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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滑油光谱数据的航空发动机磨损状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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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航天工程学部(院)，沈阳 110136) 

摘要：对某型航空发动机滑油光谱检测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从各个元素间的横向联系为出发点， 

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通过各元素间灰色关联度的变化判断航空发动机 

的磨损状态 ，判断的结果与实际磨损状态一致。本文拓宽了灰色关联度分析的应用领域 ，运用该 

方法可以更加全面地分析航空发动机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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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ero—engine wear state based on oil spectrum data 

LI Nan，ZHANG Wei—liang，ZHANG Shuai，SHI Hong 

(Faculty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Shenyang 1 10136)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ata obtained from inspecting oil spectrum of some aero—engine，and uses 

the method of grey correlative degree analysis to process the data from the horizontal relations among various 

elements as the starting point．Aero—engine wear condition is judged by the grey correlative changes，whos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wear state．This paper widens the application field of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analysis，through which the working state of aero—engine can be analyzed more com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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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空发动机中，存在着许多的摩擦副，使用 

过程中由于摩擦副的相互作用，将产生大量的金 

属磨粒，这些金属磨粒均匀地悬浮在滑油中，同时 

磨粒 中蕴含着航空发动机磨损状态的重要信 

息⋯。航空发动机的磨损状态曲线呈浴盆状 ： 

正常磨损期各金属磨粒的浓度变化比较平稳，所 

以曲线呈平底状。但是在严重磨损期，各金属磨 

粒浓度变化不均匀，反映在磨损状态曲线上呈上 

翘的曲线。在严重磨损期应对航空发动机进行检 

修，而定检的规定要通过大量的试验和维修经验 

来确定，成本比较高且受人为因素的影响 。 

对于滑油光谱检测数据传统方法是通过对数 

据进行浓度的梯度分析，采用三限值法对数据进 

行监控。三限值法是假设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异 

常数据是由于非正常磨损所导致，据此危险程度 

与偏离一阶矩阵的程度成正比 。 ，梯度变化超 

过警戒值便说明航空发动机发生异常磨损，而没 

有考虑到各元素之间的联系。 

本文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方法，对某型航 

空发动机采集到的不同飞行小时下的滑油光谱检 

测数据进行处理。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方法 是 
一 种多因素统计分析方法，它是以各因素的样本 

数据为依据用灰色关联度来描述因素间关系的强 

弱、大小和次序，若样本数据反映出的两因素变化 

的态势(方向、大小和速度等)基本一致，则它们 

之间的关联度较大；反之，关联度较小。该方法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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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了数理统计方法作系统分析所导致的缺憾。它 

对样本的多少和样本有无规律都同样适用，而且 

计算量小，十分方便。采用灰色关联度的方法判 

断该航空发动机的磨损状态，判断结果与实际磨 

损状态一致 ，且成本低，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小。 

1 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 

对等时间采样得到的滑油样本进行光谱检 

测，并对滑油中各金属浓度的变化进行分析 。 

由于影响各元素浓度变化的因素具有随机性的特 

点，本文以十组数据为一个单元进行研究，首先对 

金属浓度变化量进行累加，所以每组数据都是递 

增的，这样数据可以应用灰色理论进行建模。灰 

色关联度表征了两组数据变化及趋势发展的相似 

或相异的程度 ]。不需要大量的数据，就能得到 

较好的效果。基于灰色理论中的关联度计算方法 

对数据进行分析，具有良好的效果，与实际情况能 

够很好拟合。 

例如有两组数据 

X0：( o(1)， 0(2)， o(3)⋯，Xo(gt))，X1= 

(X (1)，X (2)，X (3)⋯，X (n))，Xo为参考类数 

据，x 为比较类数据。首先要对每组数据进行累 

加 (如式 1)： 

经处理后的每组序列都是递增的，所以可以 

运用灰色系统理论的关联分析来进行数据分析。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如式 2)： 

=  1砉 ( )，足=1，2，⋯，n， 
(2) 

标准化处理并不改变数据序列的特征。序列 

间整体的关联度受每个时间段的关联系数的影 

响，整体关联度是每段关联系数和平均值。 

对两序列相邻的数据进行一次累减(如式 3) 

△ (足)= J(k+1)一 f(k) k=1，2，⋯，／'t(3) 

两序列的关联系数与两组数据的斜率有直接 

关系，所以 为自变量，关联系数 (如式4) 

，( )：! (4) 
f 十 l 

关联度的计算公式(如式 5) 
1 1 n一1 1 

y(Xo，x )=l ∑，( )l (5)n l —l l 

2 航空发动机的磨损状态分析 

该型航空发动机维护手册中规定每飞行 50 

小时应对滑油滤进行清洗，本文不考虑滑油滤对 

各金属浓度的影响。该型航空发动机飞行 180～ 

198小时的滑油光谱检测数据如表 1所示： 

表1 某型航空发动机飞行 180—198小时各金属含量 

从表 1可知某型航空发动机正常磨损期的滑 

油光谱检测数据，时间间隔为两个飞行小时，本文 

主要监测了七种元素铁(Fe)、铝(A1)、铜 (Cu)、 

铬(Cr)、银(Ag)、钛(Ti)、镁(Mg)。因为发动机 

中磨损部位大都含有微量的硅(Si)元素，滑油添 

加剂中也有较大浓度的si元素，所以分析中省略 

了si元素 。 

计算铁(Fe)和铜(Cu)两种元素之间的关联 

度的步骤如下(以 Fe为参考序列)： 

Xo：(0．7、1．7、1．5、0．8、1．3、0．7、2．1、1．8、 

2．5、2．7)； 

X =(0．6、1．0、0．5、0．7、0．9、0．7、1．1、1．1、 

1．2、1．3)； 

(1)对数据进行累加处理： 

Xo： 0．7、2．4 3．9、4．7、6、6．7、8．8、10．6、 

13．1、15．8)； 

X，=(0．6、1．6、2．1、2．8、3．7、4．4、5．5、6．6、 

7．8、9．1)； 

(2)数据归一化处理： 

Xo=(一0．903 7、一0．669 9、一0．46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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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53 5 —0 174 7 —0．078 410 210 5 0 458 

0．801 9、1．173 3)； 

X1=(一0．864 3、一0．638、一0．524 9、一0．366 5、 

一 0．162 9、一o．1704 5、0．244 3、0．493 2、0．764 7、 

1．058 8)： 

(3)对两组归一化的数据分别进行累减： 

△ =(0．233 8、0．206 3、0．110 0、0．178 8、 

0．096 3、0．288 9、0．247 6、0．343 9、0．371 4)； 

AX =(0．226 2、0．113 1、0．158 3、0．203 6、 

0．158 4、0．248 9、0．248 9、0．271 5、0．294 1)； 

(4)分别将 △ 中的数据对应的除以 △ 

中的数据，结果用 表示： 

= (0．967 5、0．548 3、1．439 2、1．138 7、 

1．644 8、0．861 6、1．005、0．789 6、0．791 9)； 

(5)将得到的∞中的各个元素分别代入公式 

(4)，最后将数据代入公式(5)，就能得到两组数 

据间的关联度： 

( ，X1)=0．890 2 

按照这种方法可以得到各元素间的关联度为： 

( ，X2)=0．959 7； ( ， )=0．530 6； 

( ， )=0．626 2；y( ， )=0．862 4； (Xo， 

)=0．866 2。 

从结果可以得知 Fe与 Cu、A1、Ti、Mg有着较 

高的关联度 ，从表面上看数据的变化比较一致，深 

层次地考虑说明航空发动机的磨损状态在一个比 

较平缓的阶段，也就是正常磨损期，Fe与 Cr、Ag 

的关联度不高，原因是这两种元素浓度变化比较 

小，但是也能反映出航空发动机局部的磨损情况。 

灰色关联度大于 0．8说明元素之间的相关性很 

好 ，能反映出航空发动机各传动部件的磨损比较 

平缓，航空发动机处于稳定的工作状态_】 。 

该型航空发动机飞行 580～598小时的滑油 

光谱检测数据如表2所示： 

表2 某型航空发动机飞行580—598小时各金属含量 

运用上述方法计算求得飞行 580—598小时， 

铜(Cu)、铝(A1)、铬 (Cr)、银 (Ag)、钛 (Ti)、镁 

(Mg)与铁(Fe)的关联度为： 

( ，X1)=0．657 4； (X0，X2)=0．736 3； 

(X0，X3)=0．487；y( ， )=0．608 7；y(x0，X5) 

= 0．711 0； ( ，X6)=0．766 6。 

该航 空 发动 机在 180～198飞 行小 时 和 

580～598飞行小时的灰色关联度变化曲线如图 1 

所示： 

魁 

蛆] 

图1 180—198飞行小时和580-598飞行小时的灰色关 

联度变化曲线 

很明显，随着飞行小时的增加各金属元素间 

的灰色关联度明显减小，飞行小时相差400小时 

Fe与 Cu的灰色关联度下降了0．232 8，Fe与 Al 

的灰色关联度下降了0．223 4，Fe与 Ti、Mg的灰 

色关联度也下降了 1．5～0．2。三限值法确定的 

该型航空发动机 Fe元素的警戒值为 5．0ixg／L，所 

以从三限值法无法判断出该发动机磨损异常。而 

Fe与各金属元素问的灰色关联度减小可以推断 

出该航空发动机的磨损比较剧烈，处于故障多发 

期应对该航空发动机进行定期检修。 

3 结论 

对于该型航空发动机，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 

180～198飞行小时各金属元素间的灰色关联度 

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随着飞行小时的增 

加，到 580—598飞行小时该型航空发动机的各金 

属元素间的灰色关联度明显下降，含量较高的金 

(下转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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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以并联机构为主体结构介绍了一种航空 

发动机柔性装配工装构型，建立了该工装构型的 

运动学方程，并运用微分法得到杆长误差模型，理 

论上为定量分析结构参数误差对柔性工装输出位 

姿误差的影响提供依据。结合实例，提出了结构 

参数合理取值以有效提高动平台定位精度的具体 

方法，通过对输出位置定量分析，可确定误差源对 

位置误差的敏感程度，为工装设计中结构参数的 

取值及后续研究内容柔性工装精度综合提供理论 

基础 。 

本文方法对于航空发动机柔性工装设计实现 

以及提高动平台定位精度具有重要意义，并为该 

柔性工装的加工和装配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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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元素灰色关联度下降的特征更加明显，可以推 

断出该航空发动机磨损比较剧烈，容易发生故障， 

应对该型航空发动机进行定期检修，判断结果与 

该型发动机 600小时定检的实际情况相符。通过 

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方法可以对航空发动机的磨损 

状态进行监控，帮助维修人员发现早期异常，提高 

维修质量。针对航空发动机光谱检测数据，如果 

从各金属元素的三限值分析和灰色关联度分析两 

方面协同考虑，将会更加全面和准确的判断航空 

发动机的磨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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