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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涡扇发动机加速过程仿真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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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飞机飞行状态优化，取决于发动机的稳定控制。影响发动机性能的是加速器的控制稳定状态。为了研究某型航 

空发动机加速过程及加速控制系统性能，提出了分别独立建立涡扇发动机加速控制系统的 AEMSim数学模型和涡扇发动机 

的 AMESet数学模型，并在 AMESim软件平台上对控制系统模型和发动机模型进行联合仿真的仿真研究方法。仿真研究结 

果表明，所建立的联合仿真模型的动静态特性良好，仿真精度高，具有较高的置信度。机械液压式加速控制器能够顺利完成 

发动机加速过程控制，各项参数变化符合设计要求。提出的仿真研究方法能够成功仿真涡扇发动机加速过程，可为产品的 

设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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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mulation M ethod of Turbofan Engine Acceleration Process 

LI Jie，FAN Ding，PENG Kai，LI Yong 

(School of Power and Energy，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Xi’an Shanxi 7 10072，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imulate acceleration process of one turbofan engine and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cceleration controller，a simulating and investigating method was presented．This method independently established 

the AEMSim mathematical model of acceleration control system and the AMESet mathematical model of turbofan en· 

gine，and then CO—simulation of the acceleration control system model and the turbofan engine model was mad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the CO—simulation mathematical model has good dynamic and static characteristics， 

high simulation accuracy and enough creditability．The hydromechanical acceleration controller can successfully com- 

plete engine acceleration process control with changes of parameters and meet the design requirement．The presented 

simulation method can successfully simulate turbofan engine acceleration process，and the established mathematical 

model can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debugging and improvement of relat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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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加速过程是航空发动机过渡工作状态中比较重要和比 

较复杂的工作过程 ，同时也是研究其它过渡态如减速过程、 

起动过程等的基础。加速性是衡量发动机动态性能的一项 

重要指标。因为在遇到爬升、追击、摆脱敌机和着陆复飞等 

情况时，都要求发动机具有 良好的加速性能。因此，对于航 

空发动机加速过程的研究是航空发动机控制技术的一项重 

要研究内容 J。 

建立可信的航空发动机及其控制系统数学模型，对于发 

动机控制方法研究、系统性能分析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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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发动机及其控制系统的仿真技术已在各国涡扇发动机 

的研制和使用中得到了广泛、高效的运用 ，有效地缩短了研 

发周期，降低了研制费用和风险。 

某型涡扇发动机是一个复杂的气动热力系统 ，其内部工 

作机理相当复杂。同时，为实现复杂的航空发动机加速过程 

控制规律，该型发动机采用了复杂的机械液压式控制系统。 

要对如此复杂的系统建立精确的数学模型，难度很高且工作 

量极大。本文提出的建模仿真方法，可降低建模工作量，同 

时所建立的模型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和可信性，且模型调试、 

维护方便。 

本文建立了该涡扇发动机加速控制系统的AEMSim数 

学模型，并将该加速控制系统数学模型与采用部件法建立的 

涡扇发动机的AMESet数学模型进行了联合仿真。由仿真验 

证可知，提出的仿真研究方法可成功用于航空发动机及其控 



制系统建模。该数学模型可为相关产品调试和改进改型提 控制器控制，发动机加速到期望的转速。 

供有价值的参考。 

2 发动机加速过程工作原理 

航空发动机加速控制的目的，就是使发动机在满足一定 

的限制约束条件下，迅速地从某个小推力工作状态过渡到较 

大的推力工作状态。在这过程中，要求控制系统能使发动机 

尽可能工作在极限状态附近，在满足叮靠性要求的前提下最 

大程度挖掘发动机潜力，充分发挥其性能。 

发动机加速过程的需油量主要由加速控制器来控制。 

加速控制器的功用是，在飞行员快推油门加速时，通过限制 

发动机高压转子转速调节器所调节的供油量来调节加速供 

油量，使之与加速需油量相等，使发动机在加速过程 中不喘 

振不超温，加速性能符合设计要求。加速控制器的调节规 

律是： 

G=k·P3I·-厂(n2，T1) (1) 

其中，G表示发动机加速需油量；P 表示发动机高压压气机 

后空气压力 ；T，表示发动机进 u温度；n 表示发动机高压转 

子转速。发动机加速过程的控制系统结构如图 1所示。图 1 

中，n：转速传感器和 71 温度放大器的功用是，感受 n：转速 

信号和发动机进口 7’l温度信号，将 ／7,：和 7Tl信 号输给三维凸 

轮，发动机工作于稳定状态时，加速控制器依据由 n 转速、 

。压力和 。温度形成的加速需油量信号 ，通过一系列机 

械液压机构调节加速活门的开度大小。n 转速控制器根据 

由 n：转速和 71。温度形成供油量信号 G，通过流量反馈凸轮 

也作用于加速活门，调节加速活门的开度大小。由于在同一 

稳定转速下，加速需油量大于该稳定转速对应的供油量 ，因 

此，加速活门在信号 Gn和 G的作用下处于关闭状态 ，随动活 

塞上腔的回油路被关闭。 

当飞行员上推油门杆后，发动机工作于加速状态。此 

时， 转速控制器调节的供油量大于该状态时的加速需油 

量。因此，必须对 n，转速控制器调节的供油量进行限制 ，这 

个限制的作用由加速控制器来完成。在发动机加速过程中， 

随动活塞在 n 转速控制器的作用下下移，流量反馈凸轮随 

着随动活塞的下移而顺时针转动，在一系列的机械液压机构 

的作用下，流量反馈凸轮使加速活门开度增大，加速活门开 

度增大将增加随动活塞上腔的回油量，使随动活塞下移速度 

减慢，从而保证发动机加速过程的供油量按照加速控制器给 

定的供油规律变化。在加速过程中，随着 n：和 P 的增大， 

在一系列机械液压机构的作用下，加速活门的开度不断减 

小，以减小随动活塞的回油量，随动活塞在加速控制器的控 

制下不断下移，供油量增大。在实际的n 逐渐增大到期望 

转速的过程中，在 n 转速控制器的作用下 ，随动活塞上腔的 

油压增长减慢，反馈凸轮的转动速度也减慢，而加速控制器 

依据 n：和 P3 形成的加速需油量信号却不断增强，使得加速 

活门逐渐关闭，引起随动活塞上腔的回油路逐渐关闭；加速 

活门关闭后，加速控制器退出工作 ，发动机的转速由 转速 

图1 发动机加速控制系统结构 

3 建模仿真方法 

3．1 加速控制系统及发动机建模方法 

为了建立可信的数学模型，分别独立地建立了加速控制 

系统和涡扇发动机的数学模型。 

加速控制系统的数学模型是根据图 1所示的控制系统 

结构，依据大量的设计数据及试验数据建立的 AMESim模 

型。本文所使用的涡扇发动机 的数学模型是采用部件法建 

立的，该模型是通过求解由发动机平衡方程组成的非线性方 

程组，采用迭代计算的方法来求解该非线性方程组而获得发 

动机的共同工作参数值的。 

常用的求解航空发动机平衡方程组的迭代计算方法有 

牛顿 一拉夫逊法 (Newton—Raphson)、N+1点残量法、布罗 

登法(broyden)、最速下降法等。本文采用的是牛顿 一拉夫 

逊法，其基本思想是将非线性函数按照泰勒(Taylor)级数展 

开，取一阶近似来构成自变量的迭代通式。现对该方法做如 

下简要介绍 ： 

设有如下一般的非线性方程组： 

，( )=O (2) 

其中： 

X=( l， 2，⋯ ) (3) 

F(X)=( (X) (X)，一 (X)) (4) 

其迭代通式为： 

Xk+ = -[DP(Xk) ×E ，(k=0，1⋯) (5) 

式中， 

Xk=[ ， ，⋯， ] (6) 

E =[e ，e ，⋯，e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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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X )= 

a l a 2 

a l a 2 

d l a 2 

缸  

孤  

缸  

(8) 

OF(Xk)为雅可比矩阵(偏导数矩阵)。E 是误差矩阵，其满 

足下式： 

Ê =F(X ) (9) 

求解该非线性方程组的过程如图2所示。 

图2 非线性方程组求解方法 

求解非线性方程组时，首先选定某个合适的初始值 ， 

代入非线性方程组(8)，可得到误差矩阵 ，再根据迭代通 

(4)和(7)，便可求得 。然后把 看作新初始值，再代人 

非线性方程组，可获得误差阵 E．，根据迭代通式(4)和(7)又 

可求得新解 。依此类推，循环进行迭代，直至误差矩阵满 

足设定的精度要求，便可求出该非线性方程组的解。 

3．2 联合仿真过程 

本文采用联合仿真的方法对该型涡扇发动机的加速过 

程进行了仿真研究。该联合仿真过程如图3所示。 

首先需要对涡扇发动机数学模型进行打包处理 ，其过程 

如下，在明确发动机部件特性的基础上，细化发动机各个模 

块的功能，然后选择端口类型并设计用户界面，需将输入和 

输出端口类型设置为信号量。将所编写的代码编译后就可 

生成．o bj文件。接下来的工作是发动机模型调试，校验，该 

发动机模型经过详细的调试校验过程并满足要求后，可将该 

发动机模型打包为 AMESet模型；其次在 AMESim软件平台 

中建立符合精度要求 的加速控制系统数 学模 型，然后在 

AMESim平台中联合发动机模型和加速控制系统模型；最 

后，调试运行该联合仿真模型并得到仿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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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联合仿真过程示意图 

4 仿真结果及分析 

下面以发动机在地面状态(飞行高度 H=0，飞行马赫数 

Ma=0)为实例进行仿真。 

设定T =15。，发动机为小喷口状态，油门杆角度由 l4。 

阶跃变化到65。(发动机处于巡航状态下，高压转子百分比 

转速期望值由71％阶跃变化到 97％)。图4和图 5分别为 

随动活塞位置响应曲线和加速控制器输出的加速供油量曲 

线。图6和图7分别为发动机的n 转速和 n 转速(发动机 

低压转子转速)响应曲线；图8、图9和图 1O分别为在加速过 

程中，发动机高压压气机后空气压力 P ，的变化曲线、SMC 

(压气机喘振裕度)变化曲线和 SMF(风扇喘振裕度)变化 

曲线。 

图4 随动活塞位置曲线 



图5 加速供油量曲线 

圈6 92转速曲线 

图7 111转速曲线 

图8 P31曲线 

从仿真结果可知，在发动机加速过程中，该机械液压式加速 

控制系统能够成功完成对发动机的加速过程的控制，发动机 

在巡航状态的加速过程耗时约3．8s。在加速过程中，加速供 

油量、油气比、SMC和 SMF的变化规律均符合设计要求，发 

动机不超温，不喘振 ，整个加速过程安全可靠。将仿真数据 

图9 SMC 曲线 

圈 10 SMF曲线 

与理论数据及试车数据比对后发现，所建立的联合仿真模型 

动静态精度较高，具有较高的置信度。 

5 结论 

本文依据大量的设计数据及试验数据建立了某型涡扇 

发动机加速控制系统的AEMSim数学模型，并将该加速控制 

系统数学模型与采用部件法建立的涡扇发动机的AEMSet数 

学模型在 AMESim软件平台上进行了联合仿真。仿真结果 

验证了该机械液压式加速控制器能够成功完成发动机的加 

速过程控制，在加速过程中，各项参数的变化规律均符合设 

计要求。同时，所建立的联合仿真数学模型的动静态精度满 

足需求，具有较高的置信度。通过建立该联合仿真模型，可 

以缩短相关产品研发周期 ，降低研制费用和风险，同时，也可 

指导相关产品的调试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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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仿真结果分析 

能过以上的仿真比较，可以得出模型在正常状况下、加 

入扰动干扰情况以及工况发生变化情况下 ，各控制模型的性 

能指标情况，见表 1。 

表 1 各参比模型性能比较 

从表中可以看出：模糊 Smith控制 比常规 PID和 Smith 

预估控制具有更好的控制效果，不仅调节时间短，而且几乎 

不存在超调量 ，在控制调节过程中无振荡，具有很理想的稳 

态品质，控制精度很高。 

通过比较各模型输出的仿真曲线，不管是在正常工状 

况、加入扰动以及系统工况发生变化时，模糊 Smith控制能够 

保持很好的适应能力，具有很强的鲁棒性。 

4 结语 

本文针对火电厂的温控系统具有的大惯性、大时滞、时 

变性和非线性的的特点，传统的PID控制对过温控制系统很 

难精确地控制 ，提出了一种带有 Smith预估的模糊 PID并联 

控制器，在模糊控制模块中加入了自适应环节，在主环中增 

加了自适应的Smith预估控制器，从而提高了控制系统的适 

应不同工况能力。对锅炉温控制系统进行了仿真实验，结果 

表明，模糊 Smith控制系统比常规 PID和 Smith预估控制具 

有更好的效果，当工况发生改变时，模糊 Smith控制系统仍能 

保持很好的适应能力和鲁棒性，新的模型除具有模糊 PID的 

优点处，而且能针对温控制系统时滞性进行补偿，使得系统 

的过渡时间更短，有效地提高了对象的稳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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