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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寿命的航空发动机最优加速控制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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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航空发动机控制主要考虑在安全可靠前提下保证发动机性能，而延寿控制则通过适当修改加速控制规律，使发动 

机寿命得到大幅度延长，同时加速性能不变或略有可接受的降低。针对加速控制规律最优化设计中所遇到的求解问题，以 

某型涡扇发动机涡轮导向叶片的热机械疲劳寿命为例，提出采用动态稳定法来解决给定寿命因素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加速控 

制规律设计。仿真结果表明，所设计的加速控制规律充分挖据了发动机加速性能潜力，又保证了叶片热机械疲劳损伤的极 

限情况，是最优的；通过略微牺牲发动机加速性能的情况下，可明显延长叶片的工作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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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craft Engine Optimal-Acceleration Schedule 

Design Combined with Life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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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raditional aircraft engine control aims to provide desired performance based on stability margins while 

life extending control(LEC)means to change the original control schedule to maintain the performance of engine and 

extend engine life．Aiming at the global optimum issue of aircraft engine optimal-acceleration schedule design COB- 

bined with life factor，considering a turbofan engine thermal—mechanical fatigue(TMF)of turbine stator blades as 

an example，the optimal—accelerati0n schedule was designed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life factors via fixed dynamic 

method．Simulmion results show that，the acceleration schedule is optimal，and the blades life can be significantly 

extended in the case of slightly sacrificing the engine acceler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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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xed dynamic method 

1 引言 

良好的加速性能是航空发动机控制系统的重要设计指 

标之一 】 ，因此传统上更多考虑的是在安全可靠的工作情况 

下如何深入挖掘发动机的加速性能，这就使得发动机的许多 

重要部件运行在不必要的极端恶劣环境中，从而加速了它们 

的损伤，导致发动机的整体寿命下降。 

面对这种情况，如果通过有效的控制策略来适当牺牲工 

作性能的同时，能够较为明显地减小发动机中关键部件的损 

伤或抑制其发展，从而较大地延长其寿命，那么就可增加发 

动机在翼时间，减少维修次数，降低维护费用等等，这对军用 

或者民用都具有非常大的实际意义。这种思想首先由L0一 

renzo与Merrill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展可重复利用液体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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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发动机控制的研究中提出，并称之为减损控制或者延寿控 

制 。随后 ，美国NASA的 Glenn实验中心将该思想引入到 

航空发动机控制领域中，并开展了相关研究工作 j。 

然而，在原有控制器中添加一条转子加速度曲线进行最 

优设计时，由于航空发动机本身的高度非线性特性 ，同时加 

速规律属于过渡态过程，将难以得到全局最优解，从而导致 

所得加速控制规律并不是最优的 。此外，采用在线规划最 

优控制规律所需计算量巨大，难以工程实现 J。 

为此，本文以某型涡扇发动机涡轮导向叶片的热机械疲 

劳寿命因素为例，将其直接考虑到最优加速控制规律的设计 

框架中，采用动态稳定法设计得到给定寿命因素约束条件下 

的加速控制规律，并与原有加速控制规律进行取小逻辑合 

并，然后以新加速控制规律进行仿真得到加速性能与叶片寿 

命之间的最优权衡关系，从而通过该关系反向实现给定加速 



性能情况下的最优加速控制规律设计。 

2 叶片热机械疲劳寿命建模 

涡轮导向叶片的作用是使燃气在通过导向叶片的收敛 

形流道时，速度增加，压力和温度下降，将气流的部分热能转 

变成动能。尽管涡轮导向叶片是静止件，但其工作条件却十 

分恶劣，特别是在加速过程中往往接近于其物理极限，这种 

热端部件又可称之为寿命限制部件 J。 

该部件的主要载荷为来自燃烧室高温燃气的机械冲击 

和叶片受热不均匀而产生的热载荷 ，其中热载荷 占有相当大 

的比例。当发动机运行时，叶片不 同部位会产生不同应力 ， 

从而形成不同的应变量，即会在叶片上产生应变差。在发动 

机反复)Jn~／减速过程中，该应变差经过多次循环变化后，就 

会产生热机械疲劳损伤。由于涡轮导向叶片进／排气边属于 

影响叶片寿命的关键部位，为此这里主要考虑这两边的机械 

应力与热应力来进行热机械疲劳损伤计算，并以此建立其疲 

劳寿命模型。 

1)燃气冲击分析 

机械应力是指单位面积上所承受的附加内力，这里只考 

虑垂直于叶片表面的应力，这样高温燃气的冲击主要表现在 

叶片表面所受的压力上，也即压强。那么，两个关键部位的 

机械应力就可表示为(Pn为叶片上的初始压力) 

O'me ̂ ：△P (1) 

orm∞̂max=P叶片前端一Po； (2) 

榭 ̂，⋯ =P叶片后端一Po； (3) 

2)热载荷分析 

热载荷是指由于叶片受热时各部分的变形相互制约而 

产生。其产生的热应力不仅与叶片的温度梯度有关，还和叶 

片所受的几何约束相关。总体来说 ，叶片的温度梯度越大， 

几何约束越强，则热应力就越大。对于涡轮导向叶片来说， 

热应力在总应力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因而在应力分析时，必 

须准确模拟叶片的温度场，才能保证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和合 

理性 。 

or k⋯f= E$AT (4) 

orm 丌兀 
。
⋯ =Ol水E丰( 叶片前端一ro) (5) 

or 册 
， 
i = 母E ( 叶片后端一To) (6) 

其中， 为叶片初始温度，Ol为材料膨胀系数 ，E为材料弹性 

模量。 

3)总应变分析 

热机械损伤是由于热循环和机械循环叠加所造成的损 

伤，为此着重考虑了高温燃气的气动力和叶片因温度不均匀 

所产生的热应力 ，这样总应力为热应力和机械应力的线性叠 

加 

=orl̂ +or 吐 (7) 

那么，叶片的总应力差 Aor 为 

Aor
t。 

or ⋯ 一 or mfn 

： (or ⋯l
，
⋯

+ or ⋯ h
． ⋯ )一( th⋯1． n+ ⋯h． ) 

=  (△r，，To )+ (△P) 

(8) 

其中，△ 为叶片前后的温度差， 。 为此温度差下对应的叶 

片温度 ，而AP则为叶片前后的压力差。 

那么，叶片的总应变差 △s 。 可采用下面的应力应变公 

式计算得到 

=  2 E +c 2 K， 2 ’、 

其中，K 为循环强度系数，n 为循环应变硬化指数。 

4)寿命模型建立 

选取发动机单次循环运行后的最大总应变差 △s ， 

就可采用预测低周疲劳寿命的 Manson—Coffin公式来进行 

叶片寿命的计算。由于该公式是在室温试验中获得的，故不 

能直接将得到的理论寿命定义为叶片的实际寿命。为此， 

Manson提出了10％规律法 ]，即在考虑蠕变损伤的作用下， 

实际寿命 将缩短至理论寿命 的 10％。 

这样，先将上 面得到的最大总应变差 △s ⋯ 代 入 

Manson—Coffin公式，通过解方程即可得到理论寿命 

竿 = (2 Nj-) + (2 ) (10) 

其中， 为疲劳强度系数，b为疲劳强度指数， 为疲劳延性 

系数，C为疲劳延性指数，以上参数均为温度和材料的函数。 

再根据 10％ 规律法，获得实际寿命 为 

}̂=0．1 (11) 

3 考虑寿命因素的最优加速控制规律设计 

3．1 动态稳定法简介 

文献[10]提出并详细介绍了设计航空发动机过渡态最 

优控制规律的动态稳定法如图 1，其基本思想是：在发动机动 

态特性计算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额外提取其中所有的状态量 

变化率(包括代表转子惯性的转子加速度、代表容积效应的 

温度与压力变化率等所有已建模的状态量)，使其共同工作 

方程组的偏差趋于零 ，从而让过渡态仿真稳定下来，那么此 

时的稳态参数值即为对应过渡态工作点的各项参数(包括输 

入、输出以及状态量变化率等)；然后分别根据给定的约束条 

件，通过简单 的静态迭代优化即可直接建立相应的控制规 

律 ；最后将这些控制规律通过取大或者取小 的方式进行合 

并，从而获得过渡时间最小的过渡态最优控制规律。 

该方法具有设计精度高、实现简单 以及快速直观等优 

点。同时可以证明，针对每个给定约束条件所设计得到的控 

制规律具有唯一性，这对加速性能与寿命指标之间进行合理 

权衡奠定实现基础。 

受篇幅所限，在此不作深人展开，详细原理及设计过程 

等请参见该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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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计原理 

从所建立的叶片热机械疲劳寿命模型可以看出，其寿命 

长短与单次循环工作中的最大总应变差呈反相关 ，而总应变 

差又与叶片前后的温度差 、压力差呈正相关。也就是说，温 

度差与压力差中的最大值越大 ，则最大总应变差就越大，叶 

片寿命就越短。为此，这里选取总应变差 △s 。作为反映叶 

片寿命的直接因素。 

根据前述动态稳定法的基本思想可知，将总应变差纳入 

到采用该方法得到最优加速控制规律设计框架的具体设计 

原理如图 1所示，主要是将总应变差的最大值与叶片寿命之 

间的关系定义成一个给定寿命指标的约束条件，即△s ⋯ 

一△ ≤d(其中d为间接寿命指标，其值越小 ，叶片寿命越 

长，由叶片寿命模型求得 ；5e 则由叶片损伤模型求得)，然 

后通过动态稳定法来设计得到相应的加速控制规律，并与原 

有加速控制规律进行取小逻辑合并，此时可得到给定寿命指 

标约束条件下、过渡时间最小的新加速控制规律。 

图1 给定寿命指标的最优加速控制规律设计原理示意图 

简而言之，通过建立叶片损伤与寿命模型，将给定的寿 

命因素转化成一种性能约束条件后，采用动态稳定法设计加 

速控制规律的处理方式与其它约束条件相同。同时可知，不 

管是在控制器的全新设计阶段或者在已有控制器中加入寿 

命因素，采用动态稳定法来设计这样的最优加速控制规律都 

是非常方便和直观的。 

这样，对于期望在加速性能与叶片寿命之间进行合理权 

衡的情况，只需给定一组合理范围内的寿命指标(使设计得 

到的加速控制规律下限不能低于最大状态点 ，上限不能高于 

原有加速控制规律)，并根据以上方法所产生的新规律进行 

加速仿真，从而得到相应的加速性能参数 ，就可建立起两者 

之间的最优权衡关系，即在给定的寿命指标约束下，加速性 

能是最优的；反之，在给定的加速性能约束下 ，叶片寿命也是 

最优的。 

也就是说，在已知寿命指标约束的情况下，可通过前述 

方法进行直接设计；而在已知加速性能约束的情况下，只需 

先根据该最优权衡关系求得对应的寿命指标，然后再进行设 

计即可。由此可以看出，以上处理方式的本质其实是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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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最优化思想的一种简化，其优点是在快速达到所需设计 

精度的情况下，可显著降低计算复杂度，同时更具直观性。 

图2 最优化思想的设计流程图 

4 算例与分析 

本文所研究的某型涡扇发动机涡轮导向叶片材料参数 

性能如表 1所示 ，将其热机械寿命因素考虑到地面标准条件 

(H：Ohm，Ma=0以及国际标准大气)下从慢车到最大非加 

力状态(低压转子转速 Ⅳ ％ =60：1：100％)的加速控制规 

律设 计 中，该 规律 的具 体描述形 式为主燃 油量 = 

l厂( ％)，即控制量为主燃油流量，被控量为发动机低压转子 

转速。 

表 1 涡轮导向叶片的材料参数性能 

参数名称 参数值 

膨胀系数 ℃ 

弹性模量 E／GPa 

循环强度系数 K ／MPa 

循环应变硬化指数 17, 

疲劳强度系数 o'f／MPa 

疲劳强度指数 b 

疲劳延性系数 ％ 

疲劳延性指数 c 

15．0 ×10一 

一 0．0459×(z f一273．15)+133．186 

1940 

0．1070 

1420 

— 0．0795 

3．357 

— 0．6702 

除了给定间接寿命指标d作为加速性能约束条件之外， 

其它所需满足的约束条件有：燃烧室富油熄火油气比Wr 

0．285，高压涡轮进 口总温 T41<1750K，压气机稳定裕度S 

0．12。对于风扇 ／压气机进口导叶角度、尾喷口面积等可调 





图7 叶片前后压力差变化曲线图 

图8 总应变差变化曲线图 

机的涡轮导向叶片，可在几乎不降低加速性能的情况下 ，通 

过将寿命因素加入到加速控制规律的设计框架中，能够达到 

明显延长其寿命的目的。 

表2 热机械疲劳寿命与加速时间对应表 

4．3 最优权衡关系 

根据以上加速仿真得到的结果，即可建立起该范围内的 

- - - - — — 120 -．．——— 

叶片热机械疲劳寿命与加速时间之间的最优权衡关系，如图 

9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两者存在很好的单调关系，几乎是 

线性相关，从而通过简单的插值即可准确设计给定加速性能 

的最优加速控制规律。需要注意的是，该关系的使用范围是 

受限的，这与间接寿命指标的合理选取范围相对应，这里加 

速时间范围约为 2．2796 t ．3564。 

，一 

’ 

．r， ，_ 

， 

’ 

一  

r  

，  

， 

图9 叶片寿命与加速时间之间最优权衡关系 

5 结论 

本文针对考虑寿命因素的航空发动机最优加速控制规 

律设计问题开展了研究。以某型涡扇发动机涡轮导 向叶片 

的热机械疲劳寿命为例，在建立其模型的基础上，详细论述 

了设计原理。仿真结果表明：1)所设计的加速控制规律充分 

挖据了发动机加速性能潜力，又保证了叶片热机械疲劳损伤 

的极限情况，是最优的； 

2)通过略微牺牲发动机加速性能的情况下，可明显延长 

叶片的工作寿命；3)叶片寿命与加速时间之间的最优权衡关 

系几乎是线性的，从而通过简单插值即可准确设计给定加速 

性能的最优加速控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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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101325Mpa．a，已知的压气机空气流量为 623．7 kg／s。 

经过计算后得到的燃气轮机主要参数的计算值与设计值的 

比较如表 1所示。 

表1 燃气轮机参数计算值与设计值比较 

本文选取余热锅炉的高、中、低压段的节点温差均为 

12~C，接近点温差均为 15％。凝汽器压力取 0．00491MPa．a， 

凝结水温为31℃。额定蒸汽参数为：10．3MPa．a／538~C／2．4 

MPa．a／536oC／0．5 MPa．a／275℃。联合循环机组的主要参 

数如表2所示 。 

表 2 联合循环机组参数计算值与设计值比较 

经过比较，本文的计算方法得出的联合循环主要参数计 

算值与设计值相比，差别很小。由此可见本文所采用的联合 

循环热力性能仿真计算的方法是很精确的。对于联合循环 

中各种 自变量的影响效果，其它文献中也有类似结论 J_ ， 

如，可在设计阶段根据需要，选择机组最大功率的压比，或者 

机组最高效率的压比。 

6 结论 

本文基于 LabVIEW 这个组态平台，结合变比热方法，冷 

却空气的处理等途径，对热力过程及各个部件建立数值分析 

模型 ，实现对燃料成分、大气温度、燃气压比参数等对联合循 

环机组发电效率 、发电功率的影响的比对分析。结果表明， 

基于 LabVIEW平台下 的仿真模型符合工程研究数据 ，且较 

为精确 ，通用性强。热力性能仿真模型对联合循环机组的设 

计优化及运行优化都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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