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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陆军提出自动调节涡轮概念
2020 年 12 月 1 日，美国陆军发布了一种新型涡轴发动机概念，通过在飞行过程中自动调节

发动机涡轮叶片位置，来提升发动机的整体性能。美国陆军研究人员设想在空心的涡轮盘内安装

形状记忆合金扭矩管，在受热时会施加扭矩调节涡轮叶片 ：使进入叶片通道的气流的入射角接近

零，从而消除可能的气流分离和相关的空气动力损失 ；使边界层分离最小，有助于提高叶片的热

效率，进而获得更高的功率。这项创新可以显著提高喷气发动机的效率和输出功率，还可以满足

未来飞机，甚至新型超声速垂直起降（VTOL）飞机的性能需求。

波音开始生产 T-7A“红鹰”模拟机

2020 年 12 月 1 日，波音公司宣布已在圣路易斯工厂进行 T-7A“红鹰”武器系统训练（WST）

和作战飞行训练（OFT）模拟机的组装工作。这些模拟机可以连接到 T-7A 的驾驶舱，进行实时

虚拟操作。WST 是为执行打击任务人员设计，拥有 360°视野的 6 通道投影系统，主要用于武器

操作训练 ；OFT 是为飞行员设计，拥有 300°视野的 5 通道投影系统，主要用于飞机驾驶训练。

波音公司将于 2023 年开始交付首批 T-7A“红鹰”模拟机。根据与波音公司的合同，美国空军拟

采购多达 120 台模拟机，目前已经订购了 46 台模拟机和相关的地面设备。

空客 “西风”太阳能无人机完成新一轮飞行测试

2020年12月3日，空客公司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完成了“西风”（Zephyr）无人机的新一

轮飞行测试。在2020年11月进行的为期3周的飞行测试，主要是验证“西风”无人机在低空飞行

以及向平流层过渡的操作灵活性和敏捷性，此外还验证了新的飞行计划工具套件。“西风”无人

机完全依靠太阳能运行，能与卫星、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形成能力互补，提供持久的本地卫星服

务。随着这次飞行测试的完成，“西风”无人机距离实际应用更近了一步。

博姆选择亚马逊云服务进行超声速客机的设计

2020 年 12 月 1 日，博姆公司宣布采用亚马逊云服务（AWS）加快 XB-1 超声速验证机和“序

曲”（Overture）超声速客机的设计和制造。博姆公司表示，利用 AWS 的高性能计算（HPC）资

源能够同时进行数千个先进计算模拟，与传统的数值仿真相比效率提高了 6 倍。博姆公司的“序

曲”超声速客机计划于 2021 年下半年冻结设计，2022 年正式启动，2023 年生产零部件，2025 年

原型机下线，2026 年首飞，2029 年或 2030 年投入商业运营。

普惠在华新增 PW1100G-JM发动机维修中心

2020 年 12 月 4 日，普惠公司与珠海摩天宇航空发动机维修有限公司（珠海摩天宇）在线上

举行齿轮传动涡扇（GTF）PW1100G-JM 发动机维护、修理和大修（MRO）签约仪式，宣布珠

海摩天宇正式加入全球普惠 GTF 发动机维修供应商网络，预计于 2021 年中期开展相关业务。这

是继 2020 年 9 月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Ameco）签约加入普惠 GTF 发动机维护供应商网络

后，在华新增的第 2 个 GTF 发动机 MRO 中心，同时也是亚洲第 5 个。另外 3 个分别是新加坡普惠

雄鹰服务亚洲公司（ESA）、日本石川岛播磨重工业株式会社（IHI）和三菱重工航空发动机公司

（MHI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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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展示电动分布式反扭矩系统

2020年12月14日，贝尔公司在蒙特利尔航空产业集群（Aero-Montreal）的2020创新论坛上，

展示了正在研发的电动分布式反扭矩（EDAT）系统。贝尔公司从2019年5月起，在一架429型直

升机的放大的垂尾用4台独立的电动机驱动风扇，替代传统的尾桨以抵消旋翼扭矩。因为尾桨的

存在不仅要消耗掉10%的发动机功率，还降低了直升机的可靠性。EDAT系统用电缆代替了传统

的轴和齿轮箱，降低了结构复杂性，相应地提高了安全性、降低了噪声和减少运营及维修成本。

截至目前，EDAT系统已累计完成近25h的地面和飞行测试，包括起飞、侧飞和巡航等多个试飞阶段。

美国空军 F-22、F-35A和 XQ-58A编队飞行

2020 年 12 月 9 日，美国空军的 F-22“猛禽”、F-35A“闪电”II 和空军研究实验室（AFRL）

的 XQ-58A “女武神”在亚利桑那州的美国陆军尤马试验场首次编队飞行，目的是验证 3 架飞机之

间的数据传输。 美国空军在试验后表示，洛克希德 - 马丁公司的 F-22 和 F-35A 成功使用美国先

进作战管理系统（ABMS）的网关（ gatewayONE）新技术共享了数据。作为验证飞行的一部分， 

XQ-58A “女武神”由火箭发射升空，首次与 F-22 和 F-35 一起进行“半自主”飞行。这是 XQ-

58A 整合了 gatewayONE 后首次与第五代战斗机一起编队飞行，以对其网关能力进行初步测试。

空客发布带吊舱的氢燃料飞机概念

2020 年 12 月 15 日，空客公司发布了一个在机翼下安装了 6 个可拆换动力吊舱的氢燃料飞机

概念。该吊舱是由氢燃料电池驱动的独立推进系统，由螺旋桨、电动机、燃料电池、电力电子设

备、液氢储罐、冷却系统和一套辅助设备组成。吊舱的 8 桨叶复合材料螺旋桨可在起飞和爬升阶

段提供更大的推力，同时先进的机翼设计有望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性能。尽管吊舱的设计理念很先

进，但仍需要大量工作来确认其是否为合适的解决方案。目前这种构型只是空客 ZEROe 零排放飞

机项目正在考虑的众多技术选择之一。

美国空军与洛克达因共创高超声速超燃冲压发动机纪录

2020 年 12 月 15 日，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AFRL）宣布，与航空喷气 - 洛克达因公司合作，

在 11 月份完成了吸气式高超声速超燃冲压发动机的一系列创纪录的测试。试验是在田纳西州阿诺

德空军基地的阿诺德工程开发综合体（AEDC）气动和推进测试装置（APTU）进行的。在 AFRL

的中等尺寸超燃冲压关键部件（MSCC）项目支持下，航空喷气 - 洛克达因公司研发的大推力超

燃冲压发动机验证了在不同马赫数条件下的性能，其中在高超声速条件下的工作时长累计超过了

1h 并获得最大超过 127kN 的推力，大小相当于 X-51“乘波者”的 10 倍。

波音、通用原子和克雷托斯将为 “天空博格人”计划提

供原型机

2020 年 12 月 7 日，美国空军授予波音、通用原子公司制造“天空博格人”原型机作为忠诚

僚机无人机参与一系列试验的合同。首批无人机的交付不晚于 2021 年 5 月，在进行初始飞行测试

后，参加 2021 年 7 月开始的试验。波音公司获得了 2580 万美元、通用原子公司获得了 1430 万美元、

克雷托斯公司获得了 3770 万美元的合同额，将在两年分多个阶段执行。美国空军将由人工智能

控制的无人机视为更加经济地扩充作战能力的一种方法，而不是增加昂贵的有人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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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Pulse混合电推进验证机通过初始设计评审

2020 年 12 月 20 日，大合（Daher）、空客和赛峰三方联合研制的混合电推进 EcoPulse 验证机

通过了初始设计评审（PDR）。该机在机翼上安装了 6 台由赛峰集团提供的 50 kW 电机，在机头安

装了 1 台传统的涡桨发动机。赛峰集团已完成电推进构型，以及安装界面、电源管理和高压布线

的验证。空客公司将于 2021 年第一季度进行电动机、螺旋桨和短舱的风洞试验并模拟短舱的气

动性能。大合公司将于 2021 年开始 EcoPulse 验证机的总装并于 2022 年首飞。EcoPulse 于 2019 年

在巴黎航展上推出，得到法国民用航空研究战略咨询委员会（CORAC）支持， 法国政府在 2020 年

6 月公布的航空复苏计划中重申了对该计划的支持。

英国法拉德航空推出新型混合动力飞机

2020 年 12 月 17 日，英国初创公司法拉德航空（Faradair）宣布，与霍尼韦尔、MagniX、剑桥

咨询和 Nova 系统等公司合作，推出生物电动混合动力飞机（BEHA）。霍尼韦尔公司将为 BEHA 提

供燃气轮机和发电机技术，以及航空电子设备和飞行控制系统 ；MagniX 公司将提供 Magni500 电

机和配套的 MagniDrive 控制系统 ；剑桥咨询公司将负责混合动力的架构和系统集成 ；Nova 系统公

司负责原型机开发的工程设计以及适航取证工作。BEHA 采用尾部电动涵道风扇，盒式机翼布局，

可以搭载 18 名乘客或 5t 业载 ；巡航速度为 368km/h，航程为 1840km，升限为 4300m。BEHA 原型

机将于 2024 年首飞，2026 年投入运营。

洛马收购航空喷气 -洛克达因

AGT-110重型燃气轮机总装下线

F/A-18E/F演示滑跃起飞能力

2020 年 12 月 20 日，洛克希德 - 马丁（洛马）公司宣布将以 44 亿美元收购火箭发动机与导弹

制造商航空喷气 - 洛克达因公司，以扩大在航天和高超声速领域的业务范围。航空喷气 - 洛克达

因于 2013 年由金库普集团下属航空喷气发动机公司与联合技术公司下属的洛克达因公司合并而

成。航空喷气 - 洛克达因公司 2019 年的收入约为 20 亿美元，有员工近 5000 人。收购工作预计于

2021 年下半年完成，但须经监管部门审批并得到航空喷气 - 洛克达因公司股东批准。洛马称会组

建一支过渡团队，以帮助简化整合流程，并确保客户和雇员的延续性。

2020 年 12 月 20 日，中国航发燃机产业发展座谈会暨 AGT-110 重型燃气轮机总装下线仪式在

沈阳举行，中国航发总经理、党组副书记李方勇，沈阳市市长姜有为出席仪式并为 AGT-110 总装

下线揭幕，中国航发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李宏新出席仪式并致辞。此次下线的 AGT-110 重型燃气

轮机是 1 台单轴、双支承、前输出的工业燃气轮机，发电功率 110MW，用于工业发电，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标志着我国燃气轮机自主创新又迈出坚实的一步。

2020 年 12 月 21 日，波音公司宣布，为竞标印度航母舰载机项目，波音公司和美国海军利用

俄亥俄州帕特森特河海军航空站的滑跃甲板开展了 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的滑跃起飞

测试，验证了 F/A-18E/F 可在装备了短距滑跃甲板和拦阻索的航母上起降。目前，印度海军装备

有维克拉马蒂亚号航母，配备米格 -29K 战斗机 ；第二艘航母维克兰特号已完成系泊试验，预计

2021 年启动海试。2018 年 1 月，印度海军发布航母多功能舰载机信息征询书，寻求 57 架双发战斗

机，波音公司 F/A-18E/F 和法国“阵风”M 战斗机被视为主要竞标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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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斯担任赛峰集团首席执行官

霍尼韦尔与四川航空签署辅助动力装置协议

“甘霖 -I”人工影响天气无人机首飞

2021 年 1 月 1 日，根据此前的宣布，安德斯（Olivier Andries）接受赛峰集团董事会的任命担

任赛峰集团首席执行官，同时接任帕蒂高兰（Philippe Petitcolin）的董事会成员职务。安德斯于

2008 年加入赛峰集团，担任战略与发展执行副总裁 ；2009 年，被任命为执行副总裁，负责防务

与安全部门，并担任管理委员会成员；2011 年，被任命为透博梅卡公司（赛峰直升机发动机公司）

首席执行官 ；2015 年，被任命为赛峰飞机发动机公司首席执行官 ；2020 年 9 月，担任赛峰集团执

行副总裁。现年 58 岁的安德斯拥有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院的学位。

2021 年 1 月 5 日，霍尼韦尔公司宣布为四川航空公司的 93 架 A320 新飞机提供 131-9A 型

APU，这批飞机将于 2025 年年底前陆续投入运营。此外，四川航空公司现有的 141 架 A320 也将

换装该型号 APU，创造了霍尼韦尔公司史上最大数量的 APU 换装纪录。2009 年，全美航空公司

的 1549 航班（空客 A320 飞机）紧急迫降于纽约哈德逊河，机上 155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幸免

于难，正是飞机上安装的 131-9A 型 APU 发挥了关键作用 。自 1995 年推出 131-9A 型 APU 以来，

霍尼韦尔公司已交付了超过 15000 台该型号产品。

2021 年 1 月 6 日，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国内首架人工影响天气无人机“甘霖 - I”在甘肃金

昌成功首飞。在“翼龙 -2”无人机基础上改进研制成功的“甘霖 - I”是人工影响天气领域的大

型无人机系统，具备远距离气象探测能力、大气数据采集能力和增雨催化剂播撒能力，同时拥有

可靠的防除冰能力，具备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的作业能力，大大提高了作业效能。“甘霖 - I”人工

影响天气项目是我国首次利用大型固定翼无人机开展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填补了国内空白，成为

世界首创。

雷神技术用数字工程加速下一代战斗机系统的开发

雷神技术开展氨动力飞行研究

2021 年 1 月 11 日，雷神情报与空间（RI&S）公司表示，正在用数字工程技术加速美国下一

代战斗机的各种新型系统部件的开发，主要体现在改变产品生产方式、员工的工作方式以及优化

公司运营等方面。RI&S 的工程师最近采用数字工程技术进行新的射频（RF）子系统开发。在根

据客户要求完成了系统设计之后，发现一个新的待开发部件会导致该项目延期 6 个月，但若改用

一个成品部件也可满足作战要求。这一微小的改变既满足了客户的要求，还降低了项目的风险。

数字工程为加速创新带来更多希望，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好处是通过减少一般工程中的体力劳动，

使工程师能够专注于创造性的工作，由此将节省一大笔隐性的费用。

2021 年 1 月 11 日，雷神技术公司宣布将利用美国能源部能源预先研究项目局 (ARPA-E) 提供

的 260 万美元的资金，研发一种以氨作为燃料和冷却剂的涡轮电推进系统。储存在燃料箱的液氨

先由增压泵加压，而后由换热器加热至气态，然后由催化裂解装置分解为氢和氮，再进入燃烧室

燃烧，为飞机提供动力，整个过程没有碳排放。氨动力飞行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二：一是氨很重，

当把氨加载到机体时，需要耗费更多的能量 ；二是氨有毒，需要有特殊的程序来运输。雷神技术

公司认为，如果氨可以解决碳排放问题，为此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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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700“猎鹰”无人机成功首飞

2021 年 1 月 11 日，由航天科工三院牵头研制的 WJ-700“猎鹰”无人机成功首飞。以小型喷

气发动机为动力的 WJ-700“猎鹰”无人机的最大起飞质量为 3.5t，挂载能力超过 500kg，能够一

次携带 12 枚各类型导弹 ；飞行高度为 12000m，飞行速度为 700km/h，续航时间为 20h。“猎鹰”

无人机采用了背负式发动机和进气道，降低被地面或者空中的红外制导导弹攻击的概率。此外，“猎

鹰”无人机还采用了更为扁平的设计，表面有吸波涂层，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雷达截面积（RCS）。

作为察打一体无人机，“猎鹰”配备有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及反雷达（反辐射）作战能力。

克雷托斯获得新型低成本涡喷发动机发展合同

罗罗即将开展 2.5MW的混合电力系统地面试验

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研发和测试兆瓦级氢动力系统

罗罗为美国海军开发创新的外物损伤探测技术

2021 年 1 月 12 日，克雷托斯（Kratos）公司的涡轮技术部（KTT）获得 1 份价值 1270 万美元

的不限定交付不限定数量（IDIQ）合同，继续为未来巡航导弹 / 可消耗无人机开发经济可承受先

进涡轮技术（ATTAM）产品。该合同由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涡轮发动机部（AFRL/RQT）负责管

理。克雷托斯公司已用 18 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推力 890N 的涡喷发动机的设计和地面测试。根据合同，

KTT 将继续完成新型发动机研制并进行飞行测试，验证有限寿命、低成本发动机的构型。

2021年1月20日，罗罗公司宣布正在进行混合动力系统“1号发电系统”（PGS1）的总装工

作，不久将在新改装的TP108试车台上开展地面试验。PGS1所有的电缆已安装完毕，发电机正在

挪威特隆赫姆的实验室进行最终的测试，热管理系统由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团队负责。在地

面试验之前，罗罗公司混合电推进系统团队已进行了系统仿真和原型机试验。受新冠肺炎疫情的

影响，空客公司在2020年终止了E-Fan X演示验证计划，罗罗公司随后宣布独立开展PGS1研究工

作，拟将系统集成到兆瓦级飞行平台进行测试。

2021 年 1 月 21 日，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宣布启动 BALIS 项目，开展全球首个适用于航

空运输平台的 1.5MW 级氢燃料电池混合动力系统研究，目前正在建设专用试验场。该项目得到德

国联邦交通部（BMVI）2600 万欧元的资助。BALIS 项目旨在开发和测试输出功率为 1.5MW 的氢

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可用于 40 ～ 60 座、1000km 航程的支线飞机，也可用于大型车辆、火车、船

舶等平台。德国政府持续大力推动氢动力技术发展，建立了国家氢燃料电池技术组织（NOW），

由德国联邦交通部投资开展国家氢燃料电池创新技术（NIP）项目。

2020 年 1 月 21 日，罗罗公司宣布与美国海军签订为期 1 年的价值 100 万美元的合同，进一步

开发和验证在“飞马”发动机上使用的 FanSense 碎片监控系统。目前，绝大多数被发动机吸入的

碎片都未被发现，外物损伤（FOD）估计每年给全球航空业造成数十亿美元的破坏和航班延误。

罗罗公司的 FanSense 通过分析发动机轴的转速信号来探测小物体（如石头或螺丝钉）对发动机风

扇叶片的撞击。作为罗罗公司的 FOD 服务产品的一部分，FanSense 技术可以检测到进入发动机的

小碎片，从而能够更清晰地了解 FOD 和发动机磨损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并采取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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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直升机飞行试验室开展未来技术测试

2021 年 1 月 22 日，空客公司宣布将继续使用飞行实验室（Flightlab）进行飞行试验。空客直

升机飞行实验室提供了一个灵活高效的测试平台，可以快速测试将要应用于直升机以及未来各种

飞机或电动垂直起降平台的颠覆性技术。空客直升机飞行实验室在 2020 年 4 月测量了直升机在城

市的声音水平并研究建筑物对声音的感知，12 月测试了旋翼碰撞告警系统（RSAS）；2021 年，将

测试图像探测解决方案（EAGLE）、轻型直升机健康与使用监控系统（HUMS），以及提供应急电

力的发动机备份系统 ；2022 年，将测试城市空中交通（UAM）控制系统。

英国国防部授出 “蚊子”无人作战飞机原型机合同

欧洲航空安全局批准 737MAX复飞

中国民航上海审定中心完成 C919首次局方审定试飞

2021 年 1 月 25 日，英国国防部宣布授予势必锐（Spirit）航空系统公司为期 3 年价值 3000 万

英镑的合同，为英国皇家空军设计和制造首个“蚊子”（Mosquito）无人作战飞机原型机。势必

锐公司将用突破性的工程技术，进一步发展英国皇家空军的“轻量级经济可承受新型作战飞机”

（LANCA）概念，预计在 2023 年进行全尺寸飞行器的飞行试验。“蚊子”既可以独立作战，也能

与有人驾驶战斗机一起编队飞行，并配备导弹、监视和电子战系统以提供对敌作战优势，将成为

英国第一种能够瞄准和打击敌机的无人作战平台。

2021 年 1 月 27 日，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发布适航指令，批准 737 MAX 在欧盟复飞。该

适航指令要求对 737 MAX 进行软件升级、重新布线、维修检查、手册更新，并开展机组人员培训。

与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发出的相关适航指令的不同之处是，EASA 要求提供专门的机组人员

培训和程序，暂时禁止使用 RNP-AR 精密进近程序等。EASA 表示正在与禁止 737 MAX 在其主权

空域运营的成员国进行协调。同日，英国民航局（CAA）也发布适航指令，批准 737 MAX 复飞，

内容与 EASA 适航指令一致。

2021 年 1 月 22 日，随着 C919 飞机 104 架机在西安阎良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机场着陆滑停，

中国民航局上海审定中心圆满完成了 C919 飞机首次局方审定试飞。这标志着 C919 飞机局方审定

飞行试验的正式开始，也预示着 C919 飞机适航取证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根据 C919 飞机适航审

定计划，在局方审定试飞阶段将对包括失速、自然结冰、侧风飞行试验等在内的 430 多个试飞科

目进行符合性验证飞行试验，以全面检查和判断飞机设计的符合性，为 C919 飞机最终获颁型号

合格证并投入航线运营奠定基础。

波音承诺 2030 年起交付的飞机能使用 100%可持续燃料

2021 年 1 月 22 日，波音公司宣布自 2030 年起交付可使用 100% 可持续航空燃料（SAF）的飞

机，以实现到 2050 年将航空业的碳排放量减少至 2005 年的一半的减排目标。波音公司认为，包

括生物燃料在内的 SAF，是航空业实现 2050 年减排目标的主要手段。为此，波音公司可能需要更

改某些飞机系统，或寻求更改燃油标准，而这两项改进都需要得到美国联邦航空局（FAA）的批准。

波音公司打算与发动机制造商合作推进该项目，此外还需要解决涉及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成本和产

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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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CC: Strive to Write a New Chapter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 
Aero Engine

谱写航空发动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工作会召开

中
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航发）2021 年工

作会议于１月 19 日召开。

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本次

会议设立了集团主会场和各直属单

位视频分会场。集团董事长、党组

书记曹建国在会上作了题为《乘胜

前进 再攀高峰 奋力谱写航空发动机

“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工

作报告。总经理、党组副书记李方

勇主持会议。党组副书记刘林宗宣

读了集团人才成长奖表彰决定。副

总经理、党组成员陈少洋宣布了集

团 2020 年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副总

经理、党组成员王之林宣布了集团

2020 年科研生产任务考核结果。纪

检监察组组长、党组成员戴晖，副

总经理、党组成员李宏新，总会计师、

党组成员唐斌，副总经理、党组成

员向巧分别宣读了集团 2020 年度有

关表彰决定。集团外部董事马力强、

孙晓峰出席会议。

2020年工作总结
曹建国指出，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

极不平凡、极不容易的一年。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国内外风险挑战明

显上升等复杂局面，集团以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根本遵循，

化期望为目标、化鼓励为动力，有

效应对疫情冲击和美国打压等多重挑

战，实现疫情防控和科研生产双统筹、

双胜利，顺利完成全年各项任务，如

期实现“十三五”主要目标。

2020 年集团经营效益达到历史

新高。据快报统计，营业收入 546.6

亿元，同比增长 10.6% ；净利润 26.3

亿元，同比增长 13.4% ；考核口径经

济 增 加 值（EVA）13.4 亿 元， 同 比

增加 2.3 亿元。

科研生产任务取得突出成绩

科研项目均实现年度任务目标，

会议总结了2020年工作，部署了2021年任务，动员和激励集团广大干部职工乘胜前进、再攀高峰，奋力谱

写航空发动机“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动

力梦”而不懈奋斗。

2021年工作会议集团主会场（摄影 ：李欣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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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产能力持续提升，各项保障任务

圆满完成，得到用户充分肯定。

自主创新水平加快提升

一是研发模式创新初见成效。

将仿真纳入科研流程。“成功树”分

析方法保障多项重要试验一次成功。

二 是 AEOS 建 设 全 面 深 化。 召

开全覆盖的分片区推进会，组建综

合推进团队，产品研发、生产制造、

供应链管理、服务保障 4 个子体系建

设取得实效。

三是自主创新能力稳步增强。

加强基础研究和共用关键技术攻关，

推进基础预研项目实施，一批大型

试验设施投入使用。

质量管控力度持续加大

一是狠抓质量问题整治。摸清

底数、加快归零，内场和交付产品

低层次质量问题大幅下降，实施工

艺质量整顿。

二是深化“六个 100%”落地。

批产产品开箱合格率、一次交检合

格率、一次试车合格率大幅提高。

三是促进基础能力提升。完善

质量管理标准及综合评价体系，深

化质量方法工具应用，编制工艺标

准，实施科研生产专项奖惩，强化

“一次把事情做对”意识。

改革发展重点工作取得实质性

进展

一是专项改革取得突破。制订

国企改革 3 年行动实施方案。

二是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取得决定性进展。

“三供一业”完成分离移交，启动

“两非”剥离专项治理，推 进 存 续

企业、亏损企业整治。

三是推动开放融合发展。制定

非核心业务转移 3 年计划，提高外部

配套率。

经济运行持续在降本增效上发力

一是成本工程由财务降费向业

务降本转变。开展限价设计和设计

成本改进，推进工艺优化，降低质

量损失。

二是财务管理能力持续提升。

带息负债首次控制在 100 亿元以内。

三是资本运作与资产管理有力有

效。市场化债转股融资65亿元，基本

完成土地和房产登记确权3年计划。

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强化

一是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加

强。45 岁以下班子成员占比提升至

27.2%，开展总部和直属单位干部交

流，开展个人事项报告等专项整治。

二是技术技能人才整体能力持

续增强。试点重点型号个性化激励

政策，成立人才发展中心，发布航

空发动机国家职业标准。

三是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持续优

化。实施工资总额预算精准化管理，

开展组织机构优化和“三定”工作。

党的建设持续巩固加强

一是政治引领力和基层党组织

战斗力持续提升。

二是宣传文化影响力和群团工

作向心力持续提升。

三是监督执纪震慑力和防腐拒

变免疫力持续提升。

基础管理更加规范有序

一是系统推进风险防控。聚焦

重点项目、重点领域开展审计监督，

强化法治保障能力，加强合规体系

建设。

二是全面推进采购管理提升，完

善网上商城管控功能促进阳光采购，

深入开展集中采购节省采购成本。

三是强化安全绿色生产和保密

管理，全年未发生重伤及以上生产

安全事故和突发环境事件。

曹建国指出，刚刚过去的 2020

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十三五”

是我国航空发动机发展历程中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重要阶段。5 年来，集

团践行国家意志，守初心、担使命，

重点科研任务进展顺利 ；做强做优

主业，抓科研、保生产，航空发动

机研制开创新的里程碑 ；坚持自主

研发，强创新、破瓶颈，核心竞争

力得到显著提升 ；贯彻新发展理念，

抓改革、激活力，发展质量和效益

有了深层次改善 ；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固根基、聚合力，党的建设得

到实质性加强。“十三五”的成功实

践，充分证明党中央组建中国航发

的战略决策是非常英明的，充分证

明集团坚持聚焦主业、矢志自主研

发的战略是完全正确的，充分证明

全体干部职工的忘我奉献、奋勇攻

关是卓有成效的。

2021年工作计划
曹 建 国 指 出，2021 年 是“ 十 四 五 ”

开局之年，是我国“两个 100 年”接

续奋斗的关键时期，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交汇前行的战略关口。集

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航空发动机事业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坚持聚焦主业、自

主创新，全面完成科研生产、改革

发展、党的建设等各项任务，为“十

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重点任务

更加突出抓好科研生产任务。

全面完成军机任务 ；加快重点民机

产品研制进程 ；加速军民用燃机研

制与市场开拓。

更加突出创新型集团建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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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深化仿真和“一次成功”保障分

析应用，持续推进压气机研发能力

整合提升。二是加速推进中国航发

运营管理体系（AEOS）建设，持续

深化 4 个子体系建设。三是加大科

技创新力度，力争设立国家实验室，

推动创新工作站高效运行，开展集

团标准建设和贯彻实施，加强重大

科技成果培育、策划和报奖。四是

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布局，探

索基础预研首席专家负责制等管理

模式。五是加强核心能力建设，开

展新技术应用试点。

更加突出质量管理提升。一是

持续提升体系能力，抓好新时代装

备质量管理体系建设试点，明确型

号质量目标并纳入责任令考核，加

强质量工具方法应用。二是深化质

量专项整治，加快问题归零，整治

低层次问题，严格监督检查和日常

奖惩。三是强化过程管控，以“六

个 100%”为牵引，提高试车合格率、

一次交检合格率，提升设计源头质

量。四是培育“一次把事情做对”

质量文化，设立总质量师，开展“质

量工作怎么看、怎么干”大讨论。

更加突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是

持续加强党的建设，强化政治建设，

常态化推进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贯彻落实 ；坚决落实集团党组

向党中央请示报告重大事项制度 ；落

实“中央企业党建创新拓展年”部署，

深化“铸心”工程 ；分层分批选树示

范党支部 ；广泛开展党史学习。二是

扎实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巩固深

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成果 ；开展建党100周年等主题文化

活动；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三是全面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

强化政治监督，深入开展专项监督检

查 ；完成对直属单位党委巡视 ；持之

以恒正风肃纪反腐。

重点工作

释放深化改革新动能。一是制

订实施中长期发展战略及“十四五”

规划。二是全面实施国企改革 3 年行

动 ；推进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

动 ；制订商发“双百行动”第二阶

段改革计划 ；推进科改示范行动 ；

完成“两非”剥离 70% 任务 ；基本

完成亏损企业和存续企业整治。三

是推进开放融合发展，完成石墨烯

创新中心评审及授牌 ；加快非核心

业务转移 ；继续深化产学研合作。

推动经济运行取得新成效。一

是推动成本工程深度拓展，坚持过

紧日子，开展专项降本行动 ；深化

设计成本改进和低成本制造工艺研

究 ；加强存货基础管理。二是持续

推动财务管理标准化规范化，优化

全面预算标准体系 ；强化资金集中

管控 ；狠抓科研经费规范管理 ；强

化目标价格管理 ；推进集团成本价

格中心建设。三是稳步推进资本运

作和资产管理，推动青岛云路首发

上市、新材料平台建设 ；加快低效、

无效资产处置 ；加强经营性资产监

管和确权工作。

激发人才队伍新活力。一是锻

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推荐选

拔一批“80 后”优秀干部 ；完善领

导干部退出机制，规范领导干部配

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

二是培育高层次“安专迷”技术技

能人才，优化“两总”系统管理 ；

深入实施引才“心”计划 ；持续建

设“人才特区”；培育航发工匠。三

是打造人才发展良好生态，严控用工

总量，完善市场化用工制度 ；加大对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团队工资总额的支

持力度 ；全面推行绩效工资制。

营造稳健发展新环境。一是以

更大力度推进审计、风险防控和法

治建设，围绕重要项目、重点领域

开展审计 ；持续推进法治航发建设 ；

推进风控与合规要求嵌入业务流程，

做好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工作。

二是以更严要求推进采购领域治理

提升，开展刀具采购管理、采购计

划管控等专项工作，深化集中采购

和网上商城建设。三是以更实举措

抓好安全环保和保密管理，确保集

团安全形势稳定。

结束语
2021 年是建党 100 周年，是我国现

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的一年，也是集团成立 5 周年。回顾

集团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可以深

刻认识到，推进航空发动机自主创

新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

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航空发动机事业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朝着总书记指引的航向奋勇前进 ；

必须毫不动摇坚持新型举国体制，

汇聚全国优势力量建强航空发动机

产业链 ；必须毫不动摇聚焦主责主

业，心无旁骛深耕航空动力事业 ；

必须毫不动摇走自主研发道路，加

快研制出独立自主、技术先进、质

量可靠的航空发动机 ；必须毫不动

摇坚持高质量发展，筑牢集团行稳

致远根基。集团广大干部职工要牢

牢抓住当前的宝贵战略机遇期，全

力推进 2021 年和“十四五”各项工

作任务落实，奋力谱写我国航空发

动机事业新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

建党 100 周年。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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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ad to Sustainable Avi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未来航空可持续发展之路

■  廖忠权 / 中国航发研究院

航空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其核心和关键就是节省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碳中

和与净零排放是航空可持续发展的路标和抓手。

据
预测，全球航空运输将保

持平均每 15 年翻一番的增

长态势。如果不采取减排

措施，预计到 2050 年航空运输碳排

放将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10%，

成为气候变暖的重要推手。世界各

国、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和企业等

纷纷提出了针对碳中和、净零排放

的可持续航空发展解决方案。

碳中和与净零排放
1992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全面控

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1997

年，伦敦未来森林公司提出一项商

业策划，其中提到了碳中和（carbon 

neutral），之后美国和欧洲将碳中和

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对那些在所有

减少或避免排放的努力都穷尽之后

仍然存在的排放额进行碳补偿，即

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其在一定

时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再通

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

这些排放量，以保证净碳排放量接

近于零。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IPCC）的定义，碳中和

是指当一个组织在 1 年内的二氧化碳

排放通过二氧化碳去除技术应用达

到平衡，净零排放是指当一个组织

在 1 年内所有的温室气体（以二氧化

碳当量衡量）排放量与温室气体清

除量达到平衡。碳中和目标只与二

氧化碳有关，而净零排放目标包括

所有温室气体。如果一个组织或行

业主要释放二氧化碳，碳中和与净

零排放几乎没有区别。

碳中和现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环

境管理工具，其实现途径分为碳排

放和碳吸收两大类。在排放端，降

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例如，提高工业、电力的能源效率、

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减少对传统

化石燃料的依赖 ；在吸收端，针对

受经济、技术等因素限制而难以完

全避免的部分碳排放，通过植树造

林等方式，增强地球环境碳吸收能

力。

2010 年 5 月， 英 国 标 准 协 会

（BSI）正式发布了全球第一份碳中

和国际标准——PAS 2060，对温室

气体排放的量化、还原和补偿做出

了具体规定。

政策与协议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015 年 9 月， 联 合 国 大 会 第

70 届会议上，193 个会员国通过了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

包括“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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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影响”在内的 17 项可持续发展

目标。《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于

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动，明确将环

境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这事

实上成为了之后各个国家和地区组

织制定可持续航空发展政策和措施

的纲领性指导文件。

巴黎协定

2015 年 12 月 12 日， 近 200 个 国

家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了《巴

黎 协 定 》， 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 正 式

生效。该协定为 2020 年后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行动做出了安排。《巴黎协

定》的长期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

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 2℃

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

在 1.5℃以内。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

气体排放达到峰值，21 世纪下半叶

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欧洲绿色协议

2019年12月11日，欧盟委员会

在布鲁塞尔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

纲领性文件《欧洲绿色协议》，提出

到2050年欧洲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

现碳中和，即二氧化碳净排放量降为

零。中期目标是到 2030 年，温室气

体排放量与 1995 年相比将降低 55%。

2020 年 3 月，欧盟委会公布了《欧

洲气候法》草案，这是欧洲历史上

第一部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温

室气体零排放的法律。欧盟委员会

主席冯 ·德莱恩表示，这个草案是本

届欧盟委员会欧洲绿色协议各项政

策的核心，展现了欧盟在应对气候

变化上的决心。

中国发布碳中和目标

2007 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

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截至 2015 年，

中国人均碳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

的 1.1 倍。 早 在 2007 年， 中 国 就 发

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此后又多次提出降低碳排放目标。

2009 年，中国提出到 2020 年，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比 2005 年下降 40% ～ 45%，

2019 年 11 月， 生 态 环 境 部 宣 布 中

国 2020“减碳”目标提前 1 年完成。

2015 年，中国提出 2030“减碳”目标，

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

量比 2005 年下降 60% ～ 65%，二氧

化碳排放量将在 2030 年左右达到峰

值并争取尽早达到。2020 年 9 月 22

日举行的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

辩论上，习近平主席提出 ：中国二

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发动机制造商可持续航空
发展举措

GE航空集团

GE 航空集团将在 2030 年前实现

设施及运营碳中和的目标。

GE 航空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拉里 ·卡尔普表示，为实现 2030 碳

中和目标，GE 航空集团将通过包括

经营性投资、消除能源浪费以及智

能供电等在内的手段直接降低碳排

放和能源消耗，涉及工业制造、风

力发电、燃气轮机、航空以及核能

等众多领域。

而在航空领域，在现有各型发

动机的基础上，GE 航空集团认为其

已获得美国联邦航空局（FAA）认

证的 GE9X 涡扇发动机，集成了 GE

航空集团在过去 10 年中开发的先进

技术，将有助于全球的脱碳目标。

GE 航空集团还在与赛峰集团合作研

究开式转子发动机，竞标欧洲“清

洁航空”（clean aviation）的研究项目，

以促进全球可持续航空的发展。此

外，GE 航空集团基于其强大的技术

基础也在开展电推进系统和其他新

概念发动机的研究。

普惠公司

根据普惠公司工程高级副总裁

吉奥夫 ·亨特的公开发言显示，对于

未来航空可持续发展，普惠公司聚焦

三大关键领域 ：持续提高燃气轮机的

效率以降低燃油消耗与碳排放 ；探索

诸如混合电推进以及氢燃料系统等全

新技术 ；更广泛地推动可持续航空燃

料（SAF）的应用。吉奥夫 ·亨特认为：

燃气涡轮发动机、直升机发动机和

固定翼飞机发动机还远未达到其研

发潜力的极限。喷气发动机的热效

率自其问世以来已提升了 400%，但

GE航空集团降低碳排放的三大途径

经营性投资 智能供电 消除能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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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尼韦尔UAM飞行器驾驶舱（来源 ：霍尼韦尔公司）

这可能仅实现了其理论极限的一半。

通过采用全新的架构与更先进的材

料，燃气涡轮发动机的效率还会进

一步提升。

电推进技术可帮助减少排放。

全电推进系统因受制于沉重的电池

组，将最有可能应用于如城市空中

交通等低载荷与短航程的平台之上。

混合电推进概念则能够用于增强并

优化燃气涡轮发动机的性能，可应

用于中程甚至远程商用飞机之上。

氢能推进技术不论是作为无碳燃料

供燃气涡轮发动机使用、亦或是作

为驱动电动机的燃料电池的组成部

分都同样具有潜力。但这些技术都

需要时间来发展成熟。

可持续航空燃料在实现减排目

标时可发挥核心作用，是实现减排

目标的一个“拿来即用”的动力解

决方案。虽然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供

应受到限制并且成本高昂是其被广

泛采用的障碍，但目前来自政府与

航空业的利益相关方正在大举投资

加大供应。因此，可持续航空燃料

应成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解决方案，

不仅供给大型商用飞机使用，还应

供给较小型的支线飞机、公务机与

直升机使用。

霍尼韦尔公司

对 于 提 高 航 空 业 的 可 持 续

性，霍尼韦尔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CEO）杜瑞哲于 2020 年表示，“公

司现有的技术可以达到即使航空飞

行增加到 2019 年的 4 倍，温室气体

排放也只有 2019 年的一半”。其重点

关注的可持续航空相关技术包括发

展电推进、优化飞机运营和开发替

代燃料等方面。

发展电推进和混合电推进系统，

减少燃油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特

别是在飞机起飞、着陆和滑行期间，

所有这些阶段通常都发生在人口稠

密的城市地区。霍尼韦尔公司还开

发了一种混合动力任务分析工具，

可以帮助设计者评估涡轮电力系统。

2019 年霍尼韦尔公司在实验室里将

一种汽车电动机和逆变器与飞行控

制器进行集成，旨在为电动飞机制

造更轻更省油的涡轮和具有更好功

重比的发电机。

霍尼韦尔福吉（Honeywell Forge）

公司的云软件分析可以优化飞机的

运营和航线，目前每次飞行可节省

5%的燃料。此外，霍尼韦尔公司于

2020 年 9 月成立了无人机系统（UAS）

和 城 市 空 中 交 通（UAM） 实 验 室，

以提升市场软硬件技术方面的能力。

该实验室类似于概念型城市空中交

通飞行器驾驶舱，配备真实硬件，

是全球同类实验室中首个可演示真

实电传飞控和飞行器航电设备的实

验室，用于开发、测试和演示 UAS、

UAM 的领先技术，旨在简化未来飞

行器的操作。

开发替代燃料，利用地沟油、

藻类和麻疯树等植物性原料（它们

与食物资源没有竞争关系）制造绿

色燃料。例如，霍尼韦尔公司的技

术使炼油厂能够生产绿色航空燃料，

可 使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量 减 少 60% ～

85% ；霍尼韦尔公司还利用再生油

生产绿色柴油，从而使公路、铁路

和海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85%。

2020 年 10 月，霍尼韦尔公司又收购

了燃料电池制造商巴拉德公司的无

人系统关键知识产权、库存和设备，

包括该公司设计和生产的可为无人

机系统供电的储氢质子交换膜燃料

电池系统，并聘用了燃料电池专家

团队，正式涉足燃料电池开发业务。

罗罗公司

罗罗公司在 2020 年 6 月宣布加

入联合国零排放行动，公司承诺将

在 2030 年实现自身的净零排放，并

做到以下几点 ：发展业务与《巴黎

协定》目标保持一致，将全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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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开拓飞行电气化领域 ；继续在

铁路和海运市场中部署混合动力系

统，并将这些功能转换为航空技术；

利用微电网解决方案，提供高稳定

性和备用电源 ；计划到 2030 年，通

过使用 100% 可再生能源，在高价值

金属上率先采用闭环制造技术，并

部署先进的微电网，实现运营和设

施的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赛峰集团

为研发探索面向未来的新一代

推进解决方案，赛峰集团正在研究

超高涵道比发动机（UHBR），该发

动机属于传统涡扇发动机构型，但

涵 道 比 更 高， 达 到 或 超 过 15 ∶ 1。

风扇模块的主要部件使用更轻、更

坚固的复合材料。在此种类型的构

型中，低压涡轮通过使用先进的 3D

航空设计和陶瓷基复合材料进行了

优 化。UHBR 可 将 油 耗 降 低 5% ～

10%，并且可以轻松集成到目前的

飞机上，这是赛峰集团面向 2025 年

的动力解决方案。

赛峰集团正在研究开式转子发

动机，即桨扇发动机，这是赛峰集

团研究和技术工作的战略重心，也

赛峰集团开式转子发动机于2017年在法国伊斯特尔进行地面测试（来源 ：赛峰集团）

罗罗将与泰克南公司合作开发全电动11座通勤飞机P-Volt（来源 ：罗罗公司）

罗罗公司构想的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SMR）

上升限制在 1.5℃以下 ；利用其技术

能力在航空、船舶、铁路和发电等

领域在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方面发

挥领导作用 ；继续并设法加快实现

既定的碳减排目标的进度 ；继续保

持在研发上的投资，以寻求更高效

的产品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创新

解决方案 ；发布明确的路线图，为

2050 年实现零净排放（包括中期里

程碑）提供技术途径。

为了协助整个行业在 2050 年实

现净零排放，罗罗公司将重点发展

的关键技术包括 ：提高发动机效率，

与燃料行业一起大幅提高低碳替代

燃料的利用率 ；建造小型模块化核

电站，可大规模提供清洁的低碳电

力 ；加速开发具有颠覆性的新技术

和能力以开发未来的低排放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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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赛峰集团面向 2030 年的动力解决

方案。赛峰集团坚持认为，开式转

子发动机是“迄今已知的唯一一种

具有两位数的燃油减少潜力，同时

仍能满足未来社区噪声标准的发动

机构型。”赛峰集团还在研究面向

2040—2050 年的未来航空动力概念，

如分布式推进、混合动力推进和边

界层吸入。和罗罗公司一样，赛峰

集团也致力于研发可持续替代燃料，

以及发动机与替代燃料的兼容。

除了在动力系统开展各种探索

研究，在非动力系统领域，赛峰集团

也在拓展近几十年已经开始的工作，

用更紧凑、可靠和灵活的电动装置

取代传统的液压和气动系统，既是

顺应航空电气化的发展潮流，也是

公司可持续航空发展的战略布局。

MTU公司

MTU公司对自己的定位是着眼

于确保在未来天空中取得进一步进展

的所有可能性。公司对航空未来可持

续发展的战略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继续发展燃气涡轮发动机 ；研

发下一代发动机的创新技术、2050年

及以后的革命性技术 ；关注可持续航

空燃料，特别是氢燃料。

MTU 公司坚持认为，作为一个

概念，燃气涡轮发动机将继续在较

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未来燃气

涡轮发动机在飞机上主要有两种可

能应用 ：一种是作为效率提升的、

更绿色环保的主发动机 ；另一种是

作为低排放混合电推进系统的源动

机。只要它们的引入被证明是有益

的，MTU 公司将继续发展燃气涡轮

发动机。

针对下一代发动机的技术创新，

MTU 公司正在研究替代传统燃气涡

轮发动机的概念，从混合电推进系

统到燃料电池都加以关注并尝试。

MTU 公司已经参与了普惠公司齿轮

传动涡扇（GTF）发动机的开发，并

认为第二代 GTF 发动机仍具有很大

的发展潜力。如果进一步优化，它

将进一步减少排放，并将于 21 世纪

30 年代中期投入运营。

对 2050 年 及 以 后 的 革 命 性 技

术，MTU 公 司 在 尝 试 对 比 不 同 的

发动机方案 ：第一种是将传统燃气

涡轮发动机的核心机用活塞发动机

代替，构成复合循环发动机，这将

显著提高发动机效率 ；第二种是水

增 强 涡 扇 发 动 机（water-enhanced 

turbofan），这种涡扇发动机是要将

水蒸气注入燃烧室，基本原理是将

水在发动机的热交换器中蒸发成水

蒸气，而热交换器的热量来自发动

机余热，这种发动机也可以显著提

高发动机效率。2020 年 10 月，MTU

公司又特别提及“正在专注发展水

增强涡扇发动机，此概念可以降低

15% 的燃油消耗，并大大降低污染

物，特别是 NO
x 的排放。

对可持续航空燃料，MTU公司

特别青睐氢燃料。MTU公司首席运营

官拉尔斯 ·瓦格纳表示 ：“氢对我们来

说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未来选择，它

应该马上被用作燃料”。氢燃料有3

种可能的用途 ：一是将氢转化为可持

续航空燃料 ；二是将氢气作为燃料直

接燃烧，当然发动机需要进行适应性

MTU公司关注氢燃料电池技术（来源 ：MTU公司）

氢燃料电池技术

燃  料    电  池

电流流量
氢气

氢气回收

空气和水蒸气

氧气入口

气体扩散层

气体扩散层

负极（-）

正极（+）

质子交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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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特别是燃烧室 ；三是氢燃料电

池。针对这3种途径，MTU公司表示

“从长远来看，MTU公司应选用第三

种使用氢的方法”。

可持续航空的解决途径和
未来挑战
实现净零排放需要提高燃料效率和

减少碳排放。从上述一些企业针对

净零排放采取的解决措施可以看到，

为了实现《巴黎协定》约定的减排

目标，世界航空业正在努力追求航

空技术大幅突破，甚至颠覆性突破。

虽然所采取的路径千差万别，但就

技术途径而言，最终都可以归结为

提高燃料效率和减少碳排放两大途

径。

航空运输行动小组（ATAG）于

2020 年 9 月发布了全球航空业应对

气 候 变 化 的《2050 路 线 图 》（The 

Waypoint 2050），分析了全球航空业

应对气候挑战可能采取的技术创新，

主要包括飞机和推进系统两大方面，

针对提高燃料效率和减少排放这两

大途径，提出了 5 种未来技术方案，

这也是目前主要研究机构和企业正

在研究的技术方案 ：现役或即将服

役飞机使用传统燃料或可持续航空

燃料 ；进化技术（2035 年前下一代

飞机最有前景的技术），沿用传统的

飞机结构，只在一些技术点上进行

改进，例如，GTF 发动机、高增压

比发动机、超高涵道比发动机、使

用轻质复合材料、主动减载、结构

健康监测、机载燃料电池和先进电

传飞控系统等，使用传统燃料或可

持续航空燃料 ；机体革命，飞行构

型配置的革命，包括翼身融合、桁

架支撑机翼、盒式机翼等，使用传

统燃料或可持续航空燃料 ；推进系

统革命，如电推进、混合电推进、

氢 能、 开 式 转 子 发 动 机 等， 预 计

2035—2040 年 可 用 于 100 座 以 下 使

用电池系统的飞机和使用混合动力

系统的大型飞机 ；激进技术，实现

100 ～ 200 座的窄体飞机的零排放，

存在巨大挑战，包括认证测试困难、

航空公司态度谨慎、更高的基础设

施要求、成本以及公众信任等。此外，

需重点关注电动飞机和氢能飞机的

前景。

实现净零排放不仅仅是技术问

题，更是政府管理和全球协作问题。

各国政府应在做出减排承诺的同时

加大对绿色航空、清洁能源等相关

领域技术发展的投资力度，制定更

加广泛的节能减排政策和措施，将

重点从减少碳排放扩大到减少气候

变化影响。各国的航空研究机构应

促进交流与合作，并在开发各种创

新技术概念时，充分考虑航空公司

和乘客的现实需求，将创新技术建

立在能以较低成本满足需求的基础

上。此外，航空公司、维修服务商、

航空旅客也需根据各国实际情况全

方位践行低碳、零碳理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全球

航空业如此不遗余力地追求实现净

零排放目标，也未必一定能实现。

根据 ATAG 的判断，至少在 2060 年

之前，如果不主要依靠碳中和措施，

全球航空工业的净零排放几乎是不

可 能 实 现 的。ATAG 发 布 的《2050

路线图》中的净零排放目标是 ：到

2050 年全球航空业二氧化碳排放量

比 2005 年减少一半，在此基础上，

2060 年左右达到全球净零排放。

ATAG 执行董事迈克尔 ·吉尔表

示 ：“世界上一些地区有可能更快地

实现这一目标”，但就整个航空业而

言，2060 年是一个“务实、现实的

愿景”，全球航空业的净零排放可以

在 2060 年或此后不久实现。要实现

全球航空业 2050 年减排目标，就需

要从石化燃料完全转型 ；到 2050 年，

航空运输业将需要获得 5 亿 t 的可持

续航空燃料，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而目前的产量还不到 100 万 t，为此

需要获得政府支持。

结束语
航空业必须可持续发展已是全球共

识。为了确保全球航空业的持久健

康发展，已经并且还将持续发布一

系列诸如《巴黎协定》的节能减排

政策和措施，欧洲甚至已经发布了

《欧洲气候法》草案，以确保协调平

衡各国、各行业的发展步伐，中国

也明确发布了碳中和目标，承担起

节能减排的责任。航空业是节能减

排的关键领域，而航空业的节能减

排目标需要各国的通力合作方能达

成，特别是航空制造相关企业。目

前，世界领先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商

在贯彻可持续航空发展理念时采取

的各种应对策略和措施，可谓百花

齐放、各显神通，但都结合了自身

的特点和技术背景，而不是简单地

跟风追随，这同时也是一条重要启

示。此外，对于可持续航空发展众

望所归的可持续航空燃料，未来将

是航空业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并

已经引起各国政府的关注。例如，

2020 年法国宣布计划到 2025 年用可

持续航空燃料取代 2% 的石化燃料，

到 2030 年提高到 5%，到 2050 年提

高到 50%。                                

（廖忠权，中国航发研究院，高

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前

沿技术探索和产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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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to the Technology Path on Zero-Emission Aviation

零排放航空的技术途径浅析

■  王妙香 / 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

在2020年11月召开的国际航空研究理事会（IFAR）第11届全球峰会上，中国航空研究院（CAE）、德国

航空航天中心（DLR）、法国航空航天实验室（ONERA）、俄罗斯中央空气流体动力学研究院（TsAGI）等

13个国家航空研究机构联合发布了《零排放航空（ZEMA）宣言》，承诺将针对绿色航空的关键领域（如电

动飞机、城市空运、飞行路径优化等）开展研究，为减少航空碳排放、达成联合国《巴黎协定》目标做出

贡献。

为
了 使 航 空 业 真 正 实 现“ 脱

碳 ”(decarbonization)， 对 飞

机进行常规的技术改进已不

能满足要求，目前业界正致力于发展颠

覆性的技术和方法以大幅降低飞机的排

放。可持续航空燃料（SAF）、革命性

推进技术和新型飞机气动布局及推进方

案对航空脱碳的潜力巨大，此外，飞行

航线、地面流程和基础设施等的改进也

会起到一定作用。

可持续航空燃料
相比传统石化燃料，可持续航空燃

料在其全生命周期内，可减少高达

80%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航空运输

行 动 小 组（ATAG） 在 2020 年 11 月

举行的全球可持续航空论坛上表示，

有必要扩大和加速 SAF 的生产，这

是实现脱碳目标（到 2050 年将航空

业的碳排放量减少到 2005 年的 50%）

的唯一的中短期选择。SAF 使用便

捷灵活，无须改装发动机，且可与

传统的航空煤油混合使用。

波音公司认为，包括生物燃料

在内的可持续航空燃料，是航空业

实 现 国 际 民 航 组 织（ICAO） 的 碳

减排目标的主要手段，波音公司于

波音公司为飞机加注生物燃料

2021 年 1 月 22 日宣布，在 2030 年之

前交付可使用 100% 可持续航空燃料

的飞机，以实现航空业 2050 年的减

排目标。波音公司同时也宣称将继

续研究其他的减少碳排放技术，如

混合电推进和氢能动力系统。

与传统航空燃料相比，SAF 生

产成本高，当前尚不具备广泛应用

的竞争力，而且其原料和产量有限，

现有的任何一种原料都无法生产出

足够数量的 SAF。全球燃料生产商

面临艰巨的任务，除了投资基础设

施，还需寻找更多的原材料。各国

政府也需要在多方面发挥作用，缩

小 SAF 和航空煤油之间的价格差距，

提供财政支持开展基础设施建设。

革命性推进技术
就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除了 SAF

外，电能、氢能在零排放航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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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巨大。

从动力系统方面考虑，实现零

排放的可行的推进技术包括全电动、

涡轮电推进、氢燃料发动机和燃料

电池等。

电推进技术是目前确认的不会

在飞行中产生排放的替代方案。由

电池、控制器和电机组成的驱动系

统架构具有高效率、零污染、结构

简单和易维护等优点，是航空业实

现零排放的动力系统的重要发展方

向之一。但由于电池的能量密度低，

限制了当前全电动飞机的尺寸和航

程，仅适用于短距离飞行和垂直起

降，如城市空中交通运输。

涡轮电推进系统可以通过内燃

机来补偿电池能量密度较低的缺陷，

增加飞机航程，为飞机和推进系统

设计带来了新的自由度。将涡轮混

合动力推进系统与替代燃料相结合，

在地面机场可通过电池电力运行实

现零排放，在巡航时至少可以实现

碳中和运行。对整个飞机而言，由

于电缆、电力电子设备和电池的额

外质量以及系统冷却的需求，混合

电推进飞机比传统涡轮飞机更复杂

且质量更大，需要采用模块化、多

功能和集成化的结构，实现飞机整

体效率的提高。

对 于 采 用 氢 能 实 现 航 空 零 排

放的推进技术而言，氢燃料电池是

实现航空零排放的可行途径，也是

短期内实现氢能在航空领域应用的

最有效途径。例如，美国初创公司

ZeroAvia 基于派珀 M350 飞机改装的

氢燃料电池飞机于 2020 年 9 月首飞

成功。另外，在燃气涡轮发动机中

直接燃烧氢，或者氢与二氧化碳结

合生产合成燃料也是氢能在航空中

可采用的方式。欧盟发布的《氢动

力航空》报告称，对于通勤和支线

飞机来说，氢燃料电池是最节能、

最环保和最经济的选择 ；对于短途

飞机，混合推进方式（采用氢燃料

发动机和氢燃料电池）可能最合适；

中远程飞机采用氢燃料发动机技术

上可行，但成本会更高。氢具有较

高的能量密度，相较于传统锂电池

可维持更远的航程，并可以配合高

效率、低噪声、低维护成本的电传

动系统，从而实现零排放飞行，但

会造成系统总质量的增加 ；此外，

氢燃料电池还会产生大量的热，必

须对其进行冷却，因此氢燃料电池

应用于航空领域还需进一步提高其

功率密度、减轻系统质量、优化氢

燃料电池与辅助设备的集成等。

雷神技术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宣布，拟研发以液态氨作为燃料

和冷却剂的涡轮电推进系统。一方

面，液态氨易于吸热、不留残渣，

可作为航空发动机冷却剂使用。另

一方面，液态氨可在 -33℃以下储存，

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可分解为氮气和

氢气，为飞机提供动力，且不产生

任何碳排放，用氨作为燃料可以解

决飞机携带氢燃料所面临的挑战。

新型气动布局技术
新的推进技术为飞机设计带来了优

势，但同时也带来了额外的质量、

系统复杂性和成本高等缺点，因此

需要进行飞机机体及推进系统的有

效集成，特别是阻力的最小化设计，

这也是实现零排放飞行的关键技术

之一，具体表现在飞机气动布局型

式上，主要有分布式布局、边界层

抽吸布局以及更具颠覆性的翼身融

合布局等。

分布式布局体现了飞机设计从

单一动力研究到飞机总体、动力、

机电等技术集成研究的变化，很有

可能成为航空业革命性的转折，为

科技发展提供新的方向。例如，德

国航空航天中心（DLR）研究的分布

式电推进支线飞机方案 ：沿机翼前

缘分布的一系列小型螺旋桨有助于

增加飞机升力，从而减小机翼面积、

减轻飞机质量、降低阻力、减小所

需的推进功率。此外，多个推进器

氨动力飞行原理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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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冗余设计提高推进系统可靠

性和安全性，减少控制面。 

边界层抽吸布局在常规飞机的

尾部安装嵌入式风扇，为机身尾迹注

入能量，延缓机身的气流分离，降

低飞机阻力。例如，DLR设计的一

款尾部带有电推进装置的中程飞机，

机翼下方的发动机产生推力，同时

还向飞机尾部的风扇提供电力，尾

部风扇对飞机进行边界层抽吸，从

而提高飞机的气动效率。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NASA）提出的单通道

涡轮电推进飞机(STARC)概念方案，

也采用尾部边界层抽吸技术。

为了推进航空业的可持续性发

展，减少飞机飞行阻力进而降低飞

机油耗是最直接的方式之一，翼身

融合布局不失为一款极具潜力及可

行性的选择。空客公司于 2020 年 9

月公布的 3 型零排放商用客机概念

方案，其中之一采用了翼身融合布

局，并以液态氢作为主要燃料。该

方案集成了翼身融合与分布式推进

系统的优点，其超宽的机体为氢燃

料的储存、配送以及客舱布局提供

了多种选择。

其他措施
为了使航空生态足迹降至最低，不

仅仅需要改进动力装置，在飞行航

线、地面流程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也

必须适应新的挑战。

一是选择气候友好型飞行路线，

通过避开排放影响最大的气候敏感

区域来减少航空运输对气候的影响。

大气中臭氧和甲烷浓度的变化以及

尾迹云的形成是导致全球变暖的原

因之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飞行高

度以及排放的地理位置和时间，通

常可以通过降低飞行高度来减少氮氧

DLR研究的分布式电推进支线飞机

NASA采用尾部边界层抽吸的涡轮电推进飞机

空客公司公布的翼身融合客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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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对臭氧层的破坏，这在空中交通

管制层面仍面临一定技术挑战，同时

还需要对飞机进行适当的设计改进。

二是采取新的地面流程支持新

型飞机推进系统，减少航空运输对

环境的影响。例如，在尽量短的时

间内加注氢燃料或为电池充电，使

飞机的停场时间尽可能短，或者为

电动飞机更换电池，面临的挑战之

一是如何确保这些过程的安全性和

经济性。

此外，为了运行新型飞机，必

须在早期确定并考虑到基础设施的

建设。同时，机场的地面交通也可

以通过实现电气化减少排放。

政策支持
实现航空零排放，不但需要技术研

发的支持，也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2020 年 6 月 9 日，法国政府宣布

将为民用航空制造业提供 80 亿欧元

的救助计划，从中专门划拨 15 亿欧

元（部分来自欧盟委员会经济刺激

计划）用于为期 3 年的氢动力客机研

发项目，要求主制造商开发一款氢

动力窄体客机，实现二氧化碳零排

放，并计划在 2033—2035 年投入商

业运营。

德国政府也为 “国家氢能战略”

投入 70 亿欧元，该战略将支持在飞

机推进和混合动力飞行中使用氢能。

2020 年 6 月 30 日，英国首相约

翰逊提出了“零排放喷气机”（Jet 

Zero）的口号，号召英国航空业研制

世界首架“零排放”远程客机，并

承诺英国政府将支持诸如此类的高

风险、高回报创新项目。2020 年 7 月，

英国政府负责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

（BEIS）的内阁大臣夏尔马宣布启动

为期 12 个月的零排放航空技术及市

场可行性研究，项目名称为“零排

放飞行”（FlyZero），英国政府为此

将投资 1500 万英镑。

启示与建议
综合各大研究机构、企业对零排放航

空的研究及对相关发展趋势的判断，

笔者认为上述内容对我国实现航空零

排放的技术发展有如下几点启示。

一是制定零排放航空路线图。

面对航空业脱碳的挑战和紧迫性，

制定系统性的战略和清晰的绿色航

空路线图非常必要。空客公司经过

研究，认为氢能是实现航空运输零

排放的最快途径，将研究重心转向

氢动力飞机，并制定了发展路线图；

波音公司也对氢能航空进行研究，

认为氢能还存在技术不确定性和监

管障碍，短期内氢动力客机难以投

入使用，并面临巨大挑战。我国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峰会上宣布碳中和目标。从目前

发展看，航空业在实现碳中和方面

非常关键且大有可为，大力发展绿

色航空技术不仅非常有利于实现减

排目标，促进零排放航空的早日实

现，还能带动航空技术系统性创新

和改进。为尽快实现我国的绿色航

空目标，建议尽快制定相应路线图，

加速相关技术研究。

二是加快氢动力航空技术的探

索和研究。氢能推进技术的应用潜

力令人鼓舞，研究和创新对于实现

氢技术在航空脱碳中的潜力至关重

要，欧美等国已对氢能飞机技术开

展多方面的研究。国内也开展了相

关研究，并在部分领域处于领先地

位，为继续发挥我们的优势，建议

政府部门加强组织，系统性地规划

研究氢能推进飞机的设计技术、燃

料供应链技术、基础设施开发等，

科学规划氢能在航空业的应用并突

破各项关键技术。一方面加强氢能

和飞机机体的集成技术研究，另一

方面加强轻质安全的液氢容器、机

载液氢配送组件和系统、氢燃料发

动机、氢燃料电池系统等技术的开

发和审定，开展氢能源飞机原型概

念验证，形成核心自主创新成果，

夯实技术基础。

三是加快新型飞机气动布局的

探索和研究。为充分发挥新能源推

进技术的优势，针对机体和推进系

统的有效集成，开展创新性气动布

局研究，提高飞机的整体效率。目

前，我国所开展的相关研究，在广度、

深度和系统性方面，距离工程应用

还有一定差距。建议政府部门加强

组织，并由国家研究机构牵头，针

对新型气动布局等前沿技术开展系

统性规划研究，并注重研究成果的

可持续性和继承性。

四是加强飞机全生命周期评估

基础技术研究。随着新能源及推进

系统与飞机机体的集成设计，飞机

在综合优化、气动、结构、电气特性、

能量管理等方面需要新的计算、分

析、建模与仿真等工具支撑，也需

要诸如全机能量管理综合试验、变

体结构试验、电推进系统试验等全

新的试验能力，先期或同步建成民

机研制工具体系，支撑关键技术更

快更好突破，形成创新且自主可控

的民机发展能力。建议加大基础技

术及工具体系的论证、研究和建设

力度，逐渐建成独立自主的科研生

产能力。                                   

（王妙香，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

究中心，研究员，从事航空产业发

展和政策制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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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Technologies and Challenges of Hydrogen Powered Aviation

氢能航空的关键技术与挑战

根
据国际民航组织（ICAO）的

预测，基于现有传统航空技

术的进步，航空业可持续发

展以及 2050 年碳排放量减少至 2005 年

50％的目标将无法实现 [1]（如图 1 所示）。

因此，发展可持续航空技术，开发包括

太阳能、生物燃料和氢燃料等石化燃料

以外的替代能源，将成为航空业实现碳

减排目标的重要任务之一。

相关研究显示，氢燃料的能量

密度约为 120MJ/kg，是标准航空燃

料的 3 倍。航空业使用氢能源不但可

以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同时还能

有效减少其他污染物的排放量，具

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因此，发展氢

能航空技术是航空运输业实现碳中

和的主要途径，将成为航空技术的

重要发展趋势。

近年来，美国、日本和欧洲等

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加大氢能研发

的投入，重点支持乘用车、加氢站、

公共汽车、电解水制氢装置、中重

型运输（包括中型到大型乘用车、

商 用 车、 重 载 卡 车、 火 车、 海 运、

航空）等领域。未来氢能在航空业

要完全替代传统石化燃料还须面临

动力推进系统、机载氢燃料储存、

机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氢燃料生产

等一系列关键技术的挑战和突破。

氢能推进技术
目前，氢涡轮和氢燃料电池是氢能

飞机推进系统最受关注的两个方向 [2]

（如图 2 所示）。

氢涡轮一般包含氢涡轮风扇发

动机和氢涡轮电动风扇发动机两种

形式。前者的结构与现役航空涡轮

发动机基本相同，氢燃料在燃烧室

内燃烧，然后推动涡轮并带动风扇

产生推力，后者则是通过涡轮带动

发电机发电，电驱动电机带动风扇

产生推力。使用氢燃料代替石化燃

料，不会产生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硫化物等温室气体和烟尘等污染物，

仅有水蒸气和部分氮氧化物。研究

显示，尽管水蒸气凝结形成的尾迹

云也会对气候造成影响，但采用氢

燃料仍可以将飞行过程对气候的影

响降低 50%~75%。

氢燃料与传统石化燃料具有完

全不同的物理化学属性。在传统航

空发动机中使用氢燃料时，其效果

往往不如常规石化燃料。这主要是

因为传统航空发动机的燃烧室几何

形状、结构和尺寸不利于氢燃料和

空气进行有效混合，从而导致氢燃

航空业的快速增长使其成为未来交通运输领域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对气候和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显

著。与此同时，氢能航空被认为是航空业未来实现污染物零排放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虽然氢能具有绿色环保、

能量密度高等优点，但发展氢能航空还需要突破氢燃烧、氢燃料加注和储存等一系列关键技术瓶颈。

■  张扬军  彭杰  钱煜平 / 清华大学    索建秦 / 西北工业大学    明平文 / 同济大学  

     温泉  王爱峰  姚轩宇 / 中国航发研究院

图1   航空业碳排放及减排趋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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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燃烧不充分或在燃烧过程中出现

局部高温并产生氮氧化物。因此，

为了提高氢燃料发动机的效率，需

要对传统航空发动机的燃烧室、燃

料喷射与混合装置、热循环和管理

系统进行改进或重新设计，以满足

氢燃料的使用要求。与此同时，为

进一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还应

开发针对氢燃料发动机的低氮氧化

合物排放技术，如贫油直喷（lean 

direct injection，LDI）和微混合燃烧

室（micro mix combustor，MMC） 等

技术。

氢燃料电池推进系统是一种能

够实现零污染物排放的动力装置。

氢在燃料电池中通过电化学反应直

接产生电并排出水，电动机带动风

扇产生推力。与氢涡轮风扇发动机

相比，氢燃料电池内部氢与氧电化

学反应环境纯净，极少产生水蒸气

凝结核，因此能够大大削弱尾迹云

的形成，使飞行过程对气候的影响

降低 75%~90%（详见表 1）。

近年来，由于在材料和制造领

域取得不断发展，氢燃料电池的能

量密度相比于 21 世纪之初已获得了

大幅提升，但氢燃料电池仍面临能

量密度低（仅达航空涡扇发动机能

量 密 度 3.7kW/kg 的 一 半 左 右 ）、 使

用寿命短和单体输出功率低等问题。

未来需要通过采用新型电极材料、

电池一体化结构设计，高效水、热

管理和运行控制等方法，进一步提

高电池功率密度、延长寿命（超过

25000h）。同时，还需要通过提高电

池工作温度和模块化设计，进一步

扩大系统输出功率，满足中、大型

客机动力需求。

飞机氢燃料储存技术
当前航空业已掌握的储存技术中，

高压气体或低温液体储罐技术可以

用于氢能飞机机载氢燃料的存贮。

若以压缩气体形式储氢，将对飞机

质量和体积要求提出巨大挑战。相

比之下，液态氢储存具有较高的质

量能量储存密度，成为了最有前途

的技术途径之一。液态氢燃料需要

以极低温度（低于 -253℃）储存，

同时为了减少液氢沸腾导致的损失，

需要在储罐中维持 1.429atm 的恒定

压强，这将导致液氢储罐结构和配

套冷却系统异常复杂，进而大大降

低整体系统的质量能量密度和安全

性。相关研究显示，液氢储罐应采

用球形或柱状，而传统机翼油箱不

适宜储存液氢燃料。因此，对于中、

短程客机而言，需要对现有机体结

构进行调整或重新设计，以增加液

氢储罐 [3]（如图 3 所示）。储罐大小

因机身形状、尺寸以及飞行任务和

航程长短而定。增加液氢储罐后，

会导致机体尺寸增加或客舱空间减

小，进而增加飞行阻力或飞行成本。

对于载客量超过 250 人，飞行距离超

过 10000km 的远程客机，由于机载

液态氢储罐的附加质量已使传统客

机结构无法满足设计要求，因此需

要引入全新的、革命性的机体设计

思路，如翼身融合设计、箱式机翼

结构等，以达到提高飞机内部空间

结构利用率的目的。

图2   氢涡轮和氢燃料电池在航空上的应用 [2]

(a) 氢涡轮风扇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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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氢涡轮电动风扇发动机

 (c) 氢燃料电池电动风扇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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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氢能基础设施技术
机场的氢能基础设施主要包含液氢

燃料的运输、储存和液氢加注等设

备。氢燃料与传统石化燃料有很大

的不同，如何低成本实现氢燃料的

运输和储存，将会直接影响到氢能

飞机能否真正投入商业运营。相关

研究表明，可通过现有天然气网络

管路向机场输送氢气并在到达机场

后进行液化处理，然而这需要对现

有管路安全性进行全面评估，还需

要考虑到氢气产地和机场之间长距

离输运带来的附加成本和安全性问

题。当然，也可以采用现场制氢的

方式，通过使用机场附近的可再生

能源为电解池供电来进行水解制氢，

从而消除氢燃料长距离输运带来的

成本和安全性问题。但这种方式由

于产能有限，仅适用于为短程航班

提供“绿色”氢燃料。

与传统石化燃料相比，液氢燃

料具有温度低、易蒸发、易燃等特点，

其加注过程复杂、耗时长且安全风

险较高，大大增加了飞机在机场停

靠加注燃料的时间，提高了飞机运

营的成本。因此，应针对液氢燃料

开发高效的加注技术和加注系统，

如采用具有自动闭合功能的管路快

速接头，确保氢燃料加注系统与液

氢储罐之间实现安全、可靠的连接，

在保证系统可操作性的同时增大液

氢加注流量，提高机场和飞机的使

用效率。

氢燃料生产和氢能飞机经
济性
当前，全球每年生产7000万t氢，其

中96％是通过有二氧化碳排放的“灰

色”氢工艺，从石化燃料中提取获

得，排放约8.3亿t的二氧化碳，其余

4%的氢则通过电解获得，其中有100

万t氢是使用可再生能源电解工艺获

得的“绿色”氢。未来若要采用氢能

完全替代传统石化燃料，则需要大幅

增加“绿色”氢或是基于碳捕获与封

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CCS）

的“蓝色”氢的生产，这对于氢能生

产技术和规模都是一个巨大挑战。比

较乐观的是，2014—2019年期间，全

球风能发电量增长了1倍，太阳能发

电量增长3倍。国际能源机构（IEA）

预测，在未来10年，可再生能源（尤

其是太阳能和风能）产量将成倍快速

增长，进而促进“绿色”氢电解槽的

发展。预计到2030年，欧盟国家电

解槽容量将达到40GW，这将带动世

氢涡轮风扇发动机 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工作方式
使用氢燃料的涡扇发动机，通

过风扇提供推力

使用氢燃料电池提供电力，通过电动风扇或

者涵道风扇提供推力

效率 40% 45%~50%

环境影响

无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硫化

物和碳氢化合物排放 ；有水蒸气

和氮氧化物排放 

无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硫化物、碳氢化合

物和氮氧化物排放 ；有水蒸气排放

技术难点

现有航空涡轮机需改进或重新

设计以适用氢燃料 ；提高飞机结

构和安全性要求，满足液氢储存

需求

开发高效、高功率密度、快速起动燃料电池；

开发满足适航标准的电机、电子电力设备、电

缆和其他电气元件 ；提高飞机结构和安全性要

求，满足液氢储存需求

优势

零碳排放、少量污染物排放 ；

可在传统航空涡轮风扇发动机基

础上开展氢燃料适用性改进，形

成氢燃料涡扇发动机 ；易于实现

大功率

零碳排放、零污染物排放 ；动力系统更易与

分布式电推进技术结合能量利用效率高

劣势

改进现役飞机结构设计以适应

液氢燃料储存 ；排放水蒸气和氮

氧化物 ；能量利用效率略低

对飞机结构进行重新设计以适应液态氢燃料

储存和全新的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排放水蒸

气 ；功率密度低，目前还无法实现大功率

表1   氢涡轮风扇发动机和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对比

图3   中、短程氢能飞机上氢燃料布置方案 [3]

 (a) 机体集成式 (b) 外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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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其他航空业发达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增加投入，提高“绿色”氢产量。伴

随产量的增加，氢燃料的成本将会逐

渐降低。尽管如此，到2040年，氢

能飞机的短程飞行成本仍较传统航空

石化燃料飞机要高约25%[1]（如图4

所示），其中9%来自燃料成本，其余

13%来自飞机维护成本，3%来自液

氢加注时间延长导致飞机使用效率下

降带来的成本。预计到2050年，“绿

色”氢使用成本将基本上与传统石化

燃料持平，这将为氢能航空业降低成

本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奠定基础。

氢安全
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氢燃料在

航天领域的广泛应用，人们对其安全

性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相比

于汽油、航空煤油等石化燃料，氢燃

料的危险性并未明显增加（见表2）。

相反，由于氢气密度低，开放空间中

泄漏的氢气会迅速上升，从而使得泄

漏引起的危险区域较小。此外，氢的

燃烧速度快，产生的辐射热非常低，

同时燃烧产物基本无毒。因此，在诸

如热辐射、毒性等方面，氢燃料的安

全性甚至要高于现役的航空煤油等石

化燃料。尽管如此，现役石化燃料飞

机在设计、制造和飞行操作的各个环

节，已经形成了广泛且完整的安全标

准和保障措施，从而能够保证飞行的

安全性。氢能飞机由于机体结构、动

力系统以及燃料储存方式均与现役石

化燃料飞机存在显著差异，未来氢能

飞机只有在达到同等或甚至更高的适

航安全标准之后，才能够真正投入实

际运营。

结束语
《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

首次写入了氢能源，自此氢能源被

纳入了我国能源体系。预计到 2050

年，氢能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占比

约为 10%，氢能产业链中制氢、储

运、加氢站、氢燃料电池应用等各

个环节将会获得大幅发展，并能够

满足商业化需求。当前，在国家自

上而下政策的大力扶持下，氢能产

业链已初具雏形。为了促进我国氢

能航空技术的快速发展，一方面需

要建立多学科、多领域交叉的战略

研究平台，依托我国目前较好的氢

能汽车技术基础，形成跨界融合发

展模式，提出长远规划战略和超前

概念 ；另一方面，结合我国科研体

制，推进以氢能源为代表的研究机

构与航空为代表的工业部门及高校

之间的产学研合作，以产生协同效

应，促进技氢能航空技术不断创新

和发展。                                

（张扬军，清华大学，教授，主

要从事新型推进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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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40年短程2000km、165座氢能客机飞行成本（每位乘客每千米飞行成本）[1]

飞机使用效率降低飞机成本

飞机维护成本

燃料成本           飞机成本           维护成本           其他成本

导致成本

4.5 美分

氢能飞机额外成本

3.6 美分 +9%

+7%

+6%

+3%

燃油消耗

每千瓦时成本

传统航空煤油
飞机飞行成本

+31%

+47% +7%

-4%

+42%

对比项目
碰撞爆炸

危险
热辐射危险 冻伤危险 泄漏危险

着火温度

高低

非明火燃烧

危险
毒性危险

氢燃料 ● ● - ● - - ●

航空煤油 - - ● - ● ● -

表2   氢燃料与航空煤油安全性对比（●代表该安全性评价指标更好）

[1]

[2]

[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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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ook of Hydrogen Powered Flight

氢动力飞行发展展望

近
年来，虽然飞行效率在以每

年 1.5% 左右的速度提升，但

机 队 规 模 以 每 年 4% 的 扩 张

预期意味着到 2050 年航空碳排放的数

值仍将翻番。事实上，不仅是二氧化

碳，传统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工作时产

生的氮氧化物、烟尘以及水蒸气也会对

环境造成不利影响。面对这一严峻的形

势，氢动力飞行的优势与潜力正在逐渐

显现。与航空煤油和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相比，氢动力可以完全消除二

氧化碳以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 ；与常

规电池相比，液态氢无论是在质量上还

是体积上都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

氢动力飞行研发计划纷纷
出现
早 在 2015 年， 德 国 航 空 航 天 中 心

（DLR）就推出了全球首架 4 座氢燃

料电池飞机 HY4 的研制计划，其设

计基于斯洛文尼亚蝙蝠公司的电动

飞机“金牛座”G4，为单螺旋桨双

机体、每侧机体并列双座布局。机

体间的螺旋桨由一台 85kW 的电动机

驱动，在起飞和爬升等需要高峰值

功率时由锂离子电池组供电，巡航

阶段则切换为短舱内的 4 个质子交换

膜氢燃料电池，可产生 45kW 的电力，

从 而 确 保 HY4 能 够 以 145km/h 的 巡

航速度连续飞行 5h 以上。

在以清洁高效为核心愿景的航空“第三时代”，氢动力飞行的优势与潜力正在逐渐显现，很可能成为航空业低

碳发展的关键。

■  王翔宇 / 中国航发研究院

2018 年 10 月，新加坡 HES 能源

系统公司也发布了一款 4 座新概念飞

行器“元素 1 号”，采用了全新的氢

燃料电池和分布式电推进结合的设

计方案，机翼上安装了 14 台功率为

5 ～ 8kW 的电动机且每台电动机后

面都有一个氢燃料罐，这种分布式

储能可有效增加燃料携带量。HES

能源系统公司宣称“元素 1 号”可选

用气态氢或液态氢作为燃料，后者

有可能将续航时间增加到 15 ～ 20h，

航程可达 5000km。

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研制的HY4氢动力飞机

“元素1号”氢动力飞机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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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Oe概念机示意（来源 ：空客公司）

ZeroAvia公司研发的氢燃料电池飞机

2020 年 9 月，总部位于美国加

州的 ZeroAvia 公司试飞了全球首架

氢动力商用飞机。改造后的 6 座派珀

飞机仅依靠氢燃料电池飞行了 8min，

飞 行 速 度 达 到 185km/h， 功 率 约 为

230kW，接近飞机原装活塞式发动

机，相当于“元素 1 号”的两倍。作

为一家氢动力总成公司，ZeroAvia 通

过与现有航空制造商和运营商合作，

将涉及的氢动力系统无缝配装到现

有飞机上而非打造全新的氢动力飞

行器，有望在 2023 年年底为航程为

800km 的 10 ～ 20 座飞机加装氢动力

系 统， 赛 斯 纳 208、DHC-6 和 多 尼

尔 228 等机型均有可能进行类似的改

装， 到 2030 年 则 可 为“ 冲 锋 ”8 和

ATR42 等 50 ～ 100 座支线飞机提供

氢动力。

几乎就在 ZeroAvia 公司试飞的

同时，空客公司发布了号称能改变

游 戏 规 则 的 未 来 氢 动 力 飞 机 概 念

ZEROe，甚至将之称为“航空业有

史以来最重要的转型”。与那些初创

公司单纯的氢燃料电池动力不同，

ZEROe 概念机均为氢混合动力，既

将氢气引入改进过的燃气涡轮发动

机直接燃烧产生推力，又通过氢燃

料电池产生电力与燃气涡轮发动机

形成互补，具体包括涡扇氢混合动

力、涡桨氢混合动力以及翼身融合

混合动力 3 种构型。其中，第一种

由两台氢燃料涡扇发动机提供动力，

液氢储存和分配系统位于后增压舱，

预计能搭载 120 ～ 200 名乘客，航程

在 3700km 左右 ；第二种的液氢储存

和分配系统设计与第一种类似，只

是换成了两台氢燃料涡桨发动机驱

动六叶螺旋桨前进，搭载乘客 100 名

左右，瞄准短程飞行市场 ；第三种

液氢储罐位于机翼下方，内部空间

较为宽敞，主动力仍为两台氢燃料

涡扇发动机。

虽然 ZEROe 概念机目前还停留

在演示文稿（PPT）阶段，不过空

客公司有信心在 2035 年实现零排放

民用飞机的商业运营，甚至不排除

届时将氢动力飞机作为下一代主打

窄体飞机产品的可能。当然，目前

的混合动力方案并不意味着空客公

司对氢燃料电池的忽视，而是与德

国汽车燃料电池供应商 ElringKlinger

成 立 了 合 资 公 司 开 发 相 关 技 术。

ElringKlinger 公司表示采用金属双极

板和特殊设计的膜电极组件密封设

计后，可以更好地分配参与反应的

氢氧组分，消除活性区域的过高热

量并防止气体和冷却剂的泄漏，这

样燃料电池的质量、体积和成本会

大大降低，其功率密度超过了预期

的 15% 以 上。2020年12月，空客公

司又公布了一种以6个推进吊舱为主

要特征的全新氢动力飞机构型，每个

吊舱由各自独立的液氢储罐、冷却系

统、燃料电池、电力电子装置、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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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混合氢燃烧器（来源 ：航空周刊）

机、八叶螺旋桨以及其他必要的辅助

设备组成。显然吊舱构型本质上就是

一种分布式燃料电池推进系统，即使

个别推进吊舱出现故障无法正常运

转，也不会影响其余吊舱重新平衡推

力，飞行动力冗余度得以大大提升。

此外，相比之前的氢动力飞机设计概

念，吊舱构型不但更易于实现对氢动

力单元的快速拆卸维护，还能够释放

更大的机舱空间从而搭载更多的旅客

和货物。

航空发动机制造商也纷纷开始

在氢动力推进领域发力布局。罗罗

公司已积极参与了多个制氢项目，

通过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产生零碳电

力，可直接为电网供电从而驱动电

解槽产生绿色氢 ；利用与最近成立

的戴姆勒 / 沃尔沃合资公司的合作

关系，将氢燃料电池用作其数据中

心等安全关键设施供能的应急发电

机。GE 航空集团已经在全球安装了

70 多台可燃烧氢气混合燃料发电的

燃气轮机，拟将在燃烧启停、燃料

喷射、燃烧防回火以及氮氧化物排

放等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推广到航

空动力领域 ；普惠公司计划探索改

造 PW1000G 发动机，采用氢燃料的

可行性，同时希望开发更多的发动

机集成热循环设计，以充分利用液

氢中储存的能量和液氢汽化时的吸

热能力。不过也要注意到，在技术、

安全、取证、操作乃至社会认可等

方面的障碍被攻克之前，航空动力

制造商关于未来氢动力飞行投放时

间的表态普遍较为慎重，目前并未

提出独立的氢动力飞行器整机设计

验证计划，这一点与空客公司雄心

勃勃的概念构想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氢动力飞行发展路线选择
氢动力飞行方式有燃气涡轮发动机

直接燃烧氢气（氢燃料飞机）和氢

燃料电池电推进（氢电池飞机）两种。

用氢燃料替换航空煤油主要改变了

燃气涡轮发动机的燃烧室以及燃料

储存和输送部件，这样可充分利用

燃气涡轮发动机的固有优势，看似

对飞机和发动机的重新改动量似乎

并不大。虽然氢的能量密度是航空

煤油的 3 倍，但是同样的能量即便将

氢气压缩到液态，其所占的体积也

是航空煤油的 4 倍多，这就涉及到在

尽可能不改变飞机总体设计的基础

上如何开发轻质、隔热的高强度燃

料箱的问题。此外，由于是自然界

存在的最小分子，高压下的氢非常

容易扩散到周围金属材料中使之脆

化，相应地带来了阀门计量和燃料

泄漏的新问题。事实上，氢燃料在

燃气涡轮发动机中是以液态还是以

气态的方式进行管理，目前仍没有

一个明确的答案。

尽管氢氧燃烧反应简单迅速，

但如果不能实现氢气和空气的“完

美”混合，比航空煤油更高的燃烧

温度和更快的火焰传播速度会导致

过量的氮氧化物产生。目前考虑的

解决方案是将燃气涡轮发动机中少量

大型的喷嘴改造为数千个非常小的燃

料喷口，在保留火焰扩散性的同时加

强了氢气和空气的混合程度、降低了

驻留时间，可大幅度消除燃烧反应的

局部过热点，从而有效减少氮氧化物

的排放。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氢气

直接燃烧生成的水并不能像燃料电池

那样大部分被储存起来，过量水蒸气

可能诱导出烟尘和云雾阻碍热辐射，

有分析认为这种影响在大气平流层会

更加剧烈，而这也正是直接燃烧氢气

的涡轮发动机所配装的商用飞机的主

要飞行区域。

相 比 之 下， 氢 燃 料 电 池 有 可

吊舱式氢动力飞机概念（来源 ：空客公司）

6 个吊舱

分布式氢燃料推进系统

8 桨叶复合材料螺旋桨

快速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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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真正的温室气体零排放解决

方案。氢燃料电池电解反应中产生

杂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产生的

水蒸气除了被储存外也主要释放到

了通航飞机活动的对流层，对环境

的危害要小得多。不仅如此，氢燃

料电池与电动机结合后的效率仍有

60% 左右，较氢气直接燃烧 40% 的

效率有优势，同时在分布式推进总

体设计下引入边界层摄取和流量控

制 等 技 术， 还 可 额 外 降 低 20% ～

30% 的燃料消耗，飞行过程中也会

变得更加安静。当然电池、电动机

和电力电子设备组成的电动系统意

味着飞机总体结构设计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依靠螺旋桨旋转产生推力

也限制了其在高空高速飞行上的应

用。而即便是通用航空领域，氢燃

料电池在面对同样清洁高效的锂离

子电池时也难以占到上风，虽然有

能量密度和使用寿命优势，但后者

在功率密度、动态响应特性和综合

成本上表现更佳。

目前，航空界关于氢动力发展

路线的讨论还在进行之中。《航空周

刊》认为，燃气涡轮发动机采用氢

燃料之路更加漫长和艰难，而稍早

时候罗兰贝格公司发布的咨询报告

则鲜明地给出了氢燃料电池飞机会

稍晚出现的结论。有一点可以确定，

无论是氢气直接燃烧还是氢燃料电

池，氢动力飞行将主要聚焦在当前

由支线飞机和窄体飞机承担的中短

途民用航空市场，考虑到能量密度

与功率密度的限制，那些长距离大

型航班仍将选用可持续航空燃料，

而在以城市空中交通为代表的通用

航空领域将由锂电池驱动的 eVTOL

飞行器主导。可见，在未来低碳环

保的发展大趋势下，由燃气涡轮发

动机带动发电机运转的混合电推进

系统会成为氢动力系统在民用航空

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

氢动力飞行面临的挑战
毫无疑问，为了使氢动力飞行真正

变成现实，需要对飞行器进行重大

革新，这意味着从机体布局到发动

机，再到燃料储存系统，几乎所有

的部件都需要重新设计。如前所述，

氢燃料飞机仍由改进后的涡轮发动

机提供动力，鉴于相对航空煤油的

体积能量密度降低，有必要改变机

舱布局、增加机体尺寸以加大氢燃

料储存能力，这也会带来飞机气动

外形的变化。氢电池飞机除了储能

方面的考虑外，还要整合电动机、

电力电子设备等分布式推进系统，

传统飞机的管状和翼状组合结构更

会被彻底取代。另外，液态氢的储

存需要极低的外界温度，冷却所需

的能量甚至相当于燃料自身能量的

45%，不但导致了复杂而沉重的隔

热壳体设计，从储存到输运的过程

中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巨大的能量

损失。显然，为了充分发挥液氢的

高能量密度，必须在轻量化储罐推

进低温冷却系统设计方面取得重大

进展。

除了航空业自身的努力外，氢

动力飞行的发展前景还与氢能源供

应链体系的构建有着密切联系。第

模块化氢储罐概念图（来源 ：通用氢能公司）

锂电池和氢燃料电池对比（来源 ：飞行汽车eVTOL）

锂电池 氢燃料电池

成本 较高 高

能源利用效率 高 较低

充电、加氢时间 /min ≥ 120 ≥ 5

寿命 约 1000 次充放电周期 大于 5000h

安全性 较高 较高

工作温度 /℃ -20 ～ 50 -30 ～ -70 启动

能量密度 较低 较高

功率密度 较高 低

启动时间 / s <5 >30

动态响应特性 较好 较差



28 航空动力 I Aerospace Power    2021年 第1期

综述┃Overview

“换氢”模式下的氢动力飞行市场体系构想（来源 ：通用氢能公司）

一，工业用氢目前只有 4% 是通过

电解制备的，其余如甲烷蒸气转化

法和煤炭气化法等都会产生副产物

二氧化碳，这与利用氢能源实现航

空业低碳发展的初衷是完全违背的，

而即便是电解如果不利用可再生能

源发电的话也无法成为“绿色”氢

能源。第二，即使不计算储存费用，

“绿色”氢气的生产成本接近航空煤

油的 3 倍。第三，氢能源基础设施建

设应与技术攻关同步进行，其中的

关键就是如何由工厂向机场输送液

氢以及如何在机场给飞机加氢。目

前有研究表明利用现有天然气网络

改造实现氢气运输是可能的，只是

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说起基础设施建设，就不得不

提到氢燃料电池汽车。就在过去 10

年，全球电动汽车产业迎来了突破

性发展的时候，曾经被业界高度看

好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却始终不温不

火。事实上，与氢燃料电池汽车相比，

纯电动汽车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无所

不在的电力基础设施的支持，哪怕

只有一个普通的家用插座也可以为

电动汽车充电，然而即便是发达国

家，例如，美国目前也只有 44 个加

氢站，严重的出行限制打消了市场

上绝大部分的购买热情。近一年来，

通用汽车、戴姆勒奔驰、日产以及

福特等老牌汽车制造商更是纷纷暂

停了氢燃料电池汽车研发计划。但

是与汽车出行的随心所欲完全不同，

氢动力飞行所针对的民用航空市场

则是严格按照时刻表点对点的，只

要让主要空港枢纽具备氢动力飞行

的服务保障能力，就可以盘活整个

市场的运转。还是以美国为例，想

要建设 15 万座加氢站、使之达到和

加油站相仿的分布密度无疑是异想

天开，但在未来将已有的 500 多个

支持民用飞行的机场进行基础设施

改造是很有可能逐步实现的。因此，

如果用氢燃料电池汽车暗淡的未来

去类比氢动力飞行是不合适的，后

者需要克服的社会发展惯性比前者

要小得多，当然它也需要更大的技

术飞跃去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

结束语
在氢动力飞行的发展前景和市场价

值越发得到航空界认可的同时，也

要认识到目前氢能源在理论和应用

研 究 上 还 存 在 很 多 未 知 领 域， 到

2025年氢动力技术成熟度至少达到6

级才有望在2030—2035年形成相关

产品进入市场。未来30年内，现有

的航空发动机仍将活跃在民航机队

中。这期间为了更好地适配现有机

队，无论是可持续航空燃料、全电

推进系统、混合电推进系统还是更

高效环保的燃气涡轮发动机，航空

动力系统仍需要尝试采用多种多样

的发展路径，为不同的飞行任务提

供不同的动力方案，以帮助整个行

业逐步实现低碳发展目标。   

（王翔宇，中国航发研究院，高

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发

展战略研究）

公路、铁路或水路运输 模块化氢储罐安装

氢储罐的检测与回收

绿色氢能的制备、填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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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Key Components of Variable Cycle Engines

变循环发动机关键部件特征分析

随
着未来作战任务复杂性的不

断提高与飞行包线的不断拓

展，航空发动机要具备多种

动力功能，可根据任务主动调节自身

工作状态，实现动力模式灵活切换，

并且在全飞行包线内具有最佳的综合

推进效率。为了适应复杂多变任务需

求，变循环发动机应运而生（如图 1

所示），它通过调整发动机一些部件的

几何形状、尺寸或位置，改变发动机

循环参数，实现不同特征的热力循环。

发动机的调节变量越多、热力循环参

数的调节范围越大，发动机工作模式

变化就越灵活，极大地增强了发动机

对复杂多变任务的适应能力。

变循环发动机关键部件方
案概况
变循环发动机的相关研究起步于 20

世 纪 70 年 代， 经 过 40 余 年 的 积 累

已逐步形成多样化方案，促进了变

循环发动机的技术发展。表 1 汇总

了典型变循环发动机方案的相关专

利，从中可以看出，以 GE 航空集团、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罗

罗公司、雷神技术公司（RTX）等

为代表的美欧航空界提出了基于不

同关键部件的变循环发动机方案。

变循环发动机关键部件主要包括核

变循环发动机主要通过对气流的合理分配与各部件的协同工作改变发动机热力循环模式。因此，部件协同是

变循环发动机实现预定功能的基础，而具备改变自身工作状态能力的部件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变

循环发动机的关键部件。

■  王子尧  董芃呈 / 中国航发研究院

心机驱动风扇（CDFS）、风扇叶尖

风扇（Flade）、涡轮叶尖风扇、辅

助涡轮系统、外涵道燃烧室、中压

涡轮导叶等。关键部件方案类型多、

分布广，从低压系统（如 Flade）到

高压系统（如 CDFS），从压缩部件

（如可变风扇系统）、涡轮（如辅助

涡轮系统）到燃烧室（如外涵道燃

烧室），遍布发动机整机范围。在

众多关键部件方案中，出现频率较

高的方案按照功能特征可大致归纳

为可变风扇系统、Flade 与涡轮叶尖

风扇。

可变风扇系统
变循环发动机与常规涡扇发动机一个

最显著的区别 ：变循环发动机将风扇

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段风扇位于

低压轴上，后段风扇位于低压轴或高

压轴上，两段风扇组成可变风扇系

统 ；可变风扇系统配合后段风扇机匣

以及模式选择阀、前涵道引射器等调

节机构，形成发动机双外涵构型，即

前、后两段风扇有各自的出口涵道，

并带有可调进口导叶，可在宽广的飞

行范围内更好地控制各涵道的空气流

量。按照后段风扇的驱动方式，可变

图1   变循环发动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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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系统可分为低压轴驱动可变风扇

与高压轴驱动可变风扇。

低压轴驱动可变风扇

以一种低压轴驱动可变风扇的

构型为例（如图 2 所示），前、后两

段风扇均连接在低压轴上，前段风

扇出口具有第二外涵道，后段风扇

出口具有第一外涵道与内涵道。由

于两段风扇均由低压轴驱动，风扇

转速可保持在较低的水平，易于满

足风扇转子强度限制，便于进一步

改型设计。

高压轴驱动可变风扇

后段风扇位于高压轴上的方案

即CDFS（ 如 图3所 示 ）， 其 基 本 功

能与低压轴驱动风扇一致，只是驱

动方式不同。由于采用高压轴驱动，

该方案更有利于充分利用高压涡轮

的做功能力及发动机整体的能量匹

配。然而，CDFS与高压压气机同在

高压轴上，CDFS实际上等效于高压

压气机的一部分，由于二者高度耦

合，使得CDFS的控制规律更为复杂，

设计难度较高。

风扇叶尖风扇
Flade 是在可变风扇系统基础上发展

出的一类可调部件。在典型双外涵

变循环发动机布局基础上，从风扇

向外延伸出一个单独流道，并且采

用一个连接在风扇转子叶片上的风

扇 级， 即 Flade。Flade 有 单 独 可 调

静子，可独立改变进入风扇和核心

机的空气流量和压比，使得发动机

循环变化范围进一步拓展，并且减

少了在亚声速和超声速工作时可能

产生的过大的溢流阻力，从而改善

发动机的安装性能。然而，Flade 与

风扇转子叶片相连，其径向位置及

叶片安装会引起应力提升，使得其

时间 专利号 机构 涉及的关键部件

1975 年 US3879941 GE 分段风扇、外涵道燃烧室

1977 年 US4043121 GE Flade、后涵道引射器

1977 年 US4064692 NASA 低压驱动增压级、涵道调节阀、涵道引射器

1978 年 US4068471 GE CDFS、前涵道引射器

1978 年 US4080785 GE 外涵道燃烧室

1978 年 US4069661 NASA 低压驱动增压级、涵道调节阀、涵道引射器

1995 年 US5404713 GE CDFS、Flade

1997 年 US5694768 GE 前、后涵道引射器

1998 年 US5806303 GE CDFS

2004 年 US6701717B2 罗罗 中压涡轮导叶

2005 年 US20050047942 GE CDFS、Flade

2005 年 US20050081509 GE CDFS、Flade

2005 年 US6837038B2 RTX 涡轮叶尖风扇

2006 年 US7134271 GE 涡轮叶尖风扇

2007 年 US20070186535 GE CDFS

2007 年 US7216475 GE CDFS、涡轮叶尖风扇

2007 年 US7246484 GE CDFS、Flade、三转子设计

2008 年 US20080141676 GE Flade

2009 年 US7614210 GE CDFS

2009 年 US7631484 GE 涡轮叶尖风扇

2011 年 US20110167784A1 GE Flade、混合压气机

2012 年 US20120131902A1 GE 涡轮叶尖风扇

2012 年 US8127528B2 RTX 涡轮叶尖风扇、双燃烧室

2015 年 US8943796B2 RTX 可变面积涡轮

2016 年 US9261019B2 罗罗 辅助涡轮系统

表1   变循环发动机方案相关专利 

图2   低压轴驱动可变风扇系统方案

前段风扇 低压轴驱动后段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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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速 受 到 Flade 转 子 强 度 限 制。 根

据 Flade 在发动机可变风扇系统中的

设置位置，可分为前置 Flade 与后置

Flade 两种类型。

前置Flade

前置 Flade 是自适应循环发动机

区别于其上一代变循环发动机最鲜

明的标志。自适应循环发动机基于

Flade 与 CDFS 等关键部件，配合模

式选择阀及前涵道引射器等涵道调

节机构，形成三外涵构型，可宽范

围调整发动机涵道比，实现比常规

变循环发动机更多的动力模式，进

一步提升发动机的任务适应性。然

而，前置 Flade 方案与发动机风扇耦

合程度很高，二者控制律设计复杂；

此外，Flade 叶尖转子的强度要求限

制了发动机低压系统的转速，大大

增加了低压系统的设计难度。

后置Flade

后置 Flade 是自适应循环发动机

中前置 Flade 方案的衍生方案。该方

案中后段风扇转子叶片带有一环状

结构，将流道一分为二，分别连通

第一外涵道与内涵道，形成 Flade 构

型（如图 4 所示）。后段风扇的导叶

也可相应分成上、下两段，并且可

以独立调节。与常规后段风扇方案

相比，该方案通过上、下两段导叶

分调，进一步增强了发动机内、外

涵道流量及压比的分配能力。然而，

与 前 置 Flade 不 同， 后 置 Flade 位 于

发动机内部，受流道空间限制，结

构设计难度较高。

涡轮叶尖风扇
涡轮叶尖风扇即在涡轮外围连接一

排短的转子叶片，实现与 Flade 相似

的调节效果。与 Flade 相比，该方案

由涡轮带动涡轮叶尖风扇对外涵道

气流进行增压，代替风扇执行部分

增压功能，有助于降低风扇转速，

同时保证较轻的质量和较高的可靠

性 ；此外，由于风扇转速下降，风

扇直径可以增加，有利于增大涵道

比。通过改变涡轮叶尖风扇的前后

位置、驱动连接方式和级数等，可

以产生较多衍生方案，如后置自由

涡轮叶尖风扇、低压涡轮叶尖风扇

与前置空气涡轮等。

后置自由涡轮叶尖风扇

后置自由涡轮叶尖风扇方案是

在现有变循环发动机方案基础上，

在发动机尾部加装涡轮叶尖风扇部

件，由低压涡轮后燃气与外涵道气

流驱动（如图 5 所示）。该方案中后

置自由涡轮叶尖风扇作为独立部件，

可实现较低转速，易于满足叶尖风

扇转子强度要求 ；对原有发动机方

案影响较小，易于与已有发动机方

案进行耦合设计。但该方案需要独

立支承结构，设计相对复杂。

低压涡轮叶尖风扇

该方案中低压涡轮叶尖风扇连

接在低压轴上，设置在原低压涡轮

之后，由原低压涡轮后燃气驱动（如

图 6 所示）。由于低压涡轮叶尖风扇

作为低压系统的一部分，可以采用

原低压涡轮的支承系统，无须进行

独立设计。但是，该方案低压涡轮

图3   一种自适应循环发动机构型

图4   后置Flade方案

第三外涵道

模式选择阀

第二外涵道

第一外涵道

后可变面积

涵道引射器

Flade

CDFS

后置 Fl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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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尖风扇的转速即低压转子转速，

相比另外两种方案转速更高，对叶

尖风扇转子强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涡轮叶尖风扇与低压系统紧密耦合，

调节原理与控制规律更为复杂。

前置空气涡轮

这种方案是将涡轮叶尖风扇前

置，由风扇后压缩空气直接驱动，

即构成前置空气涡轮（如图7所示）。

该方案中空气涡轮作为独立部件，可

实现较低转速，易于满足叶尖风扇

转子强度要求 ；此外，合理调节空

气涡轮部件，有利于提升压缩系统

喘振裕度 ；空气涡轮所处的区域位

于发动机前端，温度低、结构设计

空间大，便于开展适应性设计。但

空气涡轮结构相对复杂，并且与风

扇部件深度耦合，工况变化大、变

化规律复杂，设计难度大，设计风

险高，需要全新的设计理念与准则。

结束语
综合上述变循环发动机关键部件，

其设计思想可归纳为将传统发动机

的压缩、膨胀等主要功能部件的功

能进行分解、重组，进一步增强发

动机流量调节能力，促使发动机在

较宽范围内改变工作状态，以满足

不同任务需求。部件功能的分解、

重组基于新构型实现，如压缩功能

分解催生基于风扇分段的可变风扇

系统设计、压缩与膨胀功能融合催

生涡轮叶尖风扇设计等。而以可变

风扇系统、Flade、涡轮叶尖风扇等

为代表的关键部件及其相关改进设

计仍将是未来变循环发动机创新发

展的关键。                               

（王子尧，中国航发研究院，工

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总体结

构研究）

图5   后置自由涡轮叶尖风扇方案

后置自由涡轮叶尖风扇

图6   低压涡轮叶尖风扇方案

低压涡轮叶尖风扇

图7   前置空气涡轮方案

前置空气涡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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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Engine Technology

核心机技术发展研究

由
高压压气机、燃烧室和高压

涡轮组成的发动机核心机（如

图 1 线框内所示），包括了推

进系统中温度最高、压力最大、转速最

高的组件，其成本和周期在发动机研制

中占比重大，是发动机研制主要难点和

关键技术最集中的部分。据统计，发动

机研制过程中发生的 80% 以上的技术

问题都与核心机密切相关。

核心机研究的起源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受“要导弹不

要飞机”发展思路的影响，美国航

空发动机技术的研究和发展缩减到

了最小规模，技术水平和发展速度

也落后于苏联。同时，飞机对发动

机的需求也更具有针对性，特别是

加力涡扇发动机的出现，使发动机

各部件之间的匹配问题变得更加突

出。在研究经费大幅减少的情况下，

为降低发动机型号研制中的技术风

险，确保发动机研制成功，美国在

航空发动机技术的发展中增加了一

个预先发展阶段，即在将技术研究

成果用于型号研制以前，尽可能在

接近发动机真实工作状态下进行试

验和验证。

1959 年，美国空军航空推进实

验室（后并入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

正式向国防部提出了优先发展包括

高压压气机、燃烧室和高压涡轮 3

大关键部件的燃气发生器（核心机）

的想法，对应用研究中发展的 3 大部

件技术进行验证，并开始实施轻型

燃 气 发 生 器（LWGG） 计 划。1963

年，LWGG 计划取得初步成功，美

国国防部开始拨专款予以支持，并

将其更名为先进涡轮发动机燃气发

生器 (ATEGG) 计划。该计划利用应

用研究中获得的先进部件组成核心

机，并在真实环境状态下考核这些

部件和核心机的性能。

为与 ATEGG 计划相配合，美国

空军在 1967 年开始实施飞机推进分

系统综合（APSI）计划，目的是发

展低压系统部件技术，如进气道、

风扇、低压涡轮、加力燃烧室、喷

管和调节系统等。利用 APSI 计划发

展核心机以外的部件和系统技术，

是美国航空发动机技术发展中不可

或缺的一个环节，这一途径也一直

沿用至今。20 世纪 70 年代，为集成

验证 ATEGG 计划和 APSI 计划的研究

成果，美国开始实施联合技术验证

机（JTDE）计划，将上述两项计划

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组成一台可

工作的发动机，并验证所需的先进

技术。

验证核心机的发展历程
ATEGG 计划由空军推进实验室管

理，年度经费平均为 3000 万～ 4000

万美元。ATEGG 计划是一个持续发

展的计划，在 1988 年以后作为综合

高性能涡轮发动机技术（IHPTET）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空军通过核心机计划开展技术验证和提高技术成熟度，建立了丰富的经过验证的

核心机关键技术储备，此后投入使用的先进航空发动机均为这一技术途径的产物。

■  韩玉琪  董芃呈  王翔宇 / 中国航发研究院

图1   美国F119发动机的核心机

风扇
喷管

低压涡轮

加力燃烧室
高压压气机

高压涡轮

燃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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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子计划继续实施。在随后的

VAATE 计划中，通用核心机（MACE）

成为重点研究的 3 大技术领域之一，

分别是通用核心机、智能发动机、

耐久性。截至目前，美国已形成了

10 代验证核心机（见表 1），每一代

技术验证核心机都在前代基础上改

进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

通过长期的摸索，在核心机验

证技术的基础上，美国得出了航空

发动机技术“基础研究—部件—核

心机—技术验证机—工程验证机—

原型机”的发展途径和规律。通过

核心机和技术验证机，使发动机部

件和系统技术在用于型号研制之前

就 在 真 实 的 发 动 机 环 境 中 得 到 验

证， 充 分 暴 露 问 题。 通 过 不 断 改

进，核心机和验证机不仅是先进技

术的验证平台，也是型号发展的基

础，同时还发挥了筛选技术的重要

作用。

从美国核心机发展的历程可以

看出，采用成熟核心机衍生发展发

动机产品的主要优点包括 ：一是原

核心机的可靠性、耐久性和维修性

得到继承和提高 ；二是大量成熟技

术得到继承，创新的相对较少，技

术台阶低，研制难度小，可节省研

制经费、缩短研制周期、降低研制

风险 ；三是创新的先进技术提前在

发动机产品中得到验证和成熟度提

升，降低了下一代全新研制产品的

风险和费用 ；四是可以对军民用户

的不同任务需求做出快速反应，迅

速形成产品，例如，GE 航空集团的

民用发动机 CF34-10 的研制周期仅

为 24 个月。

核心机衍生发展发动机产品
核心机衍生发展发动机产品的

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来说，没有统一的发

动机类型或固定的工作过程参数组

合能以最佳方式适用于不同用途的

飞机。针对不同的用途设计涡扇发

动机时，在设计点上可以独立地选

取发动机的工作过程参数，来综合

平衡单位推力和耗油率的需求，具

体的考虑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是在

涡轮叶片材料水平、冷却技术和期

望寿命的综合考量下，选取尽可能

高的涡轮前总温，以提高单位推力

和循环热效率 ；二是总增压比的选

取主要考虑单位推力和耗油率的比

例分配，在最佳增压比附近对应较

大的单位推力 , 选取比最佳增压比更

大一些的增压比则可降低耗油率 ；

三是混合排气涡扇发动机有内、外

涵道气流总压在混合室进口近似相

等的条件限制，要获得大的单位推

力，就必须要有较高的风扇压比，

同时，在给定的压气机压比和涡轮

前总温情况下 , 风扇的高压比则导致

低涵道比 ；四是分别排气涡扇发动

机有内、外涵喷管出口速度近似相

等的条件限制，为了追求经济性，

涡轮前总温、高压气机增压比使发

动机具有较高的循环热效率，高涵

道比使推进效率较大，同时高涵道

比使得风扇压比的最佳值减小。

全新研制涡扇发动机时，在完

成高压压气机、燃烧室、高压涡轮

部件预研后，集成为核心机开展迭

代试验，一般需要 2~3 年，以评定

性能稳定性和构件的结构完整性，

解决部件之间的匹配问题，验证内

容包括 ：高压压气机喘振裕度、效

率、出口流场及与燃烧室的相容性；

燃烧室的温度场、热点温度对高压

涡轮的影响 ；高压涡轮效率、冷却

效果、涡轮前温度等 ；3 大部件的材

料特性、新工艺、部件使用寿命也

可以根据需要在核心机上考核。此

外，考虑到后续衍生系列发展的需

求，核心机应有一定的高压压气机

性能储备、燃气温度储备、转速储备，

以及可供传输大功率和大扭矩的低

压轴穿过的几何储备。

基于成熟的核心机，可采用匹

配不同低压部件的方式来衍生发展

发动机产品，具体包括 ：对于混合

排气涡扇发动机，可采用混合室的

代次
GE 航空集团 普惠公司

验证核心机 验证发动机 验证核心机 验证发动机

第 1 代 X370 GE1 STF200 的核心机 STF200

第 2 代 GE14 的核心机 GE14 JTF22 的核心机 JTF22

第 3 代 GE23 的核心机 GE23 PW685 PW690

第 4 代 GE29 的核心机 GE29 PW699 的核心机 PW699

第 5 代 XTC-45 GE37（XTE-45） XTC-65 XTE-65

第 6 代 XTC-76 XTE-76 XTC-66 XTE-66

第 7 代 XTC-77 XTE-77 XTC-67 XTE-67

第 8 代 VAATE 第 1 阶段

第 9 代 VAATE 第 2 阶段

第 10 代 VAATE 第 3 阶段

表1   美国主要的验证核心机发展情况



35航空动力 I Aerospace Power    2021年 第1期

技术┃Technology

进口内、外涵道气流总压近似相等

为风扇压比、涵道比是否合适的判

定准则，并同时确保推力满足衍生

需求 ；对于分排涡扇发动机，可采

用内、外涵喷管出口速度近似相等

为风扇压比、涵道比是否合适的判

定准则，并同时确保推力满足衍生

需求。

核心机衍生发展发动机产品的

主要方式

ATEGG 计划最初的目的是在研

究经费不足的情况下，重点开发验

证核心机。随着该计划的发展，美

国 20 世纪 70 年代后投入使用的先进

航空发动机都是这一技术途径的产

物，例如，F119 基于 XTC-65 核心机，

F100 基于 JTF-22 的核心机。在产品

研发中，可采用在核心机平台上验

证过的新技术来改进已有型号，满

足新的需求 ；也可选择合适的验证

核心机平台研制型号核心机，进而

衍生发展系列发动机，满足广泛的

动力需求。核心机衍生发展发动机

产品的主要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是核心机不动，改低压部件。

例 如，F101 发 动 机 与 F110-GE-100

发动机。F110-GE-100 发动机的风

扇是 F404 发动机风扇的比例放大 ；

核心机与 F101 发动机的基本相同，

为了适应直径减小的风扇流路，少

量改动了高压压气机静子的作动系

统、放气系统、燃油管路和燃烧室

机匣的后部构件 ；低压涡轮以 F101

发动机的低压涡轮为基础重新设计；

加力燃烧室是 F101 发动机燃烧室的

缩小型，喷管基于 F101 和 F404 发动

机的喷管改型。

二是改变流道件或者改变高压

轴 转 速。 例 如，F110-GE-100 发 动

机 与 F110-GE-129 发 动 机。F110-

GE-129 发动机继承了 F110-GE-100

发动机 81% 的零部件 ；使用新材料，

提高了涡轮进口温度和转子速度，

增大了涡轮压力 ；采用改进性能的

全 权 限 数 字 式 电 子 控 制（FADEC）

系统，代替了模拟式电子控制器和

机械 - 液压式控制器。

三是核心机加减级。增加级数

的 如 F100-PW-220 发 动 机 与 F100-

PW-229 发 动 机， 将 9 级 高 压 压 气

机的前 4 级改成 5 级，增大了流量。

减 少 级 数 的 如 GE90-76B 发 动 机 与

GE90-90B 发 动 机，GE90-90B 发 动

机按照三维气动力技术设计高压压

气机叶片，并取消了第 10 级，总级

数减少为 9 级。

四是核心机按比例缩放。例如，

英国罗罗公司的遄达 800 发动机与

遄达 900 发动机。遄达 900 发动机高

压压气机是遄达 800 按 90% 比例的

缩小型 ；遄达 900 高压涡轮几何尺寸

基本与遄达 800 相同，高压涡轮的转

速比遄达 800 高。

核心机衍生发展发动机产品的

典型代表

GE 航 空 集 团 将 经 过 充 分 考 验

和鉴定的 F101 发动机作为通用核心

机，改型研制了多型发动机（如图

2 所 示 ），F110 发 动 机 配 装 F-15 和

F-16 飞机使用，发展了 F118 发动机

配装 B-2 远程轰炸机，改进改型发

展 了 CFM56 发 动 机。 其 中，CFM56

发动机是民用航空发动机界的传奇，

迄今为止累计交付超过 30000 台，累

计飞行超过 10 亿 h，自 1979 年取得

适航证以来，共衍生发展出 CFM56-

2、CFM56-3、CFM56-5、CFM56-7

等 4 个系列、20 多个改型，推力范

围为 82.3 ～ 151.2kN。

结束语
美国军工领域有句口头禅 ：“今天的

研究是明天的技术，明天的技术就是

后天的产品。”这句话在核心机的发

展及作用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核心

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验证技术，提高

技术成熟度，但随着该计划的发展，

美国20世纪70年代后投入使用的先

进航空发动机都是这一技术途径的产

物，可以说衍生发展发动机产品是其

水到渠成的结果。                     

（韩玉琪，中国航发研究院，高

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综

合技术论证）图2   F101核心机的衍生系列化发展

F101 核心机

CFM56 系列

推力：82.3 ～ 151.2kN

F110 系列

推力：120.1 ～ 150.8kN

F118

推力：84.5kN

F101-GE-102

推力：133.4kN

B-1B

F-16C/D

F-15E

F-14

737

KC-135

E-6A

A320/A340

KE-3

DC-8
B-2

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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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100发动机

图2   AL-31F发动机

Structure Design Difference Between America and Soviet Third 
Generation Fighter Engines

美苏第三代战斗机用发动机结构设计对比

美
国 F-15 是一型全天候、高机

动性的战术战斗机，为获得

与维持空中优势而设计，是

美国空军现役的主力战机之一，是第

三代战斗机典型机型。为了获得高机

动性，美国空军要求 F-15 的推重比大

于 1.0，为此采用了两台推重比为 8.0 级

的普惠公司 F100-PW-100 小涵道比加

力式涡扇发动机（如图 1 所示）。单发

F-16 同属第三代战斗机，所用发动机

的型号为 F100-PW-220。

苏 -27 是苏联的单座双发全天候

空中优势战斗机，与 F-15 一样同属于

第三代战斗机，主要任务是国土防空、

护航、海上巡逻等。该机于 1969 年开

始 研 制，1977 年 5 月 20 日 首 飞，1979

年投入批生产，1985 年进入部队股役，

比 F-15 晚 11 年。苏 -27 采用了两台推

重比为 8.0 级的 AL-31F 小涵道比加力

式涡扇发动机（如图 2 所示）。

F100与AL-31F发动机
概况
F100 是 世 界 上 最 早 投 入 使 用 的 推

重比达 8.0 级的军用发动机。F100-

PW-100 由 3 级风扇、10 级高压压气

机、短环形燃烧室、2 级高压涡轮、

2 级低压涡轮与带平衡梁式收敛 - 扩

张型喷管的加力燃烧室组成。F100-

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国几乎同时开始了第三代战斗机（按照美国的战斗机划代标准）的研制工作，对配

套发动机的性能乃至设计都提出了巨大挑战。为满足推重比要求，美苏在发动机结构设计方面采取的措施或

异曲同工，或大相径庭。

■  陈光

PW-100 于 1970 年 3 月开始全面工程

研制，1972 年 2 月进行 60h 飞行前规

定试验，1973 年 10 月通过 150h 定型

试 验，1974 年 11 月 交 付 空 军 使 用。

F100 的推力增长型 F100-PW-229 采

用提高了效率的核心机、增加流量

的风扇、多区燃烧的加力燃烧室、

寿命为 2000h 的齿轮式燃油泵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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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AL-31F高压压气机转子

了性能的数字式电子控制系统，检

修间隔为 4000 循环。

AL-31F发 动 机 是 由 苏 联 留 里

卡土星科研生产联合体于1976年在

AL-21的基础上研制的带加力燃烧室

的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AL-31F发

动机由4级风扇、9级高压压气机、

环形燃烧室、1级高压涡轮、1级低

压涡轮与带收敛-扩张式喷管的加

力燃烧室组成。在研制过程中，AL-

31F发动机遇到了超重和涡轮效率比

设计值低两个严峻考验。通过对总体

结构的大改和提高涡轮前温度（同时

改进了涡轮冷却设计，并采用了更先

进的工艺、材料和涂层），设计人员

最终克服了上述两大困难，成功实现

了发动机的定型。

风扇结构设计
大部分军用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

风 扇 为 3 级， 但 AL-31F 却 采 用 了 4

级风扇，其增压比为 3.6（平均级压

比 1.38）。 因 此 AL-31F 发 动 机 零 件

数、质量与长度均大于 F100 的 3 级

设计。为了提高风扇叶片抗外物打

击能力与解决叶片振动问题，AL-

31F 的前 3 级风扇采用了叶身中间凸

肩，凸肩间相互抵紧形成整环，第

1 级的凸肩还用于解决叶片颤振问

题。F100-PW-100 的 3 级 风 扇 叶 片

全部采用了叶身中间凸肩，但 F100-

PW-229 中仅前 2 级采用叶身中间凸

肩。

在风扇转子叶片方面，AL-31F

出人意料地采用了大展弦比（即窄

弦）设计。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苏

联的发动机如 R-11F-300 的压气机

转子叶片就采用了宽弦设计，而当

时的英美发动机全都采用窄弦设计；

到 20 世 纪 80 年 代， 英 美 发 动 机 的

风扇与压气机转子叶片逐渐由窄弦

向宽弦设计过渡，而苏联发动机却

走了相反的发展道路。窄弦设计使

AL-31F 的风扇叶片承受外物打击的

能力变差。尽管后来在飞机设计上

采取了防外物进入发动机的措施（如

可收放的防尘网等），但这一缺陷还

是对飞机的出勤率造成了影响，甚

至引发了几起严重事故。

高压压气机转子结构设计
F100-PW-100 设 计 年 代 较 AL-31F

早几年，高压压气机转子的轮盘与

鼓环之间还是采用复杂的多根短螺

栓连接方式。F100-PW-229 则采用

焊接转子，前 2 级钛合金轮盘与鼓环

焊为一体，第 3 级钛合金轮盘为单独

个体，后 7 级高温合金的轮盘与鼓环

焊接成一体，整个转子由 3 个组合件

在第 3 级盘处用短螺栓连接，这是现

代发动机广泛采用的结构。由于当

时苏联无法将高温合金的轮盘与鼓

环焊接在一起，因此 AL-31F 的高压

压气机转子采用了焊接与长螺栓两

种连接方式，即前 3 级钛合金轮盘与

鼓环焊为一体， 第 4 ～ 6 级钛合金轮

盘与鼓环焊为一体，后 3 级采用多根

长螺栓连接。整个转子由 3 个组合件

组成，即前 3 级转子在第 3 级盘处用

短螺栓与第 4 ～ 6 级转子连接，而后

3 级转子用长螺栓与第 6 级轮盘后伸

表1  F100-PW-100与AL-31F发动机主要参数

型号参数 涵道比 总压比 推重比
涡 轮 前 温

度 /K

空 气 流 量 /

(kg/s)

中 间 推 力 /

kN

最 大 加 力

推力 /kN

中 间 耗 油 率 /

（kg / (N·h)）

最 大 加 力 耗 油 率 /

（kg / (N·h)）

最 大 直

径 /m
长度 /m

F100-PW-100 0.6 25.0 7.8 1672 101.1 65 105.9 0.0720 0.231 1.18 4.856

AL-31F 0.6 23.6 7.1 1665 112.0 76.2 122.6 0.0795 0.200 1.30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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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锥轴连接在一起，这是一种不得

已而采用的过渡设计（如图 3 所示）。

AL-31F 的 9 级高压压气机转子

叶片全部采用环形燕尾榫根装在轮

盘轮缘的环形燕尾槽中，这是唯一

的整个转子所有级全都采用环形燕

尾榫根的发动机（RD-33 中前 3 级为

纵向燕尾榫根）。环形燕尾榫根结构

最早用于 CF6-6 发动机中，这种结

构除了可简化轮盘榫槽加工外，最

大的好处是能在打开压气机机匣后

拆换叶片，但其承载离心力的表面

比纵向燕尾榫根显著减小。因此，

在绝大多数发动机中，高压压气机

前几级叶片较大、离心力大，不采

用环形燕尾榫根。F100-PW-100 高

压压气机的转子叶片全部采用传统

的纵向燕尾榫根，而 F100-PW-229

高压压气机转子的前 4 级叶片采用了

纵向燕尾榫根，后 6 级则采用环形燕

尾榫根。

高压涡轮冷却系统
为解决因涡轮前温度提高带来的涡轮

叶片断裂问题，AL-31F的冷却系统

中有一处独特的设计，即由高压压气

机出口处引出的冷却空气经过换热器

降温后，再去冷却高压涡轮部件，以

提高冷却效率。具体做法是，由燃烧

室机匣外壁处引出占内涵道空气量

8.9%的高压空气，流入置于燃烧室

机匣上换热器中（如图4所示），与

由外涵道流入的温度较低的空气进行

热交换，使由高压压气机引出的空气

降温125 ～ 210℃。这些冷却后的空

气中，有一部分经高压涡轮导向器的

中腔进入，除用于导向叶片冷却外，

还进入高压涡轮盘前对轮盘冷却 ；另

一部分冷却后的空气用于高压涡轮转

子叶片冷却。采用这种方法可使涡轮

工作叶片能承受更高的燃气温度，或

保持一定的温度下降低对涡轮叶片材

料的要求。

附件中心传动装置主动锥
齿安装方式
F100 的高压压气机前滚珠轴承外环

装在折返式弹性支座中，内环装在

高压压气机前轴上，附件中心传动

装置中的主动锥形齿轮直接装在滚

珠轴承前端。这种设计在许多发动

机 中 得 到 应 用， 如 F404、CFM56、

GE90 与 PW4000（如图 5 所示）等。

在这些发动机中，高压压气机前滚

珠轴承均是通过弹性支座支承于机

匣中的，说明此处采用弹性支座后，

对锥形齿轮啮合间隙以及锥形齿轮

正常工作影响不大。

AL-31F 的 高 压 压 气 机 前 滚 珠

轴承也是通过弹性支座支承于机匣，

但附件中心传动装置中的主动锥形

齿轮却未装在高压压气机前轴上，

而是将主动锥齿支承在两个轴承上。

高压压气机前轴与主动锥齿通过浮

动套齿轴连接，即浮动套齿轴前端

的外套齿与主动锥齿的内套齿啮合，

后端的外套齿则与高压压气机前轴

的内套齿啮合。当时的设计人员认

为，如果将主动锥齿直接装在高压压

气机前轴处，滚珠轴承所用的弹性支

座会在工作中影响锥形齿轮副的啮合

间隙，对附件传动链工作不利，因此

才将主动锥齿与高压压气机前轴分离

出去，单独支承。在这种观点的影响

下，同期研制的RD-33也采用了类似

图4   AL-31F用于涡轮冷却的热交换器 图5   PW4000主动锥齿直接装在高压压气机前轴上

热交换器

机匣

挤压油膜

弹性支座

的拉杆

高压压气

机轴

承力锥体

轴承座

中介轴承

低压涡轮轴钛

合金中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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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设计人员事后意识到，AL-

31F的这种设计与F100发动机相比是

典型的简单问题复杂化——不仅增加

了零件与轴承数量，而且使发动机质

量增加。

高压涡轮后端支承方式
F100 发动机高压涡轮后端的支承方

式采用了普惠公司的传统设计，即

高压涡轮后端的滚棒轴承置于高压

压气机与高压涡轮之间，通过燃烧

室机匣将负荷外传，这种设计不仅

使发动机多 1 个轴承腔，而且 2 级涡

轮轮盘还是悬臂支承的，显然对高

压转子的转子动力学特性不利。AL-

31F 的高压涡轮后滚棒轴承支承于低

压转子上，成为一个中介轴承，高

压涡轮后轴承的负荷通过低压转子

后轴承外传，整台发动机因此可减

少 1 个承力机匣与轴承滑油腔，不仅

使发动机零件数减少，而且发动机

长度也可减少。

在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中，一

般高压转子由两个支点支承，低压

转子则由 3 个支点支承，即风扇转

子支承于前后两个支点上，低压涡

轮转子后端支承于 1 个支点上，其

前端通过联轴器支承于风扇后支点

处。以往的 3 支点的设计必须采用柔

性联轴器，以适应 3 支点的不同心，

即低压涡轮转子允许绕轴心偏离一

个角度。但当高压涡轮通过中介轴

上就曾采用过，但在轮毂上开孔会

影响轮盘的强度与使用寿命，因此，

20 世纪 70—80 年代发展的发动机已

不采用这种结构。F100 发动机高压

涡轮轮盘轮毂处向后有用于连接的

向内的安装边，螺栓孔开在此安装

边上，避免在轮毂上开孔，这种连

接方式在近些年研制的发动机中被

较多采用。

AL-31F的钛合金低压涡
轮轴
为了减轻发动机的整体质量，AL-

31F 发动机连接低压涡轮与风扇间的

低压涡轮传动轴前后分为 3 段。前、

后段因为有传递扭矩的花键，由高

强度的合金钢制成，中段仅传递扭

矩与轴向力，由钛合金制成，3 段间

用径向销钉连为一体。这种以将细

长的传动轴做成由 3 段不同材料制成

的结构来减轻发动机质量的方式十

分罕见。

结束语
AL-31F与F100同属用于第三代战斗

机的发动机，但投入服役的时间晚

了10年。 尽 管AL-31F在 结 构 上 有

一些奇思妙想的独特设计，但在整

体设计水平上却落后于F100。而对

比第二代战斗机用发动机，苏联的

R-11F-300发动机在结构设计中的许

多方面是优于美国J79发动机的。究

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受赫鲁晓夫

“两弹打天下”战略思想的影响，飞

机与发动机的资金缺乏、发展受限，

以致在短短几年的时间，美苏间的

航空技术能力与水平就拉开了差距，

其中的教训值得深思。           

（陈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退休

教授，著名航空发动机专家）

承支承于低压涡轮转子时，就不能

采用柔性联轴器，否则高压转子后

支点会颠簸，造成叶尖间隙极不均

匀，并影响高压转子的动力学特性。

为此，在 3 支点的低压转子支承方案

中，必须采用刚性联轴器，这就需

要提高机匣与转子的加工精度，保

证机匣中 3 个轴承安装孔要在一根轴

线上，同时转子上装 3 个轴承的轴颈

处应保证同心。

由于当时苏联对长度较长的低

压涡轮轴的加工精度达不到要求，

因此 AL-31F 的高压转子选择了目前

普遍采用的 1—0—1 方式（如图 6 所

示）。即高压压气机前采用滚珠轴承

与高压涡轮后采用滚棒轴承 ；低压

转子却采用了最原始的 4 支点方案，

即风扇转子支承于前后两个支点上，

低压涡轮转子也支承于前后两个支

点上。由于低压涡轮转子是支承于

前、后两个支点上，工作会非常平稳；

高压转子后轴承支承其上，工作也

较平稳。为了克服柔性联轴器对高

压转子带来的问题，AL-31F 采取的

上述措施虽然解决了问题，但却在

发动机中增加一套零件多、结构复

杂的联轴器，增加了发动机质量。

AL-31F 发 动 机 的 高 压 涡 轮 轮

盘与涡轮前、后轴是通过多根螺栓

连接起来的，即在轮盘轮毂上开有

多个螺栓孔。由于这种在轮毂上开

孔的设计比较简单，在早期发动机

图6   AL-31F发动机转子支承方案

风扇前滚棒轴承 低压涡轮前滚棒轴承

风扇后滚珠轴承 联轴器 高压压气机前滚珠轴承

高压涡轮后滚棒轴承（中介轴承）

低压涡轮后滚棒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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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直升机传动系统示意图

Research on Improving Dry Running Capability for the Main Gearbox of 
Transmission System

提高传动系统主减速器干运转能力研究

传
动系统（见图 1）是直升机的

三大关键动部件之一，也是

极易受损的部件之一，直接

影响到直升机的生存能力。当润滑系统

不能正常供油时，整个齿轮传动系统将

会处于干运转状态，此时齿轮表面温度

会急剧升高，进入剧烈黏着磨损阶段，

轮齿温度急剧升高后齿轮的材料强度会

下降，同时会使齿轮摩擦副基体材料本

身所受的应力提高，加速齿轮表面损伤

和破坏，使减速器在短时间内遭到严重

破坏，以致失去传动旋翼的功能，导致

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提升减速器的干

运转能力，成为现代直升机先进设计及

试验的一项重要技术指标，开展直升机

传动系统干运转设计、分析、试验等技

术研究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1]。

直升机主减速器干运转现状
目前，许多国家和机构已经对直升

机 传 动 系 统 的 干 运 转 能 力 开 展 了

大 量 且 系 统 的 研 究 工 作。 铁 姆 肯

（Timken）公司研制了多种含油粉

末冶金材料制造圆锥滚子轴承的保

持架来改善其轴承的干运转工作能

力。斯凯孚（SKF）公司对在贫油

或边界油膜区工作条件下的直升机

主减速器单列球轴承和行星齿轮双

列圆柱滚子轴承失效开展了大量试

直升机主减速器一旦进入干运转状态，其主要转动零件的工作温度便会急剧升高，可能引发灾难性事故，迫

切需要一套成熟的方法对干运转能力进行准确预测。

■  王俊  张涛  孙炫琪  刘李  傅旦 / 中国航发动研所

验研究。卡门（Karman）公司通过

发动机机体内减速器及发动机附件

传动的大量试验，发现合理增大齿

轮侧隙，采用热强度较高的材料加

工齿轮，同时设计应急润滑油箱，

可将传动系统的干运转能力提高到

30min。

现有不少机型都采用了不同的

应急润滑措施。例如，AH-64 阿帕

奇直升机减速器高速齿轮的内孔中

设置了油芯，在干运转状态时借助

离心力作用通过齿轮轴上的孔对齿

轮和轴承提供一定程度的润滑 ；“海

豚”直升机主减速器设置了应急润

滑系统。

目前，米 -17、AB139 以及 UH-

60“黑鹰”等直升机主减速器的干运

转能力均不小于 30min，EH101 直升

机主减速器的干运转能力甚至达到

了 45min 以上。由于提高传动系统干

运转能力技术难度大，同时相关技

术严格封锁，因此解决传动系统干

运转能力问题只能自主设计及试验

研究。

影响主减速器干运转能力
的主要因素
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第 29 部（CCAR-

29-R1）第 29.927 条（C）款润滑系统

失效试验 A 类要求规定，直升机减

速器应具备 30 min 干运转能力。影

响主减速器干运转能力的薄弱环节

主要为齿轮、轴承、滑动摩擦结构

件（如行星级垫片）等部件以及润

输入
动力轴

接旋翼轴
接尾桨

尾传动轴

中间减速器

尾减速器

主减速器输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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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油性能和整机工作性能。

齿轮、轴承对干运转性能的影响

干 运 转 工 作 状 态 下， 减 速 器

的齿轮、轴承等零件局部温度高达

500℃，因此其温度场热强度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减速器的干运转能力。

尤其是减速器高速、重载的轴承和

齿轮，由于载荷大、转速高、发热多，

在干运转状态下往往最早发生破坏。

从直升机主减速器干运转试验时输

入小齿轮滚子轴承的温度与时间的

关系曲线（见图 2）可知，进入干运

转状态后轴承温度会急剧升高，导

致轴承在较短时间内失效。

滑动摩擦结构件对干运转性能

的影响

减速器中滑动摩擦结构是干运

转薄弱环节之一，在实际使用中会

出现润滑不良而导致滑动摩擦部件

损坏等故障。例如，作为典型滑动

摩擦结构件的主减速器行星级下垫

片，在使用过程中就曾出现由于润

滑不良而发生粘连、断裂以致主减

速器卡滞的故障。

由于耐磨层材料具有自润滑能

力，在干运转状态下磨损小、温升慢，

选用耐磨固体自润滑材料，可大幅

度提高滑动摩擦构件的寿命、可靠

性及干运转能力。

润滑油性能对干运转性能的影响

润滑油的蒸发率对减速器干运

转工作性能影响较大。在高温工作

条件下，润滑油容易蒸发，对主减

速器干运转工作状态不利。例如，

MIL-L-7808 标准润滑油的蒸发率比

MIL-L-23699 标准润滑油高许多（见

图 3），采用 MIL-L-23699 标准润滑

油可显著延长工作时间。因此，进

行润滑油性能对比研究和选择合适

的润滑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长

减速器的干运转时间。

行星系固定齿圈对干运转性能

的影响

行星传动是主减速器在干运转

状态下另一个容易出现故障的部位。

由于齿轮滑动速度高、离心力大，

从而发热量大、温度高，在无润滑

和冷却时易造成损坏。图 4 给出了直

升机主减速器干运转试验时固定齿

圈温度与时间的关系曲线。

减速器进入干运转工作状态时，

轮齿接触面因转动产生高温膨胀导

致齿面胶合，齿隙消除会使齿轮副

发生干涉，故合理设计轮齿侧隙可

提高减速器的干运转能力。由于主

减速器行星系固定齿圈一般尺寸较

大，热处理变形难以控制，因此采

用合理的热处理工艺和齿面硬度能

提高固定齿圈的干运转能力。

提高主减速器干运转能力
的途径

提高齿轮的干运转能力

在减速器构型和结构不进行大

改动情况下，从工艺上采取措施来

提升减速器干运转能力，具体可通

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 ：提高齿轮材

料的强度和硬度 ；提高齿轮的加工

精度并且采用齿面、齿向的修形技

术 ；降低齿轮副间的摩擦系数。

离 子 注 入 法 [2] 对 金 属 有 固 溶、

位错、晶界以及弥散强化等作用，

能够改善金属零件表面的硬度，减

少 摩 擦 系 数， 促 进 金 属 零 件 的 抗

磨损能力，因此可通过离子注入技

术确定金属零件合适的工艺加工参

数达到提高轮齿干运转的能力。对

35Cr
2Ni4MoA齿 轮 钢 进 行 离 子 注 入

后，分别测量了8个有效试样的硬度

值（见表1）。结果表明：离子注入后，

35Cr2Ni4MoA齿轮钢试样表面硬度均

有显著提高。

提高轴承的干运转能力

减速器干运转试验结果表明，

轴承滚动体以及保持架极易出现损

坏。滚动轴承游隙因热膨胀而丧失，

出现轴承抱轴、滚动轴承保持架（如

图2   轴承温度与时间的关系曲线 图 3   滑油的蒸发率 图 4   固定齿圈温度与时间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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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保持架、尼龙保持架）因高温

而陷落甚至熔化、滚动轴承滚道烧

伤或剥落、滚子回火等现象，导致

轴承不能正常工作。因此，通过选

取合适的轴承材料、合理的轴承参

数以及先进的轴承加工工艺方法，

能够大大改善轴承耐受干运转高温

特性，使减速器干运转能力显著提

高。例如，保持架选用 M-50 钢同时

镀银使轴承能长期在 430℃温度场下

正常工作。

提高滑动摩擦构件干运转能力

主减速器行星级下垫片和滑动

轴承是典型的滑动摩擦结构件，提

高其干运转能力，不仅能解决型号

取证的迫切需要，更可为直升机其

他滑动摩擦结构干运转设计提供参

考。通过选用合适材料以及合理的

结构，提高零件表面的自润滑能力，

减小表面的摩擦系数，是提高滑动

摩擦件干运转能力的主要途径。

试验表明，以纳米 WS
2 作为核

心润滑组元，以石墨、MoS2 作为辅

助协作润滑组元，以 Ni、Sn 等作为

合金强化元素，采用粉末冶金烧结

技术结合其他工艺制备整体式、双

金属、三层复合结构等材料，可以

明显提高滑动摩擦构件整体力学性

能和减摩、耐磨性能。

采用离子注入和自润滑膜的表

面改性相结合的工艺措施

离子注入和自润滑膜结合的表

面改性方案有以下优点 ：离子注入对

基材的强化，可以提高基材的硬度，

降低沉积在基材上固体润滑薄膜的摩

擦系数，提高耐磨性能 ；离子注入可

降低基材的摩擦系数，提高耐磨性能。

因此，即使在高速运转阶段，自润滑

膜被完全磨损掉了，由于齿轮齿面已

经被强化，也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

齿轮的抗胶合能力。

采用 35Cr
2Ni4MoA 齿轮钢试样进

行试验的结果（见表 2），表明膜层

的耐磨寿命受基材硬度的影响，在

35Cr2Ni4MoA 试 样 上 注 入 N+Ti 元 素

后，该试样上沉积的膜层的耐磨寿

命最长。因为在摩擦过程中，承受

载荷的主要是基材，基材的硬度越

大，膜层的耐磨寿命越长。

由以上试验结果分析显示 ：通

过离子注入和自润滑复合薄膜改性

层，可有效提高齿轮钢的干运转能力。

设计辅助润滑系统

在减速器设计中，通常考虑添

加辅助润滑油系统或设计油兜结构，

来解决直升机传动系统抗干运转的

能力。一旦系统检测到传动系统处

于润滑油贫油或边界油膜区工作时 ,

辅助润滑系统便提供润滑油起到润

滑传动系统的作用，达到使减速器

正常运转的目的。贝尔公司通过采

用应急润滑系统，将直升机减速器

的干运转试验时间提高到 4h。卡门

公司通过采取高热强度齿轮钢，合

理增大轮齿设计侧隙以及提供应急

润滑系统等技术手段，使减速器干

运转能力提高至 30min[3]。

采用油雾润滑技术

油雾润滑是将雾化为小液体颗

粒的润滑油连续输送到金属零件表

面并形成润滑油膜的工程技术。油

雾润滑系统具有润滑耗油量少和降

低金属零件表面温度的作用，在应

急润滑系统中使用，可以有效提高

减速器的干运转能力。

结束语
影响减速器干运转能力的因素较多，

通常减速器中某一构件干运转能力

低，可能会影响整个减速器的干运

转能力，设计时应找准干运转薄弱

环节，并设法消除。同时，采用自

润滑材料可以显著提高摩擦构件的

干运转能力。                           

（王俊，中国航发动研所，高级

工程师，主要从事直升机传动设计

技术的研究）

参考文献

戴振东，寥自灿，刘贵龄，等. 直升

机传动系统干运转能力的研究[J]. 机械

科学与技术，1999，18(2) ：255-258.

王钧石，柳襄怀，王曦，等. 等离子体

源离子注入表面改性研究及应用[J]. 材

料热处理学报，2002，23(1) ：25-27. 

Abdelmaseh M, Orkin C, Sikorski E. 

Seaspriteoil out transmission testing 

[C] .  Annua l  forum proceedings-

american helicopter society. Saint Louis, 

USA:AHS,1993(49): 1457-1470. 

[1]

[2]

[3]

35Cr2Ni4MoA

试样编号

1#

（原始）

2#

（注 N）

3#

（Ti/N 共注）

4#

（注 Ti）

5#

（Ta/N 共注）

6#

（注 Ta）

7#

（Mo/N 共注）

8#

（注 Mo）

硬度 /HK 608 775 766 749 735 642 761 660

35Cr2Ni4MoA

试样

硬度

1#

（原始）-

镀膜

2#

（ 注 N）-

镀膜

3#

（Ti/N共注）

- 镀膜

4#

（ 注 Ti）-

镀膜

5#

（Ta/N 共

注）-镀膜

6#

（注 Ta）-

镀膜

7#

（Mo/N 共

注）-镀膜

8#

（ 注 Mo）

- 镀膜

耐磨寿命/min 108 175 280 170 249 230 130 168

表1   试样的显微硬度结果 [2] 

表2改性层的耐磨寿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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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数值仿真中网格生成技术的应用

与发展 *

航
空发动机数值仿真技术融合

了先进航空发动机设计技术

和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在

计算机虚拟环境中实现对航空发动机整

机、部件或系统的高精度、高保真多学

科耦合数值模拟（如图 1 所示）。在数

值仿真过程中，计算模型中离散点的集

合被称为网格，产生这些节点的过程就

是网格生成。网格生成技术是连接物理

模型与计算模型进行数值仿真的纽带 ：

网格的生成质量可决定后续计算过程的

精度、效率乃至成败 ；复杂数值模拟问

题的网格生成过程严重依赖于操作人员

的经验，无法做到完全自动化，其消耗

的工作量可能会占整个数值模拟工作量

的绝大部分。

网格生成技术现状
根据生成网格单元拓扑是否具有规

律，可分为结构化网格和非结化构

网格。数值计算需要知道每一个节

点的坐标，以及每一个节点的所有

相邻节点。对于结构化网格来说，

在数值离散过程中，需要通过网格

网格生成技术连接物理模型和计算模型，在航空发动机数值仿真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网格的生成质量决

定了是否能够精确地表达出计算对象，对数值计算最终的分析结果的精度、效率以及收敛性也有重要影响。

■  周帅  付琳  汪丁顺  李义进  刘魁 / 中国航发研究院

图1   航空发动机整机模型及网格示意

节点间的拓扑关系获得所有节点的

几何坐标，结构网格的可控性较高，

也就是说在哪里加密，在哪个方向

加密，都比较好操作 ；而对于非结

构网格，由于节点坐标是被显式地

存储在网格文件中，因此并不需要

*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基金（2017-I-0003-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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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任何解析工作。

结构化网格

结构化网格的优点是节点与邻

点关系可以依据网格编号的规律自

动得出，很容易实现区域的边界拟

合 ；缺点是适用的范围比较窄，只

适用于规则的形状。结构化网格的

生成技术包括 ：代数网格生成方法，

主要应用参数化和插值的方法 , 对处

理简单的求解区域十分有效 ；偏微

分方程（PDE）网格生成方法，主

要用于空间曲面网格的生成。结构

化网格易于编程实现，也易于构造

高精度离散格式，例如，QUICK 格

式（一种计算控制体界面值的二次

插值计算格式）就很难在非结构化

网格下实现。因此很多关于新离散

格式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在结构化网

格的基础上推导出来，再扩展到非

结构化网格上的。

在航空领域，结构化网格可以

很容易地实现区域的边界拟合 , 适用

于计算流体和表面应力集中等情况，

网格生成速度快且质量好，数据结

构简单，对曲面或空间的拟合大多

数采用参数化或样条插值的方法得

到，与实际的模型更加接近。但是

结构化网格最典型的缺点是适用的

范围比较窄，尤其随着近几年计算

机和数值方法的快速发展，针对复

杂区域求解越来越高的要求，结构

化网格生成技术短板逐渐凸显，亟

需更新方案与算法。

非结构化网格

非结构化网格技术主要弥补了

结构化网络不能解决任意形状和任

意连接区域网格划分的缺陷。在这

种网格中，单元与节点的编号无固

定规则可遵循，并且每个节点的邻

点个数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

非结构化网格中节点和单元的分布

可控性好，能够较好地处理边界，

适用于流体机械中复杂结构模型网

格的生成。非结构化网格生成方法

在其生成过程中采用一定的准则进

行优化判断，因而能生成高质量的

网格，很容易控制网格大小和节点

密度，所采用的随机数据结构有利

于进行网格自适应，提高计算精度。

非结构化网格生成技术还可以

从生成网格的方法来区分，针对平

面三角形网格生成方法 , 比较成熟的

是基于三角剖分（Delaunay）准则的

网格剖分方法、波前法网格生成方

法以及基于梯度网格尺寸的三角形

网格生成方法。曲面三角形网格生

成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在

曲面上生成曲面三角形网格，另外

一种是采用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网格

技术耦合的方法 , 即在平面生成三角

形网格以后再投影到空间曲面上。

三维实体的四面体和六面体网

格生成方法现在还很不成熟，部分

四面体网格生成器虽然可以使用，

但是仍然不能实现对任意几何体的

剖分，目前的解决方案是采用分区

处理的方法 , 将复杂的几何区域划分

为若干个简单的几何区域分别剖分

后再合成。六面体网格生成技术主

要采用的是间接方法，即以四面体

网格剖分作为基础生成六面体网格，

这种方法生成的速度比较快，但是

生成的网格很难达到完全的六面体，

会剩下部分四面体，四面体和六面

体网格之间需要金字塔形的网格来

连接。

非结构化网格方法有两个缺点：

一是不能很好地处理黏性问题 ；二

是对于相同的物理空间，网格填充

效率不高。与结构化网格的定义相

对应 , 非结构化网格是指网格的内部

结点不具有相同的毗邻单元，即与

网格剖分区域内的不同内点相连的

网格数目不同。从定义上可以看出 ,

结构化网格和非结构化网格有相互

重叠的部分 , 即非结构化网格中可能

会包含结构化网格的部分。当前非

结构化网格生成技术中只有平面三

角形的自动生成技术比较成熟，平

面四边形网格的生成技术正在走向

成熟，而空间任意曲面的三角形、

四边形网格、三维任意几何形状实

体的四面体和六面体网格的生成技

术都远未成熟。

两种网格的对比

对于复杂几何模型来说，应用

结构化网格或非结构化网格都存在

一定的困难，结构化网格需要做分

区拓扑，非结构化网格需要修补几

何。结构化网格相比非结构化网格

对拓扑要求更高，但是节省内存、

计算快、精度相当。非结构化网格

或结构化网格的分类标准只与网格

存储方式有关，与网格的形状无关。

由于非结构化网格求解器缺少将结

构化网格的几何拓扑规则映射到节

点坐标的功能，所以非结构化网格

求解器只能读取非结构化网格 ；同

时，由于非结构化网格缺少节点间

的拓扑规则，结构化网格求解器无

法读取非结构化网格。当前大多数

的求解器为非结构化的，因此网格

的导出形式常常是非结构化的。

非结构网格针对复杂几何具有

良好的适应性，但是在提升精度和

收敛性时手段复杂，且由于数据随

机访问导致效率较低。对于复杂几

何模型，结构化网格难以生成，但

在其他方面却具有突出优势，例如

在结构化网格下使用差分法可以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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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达到五阶精度，实现激波和旋涡

捕捉，实现简单、效率高。

无论是结构化网格还是非结构

化网格，都需要按照下列步骤生成

网格 ：一是建立几何模型，几何模

型是网格和边界的载体，二维问题

的几何模型是二维面，三维问题的

几何模型是三维实体 ；二是划分网

格，在所生成的几何模型基础上，

应用特定的网格类型、网格单元和

网格密度对面或体进行划分，获得

网格 ；三是指定边界区域、为模型

的各个区域指定名称或类型，为后

续给定模型的物理属性、边界条件

和初始条件做好准备。

网格生成技术在航空发动
机数值仿真中的应用
在航空发动机常用的数值仿真中会

涉 及 到 气 动、 强 度、 燃 烧、 传 热、

声学等学科，而学科的差异会导致

网格生成对象的复杂程度、网格的

需求和网格的类型的差异化。航空

发动机气动数值仿真的目的是为部

件设计定型并进行性能分析，过程

中涉及到的进气道、压气机、燃烧室、

涡轮、喷管等复杂结构，需要高精

度网格表达构型。

在生成结构化网格时，由于构

型复杂、分区麻烦，目前商业软件（如

NUMECA公司的IGG/AUTOGRID）多

采用分区模板的方式来减少用户分

区操作，可以实现叶轮机械结构网

格快速生成。针对全六面体结构计

算时还需要考虑网格的正交性、扭

曲度和负体积，例如，在叶片前缘、

尾缘根部、叶顶间隙等部分会存在

正交性较差和扭曲度偏大的情况（如

图 2 所示）。

如果完全用六面体生成网格会

导致几何特征部分失真，加上目前

大部分求解器都是非结构编码读入，

即使使用结构化网格也需要预先转

成非结构化网格进行存储，因此在

气动计算时也会采取混合网格的方

式来提高网格生成效率（如图 3 所

示）。

例如，航空发动机进行燃烧数

值仿真的部件主要为燃烧室，是燃

料或推进剂在其中燃烧生成高温燃

气的装置，由扩压器、燃烧室壳体、

火焰筒、燃料喷嘴、点火装置构成，

分为单管燃烧室、联管燃烧室、环

形燃烧室。针对该构型生成全六面

体结构网格极为复杂、繁琐且容易

出错，因此进行燃烧仿真大部分采

用四面体网格或者三棱柱加四面体

生成的网格（如图 4 所示）。

再如，发动机强度校核计算相

对于流场计算更为繁琐，原因在于

强度计算涉及更多的材料参数以及

边界条件定义过程，计算时大多采

用六面体结构化网格或者四面体非

结构化网格（如图 5 所示）。

针对跨学科领域，工程设计中

需要利用多个学科的仿真能力，包

括气动、燃烧、传热、结构强度和

声学等，各计算机辅助设计 / 制造

图2   压气机/涡轮流体结构化网格示意

图4   简化燃烧室流体非结构及混合网格

图3   涡轮叶片流体混合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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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叶片实体结构化网格示意

（CAD/CAE）工业软件公司都非常重

视仿真软件对不同学科仿真能力的

整合及联合应用。多学科、跨部件、

多平台是当前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

技术方案有两类 ：一类是分开计算，

在需要学科交叉时进行插值 ；另一

类是在底层使用公共数据结构，物

理场信息天然存在，不需要二次处

理，实现该方案的基础是流体和固

体等计算域的网格数据结构统一，

因此全局网格生成目前仍停留在理

论和实现层面，数值仿真的正确性

还有待验证。

网格生成技术面临的挑战
美国航空航天学会（AIAA）在《非

结构化网格发展 ：现状、潜在影响

和面向 2030 年的 CFD 投资建议》报

告中设想 ：到 2030 年，给定合适的

几何外形描述和需要的求解精度，

将全自动生成适用的网格，并在整

个求解过程中自适应地细化网格。

这种方式使用户能够集中精力进行

最终的求解，无须关心模拟背后的

网格构造和维护。基于以上目标，

网格生成技术将面临以下挑战。

网格生成与CAD模型之间的

衔接不够

CAD 数值模型与网格之间的互

操作性还存在大量问题，通过边界

再表达（BREP）的方式构建模型的

几何外形具有许多天然的缺陷，由

此导致很多研究者将研究目标转向

构建自己的 BREP 几何建模内核，或

者寻找可获得完全封闭几何外形的

几何建模技术。在航空发动机设计

与研发中，需要用三维软件设计大

量的三维模型，在进行网格生成时

需要通过中间件进行转化，由于三

维软件之间内置的几何引擎各不相

同，导致几何表征不同，于是会产

生若干错误，如面法向不一致、线

不连续或面面相交等问题，而在几

何建模时不规范的操作也会产生几

何错误。

网格生成缺乏鲁棒性

网格生成技术很难做到一次性

充分地网格化任意随机的几何外形，

即使专家级用户在第二次生成网格

时也只能改进部分结果。对于当前

主要的网格类型，不能做到一次性

成功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多块结

构六面体网格最大的限制在于其拓

扑结构，用户构建的往往是一些非

常粗糙的六面体网格，同时要求块

与块之间必须点对点匹配 ；二是非

结构网格采用三角剖分方法可以保

证在二维情况下生成的网格质量，

但却不能保证在三维情况下的网格

质量，多面体如果没有引入点将无

法剖分为四面体，但是目前还没有

确定的方法能把它们插入到具体的

位置，阵面推进法和层推进法是从

边界处理到内部，各自推进会存在

互相重叠交叉 ；三是混合网格通过

在边界附近设置合适的网格单元，

也能享受到阵面 / 层推进技术带来的

好处，但是它们的实现缺乏三角剖

分方法的理论支持，容易产生负体

积，几何离散容易失真。

质量的检验依赖于主观

网格质量的好坏取决于网格是

否有效和高质量。有效性的标准包

括：没有负体积单元、没有重叠单元、

单元之间没有空白、没有在几何外

形外的几何约束点和没有不支持的

拓扑结构，如线奇异或奇点。有效

性在一些特殊场景中是不合适的，

此时的有效性转变为适应性。

性能评价指标的建立可用于任

何计算网格的前期检验。除了量化

网格本身质量，还要求满足与物理

场紧密耦合的计算条件。建立网格

收敛的过程非常耗时且十分繁琐，

判断网格质量的好坏依赖于主观判

断，计算的完整性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网格生成的经验，因此网格生成

实际采用的网格质量评价标准千差

万别。

设想出一套网格质量评价指标

十分重要。换言之，就是通过独立

单元的形状，或者单元与邻近单元

的相对形状的评价指标值的分布，

来评价一套网格的质量。在评价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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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基础上可以减少网格单元数量、

降低计算耗时与费用。但是，减少

单元数量后会导致全网格场布点和

单元尺寸的不均匀，造成长宽比、

扭值、体积比等评价指标值的改变，

因此需要更加规范地建立质量评价

标准系统。

网格类型和单元形状评价指标

的效果，必须针对场解算器数值算

法的鲁棒性进行定量的修正。解算

器对于网格评价指标设置了可接受范

围，这些范围都是基于粗略的规则和

经验而非严密的分析获得的，直接导

致了耦合求解器关于质量评价标准建

立受阻，很难得到一致认可的、通用

的评价指标及其计算方法。

航空发动机数值仿真中的
网格生成的趋势与展望
发动机数值仿真涉及多部件、多各

向异性物理场，自适应网格数值仿

真高度耦合求解器是目前提高发动

机数值仿真结果的最佳解决途径。

随着高阶网格的发展，自适应功能

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从网格生

成器的角度出发，网格自适应使用

了从解算器计算得到的信息。反之，

从解算器的角度出发，还没有标准

化的框架或接口可将网格生成器插

入到解算器中。目前，这两种软件

仍是独立的，二者之间的数据还没

有标准化的交换机制，两个软件的

体系结构问题使得自适应网格的实

现和使用变得复杂化，但二者的融

合发展也是未来网格生成技术的发

展目标。

针对航空发动机的数值仿真网

格生成技术，无论是商业软件还是

自编程序，均取得了一定进展。但

是当进行数值仿真时还是存在一定

误差，发展基于物理场变化的自适

应网格生成技术和高度耦合求解器

十分必要。网格生成技术需要解决

各种各样的问题以满足各类需求，

过去、现在和未来需要达到的目标

如图 6 所示。

结束语
针对数值仿真技术在航空发动机研

发中的加速应用，建立高精度、多

学科的数学物理模型，集成化、智

能化、网络化、大规模并行化的信

息与知识产品成为未来网格生成软

件的发展趋势。形成完全自动化的

高效分析工具，具有高精度算法及

形成高保真物理模型所需要的针对

多学科的仿真能力，实现气动、燃烧、

传 热、 结 构 强 度 和 声 学 等 学 科 的

CAD/CAE 一体化仿真则是网格生成

技术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  

（周帅，中国航发研究院，工程

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数值仿真

研究）

图6   网格生成技术发展趋势与展望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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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时网格生成

1 天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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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d 3d 20min

30d 1d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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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urbine Temperature Field Simulation

涡轮温度场仿真技术发展方向研究

随
着航空发动机相关技术发

展， 涡 轮 进 口 温 度 也 随

之 提 高。 现 有 推 重 比 为

10 ∶ 1 的发动机的涡轮进口温度达

到了 1800 ～ 2000K，推重比为 15 ～

20 ∶ 1 的发动机的涡轮进口温度将

达到 2100 ～ 2300K，远远超过了发

动机高温合金材料的熔点温度。在

性能逐渐提高，设计逐渐精细化、

系统化的同时，涡轮部件热负荷和

温度梯度也随之大幅增加，如预测

的涡轮叶片壁面温 度每上升 25 ～

30K，涡轮计算寿命就会减半。因此，

准确的涡轮温度场仿真技术，对高

推重比发动机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

发展现状
涡轮温度场仿真技术是高效、精细

化冷却设计的必要手段。通过仿真

计算，不仅可以获得涡轮固体温度

场的结果，还可以通过局部流场、

温度场和压力场的展示，揭示换热

机理，为冷却结构设计和优化提供

依据。涡轮温度场仿真的主要目的

是 ：计算在发动机各种状态下和过

程中涡轮部件的温度分布，为强度

寿命分析提供依据。根据仿真手段

和仿真对象的特点，可将涡轮温度

场仿真技术分为零维 / 一维 / 二维仿

真、三维稳态流动仿真、三维稳态

多学科耦合仿真（气热耦合、气热

固耦合）、三维动态多学科耦合仿真

（发动机定 / 变工况）以及多部件一

体化耦合仿真。

零维/一维/二维仿真技术

零维 / 一维 / 二维仿真，是指通

过将一维的 S1 流面流动以及换热计

算，在基于经验公式的零维 / 一维

管网计算与二维导热计算结合，实

现对温度场预测的仿真方法。在航

空涡轮温度场计算中，可以将零维、

一维、二维或这几种维度相结合的

方法和工具应用在涡轮冷却结构的

初步设计之中。这种方法的经验公

式来源于试验，计算结果得到了一

系列的试验验证，故计算速度快，

计算结果也较准确。在涡轮叶片冷

近年来，涡轮温度场仿真技术随着航空发动机不断发展而飞速进步，以满足越来越多样、精细、深入的研发需求。

从单部件稳态仿真，到动态多学科耦合仿真，再到多部件一体化仿真，功能形式多样，不一而足，为航空发

动机的涡轮科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 马薏文  苗辉 / 中国航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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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结构设计时，较多采用零维、一

维和二维相结合的手段进行涡轮叶

片温度场计算，在初步设计后，用

零维 / 一维仿真内换热计算与二维外

换热计算进行热分析，再在试验中

对冷效进行校核改进。

三维仿真技术

三维稳态流动仿真是指计算域

仅包含流体部分，计算涡轮通道流

场、温度场的仿真技术。应用对象

包括实心叶片温度场计算、带冷气

出流叶片外换热计算（气膜出流采

用源项法处理）、热斑定常迁移路径

计算等，其应用范围在逐步扩大。

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的三维稳

态多学科耦合仿真是指在涡轮稳态

温度场计算中，综合运用了多个学

科的分析技术，如空气动力学、气

弹性力学、热弹性力学和结构动力

学等。按照涉及学科的不同，可以

分为气热耦合、气固耦合、热固耦

合以及气热固耦合几种。对于涡轮

温度场仿真而言，最常见的多学科

耦合仿真技术是气热耦合和气热固

耦合两种。

三维气热耦合仿真反映流动与

传热的相互作用，其计算域包含流

体域和固体域，可以计算叶片固体

结构温度场、涡轮通道流场 / 温度

场。应用对象包括带复杂内冷结构

的叶片温度场 / 综合冷效计算，盘

腔、端壁温度场 / 综合冷效计算等。

目前，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此技术

引用较多。在关注传热流动过程中

发生明显形变、位移时，三维气热

固耦合仿真可以反映出流场、温度

场和结构位移的相互作用，具有计

算涡轮叶片等高温部件固体温度场

和应力 / 应变的能力，应用对象包

括带复杂内冷结构的叶片温度场 /

综合冷效计算，叶尖间隙及泄露流

计算，叶片 / 涂层应力计算，局部

破坏失效计算等。

三 维 动 态 多 学 科 耦 合 仿 真 是

在三维稳态多学科耦合仿真的基础

上，考虑几何结构或条件随时间的

变化（即传热流动过程中）的非稳

态研究。

对于发动机热端部件的动态仿

真，主要分为发动机定工况和变工

况两个分析方向。发动机定工况时，

涡轮温度场的动态特征来源于转子

零维 /一维仿真 二维仿真

零维/一维/二维仿真示例

三维稳态仿真结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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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的旋转作用，即转子叶片与导

向叶片之间时序位置的改变。常见

典型应用对象有转静干涉（尾迹干

涉、激波干涉等）、热斑在整级 / 多

级涡轮中的迁移等。拥有先进数值

模拟分析技术的 NUMECA 公司主要

采用非线性谐波法计算热斑在两级

涡轮中的非定常迁移。海军工程大

学采用了非线性谐波法计算多级涡

轮叶片的非定常温度场，以研究转

静干涉作用。

发动机变工况（即过渡态）时，

涡轮主流、二次流、转速等条件均

处于变化之中，引起温度场、应力

应变的动态变化。常见典型应用对

象有热冲击计算、涡轮叶片循环寿

命计算等。克莱菲尔德大学以飞行

参数和载荷谱为条件，计算模拟涡

轮叶片的循环寿命。西北工业大学

计算了涡轮叶片热冲击后结构温度

场与应力场的变化。

多部件一体化耦合仿真是指将

涡轮与相邻的空气系统或燃烧室等

部件同时纳入计算域，进行耦合计

算。在计算能力不断提高、计算资

源不断扩大的前提下，多部件一体

化耦合仿真的需求和应用逐步增多。

其 中， 德 国 航 空 航 天 中 心（DLR）

计算了真实工况下涡轮叶片寿命，

涡轮冷却与压气机引气、空气系统

耦合，并考虑发动机过渡态影响。

霍尼韦尔公司计算了涡轮过渡态热

流、热斑迁移等问题，计算域包含

引气、封严、涡轮盘、盘腔等结构。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格伦

研究中心进行的涡轮与燃烧室一体

化仿真 [1]，可以更真实、更全面地描

述燃烧室与涡轮的耦合作用，可用

于研究燃烧室出口不均匀性（热斑、

旋流、压力不均）等问题，获得更

为真实的流场、温度场信息，为涡

轮与燃烧室一体化设计打下基础。

新方法研究
目前，学术界针对涡轮温度场仿真有

大量的模型、算法方面的研究，力图

通过新方法、新技术或者新视角来加

强对现有仿真技术的应用以及对新仿

真技术能力的开发，主要涉及常见算

法对比、算法耦合/分区耦合、创新

算法仿真开发等应用。

多 算 法 对 比 研 究 主 要 是 以 现

有 常 见 算 法 应 用 于 涡 轮 仿 真 的 对

比，选择其中最适合的模型、方法

以及影响最明显的因素来对适用范

围内的现象进行研究。上海理工大

学基于Fluent中的定常雷诺平均方

程（RANS）方法和非定常大涡模拟

（LES）[2] 方法，对比了两种模型在模

拟叶栅流动结构和叶片表面传热系

数时的工程实用性优劣 ；北京大学

初步比较了4种具有代表性的掺混面

模型和非定常方法在单级跨声速压

气机和1.5级亚声速涡轮中的数值模

拟精度和鲁棒性 [3]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针对涡轮第一级导向叶片分析了

多种辐射因素对叶片表面温度和冷

却性能的影响。

算法耦合/分区耦合主要是针对

在复杂流场中每个计算模型最佳适

用范围不同的特性，将不同模型进

行耦合应用，或者对计算域进行分

区处理综合分析，是一种基于算法

对比研究基础，充分利用不同模型

特征与优势，以达成最佳仿真结果

的新方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发

的RANS-LES耦合计算方法很好地

捕捉了尾缘的层流分离泡 [4]，相比于

纯LES极大缩短了计算周期 ；重庆大

学则使用Python语言对Workbench进

行了二次开发，对叶栅主流使用S-A

湍流模型，对盘腔二次流使用SST 

k-ω 湍流模型，实现了分区耦合 [5]。

创新算法应用研究则是利用全

新的视角对计算模型进行再开发或

对仿真方法进行新诠释，另辟蹊径

地开展涡轮等发动机热端部件的温

度场仿真工作，如分离涡（DES）模

型、无网格方法、格子 - 玻耳兹曼

（LBM）方法等。华北电力大学在导

向叶片通道中分别采用层流模型、

DES 模型、全湍流模型和 AGS 转捩

模型，在转子叶片通道中采用 S-A

湍流模型进行计算 [6] ；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采用无

网格 SPH 数值模拟方法，求解带有

多部件一体化耦合仿真示例 NASA格伦中心燃烧室/涡轮一体化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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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发展准确的涡轮温度场仿真技术和更

加高效、精细化的冷却设计一直以来

都是至关重要的航空发动机科研布

局，以保证更快捷、安全、可靠地进

行涡轮部件研究。随着计算机技术和

计算科学的发展，工业界在计算涡轮

温度场时，包含因素、结构和部件越

来越多，计算条件更贴近真实工况，

涡轮温度场仿真技术的发展已愈发体

现精细化和系统化的趋势。学术界针

对涡轮温度场仿真所侧重的与模型、

算法的应用研究，可为工业界提供更

多的选择。                                  

（马薏文，中国航发研究院，助

理工程师，主要从事先进内冷涡轮

叶片流热耦合数值仿真及设计技术

研究）

参考文献：

Turner M,Vitt P, Beach T, et al. Multistage 

simulat ions of  the GE90 tu rbine[C].

International gas turbine and aero engine 

congress,1999. 

Me d ic  G,  Jo o  J,  M i l a n ov ic  I . e t  a l . 

Large-eddy simulation for turbine heat 

t ransfer[C].Turbomachinery technical 

c on fe r enc e  a nd  exp os i t ion,  ASM E: 

GT2013-95841.

朱亚路,罗佳奇,刘锋.基于掺混面模型和非

定常计算的多排叶片流动对比分析 [J].工程

热物理学报 , 2017, 38(11):2334-2340.

汪澜,葛宁.基于SEM的RANS/LES耦合计算

方法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5.

武芏茳,何川.高压涡轮燃气主流与盘腔二次

流的偶和数值模拟[D].重庆 :重庆大学,2016.

王晓东 ,刘晓杰 ,梁丽萍,等.低速轴流涡

轮叶片层流分离流动的数值模拟方法比较

[J].风机技术 ,2016,(3):25-30.

更有力地支撑冷却结构设计和优化。

精细化的仿真可以捕捉如榫头、

伸根、缘板及倒角等复杂精细几何

模型中更多的流场、温度场的定量

细节特征，能够更真实地描述壁面

附近二次流等信息，对局部温度场

预测精度影响很大，为结构优化设

计提供了更直接的依据。以气膜孔

的数值模拟计算方法为例，从用源

项法到分块复制法再到半真实 / 真实

气膜孔仿真法的进步，就是精细化

仿真技术的发展应用。

系统化的仿真可以对多部件一

体化计算，描述部件之间的交互作

用，支撑未来多部件联合设计技术

的发展。仿真支持的计算对象从最早

的单叶片、单通道，变为多叶片、多

通道，再变为可描述相邻叶片周向影

响、相邻叶片排之间相互影响的全环、

整级/多级计算，最后到与空气系统、

燃烧室联合的可描述相邻部件对涡轮

影响的多部件耦合计算。

内冷的高压涡轮叶片的烧蚀问题 ；

LBM 方法作为一种介观方法，能够

在微观和介观层次揭示流动换热机

理，但由于计算量大，目前该方法

还未见用于涡轮仿真。

未来发展方向
在未来的仿真技术发展中，基于科

研需求与技术发展，还应在动态多

学科、精细化和系统化等方向着重

发力。

动态、多学科的仿真是在仿真

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由需求决

定的自然衍化而来的发展方向。与

稳态、单学科计算相比，动态、多

学科的仿真可以考虑更多因素的联

合作用与综合影响，计算条件更接

近涡轮实际工作条件，使得计算结

果更可信，与试验研究的互鉴作用

更加清晰直接。另外，还可以捕获

更多的信息，更深刻地揭示宏观特

性（如温度场、压力场）的内在机理，

真实气膜孔精细化仿真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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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AECC Youth Innovation Competition Review

让“百团”战旗高高飘扬在创新攻坚的主战场
——中国航发第三届青年创新大赛成功举行

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科技

创新摆在各项规划任务的

首位进行专门部署，提出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

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就是要充分

发挥科技创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的关键变量作用、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中的支撑和引领作

用。航空发动机既在大国博弈的“漩

涡”之中，又在军事科技革命的“浪

尖”之上，必须加快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加快建立完备的科研生产体

系，确保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有力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和发展利益。

加快提升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

必须持续加强创新型科技人才特别是

青年创新人才的培养。中国航发在成

立之初就将“创新驱动”作为三大战

略之首，更是将青年创新放到航空发

动机事业长远发展的大坐标下来推动。

集团党组专题研究出台了《青年创新

大赛“百团大战”管理办法》，聚焦集

团科研生产、经营管理和未来发展需

要，连续 3 年举办青年创新大赛“百

团 大 战 ”。3 年 来， 累 计 产 生 2329 个

优秀青年创新项目，17000 余名青年、

1800 余名创新导师、近 300 名专家评

委参与其中。每届“百团大战”参与

青年人数均占到了集团 35 周岁以下青

年总数的 1/6 左右，近 20 个优秀项目

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团创新专

项资金等经费支持。“百团大战”有效

地带领广大青年关注创新、思考创新、

主动创新，积小胜、创大胜，为推进

航空发动机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年

创新力量。

“在中国抗战空前困难的时期，

‘百团大战’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声

威、打出了八路军的声望。面对复杂

的国际形势和艰巨任务，推进新时代

航空发动机事业加速发展，形势同样

严峻。我们的‘百团大战’要以百虎

长啸之势，带领创新青年真刀真枪锤

炼能力，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在第三

届“百团大战”总决赛现场，集团董

事长、党组书记曹建国鼓舞广大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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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锻造本领，创新决胜未来。

创新征途未有穷期，砺剑尖兵，

战绩累累。2020 年中国航发团委举

办第三届青年创新大赛“百团大战”，

吸引各直属单位 5894 名青年携 231 个

项目角逐赛场，五大战区、分类评审，

历经 6 个月层层选拔，最终 10 个项目

登上决战之巅，携手逐梦摘得荣耀。

总决赛现场，创新青年头角峥嵘，金

奖项目《蛛网式骨架增强陶瓷基复合

材料涡轮叶盘设计及验证》以国际领

先的突破性技术，为陶瓷基复合材料

在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上的工程应用

奠定坚实基础 ；银奖项目《航空发动

机转子系统动力学自主化设计计算工

具开发》打破国外转子动力学设计计

算工具垄断的现状，发展出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设计计算工具 ；银奖

项目《航空发动机 FADEC 系统数字

原型构建技术》旨在通过虚拟仿真缩

短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研制周期、减

少研发成本，降低试车风险，实物验

证环节时间占比减少 50%，系统交付

周期缩短三分之二 ；大幅提升经济效

益的《螺旋锥齿轮齿廓高效高精倒角

倒圆技术研究项目》，采用仿真技术

进行仿真研究支撑设计的《高温升燃

烧室燃烧性能超大涡模拟技术研究》，

致力数字化集成和智能技术前沿探索

的《数字化焊接系统集成与应用项目》

《数字化工厂 3D 布局规划与仿真技术

实践项目》《航空发动机用关键结构

件曲面流道尺寸符合性设计方法》，

解决精密加工废品率高、成本高的《闭

式变截面异型通道符合特种加工技术

应用》《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复杂铝

合金壳体铸造过程集成控制技术》等

一批能够直接推动产品创新、质量提

升、精益改善的青年创新成果 , 通过

赛事脱颖而出。

国家因科技而兴，因人杰而盛。

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

胜。决战决胜“百团大战”，越来越多

的青年人突破成长藩篱，挑起创新大

梁，努力实现更多从 0 到 1 的突破。全

体航发青年必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高质量

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以报国之热血

担当时代使命，让青春旗帜高高飘扬

在创新攻坚的主战场，在最好的时代

激发最强大的力量，用最深情的热爱

书写最绚丽的篇章！                 

（共青团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

限公司委员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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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Test of the CMC Blisk Reinforced by Spider-Web-Like Framework

蛛网式骨架增强陶瓷基复合材料涡轮叶盘设

计及验证

高
功重比 / 推重比是航空发动机

的永恒追求，其中减轻结构

质量和提升涡轮前温度是关

键途径。目前对高温合金材料的性能挖

掘已接近极限，难以再满足未来航空发

动机对大幅减轻质量、提升涡轮前温度

的需求，应用轻质耐高温材料是航空发

动机发展的必然趋势。与高温合金材料

相比，陶瓷基复合材料（CMC）的密度

仅为前者的 1/3，而长时间使用的温度

可高达 1350℃，被视为可应用于航空

发动机热端部件的最具潜力的轻质高温

材料，不仅可显著降低零件自身质量，

同时由于其优越的承温能力，在提升涡

轮前温度的同时，还可简化甚至省去涡

轮叶盘冷却系统。

当前束缚陶瓷基复合材料涡轮

叶盘工程应用的关键瓶颈在于轮盘

承载能力不足，难以达到发动机工

作转速要求。受自然界蜘蛛网结构

整体协同承载、对损伤不敏感的特

性启发，创新团队提出了一种蛛网

式纤维骨架结构，经试验验证，可

显著提升陶瓷基复合材料涡轮叶盘

承载能力。此外，该项目突破了陶

瓷基复合材料涡轮叶盘与金属轴热

匹配连接设计、复杂纤维预制体编

织和高致密度基体制备等多个关键

技术，为陶瓷基复合材料在我国航

空发动机热端转子件上的工程应用

打下了基础。

陶瓷基复合材料涡轮叶盘
纤维骨架结构设计
通过对涡轮叶盘进行有限元分析可

知，涡轮叶盘存在两个高应力区，

分别是轮心周向高应力区和叶根径

向高应力区，如图 1 所示。为提升

涡轮叶盘高应力区承载能力须根据

应力分布特点设计纤维走向，保证

轮心周向高应力区和叶根径向高应

力区分别具有沿周向和径向的连续

承载纤维。否则只能依靠复合材料

中的基体承力，而后者的拉伸强度

远低于连续纤维，根本无法承受因

轮盘高速旋转引起的拉伸主应力。

经调研，传统复合材料纤维骨架结

构中并没有满足这些要求的方案，

需开发新型骨架结构解决这一难题。

有鉴于此，创新团队提出了一

种形似蛛网的纤维骨架结构，该骨

架结构由单束周向螺旋纤维与多束

径向辐射纤维交织而成，保证了轮

心部位具有连续周向纤维，而轮缘

处具有连续径向纤维，可提高轮盘

轮心和叶根两处高应力区沿主应力

方向的承载能力。此外，该骨架结

构由周、径两向纤维在平面内交织

而成，经基体固化后可保证每个交

点处传力连续性，使得整个承力骨

架结构具有类似蛛网的整体协同承

载能力，可提升轮盘损伤容限能力。

蛛网式纤维骨架结构编织
成形
针对涡轮叶盘周向和径向应力高而

为充分利用陶瓷基复合材料（CMC）耐高温、低密度和可设计的优点，进一步挖掘其显著提升航空发动机功重

比/推重比的潜能，创新团队以涡轮转子叶盘为研究对象，开展了陶瓷基复合材料在热端转子件上的工程应用探索。

■  罗潇  李坚  李敏  徐友良  郭小军  曾雨琪 / 中国航发动研所

图1   陶瓷基复合材料涡轮叶盘应力分布

叶根径向

高应力区

轮心周向

高应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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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应力较低的特点，在涡轮叶盘

整体骨架结构编织时，首先进行单

层蛛网式纤维布编织，然后将多层

纤维布叠层缝合形成最终的立体织

物。

蛛网式纤维骨架结构由螺旋状

的周向纤维和辐射状的径向纤维构

成。由于每条径向纤维都需要经过

蛛网的中心点，导致靠近中心点位

置的纤维体积分数很高，难以实现

与周向纤维交织成形 ；而蛛网外缘

位置随着周长的增加，径向纤维分

布稀疏，越往外体积分数越低。这

种径向纤维分布的严重不均匀性不

利于周向纤维与其稳定交织成形，

影响了纤维骨架结构的力学性能。

为此，须针对蛛网式骨架结构的可

编织性进行改进。考虑到轮心部位

对径向纤维体积分数要求较低，可

适当增加径向辐射纤维之间的间隔

角度，保证周向螺旋纤维可在径向

辐射纤维间上下穿梭交织。而针对

轮缘部位对径向纤维高体积分数的

要求，可以随着半径的增加对径向

纤维加纱来保证其体积分数满足叶

根径向应力的要求，最终得到具备

可编织性的蛛网式纤维骨架结构，

如图 2 所示。创新团队根据编织方

案，开展了编织工装的设计和加工，

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蛛网式纤维骨架

结构的编织成形，完整的编织工艺

流程如图 3 所示。

陶瓷基复合材料涡轮叶盘与
金属涡轮轴连接结构设计
由于陶瓷基复合材料的热膨胀系数

（为2.8 ～ 5×10-6℃ -1）远低于常规

金属材料，在热载荷作用下金属材料

的膨胀变形量明显大于陶瓷基复合材

料，因此不能采用紧配合方式连接陶

瓷基复合材料涡轮叶盘和金属涡轮

轴。为此，创新团队提出了一种如

图 4 所示的连接方案，通过在盘轴之

间增加一个金属传扭器来实现盘轴

间传扭和定心。其中，传扭器轮心

内表面与金属轴采用过盈配合，实

现整个转子件的可靠定心 ；而陶瓷

盘与金属传扭器之间则采用如图 5

所示的径向楔形滑移连接结构，目

的在于保证发动机工作状态下金属

传扭器受热膨胀后不会直接挤压陶

瓷基复合材料涡轮叶盘，而是沿着

楔形面沿径向向外自由滑移。这样

不仅保证了盘轴间周向传扭功能的

可靠性，同时也避免了盘轴热失配

造成连接部位应力集中。

获得盘轴连接结构基本构型方

案后，为了进一步降低陶瓷基复合材

料涡轮叶盘轮心应力，本项目对连接

结构进行了优化设计，最终方案如图 

6所示。与初始方案相比，优化方案

的最大轮心周向应力下降了27%。

图2   蛛网式纤维骨架结构编织方案示意图

图4   陶瓷基复合材料涡轮盘与金属轴连
接方案

初始径线

第一次加纱径线

第二次加纱径线

周向纤维

图3   蛛网式纤维骨架结构编织工艺流程

初始径向纱布置

织物最终态

周向纱线缠绕

叠层缝合

中段径向加纱

叠层加压

金属压紧螺母

陶瓷基复合材料涡轮叶盘

金属传扭器

金属涡轮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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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基复合材料涡轮叶盘试
验验证
创新团队基于“设计—工艺—试验”

三者迭代改进优化的总体研制思路，

针对不同设计和工艺方案开展了陶瓷

基复合材料涡轮叶盘静强度试验。经

多轮优化迭代后，陶瓷基复合材料涡

轮叶盘在常温下的破裂转速从项目初

期的57100 r/min提升至113000 r/min，

轮盘承载能力提升了98%。

经过静强度试验验证后，为进

图5   径向楔形滑移连接结构示意图

图7   陶瓷基复合材料涡轮叶盘固有频率测量

图6   优化后盘轴连接结构方案

一步考核陶瓷基复合材料涡轮叶盘

在发动机真实服役环境下的性能表

现，将其装配到微型涡喷发动机上

进行了整机试验。为降低试验风险，

整机试验首先以 85000 r/min 为目标

转速进行试车，达到该目标转速后，

发动机转速每增加 5000 r/min 即停机

进行检查，利用激光测振仪对陶瓷

基复合材料涡轮叶盘进行固有频率

测量，如图 7 所示，通过固有频率变

化对陶瓷盘内部损伤情况进行监控。

在整机试验过程中，发动机最高转

速达到 105000 r/min，已达到该型涡

喷发动机巡航状态下的转速要求。

但发动机转速从 85000 r/min 增加到

105000 r/min 过程中，陶瓷盘固有频

率下降了 5%，表明陶瓷盘内部已出

现一定损伤，导致了陶瓷盘刚度的

退化，而其退化机理及失效判据需

开展更深入研究，这也是陶瓷基复

合材料涡轮叶盘工程化应用必须解

决的问题。

结束语
创新团队以发动机涡轮叶盘为研究

对象开展了陶瓷基复合材料在热端

转子件上的应用探索，通过开展陶

瓷基复合材料涡轮叶盘的纤维骨架

设计技术研究、纤维骨架编织工艺

攻关、盘轴连接方案优化设计，实

现了陶瓷基复合材料涡轮叶盘承载

能力的大幅提升，并经过了整机试

验初步验证，为陶瓷基复合材料在

发动机转子件上的应用积累了设计

经验和试验数据。                   

（罗潇，中国航发动研所，工程

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总体结构

设计技术研究）

A

A

陶瓷基复合材料涡轮叶盘A—A 截面

径向楔形滑移接触面

金属压紧螺母

金属传扭器

金属涡轮轴



57航空动力 I Aerospace Power    2021年 第1期

青年创新大赛┃AECC Youth Innovation Competition

Algorithms and Calculation Tools Development for Rotor Dynamics of 
Aero Engine

航空发动机转子动力学算法及计算工具开发

航
空发动机是一种典型的旋转

机械系统，旋转是其区别于

一般振动系统的最为显著的

特征，图 1 为 LEAP 发动机剖面图。旋

转必然引起振动，我国航空发动机的振

动问题一直比较突出，转子动力学设计

是根治振动问题的关键之一，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 , 好的设计工作离不开

好的工具，我国在旋转机械系统领域所

应用的转子动力学设计计算工具基本被

国外软件所垄断，至今尚没有能与国外

一流水准相媲美的设计计算工具。使用

国外的工具有许多弊端，例如，由于不

掌握工具的底层信息，很难把设计经验

融入其中进行彻底的二次开发，限制了

设计经验的有效积累，进而制约了正向

设计能力的提升。结合行业现状和当前

国际形势，打造一款一流的转子动力学

设计计算工具对于提高我国旋转机械系

统的设计水平颇有裨益。

算法及计算工具发展现状
目前，在转子系统动力学的设计计

算领域应用的工具主要包括通用软

件和专用软件两大类。通用软件以

Nastran、Ansys、Abaqus 等为代表 ；

专用软件以 DyRoBeS、Samcef Rotor、

Dynamics R4 等为代表。通用软件的

目前，在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动力学计算领域所采用的计算工具几乎完全被国外产品所垄断，这限制了设

计经验的有效积累，制约了设计水平的提高。本项目通过自主创新提出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算法，为自主

开发一款适用于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动力学计算的工具奠定了基础。

■  张学宁  陈霞  张生光  胡文颖 / 中国航发研究院    黄海 / 中国航发动力所    陈成 / 中国航发动研所 

优势在于耦合场的计算能力，即能

够在一个平台上考虑多个物理场的

影响开展转子系统动力学问题的计

算 ；通用软件还具备较强的后处理

能力，对于提高工程问题的处理效

率有很大帮助。专用软件的优势在

于模块功能更加精细、计算效率更

高，要发挥专用软件计算效率高的

优点，前提是预先对物理模型进行

合理的力学简化。显然，这对使用

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果对计算

对象不够熟悉，或者说力学储备不

足，对如何进行合理有效的力学简

化会感到无从下手，很难用好专用

工具。用于转子系统动力学计算的

软件，无论是通用软件还是专用软

件，多来自美国、西欧和俄罗斯。

算法对于计算分析软件的重要

性是不言而喻的。前面提及的代表性

计算软件在核心算法上都有各自独到

图1   LEAP发动机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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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采用新算法计算得到的单转子系统的振动响应形态

的优势。例如，Ansys在转子动力学

计算方面的优势在于其提供的参数化

设计语言，使得这款计算分析工具在

高封装性下依然给予使用者进行深度

操作的权限。随着工程设计对精细化

模型构建的迫切需求，近年来Ansys

在转子系统特殊结构的算法支持上也

在持续提升。Samcef Rotor以其二维

傅里叶单元开发而闻名，这种单元

的算法核心是对形函数的巧妙处理。

DyRoBeS是一款优秀的转子动力学专

用计算工具，在挤压油膜阻尼器、油

膜轴承设计计算方面开发了丰富而强

大的算法，为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

转子系统的设计提供了便利。俄罗斯

的Dynamics R4是专门为燃气涡轮机

械的转子动力学设计计算开发的，经

过40余年的发展，这一软件积累了

各个方面的计算方法，在俄罗斯整个

航空动力设计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算法研究与工具开发
我国在这个领域的专用工具开发方

面也做过许多努力，以高校和相关

研究院所为代表，开发过许多专用

程序包，但与国际一流水平相比还

有很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 ：一是

程序开发往往是以项目研究为背景，

功能上只能解决某个特定问题，程

序包的综合性和系统性不够 ；二是

缺乏核心优势算法支撑，在计算能

力方面的优势不突出 ；三是缺乏顶

层的架构设计或者架构设计不良，

导致程序的继承性不好，随着代码

规模的增大，程序的执行效率和鲁

棒性都难以保证 ；四是前后处理方

面的能力较差，用户体验不好，很

难在开发者和用户之间形成良性迭

代互动，结果往往是还没等到经受

工程应用的充分检验就折戟沉沙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该如何破局？

基于对先进计算工具的深入了

解，创新团队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

核心算法的自主创新开发上。创新

团队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明确了

开发的方向和目标，把焦点聚集在

拓展计算能力、提升计算效率、衔

接设计准则、增强可视化效果等方

面。

截至目前，创新团队已经完成

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创新性算法的开

发，这些算法涉及航空发动机转子

系统动力学计算工具开发的各个环

节，部分算法为首创，填补了业界

空白。

计算环节的创新算法开发

在前处理方面，提出了几何与

网格的自动生成算法，可以满足航

空发动机转子动力学分析中对典型

部件网格划分的需求。

在求解方面，不平衡响应计算

是转子动力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特

别是在总体结构设计阶段，为了评

估所设计的转子系统在不平衡激励

下的振动水平，通常需要进行大量

的不平衡响应计算，但是当前主流

算法的计算效率还不能满足行业对

于快速迭代计算的需求。为此，创

新团队从基本理论上对振动响应求

解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种

新的计算方法，典型算例的验算表

明，该算法可以在保证计算精度不

下降的前提下，大幅提升计算速度

（见图 2）。

在后处理方面，提出了转子系

统多维度回旋图的自动生成算法，

大大增强了可视化效果，为设计工

程师进行准确的结果分析提供了便

利。图 3 是通过该算法自动生成的

模拟双转子系统的多维度回旋图。

特色功能模块开发

除了在计算工具的 3 大环节上

提出多项创新性算法，创新团队也

在特色功能模块开发方面提出了若

干新型算法。在计算转子系统的动

力学特性时，轴承刚度是重要的输

入参数，航空发动机转子系统中使

用的主轴承为滚动轴承，计算这种

类型轴承的刚度参数的主流算法为

Jones-Harris 方 法， 该 方 法 由 轴 承

研 究 领 域 的 两 位 美 国 专 家 Jones 和

Harris 提 出 并 发 展 完 善。 然 而， 这

个算法并不完美，例如，在有些情

形下所求解出的结果可能满足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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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转子系统多维度回旋图

（a）一维回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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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二维回旋图

（c）三维回旋图

上的收敛条件，但在物理上却是不

合理的。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就需

要尝试新的迭代初值，重新进行试

算，试算的过程有可能要尝试许多

次，存在一定的盲目性。针对这一

点，创新团队提出了一种新的算法，

该算法充分利用了轴承的几何结构

特征，并利用迭代返回值给出的试

算信息，克服了计算的盲目性。新

算法不但能够定量给出迭代的轮次，

而且可以同时保证所得解既满足数

学收敛条件也满足实际物理条件，

目前创新团队已经在该算法的基础

上开发了相关的计算工具（见图 4），

并在工程设计计算中得到了应用。

在验证该算法的过程中，创新团队

通过邮件同远在大洋彼岸的哈里斯

团队进行了交流，不但确定了算法

的 有 效 性， 还 指 出 了 该 团 队 的 著

作《滚动轴承分析》（Rolling Bearing 

Analysis）发行 60 余年来的一个一直

未被发现的疏漏，创新团队关于轴

承的重要知识几乎全部来自这部行

业经典著作，如今能为这部书的继

续完善做一点贡献，颇感欣慰。

结束语
开发一款好的工具不是一朝一夕之

事，创新团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

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还需要进行

大量的算法开发、封装测试、迭代

完善，最终接受工程应用的检验，

希望这款工具将来能够发挥作用，

为我国航空发动机的自主研发贡献

一份力量。                               

（张学宁，中国航发研究院，高

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转

子系统动力学研究）

图4   以创新性算法为基础开发出的轴承性能参数计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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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Prototyp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for FADEC System 

航空发动机 FADEC系统数字原型构建技术

航
空发动机全权限数字式电子

控制（FADEC）系统基于模

型的软件开发的工作量大且

过程繁复。传统的开发模式是先对主机

需求直接进行分解，再传递给软件开发

人员进行手工编码和报告，然后在半物

理模型上进行验证和调试。这种模式缺

少桌面设计过程（即多专业协同，完成

信号处理、故障检测、余度管理、故障

对策、控制律、健康监视与告警等算法

与逻辑的设计建模与模型集成，模型集

成前需由各专业设计人员自己完成相应

模块的单元测试），在软件完成编码、

半物理或台架试验甚至是飞行试验时才

会暴露问题，迭代成本和风险都很高 ；

而且手工编码和报告的效率低，无法满

足主机日益频繁的变更需求。针对上述

问题，创新团队引入了桌面原型技术，

如图 1 所示。通过构建系统级的详细设

计数字原型，借助建模仿真手段，将设

计与验证活动前移，在软件开发之前先

进行设计验证与迭代，从而更早发现设

计问题，提高研发效率，具体如图 2 所

示。

模型构建
为了降低建模门槛、提高建模效率，

创新团队从底层的基准模块库、顶

层的通用模型架构和中间层的应用

算法共用基础模块（CBB）等 3 个维

相对于传统的实现方式，基于模型的FADEC系统软件开发可以在前端完成约55%的设计活动，通过更早地

发现、解决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提高了迭代效率。

■  高亚辉  王松  朱静  王琴  刘明 / 中国航发控制所

图1   桌面原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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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评审

需求评审

软件研制

任务书

D
oors

追
踪

测
试

需
求

测试结果报告

设计报告

Doors 追踪

测试需求

Doors 追踪

测试需求

评审

软件开发

执行顺序 双向追踪关系输入输出

输入输出物

检查或评审

活动

度构建基础模型。

基准模块库

创新团队基于Simulink建模元素

和Stateflow建 模 工 具， 针 对FADEC

系统的特点开发了基准模块库，主

要包括基准逻辑库和基准动态库。

基准逻辑库包括若干逻辑建模模块，

具备一定复杂度的独立逻辑功能。

基准动态库包括各类动态算法，与

Simulink自带的传递函数相比，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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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原路径与基于模型的FADEC系统软件开发技术实施路径对比

了软件离散化的特性，并增加了状态

量的过程控制接口。用基准动态库

建模带来的好处是能支持自动代码

生成，仿真状态与实际FADEC系统

的产品状态更接近，能实现Simulink

自带模型库无法实现的工程应用中

碰到的各类变种算法。

通用模型架构

根据 FADEC 系统的特点，项目

构建了通用模型架构。项目研发时，

只需在确定的模型架构下设计局部

的算法，节省了模型架构的设计时

间，保证了不同项目结构的一致性，

便于设计结果和设计人员的高效复

用。通用模型架构的顶层结构包括

飞机模块（plane）、电子控制器模块

（EEC）、 执 行 机 构 模 块（actuator）、

发动机模块（engine）和传感器模块

（sensor）。

应用算法CBB

对于 FADEC 系统中信号处理、

故障检测、余度管理、控制律等一

些通用算法，可以整理、封装，形

成应用算法 CBB 库。

仿真验证
建模规范与检测工具

开发 FADEC 系统建模规范主要

出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是减少

模型及基于模型生成自动代码的缺

陷 ；二是增加模型的可读性 ；三是

规避 Matlab 工具本身存在的一些缺

陷 ；四是更好地支持验证与确认、

报告自动生成等工具的使用 ；五是

专业层面的特殊约束要求。

建模规范主要包括如下几类内

容 ：命名规范、模型体系架构设计、

Simulink建模规范和Stateflow建模规范。

为了确保设计人员按照建模规

范进行模型构建，创新团队开发了

与建模规范对应的模型规则检查工

具，设计人员完成建模后，运用该

工具对模型进行自动分析检查，对

检查出的不符合项进行更改完善。

形式化模型验证

对于集成后的FADEC系统模型，

创新团队采取如下分级测试的方式 ：

一是将模型按照系统功能划分为几大

部分，如主燃油控制、风扇导叶控

制、压气机导叶控制等，借助Matlab

自带形式化验证工具（design verifier）

对每个功能模块进行修正判定条件

（MC/DC）100%覆盖度测试 ；二是系

统模型整体测试，以满足系统需求为

主，不要求MC/DC 100%覆盖度。

模型变更
模型设计与仿真验证完后，需要建

立模型与需求的双向追溯关系，追

溯颗粒度为最小模型模块（对应软

件的单元函数），主要有确认设计与

需求的符合性和便于变更域影响分

析两个用途。

创新团队开发的变更域影响自

动分析工具主要有两个功能 ：如有模

型变更，自动识别并筛选出与该模型

相关的需求 ；如有需求变更，自动识

别与该需求相关的模型，生成模型清

单并可通过超链接定位到模型。

报告生成
为了使设计人员的精力集中在模型

设计本身，将繁复的报告撰写工作

交给机器，创新团队开发了桌面原

型设计报告自动生成工具。当设计

人员完成建模、信息注释、数据定

义并建立需求与模型的双向追溯关

系之后，文档生成引擎从这些数据

源提取信息，自动生成符合归档要

求的设计报告。桌面原型设计报告

数据源关系如图 3 所示，其中信息注

释为记录的关键设计思路，嵌入在

模型中的注释模块中，数据字典为

所有模型数据。

桌面原型设计报告自动生成工

具主要功能有 ：开发注释插件 ；模

系统需求
系统需求

模型测试

软件整合

部件测试

自动生成

设计报告 代码生成 部件技术要求 软件测试用例

双向追溯

双向追溯

建模仿真

测试与迭代

双 向 追 溯 的 变
更影响分析

需求确认

部件开发

部件测试

部件技术要求

测试用例编写

模型测试用例编写

手工编写报告

半物理试验
半物理试验

MC / DC100% 覆盖度
测试软件符合性验收

75%

25%

5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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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注释信息提取 ；基于链接关系提

取需求 ；模型参数信息生成 ；通用

基础模块识别 ；模型版本差异信息

生成 ；通用、专属信息分离等。

符合性测试与验收
以模型为基准的软件符合性测试验

收的对象包括各个层级，除了软件

单元测试，其他层级的软件测试模

型均为介入式。对不同层级的软件

测试采取不同的手段，包括软件代

码仿真测试和目标机系统测试等，

如图 4 所示。

软件代码仿真测试

为了加快研发速度，降低对硬

件环境的依赖，大量的软件测试工

作在仿真下完成，包括开环测试和

闭环测试。开环测试在软件部件测

试、集成测试和系统测试都有涉及，

闭环测试只在系统测试层级涉及。

对于开环测试和部件测试，基于模

型进行符合性验收的介入方式不一

样。在开环测试中，对于基于模型

自动代码生成的项目，应用桌面原

型完成模型测试和代码测试，将测

试结果传递给软件工程师，纳入整

个软件测试结果中，对模型产生的

代码部分软件工程师不再额外测试。

闭环测试的 4 种方式中有两种与开环

测试的方式相同，即将基于模型产

生的测试数据传递给软件仿真测试

平台，或者将软件仿真的测试数据

传递给模型。此外，还有两种在线

符合性测试方法。与离线符合性测

试相比，在线符合性测试可以实现

随机测试输入的注入，即测试人员

可以随机任意给出模型和软件的输

入，看二者运行结果是否一致。

目标机系统测试

软件在真实目标机（电子控制

器）中运行时的某些时序特征，如

低优先级大周期速率组任务被高优

先级小周期速率组任务中断等，在

仿真测试模式下无法体现，因此软

件代码仿真测试层级主要测试软件

逻辑，对于时序的符合性测试主要

在目标机系统测试层级进行。

针对软件多速率组任务调度与

时序特征，需要在常规模型的基础

上，额外增加功能模型模拟，这一

部分模型模拟目标机本身的时间机

制和操作系统调度机制，不参与应

用软件的自动代码生成或手工编码。

由于目标机本身的时序运行结果是

受自身硬件特征和操作系统特征确

定，无法通过任务调度模型的仿真

数据控制，因此以模型为基准的软

件符合性测试方法可以采用如下离

线符合性测试方法 ：将目标机系统

闭环测试数据传递给任务调度模型

仿真测试平台，将软件测试用例注

入到模型，将模型运行结果与软件

运行结果进行一致性对比。

结束语
创新团队聚焦航空发动机 FADEC 系

统详细设计，研究了基于模型进行

控制与软件开发的主要过程和关键

技术，包括模型构建、仿真验证、

模型变更、设计报告生成和软件符

合性测试验收等环节，达到了降低

建模门槛、提升建模质量、实现 MC/

DC100% 覆盖度测试、自动生成符合

归档格式的设计报告和对软件的符

合性测试验收的效果，并最终实现

了提高 FADEC 系统软件设计迭代效

率的目标。                               

（高亚辉，中国航发动控所，研

究员，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控制系

统研究）图4   以模型为基准的软件符合性测试验收方法

图3   桌面原型设计报告数据源关系

模型     软件

测试数据
（含代码测试）

部件 / 集成 /
系统开环测试

系统闭环测试

系统闭环测试

测试数据

测试数据

测试数据
AutoCode 模式

手动编码模式

软件代码仿真测试

（模型 dll，在线对比）
（软件封装 S 函数，在线对比）

目标机系统测试

测试数据

任务调度模型

常规模型

测试数据

注释

信息

数据

字典

需求

桌面原型

设计报告

追溯

嵌入

支撑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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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Very-Large Eddy Simulation Technology for High Temperature 
Rise Combustor

高温升燃烧室超大涡模拟技术研究

随
着燃烧室性能的不断提高，

其内部结构设计往往十分复

杂，相应流场结构和燃烧特

性亦十分复杂，如图 1 所示。燃烧室内

流场结构呈现多尺度、多物理场、强耦

合等特征。无论是主燃烧室还是加力燃

烧室，均涉及两相燃烧过程，其中湍流、

燃烧、燃油雾化蒸发、掺混等基础物理

过程对燃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这些

物理化学过程进行高精度数值模拟是一

项严峻的挑战。

数值仿真技术
数值仿真技术是燃烧室设计的重要

工具之一。相对于试验技术，数值

仿真技术能够提供详细的流场信息，

而且具有缩短研制周期、节约成本

等优点。燃烧室数值模拟作为数值

仿真领域内的典型代表，具有学科

交叉广、复杂程度高等特点，目前

主要发展了雷诺平均方法（RANS）、

大涡模拟方法（LES）和直接数值模

拟方法（DNS）等 3 种基本的数值模

拟方法。

DNS 不需要任何模型，直接求

解所有的湍流和化学反应时间及空

间尺度，具有最高的模拟精度，但

计算资源消耗巨大，仅用于低雷诺

数基础燃烧问题研究，短期无法应

超大涡模拟是近年来新发展的一种数值模拟技术，具有计算精度高和适用性强的特点，同时对计算资源要求

较小，将其应用于高温升燃烧室数值模拟，可解决复杂气动热力场精准辨析的瓶颈问题。

■  张宏达 朱健 / 中国航发动力所    韩省思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用于实际的燃烧室仿真计算。RANS

方法针对湍流燃烧平均场进行求解，

采用模型模化全部的湍流脉动信息，

计算量小，但是精度较差，特别对

于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的强旋流、瞬

态流动过程，RANS 存在本质的缺陷，

无法满足下一代航空发动机燃烧室

的精细化设计要求。LES 的计算量介

于 RANS 与 DNS 之 间， 目 前 常 应 用

于中低雷诺数流动和燃烧计算。

燃烧室中流动雷诺数很高，相

应燃烧大涡模拟需要的计算资源显

著增加，仅单头部燃烧室大涡模拟

计算需要的计算网格量就在几亿至

几十亿量级，如此高的计算资源消

耗限制了大涡模拟在工程研制中的

广泛使用。面向航空发动机燃烧室

工程需求，可承受的高精度数值模

拟方法是近期急需发展的数值仿真

技术。基于自适应湍流模拟技术（如

超大涡模拟技术）及混合雷诺平均—

大涡模拟方法框架建立燃烧的高精

度计算模型和方法，是国际上燃烧

数值模拟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

图1   燃烧室内部燃烧过程大涡模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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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涡模拟技术

超大涡模拟技术 [1] 是近年来新

发展的一种自适应湍流模拟技术，

在保证计算精度与传统大涡模拟相

当的前提下，大幅提高计算效率、

缩 短 计 算 时 间， 实 现 对 仿 真 精 度

和仿真效率的兼顾。相比于传统的

RANS和LES，超大涡模拟建模中考

虑了更多的特征长度尺度，如表1所

示。RANS 只考虑流场中存在的最大

长度尺度，即积分长度尺度，无法

描述流场中的小尺度结构 ；LES 建模

中只考虑了湍流滤波长度尺度，与

网格尺度直接相关，由于求解的湍

流尺度在模型中没有显性体现，因

此 LES 对计算网格极为敏感，需要

很细密的计算网格才能得到高精度

的计算结果。在超大涡模拟技术理

论框架中，建模过程中直接考虑了

积分长度尺度、湍流滤波长度尺度

和柯尔莫哥洛夫长度尺度（即最小

的湍流尺度）3 个具有代表性的流场

特征长度尺度，因此超大涡模拟技

术能够整体考虑流场的多尺度特征，

以此构建分辨率控制函数，可以依

据流场涡系演化的实时特征，实现

从 RANS、LES 到 DNS 之间的光滑过

渡，自适应调整湍流模化与湍流求

解之间的比重大小，从而显著减弱

了对计算网格的敏感性，在保证高

计算精度的同时显著降低计算量。

针对航空发动机燃烧室强旋流、

强分离的特点，创新团队应用超大

涡模拟方法进行大量的计算测试与

不断发展，包括各类复杂的具有挑

战性的分离流动 [2]、强旋流流动 [3] 计

算等，展示出了高计算精度与鲁棒

性。新发展的超大涡模拟方法具有

LES 的计算精度，同时计算量较 LES

至少减少 1 个数量级以上，因此在燃

烧室数值仿真方面具有很大的应用

潜力。

燃烧模型

航空发动机燃烧室中的燃烧过

程是一个复杂的气液两相燃烧过程，

针对稀疏相的两相燃烧过程已发展

了多种数值计算方法。现阶段工程

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是基于欧拉 - 拉

格朗日的耦合方法，气相和液相的

相互作用过程通过基本的物理模型

来模化，因此湍流燃烧过程的数值

计算主要在气相燃烧过程的基础上

开展。湍流燃烧相互作用模型是燃烧

数值模拟的关键所在，也是长期以来

的研究热点。除了早期广泛使用的旋

涡破碎模型（EBU）外，当前主要的

燃烧模型包括基于火焰面建表的燃烧

模型、概率密度函数（PDF）输运方法、

增厚火焰燃烧模型（TFM）、涡耗散

概念模型（EDC）、部分搅拌反应器

模型（PaSR）和条件矩封闭模型（CMC）

等，其中基于火焰面建表的燃烧模型、

增厚火焰燃烧模型等方法在工程中具

有较大的应用潜力，关于湍流燃烧模

型的详细论述见参考文献[4]。在超

大涡模拟方法框架下，进一步发展相

应的湍流燃烧模型，对实现工程燃烧

室的高精度数值计算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

超大涡模拟技术在燃烧室
计算中的应用
超大涡模拟技术已在商业仿真软件平

台Fluent及CFX、开源计算软件平台

OpenFOAM及Code_Saturne上集成和广

泛验证，创新团队运用基于k-ω 模型

的超大涡模拟方法完成了工程相关的

LM6000燃气轮机燃烧室和高温升燃烧

室两相燃烧过程高精度仿真计算。

LM6000燃气轮机预混燃烧

室燃烧计算

LM6000燃气轮机预混燃烧室是

一简化的单头部燃烧室，主要结构

如图2（a）所示。方腔燃烧室除了

旋流进口外，在上下壁面处分别设

有一个冷气狭缝进口，燃料进口为

当量比0.56的甲烷空气旋流预混气。

基于燃料射流入口直径D，平均轴向

速度以及燃料的运动黏度计算得到

的雷诺数（Re）近似为320000，入

口旋流数为0.56。计算采用结构化网

格，网格数量约210万。图2（b）给

出了燃烧室中截面处的瞬时温度分

布，可以看出，在旋流驻定火焰作

用下，火焰面在靠近射流出口处均

具有明显的旋流杯结构。燃烧室的

数值计算方法 雷诺平均方法 大涡模拟方法 直接数值模拟 超大涡模拟方法

特征长度尺度 Li( 积分长度尺度 ) Lc( 滤波长度尺度 ) Lk( 柯尔莫哥洛夫长度尺度 )

Li( 积分长度尺度 )

Lc( 滤波长度尺度 )

Lk( 柯尔莫哥洛夫长度尺度 )

数量 1 1 1 3

表1   不同数值模拟方法建模中的特征长度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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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分布均具有明显的“颈部”结构，

这主要是由于狭缝冷气对燃烧室冷

却产生的特有结构，并且与燃烧室

主流形成剪切作用。火焰面产生明

显的褶皱，说明当前的计算能够很

好地捕捉较为精细的流场结构。

高温升燃烧室两相燃烧计算

航空发动机高温升燃烧室如图3

（a）所示，其燃烧室头部由三级旋流

器和双油路喷嘴组成[5]。采用四面体

非结构网格对计算模型进行网格划分，

网格总数约为1500万，选取发动机热

力循环设计点燃烧室工作参数作为数

值模拟状态点。高温升燃烧室头部中

心截面的瞬时温度场分布如图3（b）

所示。在火焰筒头部，由于燃油不断

蒸发吸热，蒸发的燃气被卷吸进入头

部中心回流区，回流区内较低的气流

速度为燃烧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不断

补充新鲜空气，大部分燃料在回流区

中燃烧，导致燃料快速消耗，温度迅

速升高。另外，火焰筒大孔射流对回

流区产生了截断作用，大孔射流中一

部分受回流区的卷吸作用参与了回流，

另一部分与高温燃气来流发生掺混。

结束语
针对下一代先进发动机的研制需求，

创新团队以加强正向设计、提高仿

真能力、提升燃烧室部件的性能和

可靠性为目标，深入系统地开展燃

烧室超大涡模拟技术研究，建立超

大涡模拟高精度仿真方法及相应的

工具、流程、规范，实现在通用计

算仿真平台上的集成，对解决航空

发动机燃烧室复杂气动热力场精准

辨析的瓶颈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有

力支撑了燃烧室设计方案的快速评

估、筛选和优化，初步解决了大涡

模拟对计算资源要求过高难以在型

号中广泛应用的难题。          

（张宏达，中国航发动力所，工

程师，主要从事先进发动机燃烧室

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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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LM6000燃气轮机预混燃烧超大涡模拟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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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Layout Planning and Simulation Technology of Digital Factory

数字化工厂 3D布局规划与仿真技术实践

传
统的工厂工艺布局全部依托二

维（2D）图样制订厂房改造

计划、设计生产线建设方案，

无法体现生产设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逻

辑关系，导致技改资源投入大、效益低、

产能浪费现象严重。创新团队根据航空

发动机变品种、小批量生产车间的特点，

基于尽量减少和消除不必要的车间作业

的原则，从求解流程、模型构建、模型

分析3个层面对现有生产工艺布局规划

理论与方法进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

形成航空发动机多品种、小批量、离散

式数字化工厂三维（3D）布局规划建模、

仿真、分析及评价方法，为数字化、自

动化生产线的建设及改造提供技术支撑。

数字化工厂建模技术路线
数字化工厂建模主要从车间工艺布

局立体化、生产运行动态虚拟化、

运行过程数据显性化 3 个维度解决生

产车间数字化改造的实际问题。生

产车间工艺布局立体化是生产车间

工艺布局的具体化过程，核心是工

艺布局，要做到相对独立的车间工

艺布局一次做好，获得长期收益，

必须解决车间工艺布局二维图的引

用、应用环境构建、模型、关联（通

过模型间的关联实现设施或单元之

间的关联）4 个层次的问题。生产运

行虚拟化解决的是生产车间或自动

化生产线动态展示的问题，核心是

环境的构建和动态运行机制的定义，

在此基础上的生产车间仿真环境将

结合需求不断被迭代分析、不断随

工艺布局修订和迭代分析结果而持

续完善。运行过程数据显性化则是

通过观察设备利用率的变化，找出

生产线的瓶颈设备，并作为生产线

优化的依据。

数字化工厂3D布局规划与仿真技术能够对工厂生产线、设备、生产制造工艺路径、物流等进行预规划、分析、

评估、验证，从而减少技术改造投入成本、缩短方案规划及评审周期、提高产品生产效率。

■  周鑫  张森堂  高阳 / 中国航发黎明

航空发动机零件生产线仿真示意

数字化工厂建模与仿真集成应用总体思路

描述系统并列出假设

收集数据和信息

构造计算机模型

仿真运行及分析

提高试制线利用率 增加测试线产量缩短试制线生产周期

增加缓冲区设置

阶段性建模优化方案

生产过程的随机因素 加工设备 /工作人员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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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工厂建模关键技术
通过对数字化工厂建模技术路线的

梳理，创新团队确定了实现技术路

线所需突破的几项关键技术。

模型轻量化技术

航空发动机零部件通常采取面

向对象的方式完成零组件建模，1 个

零件内存占用量超过 20MB。1 台航

空发动机通常由上万个零组件装配

而成，内存占用量超过 10GB。数字

化工厂建模需要引入完整的零组件

模型、加工设备模型、传动装置模

型等。模型轻量化之前，单条生产

线内存占用量超过 20GB。保持原始

模型不变，90% 以上的计算机无法

查阅和编辑生产线模型。为保证数

字化工厂建模工作的实施，必须突

破模型轻量化技术，将模型进行缩

减。模型塌陷技术是目前模型轻量

化应用效果较好的关键技术，通过

模型塌陷，原始模型内存占有量可

缩小为原始模型占有量的十分之一。

在数字化工厂建模之前，通过特征

过滤，将模型中的孔隙、电缆等特

征部件进行删除，进一步轻量化模

型，可以实现发动机总装模型内存

占有量从 1GB 缩至 20MB 以内。

人机交互模型构建技术

数字化工厂中，校准、搬运等

工作需要人的协作，因此在数字化工

厂建模时，必须将人的因素考虑到工

厂模型中。通过人机交互模型构建，

可以实现人员运动轨迹定义、人机协

作模式定义，并且可以用于生产线安

全性判断、人员时间消耗分析。

设备实体模型构建及矩阵变换

技术

生产线中的生产设备模型，主

要以供应商提供、激光扫描建模、

人工测绘建模等方式完成，但创建

的模型只能用于静态的展示，无法

用于开展物流建模、动态仿真、利

用率分析等研究工作。设备实体模

型构建及矩阵变换技术可以实现生

产设备模型位置的摆放、运动机构

的拆分、行程极限的设定、运动轨

迹的编辑等工作。生产设备模型构

建主要包括机床运动机构定义、设

备坐标系创建、设备空间位置变换 3

个步骤。

生产线平衡效果的评价指标

通常采用装配生产线的平衡率、

平衡损耗率以及平滑性指数等几个

指标来直观地衡量装配生产线平衡

的好坏。对生产线所有作业元素所

耗时间进行累加，求解每台设备上

每个作业所消耗的平均时间，将平

均时间与单个作业最大消耗时间相

除，即可得到生产线平衡率。生产

线的平衡损耗是由于装配生产线上

工作站之间作业分配不均导致的，

首先按照每台工作站都采用最大作

业时间来计算生产线的虚拟时间，

将虚拟时间与实际生产线生产作业

时间相减得到时间差值，所得差值

与虚拟时间相除即可得到生产线平

衡损耗率，生产线的平衡损耗率越

大，表示工位损失时间越多。根据

连续生产 15 天的实际生产值除以每

天的设备利用率变化，计算出平滑

性指数，根据平滑性指数的数值，

预测未来生产线的生产能力。

数字化工厂建模技术实践
创新团队以厂房的数字化工厂建模

为例进行了技术实践。厂房总建筑

面积约 15000m2，涉及钛合金筒形焊

接机匣类、隔热屏组件类等系列产

品的生产。数字化工厂建模工作流

程为串行工作流程，共分为工艺平

面布置图导入、导入文件编辑、效

果图框架搭建、自定义布局组件搭

建、非标设备建模、工艺布局效果

图搭建、效果图文件生成及输出等 7

个步骤，以下逐一说明。

一 是 工 艺 平 面 布 置 图 导 入。

通 过 数 字 化 工 厂 仿 真 软 件 Visual 

Components， 可 以 将 CAD 文 件 直

接 导 入 到 3D 格 式 中。 因 为 Visual 

Components 支 持 来 自 许 多 领 先 的

CAD 供应商的 CAD 文件类型，可以

轻松导入由 Autodesk、达索、PTC、

西门子等公司使用流行软件应用程

序创建的几何文件。

二是导入文件编辑。在图样等

文件导入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选择导入图样的类型及格式。图

样锁定后，可以将图样作为唯一参

考基准进行数字化工厂建模。

三是效果图框架搭建。导入平

面工艺布局图后，即可根据所用到

的组件进行搭建。

四是自定义布局组件搭建。预

先定义2300个参数化的组件，其中

包括来自工业自动化领域几十种品

牌的机器人、传送带、智能货架、自

运行过程数据显性化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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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引导小车（AGV）、数控加工机床、

龙门架、产线外围、人机协作元素等。

非标设备或者库里没有的设备则可

以创建私有库，通过导入模型，赋

予行为动作，添加信号，生成组件，

存入私有库，结合使用网络库和私

有库来进行布局搭建。

五是非标设备建模。以创建机

床组件为例，导入模型。在导入模

型的时候，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模

型的细节、品质的高低、是否需要

过滤不必要的孔洞、几何元和特征

树按照什么类型导入等。

六是工艺布局效果图搭建。根

据导入的图样，进行设备组件的位置

摆放，形成静态布局图，然后进行动

作和工艺流程设定。在进行布局搭建

的时候，可以直接从网络组件库中将

组件拖到场景里，利用即插即用的功

能，快速构建布局。使用属性编辑功

能可以修改预定义的组件参数，如尺

寸、速度和颜色等。当建立私有库时，

可以通过使用私有库以及公共库中的

组件进行快速搭建。

七是效果图文件生成及输出。

Visual Components 导出的文件主要有

5 种，并且支持多种渲染模式，包括

可互动操作的 PDF 文件、4K 超清图

片及视频录制、虚拟现实（VR）视

频显示等。

创新团队以一款机匣的生产线

为例，通过二次开发实现设备利用率

的实时交互显示，通过调整物流路径、

生产节拍，设置缓冲区，制订了3种

优化方案，优化后生产能力从每季度

50件，提升到每季度226件，产能提

升3倍，创造价值千万余元。

结束语
本项目所突破的关键技术不仅适合

在公司范围内推广应用，同时具备

向行业推广的潜质。通过数字化工

厂 3D 布局规划与仿真技术实践，应

用分析及优化技术，物流周转时间

可缩短 20%，生产能力提升 3 倍以上，

每条生产线瓶颈突破后可以创造新

增价值百万元，未来作为生产线建

设的重要支撑技术之一将持续创造

更多价值。                               

（周鑫，中国航发黎明，工程师，

从事数字化制造技术方面的研究工

作）

CAD图样导入效果

图形及3D/PDF显示

标准设备数据库

布局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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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Precision and High Efficiency Rounding and Chamfering 
Technology of Spiral Bevel Gear Tooth Profile

螺旋锥齿轮齿廓高精高效倒圆倒角技术

螺
旋锥齿轮倒角倒圆不规整或

尖 角、 台 阶、 缺 料 等 缺 陷，

会导致锥齿轮在高载荷运转

下因局部应力集中而出现裂纹，须对传

统手工打磨技术采用数字化手段进行升

级改造。创新团队应用在线测量、自适

应数控加工、齿面模型重建等方法，开

发了螺旋锥齿轮齿廓高效高精倒角倒圆

技术，解决了人工倒圆倒角加工质量一

致性差等问题。

总体思路
为了突破航空发动机螺旋锥齿轮倒

角倒圆高效高精加工的技术瓶颈，

创新团队通过数控加工的方式提高

产品质量的一致性、稳定性、可靠性。

总体思路主要是以被加工齿轮齿面

螺旋锥齿轮是航空发动机的关键传动部件，传统的手工打磨的加工方式存在加工效率低、批次零件质量一致

性差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螺旋锥齿轮的实际使用寿命，乃至对飞行安全造成隐患。

■  袁邀玮  罗鹏  李杰 / 中国航发中传    颜利军 / 苏州千机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实测数据为基础，建立逼近产品实

物的实体模型，并以五轴加工中心

为平台，结合高精度机床测头，设

计一套自适应加工系统实现五轴联

动加工路径的精确控制，最终实现

螺旋锥齿轮齿顶齿廓倒角倒圆的高

精度、高效率、智能化加工。

创新团队制定的技术开发流程

如图 1 所示 ：将齿轮的实体模型导入

到自适应软件平台中，并基于该模

型规划合适的测量路径 ；将齿轮零

件装夹到五轴数控加工中心上，通

过在线测量采集齿轮的实际位置和

形状信息 ；将测量点数据代入到位

置配准算法中，计算得到零件从当

前实际装夹位置到所期望的理论装

夹位置之间的刚体变换 ；将该刚体

变换作用到导入的理论刀路中，从

而得到实际位置的加工刀路 ；将实

际加工刀路进行后置处理得到数控

代码，并将数控程序传输给数控机

床进行加工。

关键技术研究
创新团队通过对开发流程的梳理，

确定了以下几项关键技术加以研究

和掌握。

模型创建

通过理论齿面建立的模型不能

完全与实际加工齿面相符，用理论

模型建立的倒角或圆角特征与实际

齿轮会存在一定偏差，不能用于刀

路轨迹的规划与自动加工。要想得

到与实际相符的准确齿面模型，只

图1   技术开发流程

齿轮装夹

误差来源 数控代码数据采集

后置处理在线测量 数控加工

机床通信

刀路修正

理论模型

计算
位置误差

实际位置
刀轨

理想位置
刀轨

变换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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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采取逆向建模的方式实现。

逆向建模的常用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采用光学扫描建模，另一种

是采用齿面实测数据导入专用建模

软件建模。由于光学扫描的数据后

期处理的工作量较大，效率不高，

一般选择研究齿面实测数据导入专

用的建模软件进行建模。

为简化螺旋锥齿轮的建模程序

并保证模型的准确性，创新团队在

研究过程中充分利用齿轮加工生产

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测量数据，对齿

轮进行实体模型的创建，由三坐标

数据点拟合齿轮齿面的建模效果如

图 2 所示。

圆弧锥齿轮建模插件在结构设

计上主要分为界面及交互模块、模

板文件模块、数据结构及主体功能

模块。其中，界面交互模块负责用

户的输入输出和建模操作 ；模板文

件模块负责存放和管理圆弧锥齿轮

的模型文件，并负责将模型文件加

载到当前工作环境中 ；数据结构及

主体功能模块主要管理用户输入的

设计参数，然后调用 UG 软件二次开

发提供的接口实现相关的功能，并

把各项功能按照齿轮建模顺序组合

起来，实现齿廓实体成形功能，最

终输出齿轮的实体模型。输出的模

型与最终成形齿轮零件之间偏差较

小且模型为实体类型，为后续其他

特征的创建提供了基础保证与便利。

在线测量

接触式在线测量是指利用机床

的数控系统驱动带有测头的主轴运

动，使得测头沿给定方向与工件接

触，从而获取工件表面接触点的坐

标值数据，并将数据转存为数控系

统的自动化测量过程。自适应加工

过程主要依赖于测量模型与设计模

型之间的偏差计算，测量模型的数

据源于测量模块。

为了实现齿轮几何的在线测量，

创新团队自主研发了测量模块，通

过与机床数控系统的接口控制机床

测头，对产品几何实物进行在线测

量，其具体功能包括 ：测量过程定

义（通过手工交互定义或者刀路自

动定义测量点，按照分组方式创建

测量任务）、测量过程控制（通过在

线测量系统接口或数控系统接口，

将测量指令发送到控制器，自动完

成测量过程）、测量结果导入（通过

寄存器接口或文件形式导入测量结

果数据）和仿真及可视化（通过图

形系统显示测量路径，模拟测量过

程，并应用标记和标签等方式可视

化地显示测量数据）。

软件开发

齿轮实体模型的精准创建问题

解决后，需要解决轮齿倒圆倒角刀

路轨迹精准控制的难题。为了准确

找到零件位置，保证齿顶、齿廓倒

角倒圆自动加工的精确性，创新团

队利用计算机辅助制造（CAM）软

件对建立的轮齿倒角或圆角特征进

图2   齿面数据点拟合

图 3   UltraFIT自适应软件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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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刀路轨迹设计和优化，结合创新

团 队 自 主 开 发 的 自 适 应 加 工 软 件

UltraFIT（如图 3 所示），将在线测量、

误差计算、刀路修正、后置处理进

行自动化组合（自动识别、自动运算、

自动决策和自动执行），实现一键式

智能化加工。

为了补偿由齿轮加工误差和装

夹误差引起的倒圆倒角位置偏差，

创新团队研究了齿轮倒圆倒角位置

自适应最佳拟合算法。该算法基于

实际测量结果与设计模型的偏差，

对实际齿轮倒圆倒角进行自适应计

算，将计算结果应用于理论刀路 ；

对理论刀路进行几何变换，重新优

化调整数字控制程序，生成符合实

际齿轮形状的新刀路，其过程如图 4

所示，其中蓝色为原始刀路，红色

为修正后的刀路。

实践及效果
创新团队利用螺旋锥齿轮齿廓高效

高精倒圆倒角技术生产的试验件，

通过了大修间隔时间（TBO）试验

验证，成功解决了因高强度载荷下

齿顶圆角不均等因素造成的齿面擦

伤问题。此外，该技术已经完成了

发动机中央传动锥齿轮副与中心传

动锥齿轮副的加工验证，实测尺寸

离散度在 0.1mm 以内，解决了手工

倒圆倒角加工存在的圆角不规整、

尖角、台阶及缺料等问题，加工的

齿轮圆角实物效果如图 5 所示。

为了进一步分析螺旋锥齿轮倒

圆倒角自适应加工的质量的一致性

和稳定性，创新团队在研究过程中，

图 4   刀路修正示意图

图5   齿轮加工实物

对一型齿数为 19 的螺旋锥齿轮的工

作齿面的齿顶棱边圆角进行了全采

样检测，尺寸在理论值附近波动，

幅度都在 0.05mm 左右，小于给定的

±0.1mm 公差范围，具备工程实践

应用的可行性。

结束语
螺旋锥齿轮齿廓高效高精倒圆倒角

技术在质量上极大地提升了锥齿轮

齿顶齿廓倒圆质量的稳定性、一致

性，可在其他传动领域进行推广，

同时也为传动系统高载荷、长寿命

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实际工程的加

工试切效果也表明，本项目开展的

各项关键技术研究，可以有效地应

用在航空发动机核心零部件的制造

加工过程中，并具有较好的扩展性

和可移植性。                           

（袁邀玮，中国航发中传，工程

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传动零部

件加工工艺研究）

变换矩阵

修正

对比分析
误差计算

在线测量

实际 理论

实际刀轨

理论刀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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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Coupling Design Method for the Dimensional Conforming 
of Intermediate Case Curved Surface Flow Channel

中介机匣曲面流道尺寸符合性的新型耦合
设计方法

■  史成龙  钱巍  郄喜望  南海 / 中国航发航材院

为满足中介机匣的设计和使用要求，同时提高产品合格率、缩短研制周期，传统的曲面流道尺寸符合性设计

方法已力有未逮，融合仿真模拟、数字化采集、智能化分析和多变量精确应用的新型耦合设计方法成为了攻

克难题的关键技术。

钛
合金中介机匣位于航空发

动机中段，连接高压压气

机和低压压气机，是航空

发动机的重要构件。作为发动机主

承力框架，钛合金中介机匣除了承

受发动机整机质量、振动和机动过

载外，还起着对整个发动机气流分

流的作用，如图1所示。中介机匣

曲面流道尺寸的偏差会直接影响内

外涵道的气流量，进而影响涵道比，

而涵道比的偏差最终会影响发动机

的推力大小。因此，中介机匣曲面

流道尺寸作为关键设计点，对流道

轮廓度和粗糙度均提出了非常高的

要求。

近年来，熔模精密铸造钛合金

ZTC4 以 其 近 净 成 形（ 指 仅 需 少 量

加工或不再加工，就可用作机械构

件的零件成形技术）优势和优异的

综合性能，在航空航天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熔模精密钛合金技术日趋

成熟，对钛合金铸件也提出了尺寸

100% 符合设计要求的目标。但对于

中介机匣实现尺寸 100% 符合设计的

要求，采用传统方法存在难度大且

成本过高的弊端。在此背景下，创

新团队提出一种新型耦合设计方法，

来降低中介机匣的研制风险、缩短

研制时间和降低成本。

尺寸符合性关键因素分析
在制造中，对尺寸产生影响的因素主

要包括模具、浇注系统、冷热变形等。

其中，浇注系统可以通过模拟和调整

设计方案来降低影响，冷热变形可以

通过校型降低影响，但模具对铸件尺

寸的影响却很难通过以上的措施来降

低，因为优化工艺及决定铸件尺寸的

主要因素是蜡模尺寸，以及铸件浇铸

成形过程中自由收缩率和结构受阻收

缩率。这两种收缩率在浇铸过程中较

难实现有效的控制，尤其是对钛合金

铸造来说，传统意义上的局部加冷铁

等方法改变收缩率的效果不佳，所以

需要建立尺寸的网络关系，调整不符

合图纸要求的模具尺寸，来满足铸件

尺寸要求并完成产品的研制和生产。

针对上述关键影响因素，创新

团队首先从钛合金复杂结构中介机

图1   中介机匣内涵流道和外涵流道示意

内涵

流道

外涵

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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匣的熔模精密铸造研制全流程（如

图 2 所示）开始分析，整理出所涉

及的几十个工序，每个工序包含的

操作过程扩展为 5 ～ 10 个步骤。从

众多的流程步骤中按照对曲面流道

轮廓产生影响的大小程度分析排序，

进而梳理出对曲面流道轮廓影响最

为重大的 5 个工序，包括模具设计

与制造、蜡模制备、型壳制备、熔

炼浇注和冷热加工等，如图 2 中红

框所示。

创新团队把对曲面流道轮廓尺

寸影响最大的5个工序单独列出，并

借助“鱼骨分析法”梳理出各工序影

响曲面流道轮廓的数十项细节因素

（如图3所示），并总结出3项关键技

术，包括复杂结构机匣模具内腔模型

设计技术、异形薄壁机匣曲面流道

轮廓尺寸形状控制（全轮廓度1mm）

和大尺寸大质量机匣流道表面完整

性控制技术（粗糙度≤1.6μm）。由

图3可以看出，每个工序中对曲面流

道轮廓尺寸的影响因素很多，同时

这些影响因素所涉及的专业和领域

众多，而且不同工序的因素存在相

互影响甚至交错影响。例如，设备

问题、车间温度、车间湿度、炉内

真空度等属于装备类因素 ；出模人

员因素、型壳磕碰破损、浇注人为

因素等属于人为因素 ；模具设计错

误、工艺设计不合理、热工艺设计

不合理等为设计因素。

尺寸符合性设计总体思路
与实践
针对上述影响因素和关键技术，创

新团队首先借助钛合金熔模精密铸

造平台的自动化水平的提升，包括

不断提升型壳制备、复杂结构内部

缺陷数字化检测、荧光检测、模具

结构自动化和机器人自动打磨设备

的自动化水平，处理了图 3 中的 36

个影响因素 ；其次充分利用计算机

模拟仿真技术对正向设计的促进作

用，通过蜡模充型模拟、金属液充

型模拟、缺陷模拟等技术处理了图

图2   钛合金复杂结构机匣研制主要流程

图3   影响因素鱼骨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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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的 10 个因素 ；然后对剩余的因

素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的方

案处理了其中的 12 个因素 ；最后还

剩以上方案均无法处理的 5 个因素，

包括蜡模和铸件的冷却受阻收缩和

自由收缩，以及铸件热自由收缩等。

针对最后 5 个因素，团队调整思路，

将这 5 个因素看成固定规律，由此找

出中间隐藏的一致规律性，继而依

据收缩规律将整个流道的变化按物

理特性分为两个独立且可定量评价

的部分，将这些数据规律收入数据

库中。随着数据的丰富，可以用整

体收缩率来设计新机匣的模具内腔

模型，用分阶段收缩率制作合格蜡

模模型，用以验收模具蜡模或输出

3D 打印快速成形蜡模的制作要求。

此外，创新团队在实践中还引

入了蓝光非接触数字化检测设备及

分析技术，广泛应用于研制全流程

的数据收集和处理，实现对隐藏在

表面现象背后规律的梳理、验证和

推广。创新团队通过对 1000 多万个

数据点的自动采集和智能化处理，

实现了高效输出偏差数据的目标。

通过对数据的梳理发现，单一参数

设计理念无法满足三环曲面流道轮

廓的设计要求，只有多参数耦合设

计才能突破目前曲面流道轮廓偏差

大的技术瓶颈。

设计方法验证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创新团队将中

介机匣的三环流道轮廓偏差由 3mm

波动范围控制到了 1mm 的范围内（如

图 4 所示），并且提供了良好的原始

流道基底。经过表面处理后，流道

粗糙度实现了小于 1.6μm 的目标，

同时减少了大量的流道补焊、打磨

等返工过程，周期缩短了 1/3。经过

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借助数据库

中分阶段收缩率制作的合格蜡模模

型可以把对铸件曲面流道合格与否

的判断结果提前到对蜡模流道合格

与否的判断上，将判断里程碑提前

了 30 天。此外，根据蜡模流道轮廓

偏差数值可以及时报废不合格的蜡

模，成本降低了 20%，成品率也得

到提升。

本项目的方法目前已经在国内

所有型号的中介机匣上得到应用，

并应用在 LEAP 发动机上。此外，团

队与 GE 航空集团、罗罗公司和俄罗

斯联合发动机制造集团（UEC）开

展了关于新一代发动机中介机匣的

研制合作，并将本方法应用到新一

代 GE9X、PD-35 和罗罗公司的发动

机机匣的研制中。

结束语
基于仿真模拟与数字智能化全流程

尺寸检测，创新性地建立了航空发

动机用关键结构件曲面流道尺寸符

合性耦合设计方法，使流道轮廓尺

寸波动范围由3mm缩小到1mm的范

围，极大地缩短了研制周期，并且降

低了铸件报废率，近净成形能力大

幅提升。此外，团队进一步制订了项

目的后续目标 ：随着所收集数据的增

多，实现数据库资源的不断丰富，并

结合计算机模拟收缩率数值的补充，

最终形成一个足够丰富连续的数据库

平台，当有新机匣的研制任务时，可

实现在智能分析后输出新机匣的曲面

流道设计参数。                         

（史成龙，中国航发航材院，高

级工程师，主要从事钛合金熔模精

密铸造研究）图4   中介机匣实际扫描数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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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Welding System

数字化焊接系统集成与应用

高
效率、高质量、低成本的数

字化、智能化制造将是中国

制造业未来提升自身竞争力、

实现转型升级的最佳方式。焊接技术作

为工业中应用最广的工艺之一，目前面

临着焊接参数选择依靠经验，焊接过程

管控难，焊接质量与工艺参数的匹配性

难以追溯等困难。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业

生产工艺，将先进的信息技术植入到焊

接自动化领域，使自动化焊接设备内部、

设备之间以及设备与管理系统之间形成

有效信息交互网路就显得十分重要。

总体目标
创新团队通过前期研究制定了项目

的总体目标 ：将车间全部焊接设备

实现互联互通，在焊接过程中主要

焊接工艺参数全部可提取，焊接过

程稳定性、焊接质量能够智能评价；

焊接工艺自动设计，能自动批处理

输出焊接工艺卡、工艺指导书、工

艺评定报告等，具有维护方便、界

面友好等特点 ；通过扫码枪扫描工

艺卡片、工艺参数表二维码，分别

获取加工零件信息、焊接参数信息，

并将工艺参数自动下达到焊接设备，

实现焊接过程参数可控化管理 ；采

用数字和波形显示实时传感电流、

弧压、焊速等工艺参数，实现全程

可追溯，能提取和存储任意时段工

作为特种工艺的焊接工艺，其质量将直接影响着航空发动机的性能。通过应用数字化、智能化焊接技术，提

升焊接质量、提高焊接效率、降低焊接成本，是传统焊接工艺实现创新变革的重要途径。

■  陈昊  于越华  陈成  邓海鹏  陈川 / 中国航发黎阳

艺参数平均值、有效值、均方根、

短路时间和次数、断路时间和次数、

燃弧时间、工时、材料消耗等数据，

并能提供相关报表 ；所有焊缝质量

可全程追溯，依据实时传感的工艺

参数、结合已有的数据库，离线进

行焊接过程稳定性、焊接工艺吻合

度等质量的评价 ；机械手自动焊焊

机熔池视觉系统，实现焊接过程熔

池变化的实时监控。

关键技术及实现过程
根据上述总体思路和目标，创新团

队经过研究，梳理出需要掌握的关

键技术包括以下几项。

焊接物联网络与工艺传感

焊接监控评价软件模块应实现

对联网焊机的实时监控，记录的内

容包括 ：焊接电流、弧压、焊机工

作状态、预置焊接工艺参数、送丝

速度、使用气体、焊丝材质、焊丝

直径、开关时间、焊接时间、焊工

姓名、焊机型号、实时波形图等参数。

质量评价与管理

软件通过数据处理，提取焊接

电流、弧压的瞬态波形和动态特征

图1   焊接工艺在航空发动机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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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对焊接质量进行初步预判与

分析。结合焊接工艺计算机辅助设

计（WCAPP），给出焊接工艺参数与

要求的工艺的吻合程度评价 ；依据

提取的动态和瞬态特征参数，评价

过程稳定性、缺陷产生概率等质量

要素 ；依据同步传感的信息定位可

能存在的焊缝、质量欠缺（或可能

存在缺陷）的具体位置以及焊接该

焊缝的焊机，给出焊接电流超规范

比例、超规范累计时间、波动系数

等数据以及其他质量特征分析评价

数据，可离线输出评价报告。

 焊接工艺任务自动下达

焊接工艺任务自动下达模块能

够实现软件对焊接设备工艺参数进

行设定并下传，焊接设备遵循下传

的工艺规范进行焊接作业。焊接设

备根据限流参数动态调节电流电压

输出，保证焊接设备严格按照工艺

规范约定来执行。

数字化焊接车间生产管理

数字化焊接车间生产管理具体

包括生产管理、成本管理和焊机管

理等方面。

生产管理模块应实现对焊工信

息、焊缝信息的采集与焊接设备的

使能控制，采集方式包括插拔式 I C

卡、条码扫描、感应式刷卡终端机等。

系统会自动记录下工件编号并调用

相应的焊接工艺参数。通过查询功

能，可以查询到什么时间、哪个焊

工使用哪台焊机焊接了什么工件，

把焊工、电焊机、工件统一管理起来，

使生产管理具有可追溯性。

焊接成本管理模块可查询指定

焊工在某个时间段内的工作时间、

使用效率、焊丝消耗、电能消耗、

气体消耗等数据，查询条件可以按

天查询，也可以设定开始日期与结

束日期进行查询，并以数据表及柱

状图的形式体现，方便管理部门对

工时、焊材消耗的及时把握，如图 2

所示。

焊机管理模块对设备运行状态

进行采集和监测，采集基于时间域的

设备利用状态、设备生产活动时间，

对设备利用效率进行统计、分析、测

图3   焊机设备管理界面

图2   焊接成本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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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设备运行信息包括 ：设备开关机

时间、设备加工起始/终止时间、设

备待机时间、设备报警时间、报警序

号及报警内容、焊接设备输出电流/

电压曲线及其他关键点状态。设备

出现故障报警时，焊接管理系统弹出

报警提示并将报警信息保存到数据库

中，对设备的报警日志可进行查询统

计，软件同时弹出故障提示信息，如

图3所示。所有的焊机参数以及焊接

过程的宏观、微观图像，均可通过总

监控室大屏幕进行检测。

焊接工艺管理

通过多种应用软件集成，实现

各类焊接文档管理规范化，以及焊

接工艺设计、焊接任务规划和焊接

制造过程参数的采集自动化等目标。

由不同部门开发相应的应用软件，

其中，工艺部门开发焊接工艺设计

软件，生产车间设计焊接任务规划

软件，焊接工位开发焊接使能及焊

接过程的参数采集软件。3 个软件以

企业局域网为支撑，以共享数据库

方式实现软件之间的数据集成及应

用软件间的互联互通，整个数字化

图4   数字化焊接软件架构及布局

车间软件逻辑功能划分和布局如图 4

所示。

项目应用效果
本项目基于数据分析，通过对焊机及

其他硬件设施进行改造，并植入操作

和记忆程序，实现了焊接参数数据优

化与记录、焊接质量评估与质量追溯、

焊接材料消耗统计与预测、焊接任务

排产等方面的有效管理与优化，具体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现设备生产可视化管理。

所有焊工工作状态可通过大屏幕实

时观察 ； 焊接设备状态可通过软件

界面实施监测 ； 焊接机器人加装熔

池视觉系统后，可以在显示屏上观

察熔池状态。 

二是焊接工艺参数标准化管理。

建立智能化焊接参数设计系统，实

现焊接工艺参数设计标准化管理，

促进焊接参数数据库的建立及数据

管理，为后期优化焊接参数提供数

据支承，避免了由于工艺人员经验

不足造成的焊接工艺质量参差不齐。 

三是现场焊机焊接参数准确管

理。建立焊接参数自动下达系统，实

现焊接参数通过扫描二维码自动下

达，避免人为错误调整参数的风险。 

四是实现焊接质量可溯化管理。

建立焊接质量评价系统，实现焊接

质量的预评估。建立焊接参数采集

系统、实现焊接参数实时采集及焊

接过程参数的显示，若后期出现质

量问题可以从数据库中调取加工记

录，并对加工时的操作人员、焊接

参数等因素进行追溯。 

五是促进焊接设备、排产合理

化管理。建立焊机使用记录数据库，

分析数据为焊接设备购买、排产计

划提供支持，做到提高设备利用率、

促进排产合理化。 

六是实现焊材消耗可量化管理。

系统可以记录焊材与保护气体消耗

量数据库，以全年或单台消耗数据

为焊材、保护气体购买与领取提供

依据，减少库存浪费。

结束语
创新团队将传统焊接技术与数字化、

智能化技术相结合，开辟了一条传

统工艺与数字化结合的创新之路，

达到了降低焊接成本、提升焊接质

量的目标。目前已完成了对焊机控

制及传感系统改造，并将所有焊机

集成焊接系统物联网 ；建立了智能

化焊接参数设计系统，并将其与产

品数据管理（PDM）系统集成，可

直接向规程编制人员推荐参数，实

现焊接工艺参数设计标准化管理。

后期将继续开展智能化焊接技术研

究，实现对焊接前、焊接中、焊接

后的各项工作的有效管理。  

（陈昊，中国航发黎阳，高级工

程师，从事焊接工艺及生产管理研

究）

工艺设计部门

… … …

焊接工艺设计软件 焊接任务规划软件 焊接使能及参数采集软件

企业局域网

各种数据、文档库
数据服务器

焊接生产车间 焊接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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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Research on Compound Special Machining Technology for 
Closed Variable Cross Section Channel

闭式变截面异型通道复合特种加工技术应用

研究

在
新一代涡轴发动机的压气机

部件中，整体闭式径向扩压

器零件承担着引流、转能的

重要用途。该零件有 30 余处闭式变截

面异型通道，长约 150mm，截面比高达

1 ∶ 10，通道轮廓有 20 多组截面数据，

喉部轮廓度要求为 ±0.02mm，表面粗

糙度要求为Ra 0.6。

针对涡轴发动机压气机部分径

向扩压器零件开展闭式变截面异型

通道的加工，创新团队通过引入电

火花加工（EDM）自动化工具、磨

粒流先进设备，开展了“EDM ＋磨

粒流”复合加工工艺研究，解决了

闭式复杂变截面通道零件的加工质

量差、效率低的难题，并建立起适

用于闭式复杂变截面通道加工的提

高质量和效率的方案。

闭式变截面异型通道的加
工技术特点

步骤繁琐，周期长

闭式复杂变截面通道的 EDM 存

在电极装夹、找正困难等问题。每

加工一个通道，都需要更换电极，

且夹具分度定位精度差。EDM 工序

的加工周期通常需要 30 天。

闭式整体流道件结构设计在新一代涡轴发动机上的应用越来越多，对于闭式异型通道，“电火花加工（EDM）+

磨粒流”复合特种加工技术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  郭坤  徐江龙  廖旺  曾雪晴  叶成思  吴建 / 中国航发南方

消耗量大

闭式深窄腔通道散热效果不好，

采用铜电极加工时受热影响较大。

粗加工时单个电极仅能加工 3 个通

道 ；精加工时，采用 2 个铜电极分上

下部分进行，单个零件加工需要更

换 30 根电极进行加工。

质量不稳定

由于电极找正困难，导致零件

加工通道位置度不合格。电极供应

商无法保证电极制造精度，加工损

耗过大，局部损耗不一致，加工参

数未优化且不稳定，导致零件不符

合轮廓度 ±0.02mm 的标准。

手动抛光难度大

EDM 加工完后，通道中附着一

层重熔层，需要手工抛修，但通道

型面复杂，拐角处无法进行抛修，

导致重熔层残留。此外，通道截面

复杂，截面小而深，手工抛修易导

致通道轮廓超差。

复合特种加工技术总体思路
自动加工，以机换人

首先，减少人工干预，实现机

床 24h 不间断加工，引入零点快换系

统的 3R 标准夹头和基准球，电极找

正时系统自动进行偏移补偿。然后，

引入自动机械刀库和 A 轴伺服转台，

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代码

进行 EDM 的程序编制，实现自动电

极抓取和自动旋转分度，实现 24h 不

间断加工。

优化电极，高效低耗

为了减少电极消耗量，创新团

队通过对不同放电间隙及不同材料

电极的加工进行试验，收集零件表

面质量、加工时间、电极损耗等信息，

确定电极间隙和电极寿命，从而减

少电极消耗，降低电极成本 [1]。

过程优化，稳质提效

为了提高零件质量稳定性及加

工效率，创新团队通过加工过程数

据表，查看程序每工步加工情况，

闭式变截面异型通道特征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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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分析 EDM 的加工状态 ；通过设

置小电流定时加工，提高加工效率；

收集定时加工后通道轮廓欠加工情

况，将该值预先补偿进放电间隙，

同时采用变量编程方式对每一个通

道自动进行电极消耗补偿，保证产

品质量。

EDM与磨粒流复合应用

EDM 的 粗 糙 度 要 求 越 高， 需

要的加工时间越长。为了缩短零件

加工周期，去除通道表面重熔层，

EDM 将零件粗糙度加工到Ra 1.3 ～

1.5，再通过磨粒流将零件粗糙度加

工到Ra 0.6 ～ 0.8。磨粒流抛光可保

持通道一致性，对重熔层抛光起到

最优效果。

复合特种加工技术实施情况
在“EDM ＋磨粒流”复合加工方案

实施过程中，创新团队通过以下方

式提高了零件的加工效率和质量稳

定性。

零点快换系统和伺服转台驱动

创 新 团 队 采 用 了FROM 400和

QX6五轴精密电火花成形机，通过代

码进行自动抓刀和自动分度。加工流

程包括 ：自动调刀—自动找正电极偏

移—自动加工—自动分度—自动调

刀。通过进行一个往复流程，可以保

证设备无人工干预地持续运作。

石墨电极取代铜电极

石墨电极导电性好，热膨胀小，

放 电 时 几 乎 不 发 生 受 热 变 形。 同

时，石墨电极材料放电去除材料效

率高，形状保持较好，放电间隙均

匀，脉冲利用率高，可以保持高效

放电加工。创新团队通过 3 组放电间

隙（0.2mm、0.3mm、0.4mm）试验，

确定使用粗、精电极放电间隙均为

0.3mm 的石墨电极进行加工，加工时

间从每件 350h 缩短到每件 300h，且

石墨电极形状保持较好，精加工后

的电极还可用于进行粗加工，节约

了 70% 的电极成本。    

定时加工

EDM是一个不断腐蚀的过程，

每一个粗糙度（VDI）放电条件的加

工都是将上一级VDI的表面修整后再

加工到相应的轮廓值 [2]。由于VDI22

以上的电参数去除余量能力弱，加

工到相应轮廓值会耗费大量时间，

所以采用定时加工方案可大大提高

加工效率。创新团队进行数据分析

确定了定时加工方案和轮廓欠加工

值。通过大量试验，对定时加工小

电流参数进行定时加工，确定VDI20

程 序 段 定 时 加 工10min、VDI18程

序段定时加工18min、VDI16程序段

定时加工20min，并对最终轮廓进

行数据分析，轮廓欠加工的数值为

0.02mm。加工时间从每件300h缩短

到每件280h。

间隙补偿

流道轮廓度可以控制流道形状

和流量大小，对零件极其重要，而影

响EDM精度和效率的主要因素是放

电间隙选择和电极损耗的确定 [3]。创

新团队通过使用同一根电极采用相同

放电间隙依次加工不同通道，在线测

量前后通道的轮廓差值，进行数据分

析得出电极的间隙补偿值，再采用变

量编程方式，对电极损耗进行补偿。

通过收集大量数据确定单个通道的粗

加工电极损耗为0.01mm，单个通道

的精加工电极损耗为0.015mm。最终

采用变量编程方式对电极损耗和轮廓

补偿进行加工补偿，加工质量和效率

均有所提高。

“EDM＋磨粒流”复合加工

EDM表 面 质 量 在VDI22以 上 的

情况时，加工时长会成倍增加。采

用“EDM+磨粒流抛光”复合加工，

不仅能提高零件的表面粗糙度，而且

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加工效率，同时

磨粒流抛光可以去除流道表面的重熔

层，增加零件的抗疲劳性能 [4]。通过

大量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确立了复

合方式为先将EDM粗糙度加工到Ra 

1.3 ～ 1.5，再进行磨粒流抛光，粗

糙度可达到Ra 0.6 ～ 0.8，加工时间

从每件280h缩短到每件210h。闭式

流道内重熔层完全去除。

实施效果
创新团队通过复合特种加工技术在

闭式变截面异型通道的实施，采用

“EDM ＋磨粒流抛光”，使径向扩压

器零件生产效率提高了 3 倍以上，不

良产品率降低 80% 以上，电极成本

降低 70%，相关技术和制造模式可

以在行业内推广应用。          

（郭坤，中国航发南方，高级工

程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钢机匣

结构件机械加工技术研究）

参考文献

吴彦农,赵建社,唐兰剑,等. 闭式复

杂流道零件数控电火花加工电极设计 

[J]. 中国机械工程, 2012, 23(20): 2430-

2433.

赵建社,汪文峰,吕焱明,等. 难加工

材料闭式整体构件精密电火花加工技

术研究[J].航空制造技术, 2017, 60(3): 

22-27.

徐家文,赵建社,朱永伟,等. 航空发

动机整体构件特种加工新技术[M]. 北

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1:111-116.

赵建社,刘辰,吴锐,等.闭式整体构件

组合电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J]. 机械工

程学报，2011, 47(1): 169-175.

[1]

[2]

[3]

[4]



80 航空动力 I Aerospace Power    2021年 第1期

青年创新大赛┃AECC Youth Innovation Competition

Integrated Control and Application Study of Complex Aluminum 
Alloy Shell Casting Process

复杂铝合金壳体铸造过程的集成控制与应用
研究

■  冯超  纪旭辉  唐桢 / 中国航发西控

通过对复杂铝合金铸件熔化、精炼、浇注、凝固和取件等过程的自动控制，在实际生产中大幅降低了劳动强度，

达到了提质降本增效的目的，也为同类型铸件的生产提供了参考。

图1    壳芯组装结构控制

结构简化 增加冒口套结构拆分

长
期以来，铝合金壳体铸造

缺乏过程控制，尤其是熔

化精炼及浇注过程的工艺

参数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同时，

壳芯独立定位导致缺少维度方向控

制，模具采用销子压板连接导致缺

少结构性控制，造成铸件尺寸超差

严重。

为了达到提质降本增效的目的，

创新团队提出了对铸造过程进行集

成控制的新思路，即以复杂铝合金

铸件重点工序为突破口，首先，建

立机器人浇注工作站，实现对铝合

金熔化、精炼、浇注过程的自动控

制 ；其次，通过配套制芯单元、结

合机器人取芯、下芯夹具，实现对

制芯、组芯及下芯过程的自动控制；

最后，通过全新的定位限位结构，

提高金属型模具的自身定位精度，

并设置限位信号，实现合模、开模、

顶出、取件过程的自动控制。

通过以上过程的系统集成，最

终实现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中

铝合金铸件生产的全过程控制，消

除人为因素影响。

工艺方案实施
制芯工艺技术方案实施

细小壳芯的吹制工艺复杂，成

形困难，特别是直径 6mm 以下的壳

芯，全部采用常规的铜管成形工艺。

创新项目通过研究射砂工艺，设计

专用射砂板，调整射砂工艺参数等

措施，首次成功试制出了最小直径

为 2.5mm 的壳芯。

独立壳芯缺少维度方向控制，

容易出现偏摆、上浮等现象，导致

内腔油路尺寸超差。创新团队设计

了整体组芯的下芯工艺，内腔壳芯

全部组装在冒口砂套上（见图 1），

下芯后定位在金属型模架横梁上。

为保证顺利组装，设计了组芯夹具，

保证组芯精度。复杂铝合金铸件内

腔油路细小且组合砂芯较多，设计

了一模多腔、双面射砂的工艺技术，

进一步提高了复杂细小壳芯的生产

效率。

通过制芯工艺的全过程控制，

解决了复杂细小壳芯成形难度大、

壳芯及组芯尺寸精度差、生产效率

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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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浇注工作站技术方案设计

铝合金熔化、精炼、浇注是铸

件生产制造的核心工序，但长期以

来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铸件合格

率较低，质量不稳定。据统计，铸

件 90% 以上的缺陷都与这 3 个工序

有关。

机器人浇注工作站流程设计如

图 2 所示。

机器人浇注工作站呈岛式布局，

包括1台浇注机器人（见图3）、1台

熔化保温炉及1台倾转浇注机。配套

设施包括铝皮清理装置、浇包加热保

温装置、壳芯和铸件输送辊道、配套

的组合芯支架和取芯、取件夹具等。

配套研发的氧化皮清理装置和

浇包预热装置可以避免金属液的二

次污染，提高铸件合格率。

由于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铝合

金铸件结构各异且复杂，创新团队

开发了机器人通用取芯夹具及取件

夹具，以提高生产效率，保证下芯

精度 ；通过熔化、精炼、浇注过程

的自动控制，基本解决了铸件的内

部质量问题，大幅提高了铝合金铸

件的质量和生产效率。

高精度金属型模具控制结构的

研发设计

创新项目技术方案首次引入金

属型模具结构。左半模通过滑块、

滑座、限位块与模架配合安装，右

半模沿导轨运动，控制了模具水平

方向 ；半模侧面安装限位块，控制

了模具开合模的垂直方向。由此实

现了模具结构性控制，满足金属型

模具精度要求。

浇注机和模具设计了“软连接”，

前、后半模与浇注机十字键定位配

合，夹板快速卡紧，左、右半模与

浇注机连接采用“蘑菇头”连接，

模架采用油缸压紧。消除了模具安

装的过定位现象，大幅提高了模具

精度，保证了铸件外形尺寸精度和

表面质量。

通过金属模具的结构性控制，

解决了铸件尺寸精度低、毛坯一致

性差的问题，实现了浇注过程完全

自动化控制，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

实施实例验证
以航空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的导向

器壳体和离心泵壳体为例，对比应

用前后的效果。

以传统方法生产该导向器壳体

和离心泵壳体各 18 炉次，创新方案

生产两项壳体 12 炉次、11 炉次。两

种生产方法生产后的合格率对比如

表 1 所示。

传统工艺方案生产的导向器壳

体和离心泵壳体合格率波动较大，

波动范围均超过 50%。采用创新工

艺方案后，两项铸件合格率趋于稳

定，铸件合格率大幅提升，合格率

波动范围基本控制在 10% 以内。

传统工艺方案生产的导向器壳

体和离心泵壳体尺寸精度差，大量

铸件尺寸精度达不到 CT7 标准要求，

表面质量较差。采用创新工艺方案

生产的导向器壳体和离心泵壳体尺

寸精度高，铸件外形尺寸精度达到

CT6 标准，内腔壁厚差控制在 0.2mm

以内，尺寸精度达到 CT5 标准，表

面质量较好。

图2   机器人浇注工作站流程设计 图3   浇注机器人

1. 操作工将砂芯放到砂

芯输入辊道胎具上

2. 机器人抓取砂芯下

入到模具中

3. 机器人夹取砂芯，

放入模具中

4. 浇注机拍下自动按

钮，倾转待浇注

4. 机器人同步换取浇

注臂，准备舀料浇注

5. 机器人从保温熔化炉

中舀料，进行浇注

6. 倾转浇注机复位浇注
7. 倾转浇注

机等待凝固

说明：红

色圈内数

字相同表

示同步进

行步骤

请求

下芯

请求浇注

6. 机器人移至铝皮清理装置

处，清理浇包内残余的铝皮

8. 浇注机自动打开，

顶出铸件，机器人抓取

铸件，放到铸件输出辊

道上，输出铸件

9. 机器人换取取芯夹

具，等待抓取砂芯

9.浇注机打手动，操作工将模

具内腔吹扫干净后，打到自动

7. 机器人换

取取件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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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创新点
复杂壳体高精度内腔铸造成形

技术

创新团队通过自主设计工装，

结合研发的原材料，生产出了最小

直径 2.5mm，长径比达到 10 倍的壳

芯，在热芯领域属于重大技术突破，

满足了燃油控制系统复杂铝合金铸

件的生产需求 ；首次将红外扫描技

术应用到整体组芯过程中，实现了

多层壳芯的精密组合装配，铸件内

腔尺寸精度提高了 5 倍 ；一模多腔、

双面射砂技术，将壳芯生产效率提

高了 230%。

精密复杂金属型模具结构系统

设计技术

针对产品的多样性，以模架为

基础，本项目首次实现了金属型铸

造模具模块化、系列化设计，以此

为基础，进行模具整体预装配（见

图 4）。系统性研究了高精度金属模

具的结构设计，通过高精度导向限

位技术和快速定位结构设计技术，

提高了模具自身的定位精度，避免

了安装过定位问题，提高了生产效

率。

复杂铸造壳体内部组织缺陷控

制技术 

基于信息化集成控制，本项目

打破了“热工不可控因素多，生产

完全靠工人”的传统思维模式，首

次实现了铸件生产过程的自动控制，

即铝液定量、流场定速、浇注定时

和凝固定向。生产的铸件通过严苛

的质量检查和性能测试，平均合格

率达到 90% 以上且过程稳定，生产

效率提高了 4 倍。

图4   模具的模块化系列化设计

结束语
创新团队研究的铝合金铸件工艺全

过程集成控制技术，已应用到 30 余

项复杂铝合金铸件生产中，铸件平

均合格率超过 80%，生产效率提高

近 3 倍，节约生产成本 900 万元 ；预

计未来 5 年燃油控制系统铝合金铸

件呈指数型增长，预计节约生产成

本超过 6000 万元。同时，新的技术

可生产出外形尺寸精度达到 CT6 标

准、内腔尺寸精度达到 CT5 标准的

铸件，为航空发动机燃油附件铝合

金壳体减重设计提供了有力支撑，

将大幅提高航空发动机燃油附件设

计水平。                                 

（冯超,中国航发西控,高级工程

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复杂铝合金

铸件铸造工艺技术及模具设计的研

究）

炉次 投入 / 件
报废分类 / 件

平均合格率 合格率波动范围
气孔、缩松、氧化夹杂 尺寸超差

传统方案
导向器壳体 18 354 113 52 46.6% 70%

离心泵壳体 18 349 100 54 58.4% 54%

本项目方案
导向器壳体 12 476 70 1 85.1% 8%

离心泵壳体 11 447 37 0 91.7 7.2%

模块类型

横架类型

前半模块 /

(mm×mm×mm)

后半模块 /

(mm×mm×mm)

左半模块 /

(mm×mm×mm)

右半模块 /

(mm×mm×mm)

底模块 /

(mm×mm×mm)

I 200×220×260 200×220×260 170×235×200 170×235×200 210×160×80

II 210×225×280 210×225×260 180×240×210 180×240×210 220×170×80

III 220×230×300 220×230×300 190×250×220 190×250×220 230×180×90

IV 230×245×320 230×245×320 200×265×230 200×265×230 240×190×90

V 240×250×340 240×250×340 210×270×240 210×270×240 250×200×95

VI 250×265×360 250×265×360 220×280×250 220×280×250 260×210×95

VII 260×270×380 260×270×380 230×285×260 230×285×260 270×220×100

表1   合格率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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