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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导 读

航空发动机转子在线自动平衡技术

      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在高速、高温、高压作用下会发生变形、磨损及同心度变

化，从而引起发动机整机振动，严重威胁发动机的使用安全。为此，及时有效地

对发动机转子系统进行动平衡至关重要。但对于涡桨发动机螺旋桨转子这种大直

径、大转动惯量的转子，通常采用的离线平衡方式在实施上存在很大困难，控制

其不平衡振动的最有效途径是采用自动平衡技术对转子进行在线平衡。

     转子自动平衡是指在运行过程中通过主动控制改变转子的质量分布，达到实

时抑制不平衡振动的目的。21世纪初，自动平衡技术开始在航空发动机上应用，

其中以美国空军研发的用于军用涡桨发动机的螺旋桨在线自动平衡系统IPBS为代

表，处于该领域的领先地位。国内针对航空发动机转子自动平衡试验的研究还处

于起步阶段。

     本期《涡桨发动机螺旋桨模拟转子自动平衡试验研究》一文，以基于结构和

动力学相似等原则设计的一个螺旋桨模拟转子为研究对象，在高速旋转试验器上

完成了两种转子状态、三个平衡转速的自动平衡试验，取得了非常理想的平衡效

果。该研究是国内首次针对航空发动机转子开展自动平衡试验研究，为后续涡桨

发动机装机螺旋桨转子的自动平衡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

价值。

征 稿 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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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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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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转子轴向力的
试验及计算方法改进

伏 宇，赵 丹，惠广林，张 康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

1 引言

轴向力平衡与否对航空发动机轴承的使用寿命

具有重要影响[1]。发动机压力平衡系统提供合适的

轴向载荷，以保证轴承在发动机工作包线内的所有

功率状态不发生滑动损坏[2-3]。压力平衡的任务，就

是通过转子轴向力计算、调整，使作用在滚珠轴承上

的轴向力大小合适且不换向，而准确的轴向力计算

方法是保证计算结果准确的关键因素。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通过有限元数值

分析开展轴向力计算成为可能[4]。但是由于航空发

动机结构复杂，同时腔体流动无法准确掌握，目前只

能对局部腔体开展数值仿真分析，因此暂时无法通

过大规模有限元计算工作开展轴向力数值仿真分

析，计算方法依旧较为传统[5-6]。

传统轴向力计算方法采用平均压力乘以面积，

未考虑相关影响因素，导致计算结果偏离较大，需要

使用较为准确的试验结果进行数值修正[7]。目前，国

内在航空发动机轴向力试验上开展较多，但测试结

摘 要：航空发动机轴向力计算的准确性需要通过轴向力专项试验结果进行验证。通过借鉴并融合国外相关技术经

验，对轴向力测试所使用的应力环结构进行了改进，获取了不同温度下的应力环标定曲线，并在发动机上开展了轴向

力专项试验。基于试验测试结果，分析了影响轴向力计算结果的相关因素，并逐项开展了对应分析，最终定位轴向力

计算时使用的盘腔及流道有效面积和涡轮膨胀比引起的涡轮流道轴向力偏差为影响轴向力计算结果的主要因素。

对盘腔及流道尺寸的实际工作面积和涡轮膨胀比进行修正，得到修正后的轴向力计算结果与测量值有较好的一致

性，为轴向力计算方法的改进提供了方向。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轴向力；应力环；热态尺寸；有限元；盘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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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and calculation improvement on axial force of aero-engine
FU Yu，ZHAO Dan，HUI Guang-lin，ZHANG Kang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000，China)
Abstract：The accuracy of aero-engine axial force calculation needs to be verified by special axial force
test results. On the basis of foreign technology experience, the stress ring of axial force test was improved,
calibration curve was obtained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and the axial force special test was carried out
on a special engine. The factors affecting calculation results of axial force were analyzed based on experi⁃
ment resul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It is found that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calcu⁃
lation results of axial force are the effective area of cavity and flow channel for the final axial force calcula⁃
tion and the axial force deflection caused by turbine expansion ratio. After correction of the actual area and
expansion ratio, the axial force calculation results are in good match with test result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axial force calculation method.
Key words：aero-engine；axial force；stress ring；hot size；finite element；ca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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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准确性尚无法获得认同，因此对轴向力计算方

法的改进暂无支撑作用。

本文通过对轴向力测试的关键部件应力环进行

改进，通过在部件试验器上开展应力环标定试验，获

取应力环标定试验结果；之后在整机上开展轴向力

专项试验，获取整机条件下的应力环测试结果，进而

得到不同工况下的轴向力。

2 应力环标定试验

2.1 应力环改进

轴向力测量的准确性取决于应力环设计是否合

理。应力环结构设计不合理，将导致轴向力试验测

量结果不准确。为此，借鉴国内外相关技术经验，对

现有应力环结构进行改进。

改进前后的应力环结构如图1所示。改进前应

力环的上、下表面均有 16个大小相同的承载凸台，

改进后应力环的上、下表面各 8个大小形状不同的

承载凸台。大凸台端受力不易变形，用来保证两台

阶之间的应变计安装位置内、外弧长度相等；小凸台

端变形能力强，产生的应力大，主要通过自身变形来

测试轴向力，可获得高的测试精度。

2.2 应力环标定试验原理

在特定结构的弹性环上粘贴应变片，利用弹性

环在弹性变形范围内的轴向变形量与轴向载荷呈线

性关系的原理，通过测量应变量得到轴向力。应变

量由惠斯通电桥转换成输出电压(计算式见式(1))，
测量原理如图2所示。

U0 =EK/4(ε1 - ε2 + ε3 - ε4) (1)
式中：U0为惠斯通电桥转换输出电压，E为惠斯通电

桥输入电压，K为应变片灵敏度系数，ε1、ε3为拉应

变，ε2、ε4为压应变。

2.3 试验设备

试验采用的应力环见图 3，其中应变计为

BAB120-2AA-250，测试系统为 Oros 动态采集系

统。采用图 4所示的液压机模拟轴向预紧力，测量

范围0～55 kN，测试系统精度0.5%。

2.4 应力环标定结果

开展应力环标定试验，结果见图 5。图中，F为

应力环轴向加载力，Fmax为应力环最大轴向加载力。

2.5 整机轴向力试验

在某型发动机上开展了高压转子轴向力专项测

试，测量采用在3#主轴承外环和轴承座前挡边之间

加装应力环的方法进行。在装有应力环的情况下，

图2 测量原理

Fig.2 Measurement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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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试验用应力环

Fig.3 Test stress ring

(b) 改进后

图1 改进前后的应力环结构

Fig.1 Stress ring before and after improvement

(a) 改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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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轴承能可靠定心，并能随应力环(变形)前后自

由移动。发动机工作时，实时监控并获得有效数据，

录取慢车工况(有飞机引气)下轴向力数据共7次(图
6)。分析认为，测量结果出现差异，主要是因为大气

进气条件不同和停留的物理转速略有不同。

试验分别录取了有无飞机引气时的轴向力大

小，同时对无飞机引气时的高压转子轴向力开展了

计算，结果见表1。由表可以看出：有飞机引气时高

压转子轴向力测量值比无飞机引气时的大，轴向力

计算结果与测量值偏差较大。慢车工况，轴向力计

算值比测量值约小14.8%；设计点工况，轴向力计算

值比测量值偏大约16.1%。

3 轴向力计算分析

发动机轴向力由容腔轴向力和流道轴向力组

成，而流道轴向力又由压气机流道轴向力和涡轮流

道轴向力组成。为准确分析轴向力计算值与测量值

的差异，为后续轴向力计算方法改进提供技术支撑，

对高压转子轴向力计算公式及输入参数等因素开展

了分析，找出了影响计算结果的因素。经分析复查，

影响轴向力计算结果的主要因素为：①空气系统标

定误差；②应力环标定误差；③轴向力计算所用面积

误差；④轴向力计算所用腔压有效性误差；⑤涡轮流

道轴向力偏差。

3.1 空气系统标定误差

根据实测空气系统腔压对计算模型进行标定，

空气系统腔压标定误差在2%以内，设计点轴向力计

算误差约300 N。

3.2 应力环标定误差

单环标定误差的影响为：应力环中小凸台尺寸

加工质量不一致；应力环的安装位置不同，各组桥路

受力存在差别。分析不同温度下各组桥路的标定结

果，应力环单环标定产生的最大偏差约300 N。

3.3 轴向力计算所用面积误差

轴向力计算过程中，采用腔压乘以面积进行计

算，因此计算过程中所用面积的合理性对计算结果

的准确性影响较大。目前的计算过程中，采用冷态

面积对轴向力进行分析计算，没有考虑结构热变形

对流道及盘腔面积的影响，因此计算过程存在如下

差异：①容腔面积采用的是冷态尺寸，未考虑热变

形，导致计算所用的面积偏小；②S2流面数据是设

计点的计算值，导致不同工况下S2流面数据存在误

差。

为此，采取如下措施对计算轴向力所用面积进

行修正：①考虑高压转子及压气机和涡轮流道面的

图5 应力环标定结果

Fig.5 Calibration results of stress ring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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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工况下的轴向力

Table 1 Measured values of axial forces under different
operating conditions

工况点

慢车

设计点

测量值/N
无飞机引气

8 800
44 600

有飞机引气

9 800
47 150

计算值/N
(无飞机引气)

7 500
51 800

偏差

-14.8%
16.1%

图4 试验用液压设备

Fig.4 Hydraulic equipment for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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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慢车工况轴向力测量结果

Fig.6 Measurement of axial force under idle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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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态变形；②压气机和涡轮的S2流面数据按热态变

形重新计算；③空气系统以热态S2流面数据为输入

重新计算；④轴向力计算模板中的腔压尺寸由冷态

尺寸全部转换为对应状态的热态尺寸。

采用修正后的计算面积开展轴向力分析计算，

结果见表 2、表 3。由表可知，慢车工况的热态轴向

力计算值比冷态计算值大 500 N，设计点工况的热

态轴向力计算值比冷态计算值小2 900 N，轴向力计

算所用面积对轴向力计算结果影响较大。

3.4 腔压测量值代表性分析

发动机内部存在较大的腔体，同时也有较多的

旋转盘腔。由于轴向力计算采用的腔体压力为进出

口压力的均值，因此对于流动复杂且盘腔容积较大

的腔体，采用上述方法可能会造成较大的计算误差。

以发动机中较为典型的旋转盘腔(卸荷腔)作为

分析对象，使用CFX对卸荷腔进行数值仿真，求解

采用Navier-Stockes方程，湍流模型为k - ε模型[8-10]，

获取作用在高压转子上的压力分布，结果如图 7所

示。图中，r为卸荷腔半径。采用投影积分方法获取

数值仿真下的轴向力，其仅比采用进出口压力平均

值计算的轴向力偏大200 N。由于卸荷腔为发动机

流动较为复杂且盘腔容积较大的腔体，因此采用平

均腔压计算轴向力带来的误差可以接受。

3.5 涡轮流道轴向力偏差

试验过程中压气机流道性能偏离设计较小，而

涡轮流道轴向力大小受高压涡轮膨胀比的影响明

显，因此轴向力计算需要考虑涡轮流道轴向力偏差

的影响。

由于慢车工况点流道参数评估复杂，计算模型

较难确定，因此本文仅考虑设计点下的涡轮流道轴

向力偏差。数据及计算模型分析表明，涡轮流道轴

向力设计工况修正可引入修正因子kTH进行。

kTH = |1 -(
p*
3

p3
)| (2)

式中：p3为压气机出口设计总压，p*
3为试验压气机出

口实际总压。

根据设计及试验数据分析，本次试验修正因子

kTH 为 0.057，因此涡轮流道轴向力对转子轴向力合

力的影响为0.057F计算，具体为计算偏大2 953 N。

3.6 误差分析

对影响轴向力计算结果的 5个原因进行分析。

由于空气系统标定偏差、应力环标定误差及腔压测

量值代表性对轴向力计算偏差影响较小，影响程度

可忽略不计，因此轴向力计算通过热态面积及涡轮

流道轴向力偏差进行修正，计算分析结果见表 4。
由分析结果可知，采用修正后计算的轴向力与测量

值较为接近，已能满足工程计算分析需要。

4 结论

(1) 对应力环结构进行了改进，提高了应力环

的测试精度，有效减小了应力环自身刚度不足导致

的测量结果偏差；

(2) 影响轴向力计算精度的主要因素为计算时

所使用的有效面积及涡轮膨胀比，考虑实际工作中

盘腔和流道尺寸及涡轮膨胀比影响获取的轴向力计

表3 设计点工况轴向力分析结果 N
Table 3 Analysis results of axial force on design point
类别

容腔

压气机流道

涡轮流道

轴向力

计算值(热态)
32 600
75 000

-57 850
49 750

计算值(冷态)
35 500
75 000

-57 850
52 650

差值

-2 900
0
0

-2 900

表2 慢车工况轴向力分析结果 N
Table 2 Analysis results of axial force on idle condition

类别

容腔

压气机流道

涡轮流道

轴向力

计算值(热态)
6 450
8 100

-5 850
8 700

计算值(冷态)
7 400
6 950

-6 150
8 200

差值

-950
1 150
300
500

表4 轴向力数值修正分析 N
Table 4 Numerical correction analysis of axial force

工况点

慢车

设计点

计算值(冷态)
7 500
51 800

计算值(修正)
8 000
46 797

测量值

8 800
44 600

偏差

-9.1%
4.9%

图7 卸荷腔内压力分布

Fig.7 Pressure distribution in unloading ca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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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2601801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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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结果与整机测量结果一致性较好；

(3) 通过使用有限元数值仿真分析方法获得了

发动机典型盘腔的轴向力，为后续提高轴向力计算

精度进行了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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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涡桨发动机螺旋桨模拟转子的自动平衡开展系统的试验研究。以基于结构和动力学相似等原则设计的

一个螺旋桨模拟转子为研究对象，首先，在初始状态下依次在螺旋桨模拟转子的6个模拟桨叶上施加同一集中不平衡

量，在高速旋转试验器上实测了悬臂端转子挠度随转速的变化，初步验证了转子挠度作为自动平衡试验的测量和控

制参数的合理性。其次，在初始状态和集中不平衡量状态(以影响系数法平衡后的转子为基础)下，平衡转速分别为螺

旋桨转子的最大巡航转速、最大爬升转速和最大起飞转速，对螺旋桨模拟转子进行了系统的自动平衡试验，均取得了

显著的平衡效果，且每次自动平衡的时间也基本一致。在平衡转速相同的前提下，集中不平衡量状态下的平衡效果

要优于初始状态下的平衡效果；在转子状态不变的前提下，高转速下的平衡效果要优于低转速下的平衡效果。通过

自动平衡试验研究，验证了螺旋桨模拟转子设计和自动平衡试验方案设计的合理性、自动平衡装置设计的正确性和

可靠性。这是国内首次针对航空发动机转子开展自动平衡试验研究，为后续涡桨发动机装机螺旋桨转子的自动平衡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螺旋桨模拟转子；自动平衡试验；平衡转速；平衡效果；平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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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uto balance experiment of a simulation
propeller rotor of turboprop engine

DENG Wang-qun1，2，YANG Hai1，2，SUN Yong1，LIU Wen-kui1，2，TANG Hu-bia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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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uto balance experiment research on a simulation propeller rotor of turboprop engine was sys⁃
tematically carried out. The simulation propeller rotor which was designed based on structure, dynamics
and other similarity principles was taken as research object. Firstly, the simulation propeller rotor was in
the initial state, and a same concentrated unbalance amount was successively exerted in the six simulation
paddle. The curves of rotor deflection versus speed were measured by experiment on a high speed rotating
test rig, the rationality of using rotor deflection as measure and control parameter of the auto balance experi⁃
ment was preliminarily verified. Secondly, the simulation propeller rotor was in the initial state or the con⁃
centrated unbalance amount state (before this，high speed dynamic balance experiment of the rotor by influ⁃
ence coefficient method had been finished), and balance speeds were the maximum cruise speed, the maxi⁃
mum climb speed and the maximum take-off speed of the propeller rotor respectively, auto balance experi⁃
ments of the simulation propeller rotor were systematically developed. All the balance effects were very re⁃
markable, and time of each auto balance was also basically unanimous. The balance effect was better in the
concentrated unbalance amount state than that in the initial state if the balance speed was identical, while
the balance effect was better at higher speed than that at lower speed if the state of the simulation propeller

涡桨发动机螺旋桨模拟转子
自动平衡试验研究

邓旺群 1，2，杨 海 1，2，孙 勇 1，刘文魁 1，2，唐虎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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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发动机转子的平衡可以有效降低发动机的

整机振动、提高使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在发动机研

制中占有重要地位。航空发动机转子平衡通常采用

离线平衡的方式进行，该方式虽然不能实时消除航

空发动机转子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不平衡量，但实

践证明通常都能满足工程需要。然而，对于涡桨发

动机螺旋桨转子这种大直径、大转动惯量的转子，离

线平衡在实施上存在很大困难，控制其不平衡振动

的最有效途径就是采用自动平衡技术对转子进行在

线平衡。

转子自动平衡是指在运行过程中通过主动控制

改变转子的质量分布，达到实时抑制不平衡振动的

目的。该研究起步于19世纪，平衡装置分为电机驱

动式、液压式、电磁轴承式、电磁式等结构形式。

1964 年，Van de Vegte 等研制了一个电机驱动质量

块的自动平衡装置，但平衡质量块仅可作径向移动；

1978年，对其进行了改进优化，使得质量块可进行

周向移动，并在自动平衡试验台上完成了一个刚性

转子的自动平衡实验 [1-2]。2006年，张鹏 [3]研制了一

种注液式自动平衡装置，该装置采用三个平衡空腔，

且空腔中有一定液体，通过改变进液流量来改变空

腔中液体质量，从而达到自动平衡效果；2008年，苏

奕儒等[4]利用该液压式自动平衡装置在悬臂转子上

进行了实验研究。电磁轴承式自动平衡装置由于与

转子非接触、无摩擦、不需要润滑，可在高压或真空

环境下使用，但能耗大、结构复杂，国外已在工业上

得到应用，如超高速磨床、高速电动机、透平压缩机、

航天器姿态控制装置等。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60年代，目前仍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与国

外比还存在较大差距[5-6]。1999年，浙江大学曾胜等
[7]研制了一种补偿质量块单向移动的电磁式自动平

衡装置；2001年，欧阳红兵等[8]又研制了能双向移动

的自动平衡装置并在某风机上进行了应用；北京化

工大学在电磁式自动平衡装置的结构、控制算法和

自动平衡实验验证等方面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取

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9-13]。
美国在航空发动机转子的自动平衡研究领域处

于领先地位。2004年美国 Lord公司公开报道了用

于军用涡桨发动机的螺旋桨在线自动平衡系统

IPBS[14]，2014年研制成功，并在军用运输机上正式列

装[15]。国内针对航空发动机转子自动平衡试验的研

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本文针对某涡桨发动机螺旋桨转子的自动平衡

开展试验研究。以基于结构和动力学相似等原则设

计的一个螺旋桨模拟转子为研究对象，在高速旋转

试验器上完成了两种转子状态、三个平衡转速的自

动平衡试验，取得了非常理想的平衡效果。本研究

在国内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为后续涡桨发动

机装机螺旋桨转子的自动平衡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

础，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价值。

2 螺旋桨模拟转子的设计及动力学分析

涡桨发动机与螺旋桨转子之间的动力传输原理

见图1。研究过程中，参照动力传输原理，建立了螺

旋桨模拟转子自动平衡试验研究平台，包括螺旋桨

模拟转子、减速器、浮动轴、安装支座等。其中，螺旋

桨模拟转子的结构设计及动力学分析已在文献[16]
中进行了较详细论述，本文仅给出主要设计原则及

有关结论。

螺旋桨模拟转子的主要设计原则：①主体结构

图1 涡桨发动机与螺旋桨转子之间的动力传输原理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power transmission between
turboprop engine and propeller rotor

减速轴

二级减速

螺旋桨转子

减速轴

体内减速器

涡桨发动机动
力涡轮传动轴

一级减速

rotor was identical. The feasibility of the simulation propeller rotor design and its auto balance experiment scheme
design，and the correctness and reliability of the auto balance device design were verified by the auto balance experi⁃
ment research of the simulation propeller rotor. The research on auto balance experiment of aero-engine rotor is first
carried out at home which will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ollow-up auto balance of the propeller rotor of the tur⁃
boprop engine, and has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in engineering.
Key words：aero-engine；simulation propeller rotor；auto balance experiment；balance speed；

balance effect；balanc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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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一致；②动力学相似；③支承刚度不变；④轴向

传递功率；⑤满足自动平衡；⑥适应试验设备。

装机螺旋桨转子结构见图 2(a)，螺旋桨模拟转

子结构见图 2(b)。两个转子的动力学特性基本一

致，计算得到的第一阶临界转速的相对误差仅

1.2%，振型几乎一致，均为非常典型的刚性转子(螺
旋桨转子的最大巡航转速、最大爬升转速、最大起飞

(额定起飞)转速均远低于第一阶临界转速)。据此，

从理论上说，螺旋桨模拟转子自动平衡试验所取得

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在装机螺旋桨转子上推广应

用。另外，当在螺旋桨模拟转子的模拟桨叶上施加

不平衡量时，计算得到模拟桨毂悬臂端的转子挠度

随转速和不平衡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选择转子

挠度作为螺旋桨模拟转子自动平衡试验中的测量和

控制参数在理论上合理可行。

3 螺旋桨模拟转子的自动平衡试验

3.1 自动平衡试验器及测试布局

螺旋桨模拟转子的自动平衡试验研究在高速旋

转试验器上进行。试验器由动力系统、传动系统、支

承系统、润滑系统、真空系统、控制系统、测试系统等

组成，其额定功率和最高转速等均满足试验要求。

自动平衡试验使用的是北京化工大学专门为该

模拟转子自动平衡试验研制的电磁式自动平衡装

置，包括控制器和执行器(平衡头)，其中执行器安装

在模拟桨毂内。如图3所示，旋转状态下，执行器的

两个平衡块产生的离心力在自动平衡前互相抵消

(大小相等、相位相差180°)，不对转子的平衡状态产

生影响；自动平衡后，两个平衡块周向移动到相应位

置以抵消模拟转子的不平衡量，从而实现对转子的

平衡。计算表明：安装执行器后，螺旋桨模拟转子的

第一阶临界转速下降约12.9%(依然远高于最大巡航

转速、最大爬升转速、最大起飞转速)，对振型几乎没

影响。因此，执行器仅对第一阶临界转速有一定影

响，并没有对模拟转子的动力学特性产生实质性影

响。本文不讨论自动平衡装置的结构、性能、控制规

律等，只研究自动平衡装置对螺旋桨模拟转子自动

平衡试验的平衡效果及平衡时间，并考核自动平衡

装置设计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螺旋桨模拟转子自动平衡试验的安装及测试示

意见图4。在模拟桨毂前端布置振动位移传感器D、

D1和D2测量转子挠度，其中D连接自动平衡装置的

控制器，D1和D2连接德国申克公司生产的多功能振

动分析仪；在前转接座(1号轴承位置)、支座、减速器

上分别布置振动加速度传感器 A1 和 A2、A3 和 A4、
A5～A8测量振动加速度；在模拟桨毂前端和减速器

输入端的浮动轴上分别布置光电转速传感器N1和
N2测量转速，其中N1连接德国申克公司生产的多功

图2 螺旋桨转子和螺旋桨模拟转子的结构示意图

Fig.2 Structure sketches of the propeller rotor and
the simulation propeller rotor

(a) 螺旋桨转子(不含桨叶)

(b) 螺旋桨模拟转子

3号轴承1号轴承

功率轴
向输入

2号轴承

模拟桨轴

模拟减速齿轮

功率轴

向输入

1 号轴承

2 号轴承 3 号轴承

模拟减速齿轮

模拟桨轴

模拟桨毂

模拟桨叶

自动平衡
执行器安
装部位

功率轴

向输入

1 号轴承

2 号轴承 3 号轴承

模拟减速齿轮

模拟桨轴

模拟桨毂

模拟桨叶

自动平衡
执行器安
装部位

功率轴

向输入

1 号轴承

2 号轴承 3 号轴承

模拟减速齿轮

模拟桨轴

模拟桨毂

模拟桨叶

自动平衡
执行器安
装部位

模拟桨毂

模拟桨叶

1 号轴承

2 号轴承 3 号轴承

桨毂

桨轴

功率周向输入

减速齿轮

1 号轴承

2 号轴承 3 号轴承

桨毂

桨轴

功率周向输入

减速齿轮

1 号轴承

2 号轴承 3 号轴承

桨毂

桨轴

功率周向输入

减速齿轮

功率周向输入

桨毂 减速齿轮

3号轴承2号轴承

1号轴承

桨轴

1 号轴承

2 号轴承 3 号轴承

桨毂

桨轴

功率周向输入

减速齿轮

功率轴

向输入

1 号轴承

2 号轴承 3 号轴承

模拟减速齿轮

模拟桨轴

模拟桨毂

模拟桨叶

自动平衡
执行器安
装部位

功率轴

向输入

1 号轴承

2 号轴承 3 号轴承

模拟减速齿轮

模拟桨轴

模拟桨毂

模拟桨叶

自动平衡
执行器安
装部位

功率轴

向输入

1 号轴承

2 号轴承 3 号轴承

模拟减速齿轮

模拟桨轴

模拟桨毂

模拟桨叶

自动平衡
执行器安
装部位

自动平衡
执行器安
装部位

(a) 自动平衡前 (b) 自动平衡后

图3 自动平衡前、后两个平衡块的位置示意

Fig.3 Position sketch of the two balance blocks before and
after auto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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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振动分析仪，N2连接LMS分析系统；在模拟转子1
号、2号和3号轴承的外环上分别焊接热电偶温度传

感器T1、T2和T3测量轴承外环温度。⊥表示垂直方

向，＝表示水平方向。螺旋桨模拟转子在试验器上

的实物照片见图5。
限于篇幅，本文仅对 D1、D2所测转子挠度进行

讨论。

图 4和图 5中的减速器也是为螺旋桨模拟转子

自动平衡试验专门研制的，采用了同轴心输入输出、

两级减速(涡桨发动机体内减速器也是两级减速)的
结构形式，其原理见图6，减速比与涡桨发动机体内

减速器的完全一致。计算和考核试验结果均表明：

减速器满足螺旋桨模拟转子自动平衡试验需要。

3.2 集中不平衡量对转子挠度影响的考核试验

螺旋桨模拟转子在初始状态以及分别在 0°、
60°、120°、180°、240°、300°的模拟桨叶上施加

115.47 g·m 的同一集中不平衡量(配重螺钉，质量

178.06 g，半径648.5 mm)，由D1和D2测得的垂直和水

平方向的转子挠度幅值-转速曲线见图 7。由图可

图6 减速器原理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ducer

中间小齿轮

低速大齿轮

输入级高速小齿轮输出级

中间大齿轮

(b) 安装平衡头

图5 螺旋桨模拟转子在试验器上的照片

Fig.5 The photos of the simulation propeller rotor on test r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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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器

不装平衡头

减速器

不装平衡头

减速器

图4 螺旋桨模拟转子自动平衡试验的安装及测试示意图

Fig.4 Installation and measurement sketch during auto balance
experiment of the simulation propeller rotor

(b) 侧面视图

(a) 正面视图

N1

ω

配重螺纹孔

D2

D1
D

N1

ω

配重螺纹孔

D2

D1
D

N1

ω

配重螺纹孔

D2

D1
D N1

ω

配重螺纹孔

D2

D1
D

N1

ω

配重螺纹孔

D2

D1
D N1D1

D

D2

配重螺纹孔

ω

自动平衡
执行器安
装部位

D1(⊥)
D2(＝)

功率输入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T1

T2

T3

减速器

支座

N2

N1

自动平衡
执行器安
装部位

D1(⊥)
D2(＝)

功率输入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T1

T2

T3

减速器

支座

N2

N1

A7(⊥)A8(＝)A5(⊥)A6(＝)
A3(⊥)A4(＝)

A1(⊥)A2(＝)D1(⊥)D2(＝)

N2

T2

T1

N1

T3

功率输入
自动平
衡执行
器安装
部位

减速器

支座

9



第5期

知：初始状态下，模拟转子在初始不平衡量作用下产

生一定的转子挠度幅值，且转子挠度幅值随转速的

增大略有增大；在不同角度的模拟桨叶上施加同一

集中不平衡量时，转子挠度幅值均随转速的变化而

变化，且在300°的模拟桨叶上施加集中不平衡量时

转子挠度幅值增量最大，在120°的模拟桨叶上施加

集中不平衡量时转子挠度幅值减量最大，说明转子

的初始偏心靠近300°位置；在模拟桨叶上施加集中

不平衡量均使模拟转子挠度发生变化，如用转子挠

度作为测量和控制参数驱动自动平衡装置执行器的

平衡块作周向移动，就相当于在模拟转子的某一角

向位置上施加了一个集中不平衡量，因此选择转子

挠度作为自动平衡装置的测量和控制参数合理可

行。

3.3 模拟转子的影响系数法平衡试验

影响系数法平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模拟转子在

集中不平衡量状态下的自动平衡试验做准备，即在

影响系数法平衡好的模拟转子上施加一个已知的集

中不平衡量，然后再进行自动平衡试验。因篇幅限

制，本文仅简要介绍影响系数法的平衡参数和平衡

结果。

平衡参数为：平衡面为模拟叶片所在平面；平衡

转速为最大起飞转速(额定起飞转速)；平衡配重为

螺钉。

平衡结果见表1。影响系数法平衡使螺旋桨模

拟转子垂直和水平方向的转子挠度幅值分别减小

96.28%、93.70%，平衡效果非常显著。平衡后的转

子挠度幅值已非常小，后续模拟转子集中不平衡量

状态下的自动平衡试验，可认为转子挠度幅值基本

上是由集中不平衡量引起。

3.4 模拟转子的自动平衡试验

在初始状态或集中不平衡量状态下，分别在螺

旋桨转子的最大巡航转速、最大爬升转速和最大起

飞转速(额定起飞转速)下对螺旋桨模拟转子进行了

自动平衡试验。其中，最大巡航转速＜最大爬升转

速＜最大起飞转速(额定起飞转速)。
3.4.1 初始状态下的自动平衡试验

螺旋桨模拟转子的初始状态为加工、装配完成

后的转子状态(转子上存在初始不平衡量)。
在最大巡航转速、最大爬升转速和最大起飞转

速(额定起飞转速)下的自动平衡试验过程中，由D1
和D2测得的转子挠度幅值随时间的变化见图 8，据
此可以得到初始状态下模拟转子在三个平衡转速下

自动平衡试验的平衡效果和所经历的平衡时间，见

表2。可见：初始状态下的模拟转子，三个平衡转速

下的平衡效果在53.60%～72.41%范围内，平衡效果

显著，且平衡效果随着平衡转速的增大而提高；三个

平衡转速下自动平衡试验所经历的时间基本一致，

均在20～21 s范围内。

3.4.2 集中不平衡量状态下的自动平衡试验

螺旋桨模拟转子的集中不平衡量状态是指：在

上述影响系数法平衡后，再在300°位置的模拟桨叶

上施加一个60.16 g·m(质量92.7 g，半径648.5 mm)集
中不平衡量的转子状态。

在最大巡航转速、最大爬升转速和最大起飞转

速(额定起飞转速)下的自动平衡试验过程中，由D1
和D2测得的转子挠度幅值随时间的变化见图 9，据
此可以得到集中不平衡量状态下的模拟转子在三个

平衡转速下自动平衡试验的平衡效果和所经历的平

衡时间，见表3。可见：集中不平衡量状态下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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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转子挠度幅值-转速曲线

Fig.7 Curves of horizontal rotor deflection amplitude
versus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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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影响系数法平衡结果

Table 1 Balance results of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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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不同平衡转速下自动平衡过程中的

转子挠度幅值-时间曲线(初始状态下)
Fig.8 Curves of rotor deflection amplitude versus time during

auto balance at different balance speed (the initial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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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三个平衡转速下的平衡效果在 75.61%～

83.87%范围内，平衡效果非常显著，且平衡效果同

样随着平衡转速的增大而提高；三个平衡转速下的

自动平衡试验所经历的时间也基本一致，均在18～
21 s范围内。

对比分析表2和表3可知：在转子状态不变的情

况下，平衡效果同样随着平衡转速的增大而提高；在

相同平衡转速下，集中不平衡量状态下的平衡效果

明显好于初始状态下的平衡效果，说明自动平衡装

置对集中不平衡量状态下的转子有更好的平衡效

果。

4 结论

在高速旋转试验器上，对基于结构和动力学相

似等原则设计的螺旋桨模拟转子开展了系统的自动

平衡试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表2 初始状态下螺旋桨模拟转子自动平衡试验

的平衡效果和平衡时间

Table 2 Balance effect and balance time of auto balance
experiment of the simulation propeller rotor in the initial state

平衡转速/(r/min)

最大巡航转速

最大爬升转速

最大起飞转速

(额定起飞转速)

测点

D1

D2

D1

D2

D1

D2

转子挠度幅值/μm
自动平衡

开始时

115
125
115
126
116
126

自动平衡

结束时

52
58
43
50
32
39

平衡效

果/%
54.78
53.60
62.61
60.32
72.41
69.05

平衡时

间/s

20

20

21

图9 不同平衡转速下自动平衡过程中的转子挠度幅值-时
间曲线(集中不平衡量状态下)

Fig.9 Curves of rotor deflection amplitude versus time during
auto balance (the concentrated unbalance state)

(c) 最大起飞转速(额定起飞转速)

(b) 最大爬升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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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螺旋桨模拟转子的自动平衡试验验证了模

拟转子设计和自动平衡试验方案设计的合理性，也

验证了自动平衡装置原理、结构、控制等设计的正确

性和可靠性。自动平衡装置经过进一步优化后完全

可以应用于装机螺旋桨转子的自动平衡试验，本研

究工作为后续装机螺旋桨转子的自动平衡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将在线、实时解决螺旋桨转子的平衡难

题。

(2) 初始状态和集中不平衡量状态下的螺旋桨

模拟转子，在最大巡航转速、最大爬升转速和最大起

飞转速(额定起飞转速)下的自动平衡试验均取得了

显著的平衡效果，每次自动平衡的时间也基本一

致。在平衡转速相同的前提下，集中不平衡量状态

下的平衡效果要明显好于初始状态下的平衡效果；

在转子状态不变的前提下，平衡效果同样随着平衡

转速的增大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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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集中不平衡量状态下螺旋桨模拟转子自动平衡试验

的平衡效果和平衡时间

Table 3 Balance effect and balance time of auto balance
experiment of the simulation propeller rotor in the concentrated

unbalance state

平衡转速/(r/min)

最大巡航转速

最大爬升转速

最大起飞转速

(额定起飞转速)

测点

D1

D2

D1

D2

D1

D2

转子挠度幅值/μm
自动平衡

开始时

75
82
71
78
62
69

自动平衡

结束时

15
20
13
19
10
16

平衡效

果/%
80.00
75.61
81.69
75.64
83.87
76.81

平衡时

间/s

20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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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轴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递推模型辨识

宋汉强1，伍 恒2，沈 勋1，李本威3

(1. 海军研究院，上海 200436；2. 海军研究院，北京 100161；
3. 海军航空大学 航空基础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1)

1 引言

航空发动机动态过程非线性模型在发动机状态

监控、性能预估以及控制算法设计与仿真分析等领

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3]。目前发动机建模方法

主要有基于部件气动热力特性的解析法和基于实际

数据的系统辨识法。解析法往往需要充足的发动机

部件特性，计算较为复杂，需要进行大量的假设和近

似处理，且存在迭代不收敛等问题，尚未应用到发动

机实时状态监控与性能预估分析中。近年来，基于

数据驱动的人工神经网络(ANN)、支持向量机(SVM)
和极限学习机(ELM)等模型辨识方法得到了广泛应

用。

针对建立航空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非线性辨识

模型，Pogorelov等[4]利用动态神经网络对一个双轴燃

气轮机差分形式的非线性动态模型进行辨识；Ly⁃
antsev等 [5]利用数值优化方法对燃气轮机加速模式

下的非线性动态模型进行辨识；于同利[6]采用最小均

方算法对发动机的加速过程进行辨识；潘鹏飞等[7-8]

结合发动机飞行试验数据，利用三层前向人工神经

网络分别对发动机的加减速瞬态模型及非线性动态

模型进行辨识；王海涛等[9-10]先采用某型涡扇发动机

地面台架试车数据辨识建立了其加速过程非线性

摘 要：针对涡轴发动机加速性能预估分析能力不足的问题，选取发动机台架试车数据，利用量子粒子群优化核极限

学习机(QPSO-KELM)的方法，辨识建立基于NARX神经网络的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递推模型，并进行了发动机加速

动态性能参数的递推预估分析。结果表明：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递推模型的各性能参数辨识结果都逼近了实测数

据，且递推估算精度满足工程应用需求。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加速性能；递推估算；QPSO-KELM；模型辨识；发动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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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ursive model identification for acceleration dynamic process
of a turbo-shaft engine

SONG Han-qiang1，WU Heng2，SHEN Xun1，LI Ben-wei3

(1. Naval Research Academy，Shanghai 200436，China；2. Naval Research Academy，Beijing 100161，
China；3. Naval Aviation University，Aviation Foundation College，Yantai 264001，China)

Abstract：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performance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on acceleration pro⁃
cess of a turbo-shaft engine, the engine dynamic nonlinear model of acceleration process based on NARX
neural network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method of QPSO-KELM after selection of bench test data, and
the engine acceleration performance parameters were analyzed recursively.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performance parameters from the established dynamic nonlinear model of the accel⁃
eration process are all close to the measured data, meanwhile, the recursive estimation accuracy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Key words：aero-engine；acceleration performance；recursive estimation；QPSO-KELM；

model identification；engin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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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terra-Laguerre 拓展模型，而后应用稀疏 LSSVM
辨识建立了某型涡扇发动机动态过程模型，并利用

台架试验数据进行了辨识模型的验证、预测和递推

估算，取得了不错效果。然而，对于复杂的模型结

构，简单的最小二乘法的辨识效果往往不够理想，仍

存在估计偏差，而神经网络算法往往训练时间过长，

且容易陷入局部极小值。ELM[11-12]是单隐含层神经

网络，但相比于传统的神经网络算法，其学习效率大

幅提升，且非线性拟合能力要优于一些传统的ANN
算法和SVM[13-14]。而将SVM中的核函数加入到ELM
中形成的KELM算法[15-16]，只需对正则化系数和核参

数的值进行优化选取即可得到稳定的非线性辨识效

果。

鉴于上述分析，本文结合某型涡轴发动机工厂

试车和台架验收试车数据，利用量子粒子群优化核

极限学习机(QPSO-KELM)算法辨识建立基于非线

性自回归(NARX)神经网络的发动机加速动态非线

性模型，并进行了模型验证测试及递推估计应用分

析。以期为进一步研究该型涡轴发动机加速控制规

律优化并对发动机健康状态评估奠定基础。

2 基于QPSO优化的KELM算法原理

2.1 KELM和QPSO算法概述

ELM 是一种性能优良的单隐层前馈神经网络

机器学习算法。为避免其输出产生随机波动影响模

型的稳定性和泛化能力，Huang等[12-14]在ELM中加入

SVM原理中的核函数，提出一种新的核极限学习机

(KELM)。算法将随机矩阵转换为核矩阵，并用核映

射代替随机映射。这样不仅提高了算法的非线性拟

合能力，而且还使得算法具有更好的稳定性，也避免

了极限学习机模型输出产生的随机波动。

SUN、宋汉强等提出的QPSO算法 [17-18]是在 PSO
算法的基础上引入量子力学原理，在量子空间中通

过波函数ψ(y,k)而非速度和位置来描述粒子的状

态。求解薛定谔方程，得到粒子在某一点出现的概率

密度函数 ||ψ(y,k) 2
。采用蒙特卡洛方法，可得粒子移

动的搜索方程。由于算法中粒子搜寻的位置由概率

密度函数确定，取消速度参数，使得算法不仅简单，

而且稳定性好，具有较强的全局搜索和寻优能力。

2.2 基于QPSO的KELM特征参数优化流程

利用QPSO算法优选KELM的特征参数只包括

正则化系数C和核参数σ两个，使得模型辨识效率较

高。其具体优化流程为：

第一步：初始化。首先随机生成粒子种群，种群

数量一般取 30～50 即可。种群当中的每个粒子Li

由一组正则化系数C和核参数σ组成，如式(1)所示。

粒子中所有的元素都在[0，1]范围内随机初始化，并

在计算适应度函数值之前根据不同参数的取值范围

对初始化值进行还原。

Li =[Ci,σi] (1)
第二步：适应度函数值的计算。粒子的适应度

函数值计算采用预测输出与目标输出的均方根误差

来实现，QPSO寻优的目标即为最小化适应度函数，

如式(2)所示。

Minimize：f fitness(Li) =ERMSE (t͂,t ) =
1
N∑i = 1

N

[t͂i - ti]2
(2)

式中：ERMSE (t͂i,ti)为均方根误差，t͂i为模型的预测输出，

ti为目标输出。

第三步：更新粒子的个体历史最好位置和种群

历史最好位置，并重新计算每个粒子的局部吸引点

和平均最好位置，再更新每个粒子的新的位置。

最后，重复上述步骤直到达到最大迭代次数。

这样即可针对实际问题，得到KELM优选的特征参

数，再结合训练样本集，利用优选特征参数的KELM
进行模型的回归辨识。

3 基于QPSO-KELM的涡轴发动机加速动

态过程递推模型辨识

3.1 加速动态过程递推模型辨识架构设计

Leontaritis等提出的一种描述非线性离散系统

的包含外源输入的非线性自回归移动平均(NAR⁃
MAX)[19]神经网络模型可以逼近任意非线性动态系

统，具有结构简单、非线性逼近能力强和收敛速度较

快的优点，在航空航天航海领域受到了广泛的应

用。其模型结构为：

y(k) =Fl(y(k - 1),…,y(k - ny),u(k - 1),…,u(k - nu),
e(k - 1),…,e(k - ne)) + e(k) (3)

式 中 ：u(k - i)(i = 1,⋯,nu) 、y(k - i)(i = 1,⋯,ny) 和

e(k - i)(i =1,⋯,ne)分别为系统的输入、输出和噪声，

nu、ny、ne分别对应输入、输出和噪声的最大延迟；e(k)
为均值为零的有限方差的白噪声；F是l = ny + nu + ne

维的非线性函数。

由于实际情况下e(k)通常是未知的，因此式(3)可
简化为式(4)的形式，即为基于外源输入的非线性自

回归(NARX)[20-21]神经网络模型。

y(k) = f (y(k - 1),…,y(k - ny),u(k - 1),…,u(k - nu)) (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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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型涡轴发动机地面试车采集的参数数

据，可得表征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工作状态和性能

的参数，主要有燃气发生器转子转速ng、发动机输出

轴功率Pr和燃气涡轮后温度T5。发动机的调节规律

是保持输出轴转速不变，并通过控制燃烧室的燃油

消耗量W f ，从而实现发动机状态的改变。此外，输

入参数还包括大气环境参数，即大气温度T0和大气

压力p0。因此，该型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非线性映

射表达式可描述为：
(ng (k + 1),Pr (k + 1),T5(k + 1))=

fKELM (ng (k), ⋅ ⋅ ⋅ ,ng (k - ny1),Pr (k), ⋅ ⋅ ⋅ ,
Pr (k - ny2),T5(k), ⋅ ⋅ ⋅ ,T5(k - ny3),
p0(k),T0(k),W f (k), ⋅ ⋅ ⋅ ,W f (k - nu))

(5)

式中：ny1、ny2、ny3分别表示各输出参数的最大延迟，

fKELM为需要辨识的非线性函数关系。

在式(5)表示的模型结构的基础上，考虑发动机

的动态惯性和控制特点，设计输入输出参数的最大

时延取值为ny1 = ny2 = ny3 = nu = 1，从而形成以ng (k)、
ng (k - 1)、Pr (k)、Pr(k - 1)、T5(k)、T5(k - 1)、p0(k)、T0(k)、W f (k)
和W f (k - 1)共10维作为输入向量，以ng (k + 1)、Pr (k + 1)
和T5(k + 1)共3维作为输出向量的模型辨识架构。设

计学习机对基于NARX神经网络的发动机加速动态

模型进行回归辨识。根据以上分析，该型涡轴发动

机加速动态非线性NARX模型的输入输出参数如表

1所示。

3.2 基于QPSO-KELM的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递

推模型辨识方法

KELM 可以实现多输入多输出对象的模型辨

识。令t∈R m代表表 1 中输出参数组成的目标向

量，x∈R n代表表1中输入参数组成的向量，则核极

限学习机辨识加速动态过程递推模型的思想为：针

对未知非线性函数t = f (x )，以及N个不同的独立样本

( )xi, ti ，寻求函数 f͂，使得KELM网络输出向量t͂ = f͂ (x )
与实际的目标向量t之间的均方根误差最小。

根据以上分析，基于 QPSO-KELM 的该型涡轴

发动机加速动态非线性NARX神经网络模型辨识的

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主要步骤为：

步骤 1：建立该型涡轴发动机加速动态非线性

NARX模型辨识架构，并根据输入输出参数选取发

动机工厂试车和台架验收试车样本数据组成模型辨

识样本集；

步骤2：对选取的样本集进行平滑、滤波和归一

化处理，并按照预定比例进行随机分组；

步骤 3：设置好种群数量以及最大迭代次数等

QPSO算法的基本参数，利用QPSO算法对KELM的

C和σ寻优；

步骤4：利用优选特征参数的KELM算法辨识建

立发动机NARX神经网络加速动态过程递推模型，

并对辨识模型进行验证和测试分析；

步骤5：重复上述步骤，直到达到设定的最大随

机样本分配次数，然后对比得到的各NARX神经网

络辨识模型输出参数的测试精度，选择其中稳定性

最好、精度最高的模型为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递推

模型。

4 辨识结果分析

4.1 模型辨识样本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本文研究的加速过程，是根据该型涡轴发动机

工厂试车和验收试车技术规范中对发动机加速性能

进行检查的过程，即从ng=25 000 r/min快速推油门杆

至ng=32 000 r/min的发动机加速过程。选取涡轴发

表1 加速动态非线性NARX模型的输入输出参数

Table 1 Input and output parameters of acceleration dynamic
nonlinear NARX model

输入参数

ng (k)，ng (k - 1)，Pr (k)，
Pr (k - 1)，T5(k)，T5(k - 1)，

T0(k)，P0(k)，W f (k)，
W f (k - 1)

输出参数

ng (k + 1)，Pr (k + 1)，

T5(k + 1)

建立某型涡轴发动机加速动态

非线性NARX模型辨识架构

选取辨识样本集并进行数据的

前处理和随机分组

① 设置QPSO算法的基本参数并对粒

子进行初始化

② 计算所有粒子的适应度函数值

③ 更新粒子的位置并判断是否达到最

大迭代次数或设定的最小阈值

利用优选特征参数的KELM辨识建立

发动机加速动态非线性NARX模型

是

否

QPSO优选

KELM特征

参数

验证辨识模型

图1 加速动态非线性NARX模型辨识流程

Fig.1 Acceleration dynamic nonlinear NARX model
identification process

宋汉强等：涡轴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递推模型辨识 15



燃 气 涡 轮 试 验 与 研 究 第33卷

动机工厂试车和验收试车加速动态过程数据组成模

型辨识的样本集，样本的采样时间间隔为 0.091 s。
模型输入输出参数数据根据表1并结合燃油消耗量

和燃气发生器转子转速的变化范围选取。其中，样

本集中的一组发动机验收试车加速动态过程数据如

表2所示。

为便于讨论和对比分析，对数据进行了平滑和

滤波处理[22]。根据选取的各样本参数的最大值和最

小值，对相应的各样本参数数据进行归一化，并在模

型输出时实施反归一化。采用辨识模型的预测值与

实际测量值的相对误差范围及最大相对误差来评价

所建辨识模型的精度。

Eref =
yt - yp
yt

× 100% (6)
式中：yt为试车过程中实际测量的发动机输出参数

数据，yp为辨识模型预测得到的输出参数数据，Eref
为相对误差。

4.2 模型辨识结果

根据上述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递推模型辨识方

法，结合选取的样本集数据，采用 QPSO 算法寻优

KELM 的特征参数，通过优化确定 KELM 的特征参

数取值分别为：C=178.086 1，σ=0.301 7。核函数类

型为Sigmoid核函数。优化完成后，利用优选特征参

数的KELM对涡轴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递推模型进

行回归辨识。

为验证辨识模型精度，分别将一组辨识用数据

作为验证样本，一组非辨识用数据作为测试样本，输

入到涡轴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递推模型中进行验证

与预测分析。模型预测输出与实测数据的对比及不

同样本点的相对误差分布如图 2～图 4所示。从图

中可得，辨识建立的涡轴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递推

模型的输出参数ng、Pr和T5的验证和测试结果都良好

地逼近了实测数据。其中，辨识用样本作为验证样

本时，发动机各输出参数ng、Pr和T5不同数据点的最

大相对误差分别为0.498%、0.935%和0.814%。非辨

识用样本作为测试样本时，发动机输出参数ng和T5

不同数据点的最大相对误差分别为 0.761% 和

0.941%；输出参数Pr不同数据点的最大相对误差为

1.377%。表明本文采用QPSO-KELM辨识建立的涡

轴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递推模型精度较高，且具有

一定的泛化能力。

分析误差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试车人员在

不同试车过程中推油门速率不一致，再叠加环境因

表2 发动机验收试车加速动态过程部分数据

Table 2 Data of engine acceptance trial run in acceleration
dynamic process

相对

时序

1
2
3
4
5
6
7
8
⋮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ng/(r/min)
25 084
25 152
25 208
25 268
25 334
25 413
25 470
25 533

⋮

31 779
31 837
31 879
31 935
31 981
32 002
32 013
32 011

Pr /kW
214.4
216.1
217.6
219.3
221.4
223.9
225.9
228.2
⋮

1 049.0
1 063.6
1 074.4
1 087.7
1 102.2
1 112.2
1 118.0
1 119.7

T5/℃
461.0
462.7
464.0
465.3
466.5
467.8
468.7
469.7
⋮

657.9
659.9
661.3
663.0
663.8
663.2
661.4
659.3

W f /(L/h)
210.7
212.2
213.4
214.9
216.4
218.3
219.7
221.2
⋮

405.4
408.6
411.0
414.4
418.0
421.0
423.5
425.3

T0/℃
9.113
9.113
9.113
9.113
9.113
9.113
9.113
9.113
⋮

9.115
9.115
9.115
9.115
9.115
9.115
9.115
9.115

p0/Pa
102 291
102 291
102 291
102 291
102 291
102 291
102 291
102 291

⋮

102 291
102 291
102 292
102 293
102 295
102 297
102 298
102 298

图2 辨识结果误差分布(验证样本)
Fig.2 Identification result error distribution (verification sample)

(a) 燃气发生器转速 (b) 发动机输出轴功率 (c) 燃气涡轮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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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及数据测量噪声的影响，使得类似加速动态过程

的燃油流量变化率不同而导致样本分布不同，最后

影响了辨识模型的预测精度。

4.3 模型递推估算应用分析

针对建立的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递推模型，如

果已知类似加速动态过程的发动机的ng、Pr、T5、W f以

及大气环境参数的基准点数据，则可以通过递推估

计的方式得到相应条件下的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响

应，并估算出各输出参数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模型递推估算结构如图 5所示，其基本思路可

描述为：根据某一时刻试车基准点数据中的ng (k)、
ng (k - 1)、pr (k)、pr (k - 1)、T5(k)、T5(k - 1)，结合当前时刻

的W f (k)、W f (k - 1)以及 p0(k)、T0(k)，输入到辨识模型中

递推得到下一时刻的输出量 ng (k + 1)、Pr (k + 1)、
T5(k + 1)。将得到的输出量作为新的基准点，结合已

知的W f (k + 1)、W f (k)、p0(k + 1)、T0(k + 1)一起作为模型的

新输入，依次递推求解下一时刻的输出，从而得到发

动机整个加速动态过程的性能估算结果。

根据本文辨识建立的发动机加速过程动态递推

估算模型，选取一组辨识用数据并从起始数据点进

行仿真，此后模型输出参数均采用递推求得的数据，

由此可得各输出参数的递推估算结果与实测数据的

误差分布如图 6所示。同样，再利用另一组发动机

试车类似加速动态过程非辨识用数据进行预估分

析，结果如图7、图8所示。

从图 6可看出，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递推模型

的输出参数ng、Pr和T5的递推估算结果与实测数据之

间的误差比验证和测试过程的偏大，尤其是Pr和T5，

图4 辨识误差分布(测试样本)
Fig.4 Identification error distribution (test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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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辨识结果(测试样本)
Fig.3 Identification result (test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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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性能递推估算模型结构

Fig.5 Performance recursive estimation model structure of
engine acceleration dynamic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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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递推估算误差分布(测试样本)
Fig.8 Recursive estimation error distribution (test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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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Recursive estimation result (test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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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Recursive estimation result error distribution (verification sample)

(a) 燃气发生器转速 (b) 发动机输出轴功率 (c) 燃气涡轮后温度

相
对

误
差

（
%

）

不同数据点

（b）输出参数不同数据点的误差分布

相
对

误
差

（
%

）

不同数据点

（b）输出参数不同数据点的误差分布

相
对

误
差

/%

-2.0
-1.0

0.0

1.0
2.0

相
对

误
差

/%

-2.0
-1.0

0.0

1.0
2.0

相
对

误
差
（

%
）

不同数据点

（b）输出参数不同数据点的误差分布

相
对

误
差

/%

-2.0
-1.0

0.0
1.0

2.0

0 5010
不同数据点

20 30 40 60 700 5010
不同数据点

20 30 40 60 700 5010
不同数据点

20 30 40 60 70

相对误差超过 0.5%的数据点明显增多。ng、Pr和T5

的最大相对误差分别为 0.893%、1.762%和 1.323%。

由图 7、图 8可知，ng、Pr和T5的最大相对误差分别为

1.139%、2.078%和1.629%。尽管模型各输出参数的

递推估算结果与实测数据之间的误差有所增大，但

各输出参数仍然较好地保持了其自身变化趋势，进

一步说明辨识模型具有较高的精度。误差增大可能

是由于将估算值作为基准点进行递推估算所产生的

误差在不断的传播过程中累积，从而使得最终结果

产生了相对较大的偏差。

综上，本文利用 QPSO-KELM 辨识建立的涡轴

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递推模型，不仅能满足实际应

用的模型精度需求，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泛化能力，可

用于该型涡轴发动机的状态监控、性能预估及加速

动态过程的仿真分析。

5 结论

结合涡轴发动机工厂试车及台架验收试车数

据，利用 QPSO-KELM 算法辨识建立了基于 NARX
神经网络的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递推模型，并进行

实测数据
递推估算结果

实测数据
递推估算结果

实测数据
递推估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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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模型验证、测试及递推估算应用分析，可得如下结

论：

(1) 采用QPSO-KELM辨识建立的涡轴发动机

加速动态过程递推模型精度较高，且具有一定的泛

化能力。辨识建立的发动机加速动态过程递推模型

的输出参数燃气发生器转子转速、发动机输出轴功

率和燃气涡轮后温度的验证和测试结果都良好地逼

近了实测数据。其中，辨识用样本作为验证样本时，

发动机各输出参数不同数据点的相对误差均未超过

1%；非辨识用样本作为测试样本时，发动机各输出

参数不同数据点的相对误差均未超过2%。

(2) 辨识用样本和非辨识用样本用于递推估算

时，尽管模型各输出参数的递推估算结果与实测数

据之间的误差比验证过程和测试过程有所增大，但

采用递推估算方法得到的模型各输出参数仍然较好

地保持了其自身变化趋势，进一步说明辨识模型具

有较高的精度。

(3)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发动机地面试车数据，

其进口条件(温度、高度等)在试车过程中变化不够

充分。因此，开展相应的发动机高空试验或高空台

模拟试验，获取变化更为充分的样本数据，以建立全

飞行包线各区域的加速动态过程辨识模型值得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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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环支架间隙和数量对静子叶片
调节精度的影响

郑 彦，钟明桥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

1 引言

喘振是由压气机的进、出口气流通道和下游节

流装置等构成的整个压缩系统的一种以气流中断为

特征的不稳定状态。当压缩系统进入喘振时，其通

过的流量以及压气机出口压力等参数都随时间做低

频振荡[1]。为避免发生喘振，有效措施之一是调节压

气机前几级整流叶片的安装角，使流入的气流具有

合适的迎角，避免气流分离。在先进发动机上常采

用多级可调静子叶片(VSV)的方法使压气机的稳定

工作范围更宽，进而达到更好的防喘作用[2]。

摘 要：含有大量柔性零部件的多级可调静子叶片是压气机的重要防喘措施，柔性零部件的弹性变形会对可调静子

叶片的调节精度和调节角度一致性产生较大影响。以高压压气机多级可调静子叶片为研究对象，使用ADAMS虚拟

样机仿真软件对其进行刚柔混合动力学仿真，并对仿真结果进行分析，验证了多级可调静子叶片设计的合理性。改

变联动环支架的间隙和数量进行仿真，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得到了联动环支架与机匣之间的径向间隙以及联动环支

架数量对静子叶片调节精度的影响规律。研究表明：联动环支架数量为8个，且支架间隙在0.05～0.10 mm之间，调节

机构的调节精度最高。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可调静子叶片；动力学仿真；虚拟样机技术；刚柔混合模型；运动学；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V2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20 (2020) 05-0020-06

Analysis of clearance and number influence of linkage ring brackets
on stator vane adjustment accuracy

ZHENG Yan，ZHONG Ming-qiao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Multi-stage adjustable stator vane is an important anti-surge measure for compressor, which con⁃
tains a large number of flexible parts. The elastic deformation of flexible parts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ad⁃
justing precision and angle consistency of adjustable stator blades. The multi-stage adjustable stator vanes
of a high-pressure compressor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rigid and flexible mixed dynamics
simulation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ADAMS virtual prototype simulation softwar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were analyzed to verify the rationality of the design of multi-stage adjustable static vanes. Different simula⁃
tion data were obtained by changing the clearance and the number of the linkage ring bracket. By analyzing
different simulation data, the influence rule of radial clearance and number between the linkage ring bracket
and the casing on the regulation precision of stator vanes was obtain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um number of linkage ring supports is 8, and the clearance of the supports is between 0.05 mm and
0.10 mm, and the adjustment precision of the adjusting mechanism is the highest.
Key words：aero-engine；variable stator vane；dynamic simulation；virtual prototyping technology；

rigid-flexible hybrid model；kinematics；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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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多位专家对航空发动机多级可调静子叶

片进行了理论和仿真研究。如贺飞等[6]采用齐次坐

标分析法结合 Matlab 软件推导运动方程的设计方

法，改进了模型航空发动机调节机构。胡明等 [7]使

用CATIA三维设计软件和ADAMS虚拟样机仿真软

件，设计了一种单级可调静子叶片并对其进行仿真，

验证了设计的合理性，提高了设计效率。杨伟等 [8]

将ADAMS参数化分析方法初步应用于高压压气机

调节机构设计。赵雷等[9]基于UG NX三维设计软件

和Excel软件对可调叶片运动机构进行了参数化拓

扑仿真分析。杨永刚等[10]使用ADAMS虚拟样机仿

真软件对几种摇臂和联动环的连接结构进行了对比

分析。胡文杰等 [11]利用 ANSYS 创建摇臂柔性体模

态中性文件，并将柔性体导入 ADAMS 中进行刚柔

耦合动力学模型仿真分析，分析了摇臂的弹性变形

对调节机构动力学特性的影响以及摇臂在调节机构

阻力中的影响。但国内的研究多集中在刚体模型领

域，研究对象的各个零部件不会发生弹性变形，无法

评估多级可调静子叶片运动过程中各个零部件的弹

性变形对静子叶片调节精度的影响。

为研究多级可调静子叶片各个零部件的弹性变

形对静子叶片调节精度的影响，本文将联动环先后

设置为刚体和柔性体，使用 ADAMS 虚拟样机仿真

软件进行刚柔混合动力学模型仿真。利用 UG NX
创建三维CAD模型，再在ADAMS中创建运动副、驱

动、载荷等模型要素，进行多体动力学仿真。

2 多级可调静子叶片虚拟样机的建立

多级可调静子叶片虚拟样机设计的主要要求是

结构简单、操作灵活，在完成规定角度范围内转角误

差小[12]。多级可调静子叶片进行动力学仿真，需要

各个部件的质量信息，因此需定义各个部件的材料

属性。将虚拟样机模型导入ADAMS/View中后，一

旦给构件赋予了材料属性，ADAMS软件系统会自动

计算出构件的质量、质心位置及构件的转动惯量，并

在质心处自动创建坐标系，进行运动学计算[7]。

2.1 VSV调节机构的组成

某型发动机的 VSV 调节机构主要由可调静子

叶片、摇臂、联动环、曲柄、连杆和作动筒等组成，采

用外操纵方案。其外部零组件包括安装在延伸机匣

上的两套液压驱动组件，和安装在高压压气机外机

匣上的曲柄、连杆、摇臂、联动环等组件；内部零组件

为高压压气机机匣内部的进口导流叶片和可调静子

叶片。为简化计算，忽略延伸机匣、销子、销轴、衬

套、螺栓等零件。每级调节机构如图 1所示。每级

联动环上有6个联动环支架，沿联动环周向均布。

2.2 VSV调节机构的机械原理

VSV调节机构的结构简图如图2所示。调节原

理是活塞杆在作动筒里做往复运动，带动驱动臂、传

动杆和零级曲柄绕曲柄中心做定轴转动。零级曲柄

带动零级联动环做绕发动机轴线转动和沿发动机轴

线平动的复合运动。零级联动环带动零级摇臂，零

级摇臂与进口可调导流叶片(IGV)固连，进口可调导

流叶片绕自身轴心做定轴转动。同时，零级曲柄带

动零一连动杆和零二连动杆，进而分别带动一级曲

柄和二级曲柄。类似地，第一、第二级曲柄分别通过

带动各自级的联动环、摇臂，使第一、第二级可调叶

片做定轴转动。

以 IGV级为例，各级零部件之间的运动副设置

如表 1所示。为模拟衬套弹性变形，各级可调静子

叶片与各级内环的旋转副用衬套力代替。

图2 VSV调节机构结构简图

Fig.2 VSV adjustment system mechanism diagram

图1 VSV调节机构示意图

Fig.1 VSV adjustment mechanism diagram

摇臂

机匣

联动环

径
向

间
隙
δ

静子叶片

联动环支架

21



第5期

2.3 模型载荷和驱动

VSV调节机构的动力学仿真不仅需要给模型添

加各种约束，还要添加载荷和驱动。模型将叶片受

到的气动载荷分解为叶片绕自身的扭矩、沿发动机

轴线的轴向力和沿转子叶片旋转方向的切向力。模

型初始状态下，各级可调静子叶片处于中间位置，需

要先将叶片复位。模型驱动方式为活塞杆强制位移

驱动，总行程用时 20 s。前 5 s模拟机构复位过程，

活塞杆在空载下从中间位置移动到全关位置；后15
s模拟发动机起动并逐渐加速到设计状态，活塞杆

从全关位置移动至全开位置，气动载荷从 0逐渐增

加到最大值。驱动函数曲线如图3所示。IGV叶片

的气动扭矩曲线如图4所示，前5 s气动扭矩为0，后
15 s逐渐从0增加到最大值。转子叶片受到的轴向

力和切向力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也一样，前5 s时力为

0，后15 s从0逐渐增大到最大值。转子叶片VSV调

节机构虚拟样机模型最终效果如图5所示。

2.4 联动环柔性体转化

完成VSV调节机构刚体模型建模以后，将各级

联动环转化为柔性体。ADAMS中采用模态综合法

将刚体转化为柔性体。模态综合法是将一个复杂结

构分解成若干个较为简单的子结构，在清楚掌握各

子结构振动特性的基础上，根据对接面上的协调条

件将这些子结构合成一总体结构，然后利用各子结

构的振动形态得出总体结构的振动形态。图6示出

了转化为柔性体后的联动环。

表1 模型约束类型

Table 1 Model constraint types
约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铰类型

固定副

球副

圆柱副

球副

固定副

固定副

固定副

球副

圆柱副

球副

球副

固定副

球副

圆柱副

I零件

机匣

作动筒

作动筒

活塞杆

驱动臂

传动杆

零级曲柄

零级曲柄

向心关节轴承球

零级曲柄

零级曲柄

零级摇臂

零级摇臂

摇臂关节球

J零件

大地

机匣

活塞杆

驱动臂

传动杆

零级曲柄

IGV叶片

向心关节轴承球

零级联动环

零一连动杆

零二连动杆

IGV叶片

摇臂关节球

零级联动环

图5 VSV虚拟样机模型

Fig.5 VSV virtual prototype model

郑 彦等：联动环支架间隙和数量对静子叶片调节精度的影响

图6 转化为柔性体的各级联动环

Fig.6 Linkage rings converted to flexible bodies
图3 活塞杆行程曲线

Fig.3 Stroke curve of piston rod

全关

全开

中间
位置

0.0 5.0 10.0 15.0 20.0Time/s

图4 IGV气动扭矩行程曲线

Fig.4 Aerodynamic torque stroke curve of IGV vane

全关

全开

5.0 10.0 15.0 20.0
Time/s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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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仿真分析

3.1 刚体模型仿真分析

在开展VSV调节机构刚柔混合仿真之前，先进

行了多刚体动力学仿真。图7示出了进口导流叶片

和可调静子叶片调节角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可看

出，同级不同角向位置角度曲线基本重合，不存在角

度一致性问题。

以 IGV级叶片角度为基准，取每级叶片调节角

度的平均值。将 IGV级叶片调节角度平均值作为基

准，查看S1叶片和S2叶片调节角度的平均值，并与

设计值进行对比。为研究 VSV 调节机构刚体模型

的精度，计算了S1叶片和S2叶片的绝对误差和相对

误差，结果见表 2。表中的相对误差等于绝对误差

除以该级静子叶片的可调角度范围。分析表 2 可

知，S1叶片和S2叶片调节角度的绝对误差的绝对值

均在0.1°以内，误差较小。

3.2 刚柔混合模型仿真分析

VSV调节机构中，联动环的半径最大，非常容易

发生变形，从而对VSV调节机构的调节精度造成很

大影响。为此，把各级联动环转化为柔性体，探究联

动环柔性对各级可调静子叶片调节精度的影响。刚

体模型中，每级联动环支架数目均为6个，每级联动

环支架与机匣间的间隙均为0.20 mm。为研究联动

环支架与机匣之间径向间隙以及支架数量对调节精

度的影响，改变联动环支架与机匣间的径向间隙和

周向分布数量，对比分析不同情况下的调节精度和

调节角度一致性，最终得出一组合理的联动环支架

结构方案。本节用各级可调静子叶片全开位置角度

的最大绝对误差反映调节角度精度，用各级可调静

子叶片调节角度标准差反映调节角度的一致性。

3.2.1 联动环支架与机匣间径向间隙对调节精度的

影响

保持联动环支架数量不变，改变联动环支架与

机匣间的径向间隙，分别得出不同径向间隙下的仿

真结果，见表 3。由表可知，随着间隙增大，各级可

调静子叶片调节角度标准差的最大值也不断增大。

显然随着间隙增大，各级可调静子调节角度一致性

变差。

图8采用折线图方式直观地表示了不同径向间

隙下的仿真结果。可看出，各级可调静子叶片中，IGV
的全开位置角度最大绝对误差和调节角度标准差的

最大值最小，S2的最大。分析VSV调节机构原理和

误差来源，其原因是：本文使用的调节机构属于多级

联调机构，液压作动筒通过摇臂和驱动臂直接带动

零级曲柄和零级联动环运动，零级曲柄离原动件活

塞作动筒距离最近，中间传动部件少，累积误差最

小；零级曲柄通过零二连动杆带动二级曲柄和二级

联动环转动，而零二连动杆长度比零一连动杆约长

一倍，同等截面和材料条件下结构稳定性较差，再加

上各个运动副间隙误差带来的影响，使得S2的调节

精度和调节角度一致性最差。根据表3和图8可得

出，当联动环支架与机匣间的径向间隙小于0.05 mm
时，各级可调静子叶片的调节精度和调节角度一致

性变化较小，如 S2 全开位置最大绝对误差均小于

1.4°，调节角度标准差的最大值均在0.5°以下，调节精

度改善有限。径向间隙在 0.10~0.40 mm时，各级可

调静子叶片的调节精度和调节角度一致性都随径向

间隙的增加而变差。仍以S2为例，全开位置最大绝

对误差从1.227 074°增加到2.182 901°，增大了1.78
倍；标准差最大值从 0.391 369°增加到 0.718 952°，
增大了 1.84倍。当径向间隙超过 0.40 mm后，除 S2
的调节精度和调节角度一致性随径向间隙的增大不

断变差外，其余两级可调静子叶片的变化不大，趋于

稳定。据此，各级可调静叶的调节精度和调节角度

表2 刚体模型中S1和S2叶片调节角度误差

Table 2 Errors of S1 and S2 in rigid body models
IGV

角度1
角度2
角度3
角度4
角度5
角度6

S1
相对误差/%

0.000 020
0.161 667
0.361 295
0.133 459
0.101 812
0.069 480

绝对误差/(°)
0.000 005
0.040 417
0.090 324
0.033 365
0.025 453
0.017 370

S2
相对误差/%

0.000 115
0.167 966
0.313 195
0.014 859
0.248 412
0.002 150

绝对误差/(°)
0.000 023
0.033 593
0.062 639
0.002 972
0.049 682
0.000 430

图7 叶片调节角度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Fig.7 The variation of the angles of the adjustable vane at each
stage wit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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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0.0 5.0 10.0 15.0 20.0
Time/s

S1S2

IGV

23



表3 联动环支架在不同径向间隙下的仿真结果

Table 3 Simula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radial clearances of the linkage ring bracket
间隙/mm

0
0.010
0.025
0.050
0.100
0.200
0.400
0.600
0.800
1.000
1.200
1.400

全开位置角度最大绝对误差/(°)
IGV

0.124 039
0.141 343
0.166 646
0.285 246
0.293 070
0.485 984
0.793 955
1.023 457
1.023 470
1.023 441
1.023 451
1.023 478

S1
0.170 253
0.203 486
0.250 115
0.445 311
0.503 966
0.868 551
1.427 596
1.386 500
1.386 500
1.386 501
1.386 500
1.386 500

S2
0.902 777
0.935 345
0.984 055
1.344 056
1.227 074
1.639 099
2.182 901
2.802 193
3.399 597
3.849 058
4.047 849
3.870 706

调节角度标准差的最大值/(°)
IGV

0.087 835
0.093 495
0.101 671
0.128 582
0.125 823
0.170 444
0.277 913
0.358 989
0.358 951
0.358 951
0.358 951
0.358 951

S1
0.097 786
0.108 504
0.124 676
0.177 821
0.205 668
0.322 615
0.492 346
0.504 403
0.504 403
0.504 403
0.504 403
0.504 403

S2
0.283 137
0.293 818
0.309 901
0.433 128
0.391 369
0.530 090
0.718 952
0.933 056
1.128 601
1.251 204
1.319 622
1.336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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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跟联动环支架与机匣间的径向间隙呈负相关

关系。综合考虑调节精度要求和机匣工作时的受热

膨胀变形，各级联动环支架和机匣间的径向间隙应

控制在0.05~0.10 mm之间。

3.2.2 联动环支架周向分布数量对调节精度的影响

保持联动环支架与机匣间的间隙为 0.20 mm，

改变联动环支架周向分布数量，分别得出不同周向

分布数量下的仿真结果，见表4。
不同联动环支架周向分布数量下调节精度和一

致性的仿真结果见图 9。由图可知，在三级可调静

子叶片中，IGV的调节精度和调节角度一致性最好，

S2的最差。当支架少于 4个时，各级可调静子叶片

的调节精度和调节角度一致性趋于稳定，无大幅度

变化。支架从4个增加到8个过程中，各级可调静子

叶片的调节精度和调节角度一致性随联动环支架数

量的增加而变好。以S2为例，全开位置绝对误差最

大值从3.761 989°减小到0.872 764°，降低了76.8%；

标准差的最大值从1.299 180°减小到0.299 600°，降
低了76.9%。当支架超过8个后，各级可调静子叶片

的调节精度和调节角度一致性变化幅度不大，趋于

稳定。据此，各级可调静子叶片的调节精度和调节

角度一致性与联动环支架数量呈正相关关系。综合

考虑结构复杂程度和成本因素，建议联动环支架周

图8 调节精度和一致性与径向间隙的关系

Fig.8 Adjustment accuracy and consistency in relation to radial
clearance

0 0.5
联动环支架径向间隙/mm

1.0 1.5

全
开

位
置

的
最

大
绝

对
误

差
/(°)；

标
准

差
的

最
大

值
/(°)

0.0
1.0
2.0
3.0
4.0

IGV全开位置角度
最大绝对误差
S1全开位置角度
最大绝对误差
S2全开位置角度
最大绝对误差
IGV调节角度标准差
的最大值
S1调节角度标准差
的最大值
S2调节角度标准差
的最大值

表4 不同联动环支架数量下的仿真结果

Table 4 Simulation results with different number of linkage ring brackets
联动环支

架数量

0
2
4
6
8
10
12

全开位置角度最大绝对误差/(°)
IGV

1.032 324
1.030 285
0.979 871
0.485 984
0.548 429
0.494 039
0.460 227

S1
1.392 683
1.306 315
1.305 629
0.868 551
0.553 032
0.599 956
0.590 568

S2
3.848 341
3.761 904
3.761 989
1.639 099
0.872 764
0.841 886
0.861 220

调节角度标准差的最大值/(°)
IGV

0.362 355
0.361 723
0.343 726
0.170 444
0.214 160
0.211 792
0.159 619

S1
0.506 774
0.468 589
0.468 696
0.322 615
0.219 651
0.195 851
0.192 730

S2
1.343 932
1.299 168
1.299 180
0.530 090
0.299 600
0.273 225
0.284 548

郑 彦等：联动环支架间隙和数量对静子叶片调节精度的影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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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分布数量为8个。

4 结论

以高压压气机调节机构为研究对象，计算了刚

体模型的调节精度，验证了设计的合理性。通过改

变联动环支架与机匣间的径向间隙及支架周向分布

数量，探究了二者对调节精度和调节角度一致性的

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在VSV系统刚体模型中，各级可调静子叶

片的调节精度和调节角度一致性非常高，符合设计

要求。

(2) 在VSV刚柔混合模型中，各级可调静子叶

片的调节精度和调节角度一致性均比 VSV 系统刚

体模型的差。

(3) 联动环支架与机匣间的径向间隙对各级可

调静子叶片的调节精度和调节角度一致性有很大影

响。径向间隙越小，各级可调静子叶片的调节精度

和调节角度一致性越好。综合考虑机匣的受热膨

胀，建议联动环支架与机匣间的径向间隙在 0.05~
0.10 mm范围。

(4) 联动环支架周向分布数量对各级可调静子

叶片的调节精度和调节角度一致性有很大影响。支

架数量越多，各级可调静子叶片的调节精度和调节

一致性越好；但当支架数量超过8个后，调节精度和

调节角度一致性改善并不明显。建议联动环支架周

向分布数量为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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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调节精度和一致性与联动环支架周向分布数量的关系

Fig.9 Adjustment accuracy and consistency in relation to the
number of linkage ring brac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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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壁倒圆对小叶高叶栅气动特性的影响

刘鸣飞，贺 进，黄康才，凌代军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

1 引言

基于现有的叶轮机叶片制造安装工艺，叶片与

轮毂的连接处会形成倒(圆)角的过渡结构，从而对

叶栅通道内的流动产生影响。传统的叶轮机叶片，

由于上下端壁的倒(圆)角几何尺寸相比于叶片叶高

占比较小，所以目前国内外关于倒(圆)角对叶栅气

动特性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端壁区域流动变化或

优化设计上。国外Becz等[1]研究了前缘修型对动叶

叶栅通道端壁损失的影响，指出将动叶前缘叶根处

设计成片状或小尺寸根茎状可有效减少约 8%的区

域平均总损失。Pieringer等[2]的研究表明，数值计算

时非常有必要考虑导叶上下端壁区域的带状倒角结

构，该结构对端壁处的质量流量、角动量和流动效率

有显著影响。Zess[3]、Lethander[4]、Sauer[5]等的研究均

表明，对叶片前缘倒圆结构进行优化设计，可有效减

弱或改善马蹄涡在通道中的发展趋势，减小通道中

摘 要：采用数值模拟研究方法，结合工程加工及验收过程中的实际，开展了叶片端壁倒圆结构在典型工况下对小叶

高叶栅气动特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倒圆半径不变的条件下，随着叶片高度的增加，小叶高叶片在相对叶高

0.50～0.95区间内的能量损失显著减小，在叶片尾缘相对叶高0.70处低能尾迹的影响区域明显减少，流场马赫数均匀

性更好。在叶片高度不变的条件下，随着倒圆半径的增大，小叶高叶栅通道出口质量流量呈加速减小趋势，通道中二

次流强度出现提前增大现象，叶型总能量损失系数出现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趋势。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端壁倒圆；小叶高叶栅；供气流路；二次流；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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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fillet on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blade height passage

LIU Ming-fei，HE Jin，HUANG Kang-cai，LING Dai-jun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fillet on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blade height pas⁃
sage under typical working conditions was carried out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combined with practice in
processing and accept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constant radius dimensions of the fillet, as the height
of the blade increases, the energy loss of small blade height decreases significantly in the 0.50~0.95 range
of relative blade height; at the trailing edge of the blade at a relative blade height of 0.70, the area affected
by the low-energy wake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d Mach number uniformity of flow field is better. With
constant height of the blade, as the radius dimensions of the fillet increases, the mass flow rate at the outlet
of the small blade height passage shows a tendency of rapid decrease; the secondary flow in the passage has
increased in advance; the total energy loss coefficient of the blade profile decreased first and then increased.
Key words：aero-engine；fillet ；small blade height passage；air supply passage；second flow；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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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流流动强度，减轻流动损失。国内石龑等 [6]研

究了动叶栅倒角对透平级气动性能的影响，发现倒

圆夹角过小会明显降低透平级效率，倒角结构的存在

会增加端壁处次流损失。王大磊等[7]通过对一亚声

速轴流涡轮转子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了涡轮转子根部

倒角对涡轮叶栅流场的影响，发现倒角结构的存在

会增强轮毂附近尾迹的强度和范围，使尾迹损失增

加。王文涛等[8-9]利用数值仿真和实验研究的方式，

开展了不同倒角方式对压气机静叶栅角区的影响研

究。文献[10-12]的研究表明，供气流路中转角处或

节流处不同几何结构会对供流通道流体流动和压力

损失造成影响，而选取合适的倒角结构和尺寸能有

效改善流路流动性能，降低流动损失。相较于针对

常规叶轮机械中叶片端部倒圆的大量研究，目前可

以查到的研究端部倒圆占叶高比例较大的小叶高叶

片的公开文献较少。而随着小叶高叶片在发动机供

气流路中应用的进一步深入，非常有必要开展端壁

倒圆对小叶高叶栅气动特性影响研究。

本文研究的发动机供气流路中的小叶高叶片，

由于位置、流量、性能等设计要求的特殊性，以目前

的加工、组装工艺，叶片上下端壁处必然会产生具有

一定几何尺寸的倒圆。有别于倒圆对常规叶轮机中

叶片流动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上下端壁区域，倒圆对

小叶高叶栅流动的影响范围更大，甚至可能达到叶

片中部区域，对叶栅性能的影响也更为显著。本文

参考发动机供气流路中的小叶高叶片，开展了端壁

倒圆半径变化对小叶高叶栅气动特性的影响研究，

以期为后期发动机流路的精细化设计提供参考。

2 计算模型及方法

考虑发动机中对小叶高叶片的实际设计需求，

选取典型工况并结合加工中的实际倒圆尺寸，对 5
种不同叶片高度(叶高，H)和4种不同倒圆半径(R，研
究中上下端壁倒圆半径相同)进行研究。计算模型

具体几何参数见表 1，其中2R/H为上下倒圆半径之

和与叶高的比值。5种不同叶高对应的倒圆半径均

为 1.0 mm，4 种不同倒圆半径对应的叶高均为 7.0

mm，同时设置一组叶高为 7.0 mm的无倒圆叶栅作

对比。研究中所有计算模型叶根处沿径向的高度相

同。叶片的几何模型及倒圆方式如图1所示。

采用商业软件ANSYS的 ICEM进行网格划分，

采用非结构化网格，根据需要设置近壁面网格高度

及层数，同时设置网格周期性边界和倒圆、尾缘等位

置最大网格尺寸约束；本文所有算例的计算模型采

用相同的网格划分策略。采用 CFX 软件进行数值

图1 小叶高叶片几何模型及倒圆方式

Fig.1 Geometry model and fillet of small blade height passage

(b) 有倒圆叶片

(a) 无倒圆叶片

(c) 倒圆

xz
y

xz
y

R=1.0mm

R=1.0mm90°

90°

上端壁

下端壁

叶
身
表
面

表1 叶片计算模型几何参数

Table 1 The geometric parameters of the blade calculation model
H/mm
R/mm
2R/H

3.0
1.0

0.667

3.5
1.0

0.571

4.0
1.0

0.500

5.0
1.0

0.400

6.0
1.0

0.333

7.0
0
0

7.0
0.5

0.143

7.0
1.0

0.286

7.0
1.5

0.429

7.0
2.0

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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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在计算域进口位置均给定相同的均匀总压、总

温和气流进气角，出口均给定相同的平均静压，壁面

满足绝热静止无滑移条件，周期性边界强迫对应点

上的所有物理量相等。计算中采用 SST湍流模型，

带转捩模型，自动时间步长，变比热计算，黏性系数

和导热系数采用Sutherland法则计算。

3 计算结果及分析

主要对相同倒圆半径不同叶片叶高和不同倒圆

半径相同叶片叶高在相同边界条件下进行数值模

拟，详细分析倒圆对小叶高叶栅气动特性的影响。

3.1 相同倒圆半径对不同叶高叶栅气动性能的影响

计算模型的倒圆半径均为 1.0 mm，叶高依次为

3.0、4.0、5.0、6.0、7.0 mm。图2为相同倒圆半径不同

叶高叶栅下叶高 0.50处的等熵马赫数曲线。可见，

随着叶高的减小，叶片表面相对叶高 0.50处的等熵

马赫数分布基本一致，其主要变化集中在叶片压力

面x/L(L为叶片沿x轴的正向长度)=0.60～0.80 区间

内，表现为随着叶高的减小等熵马赫数减小，减小幅

度最大约为 2.5%。图 3 为叶栅出口相对质量流量

(为当前方案与H=7.0 mm、R=1.0 mm方案下质量流

量计算值的比值，全文同)随叶高的变化曲线。可

见，当倒圆半径一定时，在本文研究的叶高范围内，

相对质量流量随叶高的增加近似呈线性增加趋势。

图4为小叶高叶片能量损失系数沿相对叶高的

分布曲线。可见，能量损失系数差异较大区域集中

在相对叶高 0.20～0.95 区间内，其中在相对叶高

0.50~0.95区间内能量损失系数随叶高的增加呈减

小趋势，能量损失系数最小值出现在相对叶高 0.70
位置附近。但是随着叶高的增加，在相对叶高

0.20～0.95区间内能量损失系数的减小幅度减弱明

显，叶栅通道中部的流动受端壁及倒圆的影响逐步

减小，叶栅中部区域的能量损失在叶片能量损失中

的占比也逐步减小。

图5为小叶高叶片出口气流角沿相对叶高的分

布曲线。可见，随着叶高的增加，出口气流角沿相对

叶高的分布不均匀性增强，分布曲线出现交叉现象，

在靠近上端壁出口处气流角随叶高的增加而增加，

在靠近下端壁出口处气流角则随叶高的增加而减

小，且变化程度更大。

基于图 4中的发现，在相对叶高约 0.70位置处

能量损失系数变化较大，故而截取小叶高叶栅通道

中尾缘相对叶高0.70处的马赫数云图和尾缘处马赫

数 0.12的等值面进行分析。如图 6所示，主要选取

图4 能量损失系数沿相对叶高的分布(R=1.0 mm)
Fig.4 Energy loss factor distribution along relative

blade height (R=1.0 mm)

0.2

0.0

Rel
ativ

eh
eigh

t

0.4

0.6

0.8

1.0

Energy loss factor
0.4 0.6 0.80.0 0.2

H=3.0mm
H=4.0mm
H=5.0mm
H=6.0mm
H=7.0mm

图2 相对叶高0.50处的等熵马赫数曲线(R=1.0 mm)
Fig.2 Isentropic Mach number curve at 0.50 blade height

(R=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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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叶栅出口相对质量流量随叶高的变化曲线(R=1.0 mm)
Fig.3 The change of relative mass flow with

blade height (R=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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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3.0、5.0、7.0 mm三种叶高。可以看出，随着叶高

的增加，由叶片尾缘延伸出的低能尾迹所影响的区

域明显减少，通道中该截面的流场马赫数均匀性更

好；在叶高更小的叶片尾缘处，由于倒圆结构形成的

低速流体对叶片中部尾缘区域的影响更显著，使得

该区域流场的复杂性更高，流速的突变性更强，低能

流体的影响范围更广，能量损失差异更大。

3.2 不同倒圆半径对相同叶高叶栅气动性能的影响

计算模型的叶高均为 7.0 mm，倒圆半径相差

0.5 mm。图7为相同叶高不同倒圆半径下相对叶高

0.50处的等熵马赫数曲线。可以看出，随着倒圆半

径的增加，叶片压力面靠近尾缘区域等熵马赫数明

显增大，叶片吸力面x/L=0.67附近等熵马赫数差异

明显，特别是在倒圆半径 2.0 mm时，其等熵马赫数

峰值相较于其他方案突增，相比于无倒圆时约增加

6.67%。

图8示出了基于上述流动特征画出的不同倒圆

半径下叶片吸力面的极限流线。可以明显看出，随

着倒圆结构的出现，上下端壁处产生流动受到影响

而提前向叶片中部汇聚的现象，且随着倒圆半径的

图5 出口气流角沿相对叶高的分布(R=1.0 mm)
Fig.5 Outlet air flow angle distribution along relative

blade height (R=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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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叶栅通道尾缘相对叶高0.70处的马赫数云图及尾缘处马赫数0.12的等值面图(R=1.0 mm)

Fig.6 Mach number and Ma=0.12 contour at the trailing edge of cascade passage at 0.70 blade height (R=1.0 mm)

图7 相对叶高0.50处的等熵马赫数曲线(H=7.0 mm)
Fig.7 The isentropic Mach number curve at 0.50 blade height

(H=7.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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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该现象的产生位置持续提前，汇聚程度进一步

增加。当倒圆半径达到 2.0 mm 时，在叶片吸力面

x/L=0.68 区域附近出现流动分离再附现象，此时

2R/H=0.571，该现象产生的位置与图7H=7.0 mm、R=
2.0 mm 方案中叶片吸力面等熵马赫数峰值出现的

位置相对应。基于在图2中未观察到叶片吸力面等

熵马赫数峰值突增现象，图 8(f)中还给出了 H=3.5
mm、R=1.0 mm方案的计算结果，可见叶片吸力面未

出现流动分离现象。研究中还针对方案做了多组不

同进口总压的对比计算，发现吸力面等熵马赫数峰

值降低后未能再观察到该现象。

基于上述多种现象可以推测，出现在叶片吸力

面的流动分离再附现象，会在特定的进出口边界条

件、叶高和倒圆半径下发生，并对小叶高叶栅通道中

的流场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响性能。因此，在前期

叶型设计时应考虑足够的样本，通过多方案对比，确

保在一定裕度内不会出现上述现象；在实际生产过

程中应严格控制加工尺寸，避免非设计的流场异

常。后期也将对这一推测做试验验证。

图9为小叶高叶片能量损失系数沿相对叶高的

分布曲线。从图中明显看出，有倒圆存在时相对叶

高约0.50～0.75区间内的能量损失系数较无倒圆时

减小，且倒圆半径为 1.0 mm时能量损失系数最小，

倒圆半径继续增大时能量损失系数又会增大。图

10 为叶型总能量损失系数随倒圆半径的变化曲

线。可见，总能量损失系数在倒圆半径由0 mm增加

至0.5 mm时明显降低，在倒圆半径由0.5 mm增加至

1.5 mm时基本保持不变，在倒圆半径进一步增加至

2.0 mm 时突然增大。据此可知，在该叶高(H=7.0
mm)下，对倒圆半径在 0.5～1.5 mm范围内，叶型总

能量损失较稳定且相较于H=7.0 mm、R=0 mm方案

和H=7.0 mm、R=2.0 mm方案更小，所以适当的倒圆

尺寸将有助于减小叶型总能量损失。

图 11为叶栅出口相对质量流量随倒圆半径的

图8 小叶高叶片吸力面极限流线分布图

Fig.8 Small blade height passage suction side limit streamline

(d) H=7.0 mm，R=1.5 mm (e) H=7.0 mm，R=2.0 mm (f ) H=3.5 mm，R=1.0 mm

(a) H=7.0 mm，R=0.0 mm (b) H=7.0 mm，R=0.5 mm (c) H=7.0 mm，R=1.0 mm

图9 能量损失系数沿相对叶高的分布(H=7.0 mm)
Fig.9 Energy loss factor distribution along relative

blade height (H=7.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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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叶型总能量损失系数随倒圆半径的

变化曲线(H=7.0 mm)
Fig.10 Curve of total energy loss factor with

fillet radius (H=7.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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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曲线。当叶高一定时，在本文研究的倒圆半径

范围内，随着倒圆半径的增大，相对质量流量呈加速

减小趋势，对叶栅通道实际通流能力的影响为非线

性剧增。图 12为叶栅出口气流角沿相对叶高的分

布曲线，可见随着倒圆半径的增大，曲线整体向左偏

移。计算上下端壁气流角差值发现，该差值随倒圆

半径的增大而增大，最大增幅可达 24.18%，增大了

出口流场气流角沿相对叶高的不均匀性。

图13(a)为靠近叶片前缘区域的极限流线图，图

中红色实线左侧为沿x轴方向建立的xz面的速度云

图，红色实线右侧及云图后蓝色为叶片部分，下侧灰

色为轮毂部分。从图中可明显观察到，在靠近叶片

前缘的上下端壁处出现了明显的马蹄涡涡系，且随

着倒圆半径的增大出现在叶片前缘的马蹄涡涡系的

中心区域明显远离红色虚线，同时马蹄涡涡系的中

心位置也更加远离上下端壁。图 13(b)为叶片前缘

轮毂部分的极限流线图，以图中蓝色线作为基准线，

可以看到随着倒圆半径的增加，叶片前缘流动滞止

点向前移动，同时使得流向叶片压力面的流体沿倒

圆向后流动。结合图 9可知，随着倒圆半径增加到

1.0 mm，叶片前缘低速区范围减小，叶片前缘上下端

壁附近流体流动的均匀性得到改善，有效减小了能

量损失；但当倒圆半径继续增加至 2.0 mm时，马蹄

涡的强度明显增加，使得靠近叶片前缘的低能流体

区范围相比倒圆半径1.0 mm时呈增加趋势，结合图

8可知叶片前缘的滞止效应变强，流动分离变大，靠

近端壁处的附面层厚度增加，能量损失增加。

图 14为小叶高叶栅通道内横向二次流流动速

度云图。分析时沿叶栅通道从前至后沿x轴等距截

取6个截面，截取位置见右上角示意图，云图左侧为

叶片吸力面，右侧为叶片压力面。主要对比了 3种

不同倒圆半径下叶栅通道中二次流的流动状态，倒

圆结构不会本质改变小叶高叶栅通道中的流动特

点。从第 3截面红色方框中清晰观察到，倒圆结构

使得通道中靠近叶片吸力面近壁区域的二次流流动

强度提前增强；从第5截面红色三角框中可知，倒圆

结构减小了叶栅通道中部分区域二次流流动的强度

和不均匀性；从第6截面红色椭圆框中可知，随着倒

图11 叶栅出口相对质量流量值随倒圆半径的

变化曲线(H=7.0 mm)
Fig.11 Curve of cascade outlet relative mass flow

with fillet radius (H=7.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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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出口气流角沿相对叶高的分布(H=7.0 mm)
Fig.12 Outlet air flow angle distribution along relative

height blade (H=7.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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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小叶高叶片前缘部分极限流线图

Fig.13 Small blade height leading edge limit stream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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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半径的增加，靠近叶片压力面尾缘处的二次流的

强度明显增加，影响范围显著变大，上下端壁处的二

次流的流动出现了较高速区域，且该区域的影响效

果与倒圆半径呈正相关。二次流流动剧烈的区域主

要集中在第5和第6截面之间。

为更清晰地了解倒圆结构与二次流之间的相互

影响，截取图 14第 5、第 6截面之间区域进行分析，

如图15所示，图中红色箭头代表二次流的主要流动

方向。可见，通道中二次流的主要流动方向沿叶片

压力面流向叶片吸力面。在靠近叶片压力面根部和

尖部的近壁面处，倒圆结构的存在明显改变了该区

域二次流的流动方向，且对比二次流流动速度云图

可更直观地看出，随着倒圆半径的变大，二次流流动

速度增大的范围显著增加，沿倒圆和叶片表面的流

体流动损失增大。在靠近叶片吸力面根部和尖部的

近壁面处，倒圆结构的存在也改变了该区域二次流

的流动方向，使得通道中流向吸力面叶根和叶尖的

二次流由叶片中部再流回到通道中，且倒圆半径越

大该流动特点越明显。在倒圆半径 2.0 mm的云图

中还可以观察到，通道底部有流向通道顶部的小股

二次流，这应该是由于倒圆半径增大，叶片表面附面

层厚度增加，向通道中延伸的距离增长，对通道内二

次流流动造成的影响。

4 结论

(1) 在倒圆半径不变的条件下，随着叶高的增

加，小叶高叶片在相对叶高 0.50～0.95区间内的能

量损失显著减小；同时，在叶片尾缘相对叶高0.70处

低能尾迹的影响区域明显减少，流场马赫数均匀性

更好。

(2) 在叶高不变的条件下，随着倒圆半径的增

加，叶栅出口质量流量呈加速减小趋势，出口气流角

沿径向非均匀性加强，叶栅通道中的二次流强度出

现提前增大的现象，叶型总能量损失系数则出现先

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趋势。

(3) 小叶高叶栅通道中，流量、总损失系数、出

口流场均匀性、二次流流动强度等受倒圆半径变化

影响的敏感性较高，后期将通过试验对倒圆结构的

影响做进一步的验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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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7.0 mm，R=2.0 mm
图15 小叶高叶栅通道二次流流动矢量图

Fig.15 Small blade height passage secondary flow velocity vector

(a) H=7.0 mm，R=0.0 mm

(b) H=7.0 mm，R=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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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4 Small blade height passage secondary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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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流压气机喘振状态下的
声学特征及诊断方法

杜 军，文 璧，刘元是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四川 绵阳 621010)

1 引言

轴流压气机作为航空发动机的主要部件，其工

作稳定性引起了科研人员的广泛关注，其中喘振这

种不稳定工作状态是较热门的一个研究方向。压气

机喘振是气流沿轴线方向发生的低频率(通常为几

赫兹或十几赫兹)、高振幅气流振荡现象[1]，喘振发生

时一般会产生强烈的机械振动、转速不稳定、流量波

动、推力下降等现象。此外，还会产生非常明显的低

频噪声，为气流在叶片通道内严重分离所致。压气

机喘振时产生的强大激振力，可能导致叶片断裂，最

终酿成严重事故。如何通过测试对喘振进行识别并

快速作出相关诊断是科研人员研究的重要课题。国

内外对喘振的研究主要是采取动态压力参数测试并

应用其结果进行相关检测[2-8]，目前喘振诊断的主要

检测方法有统计特征法[9]、动态压力方差法[10]、脉动

压力变化率法 [11]、小波分析法 [12]等方法。但这些方

法大多采用的是阈值法，即当计算的某种参数大于

设定阈值时即判断为喘振发生，为此需要大量的试

验数据作为支撑来确定其阈值，这会导致多个方法

在工程上无法应用。

摘 要：为研究航空发动机喘振状态下的声学特征，以轴流压气机部件试验为依托，采用在轴流压气机进口机匣壁面

布置声压传感器的方法进行了发动机喘振状态下的声学测量。通过分析喘振状态下的声学特征，发现喘振发生时会

伴随出现明显的低频声学信号，且该特征与轴流压气机转速无关。根据这一现象，最终应用能量比方法成功地对不

同换算转速下的轴流压气机喘振故障进行了诊断，为航空发动机喘振故障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及方法。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轴流压气机；喘振；声学测量；声压特征；能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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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diagnostic method of
axial compressor under surge condition

DU Jun，WEN Bi，LIU Yuan-shi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Mianyang 62101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of aero-engine under surge condition, based on the
component test of an axial compressor, the acoustic measurement of an axial-flow compressor under surge
condition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a sound pressure sensor on the inlet casing wall of the axial-flow com⁃
pressor. By analyzing the 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of surge condition, it was found that the obvious low fre⁃
quency acoustic signal appeared when surge occurred, and this feature was independent of compressor rotat⁃
ing speed. According to this phenomenon, the method of energy ratio is applied to diagnose the faults of axi⁃
al-flow compressor at different correction speeds which provides a new idea and method for the fault re⁃
search of surge.
Key words: aero-engine；axial-flow compressor；surge；acoustic measurement；acoustic characteristics；

energy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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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压气机处于不稳定工作状态时会产生异常

的声学现象，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

Morini 等 [13]对一多级压气机进行了声学测试，发现

压气机不稳定工作状态会产生明显异常的BPF高频

声学特征。Anthony[14]运用声学测试及 SDP 分析方

法对低速轴流风扇失速特征进行了可视化呈现。曹

昳劼等[15]对压气机的喘振声学信号进行了测试，获

取了喘振的声学信号特征。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对压

气机的不稳定声学特征进行呈现，未进行相关诊断

研究。本文以某型轴流压气机试验为依托，进行了

喘振状态下的声学测量，通过研究喘振状态下的声

学特征并应用相关数据算法，成功完成了对喘振故

障的诊断，为航空发动机喘振故障研究提供了一种

新的方法。

2 喘振声学测量

以某型多级轴流压气机为测试对象，在风扇/压
气机试验台上进行喘振状态下的声学测量。测量传

感器为 6.35 mm的麦克风传感器，可用于自由场及

压力场环境下的声压测量。由于使用温度的限制，

测点采用齐平的方式安装在轴流压气机进口转接段

机匣壁面，并位于压气机进口截面逆航向逆时针周

向 225°处，具体测点布置见图 1。信号采样率设置

为50 kHz。测试前采用标准活塞发生器对传感器进

行了校准。试验分别录取了多级轴流压气机在相对

换算转速nr =50.0%，60.0%，70.0%，80.0%，85.0%，

92.5%，95.0%，97.5%状态下的喘振声学数据。

3 喘振声学特征

由于试验录取的各状态下的喘振声压信号具有

相似性，文中仅选择nr =85.0%状态下的信号进行展

示，见图2。由图可看出，喘振发生时声压信号发生

了大幅度波动。局部放大显示，该波动是一种大幅

度的低频波动，而在正常稳定工作的轴流压气机中

是不存在这种低频声压信号的。

为研究喘振发生时声压信号的频域特性，对喘

振声压信号进行了频域分析，结果见图3。图中，颜

色代表频率幅值。由于喘振时声压信号的频率成分

变化主要集中在低频部分，因此显示的频率上限只给

到了200 Hz。由图可看出，不同转速下的喘振时频

分析结果存在高度的相似性，主要表现为：压气机正

常稳定工作状态下，不存在明显的低频声学特征信

号；喘振时，声压信号以低频成分占主，主要集中在

约80 Hz以下，且是一种宽带信号。此外，压气机在

喘振状态下的声学频域特征与其转速无关，不随转

速的变化而变化。

4 喘振诊断方法

上述研究表明，轴流压气机喘振状态下的声学

频域特征与正常稳定工作时有明显区别，主要表现

在低频部分，因此考虑应用能量比方法对喘振进行

诊断，具体诊断流程见图 4。将声压信号的低频能

量与其余能量进行比较，若比值不小于 50%，则喘

振发生，输出1；若比值小于50%，则喘振未发生，输

出0。
应用能量比方法对各换算转速下的轴流压气

机喘振声压信号进行了诊断研究，结果见图 5。由

图可见，能量比方法对各换算转速下的喘振均做出

了正确的诊断。由此可认为，应用声学测量与能量

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可有效诊断喘振。其中，本研

究中应用能量比诊断方法的预警迟滞时间Δt≤
0.164 s(Δt =N/fs，N为数据分析点数，fs为采样率)。
为在保证频率分辨率的条件下尽量缩短预警迟滞时

间，建议数据分析点数取8 192。

图1 声学测量测点布置示意图

Fig.1 The diagram of acoustic signal measurement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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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换算转速下喘振的时频分析

Fig.3 The time-frequency analysis of surge at different correction speed

(h) nr=97.5%

(d) nr=80.0%

(b) nr=60.0%

4049.231 4050.538
时间/s4051.191 4051.774 4053.081

频
率

/Hz
0.00

50.3
5

100
.71

150
.30

200
.65

0.0
133

.3
200

.0
66.7

2727.847 2730.463
时间/s2732.353 2734.097 2737.581

频
率

/Hz
0.00

100
.71

200
.65

0.0
133

.3
200

.0
66.7

2434.163 2436.124
时间/s2438.085 2440.045 2442.006

(f) nr=92.5%

频
率

/Hz
0.00

50.3
5

100
.71

150
.30

200
.65

0.0
133

.3
200

.0
66.7

1403.644 1409.526
时间/s1415.408 1421.290 1427.172

150
.30

50.3
5频
率

/Hz
0.00

100
.71

200
.65

0.0
23.3

35.0
11.7

杜 军等：轴流压气机喘振状态下的声学特征及诊断方法 35



燃 气 涡 轮 试 验 与 研 究 第3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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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研究了轴流压气机的喘振声学特征，利用能量

比分析方法对喘振故障进行了诊断，主要结论为：

(1) 轴流压气机喘振发生时声压信号会发生大

幅度的低频波动现象，而正常稳定工作中不存在这

种现象。喘振发生时声压信号以低频成分占主，频

率成分主要集中在约 80 Hz以下，且这种低频信号

是一种宽带信号。

(2) 轴流压气机在喘振状态下的声压信号频域

特征与转速无关，不随转速的变化而变化。

(3) 应用声学测量与能量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可有效诊断轴流压气机喘振，其预警迟滞时间与数

图4 喘振诊断方法流程

Fig.4 The flow chart of surge diagnostic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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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nr=95.0% (h) nr=97.5%
图5 不同换算转速下喘振诊断结果

Fig.5 The results of surge at different correction sp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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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点数和采样率有关。

参考文献：

[1] 彭泽琰，刘 刚，桂幸民，等. 航空燃气轮机原理[M]. 北
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

[2] 贺 象，马宏伟，银越千，等. 小尺寸多级轴流压气机喘

振现象试验[J]. 航空动力学报，2016，31(8)：1957—1963.
[3] 旷桂兰，姚峥嵘，王道波，等. 某涡轴发动机整机逼喘试

验研究[J]. 航空动力学报，2009，24(3)：588—595.
[4] 屈霁云，马明明，王小峰，等. 某型发动机喘振特征分析

及消喘系统验证试验[J]. 航空动力学报，2010，25(6)：
1291—1296.

[5] Hagino N，Kashiwabara Y，Uda K. Prediction and active
control of surge inception in centrifugal compressor system
without plenum[R]. AIAA 2005-4019，2005.

[6] Waniczek P，Schoenenborn H，Jeschke P. Experimental
and analytical surge cycle analysis of a high pressure aero
engine compressor[R]. ASME GT2012-69585，2012.

[7] Waniczek P，Jeschke P，Schoenenborn H，et al. Investiga⁃
tion of the surge behaviour of a multi-stage axial compres⁃
sor with a multi-sensor probe[R]. ASME GT2011-46219，
2011.

[8] 夏 联，顾 杨，於立军. 多级轴流压气机失速/喘振的

测量及数据处理[J]. 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1999，12(3)：
52—58.

[9] 李长征，熊 兵，韩 伟. 基于统计特征的轴流压气机

喘振检测[J]. 航空动力学报，2010，25(12)：2656—2659.
[10] 张靖煊. 一种捕捉预示压气机失稳预警信号的新方法

的研究[J]. 航空动力学报，2004，19(2)：270—277.
[11] 雷 杰，房剑锋，雷小波. 基于脉动压力变化率的航空

发动机喘振检测方法[J]. 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2019，
32(2)：1—6.

[12] Clifford A B，Scott S，William O. Wavelet based analysis
of rotating stall and surge in a high speed centrifugal com⁃
pressor[R]. AIAA 2002-4080，2002.

[13] Morini M，Pinelli M，Venturini M. Acoustic and vibration⁃
al analyses on a multi-stage compressor for unstable be⁃
havior precursor identification[R]. ASME GT2007-27040，
2007.

[14] Anthony G S，Alessandro C，Stefano B. Detection of stall
regions in a low-speed axial fan. PartⅡ-stall warning by
visualisation of sound signals[R]. ASME GT2010-22754，
2010.

[15] 曹昳劼，臧树升，葛 冰. 压气机喘振声音信号的快速

傅里叶变换和小波变换分析[J]. 能源技术，2010，31( 3)：
125—128.

37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
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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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19
基金项目：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120316013)
作者简介：王力军(1963-)，男，辽宁开原人，副教授，博士后，主要从事工程热物理、航空发动机燃烧室设计与分析研究。

波瓣喷嘴燃烧室流场水流模拟试验研究

王力军，门 阔，江金涛，徐义俊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能源与环境学院，沈阳 110136)

摘 要：为探究不同波瓣喷嘴燃烧室流场的涡系结构，搭建了波瓣喷嘴多点喷射燃烧室流场水流模拟试验台。采用

以彩色墨水作为示踪剂的流动显示技术，试验研究了不同波瓣喷嘴结构在燃烧室内诱导的涡系结构，分析了不同波

瓣喷嘴结构对燃烧室内涡系结构的影响规律。在试验研究的基础上，对波瓣喷嘴燃烧室内的冷态流场进行了CFD分

析。结果表明，水流模拟试验观测到的涡系结构在位置、大小、形状和空间演变规律上与数值模拟结果相符，数值模

拟可用于涡强度的定量化研究。预置涡量的波瓣喷嘴诱发的涡系强度比无预置涡量的常规波瓣喷嘴诱发的强，其涡

量大小变化为出口斜置外加波瓣＞外加旋流器波瓣＞常规波瓣。同一工况下，随着油气比降低，燃烧室内涡系的影

响范围变大。波瓣喷嘴在燃烧室内产生的涡系及其演变过程，对研究其流场空气动力学特性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燃烧室；波瓣喷嘴；涡系结构；相似试验；水流模拟；数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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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flow simulation experimental study of
lobe nozzle combustor flow field

WANG Li-jun，MEN Kuo，JIANG Jin-tao，XU Yi-jun
(College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Shenyang 110136，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vortex system structure of the flow field of different lobed nozzles com⁃
bustor, a water flow simulation test rig for multi-point injection combustor with lobe nozzle was built. Adopt⁃
ing flow display technology with color ink as tracer, the structure of induced vortices of different lobed noz⁃
zles in combustion chamber was experimentally studied;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lobed nozzles on the vortex
structure in the combustor were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test, the cold flow field in the lobed nozzle com⁃
bustor was analyzed by CF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vortex structure ob⁃
served in the water flow simulation experimen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in terms
of location, size, shape and spatial evolution;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can quantify the study on eddy
strength. The projected vorticity strength of the lobed nozzles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lobed
nozzles without preset vorticity. The change results of vorticity size are as follows, the outlet oblique applied
lobe > the applied external cyclone lobe > the conventional lobe. Under the same working condition, the in⁃
fluence range of vortex system in combustion chamber becomes larger with the decrease of oil-gas ratio.
Study on the vortices produced by the lobed nozzle in the combustion chamber and their evolution proces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investigation of the flow field.
Key words: aero-engine；combustor；lobe nozzle；vortex structure；similarity test；water flow simulation；

numer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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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高性能全尺寸燃烧室的研制试验费用极其

昂贵，为了降低试验费用，基于相似原理的模型试验

被广泛用于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的设计研发中[1]。由

于水和空气同属流体，其运动过程都遵循流体基本

定律，当边界条件相同时两种流体的流动现象和规

律是一致的[2]。同时，由于空气为无色透明气体，试

验过程中的可视化观测比较困难[3-5]，且运用PIV速

度成像技术成本比较高。因此将相似原理中的水流

模拟试验显示技术应用到航空发动机新型燃烧室设

计中，不仅可节省大量的经费和时间，还能预测燃烧

室内冷态流场的分布 [6]。另外，相较于气体动力学

试验，水流模拟试验具有试验装置简单、费用低、操

作方便等优点，且水流模拟试验现象更为直观和形

象、易于观测和测量。此外，水流模拟试验还可通过

相似理论中的几何相似、运动相似以及边界条件相

似，来确定实际工况对应的模化试验台尺寸和操作

条件。

本文采用水流模拟流动显示相似试验方法，搭

建了一套航空发动机新型燃烧室内流场水流模拟试

验台，探究不同波瓣喷嘴燃烧室内流场涡系的结构

及演变过程。同时，运用数值模拟方法定量研究了

不同波瓣喷嘴燃烧室内流场涡系结构特性和演变规

律[7-11]，并将二者结果进行正确性对比验证分析，为

探讨不同波瓣喷嘴燃烧室的水流模拟方法提供了可

信和有一定应用价值的结论。

2 试验设备与方案

2.1 水流模拟试验台

搭建的航空发动机波瓣喷嘴燃烧室内流场水流

模拟试验台如图 1所示，由波瓣喷嘴、燃烧室、供水

系统、控制系统、显示系统与拍摄系统等组成。水流

入口代表空气入口，其流量由电磁流量计控制。共

设计了常规波瓣、出口斜置波瓣和外加旋流器波瓣

3种波瓣喷嘴(图 2)，并将其应用于新型多点喷射燃

烧室设计中，成为常规型、出口斜置型与外加旋流器

型波瓣喷嘴燃烧室。图 2(a)为常规型波瓣喷嘴结

构，图 2(b)中虚线轮廓为常规型波瓣喷嘴出口线型

结构，实线为出口斜置型波瓣喷嘴结构。两种波瓣

喷嘴均采用六花瓣结构，常规型波瓣的尾缘无斜置，

其内外波瓣的张角分别为 19.3°与 24.2°；与此相对

应，出口斜置型波瓣喷嘴参考了Ruetten等[12-13]的设

计，将常规型波瓣喷嘴出口逆时针整体扭转 8.4°。
两种波瓣的长度均为 20.0 mm，直径为 30.0 mm，进

口平行端长度为30.0 mm。整个轴向旋流器安装在

波瓣喷嘴入口平行端前侧(图 2(c))，由 36 个叶片组

成，叶片安装角为10°。

2.2 试验与模拟方案

共设计了 3个试验方案，即分别用水流模拟常

规型、出口斜置型和外加旋流器型波瓣喷嘴燃烧室

内流场。每种波瓣喷嘴燃烧室的试验在同一工况、

不同油气比条件下进行。试验操作过程相同：开启

进水泵，喷入彩色墨水作为流动示踪显示剂；用电磁

流量计测量并通过主控制器控制其流量；用高速摄

像机记录波瓣涡系结构及流动轨迹在燃烧室内的形

态和发展情况。

表 1、表 2 分别给出了试验工况和模拟计算工

况。通过试验定性观测分析波瓣喷嘴燃烧室内涡

系，利用数值模拟对燃烧室内涡系进行进一步的数

值分析。依据数值模拟所建立的3种波瓣喷嘴燃烧
图1 水流模拟试验台实体图

Fig.1 Water flow simulation test bed

波瓣喷嘴燃烧室

水流入口
水流出口

操纵柜

电磁流量计

21.6°
8.4°

(c) 外加旋流器波瓣

图2 波瓣喷嘴模型设计简图

Fig.2 Schematic design of lobed nozzle model

(a) 常规波瓣 (b) 出口斜置波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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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模拟工况，由相似原理，在保证数值模拟工况与

水流模拟工况雷诺数相同的前提下，根据下式，可以

得出水流模拟试验的操作条件。

Re = La va ρa
μa

= Lw vw ρw
μw

式中：Re为雷诺数；L为模型燃烧室特征长度；v为模

型燃烧室内流体流速；ρ为模型燃烧室内流体密度；

μ为模型燃烧室内流体的动力黏度；下标a表示空

气，w表示水。其中，水和空气的密度与动力黏度均

为常量，试验台模型与模拟计算模型的特征长度之

比为3。

3 燃烧室模型及网格

3.1 燃烧室整体参数

整个燃烧室模型主要由波瓣喷嘴和渐缩式方形

锥体(倒锥体)组成，如图 3 所示。燃烧室模型参考

NASA 相同尺寸的燃烧室设计 [14-15]。燃烧室总长为

255.8 mm，模型燃烧室前端正方形边长为207.8 mm，

末端正方形边长为 83.0 mm，出口平行端长度为

40.0 mm。波瓣喷嘴尾缘出口即为燃烧室头部入口。

3.2 计算域网格划分

采用ANSYS 15.0软件对整个计算域进行 ICEM
网格划分。波瓣喷嘴结构复杂，采用非结构化网格

划分，并且对壁面采用五层 Prim边界层网格，波瓣

出口尾缘附近局部加密。加密后的第一层网格节点

距壁面的无量纲距离函数y+满足 Realizable k - ε湍
流模型标准壁面函数的要求。经网格无关性验证，

最终确定的网格总数约为280万。

4 结果与分析

4.1 试验结果及分析

图 4～图 6示出了 3种波瓣喷嘴下游单涡与对

表1 试验工况

Table 1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工况

水流流量/(m3/h)
油气比

Case1
6.25

0.026

Case2
5.60

0.029

Case3
5.24

0.031

Case4
4.64
0.035

表2 数值模拟工况

Table 2 Numerical simulation conditions
工况

空气流量/(kg/s)
油气比

Case1
0.029 26

0.026

Case2
0.026 23

0.029

Case3
0.024 54

0.031

Case4
0.021 73

0.035

图3 燃烧室几何模型及计算网格

Fig.3 Combustion chamber geometry model and calculation grid

出口斜置波瓣

波瓣喷嘴燃烧室

出口波瓣喷嘴质量入口

常规波瓣

旋流器

(b) 对涡结构

图5 出口斜置型波瓣喷嘴下游涡系结构水流示踪结果

Fig.5 Test results of exit oblique lobe nozzle

FAR=0.035 FAR=0.031 FAR=0.029 FAR=0.026

FAR=0.035 FAR=0.031 FAR=0.029 FAR=0.026
(a) 单涡结构

图4 常规型波瓣喷嘴下游涡系结构水流示踪结果

Fig.4 Test results of conventional lobe nozzles

(b) 对涡结构

(a) 单涡结构

FAR=0.035 FAR=0.031 FAR=0.029 FAR=0.026

FAR=0.035 FAR=0.031 FAR=0.029 FAR=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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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结构水流示踪试验观测结果。每组图对应4个工

况，从左至右油气比 (FAR)由 0.035 逐渐减小到

0.026，对应的空气质量流量逐渐增大，水模拟对应

的水流量逐渐增大；图中虚线为波瓣喷嘴中心轴

线。3种波瓣喷嘴在燃烧室中诱导出的单涡结构和

对涡结构随着油气比的减小，在大小和空间演变规

律上基本一致，但其大小和拓展范围有所不同。

4.1.1 常规型波瓣喷嘴下游流场

由图 4(a)可见，单涡结构在沿燃烧室轴向螺旋

式前进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向径向扩散。波瓣喷嘴

出口处存在强度较大的涡系结构卷吸附近的流体，

促进该空间范围内的流体相互掺混并逐渐扩展。不

同油气比下涡系结构在形状和空间演变规律上一

致，但大小和扩展范围不同。随着入口流量的增大，

涡系结构的扩展范围逐渐增大，涡系结构更加明

显。图4(b)显示了单个波瓣喷嘴出口两侧的对涡结

构分布情况。可看出，在示踪剂进入燃烧室后形成

一对涡系结构，沿燃烧室轴向一同螺旋式前进并逐

渐掺混。由于两个涡系旋向相反，相互掺混得更加

充分。随着入口流量的增大，其涡系结构的演变规

律与单涡结构的基本一致。

4.1.2 出口斜置型波瓣喷嘴下游流场

图5(a)为单个出口斜置型波瓣喷嘴出口处一侧

顺时针单涡结构水流示踪试验观测结果。可见，单

涡结构中，出口斜置型波瓣喷嘴涡系的发展状态与

常规型波瓣喷嘴的相似，同为沿中心轴线顺时针旋

转。但由于出口斜置型波瓣喷嘴出口扭转一定角

度，水流存在切向分速度，整个涡系结构出现了沿波

瓣喷嘴中心轴线逆向倾斜的趋势。由图5(b)可以看

出，对涡结构与常规型波瓣喷嘴的类似，但出口斜置

型波瓣喷嘴的涡系结构沿下游方向的空间演变范围

更大，掺混效果更好。这说明波瓣出口扭转一定角

度具有扩展波瓣喷嘴下游涡系空间范围的作用，能

够进一步促进射流掺混。在斜置型波瓣的出口处，

同样存在强度较大的涡系结构卷吸附近流体，促进

该空间范围内的流体相互掺混并逐渐扩展。这使得

涡系的螺旋状空间拓展形态和范围都明显增大，涡

系结构在燃烧室内得到明显加强。同时，随着入口

流量的增大，涡系结构的变化规律与常规波瓣喷嘴

的一致，涡系结构的扩展范围逐渐增大。

4.1.3 外加旋流器型波瓣喷嘴下游流场

图6(a)为外加旋流器型波瓣喷嘴出口对涡结构

的示踪试验观测结果。由图可见，外加旋流器型波

瓣喷嘴的涡系的发展状态与常规型和出口斜置型两

种波瓣喷嘴的相似，整个涡系结构同样存在沿波瓣

喷嘴中心轴线倾斜的趋势。而其涡系结构沿下游方

向的空间演变范围比图 5(a)的小，说明外加旋流器

同样具有扩展波瓣喷嘴下游涡系空间范围的作用，

但较出口斜置型波瓣喷嘴的作用弱，图 6(b)的成对

涡系也能说明这一点。外加旋流器波瓣喷嘴下游燃

烧室内掺混效果较常规型波瓣喷嘴的好，比出口斜

置型波瓣喷嘴的稍差。

4.2 数值模拟结果及分析

4.2.1 冷态流场结果及分析

图 7显示了 3种波瓣喷嘴燃烧室内数值模拟的

冷态流场。可看出，3种波瓣燃烧室内的冷态流场

分布基本一致，波瓣喷嘴出口处及每个波瓣波峰处

的速度都较大。常规型波瓣喷嘴燃烧室内存在射流

贴壁现象，且速度分布不均匀；外加旋流器型波瓣喷

嘴燃烧室内射流贴壁情况稍有改善，且速度分布较

常规型波瓣的均匀；出口斜置型波瓣喷嘴燃烧室内

射流贴壁现象消失，且整体速度分布均匀性较好。

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两种预置涡量波瓣喷嘴燃

烧室内出口都有一定的切向分速度，导致燃烧室内

的射流径向影响范围缩小。对燃烧室内射流径向影

响范围而言，外加旋流器型波瓣喷嘴的略大于出口

斜置型波瓣喷嘴的。

4.2.2 燃烧室内涡量值分析

由于波瓣喷嘴的特殊几何形状，其下游射流混

合流场中存在较大规模的流向涡，这是流动混合增

强的主要原因。此外，由于K-H不稳定性可以出现

在任何自由剪切层中，所以会有流向涡以及正交涡

图6 外加旋流器型波瓣喷嘴下游涡系结构水流示踪结果

Fig.6 Test results of the applied external cyclone lobe nozzle

(b) 对涡结构

(a) 单涡结构

FAR=0.035 FAR=0.031 FAR=0.029 FAR=0.026

FAR=0.035 FAR=0.031 FAR=0.029 FAR=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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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而旋涡破裂产生的高强度湍流使整体混合

过程显著改善。图8(a)为油气比0.026时3种波瓣喷

嘴燃烧室内流向涡涡量值沿流向变化的曲线图。可

看出，3种波瓣喷嘴燃烧室的流向涡涡量值变化趋

势相似，且波瓣喷嘴出口处的涡量值最大。随后由

于流向涡之间相互挤压掺混及湍流的耗散作用，涡

量值都呈急剧下降趋势。当x(沿流向距燃烧室入口

距离)大于 0.1时，此时的位置已是燃烧室的后半部

分，其流向涡的涡量值较小。燃烧室内正交涡涡量

值如图8(b)所示，其变化规律与流向涡的相似。

4.3 试验与模拟结果对比分析

图9为以油气比0.026为例的3种波瓣喷嘴在燃

烧室内单涡的轨迹线模拟结果与试验示踪结果对

比。由图可看出，涡系模拟计算轨迹结构沿流向的

演变位置、涡系的空间拓展形态以及范围，与水模拟

试验示踪结果显示的基本相同。说明运用水流模拟

试验与数值模拟计算相互验证的方法来研究波瓣喷

嘴燃烧室内的涡系结构和流动轨迹可行。

(a) 常规波瓣 (b) 出口斜置波瓣 (c) 外加旋流器波瓣

图7 波瓣燃烧室内冷态流场

Fig.7 Cold flow field in the lobe combu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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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10.8 21.6 32.4 43.2

Velocity/(m/s)
0.0 10.6 21.2 31.8 42.4

Velocity/(m/s)
0.0 12.6 25.2 37.8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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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正交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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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燃烧室内涡量值沿流向的变化

Fig.8 Variation of vortex value in combustion chamber along flow direction

(a) 流向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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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常规波瓣 (b) 出口斜置波瓣 (c) 外加旋流器波瓣

图9 波瓣喷嘴单涡涡系模拟与试验结果对比

Fig.9 The comparison diagram between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of lobe nozzle single vort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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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搭建了水流模拟试验台，试验观测、研究了不同

波瓣喷嘴燃烧室内冷态流场结构。同时，以空气为

介质对相同波瓣燃烧室内冷态流场进行了数值分

析。对比分析水模拟相似试验和数值分析结果，主

要得出如下结论：

(1) 数值模拟涡系轨迹结构与水流模拟试验观

测结果的涡系结构相似，涡系演变规律一致。所设

计的 3种波瓣喷嘴在相同工况下，出口斜置型与外

加旋流器型这两种有预置涡量的波瓣喷嘴燃烧室，

其下游涡强度更大。对流向涡涡量值而言，出口斜

置型最大，外加旋流器型次之，常规型最小。3种波

瓣喷嘴在燃烧室内均产生了复杂的涡系结构，促进

了射流的掺混，对稳定燃烧及降低污染物排放有一

定的作用。

(2) 波瓣喷嘴出口处流向涡以及正交涡的涡量

值达到最大，且沿程逐渐衰减；旋涡破裂产生的高强

度湍流使整体混合过程显著改善。

(3) 不同工况下，3 种波瓣喷嘴下游的涡系变

化规律趋于一致。随着入口流量的增大，燃烧室内

的涡系结构在形状和空间演变规律上基本一致，且

大小和扩展范围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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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针测量布局对中介机匣
流场影响的试验研究

魏 崇，向宏辉，刘志刚，赵旺东，赵 桓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四川 绵阳 621700)

1 引言

中介机匣是涡扇发动机中连接高、低压压缩部

件的重要过渡通道和主要承力件[1]。为适应上游风

扇与下游高压压气机之间的流道高度落差，中介机

匣通常采用 S造型，其内部具有大流线曲率和强压

力梯度的典型特征，其流场品质关系着高压压气机

部件及发动机整机的工作性能。近年来，随着现代

发动机对紧凑性和推重比要求的逐渐提高，中介机

匣的潜能挖掘逐步受到关注[2]。

国内外对中介机匣相关项目开展了大量研究。

Bradshaw[3]通过对比相同压力梯度的平板及带有曲

率的叶型边界层发展，表明凹曲率使湍流度增大，凸

曲率使湍流度降低。Bandyopadhyay等[4]研究了凹凸

曲率同时存在时其先后顺序对湍流边界层的影响，

发现凸曲率在前时壁面边界层内表面摩擦力较小。

Naylor等[5]进行了中介机匣长度对其性能影响的相

关研究，并就缩短中介机匣长度的优化设计工作进

行了数值模拟。刘旭[6]、孙琪[7]等通过数值计算和试

验研究的方式，对中介机匣附面层厚度计算进行了

研究。Kim[8]、Ghisu[9]等进行了过渡段设计规律的探

摘 要：为研究侵入式常规测量探针对中介机匣气动性能试验的影响，通过更改中介机匣沿气流方向不同轴向位置

探针的周向位置，开展了探针布局对中介机匣流场影响的对比试验研究和数值分析。结果表明：中介机匣流道内部

探针对下游流场的影响范围很大，影响程度随气流进口马赫数的增大而增大。上游探针尾迹对下游流场影响的轴向

距离可达到6.3倍进口流道高度(50倍探针支杆直径)，周向影响范围约为4倍探针支杆直径(约15°)。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中介机匣；探针测量布局；流场干扰；试验研究；数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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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for effect of probe measurement position
on flowfield of intermediate duct

WEI Chong，XIANG Hong-hui，LIU Zhi-gang，ZHAO Wang-dong，ZHAO Huan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Mianyang 621700，China)

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normal intrusive probes on the intermediate duct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test, by changing the circumferential direction of the probes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of the axi⁃
al compressor intermediate duct, experiments and numerical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to investigate the im⁃
pact of probe layout on the intermediate duct flowfiel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area of probe in the
intermediate duct on the downstream flowfield is great, and the impact increases as the Mach number in⁃
creases. The axial position which probe wake can disturb the downstream flowfield is 6.3 times as the height
of the duct (50 times as the diameter of the probe) and circumferentially 4 times as the diameter of the probe
(15°).
Key words：aero-engine；intermediate duct；probe measurement position；flow interference；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numer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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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阙晓斌[10]、Marn[11]等进行了中介机匣压气机耦合

设计，以进一步挖掘中介机匣内部非定常潜能，缩短

中介机匣长度，降低发动机整机质量。

随着中介机匣研究的深入，试验测试参数逐步

丰富，特别是侵入式测试元件的增加，完善了内部细

节流动测量，但也对流场带来一定干扰。国内针对

探针对流场的影响进行了不少研究，如赵建通[12]针

对探针测试布局对压气机性能及测量结果精度的影

响开展了相应研究，付少林等[13]基于涡轮出口截面

近壁边界层与平板湍流边界层速度分布相似的假设

分析了探针周向、径向测点数对涡轮效率的影响等，

但针对中介机匣的相应研究较少。

本文针对常规侵入式测量探针对中介机匣径向

压力分布及出口压力损失的影响，采取对比试验和

数值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探针测量布局对中介机匣

气动性能试验结果的影响，对于优化中介机匣探针

测量布局和提高试验结果的准确性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2 试验装置与试验方案

2.1 试验设备

中介机匣气动性能试验在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

轮研究院畸变发生器试验器(图 1)上进行。该试验

器为敞开吸气式试验器，主要由防尘网、流量管、试

验段、过渡段、稳压箱、主旁路阀门以及抽气机组等

组成。试验中，大气经防尘网过滤、隔绝大颗粒杂质

后，进入流量管保证进口流场并完成流量测量，再依

次进入转接段、试验段、稳压箱后由抽气机组抽走。

试验过程中，通过调节主、旁路阀门及放空阀门的开

度来实现试验件的状态控制。

2.2 试验测量方案

如图2所示，中介机匣轴向流路上共安排3个测

量截面。其中，0截面为进口截面，流道高度为H，安

装 2支探针(探针结构如图 3所示，探针支杆直径为

D)测量进口压力分布，探针堵塞面积比为0.012；1截

面位于弯曲流道中部距0截面2.7H(20D)位置，安装

3支探针测量弯曲流道内部压力分布，探针堵塞面

积比为 0.021；2截面位于中介机匣内涵出口距 0截

面 6.3H (50D)位置，安装 3 支探针测量出口压力分

布，探针堵塞面积比为0.023。
对比试验时，在 2截面探针周向位置不变的情

况下，通过更改0截面和1截面探针的周向布局，制

定了 3种不同的测量方案(图 4)。其中，测量方案A
中 0截面和 1截面探针的周向位置均与 2截面的相

近，最小周向角度约为 2.8°；测量方案B中更改了 1
截面探针的周向位置，仅0截面探针的周向位置与2
截面的较近，最小周向角度约为8.3°；测量方案C中

更改了0截面和1截面探针的周向位置，使其均与2
截面探针的周向位置较远，最小周向角度约为

41.7°。

探针在使用前均进行了吹风校准，满足试验要

求。压力后端采集装置为电子扫描阀，其系统采集

精度为0.5%。

2.3 试验数据处理

为量化分析测试探针对中介机匣流场的影响，

图3 测试探针结构示意

Fig.3 The probe structure

图4 中介机匣周向测量布局

Fig.4 Position of the probes circumferentially

8.3°
2.8° 41.7°

方案A 方案B 方案C

0截面探针

1截面探针

2截面探针

图1 试验器照片

Fig.1 Picture of the test facility

0 1 2

210

图2 中介机匣轴向测量布局

Fig.2 Position of the probes along axial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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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两个无量纲参数：表征中介机匣内部压力损失

情况的总压恢复系数σ，和各截面测点相对流道径

向高度h̄。
σ = (p∗i ⋅σ∗) p∗am (1)
h̄ = hi /H (2)

式中：p*
i为中介机匣各截面测得总压，p*

am为中介机匣

进口大气压力，σ∗为该中介机匣总压恢复系数设计

值，hi为探针各径向测点距流道内壁的实际高度。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3.1 沿程流场分布

图 5给出了中介机匣 3个测量截面总压恢复系

数沿径向的分布。从图5(a)中可以看出，中介机匣0
截面主流区损失较小，上、下端壁由于壁面黏性力的

作用使得损失增加，且表现出上端壁损失大于下端

壁的趋势。3种测量方案下该截面的压力分布趋势

一致，数值接近，总压恢复系数最大偏差不超过

0.01，表明对比试验中进口条件相同，具有良好的对

比基础。

从图 5(b)中可以看出，由于中介机匣曲率壁面

的存在导致弯曲流道内部损失增加，1截面压力损

失相比于0截面明显增加。对比主流区损失可以发

现，测量方案B的主流区损失最小，这与测量方案B
中1截面探针的周向位置与0截面探针的周向位置

相差较远有直接关系，表明0截面探针对1截面存在

影响。

从图 5(c)中可以看出，3种测量方案下测得的 2
截面总压恢复系数差别较大，其中测量方案A和B
的主流损失较大，且大于端壁损失。结合测量布局

可以发现，在测量方案A中，0截面和 1截面探针的

周向位置均与 2截面的较近，故其测得的压力损失

最大；测量方案B中，仅有0截面探针的周向位置与

2 截面的相近，故其测得的压力损失较测量方案 A
的小；而在测量方案C中，0截面和 1截面探针的周

向位置均与 2截面的较远，故测量方案C测得的压

力损失最小，且其变化趋势与理论一致。以上分析

表明，0截面探针和1截面探针对2截面流场均存在

干扰。

图 6给出了 0截面马赫数为 0.45条件下中介机

匣内部的总压分布。对比图中上下区域可以进一步

证实上述论述，侵入式测量探针对后端流场影响较

大，轴向影响区域超出了航标 [14-15]中对测量截面轴

图5 总压损失系数沿径向的分布

Fig.5 Radial distribution of total pressure loss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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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截面

(a) 0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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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总压沿程分布

Fig.6 Axial distribution of total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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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距离的要求。

3.2 周向流场分布

图 7给出了 0截面马赫数为 0.45条件下中介机

匣内部各截面总压的周向分布。从图中可看出，由

于探针尾迹的存在，1、2截面在周向上均存在明显

的低压区，但低压区的周向范围基本相当，约为4倍

探针支杆直径，影响范围约15°。据此，建议同类试

验在进行测量布局时，下游探针与上游探针的周向

角度间距不低于15°。
3.3 损失变化趋势

图 8给出了 3种不同测量方案下 2截面总压恢

复系数随 0 截面马赫数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看

出，相同马赫数下不同测量方案测得的出口总压恢

复系数存在明显差异，表现出随着各截面探针周向

位置的靠近，出口总压恢复系数逐渐减小，进一步表

明上游探针会对下游出口流场带来影响，且影响程

度随着进口马赫数的增加而增大。这说明随着进口

马赫数的增加，探针尾迹作用增强，影响范围逐级扩

大，从而加剧了对下游流场的气动干扰。

4 结论

针对中介机匣气动性能试验中测量探针布局问

题，通过改变探针周向位置，开展了探针布局对中介

机匣流场影响的对比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 中介机匣流道内部测试探针对下游流场的

影响范围很大，上游探针尾迹对下流流场影响的轴

向距离可达到6.3倍进口流道高度(50倍探针支杆直

径)，甚至更远；在周向上探针尾迹的影响范围约为4
倍探针支杆直径(约15°)。

(2) 测试探针对下游流场的影响与气流进口马

赫数相关，影响程度随着进口马赫数的增加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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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H96合金轮盘超速预过载
对材料性能的影响

张春兰，陈玉龙，胡 博，胡仁高，黎方娟，古远兴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

1 引言

FGH96粉末高温合金(以下简称FGH96合金)具
有晶粒细小、组织均匀、强度高、低周疲劳性能好、裂

纹扩展速率低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涡

轮盘的制造 [1]。目前，粉末纯净化技术可以将

FGH96 合金中非金属夹杂物含量控制在极低的水

平，但还无法实现 100%纯净，这些非金属夹杂物以

夹杂缺陷的形式存在于涡轮盘中 [2-4]。FGH96 合金

涡轮盘中的夹杂缺陷一般通过锻件超声波探伤进行

识别，但受到当前超声波探伤技术分辨率的限制，过

于微小的夹杂缺陷一般无法被识别[5]。这些随机存

在的微小缺陷往往会成为疲劳源，导致FGH96合金

低周疲劳寿命具有较大的分散性[6-10]。为获得具有

稳定可靠性能的涡轮盘，除进一步提升FGH96合金

粉末纯净度以外，还可在加工制造中借助超速预过

载技术等一些辅助手段实现。

超速预过载技术是指叶轮在装机前进行超转，

使叶轮内孔附近一定范围出现塑性变形，而叶轮外

层材料仍处于弹性状态，从而在叶轮内部形成有利

的预应力分布，提高叶轮承载能力、使用性能及工作

寿命。该技术在叶轮机上的应用始于上世纪 50年

代，是GE公司制造燃气轮机转子的关键工艺[11]。目

前国内未见 FGH96合金涡轮盘加工使用该技术的

摘 要：对FGH96粉末高温合金轮盘在室温120%超速预过载作用后的盘体进行取样，在550℃高温条件下测试了材

料的拉伸性能和低周疲劳性能。测试结果表明：经过超速预过载作用后，FGH96粉末高温合金材料出现了应变强化

现象，550℃拉伸屈服强度提高，低周疲劳寿命提升，高倍组织无明显变化，低周疲劳破坏模式无变化。FGH96粉末高

温合金轮盘超速预过载过程对盘体材料的强化现象，对于提升轮盘低周疲劳寿命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粉末高温合金；FGH96；涡轮盘；超速预过载；应变强化；低周疲劳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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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FGH96 superalloy disc overspeed preloading
on material properties

ZHANG Chun-lan，CHEN Yu-long，HU Bo，HU Ren-gao，LI Fang-juan，GU Yuan-xing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The sample of FGH96 superalloy disc was taken after 120% overspeed preloading at room tem⁃
perature, and the tensile properties and low cyclic fatigue properties of the material were tested under 550℃
high temperature conditions. The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GH96 superalloy material had strain
strengthening after overspeed preloading. The yield strength at 550℃ was higher, the low cycle fatigue life
was much longer, and microstructure showed no difference, low cycle fatigue damage model showed no
change ei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trengthening phenomenon of disc material in the overspeed of
FGH96 disc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its low cycle fatigue life.
Key words：aero-engine；powder superalloy；FGH96；disc；overspeed preloading；strain hardening；

low cycle fatigu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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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报道，多采用表面处理(如表面喷丸强化、振动

光饰等)的方式[12-13]在零件表面形成预压应力从而提

高轮盘的低周疲劳寿命。事实上，超速预过载在盘

体形成预应力的同时，其材料力学性能也会发生变

化。国内外许多研究 [14-20]表明，金属材料的预处理

强化能够改变材料性能并提升低周疲劳寿命。本文

针对轮盘超速预过载对 FGH96合金材料性能的影

响进行了试验研究，获得了预过载前后FGH96合金

高温拉伸性能和应力控制低周疲劳寿命的对比数

据，进行了试样断口和失效模式分析，并总结了相关

规律。

2 轮盘超速预过载

为研究 FGH96 合金轮盘在超速预过载后的材

料性能变化，采用FGH96合金制备了轮盘试验件(图
1)，并利用ZUST20D下立式转子高速旋转试验器(图
2)在室温条件下进行了120%超速预过载。

为确保试验安全，采用逐步加载的方式分别进行

了100%、108%、115%、120%转速下的轮盘超速预过

载。转速控制精度为±100 r/min，保载时间为5 min。
卸载后测量轮盘盘心径向尺寸，以预估轮盘的残余变

形，测量数据见表1。表中残余变形量表征了轮盘是否

发生屈服，可见在120%转速后轮盘已发生了明显屈

服，盘心残余变形呈现出左小右大的锥形(参照图1)，

其中左侧变形量为0.15 mm，右侧变形量为0.43 mm。

对 FGH96 合金轮盘在室温下的超速预过载过

程进行弹塑性分析。建立有限元模型，加载120%转

速后卸载，轮盘残余周向塑性应变和盘心的残余径

向变形如图 3所示。计算结果表明，盘心大部分进

入塑性，周向塑性应变最大值出现在盘心右侧，且左

侧小右侧大。残余变形量(径向位移)分别为左侧

0.07 mm 和右侧 0.44 mm，与试验测试结果吻合较

好。

3 轮盘超速预过载后的材料性能对比

为研究超速预过载过程对材料性能——特别是

低周疲劳性能的影响，在经过超速预过载处理的轮

盘盘心位置取周向试样(以下简称预过载试验件)，

图3 120%超速预过载后轮盘的塑性应变和变形分析结果

Fig.3 Numerical calculating plastic strain and deformation
after 120% overspeed test

(b) 盘心径向变形量

(a) 轮盘周向塑性应变

.000999
.001999 .003998 .005997 .007996

.002998 .004997 .006996 .008995

.001781
.062071 .18265 .30323 .42381

.12236 .24294 .36352 .4841
-.058509

.000000

mm

表1 轮盘超速后盘心残余变形量

Table 1 Residual deformation after disc overspeed test
试验状态

试验前

100%转速

108%转速

115%转速

120%转速

盘心径向尺寸/mm
133.96
133.98
133.99

134.04(左)
134.10(右)
134.11(左)
134.40(右)

残余变形量/mm
0.00
0.02
0.03
0.07
0.14
0.15
0.43

残余应变

0.00%
0.01%
0.02%
0.06%
0.10%
0.11%
0.32%

图1 FGH96合金试验盘

Fig.1 FGH96 powder superalloy disc

图2 ZUST20D下立式转子高速旋转试验器

Fig.2 ZUST20D vertical high-speed spin t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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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位置见图 4。预过载试验件结构及要求见图

5。在同批次FGH96合金毛坯盘的相同区域和方向

取对比试验件，进行拉伸和低周疲劳试验。

3.1 高温拉伸性能对比

采用带 653.03 型高温炉的 MTS809 材料试验

机，在 550℃温度条件下进行试验件的拉伸试验，拉

伸试验装配图如图6所示。在试验件标距段固定热

电偶控制温度波动，试验前加热试验件到试验温度

后保温10 min，然后开始试验。试验过程中，温度控

制精度为±5℃，加载速率为0.1 mm/min。

在 550℃温度下，FGH96 合金的弹性模量和屈

服强度见表 2，拉伸曲线见图 7。对比可看出，经过

室温 120%超速预过载后，FGH96合金在 550℃的弹

性模量无明显变化，但曲线非线性段(屈服段)明显向

上偏移。对比试验件的平均屈服强度为1 044 MPa，
而超速试验件的平均屈服强度为1 141 MPa，提高了

9.34%。这表明，轮盘超速后盘心部分材料发生的

塑性变形现象导致盘心材料发生应变强化，类似于

冷作硬化的现象，使得材料的屈服强度明显提升。

3.2 低周疲劳性能对比

考虑到 FGH96 合金轮盘服役于高温环境的普

遍性，且正常工况下的工作转速为固定值，轮盘的

实际疲劳行为(反复启动、停车)更接近于应力控制

下的疲劳，故在550℃温度条件下采用应力控制进行

低周疲劳试验。名义峰值应力为1 190 MPa，应力比

为0.05，加载频率为2 Hz，载荷波形为正弦波。试验

设备为 MS 型高温炉的 EHF-EV100k3-040 材料试

验机，在试验件的标距段固定热电偶控制温度波

动，试验前加热试验件达到试验温度后保温一段时

间，然后开始试验。低周疲劳试验结果见表 3。由

表可知，FGH96合金对比试验件的中值低周疲劳寿

命为 30 320周，预过载试验件的中值低周疲劳寿命

为54 190周，经超速预过载处理后其中值低周疲劳

寿命提升了80%。

3.3 低周疲劳断口分析

为分析轮盘超速预过载对材料微观组织的影

响，对预过载试验件和对比试验件的断口及晶粒度

图7 试验件拉伸应力-应变曲线

Fig.7 Tensile stress-strain curves of test pieces

0.0 0.5 1.0
应变/%

1.5

应
力

/MP
a

200
0

800
600

1000
1200

400

1400

对比试验件
超速试验件

图6 拉伸试验装配图

Fig.6 Assembly picture of tensile test

表2 拉伸应力-应变结果

Table 2 Tensile stress-strain results
试样类型

弹性模量/GPa
弹性模量均值/GPa

屈服强度/MPa
屈服强度均值/MPa

预过载试验件

187.68
186.86
187.27
1 138
1 144
1 141

对比试验件

188.58
186.36
187.47
1 060
1 027
1 044

变化率/%
-

-0.10
-

9.34

取样区域

图4 预过载试验件取样区域

Fig.4 Sampling location of overspeed test pieces

图5 预过载试验件结构

Fig.5 Structure of overspeed test pieces

ϕ5 ± 0.02

0.02
0.32

16.74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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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电镜分析。对比试验件断口宏观形貌如图8
所示，在断口边缘沿周向分布有5个疲劳源区，源区

附近呈蓝紫色和黄褐色氧化变色。疲劳扩展区面积

较小，与对比试验件轴向基本垂直；断口剩余大部分

区域为瞬断区，与对比试验件周向约呈45°夹角。

对比试验件断口扫描电镜形貌如图9所示。可

图9 对比试验件断口微观形貌

Fig.9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 of contrasting fatigue fracture

(a) 疲劳源区 (b) 疲劳扩展初期 (c) 疲劳扩展中期

(d) 疲劳扩展末期 (e) 断口瞬断区 (f) 整个断口

图8 对比试验件断口宏观形貌

Fig.8 Macroscopic characteristic of contrasting fatigue fracture

2mm

1mm

表3 低周疲劳试验结果

Table 3 Low cycle fatigue test results
试样类型

预过载试验件

对比试验件

寿命/周
56 556

104 390
123 377
94 415
57 909

154 068
64 353
8 053
12 673
7 606
39 770
63 192
92 247
14 532

中值低周疲劳寿命/周

54 190

30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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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到断口疲劳源区为短线源，裂纹均起源于对比

试验件表面加工刀痕处，加工刀痕深度为5～6 μm。

疲劳扩展初期、中期、末期形貌均可见明显疲劳条带

和二次裂纹，其中扩展末期条带间距相对更大。瞬

段区可见类解理平面和韧窝特征。

预过载试验件断口宏观形貌如图 10所示。在

断口边缘有 2个疲劳源区，源区附近呈蓝色和黄褐

色氧化变色。断口疲劳扩展区较平坦、面积较小，与

预过载试验件轴向基本垂直；断口剩余大部分区域

为瞬断区，存在一定起伏，与预过载试验件轴向约呈

45°夹角。

预过载试验件断口扫描电镜形貌如图 11 所

示。可观察到断口存在 2个疲劳源区，扩展棱线及

弧线特征显著。裂纹均起源于试样表面加工刀痕

处，为小线源，加工刀痕深度约为 4 μm。疲劳扩展

初期局部可见细密的疲劳条带，扩展中期、末期疲劳

条带宽化且可见二次裂纹特征。瞬段区呈类解理平

面和韧窝混合形貌特征。

在低周疲劳试样断口附近取样制备晶相试样对

高倍组织进行分析，如图 12所示。对比分析发现，
对比试验件和预过载试验件的横向及纵向组织(包
括组织类型和晶粒度)基本一致，晶粒度均在8级以

图10 预过载试验件断口宏观形貌

Fig.10 Macroscopic characteristic of overspeed fatigue fracture

1mm

2mm

图11 预过载试验件断口微观形貌

Fig.11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 of fatigue fracture for preloading test specimen

(a) 疲劳源区 (b) 疲劳扩展初期 (c) 疲劳扩展中期

(d) 疲劳扩展末期 (e) 断口瞬断区 (f) 整个断口

张春兰等：FGH96合金轮盘超速预过载对材料性能的影响52



(下转第5页)

燃 气 涡 轮 试 验 与 研 究第33卷

上。对比试验件和预过载试验件的低周疲劳断口均

属多线源断口，疲劳源区多为加工刀痕，疲劳扩展区

占断口面积的比例很小，大部分断口为瞬断区，断口

附近晶粒度水平相当。可见，超速预过载过程对

FGH96 合金材料的强化并不会明显改变其组织状

态和低周疲劳破坏模式。

4 结论

针对FGH96合金轮盘经过室温120%超速预过

载处理后的盘体的材料性能变化开展了试验研究，

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1) 超速预过载后 FGH96 合金涡轮盘体发生

了明显塑性变形，盘心位置周向塑性应变最大；

(2) 超速预过载后 FGH96 合金涡轮盘心塑性

变形位置发生了应变强化，弹性模量无明显变化，屈

服强度提升9.34%，低周疲劳中值寿命提升80%；

(3) 轮盘超速预过载引起的塑性变形对

FGH96 合金的组织状态和低周疲劳破坏模式无明

显影响；

(4) 轮盘超速预过载过程引起的材料强化对提

升轮盘低周疲劳寿命具有积极意义，但其影响机理

尚需开展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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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试验件断口高倍组织

Fig.12 Microstructure of fatigue fracture

(d) 预过载试验件纵向

(c) 预过载试验件横向

(b) 对比试验件纵向

(a) 对比试验件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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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4169G合金叶盘叶尖裂纹失效分析

李祚军，白云瑞，吴 晨，田 伟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

1 引言

GH4169G 合金是在 GH4169 合金成分的基础

上，采用磷、硼微合金复合强化方法发展而成的一种

先进合金。与 GH4169 合金相比，GH4169G 合金的

使用温度提高了 30℃(达到 680℃)，同时其他力学性

能不降低，工艺性能相当，持久和蠕变性能成倍提

高，疲劳寿命显著延长 [1-5]。目前，GH4169G合金不

仅积累了大量的组织性能数据，而且确定了主导工

艺(包括冶炼，均匀化处理，棒材锻造，盘件模锻等)，
已应用于压气机整体叶盘。

针 对 GH4169G 合 金 ，孙 文 儒 等 [1-5] 研 究 了

GH4169G合金的锻造工艺对组织性能的影响，合金

锻件典型部位的晶粒组织和δ相的析出特征，以及微

摘 要：针对GH4169G合金叶盘试验后1个叶片叶尖出现的裂纹，对裂纹叶片进行了断口和组织分析。得出裂纹的

性质为高周疲劳，裂纹源区位于叶背侧亚表面，裂纹叶片叶尖处晶粒度为5.5级，不满足锻件检测要求，降低了高周疲

劳性能。对与裂纹叶片邻近的多个叶片各部位进行组织分析，叶尖处均未达到平均晶粒度8级或更细的要求，δ相较

少，距离裂纹叶片越远晶粒越细，叶身纵向晶粒从叶尖至叶根逐渐变细。复查该叶盘锻件的等温锻造工艺，叶片部位

欠压过多，外缘周向最小尺寸偏小，导致叶片叶尖附近部位变形量不足，晶粒粗大。对锻造工艺进行优化，将最大锻

造压力由5 000 t调整为8 000 t，预留欠压量由≤15 mm调整至≤10 mm。优化后的锻件充满模具，外缘尺寸符合锻件

图纸要求，晶粒度符合技术要求，后续各批次中该问题未复现。

关键词：GH4169G合金；叶片裂纹 ；失效分析；高周疲劳；晶粒度；等温锻造

中图分类号：TG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20 (2020) 05-0054-05

The failure study on blade tip crack of GH4169G alloy blisk
LI Zuo-jun，BAI Yun-rui，WU Chen，TIAN Wei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A crack was detected at the tip of a blade of GH4169G alloy blisk after testing. Fracture analysis
and metallographic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to find that the property of crack was high cycle fatigue, and
the source region was located on the subsurface of dorsal blade. The grain size grade at blade tip was 5.5
which did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 The mean grain size was not less than 8, and δ phase was less. The lon⁃
ger distance from the blade, the smaller grain size was through tip to root. To analyze the reason of unquali⁃
fied metallurgical structure, forging process was reviewed. The pressure of the blade region on forging was
oversized, the minimum circumferential dimension of the outer edge was small which caused that the defor⁃
mation near the blade tip was insufficient and the grain size was large. The maximum forging pressure was
adjusted from 5 000 t to 8 000 t, and the reserved under pressure was adjusted from ≤15 mm to ≤10 mm,
let the forgings fill with molds. Both the outer edge dimensions and the grain size meet the requirements to
ensure the high cycle fatigue will not happen again.
Key words：GH4169G alloy；blade crack；failure analysis；high cycle fatigue；grain size；isothermal fo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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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元素对 GH4169 合金组织与蠕变性能的影响等。

裴丙红 [6]研究了GH4169合金锻造工艺对晶粒尺寸

的影响，发现采用单向拔长工艺将导致棒材变形量

偏小、动态再结晶不充分。孔永华等[7-8]研究了不同

热处理工艺对 GH4169 合金组织及性能的影响，分

析得出晶界处析出的δ相可提高晶界强度并阻止晶

界滑移，从而提升合金的蠕变性能，但大量δ相的析

出降低了γ″相的浓度，造成晶界强度降低，导致合金

的蠕变性能显著降低。张显程等[9-11]研究了晶粒尺

寸对 GH4169 合金疲劳小裂纹扩展的影响，以及热

处理对GH4169合金低循环疲劳性能的影响。

本文以GH4169G合金叶盘叶尖裂纹失效为背

景，对裂纹叶片进行断口和组织分析，确定了裂纹性

质和失效原因。对与裂纹叶片邻近的多个叶片的多

个部位进行组织分析，获得了叶片组织分布规律。

通过复查裂纹件叶盘锻件的锻造工艺过程，确定了

造成失效的直接原因，并提出了工艺改进措施。

2 裂纹起源位置及叶盘材料工艺

GH4169G合金叶盘试验后检验发现，有 1个叶

片的叶尖处存在 1条裂纹。裂纹位于叶尖顶部，距

前缘约 8.0 mm(图 1)。裂纹穿透叶身，叶盆侧长约

0.7 mm，叶背侧长约 2.4 mm。叶盘锻件采用等温模

锻工艺研制，加热温度 1 015℃，终锻温度≥920℃；

分一火次两步完成，最大压力5 000 t，第一步初始压

制速度 5.0 mm/s，第二步压制速度 0.5 mm/s，至锻件

充满模具。

3 结果与分析

3.1 失效分析

叶片表面裂纹形貌如图2所示。裂纹沿叶身方

向分布，从叶尖顶部沿裂纹扩展方向张开程度逐渐

减小，局部可见锯齿状特征；表面粗糙，存在较多细

小划痕，顶部可见加工刀痕。

叶片裂纹断口外观如图3所示。断口宏观较平

整、无明显变形，源区位于叶背端角区域，源区向外

的放射棱线明显。叶片裂纹源区如图 4所示，位于

叶背端角附近亚表面，可见块状颗粒物，源区附近主

要呈类解理形貌。裂纹扩展区可见疲劳条带形貌，

且疲劳条带细密(图 5)。人为打断区主要为韧窝形

貌，见图6。

对叶片裂纹源区进行能谱分析，能谱分析位置

(c) 叶尖顶部

图2 叶片表面裂纹形貌

Fig.2 Blade surface crack morphology

(a) 叶背侧 (b) 叶盆侧

图1 转子叶片叶尖裂纹示意图

Fig.1 The blade tip crack diagram

叶盆

叶尖

前缘

约8mm约8.0mm

图4 叶片裂纹断口源区及附近扩展区形貌

Fig.4 The morphology of the source region and
initial extension region

10μm300μm

裂纹源区

图3 叶片裂纹断口宏观形貌及源区位置

Fig.3 Fracture macroscopic morphology and
the source region position

叶盆侧裂纹长度

叶背侧裂纹长度

300μm

源区

50μm

500μm

4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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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结果见图 7。源区块状颗粒主要含有 Nb 和 O 元

素，含有较多C元素，含有少量的Ti、Ni等元素。据

此，块状颗粒物主要为Nb的碳化物。对叶片金相试

样抛光态下的块状颗粒物进行能谱分析，能谱分析

位置及结果见图8。块状颗粒物主要含有Nb元素，

含有较多C元素，含有一定的Ti元素。据此，块状颗

粒物应为Nb的碳化物。基体主要含有Ni、Cr和 Fe
元素，含有少量的Nb等元素，化学成分未见异常。

在叶片裂纹附近切取横向和纵向金相试样(图
9)进行组织观察，碳化物、碳氮化物和δ相满足技术

要求，未见 Laves相。根据GB/T 6394-2017[12]测定，

晶粒度约为 5.5级，不满足晶粒度为 8级或更细，允

许不超过20%的6级晶粒存在的技术要求。

在上述金相试样上检测显微硬度，结果见表

1。叶片横截面的硬度约为 HV507，纵截面的约为

HV493，可见叶片横、纵截面的硬度相当。参照GB/
T 1172-1999[13]中维氏硬度(HV)和布氏硬度(HBW)换
算可知，叶片的硬度高于HBW363，满足技术要求。

综上分析，叶片裂纹的裂纹性质为高周疲劳，且

叶尖处晶粒粗大。有研究 [14-15]表明，晶粒粗大会对

图6 叶片人为打断区韧窝形貌

Fig.6 The dimple morphology of man-made interruption region

图5 叶片裂纹扩展区后部断口疲劳条带

Fig.5 The fatigue striation of later expansion

图8 叶片组织中块状物的能谱分析位置及结果

Fig.8 The EDS analyze position and result on block

元素

C
O
Ti
Cr
Ni
Nb
总量

质量百分比/%
17.13
1.35
8.39
0.49
1.14

71.50
100.00

原子百分比/%
57.41
3.40
7.05
0.38
0.79

30.99

谱图1

30μm

图7 叶片裂纹源区能谱分析位置及结果

Fig.7 The EDS analysis position and result on source region

元素

C
O
Si
Ti
Cr
Fe
Ni
Nb
总量

质量百分比/%
18.84
37.54
0.22
3.16
0.65
0.64
2.29

36.66
100.00

原子百分比/%
35.28
52.77
0.18
1.48
0.28
0.26
0.88
8.87

40μm

谱图1 (b) 纵向组织

图9 裂纹附近金相组织

Fig.9 The metallurgical structure near the crack

(a) 横向组织

10μm

10μm

表1 叶片显微硬度检测结果(HV0.2)
Table 1 The testing result of microhardness (HV0.2)

测量位置

横向

纵向

1#
512.19
498.83

2#
502.10
485.84

3#
505.49
495.52

平均值

506.59
493.40

100μm 50μm

5μm3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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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周疲劳性能产生不利影响。在晶粒度为4~5级的

其他GH4169G盘锻件上取样进行旋转弯曲高周疲

劳试验，试验温度 650℃，频率 10 Hz，应力集中系数

Kt=1.0，应力比R=-1，疲劳寿命如表2所示。在晶粒

度为 8 级或更细的 GH4169G 盘锻件上取样进行旋

转弯曲高周疲劳试验，试验温度 650℃，频率 83 Hz，
Kt=1.0，R=-1，测得中值疲劳强度为 580 MPa。因

此，4~5级晶粒度叶盘锻件的旋转弯曲疲劳性能明

显低于8级或更细晶粒度的叶盘锻件。

3.2 邻近叶片组织分析

为探索叶盘叶片组织的分布规律，在裂纹叶片

邻近的 11 个叶片(面向叶盆侧对叶片编号)的多个

部位切取横向和纵向金相试样进行组织分析，其

中左 1 叶片的纵向组织如图 10 所示。根据 GB/T
6394-2017[12]，晶粒度测定结果见表3。由表可知，与

裂纹叶片邻近的10个叶片叶尖附近的晶粒度，均未

达到平均晶粒度 8级或更细的技术要求，距离裂纹

叶片越远晶粒度越细，叶身纵向晶粒度从叶尖至叶

根逐渐变细，且叶尖处的δ相分布较少。

3.3 锻造工艺过程分析

复查失效批叶盘的锻造工艺过程，发现叶盘锻

造工艺存在个别工序操作与工艺规程不符的问题。

叶盘锻件等温锻工序的变形量未达到设计变形量，

叶片部位欠压过多(要求高度为57 mm，实际锻造高

度约 86 mm，欠压 29 mm，超过≤15 mm 要求范围)，
如图11所示。为此，导致叶片叶尖附近部位变形量

不足，造成叶尖晶粒粗大，δ相较少。

针对锻件变形量不足的问题，提出了锻造工艺优

化方案：①将最大锻造压力由5 000 t调整为8 000 t；
②将预留欠压量由≤15 mm 调整至≤10 mm，使得

锻件充满模具。按照优化后的锻造工艺生产的锻件

质量有所提升，外缘尺寸符合锻件图纸要求，晶粒度

符合要求，高周疲劳性能满足技术要求。晶粒度得

到有效控制，后续各批次中该问题未复现。

图10 裂纹叶片左1叶片的纵向组织(200倍)
Fig.10 The vertical metallurgical structure of the blade on the

left side of flaw blade

(c) 叶根

(b) 叶中

(a) 叶尖

50μm

50μm

50μm

表2 晶粒度为4~5级GH4169G盘锻件的

旋转弯曲高周疲劳试验结果

Table 2 The rotary bending fatigue test results of GH4169G
alloy blisk forging with grain size scale 4~5
最大应力/MPa

550

520

循环数

1.83×105

7.62×105

4.28×105

2.55×105

2.00×106

5.04×106

7.09×105

1.00×107

3.79×106

4.48×106

2.39×106

2.78×106

4.47×106

5.0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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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针对GH4169G合金叶盘叶尖裂纹失效，开展了

断口和金相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裂纹叶片的裂纹性质为高周疲劳，叶尖处

的晶粒度为5.5级，未达到规定的平均晶粒度8级或

更细的技术要求，晶粒粗大对高周疲劳性能不利。

(2) 邻近叶片叶尖附近的晶粒度也未达到技术

要求。距离裂纹叶片越远晶粒度越细，叶身纵向晶

粒度从叶尖至叶根逐渐变细，δ相分布较少。

(3) 叶盘锻件叶片部位欠压过多，外缘周向最

小尺寸偏小，是导致叶片晶粒度不合格的原因。将

最大锻造压力由5 000 t调整为8 000 t，将预留欠压

量由≤15 mm调整至≤10 mm，锻件质量明显改善，

可解决GH4169G合金叶盘叶尖裂纹失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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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编号

左1
右1
左2
右2
左3
右3
左4
右4
右5
右6
右8

叶尖横向

6.0~7.0
6.5~7.0
6.5~7.0
6.5~7.0
5.5~6.5
6.5~7.0
6.5~7.0
7.0~7.5
7.5~8.0
7.5~8.5
8.0~9.0

叶身纵向

叶尖

6.0
6.0
6.5
6.5
7.0
7.5
7.5
7.5
7.5
8.5
9.0

叶中

8.0
8.0
8.0
8.5
8.0
8.0
8.5
8.0
7.5
8.5
9.0

叶根

9.0
9.0
8.5
8.5
9.0
9.0
9.5
8.5
8.5
8.5
8.5

裂纹横向

-
-
-
-

8.5~9.0
-
-

8.0~8.5
8.0~8.5
8.0~8.5

-

缩颈横向

8.0
9.0
8.0
8.0
9.5
9.0
8.0
8.0
8.0
8.0
8.0

伸根横向

9.0
9.5
-
-
-
-
-
-
-
-
-

表3 邻近叶片晶粒度测定结果

Table 3 The grain size testing results of adjacent blades

图11 锻造欠压过多示意图

Fig.11 The diagram of forging under pressure over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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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晶体测温技术研究与应用

张 娜，郑天慧，李 杨，王巍巍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

1 引言

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涡轮转子叶片的温度测

量一直是业内难题，也是影响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

研制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传统测温技术大多存在

测点少、难以获得关键数据、精度低，特殊位置温度

难以测量等缺点，为了准确测量转子叶片温度，需在

发动机研制过程中引入可打破传统测温技术局限性

的新测试方法。目前，国外已普遍采用一种创新型

测温技术——晶体测温技术 [1-2]。该技术是用于测

量试验件表面/气流最高温度的特种技术，其工作原

理基于晶体释放的温度记忆效应[3]。相较于传统测

温技术，晶体测温技术不仅传感器尺寸微小、无需测

试引线，且还可在不影响待测零件气动流场的同时

保证高测试精度。国内晶体测温技术研究起步较

晚，从上世纪 90年代末期才开始接触，目前仍处于

理论研究与实验室验证阶段，急需掌握晶体在实际

测温试验中的具体应用方法和效果。因此，有必要

对国外晶体测温技术现状、使用方法及效果开展研

究，为国内该领域科研工作提供支撑[4-6]。

本文简述了国外晶体测温技术研究概况，分析

摘 要：系统介绍了国外一种创新型测温技术——晶体测温技术。简述了该技术的原理与特点及相较于传统测温方

法的优势。总结了晶体测温技术在国外的研究应用概况，重点对其在国外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涡轮叶片上的测试案

例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晶体测温技术在AI-25TL航空发动机、GTX100燃气轮机等上的实际测试结果。最后针对国

内晶体测温技术的研究现状及所面临问题，提出了可供借鉴的意见，为国内晶体测温技术研发提供了支撑依据。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热端部件；涡轮叶片；晶体测温；示温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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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crystal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technique

ZHANG Na，ZHENG Tian-hui，LI Yang，WANG Wei-wei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An overseas innovativ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method, crystal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technology, was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The technical theory and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overseas re⁃
search status about crystal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were illustrated. Especially, measurement cases of ap⁃
plying this technology on turbine blade of aero-engine or industrial gas turbine were introduced and their
application effects were also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current overseas research status and challenges,
some sugges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to give support for crystal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aero-engine；gas turbine；hot section components；turbine blade；crystal temperature

measurement；temperature-sensitive p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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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项技术在国外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涡轮叶片

上的测试案例及应用效果，提出了国内应用测温晶

体可供参考的意见，为国内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应

用晶体测温技术提供了借鉴与支撑。

2 国外晶体测温技术研究概况

晶体测温技术最早由苏联研发，后推广至美国、

德国、日本、瑞士、瑞典等国。国外在晶体测温技术

研究方面知名度较高的有俄罗斯的库尔恰托夫 I.V.
原子能研究所(以下简称库尔恰托夫研究所)和美国

的 LG Tech-Link 公司。这两家机构研制的晶体传

感器已在多个领域得到应用。

2.1 库尔恰托夫研究所

库尔恰托夫研究所是最早研发晶体测温技术的

机构。其研究的晶体传感器，是低温条件(～80℃)下
在核反应堆经一定能量和强度的中子辐照后的立方

体碳化硅单晶(β相)，其主要性能指标见表1[7]。与示

温漆相比，晶体传感器在高温范围内测量精度更高，

抗外界腐蚀能力更强，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机

械制造和能源领域。主要用于测量涡喷发动机涡轮

叶片和涡轮盘、航天飞行器防热材料、内燃机阀门和

活塞环、滚珠轴承滚珠等的温度。图 1示出了多个

国家采用标准热电偶与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晶体传

感器同一时间、同样位置测得的结果对比，可见两种

测温方式所测结果吻合较好[7]。

2.2 LG Tech-Link公司

LG Tech-Link公司是一家专门研究晶体温度传

感器技术并提供相关支撑服务的公司，其研制的晶

体传感器已在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燃气轮机、火箭

发动机、涡轮增压器、燃料电池和往复式发动机中得

到广泛应用。LG Tech-Link公司晶体传感器的主要

性能指标见表 2[8]。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子物理、晶

体增长技术和X射线辐照技术的突破，促进了晶体

传感器在精度、可靠性和用户友好性方面的发展。

晶体传感器现已可用于发动机所有研制阶段与传热

和耐久性相关的项目，如传热稳态分析模型、冷却设

计方案、耐久性和裂纹扩展预测等。

3 国外应用案例

3.1 AI-25TL涡扇发动机排故

AI-25TL发动机使用过程中涡轮第一级导叶叶

身出现了氧化和积碳故障，故障原因疑似与导叶冷

却系统工作不稳定和冷却效果较差有关。排故时采

用了一种对部件改动最小的导向器冷却系统改进方

案，图2示出了改进前、后导向器的结构和外观。使

用晶体传感器及示温漆两种方式对改进前后导向器

冷却系统实施了对比测温，图3给出了晶体传感器安

装位置及改进前、后叶片晶体测温平均结果对比[1]。

结果表明，改进后叶片冷却效果最佳位置为叶盆、叶

背和前缘处，效果最差位置为尾缘中间截面。此次

表2 LG Tech-Link公司晶体传感器的主要性能指标

Table 2 Crystal sensors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LG Tech-Link
测温范围/℃

精度(标准偏差)/℃
尺寸/mm
引线/接头

生存率

存储寿命

测试过程

导热系数/W(m·℃)-1

密度/(g/cm3)
放射性/化学危害

最长累积经历测试时间(～840℃)/min

150～1 450
±3.3

0.20×0.20×0.38
不需要

＞95%
无限

灵活

20(工作温度范围内)
3.1
无

144 000

图1 晶体传感器与标准热电偶所测结果对比

Fig.1 Results comparison between crystal sensors and standard
thermocouple

热电偶测试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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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俄罗斯
瑞士

日本
美国

瑞典

表1 库尔恰托夫研究所晶体传感器的主要性能指标

Table 1 Crystal sensor characteristics of Kurchatov institute
测温范围/℃
尺寸/mm

测量误差/℃
加温速度/(℃/s)
试验时间/min

侵蚀性介质的影响

有效期

200～1 400
0.3～0.5

15
≤200

1～200
无影响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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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温结果为该型发动机后续改进提供了参考。

采取上述改进措施后，导向器内缘板又出现了

腐蚀-侵蚀性损耗及积碳故障。排故时对导向器进

口内机匣进行吹气以补充气膜冷却，进而达到有效

冷却内缘板、降低第一级导叶内缘板温度的目的。

排故方案确定后，针对吹送空气量、吹气孔几何尺寸

及其周向布置开展了流体计算工作；对发动机进行

了专门的补加工和测试改装；开展专门试验评估了

补充吹气对第一级导叶内缘板温度场、第一级工作

叶片温度场、第一级导向器内外机匣温度场及对燃

烧室出口燃气温度场的影响。试验分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在发动机原有叶型上试验，第二阶段在同一

发动机经过补加工的叶型上试验，且两个阶段试验

时均未拆除燃烧室。采用晶体传感器测量了第一级

导叶内缘板温度、第一级工作叶片叶身型面温度和

燃烧室出口燃气温度。采用示温漆评估了导向器内

外机匣热状态。测试结果表明，补充冷却内缘板使

得涡轮第一级导叶内缘板、第一级工作叶片榫头、根

部截面、中间截面、叶尖截面等多部位温度明显降

低，且未导致燃烧室出口燃气温度场恶化和涡轮第

一级工作叶片温度场恶化[2]，排故改进措施可行。

3.2 霍尼韦尔发动机高压涡轮叶片排故

2008年，霍尼韦尔公司某发动机试验中出现了

高压涡轮第二级静子(S2)氧化破裂、第一级转子(R1)
叶冠氧化缺损、TBC涂层及金属损失等故障[9]，故障根

本原因是吸入了主流路的高温燃气。排故中进行了

CFD 分析和台架试验，并将两者的结果进行了对

比。在台架试验中，为测量叶冠腔不同位置的金属

温度，试验发动机上共使用了350多个碳化硅晶体传

感器。其中，23个位于R1和S2之间的外径腔，其余

的位于R1盘、叶盆、叶背以及缘板上[8]。图 4为试验

中 R1 和 S2 间的总温图，图中★表示晶体传感器。

通过对比，晶体测温试验数据进一步证实了CFD分

析的置信度和可靠性，同时也验证了通过减少高压

涡轮R1叶冠和S2外端壁间轴向间隙达到腔体降温

的排故改进措施的可行性。

3.3 GTX100燃气轮机温度测量

为完成寿命预测，在真实的燃气轮机条件下，使

用晶体传感器在同一次试验中测量静子部件和转

子叶片处气体与金属表面的温度，并将测量结果与

同一组件的三维传热耦合模型的计算温度场进行

比较。在GTX100燃气轮机测温试验中，测点超过

2 300个，包括1 975个晶体传感器，237个热电偶和

110个压力探头，同时辅以示温漆测量。测温范围

为 20~1 400℃，高温下暴露的时间有限。采用的晶

体传感器直径为0.2 mm，精度达+10℃[10]。

测量金属温度的晶体传感器安装在叶片上直径

0.5 mm、深度 0.5 mm的圆形槽内，并使用高温粘合

剂固定。与热电偶安装不同，晶体传感器安装后叶

片表面完全光滑；可以在一个工件上安装多个晶体

传感器测量温度梯度，避免了从几个组件上测温后

再进行拼接的繁琐。试验中，晶体传感器的存活率

图3 晶体传感器安装位置及测温结果

Fig.3 Installed position and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result of
crystal sensor

截面

根部 中间叶尖
改进前
改进后

根部 中间叶尖

改进前
改进后

根部 中间 叶尖
改进前

根部 中间 叶尖 改进后

改进后

改进前

图2 导向器叶片结构外观

Fig.2 Configuration of guide vane

(a) 改进前 (b) 改进后

图4 R1和S2间的总温图

Fig.4 Total temperature pattern between R1 and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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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转子在线自动平衡技术

      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在高速、高温、高压作用下会发生变形、磨损及同心度变

化，从而引起发动机整机振动，严重威胁发动机的使用安全。为此，及时有效地

对发动机转子系统进行动平衡至关重要。但对于涡桨发动机螺旋桨转子这种大直

径、大转动惯量的转子，通常采用的离线平衡方式在实施上存在很大困难，控制

其不平衡振动的最有效途径是采用自动平衡技术对转子进行在线平衡。

     转子自动平衡是指在运行过程中通过主动控制改变转子的质量分布，达到实

时抑制不平衡振动的目的。21世纪初，自动平衡技术开始在航空发动机上应用，

其中以美国空军研发的用于军用涡桨发动机的螺旋桨在线自动平衡系统IPBS为代

表，处于该领域的领先地位。国内针对航空发动机转子自动平衡试验的研究还处

于起步阶段。

     本期《涡桨发动机螺旋桨模拟转子自动平衡试验研究》一文，以基于结构和

动力学相似等原则设计的一个螺旋桨模拟转子为研究对象，在高速旋转试验器上

完成了两种转子状态、三个平衡转速的自动平衡试验，取得了非常理想的平衡效

果。该研究是国内首次针对航空发动机转子开展自动平衡试验研究，为后续涡桨

发动机装机螺旋桨转子的自动平衡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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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95%。

测量进入叶片气流温度的晶体传感器安装在叶

片前缘的小陶瓷棒顶端。由于陶瓷棒传热率较低，

对气流热传导不敏感，晶体传感器得以测出气流温

度。晶体传感器实测温度与其他测温方式所得气流

温度差异很小，仅为4℃。此种情况下120个晶体传

感器存活率只有 80%，小于叶片表面测温时的晶体

传感器存活率。

此次晶体测温试验证明了晶体传感器是一种可

靠的测试方法，能实施精确测温并获取温度梯度，极

有利于在旋转叶片上使用。同时也证实了耦合传热

计算的可信度，并确定多个区域可以考虑减少冷却

空气量。

4 结束语

基于晶体测温技术的技术优势和实用性，针对

我国晶体测温技术的发展现状，建议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1) 加强标定判读技术的探索及应用研究。通

过自主研发攻克该技术，以避免在获取测量结果上

受制于国外和关键测试数据流入国外的风险。

(2) 科学合理地选用晶体测温技术。晶体测温

仅能测出整个测试过程中所经历的最高温度，使用

时应根据实际测试要求和目的，综合选择和评估测

温部位和合理确定晶体传感器使用数量。

(3) 加强晶体传感器的安装与拆除工艺研究。

依托专业设备反复摸索试验、多次实际操作以及工

艺验证试验不断优化、改进晶体传感器的安装和拆

除工艺，以保证在测试各环节中尽量不丢失、破坏晶

体传感器，提高安装与拆除的可靠性，以及晶体传感

器的工作效率。

(4) 使用时应合理搭配其他测试手段。与其他

测试方式(热电偶或示温漆)搭配使用不仅可得到待

测零件各个时间点的温度和关键点的温度裕度，而

且还可验证不同测试方法的实际测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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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转子在线自动平衡技术

      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在高速、高温、高压作用下会发生变形、磨损及同心度变

化，从而引起发动机整机振动，严重威胁发动机的使用安全。为此，及时有效地

对发动机转子系统进行动平衡至关重要。但对于涡桨发动机螺旋桨转子这种大直

径、大转动惯量的转子，通常采用的离线平衡方式在实施上存在很大困难，控制

其不平衡振动的最有效途径是采用自动平衡技术对转子进行在线平衡。

     转子自动平衡是指在运行过程中通过主动控制改变转子的质量分布，达到实

时抑制不平衡振动的目的。21世纪初，自动平衡技术开始在航空发动机上应用，

其中以美国空军研发的用于军用涡桨发动机的螺旋桨在线自动平衡系统IPBS为代

表，处于该领域的领先地位。国内针对航空发动机转子自动平衡试验的研究还处

于起步阶段。

     本期《涡桨发动机螺旋桨模拟转子自动平衡试验研究》一文，以基于结构和

动力学相似等原则设计的一个螺旋桨模拟转子为研究对象，在高速旋转试验器上

完成了两种转子状态、三个平衡转速的自动平衡试验，取得了非常理想的平衡效

果。该研究是国内首次针对航空发动机转子开展自动平衡试验研究，为后续涡桨

发动机装机螺旋桨转子的自动平衡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具有重要的工程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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