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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缺陷涡轮盘的实际使用寿命计算方法

任 远 张成成 高靖云 李 颖
( 中航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商用飞机发动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 200240)

摘 要 粉末冶金工艺流程中引入的微缺陷在循环载荷作用下易成为疲劳裂纹萌生点，导致涡轮盘实际使用寿命低于设计

使用寿命从而引发灾难性事故。在目前工艺水平无法完全避免粉末冶金缺陷的情况下，为保证我国商用航空发动机能够取

得适航认证并进入国际市场，发展并建立含缺陷涡轮盘的实际使用寿命计算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在有限元应力分析基础上，

根据裂纹附近的周向拉伸应力计算应力强度因子; 然后依据 Pairs 公式，采用逐次循环累加的方式逐步更新裂纹长短轴与裂纹

中心坐标来模拟裂纹扩展过程，最后以临界断裂韧度为失效判据建立了含缺陷涡轮盘的实际使用寿命计算方法。以含缺陷

一级涡轮盘为对象的实例分析表明，该方法能够根据超声波探伤检测结果计算出含缺陷涡轮盘在发生破裂前的实际使用寿

命，以及缺陷形状、尺寸及应力强度因子随飞机起落循环数的变化曲线。使用三维有限元裂纹扩展模拟进行了校核计算，发

现本文方法得出的寿命结果偏于保守( 相对误差 2. 82% ) ，且计算效率方面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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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盘是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之一，随着推重

比和涡轮前温度的逐步提高，涡轮盘的工作条件日

趋严酷。为满足结构强度设计要求，涡轮盘材料经

历了由铸造合金、变形合金到粉末合金的发展历程。
粉末合金晶粒组织均匀性好，避免了铸锻过程中易

产生的偏析，并使材料的可塑性大大提高，目前已成

为各种先进军用、民用航空发动机涡轮盘的首选材

料［1—3］。在目前的生产条件下，粉末冶金的工艺流

程不可避免地会在成型构件中形成各类夹杂、气孔

等缺陷［4，5］。这些微缺陷在循环载荷作用下易成为

疲劳裂纹萌生点，从而导致涡轮盘的实际寿命低于

无缺陷假设下得到的寿命计算结果，大大增加了发

动机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涡轮盘意外破裂的风险。
1989 年在美 国 Sioux City 发 生 的 严 重 空 难 ( 一 架
DC10 坠毁，111 人死难) 就起因于冶金缺陷导致的

轮盘破裂［6］: 其一级盘在无缺陷假设下的设计使用

寿命为 18 000 个起落循环，但源自冶金缺陷的裂纹

扩展导致该盘在执行第 15 503 个起落时就发生破

裂，缺陷的存在导致其实际寿命仅达到设计寿命

的 86%。
目前的工艺水平无法完全避免粉末冶金缺陷，

而粉末合金材料本身的高强度与低韧性又使它对缺

陷十分敏感。为保证我国大型商用航空发动机能够

取得适航认证并进入国际市场，发展并建立含缺陷

涡轮盘的实际使用寿命计算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在有限元应力分析的基础上，根据裂纹附近的

周向拉伸应力分布信息计算裂纹前沿的应力强度因

子，在 Pairs 公式的基础上采用逐次循环累加的方式

逐步更新裂纹长短轴的长度与裂纹中心坐标来模拟

裂纹扩展过程，最后以临界断裂韧度为失效判据建

立了含缺陷涡轮盘的实际使用寿命计算方法。然后

以某型发动机的一级涡轮盘为例，验证了方法实施

的可行性，并使用三维有限元裂纹扩展模拟对寿命

计算结果进行了校核。

1 实际使用寿命计算方法

粉末盘盘坯制造加工完成后，可以利用超声波

无损探伤检测盘坯内的超标缺陷，依据所选用的平

底孔直径与检测到的分贝数值推算出超标缺陷的当

量尺寸，同时确定出缺陷在盘坯中的位置坐标［7］。
如果超标缺陷在盘坯中的位置处于涡轮盘本体之外

的加工余量部分，则可以忽略其影响; 否则，必须判

断该缺陷是否会使涡轮盘在设计使用寿命期限内发

生破裂。
为便于工程应用，同时考虑影响疲劳裂纹扩展

的主要因素，在进行实际使用寿命计算时采用如下

假设:① 涡轮盘应力分析采用轴对称有限元模型，

并认为周向拉伸应力是缺陷裂纹扩展的主要驱动



力;② 忽略冶金缺陷本身的实际形状，认为其初始

状态为圆形片状裂纹，裂纹直径由超声检测推算出

的当量尺寸换算得到;③ 代表冶金缺陷的圆形片状

裂纹，其裂纹面法向与周向应力方向一致，即将其考

虑为纯 I 型裂纹。
含缺陷粉末盘的实际使用寿命计算流程如图 1

所示，其主要步骤如下。
( 1) 根据超声波无损探伤的结果确定超差缺陷

的位置和当量直径，并判断超差缺陷是位于涡轮盘

本体区域还是本体之外的加工余量区。
( 2) 建立涡轮盘的轴对称有限元模型并进行包

含温度场载荷的应力分析，施加的边界条件及载荷

应包括:① 在涡轮盘前后安装边上的径向位移与轴

向位移;② 涡轮盘高温起飞工况下的转速; ③ 涡轮

盘高温起飞工况下的温度场;④ 等效叶片和轮盘榫

齿凸块部分离心力的轮缘径向应力。
( 3) 定义涡轮盘粉末合金材料的裂纹扩展速率

模型及模型参数。涡轮盘的使用寿命以飞机起落次

数为单位，忽略对寿命影响较小的次循环。目前粉

末盘盘坯中冶金缺陷的当量直径通常在几十到几百

微米之间，属于工程上的短裂纹［8］。有文献指出，

粉末粒度较好的情况下镍基粉末高温合金的短裂纹

扩展规律服从长裂纹的线弹性断裂力学规律［9，10］，

本文采用文献［11］给出的 Pairs 公式来描述粉末盘

材料裂纹扩展速率与应力强度因子间的函数关系。
( 4) 根据盘体中冶金缺陷附近的应力分布特征

选择计算应力强度因子所需的裂纹模型，并确定影

响应力强度因子的应力场分布范围。裂纹模型分为

单应力梯度与双应力梯度两种，前者在计算应力强

度因子时提取某一方向上的应力梯度信息，后者提

取一个长方形截面上的应力分布信息。如果难以使

用单一的梯度变化方向来描述裂纹附近区域的应力

分布，则应采用双应力梯度裂纹模型进行应力强度

因子计算。用于提取应力分布信息的长方形截面必

须完全位于涡轮盘有限元模型的几何边界内，它确

定了缺陷裂纹在计算中可能实现的最大扩展范围。
为了避免所得的裂纹扩展寿命结果过于保守，该截

面应在不超越涡轮盘物理边界的前提下取尽可能大

的面积。
( 5) 以代表冶金缺陷的圆形片状裂纹为初始裂

纹进行裂纹扩展分析，假设裂纹扩展过程中保持椭

圆形［12，13］，分别根据长短轴共四个端点处的应力强

度因子，结合粉末材料裂纹扩展的 Pairs 公式计算长

短轴在一次循环内的增长幅值，并更新椭圆中心坐

标，然后在下一步中计算新裂纹长短轴端点处的应

力强度因子，如此循环往复，采用逐次循环累加的方

式进行裂纹扩展，直到应力强度因子达到材料断裂

韧度或涡轮盘循环数达到设计使用寿命。

图 1 含缺陷粉末盘的实际使用寿命计算流程

Fig. 1 Flow chart of actual service life
computation for PM turbine discs containing defects

( 6) 判断该涡轮盘是否会在设计使用寿命期限

内发生破裂。如果在达到设计使用寿命前裂纹长短

轴四个端点处的应力强度因子有任何一处达到材料

断裂韧度，则认为涡轮盘不能安全使用至设计寿命;

如果在达到设计寿命时裂纹长短轴四个端点处的应

力强度因子仍低于材料断裂韧度，则认为涡轮盘在

设计使用期限内没有破裂风险。

2 实际使用寿命计算实例

对高压一级盘盘坯进行超声波探伤检测时发现

如下超标缺陷( 图 2) : 1#缺陷当量尺寸 Φ0. 33 mm，

2#缺陷当量尺寸 Φ0. 40 mm; 1#缺陷位于涡轮盘本

体之外的加工余量部分，可以忽略其影响; 2#缺陷位

于涡轮盘本体区域，必须对其进行风险评估以判断

涡轮盘是否会在设计使用寿命期限内发生破裂。
建立涡轮盘的轴对称有限元模型，施加高温起

飞状态下的转速、温度场、前后安装边上的位移，以

051 科 学 技 术 与 工 程 16 卷



及模拟叶片和榫齿凸块部分离心力的轮缘径向应

力，得出的轮盘周向应力分布云图如图 3 所示。

图 2 超声波探伤检测发现的超标缺陷

Fig. 2 The transnormal defects discovered
by ultrasonic inspection

图 3 轮盘周向应力分布云图

Fig. 3 The contour of thecircumferential
stress of the disc

根据发动机的总体设计要求，将涡轮盘的设计

使用寿命 ND 设置为 20 000 个起落循环。涡轮盘材

料为国产粉末合金，根据文献［11］中的裂纹扩展速

率试验结果( 图 4) ，在 2#缺陷高温起飞状态的工作

温度下，涡轮盘材料的裂纹扩展速率 da /dN 与应力

强度因子变程 ΔK 在双对数坐标系下可以用线性关

系进行近似，拟合方程见式( 1) ，拟合优度 0. 992 9，

转化为 Paris 幂函数表达式后所得的材料常数为

C = 7. 244 × 10 －12，n = 2. 613，采用的单位制为长度

mm，应力强度因子 MPa·槡mm，裂纹扩展速率 mm/

cycle。
lg( da /dN) = － 11. 14 + 2. 613lg( ΔK) ( 1)

从图 3 可以看出，2#缺陷附近周向拉伸应力场

的变化趋势不宜采用单一的梯度方向进行描述，因

为该区域内应力等值线相互并不平行，因此采用双

应力梯度裂纹模型进行应力强度因子计算; 用于提

取应力分布信息的长方形截面尺度为 73. 31 mm ×
35. 31 mm( 图 3) ，为尽可能全面地提取 2#缺陷附近

的应力分布信息，该截面各个顶点均已趋近涡轮盘

的物理边界，图 5 为涡轮盘在该范围内周向拉伸应

力分布的三维视图。2#缺陷所在位置在高温起飞状

态下的周向应力为 664. 83 MPa，低于粉末材料的弹

性极限，因此在涡轮盘卸载到零转速后不会产生塑

性残余应变，缺陷裂纹前沿的应力强度因子也将相

应减小至零，0 － 高温起飞 － 0 循环中的应力强度因

子变化量与高温起飞状态下的应力强度因子在数值

上相等，即 2#缺陷的 a +、c +、a －、c － 四个端点处( 图
3) ，有 ΔKa+ = Ka+ ，ΔKc+ = Kc+ ，ΔKa－ = Ka－ ，ΔKc－ =
Kc－。

图 4 根据裂纹扩展速率试验得出的 Paris 模型

Fig. 4 Paris model based on the crack
growth rate test

以代表 2#缺陷的 Φ0. 40 mm 圆形片状裂纹为

初始裂纹进行裂纹扩展分析，根据 a +、c +、a －、c － 四

个端点处的应力强度因子采用逐次循环累加的方式

进行裂纹扩展，即将扩展步长设置为一个循环，根据
Pairs 公式可以得出四个端点在一个循环中各自的

扩展距离 Δa+、Δc+、Δa－、Δc－ :

Δa+ = 7. 244 × 10 －12 ( ΔKa+ ) 2. 613

Δc+ = 7. 244 × 10 －12 ( ΔKc+ ) 2. 613

Δa－ = 7. 244 × 10 －12 ( ΔKa－ ) 2. 613

Δc－ = 7. 244 × 10 －12 ( ΔKc－ )










2. 613

( 2)

式( 2) 中 ΔKa+、ΔKc+、ΔKa－、ΔKc－ 是一次 0—高温起

飞—0 循环中，代表缺陷的椭圆形裂纹在四个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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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双应力梯度裂纹模型所取截面内的周向应力

Fig. 5 Circumferential stress in section
of 2-gradients crack model

处各自经历的应力强度因子 变 化。将 Δa+、Δc+、
Δa－、Δc－ 分别施加到当前椭圆形裂纹的 a +、c +、
a －、c － 四个端点处，即可确定出椭圆形裂纹在下一

个循环中的长、短半轴以及中心坐标，如图 6 所示;

其中长、短半轴的增量分别为

| o' c' + | －| oc+ | = 1
2 ( Δc+ + Δc－ )

| o' a' + | －| oa + | = 1
2 ( Δa+ + Δa－{ )

( 3)

椭圆形裂纹中心坐标的变化量分别为

ΔX = 1
2 ( Δc+ － Δc－ )

ΔY = 1
2 ( Δa+ － Δa－{ )

( 4)

图 6 椭圆形裂纹扩展过程中长短半轴及

中心坐标的变化

Fig. 6 Thevariations of long and short half
axes and center coordinates in the process of

ellipse-crack propagation

在扩展后的椭圆形裂纹几何尺寸的基础上，根

据图 5 所示的周向应力分布采用双应力梯度裂纹模

型完成应力强度因子计算，再利用式( 2) ～ 式( 4) 进

行裂纹扩展，按照图 7 所示的流程进行循环操作，从

而实现以 2#缺陷为起点的裂纹扩展分析。分析结

果表明经历 17 583 个起落循环后，源自 2#缺陷的椭

圆形裂纹将在 a － 端点达到粉末盘材料的断裂韧度，

由此可以确定涡轮盘会在 ND = 20 000 次循环达到

前发生破裂，即不能安全服役至设计使用寿命。

图 7 以 2#缺陷为初始裂纹的涡轮盘

实际使用寿命计算流程

Fig. 7 The actual service life computation
process for the turbine disc taking 2# defect

as the initial c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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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过程中的裂纹几何及应力强度因子计算结

果如表 1 所列，其中 N 为起落循环数，{ xo，yo} 为椭

圆裂纹中心坐标，Sac 为椭圆形裂纹的面积。Sac 以及

椭圆高宽比 | oa + | / | oc + | 随起落循环数的变化曲

线如图 8、图 9 所示，结合以上两图可以发现: ① 裂

纹几何尺度的增长先慢后快，裂纹在达到断裂韧度

时，其 95%以上的面积是最后 3 000 个起落扩展形

成的;② 裂纹在扩展过程中宽高比始终接近于 1，在

图 8 椭圆形裂纹的面积随起落循环数的变化

Fig. 8 The variation of ellipse crack
area with flight cycles

经历 17 583 个循环后，其长短轴长度相差不到 2% ;

③裂纹半轴 | oa + | 长度的增长速度稍快于半轴
| oc + | ，这是因为 2#缺陷附近周向应力的总体趋势

是随 Y 坐标的减小而增大( 图 3、图 5) ，应力分布的

这一趋势同时也导致，裂纹首先在 a+、c+、a－、c－ 四

个端点中 Y 坐标最小的 a－ 端点处达到材料断裂韧

度。源自 2#缺陷的裂纹从初始状态直至轮盘破裂

的扩展过程如图 10 所示。

图 9 椭圆形裂纹的高宽比随起落循环数的变化

Fig. 9 The variation of ellipse crack aspect
ratio with flight cycles

图 10 源自 2#缺陷的裂纹从初始状态直至轮盘破裂的扩展过程

Fig. 10 The growth process of the crack derived from 2# defect from initial state to disc fra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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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源自 2#缺陷的裂纹在扩展过程中裂纹几何及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结果

Table 1 The geometries and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of the crack derived from 2# defect during the growth process
N / ( cycle) { | oa + | ，| oc + | } /mm { xo，yo } /mm { Ka+ ，Kc+ ，Ka－ ，Kc－ } / ( MPa·槡mm) Sac /mm2

0 0. 2，0. 2 875. 610，88. 042 335. 39，336. 18，336. 21，335. 42 0. 125 6
3 509 0. 299 02，0. 299 01 875. 610，88. 042 410. 07，411. 03，411. 08，410. 10 0. 280 9
7 031 0. 489 29，0. 489 27 875. 611，88. 041 524. 12，526. 17，526. 23，524. 18 0. 752 1
10 539 0. 918 58，0. 918 53 875. 614，88. 037 716. 90，722. 19，722. 36，717. 02 2. 650 7
14 048 2. 222 2，2. 221 9 875. 637，88. 013 1 110. 65，1 131. 01，1 131. 66，1 111. 14 15. 513 7
17 583 11. 932，11. 739 876. 213，87. 129 2 943. 70，3 038. 66，3 237. 53，2 979. 27 440. 042 1

3 寿命计算结果的有限元校核

为对上节中的涡轮盘寿命计算结果进行校核，

采用三维损伤容限分析软件 FＲANC3D 6. 0 对涡轮

盘内部起源于 2#缺陷的裂纹扩展过程进行了有限

元数值模拟:① 首先采用子模型法将裂纹影响区域

的实体单元与涡轮盘主体模型分离，在 2#缺陷所在

位置插入 Φ0. 40 mm 圆形片状裂纹;② 保持子模型

与主体模型交界面上的节点集不变，对子模型进行

自适应网格重划，然后与主模型合并进行有限元分

析得出裂纹前沿的应力强度因子; ③ 根据应力强度

因子计算结果预测新裂纹前沿位置，并进行光顺化

处理，然后插入新裂纹并再次对子模型进行网格重

划，然后计算新裂纹前沿的应力强度因子; ④ 循环

重复进行裂纹扩展( 前沿预测 － 光顺化 － 插入新裂

纹 － 网格重划) 与应力强度因子计算，直到裂纹前

沿的最大应力强度因子达到断裂韧度。在三维有限

元数值模拟中所采用主模型、子模型以及裂纹的初

始及最终形态如图 11 所示。

图 11 有限元模拟中的主、子模型与裂纹

的初始及最终形态

Fig. 11 The global model and submodel adopted
in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with the initial and

final configurations of the crack

FＲANC3D 得出的 2#缺陷三维裂纹扩展模拟结

果如图 12 所示，横坐标为起落循环数，纵坐标为裂

纹前沿的最大应力强度因子数值，图中同时示出第

三节中椭圆形裂纹扩展模型得出的结果以作参照，

可以看出:① FＲANC3D 得出的结果是，源自 2#缺陷

的裂纹在 18 078 个起落循环后达到材料断裂韧度，

即 2#缺陷会导致涡轮盘在达到 20 000 循环的设计

使用寿命前发生破裂，与第三节基于椭圆形裂纹扩

展模型的评估结果相吻合; ② 由 FＲANC3D 三维模

拟得出的涡轮盘实际使用寿命为 18 078 个起落循

环，比椭圆形裂纹扩展模型得出的结果 ( 17 583 个

起落循环) 长 2. 82% ; ③ 相对 FＲANC3D 的三维模

拟结果，椭圆形裂纹扩展模型得出的涡轮盘使用寿

命偏于安全，其原因在于，在计算椭圆形裂纹应力强

度因子时仅提取了图 3、图 10 所示长方形截面内的

应力分布信息，这种处理相当于忽略了长方形截面

外的轮盘体积对裂纹扩展的约束作用，因此计算出

的应力强度因子与裂纹扩展速率会略高于实际情

况，这种偏差会随着裂纹几何尺寸的增大而愈发显

著，因此节 2 中椭圆形裂纹扩展模型最终得出的涡

轮盘使用寿命会偏于保守。
对于文中的含缺陷涡轮盘算例，FＲANC3D 三

维有限元数值模拟共耗时数天，而椭圆形裂纹扩展

模型仅耗时数十秒，后者在计算效率方面有明显

优势。

图 12 2#缺陷的 FＲANC3D 三维裂纹扩展模拟结果

Fig. 12 The 3-D crack growth simulation
results provided by FＲANC3D for 2# de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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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相关假设条件的进一步讨论

文献［14］指出，由于锻造过程中发生的变形，

粉末盘冶金缺陷的片层法向接近轮盘轴向。而本文

假设冶金缺陷的裂纹面法向与盘体内居于主导的周

向拉伸应力方向一致，这种假设将冶金缺陷处理为

以周向拉伸应力为主要驱动力的纯 I 型裂纹。因为

涡轮盘内部周向拉伸应力数值显著高于轴向应力，

所以对缺陷裂纹面法向的假设会使寿命计算结果偏

于保守。
对民用航空发动机部件而言，偏保守的寿命计

算结果能够更大程度地避免不确定因素或随机因素

导致的风险，因此是设计师期望获得的结果。对缺

陷裂纹面法向的假设，以及椭圆形裂纹扩展模型的

使用，均顺应这种需求。
另外，本文忽略了冶金缺陷本身的实际形状，假

设其初始形状为圆形，并在扩展过程中保持为椭圆

形。采用该假设是因为: ①超声波探伤检测只能确

定出粉末盘内缺陷的位置及当量直径，无法准确描

述出缺陷的具体形状; ②美国西南研究院在钛合金

压气机盘的损伤容限研究中发现，初始面积相同而

形状不同的初始裂纹经历相同的循环数后会逐步趋

近于相同形状的椭圆形裂纹［12，13，15］; ③裂纹形状的

规格化简化了寿命计算过程便于工程应用。

5 结论

建立了含缺陷涡轮盘的实际使用寿命计算方

法，以含缺陷一级涡轮盘为对象的实例分析表明，该

方法能够根据超声波探伤检测结果计算出含缺陷涡

轮盘在破裂前的实际使用寿命，以及缺陷形状、尺

寸、应力强度因子随飞机起落循环数的变化曲线。
使用三维有限元裂纹扩展模拟对寿命计算结果进行

了校核，发现二者得出的涡轮盘实际使用寿命基本

吻合，相对误差 2. 82%，且本文方法的结果偏于保

守。同时，由于采用了椭圆形裂纹扩展模型，本文方

法在计算效率方面有明显优势。此外，在研究中还

发现了一些不足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 1) 只考虑了 0—高温起飞—0 循环，而忽略对

寿命影响较小的次循环，后续需要在计算流程中添

加载荷谱分析模块，以更精确地考虑涡轮盘的载荷

历程。
( 2) 有必要广泛收集外场检测结果与台架试验

数据，以此为依据对方法的计算结果进行验证和

修正。
( 3) 本文方法适用于已确定含有缺陷的涡轮盘

的使用寿命计算。实际上粉末冶金缺陷一方面是不

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小概率事件。为了从

整体上评估整个机群或整个型号的涡轮盘可靠性水

平，需要进一步发展粉末盘概率破裂风险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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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 Service Life Computation Method for Turbine
Discs Containing Defects

ＲEN Yuan，ZHANG Cheng-cheng，GAO Jing-yun，LI Ying
( Shanghai Center of Ｒesearch for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Engineering Techniques，

Commercial Aircraft Engine Company Limited，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Shanghai 200240，P． Ｒ． China)

［Abstract］ The tiny defects that are introduced into turbine discs by the polytechnic process of powder metallur-
gy ( PM) tend to be the initiation points of fatigue cracks under cyclic loadings，and the actual service life of a tur-
bine disc may be shorter than its design life limit，and this can lead to disaster accidents. On condition that PM de-
fects cannot be avoided completely with current technological process，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nd establish the
computation method of the actual service life for turbine discs containing defects to ensure that the commercial air-
craft engines of our country can acquire type certification and march in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Based on finite
element stress analysis，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ar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circumferential tension stress in
the vicinity of the defect; to simulate the crack growth process，the major axis and minor axis of the embedded
crack，as well as the coordinates of its center，are updated gradually based on Pairs law in a cycle-by-cycle way，

and finally the computation method of the actual service life for turbine discs containing defects is established，using
the failure criteria of critical fracture toughness. Taking the stage 1 turbine disc containing defects as an example，

this method can compute the actual service life of a turbine disc containing defects before disc burst，and can obtain
the variation curves of the defect shape，defect area，and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with flight cycles，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ultrasonic nondestructive testing. Accuracy verification was made by performing a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of crack growth，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tends to obtain a more conservative re-
sult of life computation ( relative error is 2. 82% ) ，and have distinct advantage in computation efficiency.
［Key words］ powder metallurgy turbine disc crack growth life com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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