代美国俄克拉合马州立大学推出了第一个

专业的机械液压仿真软件 HYDSIM；随后法国

IMAGINE公司推出专门用于机械液压系统建模、仿

真及动力学分析的AMESim，为机械、流体动力、热

流体和控制系统提供了完善、优秀的仿真环境 [1-2]。

国内，浙江大学引进DSH软件，通过改进积分算法

实现了变步长龙格库塔算法；大连理工大学液压系

统动态仿真软件研发团队发布了SIM-Ⅰ、SIM-Ⅱ液

压系统动态仿真包 [1-2]；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等院校在发动机机械液压系统建模方面也有

所尝试[3-4]。

燃油系统作为控制系统的一部分，在发动机与

控制系统建模时因其元件级实时动态模型建模技术

难度大，通常被忽略细节特性将其视为简单的惯性

摘 要：分析了一种双油路燃油分配器的流动机理及各组件之间的动力学关系。利用AMESim软件构建主油路、副

油路及燃油喷嘴的子模型，进而组建燃油分配器数学模型。对分配器的主、副油路打开及放油过程进行动态仿真，分

析了弹簧预紧力、初始压缩量和刚度与燃油分配器性能的关系。结果表明，燃油分配器工作特性计算结果与试验结

果基本吻合；临界打开压差随弹簧预紧力和弹簧初始压缩量的增大单调递增，临界打开压差与弹簧刚度无关。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燃油分配器；AMESim；数字仿真；临界打开压力；出口燃油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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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igital simulation of fuel distributor based on AMESim
GUO Ling-yi，SHI Rui-jun

(AECC Hunan Aviation Powerplant Research Institute，Zhuzhou 412002，China)
Abstract：The flow mechanism of the dual fuel distributor and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each
component were analyzed. The sub-model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fuel circuits and fuel nozzles were
built by means of AMESim. A fuel distributor model was generated from these models. The dynamic simula⁃
tions of the opening and discharging proces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fuel circuit were put forward based
on AMESim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pring preload, initial compression, stiffness and fuel distributor
performance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ork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uel distributor are con⁃
sistent with experimental data.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critical opening pressure difference monotonically in⁃
creases with the raise of spring preload and the initial compression, and the critical opening pressure differ⁃
ence is independent of spring stiffness.
Key words：aero-engine；fuel distributor；AMESim；digital simulation；critical opening pressure；

outlet fuel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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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而燃油系统是航空发动机全状态工作范围内

的执行机构，对发动机的安全起着重要作用。其中

的燃油分配器对计量后的燃油流量进行合理、精准

的分配，使进入燃烧室燃油流量实现对发动机的起

动、加减载、停车等过程的供油变化[5]。本文对某型

燃油分配器进行建模仿真，根据燃油分配器工作原

理[5-7]，在AMESim软件元件库中选择合适的元件构

建模型，分析燃油分配器动态工作过程，建立稳态平

衡方程，完成各元件参数的设置[1，8-9]；对模型运行仿

真，分析了弹簧刚度、初始压缩量、预紧力对燃油分

配器性能的影响。

2 燃油分配器工作原理

燃油分配器结构如图1所示，主要由大弹簧、大

弹簧座、小弹簧座、大活门、小弹簧、小活门和阀座组

成。发动机起动过程中，当燃油分配器压差达到副

油路打开压力时，大活门向左运动压缩大弹簧，进口

燃油经大活门通油槽及阀座环槽进入副油路；当分

配器压差达到主油路打开压力时，小弹簧和小活门

向左运动，燃油经小活门通油孔和大活门通油孔进

入主油路；发动机停车时，燃油进口压力减小，在弹

力作用下大弹簧推动小弹簧座和大活门向右运动，

此时放油通道打开，燃油分配器将燃油总管主、副油

路的燃油排出体外。

3 建模研究

3.1 理论分析

根据燃油分配器工作原理，选取主油路进行理

论分析。主油路受力简化模型如图2所示。在稳态

条件下存在如下关系：

F = f =Δp ⋅ S = k(x + x0) + f0 (1)

式中：S为活门受液压力面积，Δp为活门所受液压力

压差，k为弹簧刚度，x为活门位移量，x0为弹簧初始

压缩量，f0为弹簧预紧力。

对主油路关闭、完全打开和放油时的燃油流向

进行分析，如图3所示。在稳态条件下图3(b)存在流

量平衡关系[10]：

Q =C × A × 2Δp
ρ (2)

式中：C为流量系数，取C=0.7；ρ为燃油密度，取 ρ=
780 kg/m3；A为主油路出口流通面积。

1-大弹簧；2-大弹簧座；3-小弹簧座；4-大活门；5-小弹簧；

6-小活门；7-阀座

图1 燃油分配器结构原理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fuel distributor

副油路主油路

进油口放油口

1 2 3 4 5 6 7

图3 主油路不同状态时的燃油流向

Fig.3 Fuel flow of primary fuel circuit in different states

(c) 放油过程

A

放油

主油路燃油

(b) 完全打开时

A

计量后的燃油

主油路出口燃油

(a) 关闭时

A

计量后的燃油

主油路出口燃油

主油路出口燃油

主油路燃油

放油

主油路出口燃油

计量后的燃油

计量后的燃油

A

A

A

图2 主油路受力分析

Fig.2 Pressure analysis of primary fuel circuit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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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元件选取

根据3.1节分析知，活门中的滑阀沿轴向运动可

打开或关闭通油窗口，因此在AMESim的液压元件

设计库(HCD)中选取的活门元件主要包括滑阀、衬

套和油路三部分，如图 4所示。滑阀上的凸台起打

开和关闭衬套窗口、改变通油窗口的开度和通油面

积的作用。活门元件的滑阀按照重叠量，可分为零

重叠滑阀(零开口滑阀)、正重叠滑阀(负开口滑阀)和
负重叠滑阀(正开口滑阀)三种，其中正开口滑阀具

有泄漏小、稳定性好等特点。发动机控制系统仿真

中，活门元件滑阀直径一般为4~20 mm。

燃油分配器正常工作时，弹簧受活门的作用力

发生压缩。HCD库提供了几种弹簧元件供选择，按

运动形式分为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两种；按弹簧与

滑阀受力方向分为同向和反向两种。由于工作时弹

簧腔内存在燃油，因此不考虑选取机械库中的弹簧

元件。在HCD库中选取的弹簧元件如图5所示。

作用在活门和弹簧上的力不平衡时活门会产生

移动，且实际工作中活门的位移是有限的，因此选择

带限位的质量块连接在活门与弹簧之间。选取的限

位质量块如图6所示。

主、副油路的燃油经燃油总管、燃油喷嘴进入燃

烧室。燃油流经喷嘴时压力有一定的下降，为尽可

能还原真实的燃油流动特性，选用HDC库中的节流

嘴模拟单个燃油喷嘴。选取的节流嘴如图7所示。

3.3 参数设计

根据3.1、3.2节分析，初步完成燃油分配器模型

搭建，如图8所示。

根据燃油分配器压差与流量要求，由流量平衡

关系计算出主、副油路喷嘴的当量直径(分别为d11、

d22)。为防止节流，应存在分配器出油口流通面积≥
燃油总管流通面积≥喷嘴流通面积的关系，取模型

中分配器主、副油路活门窗口开度d1≥ d11、d2≥ d22

(d1、d2分别代表主、副油路出口直径)。
某型燃油分配器主油路打开压差Δp1与副油路

打开压差Δp2之间存在Δp1=16Δp2的关系，根据分配

器工作原理，针对任意油路，在稳定状态下有如下关

系：

p fq
π
4 D2 - p fh

π
4 D2 - kΔxz = 0 (3)

式中：p fq为分配器前压力，p fh为分配器后压力，D为

活门直径，Δxz为弹簧总压缩量。

根据活门临界打开压力，由公式(3)可得弹簧预

紧力：

f0 =(p fq - p fh)π4 D2 = kΔxz (4)

图5 弹簧元件

Fig.5 Diagram of spring 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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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活门元件

Fig.4 Diagram of valve 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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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节流嘴

Fig.7 Diagram of throttle ori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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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燃油分配器模型

Fig.8 Model of fuel distribu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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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限位质量块

Fig.6 Diagram of mss stop b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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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4)可知，弹簧刚度越大越能提高活门前

的压力，弹簧刚度越小活门的动态特性越好。此处

取主、副油路上弹簧刚度系数分别为k1、k2，由x0 =
f0
k

可得主、副油路弹簧的初始压缩量分别为x1，0、x2，0。

根据本节分析，主副油路活门、弹簧、限位质量

块及喷嘴的参数设计如表1～表3所示。

4 仿真结果与分析

4.1 燃油分配器性能仿真分析

图9、图10分别给出了燃油分配器主、副油路仿

真结果与试验结果的对比及放油过程的仿真结果。

由图 9可知，所构建的燃油分配器模型总油路燃油

流量的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基本吻合，同时主、副油

路的打开压力和出口燃油流量不同，说明了模型的

准确性。由图10可知，在0.1～1.8 s时，压差(分配器

前压力与燃烧室压力差值，本文取燃烧室压力为常

数)为负，燃油流量为正；在 1.8 s 左右，压差由负变

正，燃油流量由正值快速降至 0；在 6.5 s左右，压差

由正变负，燃油流量由 0快速升至正值。仿真结果

表明，模型对放油反应极快。

4.2 燃油分配器影响因素仿真分析

影响燃油分配器性能的参数主要有弹簧预紧

力、初始压缩量和刚度，依次对这些参数进行仿真分

析，结果见图11～图13。由图11可知，保持弹簧初

始压缩量、刚度不变，改变弹簧预紧力，可以调整活

门的临界打开压差Δpl，预紧力与Δpl呈正相关，且在

活门未完全打开时预紧力越大出口燃油流量变化的

斜率越大。由图 12可知，保持弹簧预紧力、刚度不

变，改变弹簧初始压缩量，可以调整活门临界打开压

差，初始压缩量与临界打开压差呈正相关，且在活门

未完全打开时初始压缩量越大燃油流量变化的斜率

越大。由图 13可知，保持弹簧预紧力、初始压缩量

表1 主副油路活门参数

Table 1 Valve parameter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fuel circuits
参数

活门通油口个数

活门直径/mm
活门杆直径/mm
出油口直径/mm

重叠量/mm

主油路

1
7.14

0
2
0

副油路

1
14.28

0
2
0

表2 主副油路弹簧参数

Table 2 Spring parameter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fuel circuits

参数

活塞直径/mm
初始位置弹簧腔长度/mm

预紧力/N
弹簧初始压缩量/mm

刚度/(N/mm)

主油路

5.7
30
32
0
32

副油路

11.0
20
8
0

12 图10 放油过程中压差与燃油流量变化

Fig.10 Pressure difference and fuel mass variance during
d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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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主副油路喷嘴和限位质量块参数

Table 3 Fuel nozzle and mass with friction and ideal end stops
parameter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fuel circuits

参数

喷嘴等效直径/mm
质量/g

粘性摩擦系数/(Ns/m)
最低位限制/mm
最高位限制/mm

主油路

0.335
1
5
0
14

副油路

0.245
1
5
0

20

图9 燃油分配器主、副油路燃油流量仿真结果

与试验结果对比

Fig.9 Simulation and test results of fuel distribut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fuel circ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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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此时活门的临界打开压差恒定，在活门未完全

打开时刚度越大出口燃油流量的变化斜率越小。在

图 11~图 13中，出口燃油流量的斜率表示了活门打

开的速率，斜率越大活门打开速率越快，斜率越小活

门打开速率越慢。

5 结论

以AMESim为仿真平台，开展了航空发动机燃

油分配器建模方法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1) 在燃油分配器整个工作过程中，所构建的

燃油分配器数学模型与实际试验结果保持了较高的

吻合度。

(2) 构建的燃油分配器模型对不同性能影响参

数进行仿真，可以正确反映弹簧预紧力、初始压缩

量、刚度对燃油分配器出口流量与压差的变化趋势。

(3) 受试验条件影响，对燃油分配器性能影响

因素分析试验尚未进行，故未对燃油分配器影响因

素的仿真结果与试验进行对比研究，此项工作后续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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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不同初始压缩量下的流量-压差曲线

Fig.12 Comparison of Q-Δp with different initial com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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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不同预紧力下的流量-压差曲线

Fig.11 Comparison of Q-Δp with different preload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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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不同刚度下的流量-压差曲线

Fig.13 Comparison of Q-Δp with different stiff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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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外部管路支架断裂分析及优化

崔向敏，潘 冬，彭 楠，马 健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

1 引言

航空发动机外部管路主要用于输送燃油、滑油

和空气等介质，是发动机附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 [1]。现代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上约有 50个附件，

100~250 余根外部管路，数百个固定导管的支架和

卡箍[2]，如此多的外部支撑结构给航空发动机的运行

安全增加了不确定性。据统计，由于管路系统导致

发动机失效的比例高达 52%，而由于发动机其他主

要部件引起的失效只有 6%[3]。1980 年某新型机由

于管路共振导致坠毁[4]；某型发动机在一次台架试车

后分解发现，用于固定燃油总管的6个支架中有5个

发生断裂，1个产生裂纹 [5]；某型发动机钛合金散热

器支架发生断裂故障[6]。由此可见，作为发动机结构

完整性和可靠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外部管路，

摘 要：针对航空发动机外部管路支架在整机试车中发生的断裂故障，经过断口分析，确定支架的断裂性质为疲劳断

裂。从设计、加工、装配的角度进行故障树分析，确定裂纹萌生的主要原因是支架结构尺寸设计不合理，加上振动应

力、装配应力及加工质量不符合要求综合所致。据此，提出两种支架改进方案，并通过建立有限元模型，分别进行了

相同振动幅值和相同激振力下的强度对比分析。结果显示，通过增加支架厚度和宽度提高支架高周疲劳强度储备可

以有效避免该故障的发生，且改进后的支架抗振能力大幅提高。经后续试验验证，支架断裂故障得以排除。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外部管路；支架断裂；断口分析；结构；振动应力；高周疲劳；支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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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ure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of aero-engine
external pipeline bracket

CUI Xiang-min，PAN Dong，PENG Nan，MA Jian
(AECC China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 Through fracture analysis against fracture failure of aero-engine external pipeline bracket which
was found in test run, it was determined that the fracture property of the bracket was fatigue fracture. From
the point of design, processing and assembly, the main reasons of the crack initiation were defined as unrea⁃
sonable design of bracket structure, engine vibration stress, assembly stress and unqualified process
through fault tree analysis. Two optimization schemes of bracket were presented. By establishing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the strength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the same vibration amplitude and exciting force
were carried out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ilure can be effectively avoided by increasing the
high-cycle fatigue reserve through adding the thickness and width of the bracket. The anti-vibration ability
of the optimized bracket is greatly improved. Follow-up test verifies that the optimized bracket fracture oc⁃
curs no longer.
Key words：aero-engine；external pipeline；bracket fracture；fracture analysis；structure；vibration stress；

high-cycle fatigue；bracket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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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其结构完整性、设计合理的外部支撑结构十分

重要。实际中，航空发动机的外部支撑结构单元(如
支架等)常常由于设计问题，加之存在其他如振动等

原因，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破坏。如某航空发动机用

于固定滑油箱的支架发生断裂，经分析发现是由于

设计不合理导致 [7]；某小型航空发动机悬挂支架断

裂，经断口分析发现是由于发动机振动过大导致[8]。

本文针对某型航空发动机外部管路支架在整机

试车中发生的断裂故障，通过断口分析和故障树分

析，确定了其断裂性质和裂纹萌生的主要原因，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了支架改进，最终故障得以排除。

2 故障描述

该型航空发动机外部管路支架所用材料为锻

制、轧制和冷拉后的 0Cr18Ni9 钢棒，经固溶处理。

在台架试车后分解发现，固定于某成附件支架组件

上、用于支撑固定两根燃油管路的支架发生了断裂

故障。断裂处位于该支架与某成附件支架连接的螺

栓安装孔处，如图1所示。

3 断口分析

3.1 宏观观察

宏观观察，支架表面上有较多黑色污染物。经

丙酮清洗后，零件表面呈金属色，可见均匀、平行的

加工痕迹，并根据痕迹特征可确定其采用了电火花

加工。断口整体形貌及源区位置如图 2所示，支架

断口附近宏观上无明显塑性变形，断面呈金属灰色

且整体较为平坦。在体视显微镜下观察，断面磨损

较为严重，源区位于支架表面，其中 a断口有两处源

区，b断口为单源区。

3.2 微观金相分析

在扫描电镜下对断口进行观察(图 3)发现，a断
口的部分区域磨损严重，部分区域保留了原始断口

特征。a断口由高、低两部分断面组成，二者以台阶

为分界，其中断口左侧的部分面积较大；断口有疲劳

断裂特征，两处源区均为点源，且点源 2 位于拐角

处。b断口有一处源区，也呈点源特征，断口部分区

域也存在较为严重的磨损现象。从图4中的断口源

区局部形貌及磨损特征可看出，a断口两处源区均

可见放射棱线，源区及其附近未见材质缺陷，另在点

源 2位置可见金属熔球，可能是零件电火花加工残

留；b断口源区位置亦可见放射棱线，源区及其附近

未发现材质缺陷。对残留的原始断口组织进行观察

图1 断裂支架安装及断裂位置示意图

Fig.1 Diagram of the bracket installation and fracture position

成附件支架组件

回油管 卡箍 进油管

顺航向

b断口 a断口

x

z

y

(b) b断口

图3 断口整体形貌及磨损特征

Fig.3 Morphology and wear characteristics of fracture

(a) a断口

点源1 点源2

点源3

图2 断口整体形貌及源区位置

Fig.2 Fracture morphology and source area

b断口
a断口

点源3点源2点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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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发现，两断口扩展区多处位置均可见细密疲劳

条带特征。

综上断口分析，支架断口源区未见材质缺陷，说

明支架断裂原因与材质无关。断口宏观可见疲劳弧

线，微观可见疲劳条带，说明支架的断裂性质为疲劳

断裂[9]。

4 断裂故障原因分析

4.1 故障树

针对支架断裂问题，从设计、加工和装配方面进

行了全面、系统清查，共梳理出7项可能导致支架断

裂的因素，建立了对应故障树(图6)。

4.2 支架结构尺寸

断裂支架结构尺寸如图 7所示，结合图 1可知，

支架与成附件支架连接螺栓安装孔边缘发生断裂失

效，螺栓安装孔两侧的宽度单边为 2.5 mm，螺栓安

装孔位置的有效截面面积小，支架与成附件支架接

触侧的厚度为3.0 mm，属该零件的薄弱环节。初步

判断支架结构尺寸设计不合理。

4.3 材料选择

综合考虑机匣壁温的影响，断裂支架的工作环

境温度为 60~70℃，未超过材料 0Cr18Ni9 的许用温

(b) b断口

图5 断口扩展区疲劳条带形貌

Fig.5 Fatigue band morphology of fracture expansion zone

(a) a断口

(b) a断口点源2

图4 断口源区的局部形貌及磨损特征

Fig.4 Local morphology and wearing characteristics of
fracture source

(c) b断口

(a) a断口点源1

崔向敏等：航空发动机外部管路支架断裂分析及优化

图6 支架断裂故障树

Fig.6 Fault Tree of the bracket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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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尺寸

设计

原材

料性

能

装配

拧紧

力矩

材

料

选

用

振

动

应

力

加

工

质

量

装

配

应

力

设计问题 加工问题 装配问题

48



燃 气 涡 轮 试 验 与 研 究第33卷

度[7]。初步判断材料选择合理。

4.4 振动应力

为明确支架断裂原因是否与振动相关，采用带

中节点的六面体单元 Solid186模拟其实体结构，建

立支架的有限元模型。断裂支架材料 0Cr18Ni9 的

部分性能数据见表 1。表中，σb为拉伸极限，σ0.2为

屈服强度，σ-1为高周疲劳强度。

所选坐标系为直角坐标系，如图 8所示。以支

架与卡箍连接侧内端面下沿为坐标原点，x轴与连接

端面平行，指向支架倒圆方向为正；沿x正方向，xOz

平面与支架右端面重合。y方向由右手定则确定。

约束支架与成附件支架接触端面处的x、y、z向

的位移作为强度边界条件。假设支架疲劳断裂原因

是管路振动(上下振动(x方向)和前后振动(z方向))，由
于其振动大小未知，假定传递到支架上的振动幅值

为0.1 mm，其有限元模型如图9所示。

支架的强度计算结果见表2，其等效应力、第一

主应力和第三主应力分布云图见图10。表中，σmax为

最大振动应力，σ-1 σmax为高周疲劳强度储备。从中可

看出，相同振幅(0.1 mm)下，断裂支架x方向的最大振

动应力是z方向的2.2倍；x方向的刚度约为z方向的2.4

图7 断裂支架结构尺寸

Fig.7 Structure size of the fractured bracket

固溶处理

锐边倒圆

标印按HB 5936-29
一般公差按HB 5800-1999

12 2XR
4×C0.5

19.
5

2

R

7

R

2

7 21.
5

30
28

2XR

C2
R3

3

表1 0Cr18Ni9的部分性能参数[10]

Table 1 Material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0Cr18Ni9[10]

温度/℃
密度/(g/cm3)

弹性模量/GPa
σb/MPa

σ0.2/MPa
σ-1/MPa

注：由于 0Cr18Ni9 的高周疲劳强度未知，而 1Cr18Ni9 在温度为

20℃时与 0Cr18Ni9具有相同的σb和σ0.2，因此采用 1Cr18Ni9的高

周疲劳强度代表0Cr18Ni9的高周疲劳强度。

最低值

均值

最低值

均值

20
7.85

199
520
570
205
205
265

200

—

—

—

—

—

—

300

—

—

—

—

—

—

400

—

—

410
—

108
—

图9 断裂支架有限元模型

Fig.9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fractured bracket

x方向振动

z方向振动

σmax/MPa
479
216

刚度/(N/m)
1.13×106

4.79×105

支反力/N
112
479

最大应力位置

约束靠螺栓孔处

约束靠螺栓孔处

σ-1/MPa
265
265

σ-1 σmax

0.55
1.23

表2 断裂支架强度计算结果

Table 2 Strength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fractured bracket

图8 断裂支架三维模型

Fig.8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the fractured bracket

zc
yc
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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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断裂支架的最大应力均出现在约束靠螺栓孔处，

且螺栓孔两侧宽度较小加剧了应力集中；断裂支架材

料的高周疲劳强度极限为265 MPa，在x方向0.1 mm
振幅下由于管路上下振动幅值过大，导致其高周疲劳

强度储备不足，从而引起支架疲劳断裂。

4.5 加工质量

由图 7可知，断裂支架所有尺寸均要求一般公

差，按 HB 5800-1999 执行；粗糙度均要求Ra6.3，且
未有超差呈报，可排除加工超差因素。但通过前面

的电镜观察发现，断裂源区位置可见金属熔球，可能

是零件电火花加工残留。没有去除重熔层，对裂纹

的萌生有一定促进作用。

4.6 原材料性能

经查，断裂支架原材料进行过固溶处理，性能无

超差项。且通过电镜观察，源区及附近未见材料缺

陷，原材料性能满足设计要求。

4.7 管路装配力矩

装配时，按外部管路设计要求中规定的螺钉(螺
母)拧紧力矩(5.2～6.4 N·m)进行拧紧，管路装配力矩

符合设计要求。

4.8 装配应力

断裂支架在疲劳扩展末端的外表面(源区背面)
有明显的挤压痕迹特征，由于支架与成附件固定支

架为半贴合状态，支架裂纹起源处在装配时就存在

一定的弯曲应力，如图11所示。

4.9 综合分析

综上所述，支架的断口性质为多点源起裂的疲

劳断裂。疲劳裂纹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支架结构尺寸

设计不合理，同时受到振动应力、装配应力及加工残

留熔球的综合影响。

5 支架改进方案

根据支架疲劳裂纹产生的主要原因，对支架进

行了优化。具体优化思路是：提高支架刚度(加厚支

架与成附件支架接触侧厚度)以减小振动幅值，加宽

支架螺栓孔两侧宽度以减小应力集中，以及更换支

架材料以提高其高周疲劳强度极限。据此，设计了

(a) x方向

(b) z方向

图10 支架在0.1 mm振幅下的等效、第一、第三应力分布云图(MPa)
Fig.10 Equivalent, first and third stress distribution under 0.1mm amplitude of the bra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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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支架半贴合状态安装示意图

Fig.11 Installation diagram of semi-laminated bra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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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优化方案。

方案一：断裂支架结构不变，将材料 0Cr18Ni9
调整为1Cr11Ni2W2MoV。

方案二：改变支架结构，与成附件支架接触侧厚

度增加 2.0 mm，与成附件支架接触侧加长 5.0 mm，

加宽螺栓孔两侧宽度(单边增加 1.0 mm)，材料调整

为1Cr11Ni2W2MoV，如图12所示。

5.1 相同振动幅值下的对比分析

在相同振幅(x方向 0.1 mm振幅)下进行强度对

比分析。采用4.4节方法对方案二支架进行建模(图
13)、约束和加载。1Cr11Ni2W2MoV 的部分性能数

据见表 3。0Cr18Ni9 和 1Cr11Ni2W2MoV 的泊松比

均取0.3。

强度对比结果见表 4，其振动应力分布云图见

图 14。从表 4、图 10(a)和图 14可看出，原方案和方

案一的振动应力分布相同，最大振动应力相当，刚度

相当，但方案一(1Cr11Ni2W2MoV)的高周疲劳强度

储备是原方案(0Cr18Ni9)的1.9倍；与方案一相比，方

案二的最大振动应力值大 20%，高周疲劳强度储备

低17%，但刚度增大3.3倍，在相同激振力下振动，其

振幅大幅减小，振动应力大幅降低。

5.2 相同激振力下的强度对比分析

在相同激振力下对方案一和方案二支架的强度

图13 方案二支架有限元模型

Fig.13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the option II

表4 不同方案在x方向0.1 mm振动幅值下的结果对比

Table 4 Results comparison of several bracket options under
0.1 mm amplitude in x-direction

方案

原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σmax/MPa
479
472
565

刚度/(N/m)
1.13×106

1.12×106

4.89×106

支反力/N
112
112
489

σ-1/MPa
265
500
500

σ-1 σmax

0.55
1.06
0.88图12 两种优化方案对比(红色为方案二，灰色为方案一)

Fig.12 Comparison of two options (the red is option Ⅱ, and the
gray is option Ⅰ)

(b) 方案二

(a) 方案一

图14 两种方案在x方向0.1 mm振幅下的

振动应力分布云图(MPa)
Fig.14 Vibration stress distribution nephogram of several

bracket options under 0.1 mm amplitude in x-direction

.063038 104.927 209.792 314.656 419.521 471.95352.4953 157.36 262.224 367.089

.032461 125.519 251.005 376.492 501.97862.7757 188.262 439.235313.749 564.722

温度/℃
密度/(g/cm3)

弹性模量/GPa
σb/MPa

σ0.2/MPa
σ-1/MPa

最低值

均值

最低值

均值

20
7.8

196
1 080
1 225
885

1 030
500

200

—

—

—

—

—

—

300

172
—

1 080
—

950
—

400

162
—

1 030
—

855
490

表3 1Cr11Ni2W2MoV的部分性能参数[10]

Table 3 Material performance parameters of 1Cr11Ni2W2Mo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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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对比分析。将原方案在x方向0.1 mm振幅下的

支反力(112 N)作为激振力载荷(代替4.4节模型中的

振动载荷)，分别作用在方案一和方案二支架上，强

度对比结果见表 5，振动应力分布云图见图 15。从

中可看出，在相同激振力载荷下，方案二支架的高周

疲劳强度储备是方案一支架的3.6倍，其抗振能力大

幅提高。

综上，最终选择方案二对支架进行改进，大幅提

高了其高周疲劳强度储备、刚度及抗振能力，使得振

动应力、装配应力对改进后的支架影响相对较小，同

时增加去除重熔层的技术要求，排除了电火花加工

易产生熔球对支架的影响。在后续试车过程中，改

进支架未出现故障，故障得以排除。

6 结论

某型航空发动机外部管路支架在整机试车中发

生的断裂，为多点源起裂的疲劳断裂，主要原因是支

架结构尺寸设计不合理，加上振动应力、装配应力及

加工质量不符合要求综合导致。据此，对支架结构

进行改进：其与成附件支架接触侧的厚度增加 2.0
mm，与成附件支架接触侧加长 5.0 mm，螺栓孔两侧

的宽度加宽 (单边增加 1.0 mm)，将材料调整为

1Cr11Ni2W2MoV，同时增加去除重熔层的技术要

求。改进支架经过了后续试车验证，支架断裂故障

得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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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两种方案在x方向112 N激振力下的

振动应力分布云图(MPa)
Fig.15 Vibration stress distribution under 112 N excitation

load in x-direction of the two options

(b) 方案二

(a) 方案一

.063038 104.927 209.792 314.656 419.521

.067871 28.8959 57.7239 86.5519 115.3814.4819 43.3099 72.1379 100.966 129.794

52.4953 157.36 262.224 367.089 471.953

表5 两种方案在相同激振载荷下的结果对比

Table 5 Results comparison of two options under the same
excitation load

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激振载荷

x方向112 N激振力

x方向112 N激振力

σmax/MPa
472
130

σ-1/MPa
500
500

σ-1/σmax

1.06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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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管路数字化制造及应用

黄 发，张中健，酉福飞，马 健，邵彬彬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

1 引言

航空发动机管路由于空间布局复杂、形状大小

各异、零组件种类繁多，导致其制造难度大、生产周

期长。目前，我国航空发动机管路制造已基本实现

基于三维数字模型的数控折弯，但受限于折弯回弹

补偿尚不成熟、不能准确切端和确定导管接头的空

间位置，仍采用先取样后生产的模式，即在发动机金

属样机上排管试装来确定最终管形，制造过程中的

环境、人为因素常导致管路的制造质量不稳定。同

时，由于取样通常还需外部样机资源，给管路的生产

管理也带来极大的不便。特别是在新机研制阶段，

管路在设计初期改动频繁，如果仍按照传统模式进

行加工，不仅周期长，而且成本高。

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外先进航空制造企业逐

步将管路数字化设计、制造技术用于飞机的研制

中。如美国波音公司在 1986年开始采用三维数字

化技术对管路系统进行设计，并成功将管路数字化

摘 要：针对航空发动机管路先取样后生产传统制造模式存在的周期长、成本高的不足，建立了航空发动机管路数字

化制造流程，实现了外部管路设计、制造和检验的全数字化数据传递。利用数据库技术，结合航空发动机管路实际制

造需求，在制造企业现有资源和技术基础上，构建了导管数控折弯回弹补偿数据库，实现了导管折弯回弹的预测。以

Teamcenter系统为平台，突破了柔性组合夹具数字化拼装关键技术。 建立的管路数字化制造流程和方法成功应用于

航空发动机管路实际制造，获得了良好的效果；管路一次装机合格率达到96%，制造周期缩短一半。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外部管路；数字化制造；回弹预测；组合夹具；数控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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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manufacturing and application of aero-engine pipeline
HUANG Fa，ZHANG Zhong-jian，YOU Fu-fei，MA Jian，SHAO Bin-bin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long-term and high-cost shortage of the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mode for
aero-engine pipelines, the digital manufacturing process of the aero-engine pipelines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all-digital data transmission of the external pipeline design, manufacture and inspection was realized.
Using database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manufacturing requirements of aero-engine pipelines,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ources and technical support of th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the NC bending
springback compensation database was constructed to realize the prediction of pipeline bending springback.
The Teamcenter system was used as a platform to sort out the key technology of digital assembly of flexible
combined fixtures. The digital manufacturing method was applied to the actual manufacture of aero-engine
pipelines. The appl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qualification rate of one installation is 96% and the manu⁃
facturing cycle can be shortened by half.
Key words：aero-engine；external pipeline；digital manufacturing；springback prediction；

modular fixture；NC pipeline b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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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应用到波音777飞机项目中[1]。目前，国外先进

航空制造企业在管路制造中广泛采用管路 CAD/
CAM一体化制造技术，以CATIA三维设计软件为平

台，结合虚拟装配和数控弯管技术，实现导管制造全

过程的数字量传递，并逐步取代管路取样这一传统

方式 [2]。在国外飞机三维数字化设计、制造技术的

带动下，国内各飞机制造企业通过引进数控折弯机、

数控测量仪等先进设备，使得我国的管路数字化制

造技术得到迅速发展。近年来，国内诸多学者对管

路数字化制造中的诸如工装数字化设计、数控折弯

回弹补偿等单项技术进行了相关研究[3-5]，同时在航

天和飞机领域进行了管路数字化制造的尝试[6-11]，但

针对航空发动机管路的相关研究报道较少。

本文根据某型航空发动机管路制造需求，立足

于制造企业现有资源和技术基础，以Teamcenter系
统为平台，利用NX三维设计软件、数控折弯设备、

三坐标检测仪等工具，以数控折弯补偿技术和柔性

组合夹具数字化拼装技术为核心，梳理并建立航空

发动机管路数字化制造流程，通过计算机系统和数

据库技术实现航空发动机管路制造全过程的数字化

传递。研究结果可为改变航空发动机管路先取样后

生产的制造模式，以及实现外部管路数字化协同设

计提供技术支持和参考。

2 航空发动机管路数字化制造流程设计

航空发动机管路数字化制造流程相对于传统制

造方法，取消了取样环节，将整个制造、检验过程数

字化，使外部管路制造可以和整机零、部件制造并行

开展，缩短制造周期，同时提高管路制造的快速反应

能力。以某制造企业现有资源和实际生产条件为基

础，梳理并建立了航空发动机管路数字化制造流程

(图1)，主要包括：

(1) 根据航空发动机管路三维数字化设计模

型，提取需加工的物料清单及三维数模。每个管路

组件的加工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步骤，一是管路组

件中导管的数控折弯，二是管路组件的柔性组合夹

具拼装，两个步骤可以同步进行。

(2) 采用数控折弯设备，进行贯彻折弯回弹的

导管折弯。将设计数据中的空间xyz坐标转换为数

控折弯机的增量弯管数据LRA。其中，L表示管子送

进量，R表示管子旋转角，A表示管子折弯角。坐标

转换时，利用工艺知识数据库，将导管贯彻回弹补偿

值后折弯，折弯好的导管通过激光扫描仪矢量测量

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对于测量不合格的折弯导管，

需进行折弯修正。

(3) 柔性组合夹具采用基于Teamcenter系统的

数字化拼装技术进行设计。在制造企业现有组合夹

具实物资源基础上，通过Teamcenter系统，以NX软

件为工具进行参数化建模设计，建立柔性组合夹具

三维数字模型数据库。以设计输入的每个管路组件

为目标，进行组合夹具数字化拼装设计，加工现场根

据拼装完成的三维模型结合设计要求进行实物拼

装，拼装好的实物利用三坐标测量仪进行检验，并与

设计数据进行对比。

(4) 将折弯合格的导管以及管路组件的其他零

件，在检测合格的组合夹具上连接定位，点焊固定管

接头与导管形成初步的管路组件，并进行焊接。由

于存在焊接变形，焊接好的管路组件需进行管形和

关键点的复检，复检合格后的管路组件再进行X光

检测、打压试验等后续工作。对于复检不合格的管

路组件，需要进行微调。

(5) 管路组件在发动机上进行总装。对于不能

满足装配需要的管路组件，可按设计要求进行管路

校形。校形后仍不能满足要求的，需提交设计部门

核实设计数据的可靠性，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合格。

3 航空发动机管路数字化制造关键技术

在航空发动机管路数字化制造流程中，基于数

据库的导管折弯回弹补偿、柔性组合夹具数字化拼

装是关键技术。通过导管的数控折弯，保证管形的

图1 航空发动机管路数字化制造流程图

Fig.1 Aero-engine pipeline digital manufactur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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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走向，以此为基础构建的折弯回弹数据库是折

弯回弹预测的前提。柔性组合夹具数字化拼装技术

是根据管路三维数模，快速、精确实现空间管形限

位，用于保证管路组件中管接头、三通等关键位置的

空间定位。

3.1 基于数据库的导管折弯回弹补偿技术

结合某型发动机管路制造生产实际，开展航空

发动机管路常用不锈钢导管回弹量基础数据的采

集，形成导管折弯回弹补偿数据库。首先，在此发动

机管路制造初期，采用一个管路组件使用两套导管

进行折弯加工，得到折弯回弹数据，以此建立导管折

弯数据库，然后利用初步建立的数据库进行导管折

弯回弹预测，并在后续的制造过程中不断修正、完

善。导管数控折弯及数据库初步构建如图 2所示，

具体流程为：

(1) 折弯 1#导管。导管根据设计数模的空间

坐标(x,y,z)转换为增量折弯坐标(L,R,A)，并在数控折

弯机上进行导管折弯。

(2) 检验 1#导管的折弯数据。通过激光测量

仪测量得到 1#折弯导管的折弯数据(L1,R1,A1)，并根

据理论角度和折弯实际角度的差值得到导管折弯回

弹补偿量Δ，即Δ= A - A1。

(3) 贯彻回弹补偿量，折弯2#导管。将折弯回

弹量贯彻到2#导管的折弯数据中，此时的增量折弯

坐标为(L,R,A +Δ)。通过激光测量仪测量得到 2#折
弯导管的折弯数据(L2,R2,A2)，并与理论数据(L,R,A)
对比，分析误差，确定折弯导管是否可用。

(4) 对于未贯彻回弹补偿的1#导管，待2#导管

折弯并检验合格后，以此为样件将 1#导管校形，满

足要求后可用。

利用建立的数据库进行导管折弯回弹预测，具

体如图 3所示。对于某一导管，通过制造坐标的增

量折弯数据与所建立的导管折弯数据库中数据的对

比，得到是否有与之匹配的补偿数据。如有，则直接

得到回弹补偿值，贯彻回弹补偿后进行折弯；如没

有，则可通过线性插值求得回弹补偿值，贯彻这一回

弹补偿后再进行折弯。折弯后的导管采用激光扫描

仪快速测量导管管形，并与理论管形进行对比，不合

格的通过校形修正，直至合格。每完成一次上述流

程，即可更新既有的数据库，以此不断完善和丰富导

管折弯回弹预测数据库。

按上述流程，经过前期该型发动机多个台份的

管路制造，获得了大量的制造数据，这些数据考虑了

实际加工中管材、管径、折弯半径、折弯角度、折弯速

度、折弯方法等因素对折弯回弹的影响。同时，将其

他型号发动机管路制造的数据完善丰富到所建立的

数据库中，不断提高折弯回弹预测的精度。

表1列举了某导管的折弯数据，表2对该折弯数

据进行了误差分析。结果表明：实际加工中，导管折

弯送进量和旋转角相对理论管形的误差很小，工程

应用中可忽略；导管折弯角误差由无回弹补偿的最

大-5.27%降低到折弯回弹补偿后的不到 1.20%，满

足设计要求。需注意，节点1和节点6的导管送进量

的误差主要由导管两端预留的加工余量造成。

3.2 柔性组合夹具数字化拼装技术

根据传统方法，新管路加工前需根据管路的标

准样件来进行组合夹具的拼装，然后交由管路制造

人员进行管路焊接，待管路加工完成后拆卸组合夹

具用作其他零组件的工装拼装使用。这一方法的前

提是具备管路的标准样件，在只有管路三维数模而

图2 导管数控折弯及数据库构建

Fig.2 Pipeline NC bending and databas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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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基于数据库的折弯回弹补偿流程

Fig.3 Database-based bending springback predi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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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实物的情况下无法实现，且拼装好的组合夹具

数据难以有效保存和复制。为解决上述问题，提出

了基于Teamcenter系统的柔性组合夹具数字化拼装

流程，见图4。

柔性组合夹具数字化拼装，首先以 Teamcenter
数据管理系统为平台将组合夹具工装实物数字化。

开发了全三维数字化工装模式，将参数化、模块化设

计的理念应用到工装设计中，构建工装数据库，搭建

工装数字化设计的系统构架，实现工装设计知识和

经验的积累、重用与共享。随后，工艺员在得到设计

输入的管路三维数模后，利用 NX 软件进行工装的

三维模拟装配，并生成组合夹具的件号物料清单。

数字化拼装时，可以将管路组件上的外套螺母、堵头

等影响定位的零件做隐藏处理。为了减少夹具的使

用，应合理选取拼装基点，尽量降低夹具基础块与管

路组件之间的高度。图5给出了某一管路组件组合

夹具数字化拼装实例。最后，将拼装好的三维模型

图和件号物料清单传递给拼装和工装检验人员。拼

装人员按照物料清单选取相应元件，根据三维模型

图和技术要求进行拼装。对于因资源问题造成的所

需元件无实物的，可利用其他尺寸的元件替换。夹

具拼装时的空间复杂问题，也可以在三维模型上进

行测量计算。检验人员根据三维模型图和相关的技

术要求对拼装完成后的工装进行检测(图6)，合格后

提交给使用单位。实际拼装结果表明：基于数字化

仿真技术的新型柔性组合夹具的拼装精度达到了

0.5 mm 以内，相对传统方法，其拼装精度和一次拼

装合格率均提高了约一倍。

4 应用实例

在某发动机多个批次的管路制造中，应用所提

出的管路数字化制造流程后，数字化制造率和一次

装机合格率不断提高，同时缩短了近一半的制造周

期，具体如表 3所示。试制的管路随整机经过多次

节点

1
2
3
4
5
6

理论折弯坐标

L/mm
5.018

152.502
118.522
107.613
44.812
10.304

R/(°)
0

-91.682
-178.412
-85.544
154.458

0

A(°)
91.420
46.205
25.230
43.183
44.950

0

无回弹补偿折弯坐标

L1/mm
24.67
152.75
118.61
108.40
44.78
266.88

R1/(°)
0

-91.96
-178.76
-86.63
154.43

0

A1/(°)
88.70
44.49
23.90
41.56
43.44

0

有回弹补偿折弯坐标

L2/mm
24.61

152.80
118.57
108.32
45.02

215.63

R2/(°)
0

-91.69
-178.92
-86.35
153.87

0

A2/(°)
91.20
46.21
25.52
43.42
44.81

0

回弹量

Δ/(°)
2.720
1.715
1.330
1.623
1.510

0

表1 导管折弯数据表

Table 1 Pipeline bending data

图4 柔性组合夹具数字化拼装流程

Fig.4 Flexible fixture digital assembly process

N

Y

工艺员
组合夹具设计及

模拟拼装

操作工人

合格

组合夹具拼装

交付

管路三维数模

夹具数据库

组合夹具测量及

检验
检验人员

模块化系列化

夹具实物

三坐标检测仪

组合夹具拼装

关键点数据

表2 导管折弯数据误差分析

Table 2 Pipeline bending data error analysis

节点

1
2
3
4
5
6

送进量

(L1 - L)/L

391.63%
0.16%
0.07%
0.73%

-0.07%
2 490.06%

(L2 - L)/L

390.43%
0.20%
0.04%
0.66%
0.46%

1 992.68%

旋转角

(R1 -R)/R

0.00%
0.30%
0.20%
1.27%

-0.02%
0.00%

(R2 -R)/R

0.00%
0.01%
0.28%
0.94%

-0.38%
0.00%

折弯角

(A1 - A)/A

-2.98%
-3.71%
-5.27%
-3.76%
-3.36%
0.00%

(A2 - A)/A

-0.24%
0.01%
1.15%
0.55%

-0.31%
0.00%

图5 组合夹具数字化拼装实例

Fig.5 Flexible fixture digital assembly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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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装配及长时间试车验证，发动机管路状态良好，

未出现管路变形、漏油、管接头磨损等现象。

5 结论

(1) 立足于航空发动机制造企业现有资源，设

计确定了管路数字化制造流程，试制的管路在发动

机上安装合格率达到了96%，并随整机进行了试验，

管路状态良好。表明该制造流程具有可实现性和可

操作性，且能够快速反应，并行制造。

(2) 实现了基于数据库的导管折弯回弹补偿预

测及形变控制，构建的导管折弯回弹补偿流程及数

据库使导管折弯误差降低到1.2%以内，满足设计要

求。

(3) 基于 Teamcenter 平台，提出了管路三维数

字化模型的柔性组合夹具数字化拼装技术。相对传

统方法，其拼装精度和一次拼装合格率均提高了约

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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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某型发动机管路数字化制造效果对比

Table 3 Aero-engine pipeline digital manufacturing
effect contrast

发动机

首批次发动机

二批次发动机

三批次发动机

管路数字化制造率

0%
50%
100%

一次装机合格率

80%
90%
96%

图6 组合夹具实物及检验

Fig.6 Flexible fixture physical object and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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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进气道畸变测量耙的
研制与试飞验证

王俊琦，丁凯峰，赵海刚，刘 雨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西安 710089)

1 引言

飞机进气道畸变特性的测量与评估，一直是现

代军/民用飞机、发动机设计定型试飞/合格审定试

飞中的重要试验内容之一 [1-3]。而进气道畸变测量

耙作为飞行试验中的关键测量设备[4-6]，通常安装在

发动机进口，以测取进口截面压力、温度、气流方向

等参数，为计算并分析进气道出口流场品质、空气流

量提供依据，并因此成为国内外航空业者及试验工

程师重点研究和开发的内容之一[7-10]。

在装机试飞条件下，进气道测量耙承受着来自

飞机、发动机和气流的振动载荷，飞行过载，以及飞

机爬升与下降过程中热应变等的共同作用 [11-14]，使

用环境恶劣；加之其安装在发动机进口位置，任何耙

体的损伤均可能导致严重的飞行事故，因此对其结

构强度要求高。相关资料表明，欧美等航空强国在

包括进气道测量耙在内的测试设备研制方面投入了

大量人力、物力，其研制的高精度、系列化的进气道

测量耙为飞机的设计和定型录取了宝贵的试飞数

据。相比较而言，国内在此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单位

少，研制投入较小。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在系列飞

摘 要：以飞机进气道与发动机相容性飞行试验为应用背景，通过对测量耙的耙体结构设计、复合材料研制、测试参

数精细化设计、耙体减振技术等方面的创新和攻关，研制了大尺寸复合材料进气道畸变测量耙，并通过振动考核、装

机飞行试验对耙体的结构强度和测试精度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研制的大尺寸复合材料进气道测量耙结构强度可

靠、测试精度高，能够满足飞机进气道与发动机相容性试飞的测试技术要求，并为后续型号试飞的拓展应用提供技术

支撑。

关键词：进气道测量耙；复合材料；进气道与发动机相容性；结构强度；振动试验；飞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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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flight verification of the inlet distortion rake
using composite material of rubber and steel

WANG Jun-qi，DING Kai-feng，ZHAO Hai-gang，LIU Yu
(Chinese Flight Test Establishment，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Xi’an 710089，China)

Abstract：Based on design of rake 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composite materials, accurate design of test
parameters and application of damp reduction technology, the long inlet distortion rake using composite ma⁃
terial of rubber and steel was developed to measure the parameters of the inlet distortion in flight test. The
structure strength and measurement accuracy of the inlet distortion rake was verified by vibration test and
flight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let distortion rake structure is reliable and has high testing precision
which can meet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measuring inlet distortion. The research could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ubsequent models.
Key words：inlet distortion rake；composite material of rubber and steel；inlet/engine compatibility；

structural strength；vibration test；fligh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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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发动机设计定型试飞中，开发并研制了系列进气

道测量耙，有着较为成熟的测量耙设计技术和使用

维护经验，但其测量耙结构设计理念、使用材料、测

量精度等方面均有待提高。

本文在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前期系列进气道测

量耙研制的基础上，以某型飞机进气道改进试飞为

应用目的，通过测量耙结构设计、材料应用、振动试

验、风洞校准、试飞验证、使用维护等关键技术的攻

关和创新，完整地掌握了大尺寸复合材料进气道测

量耙研制技术[15]，为后续型号飞机、发动机的飞行试

验提供了技术保障。

2 测量耙研制方案

进气道畸变测量耙研制方案流程如图 1所示，

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为资料查阅、理论分析，形成

测量耙研制总体技术方案及关键技术；第 2阶段是

通过工艺设计、试验验证、理论分析等多种手段逐步

攻关，并完成首支测量耙验证件的加工，通过结构强

度振动试验和测量精度风洞校准试验考核；第 3阶

段是完成测量耙装机件的设计加工，并对关键技术

进行总结。

根据飞行试验中进气道流场品质的测试技术要

求，测量耙按8支周向等角度安装设计，其中测量耙

的测量段长约 500 mm，采用 5 点式等环面测点设

计。测量耙采用橡胶和不锈钢制造。为评估振动试

验和飞行试验时测量耙的结构完整性，在测量耙端

部内置 1支振动传感器，并在根部外置粘贴应力测

量片，测量数据通过记录采集器全程记录。

测量耙研制内容包含：

(1) 测量耙结构设计与加工——包含测量耙主

体承力骨架与板金加工工艺设计，外置式安装座结

构与减振方法设计，集成内埋式测点布局设计，可拆

卸式动态总压传感器安装设计；

(2) 橡胶材料的研制与加工；

(3) 结构振动强度试验考核与数值计算——包

含动载荷与静载荷环境下测量耙的振动，应力测试

与评估，测量耙静强度校核和模态分析数值计算，全

温度包线范围内测量耙振动试验考核；

(4) 测量耙全尺寸风洞校准试验；

(5) 测量耙装机飞行试验验证。

3 测量耙结构设计

3.1 整体结构设计方案

单支测量耙的整体结构如图 2所示，由测量段

和安装座两部分组成。测量耙测量段采用U型不锈

钢作为承力件，并外置焊接在安装支座上。承力件

的U型槽及背风面采用密度小、减振性能好的复合

橡胶材料进行填充和注型，以减小测量耙后端在流

场测试中的涡流效应。

测量耙安装座结构是测量耙设计的核心，其作

用是固定测量耙测量段，并起到减振作用。如图 3

图2 测量耙整体结构图

Fig.2 Inlet distortion rake model structure

图3 测量耙安装座部分数模图

Fig.3 Model of the inlet distortion rake mounting base

图1 进气道畸变测量耙研制方案流程图

Fig.1 Inlet distortion rake development flow chart

查阅技术资料查阅技术资料查阅技术资料查阅技术资料、、、、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测试技术需求测试技术需求测试技术需求测试技术需求

测量耙总体方案与图纸测量耙总体方案与图纸测量耙总体方案与图纸测量耙总体方案与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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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耙验证件的加工测量耙验证件的加工测量耙验证件的加工测量耙验证件的加工

测量耙结构设计

复合材料选型与
研制方案

传感器集成设计

测量耙详细图纸测量耙详细图纸测量耙详细图纸测量耙详细图纸
设计设计设计设计、、、、实物加工实物加工实物加工实物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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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报告总结报告总结报告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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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耙安装座数模图所示，将一短U型不锈钢焊接

在安装支板上，并在短U型不锈钢与长U型承力件

之间填充橡胶材料，以减缓测量耙安装座传递给测

量段的周向振动载荷。安装方式为外置式，即由进

气道外侧向内插入，插入前将耙体与两块铝垫板及

两块橡胶复合材料垫板组合，然后用螺栓连接测量

耙与进气道框架底座，螺栓紧固后用止动片锁定。

橡胶垫片与铝板组合的加装设计，可缓冲试验中进

气道通过测量耙安装座传递给测量耙测量段的径向

振动载荷，进而优化测量耙的振动环境。测量耙安

装座外侧统一集成压力管接头及温度和动态压力传

感器输出的电气插头，便于后续试验前后的测试改

装。

3.2 测量耙测试系统设计

测量耙测量段等环面布置 5个受感部测量点，

每个测量点上布置 1个参数测点外套管，内部集成

布置动态总压、稳态总压和总温3组测试参数，各测

量参数通过耙体内部输出到安装座上。外套管根部

位置设计 3个侧向气孔，以防止进入到外套管中的

气流扰流影响参数测量精度。动态压力传感器封装

成根部带螺纹的圆柱体结构，使用专用夹具安装在

外套管中的配套基座上，便于传感器的定检、维修、

更换及重复利用。

4 测量耙结构强度计算与试验考核

4.1 测量耙模态数值分析

测量耙三维计算模型如图4所示。采用通用大

型有限元分析软件对耙体的振动模态进行计算，结

果如图 5所示，表明耙体的静强度完全满足使用要

求。 4.2 测量耙结构强度试验

为评估和鉴定进气道测量耙在振动环境条件下

的工作适应性和使用时的结构完整性，按照测量耙

研制的规定程序，对耙体结构强度进行了振动试验

考核与分析。

结构强度试验在经过标定的专用温控振动试验

台上严格按照国军标[16]中规定的方法和程序进行。

试验过程中，对测量耙在不同温度下的轴向、径向和

周向进行扫频，其中耙体周向扫频数据见表 1。根

据扫频结果，耙体 1阶自振频率随环境温度无明显

变化，2阶、3阶、4阶自振频率随着环境温度的下降

呈增大趋势，表明随着环境温度的降低，复合材料硬

度增大、弹性降低。分别在 70℃、0℃、-70℃温度点

上各进行3 h(共计9 h)的耐久性振动试验，试验的安

王俊琦等：复合材料进气道畸变测量耙的研制与试飞验证

图5 测量耙振动模型图

Fig.5 Inlet distortion rake vibration computational result

(c) 3阶振动模型

(b) 2阶振动模型

(a) 1阶振动模型

图4 测量耙三维计算模型

Fig.4 3D computational model of inlet distortion r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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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图见图 6。试验后对测量耙进行了无损检测，无

任何结构损伤和异常情况，符合装机试飞结构强度

要求。

4.3 耙体结构应力测量与计算

为研究测量耙在振动试验中的应力载荷和疲劳

载荷，分别在测量耙根部、侧壁面粘贴应力测量片和

振动传感器，如图7所示，录取振动试验过程中耙体

的应力和振动数据。通过试验数据分析，可得出：①
同一环境温度下，耙体轴向、径向和周向振动应力循

环幅值分别为60、160、280 MPa，应力循环幅值最大

为周向1弯振型；②相同激振条件下，低温环境下测

量耙的振动应力最大，测量耙的静强度完全满足使

用要求。

5 测量耙的风洞校准与飞行试验

5.1 风洞校准试验

为验证和评估耙体受感部的测量特性，分别在

某低速和高速风洞中进行了全尺寸量级的测量耙风

洞校准试验，获得了测量耙角度、速度特性测试数

据，并根据试验数据对耙体测点设计方案进行了优

化，也为后期试验结果的精确修正提供了数据依据。

本次进气道测量耙风洞校准试验，马赫数标定

范围为 0.25～0.60，间隔 0.05 马赫；迎角标定范围

为-30°～30°，间隔 5°；鉴于测量耙沿长度方向中心

线对称，因此偏转只标定正角度，范围为0°～30°，同
样间隔5°。试验结果表明，测量耙受感部设计方案

能够满足发动机进口流场品质和流量测试精度要

求。

5.2 飞行试验

测量耙按8支周向等角度安装在某型飞机发动

机进口截面上，进行了包括不同飞行高度和不同飞

行速度的稳定平飞、侧滑、盘旋收敛转弯、拉杆跃升

改平、俯冲改平等飞行试验，完整录取并通过计算获

得了发动机进口流场的进气道出口周向畸变指数、

紊流度、综合畸变指数和压力畸变图谱。图 8示出

了典型飞行工况下稳定平飞和左收敛转弯机动飞行

时发动机进口畸变图谱。可以看出：稳定平飞时，进

气道出口气流均匀性较好，无明显压力畸变构型；左

收敛转弯机动飞行时，图谱的左侧存在局部低压

区。分析认为，该区域靠近机身，为该机动飞行时受

机身对气流屏蔽作用影响所致。

6 结论

(1) 通过耙体结构设计、复合材料研制、精细化

测点布局与风洞校准等方面的技术攻关和试验验

证，研制的大尺寸复合材料进气道测量耙能够满足

试飞中对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进口流场品质的测试

技术需求。

(2) 采用合金钢骨架与复合材料填充的结构设

计方案研制的大尺寸进气道测量耙，经过振动试验

考核，满足装机飞行试验要求。

(3) 通过全尺寸量级进气道测量耙风洞校准和

飞行试验验证，采用稳态总温、总压与动态压力传感

器集成的设计方案，能够满足飞机进气道与发动机图7 测量耙应力传感器粘贴图

Fig.7 Installation of inlet distortion rake sensors

图6 测量耙径向振动安装图

Fig.6 Radial vibration test of inlet distortion rake

表1 测量耙周向扫频数据

Table 1 Inlet distortion rake frequency test result

1阶

2阶

3阶

4阶

耙体自振频率/Hz
-70℃
44.9

173.7
377.6
581.8

-35℃
44.6

162.9
361.9
558.1

0℃
44.8

156.2
350.8
535.6

35℃
45.2

152.8
347.6
528.2

70℃
44.6

147.2
338.7
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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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性试飞的测试技术要求，并为后续型号试飞的

拓展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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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左收敛转弯机动

图8 典型工况下的发动机进口畸变图谱

Fig.8 The engine inlet distortion map of typical operating
conditions

(a) 稳定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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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转子部分冠泄漏损失特性

       在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中，为减少间隙泄漏损失和减小叶片振动，在条件许

可的情况下，现代涡轮一般将转子叶片设计成顶部带冠的结构。但该结构也带来

了间隙内流动掺混增强、叶片表面积增加引起冷却困难等问题，从而影响涡轮乃

至发动机的长时间可靠运行。因此，开展带冠叶尖泄漏流动机理研究，并对叶冠

结构进行优化，一直是近年来业界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

       经过多年的研究，业界已深入理解了叶冠泄漏流动特征和泄漏损失形成机理，

并进一步开展了叶冠泄漏流动控制方法研究，主要包括常规叶冠几何参数精细化

设计、常规叶冠布置导流器、采用部分冠结构等。前两种方法均是通过减小叶尖

端区局部动量掺混，实现泄漏损失控制。后者综合考虑了气动、换热和结构强度

等多方面因素，具有良好的工程应用前景。但由于部分冠改变了叶冠容腔进口形

状，增大了容腔进口面积，气动损失反而会有所增加，其对叶尖泄漏损失的控制

效果仍有待提高。

       本期《涡轮转子部分冠泄漏损失特性分析》一文，利用数值模拟方法，在涡轮

叶栅环境下对比分析了几种部分冠结构的气动性能，明确了部分冠的泄漏损失来

源，并进一步讨论了不同气动条件下部分冠的泄漏损失特性，可为部分冠的结构

设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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