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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导 读

一体化涡轮过渡段气动优化技术

        涡轮过渡段的气动性能对涡轮部件乃至整个发动机的性能都有重要影响，国外历

来重视对涡轮过渡段的研究，还制定了如AITEB-2、AIDA等专门的研究计划。

        根据结构形式的不同，涡轮过渡段可分为普通过渡段和一体化过渡段。普通过渡

段即扩张流道+支板叶片。一体化过渡段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涡轮部件的气动性能，同

时降低其尺寸和质量，采用过渡段与下游涡轮静子一体化的结构来代替单独的过渡段

和下游涡轮静子。相对于普通过渡段，一体化过渡段的气动性能对于整个涡轮部件气

动性能的影响更大，其设计难度也更大。并且在一体化过渡段的早期设计阶段，其气

动性能通常很难达到性能指标要求，需要在后期进行优化改进。

     随着三维CFD技术的持续发展，包括神经网络与遗传算法等在内的智能算法应

用的日益广泛，以及计算机工具能力的日益强大，将三维CFD与智能算法相结合的优

化技术已逐渐应用于涡轮机械的优化设计领域，并取得不错效果。然而，对于一体化

过渡段，由于其几何与流动特征的复杂性，目前针对性的设计优化研究还很少见。

     本期《基于三维CFD与智能算法的一体化涡轮过渡段气动优化》一文，以发动

机的一体化涡轮过渡段为研究对象，对基于三维CFD与智能算法的一体化涡轮过渡段

的气动性能优化技术开展了研究，为掌握一体化涡轮过渡段气动优化中的关键技术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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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维CFD与智能算法的
一体化涡轮过渡段气动优化

杨 杰 1，2，宋友富 1，2，熊清勇 1，2，杨伟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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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轮机械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 株洲 412002)

1 引言

包括涡扇、涡轴、涡桨在内的多转子燃气涡轮

发动机中，由于高、低压涡轮气动和结构上的不同

要求，高、低压涡轮之间通常存在较大的转速差和

摘 要：为提升一体化涡轮过渡段的气动性能，并掌握一体化涡轮过渡段气动优化技术中的关键点，对基于三维CFD
与智能算法的一体化涡轮过渡段的气动优化技术开展了研究。结果表明：对优化前过渡段流动特征的分析和认识，

是识别主要优化变量、取得较好优化效果的必要前提；过渡段几何参数化的优劣取决于初始模型的构建，初始模型的

构建应以对优化前过渡段几何特征的分析为基础；对于原始叶片几何为6个径向截面的过渡段，采用径向3截面相比

径向6截面进行参数化拟合，虽然参数化效果稍逊，但能有效减少拟合的参数数目，并消除优化结果叶片几何沿径向

的扭曲。只对流道、只对叶片、同时对流道与叶片进行优化的过渡段，其总压损失降低效果分别达到0.49%、0.56%、

1.12%。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涡轮；一体化过渡段；气动优化；CFD；智能算法

中图分类号：V2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20 (2020) 06-0001-08

Aerodynamic optimization of the integrated inter-turbine duct based
on three-dimensional CFD and intelligent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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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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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a certain integrated inter-turbine
duct(IITD), and to master the key points in the IITD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a research on the IITD optimi⁃
zation techniques based on three-dimensional CFD and intelligent algorithm was carried ou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analysi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IITD flow features is a prerequisite to recognize
the main optimization variables and to achieve optimization. The quality of IITD geometric parameteriz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itial model, which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to the original IITD
geometric features. As for the original IITD with 6-radial-sections, compared to 6-radial-section paramet⁃
ric model, the 3-radial-section-parametric model achieves a slightly inferior fitting result. However, it can
reduce the parameter counts needed to fit and remove the radial distortion in the optimization resultant
blades. The three optimization schemes that were respectively only optimize flow passage, only optimize
blades, and optimize both passage and blades, can respectively result in a total pressure loss reduction to
0.49%, 0.56%, 1.12%.
Key words：aero-engine；turbine；integrated inter-turbine duct；aerodynamic optimization；

CFD；intelligent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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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差，从而需要一过渡段对高、低压涡轮进行联

接[1]。由于涡轮过渡段的气动性能对涡轮部件甚至

整个发动机的性能都有重要影响，故国外历来重视

对 涡 轮 过 渡 段 的 研 究 。 自 1967 年 扩 压 段 的

Sovran-Klomp特性图[2]总结开始，国外对过渡段做了

大量的研究 [3-7]。还制定了一些关于涡轮过渡段的

专门研究计划，如欧洲的 AITEB-2 计划 [8]、AIDA 计

划 [9]等。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涡轮过渡段的兴趣也

开始增长，开展了大量的研究[10-12]。

涡轮过渡段根据结构形式的不同可区分为普通

过渡段和一体化过渡段。普通过渡段即扩张流道+
支板叶片。一体化过渡段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涡轮部

件的气动性能，同时降低其尺寸和质量，采用过渡段

与下游涡轮静子一体化的结构来代替单独的过渡段

和下游涡轮静子。从目前能检索到的公开文献看，

对于涡轮过渡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普通过渡段，且

已总结出一些基本的研究规律 [13-15]；对于一体化过

渡段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近年来奥地利Graz大学的

Marn和Göttlich[16]、比利时冯卡门流体动力学研究所

的 Lavagnoli[17]、国内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

的杨杰[18]等进行了一些研究。

相对于普通过渡段，一体化涡轮过渡段的气动

性能对于整个涡轮部件气动性能的影响更大，且其

设计难度也更大。在一体化过渡段的早期设计阶

段，其气动性能通常很难达到性能指标要求，需要在

后期进行优化改进。

随着三维CFD技术的持续发展，包括神经网络

与遗传算法等在内的智能算法应用的日益广泛，以

及计算机工具能力的日益强大，将三维CFD与智能

算法相结合的优化技术已逐渐应用于涡轮机械的优

化设计领域，并取得不错效果[11]。然而，对于一体化

过渡段，由于其几何与流动特征的复杂性，目前针对

性的设计优化研究在公开文献中还很少见。

本文以某发动机的一体化涡轮过渡段为研究对

象，对基于三维CFD与智能算法的一体化涡轮过渡

段的气动性能优化技术开展研究。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发动机的一体化涡轮过渡段，含 4
个大叶片与8个小叶片，4个大叶片在小叶片中沿圆

周均匀分布。其几何模型见图1。

2.2 研究工作流程

以 Numeca 软件的 Design 3D 模块作为优化平

台，以一体化过渡段的性能作为目标函数，以一体化

过渡段的几何作为优化变量，通过三维CFD结合神

经网络与遗传算法对一体化涡轮过渡段进行迭代寻

优。迭代寻优原理为：由三维CFD生成数据样本，

由数据样本训练神经网络得到过渡段的优化目标预

测函数，通过遗传算法对此预测函数求取极值点，然

后对此极值点的过渡段几何进行 CFD 计算获取性

能参数，完成一次迭代过程；将此CFD计算结果加

入到神经网络样本数据库中进入下一次迭代，直至

达到收敛标准。

研究工作的基本流程为：原始过渡段的流动特

征分析→原始过渡段的几何参数化建模→优化方案

设定→数据样本生成及迭代寻优→优化结果分析。

2.3 三维CFD数值模型

原始过渡段的流动特征分析、Design 3D平台上

神经网络的数据样本生成及过渡段几何迭代寻优过

程中的三维流场模拟，通过采用Numeca软件的Fine
模块求解定常雷诺平均N-S方程来实现。其中湍流

的模拟采用S-A模型。N-S方程的空间离散采用中

心格式，伪时间步采用当地时间步。采用两重网格

进行加速计算。

一体化过渡段的计算网格采用Numeca软件的

AutoGrid平台生成。计算网格中包含 1个大叶片和

2个小叶片，即计算域为过渡段圆周环的1/4。计算

网格的网格量为180万网格节点数。经网格无关性

验证，该网格量可保证计算结果不随网格量改变。

叶片、内外机匣壁面Y +值控制在 5以内。计算网格

示意图见图2。
计算域进口给定总温、总压、进气方向和来流湍

动能、湍耗散，出口给定平均静压。计算域展向两

(a) 三维模型 (b) 子午面几何

图1 本研究中的一体化过渡段几何

Fig.1 The IITD geometry model

大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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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叶片表面给定无滑移壁面边界条件，周向两侧设

置为周期性边界。静子区域与转子区域的交接面采

用混合面处理方式。

优化前后所有过渡段几何的计算算例的网格拓

扑和网格量均相同，湍流模型与边界条件等计算设

置均保持一致，这样可以保证计算结果的差异仅由

过渡段几何的差异引起。

3 原始过渡段流动特征分析

采用 2.3节中的三维CFD数值模型对原始过渡

段的流动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原始过渡段的

总压损失为5.27%。

图 3给出了数值模拟得到的原始过渡段的大、

小叶片吸力面与压力面的极限流线图。从图中可看

出，原始过渡段在大叶片的吸力面下部存在明显的

流动分离区，在大叶片及其左右两侧小叶片的压力

面上部也存在明显的流动分离区。正是这些流动分

离区域的存在造成原始过渡段的气动损失较大。

大叶片吸力面下部发生流动分离的原因在于，

大叶片吸力面下部的叶型存在较大的扩散度，从而

造成大叶片吸力面后段形成较大的逆压梯度，使得

流动发生分离。大、小叶片压力面上部发生流动分

离的原因在于，过渡段上流道较大的向外扩张度造

成了较大的逆压梯度，从而造成上流道与大、小叶片

角区发生流动分离。对过渡段的流道与叶型几何进

行设计优化以减弱甚至消除分离，是此过渡段性能

优化改进的方向。

4 过渡段几何参数化建模

由于原始过渡段流道与叶片几何是由离散的数

据点组成，所以在性能优化计算前必须对几何进行

参数化，以提取特征参数，减少优化变量数目。

过渡段几何参数化的基本过程是：在对原始过

渡段流道与叶片几何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过渡段流

道与叶片的初始参数化模型，然后对初始参数化模

型的流道与叶片参数进行拟合计算，最终获得模型

参数值，形成参数化模型。

4.1 流道参数化初始模型

根据对原始过渡段流道几何的分析，上、下流道

分别采用 16个和 15个控制点的Bezier曲线模型进

行拟合，控制点的分布见图4。

4.2 叶片参数化初始模型

叶片参数化初始模型的构建，包括流面定义、径

向积叠规律定义和叶片型线定义三个方面。
图3 极限流线图

Fig.3 The extreme streamline

(b) 压力面

(a) 吸力面

大叶片

大叶片

图2 计算网格

Fig.2 The computation mesh

图4 过渡段流道的初始参数化模型

Fig.4 The initial parametric model of IITD flow passage

(b) 下流道

(a) 上流道

杨 杰等：基于三维CFD与智能算法的一体化涡轮过渡段气动优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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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流面定义

流面定义确定叶片参数化模型中径向截面的个

数及径向截面的形态(平面、圆柱面、锥面、百分比插

值面)。由于过渡段流道型线具有较大的爬升角，故

考虑采用等百分比插值面作为叶型的径向截面。由

于原始过渡段叶片几何给出了 6 个径向截面的叶

型，故可以考虑沿径向0、0.2、0.4、0.6、0.8、1.0展向位

置定义 6个叶型截面。然而，径向截面过多可能造

成优化后叶片沿径向的扭曲过大，采用沿径向 0、
0.5、1.0展向位置的 3截面模型可以避免该问题，故

本文研究分别考虑径向6截面(图5)与径向3截面(图
6)的叶片参数化模型方案。

4.2.2 径向积叠规律定义

径向积叠规律定义确定叶片的径向积叠方式，

包括积叠位置、积叠线形状的定义。积叠位置可选

择在前缘、尾缘、重心、最大厚度、通道中心、中型线

某位置、弦长某位置。参数化拟合时，结合积叠线形

状的定义，以上各位置均可选择，其中选择前缘或尾

缘最简洁。积叠线形状包括轴向形状和周向形状。

本研究中，积叠位置选在尾缘，积叠线的轴向形状(图
7)和周向形状(图8)均采用5节点B样条曲线拟合。

4.2.3 叶片型线定义

叶片型线定义确定叶片型线的构造方式，包括

中型线的定义和边型线的定义。中型线可选择简单

Bezier曲线(由进口构造角、出口构造角和安装角 3
个角度定义)或 Bezier 曲线(由 3 个或以上控制点定

义)，其他还有样条曲线、圆弧线、自定义曲线等，其

中简单Bezier曲线最简洁和最直观。本研究中选择

简单Bezier曲线(图9)。

边型线可通过厚度控制点和型线控制点两种方

式定义。由于型线控制点对于叶型的控制更直观，

故本研究中采用型线控制点方式对边型线进行拟合

(图10)。吸力面选取3个控制点，压力面选取2个控

制点。除进口构造角、出口构造角、安装角、3个吸

力面控制点、2个压力面控制点等 8个参数外，每个

截面还包括弦长、前缘半径、尾缘半径、尾缘楔角等

4个参数。

4.3 过渡段几何参数化拟合计算及结果

对过渡段流道和叶片建立参数化初始模型后，

以原始流道和叶型几何为拟合目标，采用遗传算法

对模型参数进行拟合计算，经多次迭代后得到参数

图6 径向3截面模型

Fig.6 3-radial-section model

图5 径向6截面模型

Fig.5 6-radial-section model

图9 采用简单Bezier曲线的中型线定义

Fig.9 The definition of the camber line by simple Bezier curve

γ
β1

β2

图8 积叠线周向形状

Fig.8 The circumferential shape of the stacking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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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积叠线轴向形状

Fig.7 The axial shape of the stacking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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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模型参数进行拟合计算，经多次迭代后得到参数

化几何模型结果。

径向 6截面与 3截面模型的拟合结果分别见图

11、图12。图中显示，两种参数化建模方案，流道的

拟合结果均非常好，与原始流道几乎无差异；而叶片

的拟合结果中，径向 6截面模型拟合叶型与原始叶

型几乎无差异，径向3截面模型拟合结果稍逊，两个

小叶片20%展向位置以上的吸力面型线与原始叶片

存在较小差异。

5 优化方案

将过渡段几何参数化后，通过选取优化变量及

其变化边界进行CFD计算生成数据样本点，然后定

义目标函数进行基于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的迭代寻

优计算，获得优化结果。

本研究中取过渡段总压恢复系数与流量的加权

组合作为目标函数进行单目标优化，其中流量趋向

定值，总压恢复系数趋向最大。根据只优化流道、只

优化叶片、同时优化流道与叶片三种思路选取优化

变量，设定了5种优化方案，见表1。
表1 优化方案

Table 1 The optimization scheme
方案名称

OPT_LD

OPT6S_B

OPT6S_LDB

OPT3S_B

OPT3S_LDB

优化变量

径向 6截面参数化模型：上、下流道

各7个径向坐标

径向6截面参数化模型：6个截面的

安装角与进口构造角

径向6截面参数化模型：上、下流道

各7个径向坐标；6个截面的安装角

与进口构造角

径向 3截面参数化模型：3个截面的

安装角与进口构造角；1个大叶片与

2个小叶片3个截面的压力面2个控

制点、吸力面3个控制点

径向 3截面参数化模型：上、下流道

各 7个径向坐标；3个截面的安装角

与进口构造角；1个大叶片与 2个小

叶片3个截面的压力面2个控制点、

吸力面3个控制点

变量数目

14

12

26

51

65

图12 径向3截面模型拟合结果

Fig.12 The fitting result of 3-radial-section model图10 采用型线控制点方式的边型线定义

Fig.10 The definition of edge line

图11 径向6截面模型拟合结果

Fig.11 The fitting result of 6-radial-section model

杨 杰等：基于三维CFD与智能算法的一体化涡轮过渡段气动优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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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原始过渡段中叶片表面的流动存在分离，

而叶片进口气流攻角对叶片表面的流动分离有很大

影响，故对叶片进行优化时，叶型的安装角和进口构

造角为重点优化参数。采用 6截面参数化模型时，

为减少优化变量数目，未对叶型控制点坐标进行优

化。

6 优化结果分析

6.1 优化结果

优化后的过渡段几何见图13～图17，性能计算

结果如表2～表6所示。表中，相对进口流量定义为

优化后的过渡段进口流量与原始过渡段进口流量之

比，原始过渡段的相对进口流量设为1；出口气流角

定义为出口气流方向与轴向的夹角；优化前后相对

进口流量、进出口静压比、出口马赫数的差异定义为

优化值与原始值之差再与原始值之比；优化前后总

压损失、出口气流角的差异定义为优化值与原始值

之差。

6.2 结果分析

表中显示，5个优化方案对过渡段的性能均有

所提升，但总体而言采用 3截面模型优化方案的性

能提升效果要优于采用 6 截面模型优化方案。其
图15 OPT6S_LDB方案叶片与流道几何

Fig.15 The blade and flow passage geometry of OPT6S_LDB

(a) 叶片 (b) 流道

图16 OPT3S_B方案叶片几何

Fig.16 The blade geometry of OPT3S_B

(c) 50%展向 (d) 100%展向

(a) 叶片 (b) 0%展向

优化前
优化后

图13 OPT_LD方案流道几何

Fig.13 The flow passage geometry for OPT_LD

优化前优化后

图14 OPT6S_B方案叶片几何

Fig.14 The blade geometry for OPT6S_B

(c) 0%展向 (d) 50%展向 (e) 100%展向

图17 OPT3S_LDB方案叶片与流道几何

Fig.17 The blade and flow passage geometry of OPT3S_LDB

(a) 叶片 (b) 流道

优化前
优化后

优化前

优化后

表2 OPT_LD方案气动性能

Table 2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OPT_LD
参数

相对进口流量

总压损失

进出口静压比

出口马赫数

出口气流角/(°)

优化前

1
5.27%

0.922 3
0.637 0

49.0

优化后

0.998 5
4.78%

0.919 6
0.644 0

48.8

差异

-0.15%
-0.49%
-0.29%
1.10%
-0.2优化前

优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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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OPT3S_LDB方案的优化效果最好，总压损失下

降1.12%；OPT6S_B方案优化效果最差，总压损失仅

下降 0.13%。5个优化方案的优化结果均能保证过

渡段的进口流量不变，而且进出口静压比、出口马赫

数和出口气流角在优化前后变化也很小。

图中显示，采用 OPT6S_B、OPT6S_LDB 方案得

到的叶片几何沿展向有较大扭曲，而且其性能优化

效果也不是最好，故将其作为最终的优化结果不可

取。相比之下，OPT_LD、OPT3S_B、OPT3S_LDB 方

案的优化结果则可取。

对 于 叶 片 几 何 的 优 化 结 果 ，OPT3S_B 与

OPT3S_LDB方案的类似，0%展向与 100%展向位置

的叶型相对于原始叶片几何有较明显变化，而且变

化规律一致，均是0%展向位置的叶片几何向吸力面

偏转，100%展向位置的叶片几何向压力面偏转。对

于流道几何的优化结果，OPT_LD与OPT3S_LDB方

案的类似，相对于原始几何均是上流道下压、下流道

上抬；上/下流道的曲率相对于原始流道减小、扩散

度减小。

图18给出了OPT_LD、OPT3S_B、OPT3S_LDB方

案的优化结果与原始过渡段流动特征的对比。可

见，此 3种优化方案对过渡段的流动状态均有明显

改善。其中，OPT_LD 和 OPT3S_B 方案对原始过渡

表3 OPT6S_B方案气动性能

Table 3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OPT6S_B
参数

相对进口流量

总压损失

进出口静压比

出口马赫数

出口气流角/(°)

优化前

1
5.27%

0.922 3
0.637 0

49.0

优化后

0.999 7
5.14%

0.921 9
0.639 4

48.7

差异

-0.03%
-0.13%
-0.04%
0.38%
-0.3

表6 OPT3S_LDB方案气动性能

Table 6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OPT3S_LDB
参数

相对进口流量

总压损失

进出口静压比

出口马赫数

出口气流角/(°)

优化前

1
5.27%

0.922 3
0.637 0

49.0

优化后

0.997 2
4.15%

0.920 8
0.660 1

47.2

差异

-0.28%
-1.12%
-0.16%
3.63%
-1.8

表5 OPT3S_B方案气动性能

Table 5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OPT3S_B
参数

相对进口流量

总压损失

进出口静压比

出口马赫数

出口气流角/(°)

优化前

1
5.27%

0.922 3
0.637 0

49.0

优化后

1.003 4
4.71%

0.924 6
0.648 7

47.7

差异

0.34%
-0.56%
0.25%
1.84%
-1.3

表4 OPT6S_LDB方案气动性能

Table 4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OPT6S_LDB
参数

相对进口流量

总压损失

进出口静压比

出口马赫数

出口气流角/(°)

优化前

1
5.27%

0.922 3
0.637 0

49.0

优化后

1.002 1
4.75%

0.921 5
0.643 8

47.5

差异

0.21%
-0.52%
-0.09%
1.07%
-1.5

图18 优化前后叶片表面的极限流线

Fig.18 The extreme streamline on blade surfaces before
and after optimization

(g) OPT3S_LDB吸力面 (h) OPT3S_LDB压力面

(e) OPT3S_B吸力面 (f) OPT3S_B压力面

(c) OPT_LD吸力面 (d) OPT_LD压力面

(a) 优化前吸力面 (b) 优化前压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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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大叶片吸力面下部和大小叶片压力面上部的流动

分离均有一定程度的减弱；OPT3S_LDB方案虽然对

大叶片吸力面下部的流动分离有所增强，但对大小

叶片压力面上段的流动状态有极大改善，几乎消除

了该位置的流动分离。

7 结论

对基于三维 CFD 与智能算法的带大小叶片的

一体化过渡段的气动优化技术开展了研究，主要得

到如下结论：

(1) 对优化前过渡段流动特征的分析和认识，

是识别主要优化变量、取得较好优化效果的必要前

提。

(2) 过渡段几何参数化拟合结果的优劣取决于

初始模型的构建，初始模型的构建应以对优化前过

渡段几何特征的分析为基础，以合适的模型和尽可

能少的参数对原始几何进行拟合。

(3) 对于原始过渡段叶片几何为6个径向截面

的情形，采用径向 3截面模型进行参数化拟合的效

果较采用径向 6截面模型的效果稍逊，但能有效减

少拟合的参数数目，并消除优化结果叶片几何沿径

向的扭曲。

(4) 对过渡段叶片与流道同时进行优化的结

果，要优于只对叶片或流道进行优化的结果。本文

只对流道、只对叶片、同时对流道与叶片进行优化的

过渡段，其总压损失降低效果分别达到 0.49%、

0.5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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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静轴向间距对压气机静子叶片
气流激励的影响

汪松柏，张少平，李春松，刘小凤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

1 引言

航空发动机结构故障中，压气机叶片故障占有

相当高的比例。叶片故障绝大部分为疲劳所致，主

要原因是叶片振动应力较大和动强度设计不足，而

影响叶片动应力大小的主要因素是叶片振动特性和

非定常气流激振力。因此，保证叶片具有良好的振

动特性和减小气流激励，是降低叶片动应力的主要

途径。

现代高性能航空发动机为减轻质量，采用较小

的轴向间距设计，加剧了叶排间的转静干涉，导致叶

片工作环境恶劣、动应力增加，从而引起叶片高周疲

摘 要：为考查转静轴向间距对跨声速压气机静子叶片气流激励的影响，采用非定常数值方法模拟了3.5级跨声速压

气机的三维非定常流场。通过叶片表面非定常压力频域分析，建立了静子叶片气流激励源与上、下游叶片通过频率

的关系，分析了不同转静轴向间距下静子叶片表面气流激励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静子叶片表面非定常气流激励

频率为上、下游转子叶片的通过频率及其倍频，且主导激励源为下游转子；随着转静轴向间距增加，下游转子对上游

静子的气流激励强度明显减弱。存在一个最佳转静轴向间距，既能保证压气机级效率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又能使压

气机静子叶片气流激励相对较小。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跨声速压气机；转静轴向间距；气流激励；静子叶片；非定常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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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rotor-stator axial spacing on compressor
stator blade aerodynamic excitation

WANG Song-bai，ZHANG Shao-ping，LI Chun-song，LIU Xiao-feng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rotor-stator axial spacing on aerodynamic excitation of tran⁃
sonic compressor stator blade，an unsteady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was applied to study the three-di⁃
mensional unsteady flow of 3.5-stage transonic compressor. The excitation source was identified as the up⁃
stream and downstream blade passing frequency by analysis of unsteady pressure. The change laws of aero⁃
dynamic excitation had been conducted on different rotor-stator axial spac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e⁃
quency of unsteady pressure fluctuation on stator blade is the passing frequency and its multiplier of up⁃
stream and downstream rotor, and the main excitation source is the downstream rotor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axial spacing, the aerodynamic excitation intensity of upstream stator would be significantly weakened.
There is an optimal rotor-stator axial spacing, which not only satisfies the compressor stage efficiency at a
high level, but also makes the compressor stator blade aerodynamic excitation smaller.
Key words：aero-engine；transonic compressor；rotor-stator axial spacing；aerodynamic excitation；

stator blade；unsteady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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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失效 [1-4]。转静轴向间距作为影响压气机级间非

定常干涉的关键参数，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

点。Valkov[5]和 Sirakov[6]研究发现，对于亚声速压气

机，轴向间隙的减小对总压比和效率均有一定程度

的提升，其原因是尾迹在下游转子通道中恢复导致

掺混损失减小。Gorrell[7]发现，轴向间隙减小，跨声

速压气机的堵塞流量、效率和总压比都会相应减

小，主要是下游转子激波与上游静子尾迹干涉导致

损失增加。史亚锋等[8]也得到类似结论。Clark等[9]

研究了转子激波与上游导叶尾迹相互干扰引起的非

定常现象，特别是激波对静叶尾缘旋涡以及吸力面

边界层发展的影响。刘东健等[10]数值研究了转静子

叶片排轴向间距对压气机内部流动堵塞及气动性能

的影响。上述研究主要关注了转静轴向间距对压气

机气动性能的影响，而在压气机的实际使用和试验

中，静子叶片由于气流激振导致高周疲劳失效也经

常发生 [11-14]。为此，有必要研究转静轴向间距对压

气机静子叶片非定常气流激励的影响。

关于转静干涉下压气机静子叶片的气流激励问

题，赵奔等[15]研究了组合多级压气机中上下游动叶

尾迹和势流对中间导流叶栅气流非定常流动的同频

和异频叠加干涉特性；赵军等[16]研究表明，在压气机

静子结构设计中，需慎重考虑下游跨声速转子产生

的非定常气动力对上游静叶高周疲劳寿命的影响。

但上述研究只考虑了固定轴向间距下静叶的气流激

励，未考虑轴向间距变化的影响。Darbe等[17]研究了

单级压气机进口导叶与下游转子轴向间距变化对导

叶表面非定常压力载荷的影响，但未考虑多级环境；

胡骏等[18]试验研究了单级低速轴流压气机中上游转

子与下游静子轴向间距变化对静子叶片气动力的影

响，由于流动为亚声速，轴向间距变化对静叶非定常

气流激励的影响较小。

对于多级跨声速压气机静子叶片的非定常气流

激励，下游转子激波和上游转子尾迹的双重作用会

对中间静子叶片产生复杂的非定常干扰。某跨声速

压气机试验后第二级静子叶片出现高周疲劳裂纹问

题，动应力试验显示下游转子激起较高的振动应力，

如何给定合理的转静轴向间距已成为压气机静叶高

周疲劳设计的一个难点。本文采用非定常数值方法

模拟某3.5级跨声速压气机的三维非定常流场，通过

对静子叶片表面非定常压力波动进行频域分析，建

立了静子叶片非定常气流激励与上下游叶片通过频

率的关系；重点分析了不同转静轴向间距对压气机

第二级静子叶片表面非定常气流激励的影响规律。

2 研究对象及数值计算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某3.5级跨声速压气机为研究对象，非定常计

算域包括5个导向器通道、4个一级转子通道、6个一

级静子通道、5 个二级转子通道、10 个二级静子通

道、6个三级转子通道、10个三级静子通道。网格离

散采用 IGG/AutoGrid5模块生成，计算域网格总节点

数约为1 200万。采用H-O型结构化网格，进、出口

延伸段均为H型网格，叶片通道为O型网格。叶顶

间隙采用蝶形拓扑结构，间隙内网格层数为9，近壁

面第一层网格为 10-6 m，无量纲参数Y +≈1。计算模

型网格如图1所示。

2.2 时间步长及边界条件

采用商用软件ANSYS_CFX模拟压气机内部三

维非定常流场，非定常流场计算以收敛较好的定常

计算结果作为初场迭代。选取第三级转子单个通

道旋转所用时间为一个周期(T)，每个周期包含20个

物理时间步长，时间步长为1.519 76×10-6 s。计算边

界条件：进口轴向进气，总温为 288.15 K，总压为

101 325 Pa；出口给定平均静压，湍流度为5%；固体

边界采用绝热壁面、无滑移边界条件。湍流模型选

取SST模型。定常计算时转静交界面选周向平均的

混合平面(Stage)，非定常计算时交界面选取动静叶

滑移边界(Transient rotor-stator)。
2.3 转静轴向间距设置

动应力试验发现，第二级静子叶片较大振动应

力是由下游转子激起的，故本文主要考查该第二级

静子叶片与下游转子的轴向间距变化对其非定常气

流激励的影响规律。对于第二级静子叶片与下游转

子轴向间距的变化，将原始模型第二级静子和第三

级转子交界面后的通道整体平移，在网格划分时使

其网格数量与原网格保持一致。对转静轴向间距变

图1 数值计算网格

Fig.1 Computational me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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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归一化处理，取无量纲参数Δ分别为 0.3、0.4、
0.5、0.6、0.7等 5种情况作为算例进行分析。参数Δ
定义如下：

Δ= L/B
式中：L为第二级静子叶片尾缘与第三级转子叶片

前缘叶根子午面轴向长度，B为第二级静子根部子

午面轴向长度。压气机子午面外形及参数定义如图

2所示。

3 计算结果分析

3.1 轴向间距对气动性能的影响

图 3是采用定常数值计算方法得到的 5种不同

转静轴向间距下压气机的气动特性图。从图中可看

出，转静轴向间距变化对总压比和裕度影响较小。

随着转静轴向间距增大，压气机的绝热效率先增大

后减小，存在一个绝热效率最大值。5种转静轴向

间距中，Δ=0.5 时的绝热效率最大。由于压气机一

般工作在高效率点附近，因此下文的非定常计算分

析都是以最大效率工况进行。

图4为第三级转子和第二级静子叶片80%叶高

截面的静压分布。由图可知，第三级转子吸力面

30%弦长位置附近存在激波。从第二级静子叶片一

个周期的静压波动可看出，静叶表面静压波动剧烈，

前缘主要受上游第二级转子尾迹的影响，中间至尾

缘段受下游第三级转子激波的影响，且激波产生的

静压波动明显较尾迹强烈。激波与叶片附面层的相

互干扰，是跨声速压气机流动损失的一个重要来

源。第三级转子前缘激波与上游静子叶片附面层的

干扰随轴向间距的增大而减小，导致损失相应减小，

这是Δ由0.3增至0.5时压气机绝热效率增大的主要

图3 轴向间距对压气机气动特性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axial spacing on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pr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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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压气机模型及参数示意图

Fig.2 Sketch map of compressor and its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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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Δ=0.3时第三级转子和第二级静子叶片

80%叶高截面静压分布

Fig.4 Sta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R3 and
S2 for Δ=0.3 at 80%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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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随着转静轴向间距进一步增大，静子尾迹强

度逐渐减弱、宽度增大，尾迹导致的压力波动幅度沿

流向随着转静轴向间距增大逐渐减弱。从图5第三

级转子进口时均轴向速度周向分布规律可知，随着

轴向间距增大，第二级静子叶片尾迹波动幅度减弱、

宽度增加。尾迹轴向速度波动幅度减小导致尾迹恢

复数减小，从而造成压气机性能有所降低，这与文献

[19-20]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可初步认为，可能存在

一个最佳的转静轴向间距，既保证压气机绝热效率

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又使得压气机静子叶片非定常

气流激励相对较小。

3.2 静子叶片表面压力载荷频谱分析

为探究转静轴向间距对压气机静子叶片表面压

力载荷的影响，非定常计算过程中，对不同转静轴向

间距下第二级静子叶片80%和20%叶高截面前尾缘

表面静压进行监测，监测点位置如图6所示。

图 7给出了Δ=0.3时静子叶片 80%叶高前缘监

测点表面静压随时间变化的频谱结果。从图中可看

出，静子叶片表面压力载荷受上下游叶排转静干涉

影响波动剧烈，下游转子产生的气流激励频率幅值

约为上游转子的 2倍。非定常数值计算收敛时，静

(b) 频域图

图7 Δ=0.3时前缘静压监测点的时域和频域图

Fig.7 Time and frequency analysis of static pressure at
leading edge for Δ=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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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周向分布对比

Fig.5 The mean inlet axial velocity of downstream
rotor R3 at 80% and 20%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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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叶片表面压力随时间周期性波动。

对按时间变化的压气机第二级静子叶片表面4
个监测点静压进行快速傅立叶变换和频谱分析，其

结果如图8～图11所示。

从图 8、图 9 中可看出，对于 80%叶高截面，静

子叶片前、尾缘表面非定常气流激励的主导频率均

为R3-1BPF(R3激起的 1倍频，叶片通过频率BPF=
(转速/60)×叶片数)，即静子叶片表面非定常压力波

动主要受下游转子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可从静子叶

片尾缘传播至前缘。对于前缘监测点，还存在

R2-1BPF(R2 激起的 1 倍频)，其幅值较 R3-1BPF 的

小，即静子叶片前缘非定常压力波动同时受到上游

转子尾迹和下游转子的影响，气流激励的主导频率

为下游转子的通过频率。从尾缘监测点频谱看，未

见上游第二级转子的激励频率，说明上游转子对静

子尾缘的气流激励作用较弱。同时，尾缘监测点频

谱中可见R3-2BPF成分，这是下游转子前缘激波与

上游静子尾迹干涉形成的高阶频率——文献[16]中
也观察到类似的高阶倍频成分。从不同转静轴向间

距 静 子 叶 片 表 面 监 测 点 气 流 激 励 主 导 频 率

(R3-1BPF)幅值看，随着转静轴向间距增大，下游转

子对上游静子叶片的气流激励频率幅值明显下降。

相较于Δ=0.3，Δ=0.5时前缘点气流激励幅值下降了

图11 不同轴向间隙下20%叶高尾缘点静压频谱

Fig.11 Frequency spectrum analysis of static pressure at
20% span trailing edge for different axial spac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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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不同轴向间隙下20%叶高前缘点静压频谱

Fig.10 Frequency spectrum analysis of static pressure at
20% span leading edge for different axial spac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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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不同轴向间隙下80%叶高尾缘点静压频谱

Fig.9 Frequency spectrum analysis of static pressure at
80% span trailing edge for different axial spac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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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不同轴向间隙下80%叶高前缘点静压频谱

Fig.8 Frequency spectrum analysis of static pressure at
80% span leading edge for different axial spac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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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尾缘点气流激励幅值下降了31.1%；Δ=0.7时

前缘点气流激励幅值下降了 26.8%，尾缘点气流激

励幅值下降了44.6%。从气流激励幅值与轴向间距

的变化规律看，随着转静轴向间距增大，气流激励频

率幅值下降斜率逐渐减小，说明一定轴向间距范围

内，气流激励强度与转静轴向间距的敏感性随轴向

间距的增大而减弱。压气机设计过程中，满足气动

设计的同时，适当增加转静轴向间距，在减小叶片气

流激励方面可获得较大收益。

从图10、图11中可看出，对于20%叶高截面，第

二级静子叶片前缘表面非定常压力波动的主导频率

为R3-1BPF和R2-1BPF。随着转静轴向间距增大，

下游第三级转子对第二级静子叶片前缘表面非定常

压力的影响逐渐减弱，上游第二级转子对其的影响

基本不变。当Δ增大到0.5后，第二级静子叶片前缘

表面非定常压力波动的主导频率为R2-1BPF，此时

上游转子对其气流激励作用最强。同时，静子前缘

表面非定常压力波动频谱中出现了 R2-2BPF成分

——文献[18]一级低速轴流压气机试验中下游静子

叶片前缘也出现了类似的高阶频率成分，这是由于

尾迹和势流造成气动参数不均匀形成。第二级静子

叶片尾缘表面非定常压力波动的主导频率为

R3-1BPF，其幅值随轴向间距的增大而减小。由于

下游转子低叶高区无激波，第二级静子叶片尾缘监

测点静压波动频谱中不存在高阶倍频现象。从不同

转静轴向间距主导频率(R3-1BPF)幅值看，相较于

Δ=0.3，Δ=0.5时前缘点气流激励幅值下降了33.1%，

尾缘点气流激励幅值下降了48.1%；Δ=0.7时前缘点

气流激励幅值下降了 53.5%，尾缘点气流激励幅值

下降了 66.1%。从静子叶片 4个监测点的气流激励

频谱规律看，当下游转子工作在跨声速工况时，会对

上游静子叶片产生较强的非定常气流激励，其激励

范围可传播至上游静子前缘，需要特别慎重的抗高

周疲劳设计。

3.3 静子叶片表面压力波动对比

图 12为Δ=0.3、0.5、0.7三个典型方案第二级静

子叶片在上下游转子作用下80%叶高截面一个周期

内的静压分布情况。可看出，叶片尾缘明显受到下

游第三级转子前缘激波的影响，导致表面静压波动

剧烈。下游转子前缘激波从上游静子尾缘吸力面向

前缘传播，随第三级转子转动被下一个静子尾缘切

割后，下部分激波在静叶压力面侧形成压力波扰动

并向上游前缘方向传播，传播方向与主流方向相反，

压力波强度逐渐减弱。随转子转动，整个压力面侧

都受到下部分激波的扰动；吸力面侧受激波直接作

用，静压波动较大。同时，静子叶片前缘吸力面侧存

在明显的低压区，这是由于尾迹/势流产生的扰动，

对吸力面的影响区域可达50%弦长位置。上游转子

尾迹/势流和下游转子前缘激波的双重作用导致静

子叶片吸力面静压变化较大，其波动较压力面的剧

烈。随着转静轴向间距增大，Δ=0.5和Δ=0.7时下游

转子前缘激波对上游静子叶片表面静压的影响减

小，静子叶片表面压力波动明显减弱。

图 13为Δ=0.3和Δ=0.7时第二级静子叶片 80%
叶高截面表面非定常压力波动的时空图。图中，

LE、TE分别表示叶片的前缘和尾缘；PS、SS分别表

图12 80%叶高截面静压云图

Fig.12 Contour of static pressure at 80% span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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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叶片压力面和吸力面；Δp/p0表示瞬时静压波动

值，其中Δp为瞬时静压值与一个周期内时均值之

差，目的是消除时均值以反映流场中的非定常压力

波动。从图13(a)中可以看出，静子叶片在上下游叶

排转静干涉下表面非定常压力波动剧烈，吸力面波

动幅值约为压力面的2倍。吸力面侧受下游转子前

缘激波的直接作用，中部弦长位置波动最强烈。同

时，吸力面侧明显可见上游转子尾迹/势流和下游转

子前缘激波交替作用形成的低、高压区，二者的共同

作用导致吸力面非定常压力载荷波动强烈。压力面

侧压力载荷波动主要是切割后的下部分激波向上游

传播所致，其压力载荷波动幅值较激波直接作用

弱。当轴向间距增大到Δ=0.7 时，静子叶片表面非

定常压力波动情况较Δ=0.3 的明显减弱，且吸力面

波动幅值与压力面的基本相当，此时静子叶片气流

激励强度明显减弱。

综合上述不同转静轴向间距方案下跨声速压气

机气动性能和第二级静子叶片表面压力非定常气流

激励分析，可以认为存在一个最佳转静轴向间距，既

满足压气机绝热效率处于较高水平，又使得压气机

静子叶片非定常气流激励相对较小。针对本文研究

的 5种转静轴向间距模型，认为该跨声速压气机第

二级静子与第三级转子叶排间轴向间距Δ=0.5时最

佳。压气机叶片设计过程中，叶排间转静轴向间距

的选择须综合考虑气动、结构及振动等各方面的影

响。

4 结论

通过数值方法模拟了 3.5级跨声速压气机的三

维非定常流场，分析了转静轴向间距对压气机静子

叶片非定常气流激励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 压气机静子叶片非定常气流激励主导激励

源为下游转子，下游转子前缘激波产生的压力波动

较上游转子尾迹的强烈，是引起静子叶片非定常气

动载荷剧烈变化的主要原因；静子叶片结构设计过

程中，应重点关注下游转子引起的气流激励因素。

(2) 存在一个最佳转静轴向间距，既满足压气

机级效率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又使得压气机静子叶

片气流激励相对较小；一定范围内，适当增加轴向间

距，在降低由下游转子引起的静子叶片气流激励方

面可获得较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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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比对前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
性能影响的数值研究

陈 佳，胡文兵，肖双强，伍 鑫，岳定阳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

1 引言

变循环发动机具有宽广的工作范围、高单位推

力及低油耗等特点，受到国内外科研人员及研究机

构的重视。变循环本身要求发动机具有多个热力循

环方案，通过发动机涵道比、增压比、涡轮前温度以

及流量等循环参数的变化，实现最优的热力循环状

态 [1-2]。双涵道变循环发动机通过变几何机构的调

节可以达到上述多个热力循环要求，被认为是未来

最有希望的高性能动力方案。前可变面积涵道引射

器(FVABI)是实现双涵道变循环发动机热力循环模

式改变的一个重要部件，可改变核心流道及外涵道

的气流流量分配。通过调节 FVABI 面积开关度来

摘 要：为研究面积比对前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性能及主、次流掺混机理的影响，采用三维数值模拟方法，对不同面

积比下前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的工作特性及主、次流掺混流场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随着面积比增加，主、次流掺

混损失及摩擦损失逐渐增大，前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总压恢复系数减小；当进口压比不变，面积比由0.40减小至0.20
过程中，次流流量基本保持不变，达到扼流状态，且进口压比越大达到扼流状态时的面积比越大；不同进口压比下，面

积比减小，沿顺气流方向各截面总压恢复系数减小且减小趋势逐渐平缓；在面积比减小过程中，主、次流掺混引起的

流动不均匀区域减小，掺混层厚度逐渐变窄。

关键词：变循环发动机；前可变面积涵道引射器(FVABI)；面积比；掺混机理；总压损失；扼流；三维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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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study on the effect of area ratio on
the front variable area bypass injector performance

CHEN Jia，HU Wen-bing，XIAO Shuang-qiang，WU Xin，YUE Ding-yang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area ratio on the front variable area bypass injector (FVABI) perfor⁃
mance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bypass flow mixing mechanism, the 3-dimi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approach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FVABI performance as well as mainstream and secondary flow mix⁃
ing flow field under different area ratio.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as the area ratio gradually increases, the flow
mixing and friction loss are greater and the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of FVABI decreases.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 inlet pressure ratio is constant and the area ratio is reduced from 0.40 to 0.20, the sec⁃
ondary flow is basically unchanged reaching the choke state; and the larger the inlet pressure ratio is the
larger the area ratio under the choke state. Under different inlet pressure ratio, the trend of the total pres⁃
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is reduced by the decrease of the area ratio. As the area ratio decreases, the irregu⁃
lar flow region of the main flow and secondary flow mixing will reduce, and the thickness of the mixing layer
is gradually narrowed.
Key words：variable cycle engine；FVABI；area ratio；mixing mechanism；total pressure loss；

choke flow；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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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发动机涵道比 [3-5]，与其他可调部件相配合，可

使发动机具有大涵道比下低油耗和小涵道比下高单

位推力的双重优势。

早在上世纪 60年代国外就开始了变循环发动

机的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 [6]。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的变循环发动机为GE公司提出的具有双外涵变循

环概念的F120发动机，也是第一台经飞行试验验证

的变循环发动机 [7-9]。1971年美国验证了双涵道变

循环发动机，较于G4/J5涡喷发动机，其超声速巡航

耗油率下降 10%，亚声速耗油率改善达到 24%[10]。
国内变循环发动机研究起步较晚，刘增文等[11]在常

规双轴涡扇发动机性能模拟程序基础上，添加了模

式选择阀(MSV)、FVABI等部件模块，进行了变循环

发动机的数值计算。其研究表明，与设计参数相同

的常规涡扇发动机相比，变循环发动机模态转换方

案可行，可有效提高发动机在部分推力时的空气流

量，其耗油率明显降低。刘洪波等[12]以一涡扇发动

机总体结构为基础，设计了模式转换及结构方案，对

FVABI进行了运动仿真及有限元分析，从结构运动

与强度方面确定了变循环方案的可行性。张荣等[13]

基于涡扇发动机平台，制定了变循环发动机的调节

方式，并对亚声速巡航与超声速巡航两种典型工况

之间转换过程进行了数值仿真，结果表明所提出的

调节方式能实现涡喷与涡扇工作模式的平稳转换。

王靖宇等[14]通过比较基准圆筒型调节与带波瓣型调

节机构的混合器性能，发现波瓣结构混合器总压损

失小、外涵流通能力增强，但其密封结构复杂；同时

还给出了特征涡对混合效率的影响规律。根据国内

外公开报道，针对变循环发动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整机初步性能模拟计算、总体结构方案设计以及波

瓣混合器研发，对于MSV及直推式FVABI等可调部

件的气动与试验研究则较少，尤其缺乏对直推式

FVABI引射特性及掺混过程机理性研究。因此，开

展直推式 FVABI 气动机理研究是一项很有意义和

前瞻性的工作，有望为变循环发动机可调部件的发

展提供理论基础和知识储备。

本文采用三维数值模拟方法，在不同进口压比

条件下，研究了面积比对 FVABI流动损失、引射性

能及掺混流场结构的影响，可为后续变循环发动机

可调部件设计和改进提供理论参考。

2 数值研究

2.1 计算模型及网格结构

图1为FVABI试验几何模型示意图。模型总长

度L约 2 m，由导流环、内涵进气机匣、内涵进气锥

段、外涵支撑机匣、混合段机匣、后支撑机匣、排气

锥、排气机匣及作动筒相关调节机构等组成。图中：

S、S0分别为FVABI可变面积调节阀的开度和最大开

度，AS、AS0
分别为垂直气流方向的可变和最大有效流

通面积。0表示主流进口处壁面静压测点，1～11表

示混合段外涵机匣外壁面静压测点；First flow 与

Second flow分别表示内、外涵通道，对应FVABI计算

模型的主、次流；Out表示 FVABI主、次流混合流道

出口。通过调节开度改变AS大小控制外涵流量可

实现涵道比的调节，下文采用面积比AS /AS 0
表示FV-

ABI面积开度调节。

针对轴对称FVABI，取1/4几何模型进行三维数

值模拟。网格划分采用 ICEM分块方法，全部为结

构化网格。近壁面附近对网格加密处理，使y+值满

足湍流模型的要求。由于混合段剪切层内速度梯度

较大，对混合段网格进行局部加密处理。经网格无

关性验证，最终确定FVABI模型计算网格数量约为

320万，计算区域及网格分布见图2。图中，pts、Tts分

别表示次流进口总压、总温；ptp、Ttp分别表示主流进

口总压、总温；pb表示主、次流混合段出口背压。

2.2 边界条件设置

次流与主流进口分别对应风扇、核心机驱动风

扇(CDFS)出口，计算域进口采用压力进口边界条件，

图2 CFD数值模拟网格

Fig.2 CFD simulation grid

Second flow
p ts、T ts

x

First flow
p tp、T tp

Outlet
p b

yz
Periodicboundary

图1 FVABI试验几何模型

Fig.1 Experimental geometry model of FVABI

Out

S0

AS0
AS

S

Secondflow

First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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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进口总温、总压；计算域出口采用压力出口边界

条件，给定出口平均静压。所有壁面为无滑移、绝热

固壁边界条件，周向设置为旋转周期性边界条件。

计算工况为：给定背压 pb /pts为 0.93；进口压比 ptp /pts
为 1.5、1.3 和 1.2；面积比 AS /AS 0为 0.20、0.40、0.56、
0.80及1.00。pts给定为当地大气压，表1给出了具体

的边界条件设置。

2.3 湍流模型及验证

采用CFX商业软件进行数值模拟。图3给出了

ptp /pts=1.3、AS /AS 0=0.56工况下，外涵壁面静压分布数

值模拟结果与试验值的比较。图中x/L表示沿顺气

流方向各截面位置。可看出，数值模拟得到的外涵

道壁面顺气流方向静压分布与试验值[15]吻合较好，

表明所选k - ε湍流模型很好地模拟了射流混合段的

掺混过程，捕捉到了流场参数的变化特征，验证了本

文计算方法及湍流模型的可行性与准确性。

3 结果分析

3.1 FVABI流动损失分析

FVABI产生的气流总压损失将直接影响发动机

的最终性能。为此，在保证流量的条件下对其总压

损失及变化规律进行研究。本文总压恢复系数采用

截面质量平均总压参数计算，其具体定义为：

σ =( 1
ṁmix

∫ p*mixdṁ) ( 1ṁin
∫ p*indṁ) (1)

式中：σ为FVABI总压恢复系数，ṁmix、p*
mix分别表示

混合段主、次混合流量和混合总压，ṁin表示进口折

合流量，p*
in表示主、次流进口总压。

图4给出了不同进口压比下FVABI出口总压恢

复系数随面积比的变化规律。从图中可知，当面积

比不变时，出口总压恢复系数随进口压比的增大而

减小。这是由于 FVABI 总压损失主要由掺混损失

和摩擦损失组成，当进口压比增大，进口速度与混合

速度差值增大，使得掺混损失和摩擦损失增加所

致。此外，进口压比 1.3与 1.5之间的总压恢复系数

变化量Δσ约为进口压比1.2与1.3之间的2倍，表明

出口总压恢复系数与进口压比成线性变化关系。当

进口压比不变时，出口总压恢复系数随面积比增大

而逐渐减小，这主要是因为面积调节阀门打开，主流

的高能流体增加，掺混损失增大所致。实际变循环

过程中，同一背压条件下，改变面积比代表了发动机

涵道比的变化。不同进口压比下，FVABI调节阀门

全开时存在最小总压恢复系数。

图 5给出了背压 0.93时，不同进口压比条件下

FVABI顺气流方向不同截面处的总压恢复系数随面

积比的变化。可见，顺气流方向各截面处总压恢复

系数逐渐减小，但减小的速率逐渐变缓。由于在掺

混初始阶段主、次流速度差最大，主、次流动量交换

过程中能量耗散较快，导致在初始掺混过程中总压

恢复系数下降较快；但在黏性力作用下，主、次流速

度差逐渐减小，掺混逐渐均匀，气流总能量耗散相对

减缓，使得顺气流方向各截面总压损失增加的速率

有所降低，总压损失系数下降平缓。此外，由图还可

图3 外涵壁面静压分布数值模拟结果与试验值的对比

Fig.3 Comparison of sta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 between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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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边界条件设置

Table 1 Boundary condition setting
边界条件

Case1
Case2
Case3

pts/kPa

94.4

ptp /pts

1.5
1.3
1.2

AS /AS 0

0.20、0.40、0.56、0.80、1.00

图4 FVABI出口总压恢复系数随面积比的变化

Fig.4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of FVABI with
different area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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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进口压比越低总压恢复系数越大，且顺气流方

向变化平缓。掺混截面x/L=0.28～0.46之间为主要

掺混区域，总压损失急剧增加，且进口压比越大顺气

流方向总压恢复系数曲线斜率越大。当截面位置

x L大于0.46后，沿顺气流方向的总压恢复系数与面积

比成反比。这是由于面积比越小主流进入外涵的空

气流量越少，掺混损失降低，截面总压恢复系数增

大。当进口压比为 1.2时，面积比 0.80与 1.00相比，

沿程总压恢复系数变化曲线基本重合；当进口压比

不同时，面积比 0.40 与 0.56 相比，同样存在这种现

象。这表明在一定面积比范围内，总压恢复系数对

面积比变化敏感度较低。

3.2 FVABI引射性能分析

图 6、图 7分别示出了不同进口压比时主、次流

流量随面积比的变化。可看出，主流流量随面积比

增大而增加；进口压比越大主流流量曲线斜率越大；

面积比增加，不同进口压比之间的流量差值增大。

次流流量随面积比增大而减少，且面积比减小时次

流流量曲线斜率逐渐减小。进口压比为1.5时，面积

比从 0.40减小到 0.20过程中，次流流量基本保持不

变，但主流流量持续减少。这表明随着面积比减小，

次流达到扼流状态，而进口压比越大达到扼流状态

时相应的面积比越大。

引射系数 B是评估 FVABI 引射能力的主要参

数，决定了变循环发动机涵道比的变化特性。图 8
示出了不同进口压比下 FVABI 引射系数随面积比

的变化。如图所示，随面积比增大，不同进口压比下

引射系数均减小。这是由于面积比增大，主流流量

增加，次流流量减小，面积比越小，进口压比对引射

图7 次流流量随面积比的变化

Fig.7 Secondary flow mass with different area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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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面积比沿顺气流方向各截面总压恢复系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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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along flowing cross

plane under different area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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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主流流量随面积比的变化

Fig.6 Main flow mass with different area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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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影响越大。在相同面积比下，进口压比越小，

引射系数越大，主流对次流的引射作用越强。

3.3 FVABI计算流场分析

图9给出了进口压比1.3时，不同面积比下顺气

流方向流道外壁面的静压分布。在掺混段进口处，

主流将压力能转化为动能，主流静压低于次流总压，

次流入口段气流受到抽吸作用速度增加，壁面静压

急剧减小；随着面积比减小，主流高能流体流量减

少，动量交换带动次流加速性减弱，对应掺混中心位

置处静压升高，如图中x L=0.30处静压随面积比变化

所示。进入掺混段后，主、次流之间在黏性力作用下

进行能量、动量及质量掺混，气流掺混后速度趋于均

匀，压力能逐渐恢复，使得混合区域静压逐步提升。

面积比越小恢复到稳定静压的距离越短，面积比为

0.20时在x L=0.48处静压已恢复。此外，由于出口

处存在支撑板，使得流通面积减小，气流速度增大，

静压略有降低。

图10示出了背压0.93、进口压比1.3时，不同面

积比下顺气流方向各截面的马赫数分布。从图中可

看出，面积比越大收缩型主流道速度越大，可调阀门

全开时主流道最大马赫数为 0.86；随着阀门关闭面

积比减小，主流流量减少、速度降低。在主、次流掺

混位置之前，随面积比减小，次流速度增加；在主、次

流掺混位置后，随面积比减小，次流速度减小。主、

次流在掺混段存在明显的速度掺混界面，面积比减

小过程中，速度掺混界面越小、越靠近流道内壁，掺

混影响区域也逐渐减小，马赫数在掺混作用下恢复

均匀速度较快，速度掺混界面逐渐消失。因此，调节

过程中，面积比减小，出口总压恢复系数逐渐增加，

与图4中所示结果一致。

图 11示出了进口压比 1.3，面积比 0.20、0.56及

1.00 时，顺气流方向x/L=0.27 截面处的速度径向分

布。图中：h为掺混流道沿径向总高度，r为任意掺混

流道高度位置，虚线之间为掺混层厚度。不同面积

比下，在掺混段靠近主流出口处，由于压力能转换为

动能，速度急剧增加；流体黏性作用使快层流体团进

图8 FVABI引射系数随面积比的变化

Fig.8 Ejector coefficient of FVABI with different area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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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9 Sta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 along flowing

cross plane under different area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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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慢层传递动量使得慢层加速，反之慢层流体团阻

滞使得快层减速。随着主、次流在掺混段混合，主流

将能量沿径向传递给次流，使掺混层上部次流逐渐

趋于均匀流动，面积比分别为 1.00、0.56、0.20时，掺

混层厚度相应为 0.16h、0.10h、0.08h，逐渐减小；同

时，掺混下边界靠近内流道壁面，与壁面距离由

0.30h减小到0.07h，符合图10马赫数云图中主、次流

沿顺气流方向掺混的变化趋势。据此可得出，面积

比对掺混层位置及掺混区域大小存在很大影响。

4 结论

(1) 随 FVABI 面积比增大，主、次流之间的掺

混损失、摩擦损失增加，FVABI总压恢复系数减小。

(2) 随FVABI面积比减小，次流将达到扼流状态，

进口压比越大，达到扼流状态时相应的面积比越大。

(3) 背压为0.93时，不同进口压比下，当截面位

置x/L大于0.46后，沿顺气流方向的总压恢复系数与

面积比成反比，且在一定面积比范围内，总压恢复系

数对面积比变化敏感度较低。

(4) 在顺气流方向x/L=0.27 掺混段处，面积比

由大到小调节过程中，掺混层厚度范围逐渐减小，同

时，掺混层位置逐渐靠近内壁面，掺混区域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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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不同面积比下掺混段速度沿径向分布曲线(ptp /pts=1.3)
Fig.11 Radial distribution of velocity under different area ratio at mixing section

(a) AS /AS0=1.00 (b) AS /AS0=0.56 (c) AS /AS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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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边界层吸入对S弯进气道
流场影响的数值研究

常心悦，闵 浩，田 园，李 康，王飞飞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四川 绵阳 621000)

1 引言

飞机进气道性能优劣对发动机推力及整个飞行

器性能都有显著影响[1]。出于隐身性考虑，目前各国

现役的第三代和第四代具有隐身性能的战机，多采

用 S 弯进气道，如 F-22 战斗机 [2]、F-16 战斗机等 [3]。

在无人机与导弹领域，S弯进气道应用更为广泛，如

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和全球鹰无人侦察机。S弯

进气道结构紧凑、节省空间，但其独特的S形结构使

气流在流经路径上需要经过两处方向相反的弯道，

在第一和第二弯道处，流场的高压区和低压区分布

相反[4]。沿周向方向，在气体压力的驱动下气流产生

二次流动，两弯道处的旋流方向相反，使得进气道出

口处的气流出现比较独特的对涡结构[5]。在沿程逆

压梯度、离心力及横向压差的综合作用下，进气道出

口气流畸变通常较大[6]。尤其是吸入大量附面层内

低动能流体的半埋入式和埋入式 S弯进气道，其出

口气流的速度场、压力场不均匀度均较大，直接造成

压气机稳定裕度下降，增压比和效率降低[7]。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外就已开始了S弯进气道

的研究。Wellborn 等 [5]针对 S 弯进气道内可压缩流

摘 要：采用三维数值模拟方法对S弯进气道流场特性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比S弯进气道有无进口边界层吸入的不

同条件，分析了进口边界层吸入时进气道内部流场结构的变化。结果表明，无边界层吸入时，进气道流场均匀，底部

无分离现象；有边界层吸入时，进气道进口出现了马蹄涡，底部存在较大的低压区，并在出口位置形成典型的对涡结

构。进一步研究发现，改变进气道出口马赫数，将导致进气道进口流场结构、内部流场以及出口对涡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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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boundary layer suction
on S-shaped inlet flowfield

CHANG Xin-yue，MIN Hao，TIAN Yuan，LI Kang，WANG Fei-fei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Mianyang 621000，China)

Abstract：The 3D viscous flow simulation has been conducted for an S-shaped inlet. The simulation com⁃
pared the inlet conditions with or without boundary layer suction to analyze the flow filed change in
S-shaped inlet. The result of simulation showed when without boundary layer suction, there was uniform
flow field in S-shaped inlet and nearly without separation on bottom. But with boundary layer suction, horse⁃
shoe vortex existed in entrance and the total pressure on bottom of inlet was lower than other area, in the
same time a double-structure vortex was found in the exit of the inlet. The further study to change the exit
Mach number shows the change of the flow field structure at entrance, inside and the change of the dou⁃
ble-vortex at exit.
Key words：S-shaped inlet；boundary layer suction；double-vortex；horseshoe vortex；flowfield structure；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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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S弯内存在较强的流动分离与二次流

现象。而 Abdellatif[8]的研究发现，进气道几何结构

是产生二次流的重要因素。Berrier等 [9-10]针对非均

匀进气，试验研究了高雷诺数大量附面层吸入的半

埋式进气道，表明出口马赫数的变化会严重影响进

气道出口流场。国内对S弯进气道也开展了一定的

研究工作，如余远安等[11]对某导弹下埋式进气道模

型进行了实验研究，提出了进气道与弹身一体化设

计的思路。

本文以一典型 S弯进气道为研究对象，探究有

无进口边界层吸入工况下，其内部流场结构以及工

况条件变化下进气道内流场的改变，以期为下游风

扇的设计与性能分析提供参考。

2 研究对象与网格划分

所研究的 S 弯进气道进口为方形，出口为圆

形。其中，进口截面尺寸为 700 mm×650 mm，出口

截面直径D=764 mm，其余尺寸见表 1。进气道中心

线和截面面积的变化采用较为成熟的缓急相当变化

规律，唇口为翼型外形以降低阻力。考虑到实际进

口前存在机身影响，进气道进口前有长Lb1=20D的边

界层发展壁面。

图1为进气道三维模型。由于进气道结构的对

称性，故只选取一半的模型进行网格划分。计算域

远场为 20D×20D×28D的矩形区域。整个计算域采

用结构化网格(图 2)，在进气道壁面附近、进口唇口

以及通道内部对网格进行加密处理，并保证壁面附

近y+为1左右，整个计算域网格数约为250万。

进气道进口远前方来流的马赫数Ma∞=0.53，静
压 p∞=86 328 Pa，总温T∗

∞=288 K。进气道进口给定

总压总温进口边界条件，出口给定背压 90 260 Pa；
湍流模型设置为SST模型。若计算工况为有边界层

吸入状态，则将进口边界层发展壁面设置为无滑移

壁面；若计算工况为无边界层吸入状态，则将进口边

界层发展壁面设置为滑移壁面。其他壁面均为绝热

无滑移壁面。

3 计算结果分析及讨论

3.1 流动结构分析

图 3给出了有、无边界层吸入时的进口总压分

布。可看出，无边界层吸入时，进口总压分布基本为

图3 S弯进气道有无边界层吸入时的进口总压分布

Fig.3 Inlet total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the S-shaped inlet with
or without boundary layer

(a) 无边界层吸入 (b) 有边界层吸入

Total pressure Total pressure

图1 进气道三维模型

Fig.1 3D model of S-shaped inlet

OutletS-duct
Entrance

Wall

Lip

图2 计算域网格

Fig.2 Computational domain mesh
表1 进气道几何参数

Table 1 Geometric parameters of S-shaped inlet
参数

出口截面直径

喉部高度

进气道外罩高度

进气道总长

喉部到气动交界面的长度

进出口质心偏距

数值

1D

0.696D

0.893D

3.339D

3.144D

1.037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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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状态；有边界层吸入时，进口底部有较大的总压

不均匀区域，其高度约占进气道高度的25%。

图 4给出了 S弯进气道进口处壁面极限流线和

壁面剪切力分布，图中红色流线为三维流线。根据

极限流线可看出，来流在唇口处滞止，部分气流沿表

面下洗，并与来流边界层相遇形成鞍点结构 S。鞍

点处气流卷起形成旋涡并分为两股向下游发展，一

股流向通道内，另一股流向进气道外，这是典型的马

蹄涡结构，主要为边界层流体受前面阻碍物的影响

发生相互干扰导致。

图 5 为 S 弯进气道通道内上下壁面的静压分

布。图中，Z表示沿进气道轴向位置的长度，p pt表

示当地静压与来流总压的比值。从图中可看出，有、

无边界层吸入时壁面压力分布大体相同。在第一弯

位置，由于离心力作用，气流涌向上壁面，使得上壁

面压力迅速上升；随着气流进入过渡段，壁面型线弯

曲度变小，离心作用减弱，使得上壁面压力逐渐下

降，下壁面压力上升，压力梯度开始发生逆转。第二

弯位置与第一弯位置上下壁面静压呈相反的变化趋

势，下壁面压力上升并超过上壁面压力。可见，在经

历两个转弯后上下壁面静压梯度发生了改变。

图6给出了各截面总压恢复系数σ(定义为当地

总压与进口总压的比值)的变化。无边界层吸入时，

沿进气道各截面的总压分布相对均匀，沿程截面基

本无总压损失。从三维流线可看出，流线整体规整，

但有边界层吸入时靠近底部存在较大低压区，并随

着流向逐渐增大；在经过第一弯位置时流线开始抬

起并相互扭转在一起，在第二弯位置流线呈螺旋状

卷起离开下壁面。从总压云图可看出，分离区沿流

向逐渐扩大并向进气道中心聚集，在临近出口位置

底部大范围区域总压恢复系数低于0.90。这是由于

压力梯度使得底部流体沿流向以螺旋形式逐渐离开

壁面发生分离，造成了较大总压损失。反之，无边界

层吸入时，虽然相比有边界层吸入时压力梯度变化

更大，在经过弯道位置梯度变化剧烈，但由于进口总

压均匀，只有近壁边界层存在摩擦损失，所以并没有

出现分离状况。

3.2 进气道管内二次流特征

图 7为 S弯进气道有边界层吸入时沿程各截面

图4 S弯进气道进口处壁面极限流线和壁面剪切力分布云图

Fig.4 Inlet streamlin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wall stress

图5 S弯进气道通道内上下壁面静压分布

Fig.5 Sta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 of the upside and downside wall

0.0 2.1 2.8
Z/m

0.7 1.40.70
0.74
0.78
0.82
0.86
0.90

p/
p t

-0.7

无边界层吸入上壁面
无边界层吸入下壁面
有边界层吸入上壁面
有边界层吸入下壁面

第一弯
位置

第二弯
位置

过渡段
位置

图6 S弯进气道沿程总压恢复系数分布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the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along the inlet with or without boundary layer suction

(a) 无边界层吸入 (b) 有边界层吸入

σ 1.00

0.90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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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静压分布和二次流流线分布。为了方便观察，在

进气道进口与出口之间截取了截面 1~3三个截面，

分别位于约第一弯、过渡段和第二弯位置。

从进气道沿程壁面静压可看出，壁面静压梯度

从进口至出口过程中方向发生了改变，而壁面压力

梯度方向的改变是二次流发展的原动力。根据径向

平衡方程，气体微团流过弯曲轨迹所产生的离心惯

性力须由径向的压力梯度来平衡。气流经过第一弯

位置时上壁面压力高于下壁面的，当存在边界层吸

入时，靠近底部的流体速度较低，离心惯性力较小，

应当具有较小的曲率半径；同时，由于压力梯度的缘

故，在第一弯位置流体有向下流动的趋势，这一点可

从图中进口截面和截面1中看出。在从上壁面到下

壁面的压力梯度作用下，第一弯位置处的二次流从

顶部向底部汇聚。

随着气流离开第一弯位置进入过渡段，进气道

几何趋于平直，离心作用减弱，压力梯度逐渐减小。

此时进气道底部压力逐渐升高，顶部压力逐渐降低，

在压力梯度变化的驱使下二次流向上部流动，如图

中截面 2所示。二次流方向已经发生改变，从进气

道底部指向顶部。

当气流进入第二弯位置，压力梯度发生逆转，与

第一弯处的相反。同时，由于进气道几何形状从方

形向圆形过渡，两侧几何宽度收缩，气流流动受限向

中心位置靠拢。在几何与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向对

称面处的流动趋势逐渐加强，最终使得气流在对称

面处相遇拱起形成一对涡，如图中截面 3与出口截

面处所示。由于产生的对涡尺度较大、旋向相反，将

底部低压流体卷向中间，发生强烈的掺混作用，导致

巨大的总压损失，造成进气道底部存在较大范围的

低压区。对涡产生的原因如下：气流流至第一弯位

置时，在离心力作用下，主流流体向流道外侧偏转，

到达外侧壁面后，在沿程逆压梯度的作用下速度逐

渐减小，当自身能量无法克服逆压梯度时开始向低

压区即进气道内侧偏转。这导致外侧壁面附近的低

压低速流体向弯道内侧运动，主流区的高速流体因

受离心力作用向外侧运动，从而在第一弯位置处产

生对涡雏形，在第二弯位置时弯折方向、径向压力梯

度与第一弯相反，最终对涡旋转方向发生逆转。

图8为进气道无边界层吸入时各截面的静压分

布和二次流流线分布。可见，无边界层吸入时二次

流表现形式与有边界层吸入时的存在一定差别，在

临近出口处未形成较大尺度的对涡。造成这种差异

的主要原因是，无边界层吸入时进气道内气流沿程

总压一直处于相对均匀状态，虽然进气道内壁面压

力梯度也会发生逆转，但此时进气道底部流体动能

较大，抵抗分离能力强。尽管因几何和压力梯度作

用使流体向中心汇聚，却并未分离产生对涡，依然紧

贴壁面。

4 出口马赫数变化对进气道的影响

通过研究有无边界层吸入时不同出口马赫数下

图7 有边界层吸入时的静压分布和二次流流线

Fig.7 Sta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 and secondary flow streamline
of the S-shaped inlet with boundary layer s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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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Static pressure distribution and the secondary flow streamline of S-shaped inlet without boundary layer s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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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气道的变化，来探究出口马赫数对进气道流场的

影响。图9给出了不同出口马赫数时进气道进口处

的极限流线和壁面应力分布。对比图中进口处流场

结构可知，两种条件下进口唇口位置都存在典型的

气流遇钝体产生马蹄涡的现象。其中，Maout=0.40时

鞍点S偏移至进口中间位置，且进口处有明显回流；

唇口处的马蹄涡在流出进气道内部的一支明显增

大，并在进口处有较强的滞止溢流趋势；从鞍点出发

的流动分离线距离唇口较远，这主要是因为出口马

赫数减小使逆压梯度增大所致。而Maout=0.60时，鞍

点S更靠近唇口，旋涡卷起程度较小，分离线更靠近

唇口位置，基本无溢流发生。

图10为有边界层吸入时不同出口马赫数下的流

线和总压恢复系数分布。如图所示，轴线方向沿程

各截面总压分布有显著变化。对比图中各截面流线

和总压恢复系数分布可知，Maout=0.40时低压区约占

出口一半的高度，但Maout=0.60时低压区明显减小，

只占出口不到 15%的高度。从三维流线上可看出，

Maout =0.40 时，流线在靠近第一弯位置开始螺旋抬

起，经过过渡段靠近第二弯位置底部流线剧烈纠缠

并以螺旋状抬起向下游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流动分

离。Maout=0.60时，近下壁面处流线相互卷起螺旋的

位置更靠近下游，在靠近第二弯位置才有较明显的

螺旋分离，且分离尺度也较Maout=0.40时的小。其原

因是随着出口马赫数降低，进出口压差增大，流量减

小，导致轴线方向逆压梯度增加，底部低动能流体不

能抵挡这种逆压梯度，进而发生流动分离，且在几何

形状和上下壁面压力梯度影响下更容易产生强烈的

二次流，导致巨大的总压损失。

图 11为无边界层吸入时不同出口马赫数下的

流线和总压恢复系数分布。由图可知，沿程各截面

总压分布在不同出口马赫数下无显著变化；由于进

口总压分布均匀，主要总压损失出现在仅由近壁面

边界层造成的摩擦损失而形成的低压区。从流线分

布看，随着出口马赫数减小，进入进气道的流量逐渐

减小，逆压梯度相对增大。Maout=0.40时靠近下壁面

位置的流线稍有抬起分离的趋势，而Maout=0.60时流

线与壁面贴合良好，未有分离情况。

图 12为有边界层吸入时不同出口马赫数下的

出口截面总压和二次流流线图。由图可知，Maout =
0.40时下壁面低压区相比Maout=0.50时的明显扩大，

图10 有边界层吸入时不同出口马赫数下的流线和总压恢复系数分布

Fig.10 Streamline and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distribution with different outlet Mach number and boundary layer suction

(a) Maout=0.40 (b) Maout=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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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不同出口马赫数下的极限流线和壁面应力分布

Fig.9 Limit streamline and wall stress distribution with
different Mach number at out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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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占出口40%的高度；而Maout=0.60时低压区明显减

小，约占出口 15%的高度。横向二次流流线也有显

著变化，相比Maout=0.50时的对涡结构，Maout=0.40时

的在长度与高度上均明显增大，而Maout=0.60时对涡

结构也有所变化，旋转卷起部分大幅度缩小，且在靠

近下壁面位置向上卷起的趋势有所抑制。造成这些

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随着出口马赫数降低，通过进气

道的流量减小，出口压力增加，逆压梯度增强，进而

导致下壁面处的低动能流体不能抵挡这种逆压梯度

而过早发生分离，出口低压区所占面积相应变大。

出口马赫数较高时，情况则刚好相反。

综上分析可知，出口马赫数对轴线方向的逆压

梯度有较大影响，出口马赫数越低轴线方向逆压梯

度越大。当存在进口边界层吸入时，进气道底部低

动能气流对轴线方向逆压梯度较为敏感，轴线方向

逆压梯度增加容易造成气流分离，会显著增大进气

道底部低压区范围。同时，轴线方向气流难以抵抗

逆压梯度，非主流方向的二次流动加强，更容易诱导

靠近出口处对涡结构的形成。

5 结论

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 S弯进气道有、无进

口边界层吸入时进气道内流场结构的变化，主要结

论如下：

(1) 对比无边界层吸入，有边界层吸入时进口

唇口处存在马蹄涡结构，且在几何因素的影响下，流

体从过渡段位置逐渐向对称面汇聚并向上卷起形成

一尺度较大的对涡结构。此外，有边界层吸入时沿

程底部低压区逐渐增大，三维流线在进气道中部开

始离开壁面以螺旋形向下发展，形成较大分离区。

(2) 出口马赫数改变对进气道性能有较大影

响。流场结构上，出口马赫数降低会使逆压梯度增

加，进口处鞍点逐渐向进口中间位置偏移，甚至出现

进口流体回流现象；同时，近下壁面低动能流体在逆

压梯度下发生更大的分离，进气道底部低压区扩

大。二次流结构上，出口马赫数降低会导致对涡尺

度进一步增大。出口马赫数较高时，流动分离现象

明显减弱，低压区减小，出口对涡尺度减小。

图11 无边界层吸入时不同出口马赫数下的流线和总压恢复系数分布

Fig.11 Streamline and total pressure recovery coefficient istribution with different outlet Mach number and no boundary layer suction

(a) Maout=0.40 (b) Maout=0.60

图12 有边界层吸入时不同出口马赫数下的出口总压和二次流流线

Fig.12 Outlet total pressure and secondary flow streamline with different Mach number and boundary layer suction

(a) Maout=0.40 (b) Maout=0.50 (c) Maout=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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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航空发动机总体性能
稳态模型修正方法

樊 巍 1，施 洋 2，曹铭栋 1，刘 勤 1，陈宣亮 1

(1.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2. 上海交通大学

成都先进推进技术研究中心，成都 610000)

1 引言

航空发动机总体性能稳态计算模型是评估发动

机性能的重要手段。对于基于部件法的总体性能计

算模型来说，部件特性的准确性对于稳态模型计算

的准确性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发动机前期设计

中，通常采用部件通用特性或部件试验特性对发动

机总体性能进行计算。但在发动机实际设计和试验

过程中，由于装配加工、性能衰减、试验中控制规律

调整等原因，使得发动机实际工作中的部件特性与

设计阶段给定的部件特性发生偏差，无法对实际发

动机状态进行准确预测和分析[1]。因此，有必要开展

基于部件法的总体性能稳态模型修正方法研究，以

提高模型的计算精度。

目前，针对发动机总体性能稳态计算模型的修

正方法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且多数是通过修正

部件特性来提高总体性能稳态计算模型的精度，主

要采用的方法有遗传算法[2-3]、模型辨识[4]、部件特性

摘 要：提出一种新的航空发动机总体性能稳态模型修正方法，并对方法中的相关参数选择原则进行了说明。在基

于部件法的总体性能稳态计算模型和试验分析模型基础上，构建了部件特性修正系数和试验测量参数之间的非线性

方程组，采用牛顿迭代法求解获取了部件特性修正系数，实现了总体性能稳态模型的快速修正。以双轴涡扇发动机

为例对本文提出方法进行了验证，与实际试验结果相比计算误差小于1.5%，表明本文提出方法可有效提高发动机总

体性能稳态模型计算精度，满足工程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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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aero-engine steady-state performance model modification method
FAN Wei1，SHI Yang2，CAO Ming-dong1，LIU Qin1，CHEN Xuan-liang1

(1.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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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new method was proposed for aero-engine steady-state performance model modification, and
the selection principle of parameters was explained. The nonlinear equations of component performance
map correction factors and test data were established, which was based on aero-engine steady-state perfor⁃
mance model and test analysis model. By using Newton iteration method to obtain component performance
map correction factors, the aero-engine steady-state performance model can be modified quickly. A two
spool turbofan engine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verify the proposed method, and the deviation is less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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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means the method is effective and practicable.
Key words：aero-engine；engine performance model；component performance；correction factor；

Newton iteration method

28



燃 气 涡 轮 试 验 与 研 究第33卷

自适应[5]、逆算法[6]等。但以上方法往往需要利用计

算机开展大量的运算，计算效率较低，无法达到快速

修正模型的目的。本文以某型双轴涡扇发动机地面

节流性能试验数据为例，在基于部件法的总体性能

稳态计算模型和试验分析模型基础上，通过构建部

件特性修正系数和试验测量参数之间的非线性方程

组，建立了一种采用牛顿迭代法求解部件特性修正

系数的新方法，可实现发动机总体性能稳态模型的

快速修正。

2 总体性能稳态模型修正方法

2.1 总体性能稳态计算模型

根据文献[7]建立了基于部件法的发动机总体

性能稳态计算模型，可实现包括风扇、压气机、燃烧

室、涡轮、混合器、尾喷管等部件的总体性能稳态计

算。在控制规律和进气条件一定的条件下，给定风

扇、压气机、燃烧室、涡轮等部件特性，通过进行非设

计点性能计算，可获得发动机截面气动热力参数和

总体性能参数。根据文献[8-9]建立了发动机试验

性能分析模型，通过测取的发动机截面参数和燃油

流量、推力、转速等参数，根据流量平衡、功率平衡等

约束方程，采用变比热计算方法，即可获取各部件性

能及各截面参数。

2.2 总体性能稳态模型修正方法

部件特性修正系数k定义为：

k = xmod el /xmap (1)
式中：xmod el代表部件特性修正后模型实际使用的特

性参数值；xmap代表修正前部件特性图上得到的参数

值，为常数。

假定发动机试验过程共获得m个测量参数，定义

为

X，如推力、主燃油流量、进口空气流量、压气机出

口压力、温度等；共有待修正的n个部件特性参数，定

义为

Y，如风扇进口换算流量、压气机压比、涡轮效率

等。则测量参数与部件特性参数具有如下关系：

Y = f (


X) (2)

每一个部件特性参数对应一个部件特性修正系

数，定义为

K。则根据式(1)和式(2)，测量参数与部件

特性修正系数具有如下关系：

K = g(


X) (3)

式(2)和式(3)中：f和g函数代表了发动机热力计算过

程[9]，本文不再赘述。

对于式(3)的非线性方程组，采用牛顿迭代法[10]

进行求解。根据发动机实际测量参数情况，定义偏

差函数为：

E = Xmod el -Xtest
Xtest

(4)
式中：Xmod el代表修正后模型计算获取的参数，Xtest代

表试验测量的参数值。当偏差函数满足设定的精度

要求时，则认为模型修正结果满足要求。

2.3 对模型修正过程中一些问题的讨论

2.3.1 参数选择

采用牛顿迭代法进行求解，只有当式(2)中的

m = n时方程才有唯一解。在发动机试验过程中，通

常存在测量参数与部件特性修正系数数量不相等的

情况，为保证方程求解，需要对方程的自变量和因变

量数量进行增减，且一般建议采取以下两种方式进

行处理：

(1) 当m＜n时，根据发动机试验分析模型获得

的分析结果，或参照发动机总体方案设计参数，增加

截面温度或压力参数；

(2) 当m＞n时，根据经验或参数敏感性分析结

果，对试验结果判定影响较小的测量参数进行删减。

另外，参照Kurzke[11]提出的方法，对于风扇和压

气机部件，当导叶角度和转速一定时，部件特性的修

正主要依赖流量、压比、效率和β值(特性辅助线)4个

参数，为保证解的有效性，只能选择流量、压比、效率

中的两个参数进行修正。通过计算分析，压比对于

发动机温度或推力等参数的影响并不敏感，有可能

需要进行大幅度的修正才能达到目标值，获取的修

正压比很有可能已超出实际的设计结果，所以一般

选择流量和效率进行修正。

2.3.2 初值给定

初值选择的合理性对于非线性方程组的求解至

关重要，初值选择不合适很有可能遇到方程无法收

敛的问题。本文中，模型中给定的设计点参数，即为

求解 2.2节中非线性方程组的计算初值。对于特定

状态的发动机(给定进气温度、进气压力和控制规

律)，可以采用两种方法给定计算初值：一是将发动

机模型修正前的设计点作为初值，对于不同的工作

状态，其设计点参数不发生变化；二是将通过发动机

试验分析模型计算获取的部件参数及循环参数作为

设计点带入发动机总体性能计算模型中，对于不同

的工作状态，其设计点根据发动机试验测量参数的

变化发生改变。计算发现，由于发动机实际工作状

态与模型修正前的设计点工况差异较大，采用第一

种初值给定方法，极有可能使得初值大幅度偏离方

程真实解，从而导致不收敛的情况发生；对于第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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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值给定方法，因为是基于测量参数获取的设计点

参数，与方程真实解偏离程度不大，可有效避免不收

敛的情况发生，并大幅度提高收敛速度。据此，建议

采用第二种初值给定方法开展模型修正，下文也采

用这种方法开展算例验证。

2.3.3 收敛误差设置准则

对于发动机试验测量参数，总会存在一定的测

量误差，尤其是截面温度和压力测量参数。除了测

量探针固有的测量误差外，由于截面测量参数一般

是将测量数据通过数学平均获得，没有考虑发动机

内部复杂的流动情况，使得平均获得的截面参数很

可能受流场影响而出现较大误差。另外，对于构型

较为复杂的发动机，发动机总体性能计算模型的准

确性除了受部件特性约束外，往往还要受到空气系

统等方面的影响。考虑到以上因素，本文针对式(4)
中不同的测量参数偏差函数设置不同的精度要求。

根据工程应用实际，沿气流流动方向靠后的截面测

量参数误差设置为1.5%，沿气流流动方向靠前的截

面测量参数以及推力、燃油流量等其他参数误差设

置为1.0%。

3 算例及验证

以某型双轴混排涡扇发动机为例，利用其某次

地面台架试验稳态性能，对本文提出的方法进行验

证。发动机结构示意图及截面定义见图1。

在给定发动机进口条件和控制规律的情况下，

需要修正的部件特性参数共计12个，分别为风扇进

口换算流量Wa,F,c、风扇效率ηF、压气机进口换算流量

Wa,C,c、压气机效率ηC、燃烧室总压恢复系数σcomb、燃

烧室效率ηcomb、高压涡轮效率ηHT、高压涡轮换算流量

Wg,HT,c、低压涡轮效率ηLT 、低压涡轮换算流量Wg,LT,c、

外涵总压恢复系数σduct、喷管速度系数cv。以上参数

对应的修正系数依次为kWa,F,c、kηF、kWa,C,c、kηC、kσcomb、kηcomb、

kηHT、kWg,HT,c、kηLT、kWg,LT,c、kσduct、kcv。试验中测取的参数共

计 12个，分别为发动机净推力F、燃油流量W f 、发动

机进口空气流量Wa,2、风扇出口总压p25、风扇出口总

温T25、压气机出口总温T3、压气机出口总压p3、高压涡

轮出口总压p43、低压涡轮出口总温T5、低压涡轮出口

总压p5、外涵道出口总温T16、外涵道出口总压p16。部

件特性修正系数与测量参数数量一致，由2.2节方法

建立非线性方程组，对应式(3)中的

X和


K分别为：


X =[F，W f，Wa,2，p25，T25，T3，p3，p43，

T5，p5，T16，p16]T

K = [kWa,F,c，kηF，kWa,C,c，kηC，kσcomb，kηcomb，kηHT，

kWg,HT,c，kηLT，kWg,LT,c，kσduct，kcv]
T

根据 2.3.3节收敛误差设置准则，将 p43、T5、p5的

偏差函数精度设置为1.5%，其余测量参数的偏差函

数精度设置为1.0%。

表 1 对比了发动机工作在高压相对物理转速
-nc=97.6%时，模型修正前后的计算结果与试验测量

结果的相对误差。可以看出，采用本文方法，发动机

模型计算精度明显提高。

对该发动机地面不同转速工作状态的稳态模型

也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计算结果与试验测量结果

的相对误差如表 2所示。可以看出，模型修正后计

算的发动机节流特性与试验实际的特性结果相比，

各状态的误差均较小(最大不超过 1.5%)，计算精度

满足工程实际需求。

4 结论

在基于部件法的总体性能稳态计算模型和试验

性能分析模型基础上，从发动机实际工作情况出发，

构建了部件特性修正系数和试验测量参数之间的非

线性方程组，并采用牛顿迭代法对其进行求解，获取

了部件特性修正系数，实现了总体性能稳态模型的

快速修正。以双轴涡扇发动机为例对本文提出方法

参数

F

W f

Wa,2

p25

T25

T3

模型修正前

4.55
0.86

-1.40
4.38

-0.44
0.56

模型修正后

-0.59
-0.39
0.00

-0.41
0.24
0.32

参数

p3

p43

T5

p5

T16

p16

模型修正前

5.04
0.38

-2.27
5.67
0.05
3.12

模型修正后

-0.41
-1.00
-0.12
-1.22
-0.63
0.89

表1 模型修正前后的计算结果与试验测量结果的相对误差 %
Table 1 Relative error of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test data

before and after modification

图1 发动机结构示意图及截面定义

Fig.1 Engine layout and section 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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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验证，与实际试验结果相比计算误差小于

1.5%，表明本文提出方法可有效提高发动机总体性

能稳态模型计算精度，满足工程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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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

97.6%
-0.59
-0.39
0.00

-0.41
0.24
0.32

-0.41
-1.00
-0.12
-1.22
-0.63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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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发动机工作稳定性研究

杨 雄，郭政波，申世才，姚尚宏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西安710089)

1 引言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具有部署快速、运行成本低、

战场生存能力强等优点，是未来空战、“软”战争的

关键武器装备[1]。而作为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心脏的

发动机，其高空稳定性至关重要 [2-3]。研究表明，高

空长航时无人机发动机在高空工作时，雷诺数会显

著减小，稳定裕度降低，易发生喘振故障，给压缩系

统的正常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4-5]；同时，雷诺数降低

也会影响发动机涡轮的流通能力及性能 [6]；在高空

低速条件下，发动机燃烧室的工作稳定性也会显著

降低[7]。

根据无人机的不同任务需求，无人机发动机在

摘 要：高空、低速飞行会对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发动机压缩系统和燃烧室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为评估高空长航

时无人机发动机工作稳定性，采用无量纲分析法，对其燃烧稳定性和供油匹配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飞行高

度的增加，无量纲燃油流量逐渐增大，发动机转速变化引起的燃油流量变化越大，发动机越易进入不稳定工作区。该

发动机停车时无量纲燃油流量严重偏离正常工作点，发动机富油熄火。无量纲转速为5.45时，发动机的富油稳定裕

度为26%。相比于等高度减小法，利用无人机等状态爬升法进行主油路通断试飞，发动机的工作稳定性更高。无量

纲分析法对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工作稳定性分析及试飞方法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高空长航时无人机；飞行试验；稳定性；无量纲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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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of aero-engine for high altitude long enduranc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YANG Xiong，GUO Zheng-bo，SHEN Shi-cai，YAO Shang-hong
(Chinese flight Test Establishment，Xi’an 710089，China)

Abstract：The high altitude and low speed flight will have adverse effects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engine com⁃
pression system and combustion chamber of the High Altitude Long Endurance (HALE) UAV.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working stability of the engine, the combustion stability and fuel supply matching of the engine
were studied by the dimensionless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mensionless fuel flow gradu⁃
ally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flight altitude, and the greater the change of engine fuel flow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speed, the engine is more likely to enter the unstable working area. It is found that the dimen⁃
sionless fuel flow deviates from the normal working point seriously when the engine stops, and the fule-rich
engine flameout . It is calculated that when the dimensionless speed is 5.45, the fule-rich stability margin
of the engine is 26%. At the same time, the analysis of dimensionless method shows that the engine works
more stably when the UAV is used in the on-off test flight of the main fule circuit by the equal-state climb⁃
ing method. Therefore, the dimensionless analysis meth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working stability
analysis and flight test method design of high altitude long endurance UAV.
Key words：aero-engine；HALE UAV；flight test；stability；dimensionless analysi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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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试飞环节中需要面对以下问题：①无人机配

装有雷达、相机等多种航电设备，发动机的负载及引

气量较大，发动机稳定裕度下降；②无人机在高空低

速飞行，受进气条件、高空低雷诺数影响，发动机性

能下降，主要部件稳定性变差 [8]。上述工作稳定性

问题是无人机发动机设计的关键，更是发动机能够

投入使用、生成战斗力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发动机

飞行试验重点考核的内容。

关于发动机稳定性的研究很多。Wassell等[9]研
究了飞机高空低速飞行时雷诺数对压气机的影响，

郭捷等 [4]对无人机喘振点压比修正进行了研究，王

进等 [10]运用 Wassell 法建立了高空低雷诺数的修正

模型，李国忠[11]利用仿真对小型涡喷发动机的燃油

控制系统进行了研究。但关于无人机发动机工作稳

定性的研究多集中在雷诺数对压缩系统的影响上，

对飞行试验中发动机稳定性变化及其影响的公开报

道相对较少。国内在飞的几型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发

动机的试飞经验表明，发动机在高空工作时，不稳定

工作情况大多由油气匹配不好造成。

本文针对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发动机工作稳定

性，引入无量纲分析法，从发动机供油特性出发，建

立基于发动机供油特性的无量纲模型，对高空长航

时无人机发动机工作稳定性进行分析，可为发动机

工作稳定性评估、试飞方法设计提供工程参考。

2 高空对燃烧稳定性的影响

无人机高空飞行时发动机进口总压较低，同时

高空低速使得燃烧室进口温度低，从而造成火焰稳

定工作范围变小[12]，如图1所示。

发动机实际工作中，混合气的稳定燃烧范围随

燃烧室进口气流速度和混合气初温、初压变化。高

空长航时无人机飞行高度高、速度小，发动机燃烧室

混合气的初温和初压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飞行速

度的减小而降低。同时，大气密度减小，发动机进气

空气流量减小，供油量亦随之减小，导致喷嘴前的燃

油压力降低，燃油雾化质量变差，主燃区温度降低，

使得燃烧室更靠近熄火边界。

燃烧室进口压力和温度降低时，燃烧室稳定工

作区域随余气系数的变化而缩小。如图2所示的燃

烧室熄火特性(横坐标为燃烧室压力，纵坐标为余气

系数)，曲线上半段为贫油极限，下半段为富油极限[13]。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发动机采用主、副油路切换

的方式供油。当发动机在巡航高度工作时，发动机

燃油需求量小，关闭主油路，由副油路单独供油；在

其他状态下，发动机恢复主、副双油路供油，高效保

证发动机燃烧室喷嘴处燃油的雾化质量，提高燃烧

稳定性。

某无人机由爬升转为巡航高度平飞时，触发了

发动机数控系统主副油路切换控制逻辑，供油方式

由主、副双油路供油转换为副油路单独供油。此过

程中要求发动机工作状态维持恒定，但实际过程中

因主油路关断和打开造成了燃油流量跳变，从而导

致燃烧室余气系数发生变化，燃烧室稳定工作区缩

小。该无人机在巡航高度飞行时，发动机转速减小

2%，燃烧室余气系数增大约4%，余气系数随发动机

状态的变化非常敏感，因此该型发动机面临着较为

严峻的稳定性问题。

影响燃烧稳定性的因素太多，精确计算燃烧稳

定边界不太可能，只能通过台架试验进行边界摸

底。图3是工程上常用的主燃区负荷与当量比的关

图1 燃烧温度随压比的变化曲线

Fig.1 Flameout temperature variation with
compressor pressure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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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燃烧室熄火特性

Fig.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bustor flam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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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曲线，可以通过主燃区负荷来表征燃烧室的稳定

性。主燃区负荷具体计算公式为：

主燃区负荷= qma
Vp3.1

1.8 × 10[0.001 45(T3.1 - 400)]
(1)

式中：qma为主燃区空气流量，V为燃烧室进口气流速

度，p3.1、T3.1分别为燃烧室进口绝对压力和进口温度。

通过图3和公式(1)可知，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

燃烧室进口压力和温度降低，主燃区当量比减小，主

燃区负荷增大，发动机燃烧稳定工作裕度降低。

3 无量纲分析

3.1 无量纲分析法

通过对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发动机工作特点的分

析，该发动机出现不稳定工作情况或熄火或停车时，

压气机并无明显的不稳定工作情况出现，故采用压

气机特性不能有效分析和评价发动机工作稳定性。

鉴于此，借鉴燃油控制业界常用的修正无量纲参数，

以无量纲化的供油特性表征发动机的油气匹配性，

利用修正的燃油流量与无量纲发动机转速表征发动

机的工作稳定性，如图4所示[14]。图中，ωFe /(p T )为
经修正的燃油流量(即无量纲燃油流量)，N/ T为经

修正的转速(即无量纲转速)，ωFe为燃油流量，p为发

动机进口总压，T为发动机进口总温，N为发动机转

速，A点、B点分别代表相同无量纲转速下设计工作

点和不稳定工作点。该方法可以从油气匹配方向有

效分析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发动机工作稳定性，且方

法中的参数均为飞行试验常规测量和易测量参数。

因此，可按照常规方法以无量纲的形式绘制燃油流

量与转子的工作曲线，且工程上便于实现。

以发动机实际工作的燃油流量偏离发动机设计

燃油流量的大小表征发动机的稳定裕度。类似于式

(2)以压比定义的发动机喘振裕度[15]，基于修正燃油

流量的发动机工作裕度定义为式(3)形式。

SMc =
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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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
çç
ç

ö

ø

÷
÷÷
÷

( )πct Waco su
( )πct Waco sop

- 1 × 1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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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3)
式中：κ代表基于修正燃油流量的发动机工作裕度。

图5中的富油边界和熄火边界可以通过试验的

方法确定。燃油流量与压力的关系可以用公式(4)
表达。

ωFe =FN Δp f (4)
式中：FN代表喷嘴流量数，Δp f 代表喷嘴上下游压

差。

3.2 无人机试飞数据分析

某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在三种进气条件下起飞时

发动机的无量纲化供油曲线如图 5所示。可见，无

图3 燃烧室稳定性与主燃区负荷和当量比的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of combustion stability with primary
combustion load and equivalence 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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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发动机燃油与转速性能的关系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fuel flow and
engine rotation speed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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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进气条件下起飞时发动机的供油曲线

Fig.5 The fuel flow curves under different inlet
conditions of take-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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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在不同大气条件下起飞时发动机的无量纲化供

油曲线基本重合，验证了无量纲化的一致性。

对某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发动机在 15 km、17 km
及巡航高度停车试飞数据进行无量纲分析，可得到

如图 6 所示的以修正燃油流量表征的发动机工作

点。图中，绿色点、紫色点及蓝色点，分别为无人机

在15 km、17 km及巡航高度飞行时发动机的稳定工

作点，红色工作点为发动机熄火停车前工作点。可

见：发动机在各高度稳定工作时，无量纲燃油流量基

本为一稳定值，且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无量纲燃油

流量逐渐增大，发动机转速变化引起的燃油流量变

化越大，发动机越易进入不稳定工作区。无人机在

巡航高度巡航时，发动机稳定工作在蓝色线范围内；

无人机在巡航高度停车前，发动机工作点为红色工

作点，严重偏离正常工作点，偏离量超过了发动机的

稳定裕度，发动机工作不稳定，富油熄火。通过公式

(1)～(4)求解可以得到：无量纲转速为 5.45时，发动

机的富油稳定裕度为26%。

3.3 无人机主油路通断功能试飞方法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方法，对某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发

动机主油路通断功能试飞方法进行分析。该发动

机主油路通断的逻辑为：当飞行高度高于某一高度

(A km)，且同时副油路压力低于某一值且持续5 s时，

发动机控制器切断主油路供给燃烧室的燃油，改由

副油路单独供油至燃烧室；当飞行高度低于(A-1)
km，或低压转子转速小于85%时，接通主油路，恢复

双油路供油。

依据上述通断逻辑，设计了两种主油路关断的

试飞方法：①在飞机爬升过程中，发动机保持较大状

态，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副油路压力不断减小，满

足条件后主油路关断；②在飞机爬升至任务高度(≥

A km)后改平，缓收油门，副油路压力不断减小，满足

条件后主油路关断。

计算两种试飞方法下发动机的稳定工作参数，

并绘制得到图7所示工作点。相比于等高度减小状

态工作点，等状态爬升时工作点更靠右，离不稳定工

作边界更远，说明等状态爬升时发动机的稳定性更

高。在进行该无人机发动机主油路通断试飞时，应

选择稳定性更高的等状态爬升法。

4 结论

通过对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发动机工作条件进行

分析，得到了高空低速对发动机燃烧稳定性及供油

匹配性的影响，并采用无量纲法对某高空长航时无

人机发动机工作稳定性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发动机在各高度稳定工

作时，无量纲燃油流量基本为一稳定值，且随着高度

的增加，无量纲燃油流量逐渐增大。

(2) 无人机飞行高度越高，发动机无量纲转速

变化引起的发动机无量纲燃油流量变化越大，发动

机越易进入不稳定工作区。

(3) 该高空长航时无人机发动机停车时无量纲

燃油流量严重偏离正常工作点，发动机富油熄火。

无量纲转速为 5.45 时，发动机的富油稳定裕度为

26%。

(4) 相比于利用无人机等高度减小法进行主油

路通断试飞，利用无人机等状态爬升法进行主油路

通断试飞，发动机的工作稳定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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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两种试飞方法下的发动机工作稳定性

Fig.7 The operating stability of two flight tes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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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The operation points illustrated by correction fuel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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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性能湿度修正方法探讨

张俊杰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 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技术重点试验室，四川 绵阳 621703)

1 引言

早在上世纪40年代，航空发动机工程师就已认

识到空气中的水蒸气会影响燃气涡轮发动机的性

能，并为此开展了大量研究以确定发动机在潮湿空

气中试验时湿度的修正量。Samuels 等 [1]在 1950 年

首先提出采用相似分析法修正湿度，Fishbeyn等[2]采
用多项式拟合法修正湿度，而一些发动机生产商也

提供了发动机性能参数的湿度修正系数。我国在上

世纪 80年代就湿度对发动机地面试验结果的影响

开展了分析，研究了为建立湿度修正方法而提出的

假设条件。刘大响等对比了采用不同方法得到的湿

度修正系数，发现差异很小，最后基于相似分析法制

定了国军标GJB 359-1987[3]。部分发动机也根据该

标准建立了相关性能参数的湿度修正系数[4-6]。
国内外关于发动机地面试车性能湿度修正的研

究较多，为对比分析不同湿度修正方法的差异，本文

对比分析了相似分析法和多项式拟合法这两种湿度

修正方法的优缺点及其应用范围；利用不同型号发

动机的湿度修正系数，探讨了不同发动机湿度修正

系数之间的差异及产生原因。

摘 要：航空发动机地面试验时，空气湿度对发动机工作和性能的影响有两种方式：一是可能在进气道内出现冷凝；

二是改变发动机热力循环的气体热物理性质。针对空气含湿量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收集、整理了前人完成的试验

和理论研究资料，对比分析了相似分析法和多项式拟合法两种湿度修正算法的差异，梳理了国、内外部分型号发动机

的湿度修正系数。研究表明：发动机湿度修正系数可用含湿量的线性函数表示；不同发动机的湿度修正系数之间的

差异较小，与发动机类型、控制计划、计算方法有关。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湿度修正系数；地面试验；燃气特性；相似分析法；多项式拟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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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humidity correction methods for engine parameters
ZHANG Jun-jie

(Key Laboratory on Aero-engine Altitude Simulation Technology，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Mianyang 621703，China)

Abstract：During ground test of aero-engine, moist air can influence engine oper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two ways：by possible condensation in the inlet and by changing the gas properties throughout the cycle.
Thus two correction approaches for the absolute humidity effects on engine performance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preceding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and different engine humidity corrections coeffi⁃
cients of some aero-engines types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presented. The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correc⁃
tion coefficients can be considered as linear functions of the absolute humidity,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rrection factors is small and related to engine type, control mode and calculation method.
Key words：aero-engine；humidity correction factor；ground test；gas property；similarity analysis method；

polynomial fitt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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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气湿度对发动机的影响

空气湿度对发动机运行和性能的影响，可分为

冷凝和气体热物理性质变化两类 [7-9]。由于冷凝现

象出现的条件苛刻，在发动机地面试验中可以控制

其发生[10]。为此，本文只讨论由于空气中存在的水

蒸气导致气体热物理性质变化进而引起发动机性能

参数改变的现象。

空气湿度有多种表示方法，如相对湿度、含湿

量、比湿度等。湿空气中相对于每千克质量干空气

所含的水蒸气质量即为含湿量或比湿度。利用比湿

度，Samuels等[1]给出了基于含湿量的湿空气气动特

性计算公式：

Rm =
Rn + dRw
1 + d (1)

Cp,m =
Cp,n + dCp,w

1 + d (2)
γm =

Cp,m
Cp,m -Rm

(3)
式中：R为气体常数，d为含湿量，Cp为定压比热，γ为
比热比；下标m为湿空气，n为干空气，w为水蒸气。

相对于干燥空气，湿空气对发动机性能主要有

以下影响 [11-13]：部件效率改变，耗油率增加，燃油流

量增加，转速增大，空气流量降低，推力或功率变换

取决于控制系统功能。

3 湿度修正方法

3.1 相似分析法

相似分析法用于湿度修正，首先由 Samuels等[1]

于 1950年提出，现已被广泛接受，成为湿度修正的

标准方法 [3]。Samuels等定义了湿度修正因子(即干

燥空气下的性能除以潮湿空气下的性能)，理论分析

了压气机马赫数不变前提下发动机主要性能参数的

变化以及修正算法，并利用离心式压气机和轴流涡

轮组成的喷气发动机在湿度可控的高空舱(NACA)
中开展了试验研究，验证了理论分析。当含湿量低

于 0.03 kg水/kg干空气时试验结果和理论预测值之

间的差异小于0.5%。因此得出，修正因子可以方便

地修正湿度对发动机性能参数的影响，并可应用于

所有的发动机。Samuels等提出的发动机转速、空气

流量、燃油流量、喷气推力的近似湿度修正因子CH
的计算方法如下：

发动机转速：CHN =

Nn
θ

Nm
θ

=
γc,n Rc,n
γc,m Rc,m

(4)

空气流量：CHWa =
Wa,n θ

δ
Wa,m θ

δ

=
γc,n Rc,m
γc,m Rc,n

(5)

燃油流量：CHWf =

W f,n
δ θ

W f,m
δ θ

=
γc,n Rc,m
γc,m Rc,n

Cp,b,n
Cp,b,m

(6)

推力：CHF =
Fn

δ
Fm

δ
=

γe,n
γe,m

(7)
式中：N 为转速，Wa为空气流量，W f 为燃油流量，F 为

推力，θ和δ分别为发动机进口绝对总温、总压相对于

海平面标准大气温度、压力的值；下标c为压气机，b
为燃烧室，e为尾喷管。

研究 Samuels 等的推导过程发现，相似分析法

存在 3个约束条件：①必须知道燃烧室湿空气的特

性；②要求涡轮进气导叶堵塞、尾喷管未临界；③任

何湿度下部件和发动机的温比都保持不变。

3.2 多项式拟合法

Fishbeyn等 [2]研究了空气湿度对涡扇发动机性

能的影响，其湿空气热力特性的计算方法与Samuels
等的相同。Fishbeyn等将此特性计算应用于涡扇发

动机部件级热力模型中，令模型的涵道比从 0变到

4、涡轮进口温度从900 K到1 400 K，在不同的湿度

和功率设定条件下进行了计算分析。但其针对主要

性能参数，推导了一套多项式拟合修正因子，并在推

导过程中假设：①湿空气条件下压气机特性(压力-
流量-速度)保持不变；②湿空气条件下压气机和涡

轮效率不受影响；③进气温度范围 288～333 K。推

导出的修正因子为含湿量的弱二次方函数：

压气机转速：CHc,N = 1 + 0.260 7d - 0.153 8d2 (8)
空气流量：CHWa = 1 - 0.335 2d - 0.401 0d

2 (9)
燃油流量：CHWf = 1 + 0.488 2d + 0.382 8d

2 (10)
推力：CHF = 1 - 0.082 6d - 0.002 1d2 (11)
涡轮进口温度：CHT = 1 - 0.084 5d - 0.119d2 (12)
Fishbeyn等对不同循环模式和进口条件下的模

型结果采用上述修正函数进行了修正，误差在0.5%
以内。尽管此修正因子只针对涡扇发动机，但Fish⁃
beyn 等建议可将其推广应用到所有的燃气涡轮发

动机。其后续研究[14]发现，在湿空气中如果不进行

湿度修正，压气机效率被低估 0.4%～1.7%，涡轮效

率被高估0.7%～1.2%。

3.3 两种湿度修正方法的比较

两种湿度修正方法使用了相同的燃气特性表达

方式。两种湿度修正方法的趋势相同且所得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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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也很好，d=0.035 kg水/kg空气的高湿条件下

主要参数修正因子间的差异不超过 0.5%。但两种

方法仍有区别：

(1) Samuels等针对每个性能参数，形成了明确

的一维表达式；而Fishbeyn等利用不同工作模式下

发动机仿真结果推导性能参数修正方法的过程中，

模型的燃气特性随进口空气湿度调整。

(2) Samuels 等的湿度修正结果为直线方程；

Fishbeyn 等的湿度修正结果有轻微的二次曲线变

形，但很容易用直线方程代替。

(3) Samuels等采用简单的一维可压缩流计算

方法，即用马赫数表示的流量计算公式完成进口流

量修正；Fishbeyn等则采用一维绝能等熵流计算方

法，即用流量函数表示的流量计算方法得到进口流

量修正。

相似分析法有限制条件，但其清晰易理解且已

被试验验证。刘大响 [15]对比了 SpeyMK511、MK202
和CFM56的湿度修正曲线(制造商提供)与相似分析

法得到的修正因子，在含湿量为 0.035 kg水/kg干空

气时，最大差异小于0.6%；对比WP13发动机循环计

算法与相似分析法得到的修正因子，最大差异也小

于0.6%。为此，刘大响等推荐采用相似分析法进行

空气湿度修正。而多项式拟合法由于使用的发动机

循环计算涵道比从0变到4，相当于从涡喷到涡扇发

动机，且功率状态和环境条件也比相似分析法的宽

广，所以多项式拟合法应用范围更广。

4 湿度修正应用讨论

如前文所述，Samuels等对发动机主要性能参数

的湿度修正以及Fishbeyn等提出的湿度修正都可简

化为含湿量的线性函数。Grabe等[16]的研究以及Gu
等[17]的研究也都对湿度修正系数做了直线拟合。空

气湿度对发动机性能参数的影响可简化为含湿量的

线性函数：

Xm =(1 +Kd/100)Xn (13)
式中：X为发动机性能参数，K为含湿量系数。

由此可得：

CH = 1/(1 +Kd/100) (14)
李大为等[18]通过考虑湿度的涡扇发动机模型，

得到的涡扇发动机性能参数的湿度修正系数，与相

似分析法得到的结果趋势一致，呈线性关系。范文

正等[19]利用热力计算得出了WP7发动机湿度修正系

数；张赟等[20]在钟诗胜等[21]的研究基础上，利用相似

分析法与变比热热力循环计算相结合的方法，确定

了某涡轴发动机主要性能参数的湿度修正系数。此

外，本文还查阅到一些发动机的性能参数随湿度的

变化也近似于直线关系 [22-29]，梳理出了不同发动机

湿度影响函数关系中的K值。上述参数修正结果见

表1。

根据表1中数据，图1描绘了含湿量对不同发动

机性能参数的影响。由图可知，湿空气中压气机转

速高于干燥空气中的，对于多转子发动机PW100和

RB211，高压部件转速的修正量比低压部件的低，这

与转速对应的部件特性与湿度的敏感程度有关。湿

空气的空气流量比干燥空气的小，湿空气的燃油流

量比干燥空气的大。发动机推力或功率随湿度的变

化趋势不同。LM2500两种模式下功率相反的变化

趋势可以用表1解释：固定温度模式(T54不变)下湿空

气流量比固定轴功率模式下的大，空气流量大输出

功率相应也较大。某涡轴发动机功率增加是因为该

发动机控制动力涡轮转速，湿度增加，若要满足相似

关系，必须提高动力涡轮转速，因此输出功率增加。

这表明推力或功率与湿度的关系跟发动机控制计划

有关。除推力或功率外，其他参数变化趋势一致，且

含湿量小于 0.04 kg 水/kg 干空气时，修正系数间的

最大差异未超过1.0%。

表1 参数修正量(K值)
Table 1 Parameter correction coefficients (K value)

相似分析法

多项式拟合法

WP7[19]

某涡轴发动机[20]

某涡扇发动机[22]

CFM56[23]

J85/J79[24]

JT9D[25]

LM2500
(定轴功率)[26]

LM2500
(定T54)[26]

RB211[27]

PW100[28]

压气机转速

24.6
25.5

24.0

30.8
23.6

13.0

27.3(N1)
24.3(N2)
20.8(N3)
32.3(NL)
24.3(NH)

空气流量

-32.3
-34.7
-51.4
-29.6

-29.8

-39.2

-20.8

燃油流量

57.1
50.0

51.0

48.8
48.8
40.8
27.0

68.0

40.9

32.6

推力或

功率

-10.2
-8.3

-25.7
51.0

-43.06
-1.9

-14.7

-18.5

53.2

涡轮出

口温度

-9.5

-9.0

-15

-33.9

-9.9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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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含湿量是影响燃气特性和发动机性能参数

的关键，在高湿度条件下其修正系数能达到 1.0%。

通过对比分析发动机性能参数湿度修正方法、梳理

型号发动机湿度修正系数，得出性能参数的湿度修

正系数可看作含湿量的线性函数；不同发动机的湿

度影响系数略有不同，产生差异的原因是发动机类

型不同、控制模式不同、计算方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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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扇发动机换装大功率起动机起动性能分析

邢 洋，郭海红，王 军，阎 巍，白永秋
(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沈阳 110015)

1 引言

涡扇发动机可靠、快速起动对保证军用飞机的

作战效能至关重要，发动机起动性能的好坏也是衡

量发动机综合性能的一项关键指标[1-4]。

某涡扇发动机交付外场后出现了起动问题，主

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发动机高原起动相比平原

起动调整频繁、起动成功率下降，造成外场飞机出动

准备时间长，不能满足部队作战和实战化训练需

要。二是存在冷、热态起动和冷、热天起动性能差异

大的问题，冷起动时间偏长，减少冷起动时间则易造

成热起动失速。而采用更大功率的起动机，并结合

转速上升率闭环控制的起动供油规律,可解决该型

发动机起动供油调整范围小和高原起动功率不足的

问题，提高发动机起动能力；同时还可缩短发动机起

动时间，降低起动时发动机排气温度，提高起动成功

率，对延长发动机寿命具有重要意义[5]。

本文采用基于转速上升率闭环控制的起动供油

规律，利用常规地面试车台架，设计并开展了某涡扇

发动机采用原状态起动机(A型起动机)和大功率起

动机(B型起动机)的起动性能对比试验。根据试验

摘 要：为解决涡扇发动机起动问题，采用转速上升率闭环控制的地面起动供油规律，基于地面常规试车台，设计并

开展了发动机采用原状态起动机和大功率起动机的起动性能对比试验。结果表明，冷运转时，大功率起动机最高转

速较原状态起动机的提高14%；起动时，采用大功率起动机发动机转速上升率提高，发动机冷态起动和热态起动时间

分别缩短5.0%和2.7%，发动机转速闭环控制段起动供油量降低20%，起动过程中排气温度下降约10%。研究成果可

用于指导航空发动机起动设计工作。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燃气涡轮起动机；起动性能；冷运转；闭环控制；排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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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ing performance of a turbofan engine changing high-power starter
XING Yang，GUO Hai-hong，WANG Jun，YAN Wei，BAI Yong-qiu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urbofan engine starting, the fuel supply control law of ground
start for turbofan engine based on speed rising ratio was used, and a performance contrast starting test has
been designed and carried out on the conventional ground test benc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est speed of engine using high-power starter is 14%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riginal state starter in
cold operation, for engine with the high-power starter, engine speed rising ratio increases in starting, and
engine start time is shortened by 5.0% in cold state and 2.7% in hot state, starting fuel supply drops 20%
for speed closed-loop control section of engine, the exhaust gas temperature drops by 10% during the start⁃
ing process. Test results can be used to guide the aero-engine starting design.
Key words：aero-engine；gas turbine starter；starting performance；cold operation；closed-loop control；

exhaust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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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探讨了发动机采用大功率起动机的可行性，以

及采用大功率起动机后发动机起动性能的变化。

2 大功率起动机

大功率起动机是在某涡轴发动机核心机基础

上，利用先进的仿真设计平台对核心机进行等比例

缩小研制的一型燃气涡轮起动机，具有起动功率大、

体积小、质量轻、寿命长、自身起动时间短等特点，主

要用于航空发动机的地面起动、冷运转、假开车、启

封、油封，也可以在动力组件状态下工作，提供地面

维护时所需能源。其自由涡轮的功率通过减速器传

递到输出轴上，再通过弹性传动轴传递到飞机外置

附件机匣传动机构，以带动发动机高压转子旋转。

该起动机最大输出功率相对原状态起动机的提升

25%，同时可以原位换装原状态起动机。

3 起动控制规律设计

3.1 地面起动供油规律设计

航空发动机地面起动过程通常分为 3个阶段：

第1阶段，转速由0到涡轮开始产生功率；第2阶段，

涡轮开始产生功率到起动机脱开；第3阶段，起动机

脱开至发动机达到慢车转速。3个阶段分别以点火

转速ndh、起动机脱开转速ntk作为分界条件[6]。

该型发动机原采用较为通用的W f /p3 = f (n)起动

供油规律，但这种供油方式比较依赖油量的控制和

计量精度。当发动机控制系统油量的控制和计量精

度不能满足要求时，可能会导致发动机起动失败，适

用性相对较差。为此，采用基于转速上升率闭环控

制的地面起动供油规律 [7]，以提升发动机起动可靠

性。起动供油阶段，高压物理转速(nH )低于设定转

速时，起动闭环不工作，为此主要针对地面起动第

2、第3阶段进行供油规律设计。根据文献[7]公式整

理可得：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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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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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中：Ndot为转速上升率，MCT 为辅助起动动力装置

输出扭矩，MT 为涡轮输出扭矩，MC为压气机扭矩，

Mm为阻力矩，J为转子转动惯量，ηm为转子机械效

率。

转速上升率控制规律应综合起动时间要求、起

动机输出扭矩、涡轮输出扭矩、发动机阻力矩等条件

进行设计，且设计结果应利用地面和空中起动试验

结果进行修正。在考虑涡轮前温度上升量和压气机

稳定裕度限制的基础上确定燃烧室供油量W f ，由此

可得到相应转速条件下的转速上升率设计规律。在

给定转速上升率要求的条件下，适当调整燃烧室供

油量，使发动机实际转速上升率与给定转速上升率

一致，实现起动供油的闭环控制。

3.2 设计规律的修正方法

发动机实际使用过程中，转速上升率设计应考

虑大气压力、温度等因素，因此需要对标准大气条件

下的转速上升率进行修正。根据文献[7]，起动过程

实际时间和换算时间的对应关系为：

ths = t
p1

101.325
æ
è
ç

ö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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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2
T1

0.5

(2)
式中：ths为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下的起动时间，t为

实际起动时间，p1为进气总压，T1为进气总温。

对于起动过程任一小转速上升量Δn，存在以下

关系：

Δn = ths Ndo th s = tNdot (3)
联立式(2)和式(3)得到修正公式：

Ndot =Ndo th s
p1

101.325
æ
è
ç

ö
ø
÷

288.2
T1

0.5

(4)

4 试验过程

首先采用A型起动机进行起动性能试验。调整

发动机起动性能至满足各项要求，按照表 1所列的

试验项目开展起动试验。之后换装B型起动机，按

照上述过程，重新开展试验。所有试验项目均在加

载、不引气条件下进行。

表1 试验项目

Table 1 Starting test items
序号

1
2
3
4
5
6

起动机

冷态

热态

热态

热态

热态

热态

发动机

冷态

冷态

冷态

热态

热态

热态

试验项目

冷运转

冷运转

起动

冷运转

起动

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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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结果分析

5.1 冷运转对比分析

该型发动机的冷运转时间为 70 s。图 2示出了

按下发动机冷运转按钮后，起动机起动过程中排气

温度的变化。图中试验数据已作归一化处理，仅给

出相对变化关系，下同。可以看出，B型起动机起动

过程中的排气温度上升率和最高排气温度均高于A
型起动机的。其主要原因是B型起动机起动加速过

程供油偏多。另外，B型起动机自身起动成功所需

时间长于A型起动机的。

采用两型起动机，发动机和起动机的冷/热态相

同时，冷运转过程中不同时间点发动机的高压转速

见表 2。表中，状态代表起动机和发动机的冷、热

态，如热态/冷态表示起动机为热态、发动机为冷态，

下同。冷运转 22 s时，采用A型起动机的发动机高

压转速较B型起动机的高0.063～0.069；冷运转70 s
时，采用B型起动机的发动机高压转速较A型起动

机的高0.091～0.115，约提升14%。

图3给出了冷运转时发动机高压转速的变化情

况。在冷运转前25 s，同一时刻，采用A型起动机发

动机的高压转速较采用B型起动机发动机的高；在

冷运转25 s后，同一时刻，采用B型起动机发动机高

压转速比采用A型起动机发动机的高。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采用B型起动机，冷运转过

程中发动机高压转速提高了约14%[8-11]。

5.2 起动对比分析

5.2.1 起动点火

起动过程中，当发动机高压转速到达点火转速

ndh=0.220或起动程序到一时间点tdh=0.311时，发动

机主燃油系统开始向燃烧室供油，发动机点火(排气

温度突升)[12-13]。采用两型起动机起动时，发动机点

火成功时的点火时间和点火转速见表 3。可看出，

发动机均在高压转速达到点火转速时点火成功。采

用B型起动机发动机点火成功时间较采用A型起动

机发动机的长0.026～0.032，主要原因是B型起动机

起动时间较长。

5.2.2 起动供油压差

该型发动机地面起动过程中采用基于转速上升

率闭环控制的地面起动供油规律，可按转速上升率

闭环对设计起动供油量进行修正[14-17]。图 4给出了

发动机采用两型起动机起动过程中的供油压差(燃
油总管压力p f 与高压压气机出口压力p31之差)的对

比，图中nHcor为高压换算转速。由图可看出，发动机

表2 冷运转时不同时间点发动机的高压转速

Table 2 High pressure speed of engine at different
times during cold operation

状态

冷态/冷态

热态/冷态

热态/热态

起动机

A
B
A
B
A
B

大气温
度/℃
2.8
3.3
2.8
3.3
2.6
3.6

转速

冷运转22/s
0.563
0.496
0.598
0.535
0.629
0.560

冷运转70/s
0.731
0.846
0.750
0.854
0.795
0.886

表3 发动机点火时间和点火转速

Table 3 Ignition time and speed of engine
状态

热态/冷态

热态/热态

起动机

A
B
A
B

T1/℃
3.4
2.6
3.6
2.4

tdh

0.231
0.263
0.216
0.242

ndh

0.220
0.222
0.219
0.220

图3 冷运转时发动机的高压转速

Fig.3 High pressure speed of engine during cold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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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起动机起动过程中的排气温度

Fig.2 Exhaust temperature of two sta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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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er(A) is hot and engine is 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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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er(B) and engine are cold
Starter(B) is hot and engine is cold
Starter(B) and engine are hot

Starter(A) and engine are 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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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热态相同时，相比采用A型起动机，采用B型起

动机的发动机起动过程实际供油压差降低 (转速

0.6～0.8范围内降低约 20%)，这表明发动机实际起

动供油量也有所降低。

5.2.3 起动时间和排气温度

发动机起动过程中，当高压转速到达起动机脱

开转速ntk =0.787 或起动程序到一时间点 ttk =0.700
时，起动机脱开。表 4给出了发动机起动过程的最

高排气温度(T6max)和发动机起动时间tmc(从起动开始

到慢车状态的时间)。由表可知，在大气温度相同、

发动机转速上升率一致条件下，起动机热态、发动机

冷态时，采用B型起动机比采用A型起动机起动，起

动最高排气温度下降 9.8%，起动时间缩短 5.0%；起

动机热态、发动机也为热态时，采用B型动机比采用

A型起动机起动，起动最高排气温度下降 10.7%，起

动时间缩短2.7%。

图 5和图 6分别示出了采用两型起动机起动过

程中高压转速和排气温度的变化。由图可知，整个

起动过程中，相比采用A型起动机，采用B型起动机

的发动机实际转速上升率有所提高，供油量降低约

20%，排气温度下降10%。

综上所述，起动机功率提升25%，冷态起动时间

缩短 5.0%，热态起动时间缩短 2.7%。另外，发动机

起动供油量降低约20%，起动过程中排气温度大幅

度下降10%。

6 结论

(1) 发动机采用转速上升率闭环控制的地面起

动供油规律后，两型起动机的起动性能良好，各项起

动性能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

(2) 采用大功率起动机比采用原状态起动机，

起动机功率提升 25%，发动机冷运转时高压转速提

高约14%。

(3) 采用大功率起动机比采用原状态起动机，

冷态起动时间缩短 5.0%，热态起动时间缩短 2.7%。

高压转速较高时，发动机起动供油量降低约20%，起

动过程中排气温度下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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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High pressure speed of engine during engine sta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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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Starting performance data of engine
状态

热态/
冷态

热态/
热态

起动机

A
B
A
B

T1/℃
3.4
2.6
3.6
2.4

T6max

0.835
0.753
0.829
0.740

tmc

0.680
0.646
0.596
0.580

Starter(A) and engine are cold
Starter(A) and engine are hot
Starter(B) and engine are cold
Starter(B) and engine are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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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NSYS Workbench的
圆周石墨密封动态性能研究

程 瑶，常 城，胡海涛，刘 颖
(中国航发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成都 610500)

1 引言

圆周石墨密封作为一种已在航空发动机轴承腔

中成功应用的密封形式，其主要优点有技术成熟度

高、许用密封压差高、结构紧凑以及不限制转子的轴

向窜动等 [1-3]。随着先进发动机中弹性支撑和齿轮

传动涡扇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对圆周石墨密封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仅要有更高的使用温度和线

速度，还应具有承受转子涡动的能力[4-6]。

目前，国内外圆周石墨密封研究主要集中在密

封材料、密封结构对密封性能的影响，以及密封静态

特性等方面[7-11]。对于圆周石墨密封装置的零件设

计，主要依靠文献及经验数据，即根据经验数据确定

结构尺寸，并完成密封性能分析。如圆周石墨密封

的弹簧力设计，就是参照文献及经验值来选定并计

算。但在实际工作中，弹簧力越大，密封环与密封跑

道之间的摩擦发热量也越大，因此，设计需要的是既

摘 要：基于ANSYS Workbench分析平台，针对圆周石墨密封设计、使用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圆周石墨密封全尺寸

三维动态仿真分析方法，并使用此方法对圆周石墨密封进行了动态性能分析。结果表明，该仿真分析方法较好地反

映了动态条件下，尤其是转子涡动情况下密封环的动态响应，可用于研讨转子涡动、封严压差、弹簧弹力、摩擦系数以

及密封环结构等因素对密封环与跑道间动态间隙的影响规律。利用此动态仿真分析方法，可为圆周石墨密封的气体

泄漏率计算、弹簧力设计、结构设计等提供技术牵引，同时也为圆周石墨密封的正向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航空发动机；圆周石墨密封；转子涡动；弹簧弹力；密封间隙；摩擦系数；气体泄漏量；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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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the circumferential graphite
seal based on ANSYS Workbench

CHENG Yao，CHANG Cheng，HU Hai-tao，LIU Ying
(AECC Sichuan Gas Turbine Establishment，Chengdu 610500，China)

Abstract：A full-size three-dimensional dynamic analysis approach of circumferential graphite seal was
created based on ANSYS Workbench to solve the problems occurred during the design and the use. Based
on the approach, the dynamic performance of circumferential graphite seal was sim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alysis approach can simulate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sealing ring under dynamic condi⁃
tions, especially under rotor whirling condition. This analysis method can be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rotor whirling, sealing pressure, spring force, friction coefficient, seal ring structure and clear⁃
ance of circumferential seal. Furthermore, it can provide the technical support for leakage calculation,
spring design and structure design of circumferential seal to found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circumferential
graphite seal design.
Key words：aero-engine；circumferential graphite seal；rotor whirling；spring force；seal clearance；

friction coefficient；gas leakage；dynam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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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减少摩擦发热量，又能满足圆周密封随动性及贴

合性要求的弹簧力，只单纯依靠文献及经验数据很

难实现这一要求。此外，由于制造误差以及轴承游

隙等原因，转子的质心一般不会与轴的回转轴线重

合，从而导致转子在运行过程中产生涡动，对圆周石

墨密封环与跑道间的接触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

圆周石墨密封的磨损和气体泄漏量。目前评估圆周

石墨密封气体泄漏量也主要依靠试验数据，对于气

体泄漏通道的形成机理并未做详细解释。而关于转

子涡动对圆周密封动态性能影响的研究更是少见，

因此开展转子涡动对圆周密封动态性能影响的研究

具有重大的理论及实际意义。

本文基于ANSYS Workbench分析平台，提出了

圆周石墨密封全尺寸三维动态仿真分析方法，分析

了转子涡动对圆周石墨密封性能的影响，获得了转

子涡动、弹簧弹力和摩擦系数等参数对密封间隙的

影响规律，以及密封间隙对气体泄漏量的影响关

系。此分析方法可为圆周石墨密封的气体泄漏率计

算、弹簧力设计、结构设计等提供技术牵引。

2 动态分析模型构建

2.1 基于ANSYS Workbench的动力学分析

结构动力学分析的目的，是在动力载荷作用下，

确定结构的内力、位移、反力等量值随时间的变化规

律，找出最大值作为设计分析的依据。动力分析方

程如式(1)、式(2)所示。

[M ]{ }x″ +[C ]{ }x′ +[K ]{ }x ={ }F(t) (1)
[C ] =α[M ] + β[K ] +∑

j = 1

Nm
βm

j [K j] +∑
K = 1

Ne

[CK] (2)
式中：[M ]为质量矩阵，[C ]为阻尼矩阵，α为质量矩阵

乘子，β为刚度矩阵乘子，[K ]为结构刚度矩阵，Nm为

具有材料阻尼的材料数目，βm
j 为材料 j的刚度矩阵乘

子，K j为材料 j的结构刚度矩阵，CK为一些单元特有

的单元阻尼阵，Ne为具有特有单元阻尼的单元数目。

2.2 转子运动轨迹方程

为研究密封装置在转子涡动条件下的动力学性

能，在进行圆周石墨密封非稳态计算前，需先确定转

子涡动时与密封对应的转子运动轨迹方程，即仿真

分析的位移边界。根据动力学相关知识，当转子出

现一个偏心转动(图1)后，其跑道外表面对应点的行

程如式(3)所示[12]。

y = eo +R - eo cos(ωt) - R2 - eo
2 sin2(ωt) (3)

式中：y为转子行程，R为转子半径，eo为转子径向偏

移量，ω为涡动频率，t为运动时间。

2.3 动态分析模型

图 2为一典型的圆周石墨密封结构，主要由密

封座、密封环、圆周拉伸弹簧、轴向压缩弹簧、卡圈、

弹簧挡板以及跑道等组成。

密封环受到的作用力，主要有圆周拉伸弹簧的

径向箍紧力、圆周压缩弹簧的轴向作用力、密封座或

挡板对密封环的径向摩擦力以及气体不平衡压力。

综合考虑圆周石墨密封的结构及受力，建立如图 3

图2 圆周石墨密封

Fig.2 The circumferential graphite seal

卡圈

跑道

密封座

密封环 轴向压缩弹簧

圆周拉伸弹簧

弹簧挡板

图3 圆周石墨密封动态分析模型

Fig.3 The dynamic analysis model of circumferential
graphite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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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转子偏心转动示意图

Fig.1 The eccentric motion of r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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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的仿真分析模型，主要包括一瓣密封环、挡板、

弹簧、跑道、涡轮轴、防转销等。建模时主要考虑了

以下几点：

(1) 取一瓣(圆周石墨密封为分瓣结构)用于动

态分析。

(2) 将箍于密封环上的圆周拉伸弹簧等效为如

图3所示的5个拉伸弹簧，这5个拉伸弹簧分别对应

圆周石墨密封环凸台的位置，弹簧刚度计算方法见

式(4)~式(7)。
(3) 挡板用于实现对密封环的轴向位移限制以

及径向摩擦。

(4) 将跑道的转动和涡动分解为转子的自转及

轴的公转。

(5) 防转销用于限制密封环的周向转动及径向

活动范围。

Fr =πDfsr (4)
fd =

Fr
3A (5)

K = Fr
π(Dg -Dz )

(6)
Lz = Lg -

fd
K (7)

式中：Fr为弹簧产生的径向力，D为密封直径，fsr为弹

簧的单位径向力，fd为单个弹簧力，A为等效弹簧个

数，Dg为弹簧工作长度，Dz为弹簧自由长度，K为等

效弹簧刚度，Lz为等效弹簧自由长度，Lg为等效弹簧

工作长度。

3 加载及求解

3.1 模型加载

根据圆周石墨密封的受力情况，为模型加载如

图4所示。具体加载为：①在跑道上施加转速，实现

跑道围绕自身轴线自转；②在涡轮轴上施加转速及

转子涡动量，以模拟转子涡动；③5个拉伸弹簧模拟

圆周拉伸弹簧的作用，其加载方式为弹簧的刚度和

自由长度；④在密封环外圆周表面施加除弹簧力以

外的气体力；⑤在密封环的密封腔侧施加正压力，代

替轴向压缩弹簧以及气体力的载荷。给定输入参数

为：转速 10 000 r/min，转子涡动量 0.05 mm，摩擦系

数 0.2，弹簧力 30 N/m。求解加载模型，即可得到分

析结果。

3.2 结果分析

为研究转子涡动作用下密封环与密封跑道之间

的间隙变化，以密封环模型上与跑道接触的面作为

观察点，取其径向位移。该径向位移与跑道对应点

径向位移之差，即为密封环与跑道间的密封间隙。

分析结果见图 5～图 7。由图 5可看出，受转子自转

及涡动作用影响，密封环随着转子的涡动做周期性

径向运动，符合石墨环运动规律。根据图6和图7可

知，转子刚开始转动第1圈时，密封环有轻微的不规

则振动，到第2圈时趋于平稳。转子沿径向上升时，

密封环跟随转子上升；但转子沿径向回落时，密封环

的回落有一个迟滞时间。这就造成在转子从上升到

下落的这一过渡时间段密封间隙最大，分析结果符

合石墨环运动规律。

图5 圆周石墨密封径向变形分布

Fig.5 The radial deformation distribution of
circumferential graphite s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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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圆周石墨密封的加载示意图

Fig.4 The load on the F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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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转子涡动时密封环的动态响应

Fig.6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sealing ring in rotor whi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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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图 6、图 7的结果对比，将转子涡动量加

大至0.16 mm、弹簧力减小至15 N/m进行分析，结果

如图 8、图 9所示。由图可知，当转子涡动量增加且

弹簧力减小时，密封环的随动性明显变差，密封间隙

显著增大。

4 密封间隙影响因素分析

4.1 转子涡动对密封间隙的影响

按3.1节中的模型参数设置，将转子的涡动量从

0.05 mm逐步增加到0.20 mm，对圆周石墨密封进行

动态分析，得到不同转子涡动量下密封间隙的变化，

如图10～图12所示。可以看出，随着转子涡动量增

加，密封间隙逐渐增大，且涡动量越大，密封间隙增

大的幅值越大。

4.2 摩擦系数对密封间隙的影响

按3.1节中的模型参数设置，将密封环与挡板间

摩擦系数由 0.09逐渐升高到 0.30，得到不同摩擦系

数对密封间隙的影响，如图 13、图 14所示。可以看

出，随着摩擦系数增大，密封间隙显著增大。

图12 密封间隙随转子涡动量的变化趋势

Fig.12 The trend of seal clearance with different rotor whi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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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不同转子涡动量时的密封间隙

Fig.11 The seal clearance under different rotor whi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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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0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sealing ring under
different rotor whi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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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sealing ring in rotor whirling
with modified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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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9 The seal clearance of sealing ring in rotor whirling with
modified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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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The seal clearance of sealing ring in rotor whi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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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弹簧弹力对密封间隙的影响

按 3.1 节中的模型参数设置，将周向弹簧力从

20 N/m增大到50 N/m，对圆周石墨密封进行动态分

析，得到不同周向弹簧力作用下密封间隙的变化，如

图15、图16所示。可以看出，随着周向弹簧力增大，

密封环径向位移明显趋于平稳，密封间隙也呈明显

减小的趋势。

根据此圆周石墨密封动态性能分析方法，可分

析弹簧力对密封间隙的影响规律，从而根据分析结

果优化弹簧力数值，使其既能尽量减少密封环的摩

擦发热，又能满足石墨密封的随动性及贴合性要求。

5 密封间隙对气体泄漏量的影响

圆周石墨密封的密封间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

是密封环加工精度产生的静态间隙，此间隙产生静

态泄漏量；另一部分是本文所计算的动态间隙，此间

隙产生动态泄漏量。已知密封间隙时，假设通过密

封面的气体流动为同心圆柱环形缝隙流动(图 17)，
可根据式(8)计算气体泄漏量[13]。

Q = πDhr
3Δp

12μl (8)
式中：Q为气体泄漏量；hr为密封副密封间隙，即图17
中d1与d2间的间隙值；Δp为压差；μ为动力黏度；l为密

封面宽度。

将不同工况下分析得到的密封副密封间隙值带

入式(8)进行计算，即可得到不同工况下圆周石墨密

封气体泄漏量的变化规律，见图 18。可看出，气体

图17 同心圆柱环缝

Fig.17 The concentric ring slit

d2

d1

图14 密封间隙随摩擦系数的变化趋势

Fig.14 The trend of seal clearance with different
friction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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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不同弹簧力时的密封间隙

Fig.15 The seal clearance under different spring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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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6 The trend of seal clearance with different spring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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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8 The trend of gas leakage with different seal cl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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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3 The seal clearance under different friction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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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量随密封间隙的增加呈非线性增大，当密封间

隙超过 10 μm后气体泄漏量呈倍数增长。可见，通

过控制密封间隙来控制泄漏量显得尤为重要。

6 结论

结合圆周石墨密封的使用情况和研究现状，基

于ANSYS Workbench软件，提出了圆周石墨密封全

尺寸三维动态仿真分析方法，并对圆周石墨密封的

动态性能进行了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所提出的圆周石墨密封全尺寸三维动态仿

真分析方法，能较好地反映动态条件下，尤其是转子

涡动情况下密封环的动态特性。

(2) 转子涡动、弹簧弹力以及摩擦系数，均会对

密封环的密封间隙产生影响。

(3) 密封间隙与气体泄漏量间的关系，可改变

目前依靠经验值的设计现状，对圆周石墨密封环的

弹簧力设计、结构设计等提供指导。

(4) 利用此方法可以仿真得到圆周石墨密封的

动态间隙，进而得出气体动态泄漏量，可为圆周石墨

密封结构设计、弹性元件设计等提供技术牵引，为圆

周石墨密封的正向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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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单发飞机的涡扇发动机
空中起动试飞方案设计

熊蓓文，刘志林，熊宇琳，尹梦骄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610092)

1 引言

航空发动机的空中起动性能事关飞行安全，其

起动包线是否准确、起动过程是否稳定可靠，都需要

通过试飞来进行考核和验证，因此发动机空中起动

性能的考核是发动机鉴定试飞的关键项目。长期以

来，空中起动试飞都是试飞领域受到高度关注与重

视的风险科目，尤其是在单发飞机上进行的新研发

动机空中起动试飞，相比双发飞机难度更大、风险更

高，GJB 626A-2006《军用固定翼飞机和旋翼飞机科

研试飞风险科目》[1]将单发飞机的空中起动试飞列为

Ⅰ类风险科目。通常，国内外新研发动机的鉴定试

飞都尽量安排在双发飞机上进行，试飞时试验飞机

上配装一台成熟发动机和一台用于鉴定的新发动

机，以减少和化解新研发动机不可靠、不成熟所带来

的风险。一般来讲，新研发动机只有在双发飞机上

试飞成熟并定型后才会配装单发飞机，但有时由于

缺乏合适的双发飞机平台，个别新研发动机只能在

单发飞机上开展鉴定试飞，这就大大增加了试飞的

难度和风险。尤其是试飞时发动机空中起动一旦失

败，飞行员只能选择空滑迫降或弃机跳伞，因此空中

起动试飞方案的设计是单发飞机进行新研发动机鉴

定试飞的重要内容。

由于各型飞机及其配装的发动机在设计上的差

别，发动机空中起动的种类和方式各不相同。如按

发动机停车后的状态有惯性起动和风车起动之分，

按涡轮起动机是否参与起动有辅助带转起动和非辅

摘 要：单发飞机空中起动试飞一直是试飞领域的难点和风险点。针对在单发飞机上如何进行涡扇发动机的空中起

动试飞，从试飞方案的设计着手，对试飞科目安排、试验点选择、试飞方法、操作流程、飞机测试改装、试飞监控以及飞

行演练等具体内容进行了阐述。介绍了某涡扇发动机在单发飞机上进行空中起动试飞的方案设计和试验情况，可为

今后开展类似的发动机空中起动试飞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单发飞机；涡扇发动机；空中起动；鉴定试飞；方案设计

中图分类号：V2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20 (2020) 06-0051-05

Design of air-start test scheme of turbofan engine based
on single-engine aircraft

XIONG Bei-wen，LIU Zhi-lin，XIONG Yu-lin，YIN Meng-jiao
(Chengdu Aircraft Industry(group) Co. Ltd，Chengdu 610092，China)

Abstract：Air-start test flight of single-engine aircraft is always a difficult and risky point. To carry out
air-start test flight of turbofan engine on single-engine aircraft, starting from the design of test flight
scheme, the arrangement of test subjects, selection of test sites, test flight methods, operation procedures,
aircraft test modification, test flight monitoring and flight drills were described. The design and test of a tur⁃
bofan engine in air-start test flight on single-engine aircraft was introduced, which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
ence for similar engine air-start test flight.
Key words：single-engine aircraft；turbofan engine；air starting；flight test；schematic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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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带转起动之分，按飞行员是否参与起动过程有自

动起动和手动起动之分。受飞机飞行包线的影响，

同样的发动机在不同的飞机上其起动包线范围也会

不一样，其试验点的选择就比较关键。另外，发动机

的起动过程也各具特点，有的发动机起动时会带着

飞机附件机匣上的交流发电机和液压泵等负载工

作，而有的则不需要。因此，在设计空中起动试飞方

案时要根据飞机和发动机的特点，明确空中起动类

型和方式，选择合适的试验点，确定相应的试验架次

和试验顺序，规定试验的方法和操作流程，制定试飞

监控方案，指导如何开展空中起动试飞前的空滑迫

降演练等。

2 空中起动试飞方案设计思路

与双发飞机相比，单发飞机空中起动有以下特

点：①一旦起动失败，要么飞机迫降，要么飞行员弃

机跳伞；②停车后由发动机驱动的飞机交直流发电

机和液压泵停止工作，机上的供电和液压驱动转换

为由应急或备份系统保障，转换过程飞机会出现告

警和故障现象；③发动机起动过程中往往存在带着

交流发动机和液压泵等负载的情况，增大了发动机

风车起动难度。为此，单发飞机空中起动试飞方案

设计的思路主要为：

(1) 根据试飞目的和试飞要求设计试飞科目，

确定空中起动试飞类型，明确进行惯性起动还是风

车起动，是否进行辅助带转起动还是只进行非辅助

带转起动，或者兼而有之。并根据飞机飞行包线和

发动机起动包线范围及有关标准、要求，选择空中起

动试验点，明确试验条件、试验次数和试验顺序。

(2) 按照飞行操作要求和使用特点，设计空中

起动试飞的试验方法和操作流程。

(3) 根据获取试飞数据和安全监控的需要，制

定飞机、发动机测试改装要求和试飞监控方案。

(4) 明确飞行前地面试验要求，制定飞行前飞

机和发动机的地面检查、试验方案。

(5) 按照方案确定的试验点和试验条件设计相

应的试飞航线和飞行剖面。

(6) 做好起动失败被迫进行迫降的准备，空中

起动试飞方案应包含空滑迫降演练内容。

3 空中起动试飞方案设计

3.1 试飞科目设计

试飞科目设计是试飞方案设计的核心，也是编

制试飞大纲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空中起动试飞类

型、空中起动试验点及起动次数和试验顺序。

3.1.1 空中起动试飞类型

无应急动力系统的单发飞机通常不进行风车起

动而只进行惯性起动。这是由于风车转速很低，此

时发动机带着交流发动机和液压泵等负载进行起动

会很困难、失败的几率高；如果发动机的涡轮起动机

具有辅助带转能力，除了进行惯性起动外，还应进行

辅助带转起动试验以检查其辅助带转起动功能。空

中起动试飞需要飞行员把油门杆拉至停车位置人为

拉停发动机，待发动机高压转子转速N2降至试验转

速后再推油门杆至慢车位置起动发动机，因此空中

起动试飞只能通过飞行员推油门杆的手动方式进行

起动。某型飞机无应急动力系统，其发动机也无辅

助带转起动功能，为此该发动机只进行惯性起动，通

过油门杆手动起动方式进行。

3.1.2 空中起动试验点及起动次数

根据国军标GJB 243A-2004[2]的规定，空中起动

试飞一般在起动包线内选取3~4个高度、2~3种速度

作为试验点，重点检查和考核起动包线边界(特别是

小速度边界)的起动能力，且每个试验点的起动次数

不少于 3次。典型的空中起动试验点，通常包括包

线中央试验点、高空左边界试验点、低空左边界试验

点和中高空大速度试验点几类。图1为某发动机空

中起动试验点安排示意图，图中H为飞行高度，Ma
为飞行马赫数。为充分考核发动机的空中起动性

能，每个试验点都应尽可能进行不同转速的起动试

验。如某试验点要进行3次惯性起动，可安排1次高

转速(N2=50%)和2次低转速(N2=35%)起动。

3.1.3 空中起动试验顺序

试验顺序安排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进行。前述

几个典型试验点相比较，高空左边界试验点因空气

图1 发动机空中起动试验点安排示意图

Fig.1 Scheduling diagram for the engine air-start
flight test pointes

Ma

H

中高空大速度

低空左边界

高空左边界

起动包线

飞行包线

包线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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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薄、含氧量低，发动机空中起动最困难。但由于飞

行高度高、处置时间充裕，一旦起动未成功，不仅有

多次起动机会，飞行员还能调整飞机的飞行高度和

飞行速度到飞行包线中易起动区域进行起动。低空

左边界试验点虽然大气条件对起动有利，但一旦起

动不成功往往缺乏回旋余地，无第二次起动机会，只

能空滑迫降。包线中央试验点兼有以上二者优点。

因此，空中起动试飞一般先在包线中央进行，然后依

次在高空左边界、中高空大速度、低空左边界进行。

同一个试验点的空起试飞，则先大转速(N2=50%)、后
小转速(N2=35%)。按照上述原则与方法，该型飞机

的发动机空中起动试飞科目设计如表1所示。

熊蓓文等：基于单发飞机的涡扇发动机空中起动试飞方案设计

试验点类别

包线中央

高空左边界

中高空大速度

低空左边界

飞行高度/km
7~8

11~12

8~10

4~5

飞行速度/(km/h)
550~600

450~500

800~850

400~450

起动类型

惯性起动

N2起动转速/%
50±2
35±2
50±2
35±2
50±2
35±2
50±2
35±2

试验顺序

1
2
3
4
5
6
7
8

试验架次

1
2
1
2
1
2
1
2

表1 空中起动试飞科目设计

Table 1 Design of the air-start flight test subject

3.2 试飞方法和流程设计

3.2.1 试飞方法

空中起动试飞时，飞行员在高于试验点规定的

高度、速度位置先将油门杆收到停车位置，待发动机

转速降到试验规定的转速，飞机也下降到试验要求

的高度、速度范围后，推油门杆到慢车或慢车以上位

置，此时发动机控制系统发出起动指令，对燃烧室进

行补氧、点火，起动发动机。应注意，如果起动过程

中发动机出现转速悬挂、超温等现象，需将发动机拉

停后重新起动。

3.2.2 操作流程

空中起动试飞时，飞机起飞后飞行员一般要先

按照预先规划和设计的空中起动试飞航线进行1~2
次模拟操作演练，以熟悉操作流程、方法和飞行航线

路径，待准备充分后才开始空中起动试验。图 2为

某飞机发动机空中起动试飞的操作流程，给飞行员

提示了试飞的操作流程以及拉停发动机后飞机的显

示告警和操纵特性变化情况。图中，N1为发动机低

压转子转速，T4为发动机涡轮后燃气温度。

3.3 测试改装和试飞监控设计

为获取试飞数据和保障试飞安全，飞机需加装

机载数据采集系统(ADAS)，采集、记录飞机的飞行

参数和飞机、发动机的状态信息，并遥测发送到地

面；地面建立试飞监控系统(GDAS)。试飞时 GDAS
实时接收并处理ADAS发送回地面的试飞数据，对

飞机和发动机的相关参数与状态信息进行实时监
图2 空中起动试飞操作流程

Fig.2 Implementation flowchart of the air-start flight test

检查飞机各系统和发动机工作情况

按空中起动试飞航线演练1～2次

空中起动实施

飞机飞至试验高度以上1～2 km

ADAS转为自带备份电瓶供电

A/GDAS信号正常

飞行员收油门到停车位置

N1、N2和T4明显下降

飞机阻力明显增大，速度减小，注意下滑过程中保持速度

N2＜60%后

交、直流发电机及TRU电源汇流条告警灯亮

液压系统告警、红色“压力低”灯亮，绿色“应急泵”灯亮

飞机操纵特性变差，保持原有飞行姿态，尽量不要操纵飞机

N2=(50±2)%或N2=(35±2)%

飞行员推油门至“慢车”位置，起动发动机

按压“空起点火”开关 起动成功 起动灯亮，N2、T4上升

告警灯灭，“应急泵”灯灭

飞行操纵恢复正常

起动仍不成功

空滑迫降

紧急时离机

起动成功起动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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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发动机停车后飞机电源系统会故障报警，飞机

系统将转为由机上蓄电池或应急动力系统供电。为

此，空中起动试飞时ADAS应自备蓄电池，飞行员在

拉停发动机前通过座舱内的电源转换开关将ADAS
由机上电源系统供电转为由自备蓄电池供电，以避

免发动机停车后机上电源故障和供电转换过程导致

的试飞数据丢失与监控信号中断。

空中起动试飞时，GDAS 应重点监控飞行的高

度，速度，飞机航迹和位置，油门杆位置，点火信号，

发动机低压转子转速、高压转子转速、涡轮后燃气温

度，发动机燃油入口压力，滑油压力等是否正常。起

动过程中尤其要重点关注发动机高压转子转速和涡

轮后燃气温度的变化，一旦出现转速冷悬挂或热悬

挂现象，要立即提醒飞行员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3.4 试飞前地面检查和试验

不同型号飞机和发动机根据其设计的不同，飞

行前各自的地面检查、试验内容不尽相同。该型飞

机空中起动试飞前的地面检查和试验主要包括：发

动机流道检查、起动电气系统检查、点火补氧系统检

查，飞机应急供电系统检查、应急电动泵检查、应急

放起落架检查、应急刹车检查，发动机地面模拟空中

起动试验等。

3.5 试飞航线和飞行剖面

为确保空中起动不成功时飞机能空滑返回机场

进行迫降，每次空中起动试飞前要根据空中起动试

验的高度、速度、转速要求，按照飞机的空滑比计算

和确定每个空中起动科目动作点(拉停和起动发动

机)距机场的最佳位置，规划和设计空中起动试飞的

航线与飞行剖面(图 3)。试验前要将计算出的空中

起动动作点坐标和规划的航线加载到飞机上便于飞

行员操作，地面监控系统也将制作相应监控画面在

飞行时实时监控。

3.6 空滑迫降演练设计

为应对空中起动失败后飞机被迫进行空滑迫降

的情况，空中起动试飞前需先进行空滑迫降演练，使

飞行员熟悉飞机失去动力后的操纵特性和空滑迫降

的操作流程，验证预先规划的各次试验的空中停车

点、试飞航线、迫降航线是否准确。空滑迫降演练应

包括地面飞行模拟器演练和飞行演练两部分。飞行

模拟器演练是根据以往试飞数据、飞机的升阻比和

空滑比等参数在模拟器上建立空滑迫降模型，试飞

员和试飞工程师根据试飞任务书内容进行演练；飞

行演练则是严格按照每次空中起动预先设计的试飞

航线和飞行剖面(图3)，在空中将发动机油门收至慢

车、打开飞机减速板，模拟发动机停车失去动力后如

何通过空滑返回机场进行迫降。

4 空中起动试飞试验

某发动机试飞中，先后进行了15次空中起动试

飞，且空中起动均一次成功，充分检查和验证了该发

图3 空中起动试飞航线和飞行剖面

Fig.3 Diagram of the flight line and the flight profile for air-start

进入空中起动试飞航线

拉停发动机

起动发动机

起动成功，返回空域

起动失败，空滑迫降

试验条件

飞行高度/km
7.0~8.0

11.0~12.0
8.0~10.0
4.0~5.0

飞行速度/(km/h)
550~600
450~500
800~850
400~450

N2起动转速/%
35±2
和

50±2

试验情况

飞行高度/km
7.5~7.8

11.5~11.6
5.9~6.8
5.0~5.2

飞行速度/(km/h)
545~552
462~508
796~813
442~459

N2起动转速/%
34.8~46.6
34.5~47.1
35.8~53.3
34.2~49.3

起动时间/s
15~28
16~56
12~13
12~20

表2 空中起动试飞试验情况

Table 2 Results of the air-start fligh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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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的空中起动性能。表2给出了该发动机空中起

动试飞试验情况。试验数据表明，飞行高度低和速

度大对空中起动有利，起动时间相对较短；单发飞机

超声速起动较难实施，发动机拉停后飞机减速很快，

发动机降到规定转速时飞机已变为亚声速飞行。如

进行中高空飞行高度 (8.0~10.0 km)，大飞行速度

(800~850 km/h)、小转速(N2=(35±2)%)空中起动试飞，

发动机在飞行高度 8.1 km、飞行速度 1 050 km/h 时

拉停，停车后飞机迅速减速，飞行员操纵飞机通过大

角度俯冲直到5.9 km高度才能达到起动所需的速度

要求。

另外，试验中还发现了飞机相关系统存在的问

题与缺陷。如进行高空左边界N2=(35±2)%惯性起动

试验时，涡轮后燃气温度上升很缓慢，起动时间长达

56 s，如图 4所示。经分析，其原因是在高空发动机

燃油入口压力低导致起动时供油不足。为此，飞机

燃油系统专门加设了增压泵以提高发动机起动时的

燃油入口压力，并明确了空中起动试飞时发动机燃

油入口压力值的监控要求。改进后，再次进行该状

态点的空中起动试飞验证，起动时间缩短到 30 s以
内，效果明显。

5 结束语

介绍了基于单发飞机的涡扇发动机空中起动试

飞方案设计的思路、内容和方法，以及在某型飞机涡

扇发动机空中起动试飞中的应用与试验情况。该发

动机据此开展的15次空中起动试飞结果表明，其空

中起动试飞方案内容完整、方案合理、方法可行，可

满足单发飞机空中起动试飞的需要，能安全、稳妥、

有效地推进发动机空中起动试飞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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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发动机在辅助空中起动试验期间的参数变化

Fig.4 Parameters history for the turbofan engine during
the auxiliary air-star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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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发飞机空中起动试飞航线建立方法

申世才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发动机所，西安 710089)

1 引言

飞行试验是在真实大气条件下对航空装备进行

科学研究和产品试验，具有高风险的突出特点[1]。尤

其是在新型飞机或新型发动机的飞行试验阶段，探

索和研究新技术、暴露和验证飞机及发动机设计缺

陷的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不仅可能导致巨

额的财产损失，严重时甚至威胁参试人员的生命安

全。如苏-27战斗机研制阶段在飞行试验验证过程

坠毁了多架原型机，一度导致研制进程中断 [2]。因

此，飞行试验的安全控制一直是飞行试验设计和实

施阶段关注的重点。

双发或多发飞机进行发动机空中起动试飞，即

使被试发动机起动失败，依靠陪试发动机的正常工

作，依然能够安全返场降落，安全系数较高。然而对

于单发飞机，一旦空中起动失败，只能依靠飞机的空

滑性能滑翔返场。根据GJB 626A-2006[3]《军用固定

翼飞机和旋翼机科研试飞风险科目》规定，发动机配

装单发飞机的空中起动试飞科目一般为Ⅰ类，风险

最高。为保证单发飞机空中起动试飞的安全，必须

对空中起动试飞全过程进行安全控制，以保证即使

摘 要：为化解单发飞机空中起动试飞的高风险，在停车迫降航线的基础上，融入空中起动试飞过程，提出了空中起

动试飞航线总体设计方法、关键参数确定和修正方法、关键点确定方法以及安全裕度设置方法，形成了空中起动试飞

航线建立方法。飞行试验验证表明：形成的单发飞机空中起动试飞航线建立方法合理、可行，所建立的空中起动试飞

航线可操作性强、安全裕度高，能有效化解空中起动试飞存在的高风险，保障试飞安全。本研究可为单发飞机试飞安

全控制和部队训练使用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空中起动航线；安全控制；关键参数；空滑比；安全裕度；单发飞机；飞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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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the flight course in air-start flight of
an aircraft with single engine

SHEN Shi-cai
(Engine Department of Chinese Flight Test Establishment，Xi’an 710089，China)

Abstract：To decrease the risk of the air-start flight test of the aircraft with single engine, a method to de⁃
sign the flight course was introduced, which considered the features of air-start flight test, and the methods
to calculate the key parameters plus the safety margin and to design the key flight altitudes were also intro⁃
duced. The results of flight tests indicate that the methods above are feasible and reasonable, and the de⁃
signed flight course is practical and promises a high safety margin which decreases the risk of the air-start
flight test and guarantees the safety of air-start flight test. 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the reference for securi⁃
ty control of flight tests,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of aircrafts with single engine.
Key words：flight course of air-start；security control；key parameters；glide ratio；safety margin；

aircraft with single engine；fligh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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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空中起动失败，飞机仍能安全返场降落。

单发飞机空中出现发动机意外停车后，若再起

动失败，通常按照飞机使用手册给出的停车迫降航

线进行返场降落。文献[4]给出了波音767飞机无动

力着陆的最远距离研究；文献[5]给出了应急着陆轨

迹设计；文献[6]给出了停车迫降时飞机的动力学方

程和运动方程，计算得出了停车迫降时的大、小航

线，为飞行部队处理停车迫降问题提供了参考；文献

[7]依据发动机配装飞机空中起动试验，研究了模拟

空滑迫降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应急动力装置工作时

间和发动机风车转速的估算方法；文献[8-10]对转

弯掉高度、最有利下滑速度进行了理论分析；文献

[11]对战斗机空滑迫降技术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下

滑速度、最佳空滑比、180°转弯高度损失等空滑迫降

关键参数的确定方法，并设计、验证了两种迫降航

线。

停车迫降航线主要应用于单发飞机出现发动机

意外停车后无动力下滑返场降落的场景，可有效化

解飞机迫降风险，同时也为单发飞机空中起动试飞

的安全控制提供了重要参考。不同于意外停车迫降

的被动过程，单发飞机空中起动过程是主动熄火停

车，需考虑发动机停车、起动过程以及再起动失败后

停车迫降过程等关键点或过程的控制，必须将全过

程串联以实现对空中起动试飞全过程的安全控制。

为此，本文在停车迫降航线的基础上，开展了单发飞

机空中起动航线建立方法研究，并在某单发飞机空

中起动飞行试验中进行了验证和应用，可为单发飞

机试飞安全控制和部队训练使用提供重要参考。

2 空中起动航线建立方法

2.1 航线总体设计

对于单发飞机空中发动机意外停车后无动力停

车迫降，应确定直线下滑段最有利下滑速度和最佳

空滑比及转弯下滑段最小高度损失，以确保飞机尽

可能滑至机场降落 [9]。而对于空中起动试飞，还应

确定不同空中起动试验点速度下飞机的空滑比和下

降率，并将发动机的停车点、起动点及其他关键点嵌

入航线，建立空中起动航线，保证飞机飞行高度及与

机场距离的精确控制。

空域的使用具有严格的限制，必须依据试飞机

场及其空域的分布情况开展空中起动航线的设计。

以某机场为例，其使用空域主要分布在机场的东部

和西南部区域。一般情况下，飞机沿机场跑道由西

至东起飞，由东至西经过三转弯、四转弯在机场跑道

西头降落。特殊情况下，也可直接由机场东直线进

场降落。因此，空中起动航线设计分为直线下滑转

弯降落和直线下滑直线降落两种形式。如图 1 所

示，1号和3号航线为直线下滑转弯降落航线，2号航

线为直线下滑直线降落航线。

从建立飞行员信心和操作熟悉程度角度考虑，

选择1号航线作为空中起动航线较为有利，2号和3
号航线可作为备份航线。

2.2 关键参数确定

以飞机直线下滑转弯降落形式为例，如图 2所

示，飞机直线下滑转弯降落的整个过程可以分为直

线下滑和压坡度转弯两个典型阶段。

假设飞机无动力直线下滑的起点经纬度为(a，
b)，终点经纬度为(c，e)，如图3所示，则飞机直线下滑

水平距离为：

图1 单发飞机空中起动航线示意图

Fig.1 The flight course of air-start of the aircrafts
with single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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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飞机无动力下滑转弯降落

Fig.2 The glide and turn land of aircrafts with power-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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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900(b - e)2 + 625(a - c)2 (1)
式中：经纬度单位为 s，水平距离单位为m。

也可由机载惯性导航数据获取飞机直线下滑水

平距离：

d = ∫
t1

t2dVG (2)
式中：t1、t2分别为飞机下滑的起、止时间，VG为地速。

飞机空滑比为：

K = d
ΔH

(3)
式中：ΔH为飞机下滑过程的高度损失，单位为m。

飞机无动力直线下滑过程，最大的升阻比(升力

与阻力之比)意味着最小的下滑角和最远的滑翔距

离，即最大的空滑比 [12]。因此，飞机以最大空滑比

Kmax下滑时的下滑速度即为最有利下滑速度。最有

利下滑速度和下降率分别为：

VT = 2W
ρSCR

(4)
vv = -

DVT
W (5)

式中：VT为最有利下滑真空速，D为飞机阻力，ρ为空

气密度，S为机翼面积，CR为空气动力系数，vv为最有

利下滑速度下的飞机下降率，W为飞机重力。

飞机无动力转弯过程的转弯半径R为：

R = VT
2 cos γ

g tan β (6)
式中：β为坡度，γ为下滑角。

转弯过程高度损失为：

ΔHz =
4Wπ cos2γ

CL ρSgK sin 2β (7)
式中：CL为升力系数。

转弯过程中，如果保持下滑角γ、翼载荷W/S不
变，空滑比为Kmax，那么当坡度β=45°时转弯的高度

损失最小。

2.3 关键参数修正

飞机顺风时无动力下滑的距离远，逆风时下滑

的距离短。因此需要定量分析风速对空滑比的影

响。如图3所示，风速对下滑距离的影响为：

d′= ∫
t1

t2d (VT - VG ) (8)
风速对空滑比的影响为：

K′=
∫
t1

t2d (VT - VG )

ΔH
(9)

以某单发飞机为例，下降率为 20 m/s，每下降

1 000 m高度，1 m/s的逆风使得无动力直线下滑距

离缩短50 m，空滑比减小0.05。
由公式(4)可知，飞机的重力、机翼面积、空气动

力系数影响最有利下滑速度。另，在空中起动试验

中，飞机油量不断消耗(一个架次会进行多次起动)，
因此也需要考虑飞机重力变化对最有利下滑速度的

影响。实际操作过程中，通常保持等表速直线下滑，

因此对表速微分，可以获得飞机重力变化对飞行表

速的影响系数：

dVi = dW
2Wρ0SCR

(10)
以某单发飞机基本构型为例，每消耗燃油500 kg，

最有利下滑表速减小约8 km/h。
2.4 关键点确定方法

空中起动试飞航线上每一关键点，均由该点的

高度和距离两方面信息确定其空间位置：三转弯点

空间位置由转弯高度损失和转弯半径确定；各检查

点空间位置，以三转弯点空间位置为参考点，按照等

高度或等距离原则，结合空滑比确定；起动点高度由

试验任务大纲确定，其距离(即起动点和三转弯点在

地面投影的距离)为
dq =K(Hq -H三转弯) (11)

式中：Hq为起动点高度，H三转弯为三转弯点高度。

停车点高度、距离分别为：

Ht =Hq + vvt j (12)
dt =K(Ht -H三转弯) (13)

式中：t j为发动机转子降至起动转速的时间，由发动

机降转特性给出。

2.5 安全裕度设置

飞机无动力下滑返场降落，在应急动力系统工

作的有限时间段内，必须保证飞机安全降落在机场

图3 无动力直线下滑轨迹示意图

Fig.3 The straight glide path of aircrafts with power-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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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设置足够的安全

裕度。

首先，风速风向、飞行员的驾驶技术等诸多因素

影响飞机的空滑性能，且在试验过程中，一旦飞机高

度过低、无法返回机场，将造成严重的事故。因此，

给定空滑比时要留有足够的裕度，并通过在航线上

设置的检查点实时修正飞机的飞行高度，以达到严

格控制三转弯点飞行高度的目的。

其次，若三转弯点飞行高度一旦低于最低安全

高度，则必须采取机动动作往机场方向作航线内切，

减小转弯半径，同时增加转弯坡度。另外，根据应急

动力系统试验结果，直线下滑过程应急动力燃料消

耗较少，而机动动作消耗较大。因此，要避免进行较

大机动动作，将1号航线三转弯点后移0.5～1.0倍跑

道长度，从而保证飞机在三转弯点和第四检查点之

间转弯，如图4所示。

最后，飞机下滑降落在跑道长度 1/8～1/4范围

内，避免降落至跑道外。

3 飞行试验验证

3.1 模拟空滑迫降

在进行空中起动试飞前，必须对飞机无动力下

滑性能进行摸底。因此，首先需进行飞机无动力下

滑模拟试验。为保证模拟试验的安全性，发动机一

般工作在慢车或节流小推力状态，以飞机构型产生

的阻力平衡发动机的推力。通常，采取放减速板平

衡发动机慢车或稍高于慢车状态的推力，如阻力不

能平衡发动机推力，也可采取挂副油箱或增挂模拟

弹的方式。某单发飞机无动力下滑性能模拟试验结

果如表1所示。表中，
-Vi为飞机下滑表速与最有利下

滑表速(飞机使用手册提供值)的相对值，
-K为飞机空

滑比与最佳空滑比（飞机使用手册提供值）的相对

值，n H为发动机高压转子相对转速。

必须说明的是，飞机的气动特性和构型是飞机

无动力空滑性能模拟试验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但飞

行员的驾驶技术、气象条件(主要是大气温度影响发

动机推力)、放起落架时机等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

素。

3.2 空中起动试飞验证

某发动机配装在某单发飞机上进行空中起动试

验。根据发动机空中起动试验点飞机速度分布，若

起动试验点飞机速度大于飞机最有利下滑速度，起

动失败后飞机应先平飞减速至最有利下滑速度，然

后再沿航线直线下滑(图5紫色航线)；若起动试验点

飞机速度小于飞机最有利下滑速度，起动失败后应

操纵飞机俯冲加速至最有利下滑速度，然后再沿航

线直线下滑，但俯冲不应损失过多的高度(图5蓝色

航线)。

采用图 5所示的空中起动航线，若取该单发飞

机起落架收上状态最有利空滑比为 7，起落架放下

状态最有利空滑比为4，进行高度7 km、最有利下滑

表速下的空中起动试验，则空中起动试飞航线各关

键点的空间位置如表2所示。多次空中起动试飞结

图5 单发飞机空中起动航线

Fig.5 The flight course of air-start of an aircraft
with single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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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号航线改进示意图

Fig.4 The improved No.1 flight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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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某单发飞机无动力下滑模拟试验结果

Table 1 The simulated results of glide with power off
H/km
8～9
7～8
6～7
5～6
4～5
1～3

-Vi

1.02
1.02
1.00
1.00
1.02

-

n H/%
81.1
80.8
81.1
81.2
81.4

-K

1.07
1.23
1.04
1.06
0.93

-

vv/(m/s)
21.8
18.1
20.2
18.2
20.5

ΔHz/km
-
-
-
-
-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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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飞机实际无动力下滑空滑比比使用手册给

定的最佳空滑比大 3%～26%。说明飞机能够无动

力滑翔的距离更远，为飞机在空中起动航线各检查

点的操纵留有较大空间，即使发动机空中起动失败

沿航线下滑，也能保证飞机安全降落。

4 结论

在单发飞机空中起动试飞安全控制的需求上，

基于停车迫降航线，提出了发动机空中起动航线建

立方法，给出了空中起动试飞航线关键参数确定和

修正方法，以及安全裕度设置方法。经飞行试验验

证，该方法合理、可行，能提高空中起动试飞安全控

制的精度和裕度，实现对单发飞机空中起动试飞全

过程的安全控制，有效化解空中起动试飞的高风险，

保障试飞安全，并可为部队训练使用提供参考，具有

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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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某单发飞机空中起动试飞航线各关键点信息

Table 2 The parameter at the key points of the flight course of
air-start of an aircraft

关键点

四转弯点

三转弯点

第四检查点

第三检查点

第二检查点

第一检查点

起动点

停车点

距离/km
3.2
0.0
3.2
6.8
10.4
14.0
30.8
37.8

高度/m
800

2 600
3 057
3 571
4 085
4 599
7 000
8 000

备注

距降落点距离

距三转弯点距离

距三转弯点距离

距三转弯点距离

距三转弯点距离

距三转弯点距离

距三转弯点距离

降转时间5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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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导 读

一体化涡轮过渡段气动优化技术

        涡轮过渡段的气动性能对涡轮部件乃至整个发动机的性能都有重要影响，国外历

来重视对涡轮过渡段的研究，还制定了如AITEB-2、AIDA等专门的研究计划。

        根据结构形式的不同，涡轮过渡段可分为普通过渡段和一体化过渡段。普通过渡

段即扩张流道+支板叶片。一体化过渡段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涡轮部件的气动性能，同

时降低其尺寸和质量，采用过渡段与下游涡轮静子一体化的结构来代替单独的过渡段

和下游涡轮静子。相对于普通过渡段，一体化过渡段的气动性能对于整个涡轮部件气

动性能的影响更大，其设计难度也更大。并且在一体化过渡段的早期设计阶段，其气

动性能通常很难达到性能指标要求，需要在后期进行优化改进。

     随着三维CFD技术的持续发展，包括神经网络与遗传算法等在内的智能算法应

用的日益广泛，以及计算机工具能力的日益强大，将三维CFD与智能算法相结合的优

化技术已逐渐应用于涡轮机械的优化设计领域，并取得不错效果。然而，对于一体化

过渡段，由于其几何与流动特征的复杂性，目前针对性的设计优化研究还很少见。

     本期《基于三维CFD与智能算法的一体化涡轮过渡段气动优化》一文，以发动

机的一体化涡轮过渡段为研究对象，对基于三维CFD与智能算法的一体化涡轮过渡段

的气动性能优化技术开展了研究，为掌握一体化涡轮过渡段气动优化中的关键技术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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