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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ANSYS和三维裂纹扩展分析软件FRANC3D，通过裂纹扩

展仿真计算和低循环疲劳试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某GH4169动力涡轮盘关键部位预制裂

纹的扩展过程，为该轮盘损伤容限设计方法研究提供依据。本文主要研究工作内容如下：

(1)采用损伤容限设计方法，确定某动力涡轮盘裂纹扩展过程研究方案。根据某涡

轴发动机真实工况，折算出旋转试验台上的试验转速和试验温度。对该涡轮盘进行应力状

态分析，将其中心孔、偏心孔作为裂纹扩展过程的考核部位。确定初始缺陷的位置及预制

方法，选择合适的无损检测方法和低循环疲劳试验检查间隔。

(2)采用Frallc3D软件分析偏心孔和中心孔处的裂纹扩展速率。插入长度为O．15 mm

的初始裂纹，计算中心孔径向、偏心孔径向(内、外)与周向的裂纹扩展过程，直至裂纹

尖端应力强度因子达到材料的断裂韧度。发现裂纹扩展速率的由快到慢的排序为：偏心孔

径向(向内)>偏心孔径向(向外)>中心孔径向>偏心孔周向。绘制出各部位的口~Ⅳ曲线

和么弘甜曲线，观察裂纹扩展路径。

(3)使用立式旋转试验台，开展该动力涡轮盘的低循环疲劳试验。根据仿真计算结

果，在轮盘偏心孔与中心孔处预制14个小缺口。每间隔一定的循环次数，取下轮盘进行

无损检测。当轮盘发生爆裂时，切下断口，在电子显微镜下对断口进行分析，根据断口确

定的da／dN～a曲线，并且与仿真计算进行对比。

研究结果表明：轮盘偏心孔径向(向内)、中心孔径向、偏心孔周向的裂纹扩展速率

依次减小；采用裂纹长度等效方法计算得到的裂纹扩展速率在裂纹扩展初期与试验结果有

很好的符合性；仿真计算能较好的给出裂纹前沿扩展尺寸和形状；裂纹扩展后期的数据表

明，计算结果略显保守；不同部位处裂纹扩展速率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基本一致。采用在

大应力区域预制裂纹，结合数值仿真计算，使用立式旋转试验台，开展某动力涡轮盘裂纹

扩展速率的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希望本文的研究可以为今后深入开展航空发动机轮盘损

伤容限设计方法研究提供有效手段。

关键字：涡轴发动机，动力涡轮盘，损伤容限设计方法，裂纹扩展速率，低循环疲劳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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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atigue crack growth(FCG)of critical locations on a GH41 69

power turbine disc．The crack growth simulation by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 ANSYS

and three—dimensional crack propagation analysis software FRANC3D is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low cycle fatigue(LCF)test．The main researches are as follows：

(1)The research plan of crack propagation is performed by damage tolerance design

method．The test parameters such as rotational speed and temperature are determined by the

working conditions．By stress state analysis of the disc，center hole and eccentric holes are

chosen as critical locations．

(2)The crack growth rates of critical locations are calculated by FRANC3D，with the

original crack length of O．1 5mm until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is larger than fracture toughness．

The crack growth rate are sorted as follows：eccentric radial direction(inward)>eccentric radial

direction(outward)>center hole(inward)>eccentric hole(circumferential)．By calculation，the

以~．Ⅳcurve and K-a curve are drawn and the crack propagation is observed．

(3)The low cycle fatigue test of the power turbine disc is conducted in a spin rig facility．

Fourteen cracks are initiated by introducing EDM notches in predefined locations of the discs．

Nondestructive inspection is made at every interval of a certain number of cycles．After the test，

the crack is opened mechanically,with the fracture surfaces to be ovserved．The striation counts

determined by the OEM from the test are compared with the sim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ack growth rates of eccentric radial direction(inward)，center

hole(inward)and eccentric hole(circumferential)gradually decrease．The crack growth rates，

determined using crack length equivalent method，show good compliance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early growth period．The simulation Can also predict the shape of the crack front extension

accurately'The results of the simulation is somewhat conservative compared with the ones of

the late growth period．The crack growth rate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matched well with the

simulation as well．The research on crack growth rate analysis which is conducted by initiating

the cracks in high stress locations combining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with the low cycle

fatigue test in a spin rig facility is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China．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a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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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all effective mean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damage tolerance design method of aero

engine disc．

Key words：Turboshaft Engine，power turbine disc，damage tolerance design method，FCG，

L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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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背景和意义

第1章绪论

航空发动机作为飞机的动力装置，被称为飞机的“心脏”，因此航空发动机对安全性和

可靠性有极高的要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国战斗机总发生3824起飞行事

故，其中由于航空发动机故障引起1664起事故，占事故总数的43．5％；从1994年到2000

年，世界航空运输业总共发生飞行事故270多起，其中由于航空发动机故障引起的事故大

约占事故总数的20％【l】[21。

航空发动机中的关键组件工作环境极为严酷，尤其是热端高温部件，受到多种失效模

式的影响【3】，如变形超限、破裂、低循环疲劳、振动开裂、辐板屈曲等以及这些模式之间

的相互作用[41，在上述各种失效情况中，在轮盘的使用过程中，疲劳失效是最严重、耗资

最大的问题。比如用于B．52轰炸机的TF33发动机，曾在服役期间由于疲劳失效导致共计

8个轮盘破裂[5][6】，又如用于F。111与A．7战斗机的TF30发动机，有4个轮盘由于低循环

疲劳破裂；L．1 01 1宽体客机在三个月内连续发生两起由于低循环疲劳导致风扇转子发生失

效，引起严重事故[_丌。在国内服役的发动机上，WP6，WP7发动机上也存在多次轮盘低循

环疲劳断裂失效事故【8】[91。由疲劳而引起的破坏实际上是航空发动机轮盘中的危险位置首

先出现了裂纹，接下来在循环的疲劳载荷作用下裂纹不断地扩展，当裂纹达到足够的长度

后使得危险部件的剩余实际强度难以承担现有的载荷而最终发生失效破坏。

国内普遍使用的轮盘疲劳定寿方法，通常按最差试验件的疲劳试验结果除以2-4倍的

安全系数来确定使用寿命。在安全寿命期内若1／1000的轮盘产生疲劳裂纹则将淘汰全部

轮盘，这将会造成极大的浪费【l 0J。理论和试验表明，许多含裂纹构件仍能在规定载荷下继

续工作到下一次检修。在发动机轮盘退役时，往往还具有一定的使用寿命。因此，就产生

了新的疲劳设计方法——损伤容限法。损伤容限设计法可以获得尽可能大的安全使用寿命，

提高轮盘的利用率，而这正符合目前飞行器设计低运行和低维修费用的发展趋势【111。

目前，国外航空发动机机轮盘损伤容限的设计方法比较成熟，而国内则使用较少，无

成熟的设计准则。我国自行研制的航空发动机欲取得美国FAA认证，必须对轮盘进行损

伤容限的考核，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我国航空发动机的发展。而我国损伤容限设计的发展

一方面受限于无损检测水平的落后，另一方面也与轮盘材料的裂纹扩展、断裂韧性等试验

数据缺乏有关，因此，对于涡轮盘裂纹扩展寿命的研究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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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轮盘裂纹扩展研究现状

疲劳寿命的设计方法按照控制裂纹出现的阶段可以分为：控制裂纹萌生的疲劳寿命设

计方法和控制疲劳裂纹扩展的疲劳寿命设计方法。对于承受较大循环载荷的构件，往往采

用控制疲劳裂纹扩展的设计方法。由于这种构件在循环过程中往往存在一定的塑性变形，

而由于材料或加工的原因，构件往往存在一定的缺陷。经过一定的循环次数，缺陷处易于

萌生出疲劳裂纹，相对来说裂纹扩展阶段的寿命占总寿命的比例较高，而基于断裂力学方

法的损伤容限疲劳设计方法就是属于其中之一[12]。

断裂力学最早产生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物理学家Griffith曾考虑材料内部存在

一定的缺陷，从而解释了玻璃实际强度远低于理论强度的断裂现象【”】。1948年，Orowan、

Irwin提出了修正的Grifflth理论，并首次将裂纹尖端塑性功计入计入耗散能。1956年，Irwin

提出应力强度因子理论，建立了临界应力强度因子准则。1961年，Wells提出了裂纹张开

位移准则。1964年Paris提出的Paris公式。1968年，Rice建立了J积分原理，Hutchinson，

Rice和Rosengren提出弹塑性裂纹尖端HRR奇性场‘141。1 970年，Wheeler等的超载迟滞

模型，1971年Elber的裂纹闭合理论，后人也对这些研究进行了深化，提出了修正公式以

及新的理论。1970年，Elber对“裂纹闭合效应”有进一步的研究，引入了广为人知的“塑性

导致闭合效应”的新观点。1973年，Jeglic的研究表明温度对裂纹扩展第二阶段速率的典

型相关性，在20世纪80年代，Takezono s[151利用有限元法对长裂纹扩展进行模拟，研究

了载荷频率对疲劳裂纹扩展的影响。

而上述断裂力学理论运用于实践当中，最早的例子是Kaplan于1961年应用于混泥土，

并进行了混凝土断裂韧度的试验，随后逐渐应用于其他领域比如“缺陷评定规范”和“先泄

露原理”应用于压力容器和管道的设计，“损伤容限设计”运用于航空航天结构设计。

1．2．1损伤容限研究发展

美国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中，关于损伤容限(damage tolerance)的定义为“3．1'3

Damage tolerance is the ability of the engine to resist failure due to the presence of flaws，cracks，

or other damage，for a specified period ofunrepaired usage．''t161。即结构在存在疲劳、腐蚀或

意外损伤直至这个损伤通过检查被测定出来或进行结构修理之前，仍然具有足够的剩余强

度[17】。

在飞机发动机损伤容限设计方面，美国起步较早。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为了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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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航空发动机的耐久性、安全性以及战备完好性，美国便提出了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

(ENSIP)的概念，以降低费用。1973年，美国国防部颁布了《航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

发动机通用规范》(MIL．E．5007D)，该规范采用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的设计思路，强调

发动机的耐久性和可靠性，并且增加了发动机冷、热端部件的飞行小时数【l 8】；经过数十

年的发展，该规范从MIL．E．5007D、MIL．E．5007E发展到了MIL．E．5007F[19J。1975年，

由美国空军航空系统部、国家航空与航天局等9个部门联合召开了“推进系统结构整体化

和发动机结构完整性”讨论会。1984年，美军正式颁布了军标《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

(MIL．STD．1783)[20]。美国于1995年颁布了《航空涡喷涡扇涡轴涡桨发动机通用规范》

(以下简称JSGS．87231A)【211。1998年，美国又颁布了<<JSGS使用指南》(JSSG．2007)，

其中的结构完整性部分仍然采用MIL．STD．1783。2002年，美国又颁布了《发动机结构完

整性大纲》(MIL．HDBK．1783B)。2004年发布了《航空涡轮发动机联合使用规范指南》

(JSSG．2007A)。在损伤容限设计方法有一定发展基础下，美国空军启动了发动机耐久性

和损伤容限评估(DADTA)工程应用计划，并在多种现役的发动机中实施该计划，以在

一定的范围内，延长发动机轮盘的使用寿命。比如，美国曾在F100．PW-220发动机上运用

了损伤容限设计方法，延长了该发动机轮盘的使用寿命以及检查周期，降低了成本(效费

比达40：1)，提高了出勤掣221。又如，普惠公司曾使用损伤容限方法设计PW5000发动机，

通过测试发现，安全性有了一定提高了。

我国航空发动机研究经历了从测仿改型到自行研制的漫长过程。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末开始，我国针对现役以及在研发动机的定寿延寿，开展了轮盘低循环疲劳寿命预测模型

和方法的研究工作。在“七五”期间，我国曾参照前苏联的设计方法及斯贝MK202发动机

应力标准EGD．3，对某发动机I级涡轮盘进行了较全面的寿命研究工作[231。“八五”和“九

五”期间，工业部门和空军还合作开展了多个系列发动机轮盘寿命和可靠性研究工作。“十

五”期间，我国轮盘低循环疲劳寿命预测方法和研究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我国在轮盘低循环疲劳寿命设计准则和规范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1987年，原国防

科工委组织国内有关专家，以美军标MIL．E．5007D为蓝本，编制了《航空涡轮喷气和涡

轮风扇发动机通用规范》【241。从1996年开始，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组织多个单位参照

美国军用标准编制了《航空发动机结构完整性指南》(GJB／Z101．97)【25|。1997年，原中

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发动机系统工程局组织编写了《航空涡喷、涡扇发动机结构设计准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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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报告)》。研究报告共分六册，其中第二册为“轮盘结构设计准则”[261。1998年，发动机

局又组织编写了《航空发动机设计手册》，手册共计十九册，其中第十八册是“叶片轮盘及

主轴强度分析’，【271。

1．2．2裂纹扩展研究

(1)国外裂纹扩展的研究

国外尤其是美国在飞机发动机的裂纹扩展研究较早，在1982年美国空军实验室曾在

F100发动机的二级风扇盘上运用损伤容限设计方法，在螺栓孔部位采用电火花预制初始

缺陷，并且给出了详细的裂纹扩展测量方法、数据等，同时也对该发动机的高压压气机、

高压涡轮、低压涡轮部件超过50个关键部位裂纹扩展特性进行了裂纹扩展寿命试验。

1988年，加拿大普惠公司运用断裂力学的方法来对发动机中的燃气涡轮进行分析，

包括对无裂纹的组件关键部位的应力梯度分析；使用应力分析的结果、疲劳寿命数据以及

选取恰当的材料数进行初始缺陷的断裂力学迭代计算；最后对比初始缺陷的分析结果和试

验数据口81。

1992年，C．Maura Branco等，针对寿命管理方法retirement for cause，进行了发动机

关键部件的损伤容限分析，包括飞行任务载荷分析、应力强度分析以及疲劳寿命预测，分

析发现进行绘制疲劳裂纹扩展曲线时，相比于峰值法，雨流计数法更保守。通过与试验结

果的对比发现，采用该裂纹扩展寿命程序进行的损伤容限分析可以得到较安全的结果【291。

1 998年，针对飞机发动机轮盘及叶片裂纹扩展预测方法，G．Dhondt提出使用3D20

节点实体单元对结构进行网格划分，在网格中插入裂纹，再建立裂纹尖端模型的方法来解

决裂纹扩展计算中插入裂纹的问题，并给定一定的循环数，通过裂纹扩展公式确定每次裂

纹扩展长度，以实现裂纹扩展的过程‘301。

2002年，Miranda等人提出预测承受复杂载荷的任意2D构件裂纹扩展预测方法，通

过有限元软件计算应力集中因子，自适应网格技术优化网格模型，通过自适应网格技术优

化网格模型计算确定裂纹扩展路径。研究采用循环迭代计算应力强度因子的方法预测疲劳

裂纹扩展寿命，并开发两种功能互补的有限元软件来实现上述方法【31】。

2002年，RAClaudio等人研究了复杂结构的三维裂纹建模的主要问题，研究表明：(1)

使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可以获得断裂力学参量，因而可以使用仿真计算以及小试验来代替价

格昂贵的真实试验；(2)目前有限元软件并不适合建立裂纹尖端单元，因此模拟裂纹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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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生成成了有限元微积分计算的难点；(3)为得到应力强度因子K与裂纹长度a的曲线，

可以使用裂纹前沿尺寸的参数化建模；(4)进行非线性仿真计算时需要确定载荷增量的初

始值，使用恰当的值可以减小计算时间同时提高计算精度[321。根据以上研究，2002年，

RA Claudio等人运用有限元的方法对燃气涡轮转子进行疲劳寿命预测。研究采用了2D四

节点单元和八节点单元以及3D三自由度二十节点二阶实体单元对轮盘状态进行分析，并

且比较了线弹性和弹塑性的有限元计算结果。计算了深度从0．25 mill到4 rrlin的中心裂纹

和深度达到6 mm的角裂纹的J积分的值，并研究了不同网格粗糙度以及裂纹前沿分布的

轮廓线数量对J积分数值的影响，运用外推法得出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公式，并根据CT

试样的裂纹扩展数据进行裂纹扩展寿命预测，与实际情况取得了～致性【33]。

2003年，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的W．Beres等人曾运用损伤容限设计方法对Nene．X

发动机涡轮盘进行检测周期的预测。研究采用2D和3D的有限元模型对轮盘进行应力分

析，计算发现在叶片榫槽根部和盘心部位具有高应力区，从而选取榫槽根部作为他们的研

究对象。在进行断裂力学分析时，建立了3D有限元模型，在考核部位插入不同长／深比的

裂纹，并且在裂纹前沿采用3D奇异单元进行分析应力强度因子K计算。在研究裂纹扩展

速率时，采用CT小试样进行了裂纹扩展速率试验，以获取Paris公式中的相关参数。最

后根据获得的数据依靠内部编程软件进行了确定性断裂力学和概率断裂力学分析，最后采

用Matlab和Dataplot进行了仿真结果处理，并进行了该发动机的安全检测周期的预测。

该研究为发动机循环寿命管理提供了帮助，并且研究表明设计采用损伤容限设计方法可以

取得较大的经济效应【34】。

断裂力学商用软件的出现也使得裂纹扩展的仿真计算更加简洁方便。不少有学者对断

裂力学软件进行评估，同时采用断裂力学软件对裂纹扩展进行模拟，并与仿真结果进行对

比，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2008年，J．Hou等人采用在某轮盘以及隔垫上预制宽度小于1．3 mm缺口的方法进行

整盘裂纹扩展试验，试验过程中，每间隔一定的循环数将轮盘取下进行无损检测以观察裂

纹的扩展情况，检测方法包括：目视检查、渗透探伤、电涡流探伤以及表面复型法等，试

验结束后，将最长的裂纹打开，采用扫描电镜进行裂纹扩展情况的检测，获得裂纹速率与

裂纹长度的关系曲线‘”1，同时．Hou等人同时采用数值仿真软件Zencrack、Franc3D以及

分析软件Darwin、Afgrow来进行整盘裂纹扩展计算，并将试验结果与仿真结果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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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当裂纹扩展到一定长度后，Afgrow的仿真结果与试验结果相差较大，而对于复

杂结构以及存在显著应力再分布的构件，数值分析软件Zencrack和Franc3D与试验结果有

较好的符合性。而分析软件Darwin则可以全面考虑构件的几何模型，能作为通用的断裂

力学和疲劳裂纹扩展的汇编代码【361。

2009年，W．Beres等人采用Zencrack软件来预测榫槽根部的裂纹从初始半圆形扩展

到椭圆形的扩展过程，同时采用Abaqus来计算断裂力学参量。为考虑材料以及裂纹扩展

速率的分散性，研究将Paris公式中的系数C取不同但互相成比例的数值分别进行分析，

并与整盘裂纹扩展试验结果进行比对，以考核仿真方法的准确性，该结果被应用于加拿大

国家研究委员会(NRC)航空航天研究所燃气涡轮的损伤容限分析当中‘3 71。

2015年，Scott Keller针对裂纹扩展的不同阶段进行Paris公式的修正，并应用有限元

法计算裂纹尖端应力参量，采用商用疲劳裂纹分析软件如Nasgro和Darwin进行轮盘的确

定性和概率性裂纹扩展寿命计算。

扩展有限元(XFEM)的概念的最早产生于1999年，西北大学的Belytschko等人首

先提出用独立于网格剖分的扩展有限单元的思想来解决裂纹等间断问题【381。之后，Moes

等人采用扩充函数对裂纹面和裂尖进行描述，将该方法被命名为“扩展有限单元法’，【391。扩

展有限元法在处理断裂问题时有独特的优势，该方法在模拟裂纹扩展时，无需对裂纹进行

重新划分，有效的克服了裂纹尖端因高应力和变形集中区无法进行高密度网格划分所带来

的困难，因而得到了加大的发展。

2001年，Stolarska[401等为进行不连续面的几何描述，将水平集法引入扩展有限元中。

2003年，Sukumar等[411使用扩展有限元法和快速追踪法模拟平面三维单裂纹的疲劳扩展。

2005年，Rethore等[蚓采用扩展有限元法完成了动态裂纹扩展模型的建立。2009年，Duan

等[431在扩展有限元中采用单元水平集进行裂纹面的描述，利用最小二乘法改进了裂纹面和

裂纹扩展方向的连续性和光滑。2010年，D Motamedi等[441模拟了复合材料的动态裂纹扩

展。2013年，M．C Baietto等‘451利用扩展有限元并结合相关经验实现接触疲劳裂纹扩展的

模拟。

在大量扩展有限元的研究基础上，人们逐渐将扩展有限元应用于航空发动机的损伤容

限分析当中。

2008年，H Cherouali等人【461将扩展有限元应用于发动机组件的损伤容限分析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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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别采用有限元法和扩展有限元法计算风扇叶片的应力强度因子，并将结果进行对比。

2012年，A．C Altunlu等人M假设小范围屈服的情况，使用扩展有限元进行燃气涡轮燃烧

室的裂纹的建模以及裂纹扩展分析，通过Ct积分估值确定裂纹的扩展量。2013年，Matthias

Holl等人[48】假设尺寸分离以及多尺度投影法适用于不同长度的裂纹，考虑精确的尺寸定位

的影响，从而充分考虑裂纹的长度，通过扩展有限元法对裂纹进行建模，运用线弹性断裂

力学计算J积分以及获得应力强度因子的精确解。2015年，Farukh等人【49】采用粘塑性本

构模型以及扩展有限元预测了镍基合金的疲劳裂纹扩展，与试验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为航空发动机燃气涡轮热端转子的裂纹扩展寿命预测奠定了基础。

(2)国内裂纹扩展研究

国内对于损伤容限的研究起步较晚，起步之初由于受到多方面的技术限制，发展较慢。

20世纪后期，人们通过传统的断裂力学方法并结合真实发动机轮盘的使用情况进行损伤

容限评估。21世纪，人们逐渐采用有限元、扩展有限元、边界元法以及参数化建模、商

用断裂力学软件等方法对裂纹扩展情况进行分析模拟，发展较快。

1977年，马昌杰等人【501用断裂力学的方法估计涡轮盘槽底裂纹的临界尺寸以及一定

寿命下最大容许初始裂纹尺寸，为我国的航空发动机损伤容限分析奠定了基础。1 985年，

聂景旭等人【51]以某发动机涡轮盘槽底裂纹为例，得出确定临界裂纹长度的准则和具体方法，

并提出用破坏其正常工作状态的条件作为临界裂纹状态的判别条件，提出二次计算法进行

J积分计算。1988年，聂景旭等人【52】又进行了“断裂力学在涡轮盘上应用”的课题研究，结

合某发动机～级涡轮盘槽底裂纹的实际问题，采用实际统计数据修正的计算公式完成了涡

轮盘裂纹扩展寿命的计算，根据计算方法得出涡轮盘临界裂纹长度的选取准则和计算方法。

1995年，王革、洪其麒[531对槽底裂纹进行了研究，利用材料的裂纹扩展速率数据和高温

断裂韧度完成了裂纹扩展寿命的计算，确定了该部位的临界裂纹的长度。1998年，徐凌

志，陆山等人【54]将边界元引入损伤容限分析当中，研究了三维边界元计算裂纹应力强度因

子的数值方法，并应用边界元对涡轮盘销钉孔进行了损伤容限分析，计算表明边界元计算

应力强度因子具有较高精度。

1999年，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曾对某涡轮盘进行高温低循环疲劳试验，所使用的试

验件为己工作过200小时的旧盘，该盘封严篦齿处有大量的径向裂纹。根据预估的裂纹扩

展速率，完成8000次循环的低循环疲劳试验，并打开裂纹断口观察裂纹扩展情况【55I。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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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胡殿印等人【56】采用有限元法计算构件的断裂力学参量，证明有限元法应用于裂纹扩展

计算的可行性，同时以该涡轮盘为例，建立该结构应力强度因子范围与裂纹长度的关系，

预测初始尺寸为0．8 mrfl的裂纹扩展寿命，与实际涡轮盘断口分析结果具有一致性。同年，

中国燃气涡轮研究院又通过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再现了在役某压气机轮盘榫槽槽底裂纹

【571。2002年，陆山等人[58】采用新型双重边界元法分析温度以及离心力载荷作用下的涡轮

盘三维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并将Euler法与Paris公式结合以获得销钉孔边裂纹扩展形状以

及裂纹扩展寿命，采用二次估计方法获得涡轮盘裂纹扩展寿命修正值。通过算例表明该方

法分析复杂载荷的三维裂纹扩展寿命具有效率高和建模方便的优点。2003年，陈勇等人[59】

研究了不同裂纹形式下，粉末合金材料夹杂物对应力强度影因子的影响，并用子模型法求

解某粉末高温合金涡轮盘各危险区域的应力强度因子，预测了该涡轮盘的裂纹扩展寿命，

提出含夹杂粉末高温合金涡轮盘寿命的三个阶段：夹杂附近初始裂纹的孕育阶段、初始裂

纹扩展到可见裂纹阶段以及可见裂纹扩展到临界裂纹阶段。2010年，赵志平等人【60】从损

伤容限的设计概念出发，在假设构件存在初始缺陷的基础上，根据Paris公式提出一种简

单的疲劳寿命估算方法，为含裂纹构件的裂纹扩展寿命计算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2010

年，秦银雷、魏大盛等人f6l】利用J积分计算得到不同尺寸裂纹前沿的应力强度因子，采用

2自由度法描述扩展过程中裂纹前沿形状的发展，对角裂纹引起的轮盘裂纹扩展过程进行

了有限元模拟，得到涡轮盘的裂纹扩展寿命。2013年，金春龙等人【62】经过研究发现计算

裂纹扩展量时，可以忽略循环内裂纹长度的变化对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2014年，陆山

等人【63】将加工缺陷简化为表面裂纹与角裂纹，建立裂纹深度密度函数，结合有限元分析以

及应力强度因子经验公式，提出了轮盘孔边裂纹应力强度因子计算的推广经验公式方法，

并建立了3种考虑表面缺陷尺度分布时轮盘概率寿命计算方法，为损伤容限分析提供了新

方法。2015年，崔建雷等人[64】采用1／4节点位移法进行网格划分以模拟裂纹尖端的应力奇

异性，将某发动机压气机叶片材料数据输入疲劳分析软件MSC．Fatigue中进行裂纹扩展模

拟2015年，张中奎等人【65]引入晶体塑性理论，结合发动机的工况以及涡轮盘榫头、榫槽

接触应力，提出了榫头、榫槽的接触疲劳裂纹扩展寿命模型，并与采用试验对模型进行验

证，结果表明该模型可以用于指导分析榫头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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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内容

从国内外研究状况可见，尽管我国在损伤容限设计方面起步较晚，但随着国际化进程

的推进以及市场化需求的发展，近年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尤其是在突破国内发动机设计技

术瓶颈上的投入逐年加大，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本文以转子高速旋转试验台为

依托，以某动力涡轮转子为媒介，通过仿真计算确定危险部位，以人为预制缺陷的方式促

进裂纹的萌生，进行旋转状态下的低循环疲劳试验以模拟轮盘的真实状态，系统的进行整

盘裂纹扩展分析，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全文结构如下：

第一章，介绍课题研究的背景及意义，介绍了损伤容限的设计思想的发展历程，综述

了国内外关于航空发动机轮盘的裂纹扩展研究；

第二章，对该动力涡轮转子进行结构强度分析，确定易萌生裂纹部位，介绍了裂纹的

断裂力学参量，引入三维M积分；

第三章，采用Franc3D软件分析易萌生裂纹部位的裂纹扩展速率，绘制各部位的a~Ⅳ

曲线和么足川曲线，观察裂纹扩展路径；

第四章，介绍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进行裂纹断口分析，测量疲劳条带间距，绘制

da／dN～a曲线，并与仿真计算进行比较；

第五章，进行全文总结，并提出后续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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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轮盘裂纹扩展计算模型

2．1轮盘应力状态分析

本研究采用某GH4169材料的动力涡轮盘进行计算分析，该轮盘含有10个安装孔，

10个偏心孔以及50个榫槽。

2．1．1计算模型

利用UG NX8．5进行建模，该涡轮盘的三维实体模型如图2．1所示。根据涡轮盘结构

上循环对称的特点，同时考虑到有限元分析过程中计算精度与速度等方面的因素，取整体

模型中的十分之一来对涡轮盘进行有限元应力应变分析，局部模型如图2．2所示。对此模

型进行网格划分，以获得可以用于应力应变分析计算的有限元模型。

2．1。2 GH4169材料

该涡轮盘采用的的材料为锻件高强GH4169．HB6702．93，与之相近的牌号有

Inconel718(美国)和NCl9FeNb(法国)。GH4169合金是以体心立方的Ni3Nb(丫”)相

和面心立方的Ni3(A1，Ti，Nb)(Y7)相沉淀强化的镍一铬一铁基高温合金。该合金具有

良好的高温性能。此外，焊接性以及耐腐蚀、抗氧化和耐辐照性较好。该合金在-253"--一650。C

温度范围内组织性能稳定。由于GH4169合金具有上述良好的综合性能，使该合金在航空

发动机上广泛地应用于压气机盘、压气机轴、压气机叶片、涡轮盘、涡轮轴、机匣、紧固

件、其他结构件和板材焊接件等№61。查阅《航空发动机设计用材料数据手册第四册》可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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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模量E(GPa) 195．0 182．5 170．5 166．0 162．0 155．0

泊松比u O．301 0．313 0．318 O．322 0．330 O．335

线膨胀系数0【(10．6x℃。1) 一 13．5 14．1 14．4 14．8 一

屈服极限60．2(MPa) 1 170 1040 1010 965 976 920

强度极限吼(MPa) 1430 1310 1260 1210 1210 1090

断面收缩率甲(％) 32 30 36 34 35 39

密度p(kg／m3)8240

断裂 KIc(MPa'4mm) 3273 2814．4 — 2751 2624．7 2197．8

韧度 JIc(kJ／m2) 53 46 —47．5 45 31．5

根据中国航空动力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参数，在XXX℃下，GH4169材料的断裂韧度

KIc=2783 MP、lmm。

2．1．3有限元模型

选用六面体SOLIDl85单元，利用Hypermesh软件进行有限元网格划分，网格尺寸为

1 rnlTl，有限元模型如图2．3所示。SOLIDl85单元一般用于三维固体结构。单元通过8个

节点来定义，每个节点有三个自由度。划分网格后的有限元模型如图2．4所示。该有限元

模型共有71478个单元，82670个节点。

该轮盘工作温度为盘心XXX。C，偏心孔XXX℃，盘缘XXX℃的温度场。由于试

验条件的限制，在试验时仅能施加均温场，为将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比对，需在计算

时施加均温。计算时采用XXX℃均温场，转速为XXXXX r／rain。对两个对称截面上的所

有节点施加周向位移约束，如图2．5所示；考虑到涡轮盘与工装的装配方式，我们还要对

安装孔所在处下表面的所有节点施加轴向位移约束，如图2．6所示。

真实安装情况，叶片榫头插入涡轮盘榫槽后使用锁片锁紧。如果将涡轮盘与叶片装配

后建模进行计算，需在叶片榫头和轮盘榫槽连接处定义接触，计算过程中易导致求解不收

敛。为简化计算，将叶片产生的离心载荷转换为施加在叶片与榫头接触节点上的压力。通

过计算得到，在计算转速下，该压力为501．82 MPa，具体位置如图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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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SOLIDl85实体单元

图2．7叶片等效离心载荷

2．1．4计算结果

涡轮盘等效应力云图、周向应力云图、径向应力云图以及综合位移云图如图2．8～2．11

所示。由计算结果可知，最大等效应力为1023．35 MPa，最大周向应力为1094．75 MPa，

与最大等效应力出现的位置相同，最大综合位移为0．252 illlrl。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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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等效应力云图(单位i MPa) 图2．9综合位移云图(单位：ram)

图2．10周向应力云图(单位：MPa) 图2．11径向应力云图(单位i MPa)

从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除最大应力位置偏心孔外，应力相对较大的位置还有中心

孔与榫头根部。其中中心孔、榫槽根部的等效应力、周向应力及径向应力云图如图2．12．2．16

所示。以上三处的各种应力大小如表2．2所示。

图2．12中心孔等效应力云图(单位：MPa) 图2．13中心孔周向应力云图(单位：MPa)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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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榫头根部等效应力云图(单位：lVXl'a) 图2．15榫头根部周向应力云图(单位：MPa)

图2．16榫头根部径向应力云图(单位：lvn'a)

表2．2轮盘不同位置对应应力值

(注：中心孔径向应力很小，几乎接近于0，在此表中没有列出)

根据表2．2中的应力值可以看出，偏心孔处的应力较中心孔和榫头根部要大得多，而

中心孔处面积较大，裂纹容易发生扩展。而榫槽处由于装有模拟叶片，不便于试验观察，

因此将中心孔、偏心孔作为考察部位。

2．1．5试验载荷确定

参考英国斯贝MK202发动机应力标准({EDG．3》及英国军用标准《飞机燃气涡轮发

动机通用规范》，通常情况下会采用比发动机工作转速稍高的试验转速，同时下限转速通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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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取上限转速的5％[671。同时为了加快试验进度，缩短试验周期，取试验上限转速为

XXXXX r／min，下限转速为1500 r／min，在上、下限转速停留2s。试验过程中的转速一时

间曲线如图2．17所示。

图2．17低循环疲劳试验转速一时间曲线

2．2裂纹扩展计算模型

2．2．1 裂纹尖端应力场和位移场弹性解

应力强度因子是载荷、构件几何尺寸以及裂纹长度的函数，表征了裂纹尖端应力场的

强弱，是裂纹扩展趋势或裂纹扩展推动力的度量。

对于各种复杂的断裂形式，可以分解成为三种基本断裂类型的组合[681，即张开型(I)，

滑开型(II)，撕开型(III)，其中：张开型(I型)裂纹：受垂直于裂纹面的拉应力作用，

裂纹面相对位移垂直裂纹平面；滑开型(II型)裂纹：受平行于裂纹面且垂直于裂纹前缘

的剪应力作用，裂纹面在其自身平面内做垂直裂纹前缘的滑动；撕开型(III型)裂纹：

受平行于裂纹面且平行于裂纹前缘的剪应力作用，裂纹面在其自身平面内作平行裂纹前缘

的错动。

(1)I型裂纹

图2．18所示的含裂纹长度2a的无限大板，在无限远处作用双向均匀拉应力6。取裂

纹前缘坐标系如图2．19所示，裂纹尖端领域的应力场和位移场解‘6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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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岛

户夸。
裂纹尖端

程

图2．18含穿透裂纹受均匀拉力的无限大板 图2．19裂纹前缘坐标系示意图

(2)II型裂纹

吒=丝旦卜旦·一30COS 1 sin

Slrlx／2，rr 2 2 2)仃，=’一I一一——l
4

L ／

巳=嘉COS旦(1+S1以n Sm2 2艘2)仃，，=—下===- 一I 1+ 一——l
’ q2耳r ＼ 》

叮而．0 0 30

"／'xy 2了雳81n虿∞si∞s5-
tx：=下”z=0

Q=V(叹+％)
O"z=0

掰2

V 2

仃石
2G

叮而

w=0

2G

(平面应变)

(平面应力)

．仁cos旦f彭一l+2sinz一01、／石∞s虿卜_1+2 8i旷iJ

sin导(川也心自
(平面应力)

w=一，差(q--{-O'y)龙(平面应剪

(2．1)

(2．2)

图2．20所示的无限大板含中心穿透裂纹，受远场的均匀面内剪应力作用。其II型裂

纹尖端领域的应力场和位移场解：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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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Ⅺwn*H_H-⋯”*H*""”_●m

^·‘■"“～·o■“wⅣw～^_●一⋯·_I～一
t

图2．20含穿透裂纹受均匀平面内剪力的无限大板

吒一等以(2+旦30S111 COS

COS2 2 2)盯，=一—亍一一J Z+ 一
5

√2邪 ＼ ／

r而．0 0 30

盯。=—亍一S1n—COSiCOS——’ √2形 2 2 2

2"：磐cos旦f 1“n旦sin丝1xy 2面∞s虿I卜81n虿81n了J
疋：=2"yz=0

巳=a(Gx+吼) (平面应变)

。O"z=0 (平面应力)

甜=簪压cos0。(、一r_1+2 sin2导)舻1矿、／瓦∞s。、 虿J

V=誓压sin互氧-x+l-2cos2詈)忙1矿、／石81n 虿J
w=0 平面应力

W=--，等(吒+cr)dz平面应变

(2．3)

(2．4)

(3)III型裂纹

图2．21所示的无限大板中心穿透裂纹，与I、II型裂纹不同，它是反平面问题。裂纹

面沿z轴错开，只有z方向位移不为零，即u=O，v=O，w#O。

尹????≯??????声?，

图2．21含穿透裂纹受均匀反平面剪力的无限大板

≮

I．t；●l

；lt，j{ji．}，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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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大板中心穿透裂纹，其III型裂纹尖端的应力场和位移场为：

l r届．0
I吃一面81n虿
I f√磊0

i't'yz 2了雳∞s-2
I吒2巳=吒2 o

l 72xy
2 0

f 丁√磊2F．0
{一1广Ni 81ni

I甜：v：0

(2．5)

(2．6)

式中：尸，臼：裂纹尖端领域内一点的极坐标；盯，v，w：z，Y，z方向的位移分量；民，@，

昵，rxy，k，rye：应力分量；E，G，v：材料性能，分别表示弹性模量、剪切模量、泊松

比；K：与裂纹尖端应力状态相关，其值等于

f3—4∥平面应变

彭2{生竺 平面应力
‘2-7’

l l+∥

由式(2．1)、(2．3)和(2．5)可以看出，每个应力分量解式中都包含有，。1陀项，当

r_0时各分量均趋于无穷大，这种性质，称之为应力对r有奇异性，称这个场为奇异性场。

2．2．2应力强度因子

从2．2．1中应力分量表达式(2．1)、(2．3)、(2．5)可以看出公式中系数o'√rta与点的

坐标无关，仅与裂纹的尺寸以及载荷的大小有关，是表征外力作用下弹性物体裂纹尖端附

近应力场强度的一个参量，称为“应力强度因子”。

18

图2．22裂纹的三种开裂模式

根据不同的开裂方式，可以得到三种应力强度因子如，

I型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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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型裂纹：

K1=％佩

K。。=k厩

(2．8)

(2．9)

III型裂纹：

KIII=fvz√万ah (2—10)

式中，f，g，h为形状系数。

2．2．3 J积分与M积分

(1)J积分定义

在固体力学中，为了分析缺陷周围的应力和应变场，常采用与积分路径无关的线积分，

J积分就是其中之一。1968年Rice[701提出的J积分表达式(2．11)，并对J积分赋予明确的

物理意义：对于线弹性平面裂纹问题，J积分为裂纹尖端应变能释放率。

翠

T

—、．￡砘

厂 A

》

图2．23 J积分积分域

，=岍一囔卜 弦⋯

W=15％ (2．12)

其中：T为积分回路上任意弧线元所对应的面元dsdz上的应力矢量；“为应力丁作用点的

位移矢量；r为由裂纹下自由表面上任一点开始，按逆时针方向环绕裂纹尖端地区，终止

于裂纹上自由表面上任一点的任意积分路线。

对于裂纹尖端塑性区，当塑性变形较大时，线弹性力学给出的应力位移场在塑性区外

已不再适用，而J积分可以适用于弹塑性变形的情形。

在线弹性状态下，二维混合模型问题中，J积分与应力强度因子的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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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
2

协∽

其中：平面应力状态时，F=E；平面应变状态时，E+=FE7。

(2)M积分

考虑同一个含裂纹体的两种状态，其中将现在的状态对应为状态1(西n，毛¨，甜j1’)，

状态2(《∞，《扪，甜j2’)为辅助的状态。将J积分写为两种状态的和，则有：

，(1+2)=』r[丢(万：。+西2’)(器’+s；2’)q，一(《u+仃：2’)皇垒生茅
式(2．14)可以简写为：

其中，‘1埘即为状态1、2的M积分，即M‘1，2、。

其中：

20

(2．14)

(2．15)

M(1'2)=IF Im(1,2)o-．11--秽筹《’等'，出 协㈣

形n’2’=西D巧2k西2’《’ (2．17)

将J积分写为与应力强度因子的关系式：

∥+2’=∥’+户’+÷(霹”霹2’+群’砰’) (2．18)
丘

则：

，，

Mo’2)=÷(霹D霹2’+霹’砰’)
也

设辅助状态2为纯I型加载，可得砑’=o，令霹2’=1，则有：

胖：堡M(1，坳㈣
。

2

设辅助状态2为纯II型加载，可得霹2’=o，令露’=1，则有：

驴等扩枷)

(2．19)

(2．20)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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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维J积分和M积分

Li(1985)[71J等人将式(2．11)引申为面积分，引入了J积分的二维等效域积分形式。

根据相似的原理，三维等效域积分形式可以写成如式(2．22)，积分区域如图2．24所示。

扣警(s)ds』Aq 协2-，√一———i————————一一一 l／一／I，

I吼

其中：

Aq=￡g，ds
在线弹性的情况下，参照式(2．14)引入两个辅助状态，则有：

％=盯"《2’

gu2占：”+s；2’

甜，=M；”+甜j2’

墨《D恻2’

KII=K譬+蜡

Km=K盛+K罾

歹=L∽等卅’筹埘’筹埘’警彬4j-W(2)嗔j-W(1,2)匹-考d矿泣2·，
Y=了(1’+了(2’+厨(1，2’ (2．22)

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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俨)=L∽警埘’筹彬2‰]考dy 沼22，

其中：磊为克罗内克函数；g的值在应力强度评估点处为1，在积分区外部边缘为o；q，为

q沿裂纹前沿的值。

22

图2．25用以计算M积分的q函数

对于小范围屈服状态，有：

G=，=丁1--1／2砰+丁1--1／'2 AⅡ2+丁l+v A埘2

，=J(1)+，(2)+M(1，2)

=[半(刖2+-1-Ev2(⋯Ko’)2+半(础)2]+
[1--上；1'2(、K。(2’)2—--1-上三v2(、K。(。2’)2——·1+上；v(、K。(。2’)2]—-

(2_23)

[-1--EI'2 K。(”霹邳+1--E1)2 K／()’K管’+1+EV一／F埘(1)．U。Ⅲ(2’]

Mn2，=丁1-v2霹1，霹2，+了1-v2～(1，群，+半础磷，(2-24)
将式(2．21)与(2．24)联立可得

L㈢等蟛’筹舻刁瓯，]考∥
4 (2-25)

1--E1"2 K／(∞KP+1--E1"2 K／(／1。K嚣-+1+Ev—x,．Ioll)。a。TI(127

为了计算三维裂纹强度因子引入三种辅助状态，用(2a)、(2b)、(2c)加以区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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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同的状态，应力强度因子取值如表2．3所示。

代入式(2．25)可得：

其中：

表2．3辅助状态应力强度因子取值

坐型 o o
E

2(1-v2)0 -．．．---—．-．-．．．．．．．j
E

0 0
剐繁谢 协26){霹’}_{舻’2∞／4} (2．

1础j l砑。丑蚀j

俨蛇L∽等埘∞筹护刎西，)考矗矿
胖％L∽百Ob／；TM一等彬2∞4，]考d矿 沼27，

胖吐L∽等埘∞筹坍埘西，)考d矿
2．2．4裂纹扩展模型

裂纹扩展分析的目的就是估算整个安全使用期内损伤结构的裂纹扩展寿命。飞机结构

的损伤在受疲劳载荷作用下，裂纹不断扩展，裂纹从初始裂纹长度％扩展到允许终止的裂

纹长度a-，这个时间段内所需的载荷循环次数(或飞行次数)称为裂纹扩展寿命。裂纹扩

展寿命在随机载荷谱作用下与环境、材料特性、应力谱、主副裂纹的起始长度、应力强度

因子和损伤许用值等多个因素有关。

将裂纹长度a对载荷循环次数Ⅳ的变化率da／dN定义为裂纹扩展速率。完整的疲劳裂

纹扩展速率曲线如图2．26所示，可将疲劳裂纹扩展定性的分为三个区域，即I区、II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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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区。

k煦
‘廿俐 |

l

／

1一／
il|缴

厂 }
|i

燃％ IgAK

图2．26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曲线

I区：近门槛值区，da／dN---*O时对应的AK值为疲劳裂纹扩展门槛值，记为△翰；

II区：中部区，da／dN-AK存在一定的对数线性关系；

III区：快速扩展区，随△K身高，裂纹扩展速率迅速升高，当翰瓤=＆或AK=Kc(1．R)

时，试件断裂。

对等幅循环载荷，工程中常用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公式有：

(1)Paris公式

一da=c(必)” (2．28)dN
、 ， ＼_

式中C，n为由实验拟合的材料常数，与试样厚度、应力比、载荷频率等有关。

Paris公式只适用于中部区，因此含裂纹构件在较大AK值下并且寿命较短时，用Paris

公式估算寿命，可获得较精确的结果。

(2)Forman公式 丽da=器R 弦29，
讲l K(1一)一必l

该公式考虑了应力比以及构件疲劳断裂的条件，当△K接近膨(1-R)时，da／dN--+oo，

由于这个特点，该式适用于裂纹扩展的中部区和快速扩展区。当裂纹扩展进入快速扩展区

后，消耗子快速扩展区的寿命只占扩展寿命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工程中常可以忽略。

(3)Walker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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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c[(1瑚M1 K一卜>o⋯⋯⋯⋯⋯⋯像3。，
讲lc[0-R)坞Xm觚卜<o

式中C、11、m、q为材料的裂纹扩展性能参数，由材料在不同应力比下的裂纹扩展试验数

据拟合得到的。

以上各式中，A确甜．‰研为应力强度因子幅值，％觎、‰加分别为峰值应力强度因
子和谷值应力强度因子，D为应力强度因子综合修正因子，R为应力比。

通过积分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公式，可计算得到在等幅循环载荷作用下，裂纹从初始尺

寸为ao扩展至临界尺寸为吼的寿命Ⅳ为

Ⅳ-e丽矗缸⋯⋯⋯⋯⋯⋯⋯．(2捌)
(4)NASGRO裂纹扩展公式：

NASGRO裂纹扩展模型是由美国西南研究院(SWPd)和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

共同开发，其疲劳裂纹控制方程式基于改进的Forman模型，考虑了裂纹扩展3个阶段和

裂纹的闭合效应。其裂纹扩展公式为：

生：——p
州

(，一刹
式中，C、gt、P、g为实验拟合的常数，其中

r K)p

厂2隶2
max(R，Ao+4R+A：R2+4R31
4+4R

4—24

种825一o．34删．os引[cos(i71"百Smax)]-
4=(0．415-0．071a)S。默／‰

4=1一Ao—A1一鸣

4=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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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彳杨为应力比R=O时的应力强度因子门槛值，aD为内在裂纹长度(O．038 mm)。

坠-1+B刊⋯⋯⋯⋯⋯⋯⋯⋯⋯(2．34)ke-(4
K血

式中，么后、晚为描述断裂韧性随厚度变化关系的实验拟合参数。

2．2．5裂纹扩展方向的确定

由于工程实际中复合型裂纹问题大量存在，因此，如何建立复合型裂纹的断裂准则和

理论是工程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断裂力学的一个新的领域。

但总的来说，复合型裂纹断裂判据和理论目前还不是很成熟，特别是关于复合型裂纹的弹

性断裂问题这一块，尚未提出合理成熟的理论[72】。

复合型由于受多种载荷的作用，裂纹往往不沿着原裂纹扩展方向进行扩展，而是呈一

定的角度进行扩展。

对于含裂结构裂纹的偏转，研究学者已经提出了多种开裂准则，其中包括最大切应力

准则，最大主应力准则，最大能量释放率准则，最小弹性能量密度准则和T-准则等。这些

准则推测的裂纹偏转角度存在少许的不同，同时这些准则都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假设，即当

裂纹扩展时裂尖的应力强度因子KH=0。

本节将介绍Franc3D中的三种复合型开裂准则：最大周向拉应力准则、最大能量释放

率准则以及杨=D准则。

(1)最大周向拉应力准则

1963年Erdogan和薛昌明(G．C．Sih)根据具有中心斜裂纹承受均匀拉伸的树脂玻璃

的实验结果，提出了最大周向拉应力理论。最大周向拉应力理论有两条基本假设：裂纹沿

最大周向应力的方向扩展；当该方向的周向应力达到临界值时，裂纹失稳扩展。

根据断裂力学理论，可得出I、II型复合加载的各向同性、线弹性材料裂尖附近的周

向应力场：

吒．=‘2 K2x／丽7 r cosO(3-cos0)+面K／／sln‘互0(3c。s口一1) (2-35)

26

‰=去cos-02(1+cos0，一老cos扣(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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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2嘉cos争乡+去cos(3cos0-1， 协37)

根据式(2_36)，就可由第一个假设来确定开裂角，式中r和0代表以裂尖为原点的极

坐标分量。周向拉应力取得极值的条件为：

塑d ：0
a0 fo=o。

将式(2．36)对0求导，得：

Kl sin0+KllOcos0一q=o

从而求得：

00=arccos等铲 ⑦38，

将开裂角铱代入(2．36)即可求得最大周向应力为：

(o-o)矿去cos了oo t了／<(1+cos咿孚sin伽 (2．39)

则裂纹开裂的条件为：

(o-o)。默=(o-o)。 (2．40)

表示裂纹不发生偏转，当KH>0时，Oo<0，当KH<0时，oo>0。

(2)能量释放率准则

考虑裂纹a偏转0，当日无限小时，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可以看作为I型和II型应

力强度因子的线性组合。在平面应变情况下，对于MI复合型裂纹，裂纹沿0方向扩展的

能量释放率q为：

嘭=il-v2 LA坩2+群矽) (2．41)

导出了I-II复合型裂纹情况下，无限小分支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

K。2(志)(筹尸2弧cosO+吾KHsin臼) (2．42)

％毋2(南)(崭尸2‰cos哇掣n臼) 泣43)

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2章轮盘裂纹扩展计算模型

将式(2．42)和式(2．43)代入式(2—41)得：

q=半唔另尸”(_妄而)2[霹(1+3cos2 0)+4墨翰sin20+群(9-5cos2 0)] (2-44)

裂纹起始扩展的方向应是能量释放率最大的方向，裂纹偏转角岛应满足下列方程：

得到确定开裂角的方程：

亟I：o
a9 I口：oo

(2．45)

(专h丽,r-Oo一孺200+端鹏(1+3cos2 0)+4墨砌棚+(2-46)
K／：(9—5cos2口)卜3K7 sin200+8K1K11 cos20+5K三sin200=0

裂纹开裂满足：

IGe)。2(G8)c (2．47)

(3)KII=O准则

硒『：O准则假设裂纹将沿着KIIo=O的方向扩展。将Kiio=0代入式(2—46)，得到：

矗勃)(筹尸2弧cos0-1K．，si呐-0 (2-48)

求解式(2．48)即可得到裂纹扩展角。

三种准则下的裂纹扩展角如图2．27所示，由图可以看出，当裂纹扩展角小于30度

时，上述准则差别不大；当裂纹扩展角大于30度时，最大周向拉应力准则得到的开裂角

最小。

28

tan‘《&j／毪》

图2．27三种开裂准则下的裂纹扩展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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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本章小结

本章采用线弹性对轮盘进行结构强度分析，考察了轮盘偏心孔、中心孔、榫槽根部

的应力状态，可以发现偏心孔、中心孔、榫槽根部应力较大，根据Mises应力以及最大拉

应力对比可知偏心孔处应力较大，应作为重点关键部位，中心孔和榫槽根部作为次重点部

位。同时本章介绍了裂纹尖端应力场和位移场的弹性解，引出了应力强度因子的定义和分

析，通过J积分的表达式，介绍了M积分的定义表达式、M积分的计算方法以及M积分

与应力强度因子关系的推导过程。为了分析裂纹的扩展过程，考虑了裂纹扩展模型中的

Paris公式、Forman公式、Walker公式以及NASGRO裂纹扩展公式，总结了裂纹扩展方

向的三种判断准则。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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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计算软件

第3章裂纹扩展寿命计算

3．1．1计算软件介绍

使用有限元软件来进行裂纹扩展计算分析的主要分为两种：(1)以有限元软件ANSYS、

ABAQUS或MSC为基础，针对不同的问题进行软件的命令流编程，程序不断迭代来进行

模拟，之后再进行疲劳断裂问题的研究；(2)采用以有限元软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断裂力

学分析有限元软件如FRANC3D、NASGRO、ZENCRACK。第一种方式在工程实际应用

上有一定难度计算准确性也难保证。而断裂力学分析软件可以进行全面的断裂问题计算，

精度较高。本次计算选择FRANC3D V6．2进行。

3．1．2 Franc3D软件

FRANC3D软件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断裂工作组(Cornell Fracture Group．CFG)开发

的裂纹扩展分析软件，它的功能包括建模、应力分析、应力强度因子计算、裂纹自动扩展

等。而新版本FRANC3D V6．2是美国FAC(Fracture Analysis Consultants，Inc．)公司联合

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AFRL)、NASA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

(NA、，AIR)及波音、普惠等公司开发的新一代裂纹分析软件，用来计算微动疲劳裂纹萌

生寿命(包括裂纹萌生位置和起裂方向)以及工程结构在任意复杂的几何形状、载荷条件

和裂纹形态下的三维裂纹扩展和疲劳寿命。

该软件由立体对象建模器OSM(Object Solid Modeler)，断裂分析器FRANC3D

(Fracture Analysis Code in 3Dimensions)以及边界元系统BES(Boundary Element System)

组成【731。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以及拓扑数据结构，具有较强的建模及裂纹扩展分析能力。

与其他有限元软件不同的是，FRANC3D软件模拟裂纹扩展时要首先根据分析结果进行裂

纹初始化，首先设置裂纹萌生点，然后程序会自动判断裂纹扩展方向，从而进行裂纹扩展

的数值模拟。

FRANC3D软件采用三个裂纹扩展理论预测裂纹的扩展方向：最大周向拉应力理论、

最小应变能密度理论(S判据)和最大能量释放率理论(G判据)。在裂纹扩展的过程中，

FRANC3D软件采用自动网格划分方法，FRANC3D V6．2采用自适应网格划分技术来计算

任意三维裂纹扩展，能时刻保证裂纹尖端高质量的网格如图3．1所示；裂纹尖端使用1／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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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奇异单元即15节点楔形单元，如图3．2(a)所示，也可理解为退化的20节点六面体

单元，如图3．2(b)所示；在奇异单元外还划分了两个或多个20节点六面体单元环。其

余部分使用四面体单元，在四面体单元与六面体单元中间使用金字塔形单元作为过渡单元，

如图3．3所示；裂纹尖端单元类型的具体分布如图3．4所示。该软件的工作流程如下：

(1)在ANSYS、ABAQUS、NASTRAN等有限元分析软件中选取子模型作为裂纹扩

展区域；

(2)将子模型导入FRANC3D中插入裂纹重新划分网格，调用有限元分析软件求解

器提交计算，得到模型的位移、应力等结果数据；

(3)根据计算结果并以此来预测下一步裂纹扩展；

(4)重复上述步骤以模拟裂纹扩展过程。流程图如图3．5所示。

图3．2裂纹尖端奇异楔形单元

图3．3金字塔形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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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环舯

图3．4裂纹尖端单元类型

图3．5 FRANC3D工作流程

3．2裂纹扩展寿命计算

根据第2章的计算，选择将偏心孔定为重点考察部位，对偏心孔的径向向内、径向向

外偏心孔周向、中心孔径向进行仿真计算，具体位置如图3．6所示。

32

偏-

图3．6裂纹扩展仿真计算考核位置

偏心孔径向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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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选取子模型

在完整模型中选取子模型和全局模型，如图3．7所示。为提高计算效率，只对子模型

进行裂纹扩展计算，以减少自动划分网格以及计算的工作量，全局模型与子模型通过切割

面保留的节点进行合并。子模型导入FRANC3D后如图3．8所示。

①偏心孔径向(向内)子模型

(a)偏,fi'FL径向

②偏心孔径向(向内)全局模型

(向内)模型

①偏·C,,TL径向(向外)子模型 ②偏心孔径向(向外)全局模型

(b)偏心孑L径向(向外)模型

①偏心孔周向子模型 ②偏心孔周向全局模型

(c)偏心孔周向模型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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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心孔径向子模型 ②中心孔径向全局模型

(d)中心孔径向模型

图3．7子模型与全局模型

(a)偏心孔径向(向内)予模型 (b)偏心孔径向(向外)子模型

(c)偏心孔周向子模型 (d)中心孔径向子模型

图3．8 FITJd'叮C3D插入子模型

3．2．2预制初始裂纹

裂纹的初始尺寸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疲劳裂纹扩展寿命的长短。裂纹初始尺寸可以理解

为：新机开始使用时或服役中的飞机经检验再次投入使用时，结构危险处最小可能被超过

的裂纹尺寸。所以，裂纹初始尺寸的确定与各种无损检测方法的检测精度有关，裂纹初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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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应该是某种无损检测方法loo％能检测出的最小裂纹尺寸。美军标中建议，根据深度

O．38 mm(0．015英寸)×长度0．8 rnrn(0．030英寸)的表面裂纹和0．38 1／lnl(0．015英寸)

×0．38 mrn(0．015英寸)的角隅裂纹进行零件初始设计、尺寸设计，也应该考虑大表面范

围内直径为O．38 rnnl(0．015英寸)的内埋裂纹。考虑到涡轮盘结构、应力状态与易出现

裂纹类型，决定初始裂纹种类为角裂纹。为便于分析，同时考虑计算的方便，在各个考核

部位插入半径为O．15 mlTl的圆形初始角裂纹。插入裂纹后模型如图3．9所示。

(a)偏心孔径向(向内) (b)偏心孔径向(向外)

(c)偏心孔周向 (d)中心孔径向

图3．9划分网格后的模型

3．2．3裂纹参量计算

对预制裂纹后的子模型进行断裂力学参量计算，利用M．积分计算可以得到应力强度

因子K，、K小岛圾J积分值，计算得到的裂纹前缘各项断裂力学参数如图3．10所示。(注：

这四幅图是借用偏心孔径向(向内)插入初始裂纹后通过有限元和M一积分计算得到的裂

纹前缘断裂力学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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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ized dlstallce alongfront

(a)应力强度因子K，

nonnalazed dlst,ance along front

(b)应力强度因子K∥

(c)应力强度因子‰ (d)裂纹前缘各点处的，积分

图3．10偏心孔径向(向内)断裂力学参量

3．2．4裂纹扩展分析

对预制初始裂纹的子模型进行裂纹扩展分析，关于计算有六点说明：

(1)裂纹扩展扭转角计算选用最大拉应力准则；

(2)裂纹扩展采用给定裂纹前缘扩展量来模拟；

(3)裂纹扩展模型采用Paris公式，公式中参量取C=1．407e。5，n=3．7534；

(4)扩展方式选择恒幅疲劳扩展，计算应力比取0；

(5)当裂纹应力强度因子达到材料的断裂韧度，即2783MP、／mm，或当计算模型无

法继续进行时，计算停止。

(6)在计算裂纹扩展长度时，由于几何结构比较复杂，在裂纹前沿端点处自适应网

格不能保证足够的计算精度，而裂纹前缘各点处计算得到的应力强度因子存在差异，在计

算时，选取裂纹前缘中间处应力强度因子幅值AK进行计算。计算采用2．2节所提到的模

型，材料见表2．1。微分方程的求解采用龙格库塔法，取I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K，为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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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强度因子K，根据每一步的计算结果，通过Paris公式可以获得裂纹的扩展历程。

(a)偏心孔径向(向内)

(b)偏心孔径向(向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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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C)偏心孔周向

(d)中心孔径向

图3．11有限元模型上裂纹扩展历程

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3章裂纹扩展寿命计算

(a)偏心孔径向(向内) (b)偏心孔径向(向外)

(c)偏心孔周向 (d)中心孔径向

图3．12不同位置处裂纹扩展过程

3．2．5裂纹扩展分析

绘制裂纹扩展长度与循环次数的曲线，如图3．13所示，绘制裂纹扩展长度与循环次

数的曲线，如图3．14所示。

(a)偏心孔径向(向内) (b)偏心孔径向(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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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偏心孔周向 (d)中心孔径向

图3．13裂纹长度—循环次数曲线(口州曲线)

equⅣalent I<i r越tlges vs crack l吼g出 equivalent K r如ges vs crack ler坫；ch

(a)偏心孔径向(向内) (b)偏心孔径向(向外)

Co)偏心孔周向 (d)中心孔径向

图3．14应力强度因子幅值—裂纹长度曲线(彳j卜n曲线)

当材料应力强度因子达到材料断裂韧度或裂纹扩展对试验结果进行处理，通过观察图

3．13可以得到考核位置处裂纹进入到快速扩展阶段时对应的大致循环次数及裂纹扩展长

度，结果如表3．2所列。当材料的最大强度因子达到材料的断裂韧度时，材料会发生失稳，

快速扩展导致材料断裂。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可知：

(1)偏心孔径向(向内)的裂纹扩展速度最快，从初始裂纹0．15 mm扩展至15．64 III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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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循环次数为14180，该方向裂纹在开始扩展阶段，沿深度方向扩展速度大于沿上表面

扩展速度，当发生穿透后，裂纹沿下表面速度加快，之后裂纹前沿呈二阶曲线形式，下表

面裂纹扩展速度逐渐减小直至与上表面扩展速度接近；

(2)偏心孔径向(向外)扩展到15．67 mlil时，所需循环次数为14477，等效裂纹扩

展速率与偏心孔径向(向内)接近，但由于随半径的增加，轮盘材料应力减小，因此材料

未发生失稳，该方向仍有一定的剩余寿命。该方向裂纹在开始扩展阶段，沿深度方向扩展

速度略大于沿上表面扩展速度，当发生穿透后，裂纹沿下表面速度加快，之后裂纹前沿呈

二阶曲线形式，下表面裂纹扩展速度逐渐减小直至与上表面扩展速度接近；

(3)中心孔处裂纹增长速度较偏心孔径向慢，但由于中心孔处应力较大，裂纹只需

扩展到较短长度，该处材料即可发生失稳，因此该方向临界裂纹长度较短，该方向裂纹在

开始扩展阶段，沿两个表面扩展速度接近，裂纹前沿呈二阶曲线形式逐渐扩展直至失稳；

(4)偏心孔周向裂纹扩展缓慢，裂纹扩展至17．86 iilin所需循环次数为223630次，

总裂纹扩展速率最小，该方向裂纹在开始扩展阶段，沿深度方向扩展速度小于沿上表面扩

展速度，当发生穿透后，裂纹沿下表面速度加快，之后裂纹前沿以二阶曲线形式向前扩展。

表5．1裂纹扩展阶段循环次数和裂纹扩展长度

3．3本章小结

本章对轮盘整盘裂纹扩展进行的仿真计算，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1)对裂纹扩展分析软件Franc3D以及其计算准则、计算方法、计算流程等进行了

介绍，选用子模型和全局模型的方法计算了偏心孔径向(向内)、偏，C．q'L径向(向外)、偏

心孔周向、中，CA'L径向处的裂纹扩展参量，包括循环次数、裂纹扩展长度、应力强度因子

的变化历程；

(2)通过计算可以发现裂纹扩展速率的由快到慢的排序为：偏心孔径向(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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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心孔径向(向外)>中心孔径向>偏心孔周向，同时得到循环次数与裂纹长度、裂纹长度

与应力强度因子的关系曲线。该计算作为裂纹预测的结果，同时为裂纹扩展试验的方案设

计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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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

在进行低循环疲劳试验之前进行温度场标定，以考核轮盘在加热炉中的温度场分布情

况，以及加热系统和温度检测系统的可靠性。在低循环疲劳试验中，通过电火花预制缺口，

以加快裂纹的萌生，在经过6000次循环后，可以观察到裂纹。经过7700次后，轮盘发生

破裂。取下轮盘破裂的断口进行分析。

4．1温度场标定

4．1．1 加热系统

本试验采用陶瓷纤维加热器炉，控温部分采用AP程序控制器，可控硅移相调压智能

PID调节控制温度，控温精度+10。C，控温柜面板上可显示设定温度及实测温度，导线采

用高温导线供电，如图4．1所示。

，，蕴温桎

／

，加热炉

图4．1加热系统

4．1．2测温系统

为提高温度监测的准确性，温度测量选择采用热电偶以及红外测温仪共同检测。

(1)热电偶

热电偶采用omega公司生产的XCIB．K．1．5．10型热电偶，如图4．2所示。最大测温度

可达1038。C，测量精度为土1．1℃或者士0．4％(取较大者)，线性范围很宽，测量值突变小。

同时测量温度也采用华控兴业热电偶在同一个测温点进行对比，该热电偶测温范围为

0～1038℃，精度为土1℃，如图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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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omega热电偶 图4．3 K型热电偶

(2)红外测温仪

红外测温仪是通过读取物体表面发出的红外辐射能量来进行温度测量，但红外测温

仪无法读取空气中散失的红外辐射能量，而在实际测量中透射率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得

红外辐射测量公式：红外辐射率=发射率，反射率。为了补偿部分材料表面红外辐射能量不

足的问题，需要对红外测温仪进行标定，调整被测材料的额定发射率，以保证红外测温仪

的准确性。红外测温仪选取Modline5G．1415型红外测温仪如图4．4所示，该测温仪参数如

表4．1所示。

图4．4红外测温仪

表4．1红外测温仪参数

考核位置 循环次数

测温范围

响应波长

精度

响应时间

发射率

300—1400℃

1．6 gm

O．3％或士1℃

6．61TIS

O．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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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使用前需对红外测温仪进行标定，标定的过程如下：

(1)将热电偶固定于轮盘上，对轮盘进行加热至400"C，保温至温度稳定；

(2)将红外测温仪对准热电偶测温点，调节发射率直至测温仪温度显示为400。C。

≯

慧 巍

。魏穆嘲≯
i 溪 簸

，摩

∥
一、，蔫■‘∥

图4．5静态温度场标定热电偶布置示意图

4．1．3试验件安装

本次试验需要对中心孔(c)、偏心孔(b1、bE、d)、叶片根部(a、e)以及叶冠处(f)

进行温度测量，为了防止轮盘加热温度超过目标温度)()()(℃情况的出现，同时也为了验

证利用热电偶测量温度的准确性，在同一个偏心孔处(b1、bE)放置两种型号的热电偶(其

中b使用omega公司生产的热电偶，b K使用华控兴业生产的K型热电偶)，另外炉内需

设置两个热电偶监测加热炉的温度(炉温1、炉温2)，轮盘静态温度场标定热电偶的布置

方式如图4．5所示。同时用红外测温仪对在旋转中的轮盘温度进行监测，并在加热炉中设

置两个热电偶监测炉温。动态温度场标定测温点布置如图4．6所示。

[笋料掌
剑均 g

b——K 炉温1
●

图4．6静态温度场标定布置示意图

炉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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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动态温度场标定

为检测红外测温仪的准确性，需进行动态温度场标定。在轮盘的旋转状态下，利用红

外测温仪对偏心孔进行温度测量。

进行动态温度场标定的时候采用模拟盘，模拟盘与真实盘材料、结构、尺寸一致，可

以很好的模拟真实盘的温度场分布。整个高温加热装置如图4．7所示，在轮子外安装陶瓷

纤维加热炉，通过热电偶对炉内温度进行监控，同时通过控温柜对温度进行温度调节，红

外测温仪通过试验腔盖视镜及冷却板和炉盖提前预置的方孔测量试件偏心孔处温度。为了

隔绝加热炉的热量，减少炉内温度对试验器的影响，炉子上方安装冷却隔热板。

图4．7动态温度场标定安装示意图

进行动态标定时，当炉温1达到500℃时，开启试验台，使涡轮盘以2000 r／min的转

速旋转，加热过程中记录温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标定结果如表4．2所示。

46

表4．2动态温度场标定温度记录表

(转速：2000 r／min真空度：5．48 Ton')

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4章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

(注：测温点位置见图5．14；其中炉温1为温控点)

动态温度场标定过程中，在温度稳定后，红；'t-N温仪测得的偏心孔温度与炉温1最大

温差为3℃，与炉温2最大温差为7℃，均在误差允许范围内，由此可以证明涡轮盘在旋

转状态下温度场为均布温度场，可以认定偏心孔处的温度与温控点目标温度基本保持一致。

4．1．5静态温度场标定

整个高温加热装置如图4．8所示，在轮子外安装陶瓷纤维加热炉，通过热电偶对炉内

温度进行监控，同时通过控温柜对温度进行温度调节，按照图4．8所示，在指定位置黏贴

热电偶。为了隔绝加热炉的热量，减少炉内温度对试验器的影响，炉子上方安装冷却隔热

板。

图4．8静态温度场标定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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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升温采用线性升温的方式，设定炉温1为XXX。C，加热速度为6。C／rain。当炉

温1处热电偶测得的温度示数达到目标温度后保温1．5 h，整个温度场标定试验过程中间

隔一定时间记录一次各测温点的温度示数，记录好对应时间。温度场标定的结果如表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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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静态温度场标定温度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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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温度场标定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加热所需时间为60 min，加温到430。C时，为使炉内各处温度达到稳定，需保温

20 min以上；

②在第81 min，炉温1、偏心孔(6 K)、偏心孔(6)测得温度分别为XXX。C、XXX。C、

XXX℃，由此可以确定，当炉温1达到XXX。C时，轮盘偏心孔处温度基本可以达到xxX℃；

③在前98 min的加热过程中，偏心孔(易K)和偏心孔(6)的温度示数最大相差2。C，

在允许误差范围内，由此可以证明两种热电偶差别并不大，可以保证测温的准确性；

④在热电偶b和热电偶d的温度示数可以看出，两个在盘上相差180。的偏心孔温度

差最大为3℃，均在允许误差范围内，由此可以认定各个偏心孔处的温度一致，炉内相同

半径处的温度基本一致；

⑤中心孔处的温度与温控点XXX℃最大相差3℃，在允许误差范围内，由此可以认

定中心孔处温度温度基本可以达到XXX。C；

4．2裂纹扩展试验

4．2．1主要试验设备

该试验在浙江大学ZUST6D低循环疲劳试验器上进行，ZUST6D型转子高速旋转试

验台为浙江大学化工机械研究所高速旋转机械实验室研制的新一代倒挂式(动力端上置)

转子高速旋转试验台，具有单轴驱动能力强、性能可靠、机电一体化程度高、人机交互界

面好、试验件装拆方便、占地面积小、外型美观等优点。试验台驱动电机为45 Kw直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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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额定转速3000 r／min，增速系统采用两级增速，设计最高转速为6万r／min。该试验台

具备低周疲劳试验能力，己为多家等单位完成数十个轮盘的低循环疲劳试验，运行稳定可

靠，可以满足本次试验所需最大上限转速XXXXX r／rain的试验要求。试验台主机、电器

仪表及计算机控制柜如图4．9所示。

图4．9 ZUST6D下立式转子低循环疲劳试验器

4．2．2 试验准备

(1)预制缺口

经过计算分析，将偏心孔径向(向内)裂纹最容易扩展，将该方向作为重点考核部位

预制4条缺口；在偏心孔径向(向外)预制2条缺口；偏心孔周向预制4条缺口；中心孔

径向对称预制4条缺口。缺口分布如图4．10所示，缺口预制尺寸如图4．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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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轮盘缺口分布情况图4．11轮盘预制示意图情况

利用电火花加工(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EDM)的方法进行加工。电火花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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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也称电脉冲加工)过程是在电能、热能、磁能及化学能等综合能量的作用下进行放电

烛除的过程。电火花加工技术由于它的适合加工各种导电材料，加工复杂、高硬度的工件，

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在模具制造业、电子、航空、航天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

加工硬度较高、耐高温合金等难加工的材料不可或缺的加工方法【741。图4．12为本次加工

的电火花加工机床，电极选用紫铜，加工过程中采用冷却液对电极进行冷却，如图4．13

所示。

图4．12电火花加工机床

图4．13电火花加工电极

加工后的轮盘如图4．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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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验件工装设计

试验工装设计与轮盘在发动机上安装方式类似，同时为便于观察裂纹的扩展。工装由

转接芯轴、转接段、动平衡垫圈以及紧固螺母组成，转接段有十个安装孔与试验转子通过

螺栓连接，动平衡垫圈通过紧固螺母将动平衡垫圈与转接芯轴连接在一起。工装装配图如

图4．15所示，工装材料为GH4169。试验组件通过转接芯轴端部四个螺钉孔与低循环疲劳

试验台高速柔性轴进行连接。

(3)试验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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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试验件与工装组件按照装配图4．15进行安装。安装后在紧固螺母处采用液压拉伸

器施加7．8T的轴向N的预紧力，以免在最高转速时轮盘发生松动。将试验转子安装在试

验台柔性轴上，轮盘外安装安装陶瓷纤维加热炉，同时在炉内布置热电偶调节监控炉内温

度，在试验腔盖视窗上安装红外测温仪，通过试验腔盖对偏心孔处温度进行监测，安装总

图如图4．16所示。

图4．16动态温度场标定安装示意图

4．2．3 正式试验

设定试验上限转速、试验下限转速、以及试验温度，进行高温低循环疲劳试验。试验

加载曲线如图4．17所示。

试验分为四个步骤进行：

(1)第一阶段

图4．17试验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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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缺口尺寸(-Ex宽X深)为O．5 mmxO．5 mmxO．5 ml"n，上限转速为XXXXX r／min，

下限转速为1500 r／min，试验温度为XXX℃，进行6000次循环。对轮盘进行目视检查，

未发现可见裂纹。

(2)第二阶段

将缺口尺寸加长，缺口尺寸(长×宽X深)变为1．5 mmxO．5 mmxl．5 Iillil，上限转速为

XXXXX r／min，下限转速为1500 r／min，试验温度为XXX℃，进行3000次循环。对轮盘

进行荧光探伤，如图4．18所示，未发现可见裂纹。

图4．18荧光探伤

(3)第三阶段

缺口尺寸(长×宽X深)不变，仍为1．5 mmxO．5 mmxl．5 mn'l，为加速裂纹萌生扩展，

缩短试验周期，节省试验成本，将上限转速提升10％，即XXXXX r／min，下限转速为1500

r／min，试验温度为XXX℃，进行3000次循环。试验后取下轮盘，在轮盘偏心孔径向(向

内)、轮盘偏心孔径向(向外)、中心孔处发现可见裂纹，偏心孔周向未发现可见裂纹，

如图4．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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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偏心孔径向(向内)裂纹 (b)偏心孔径向(向外)裂纹

(c)中心孔径向裂纹

图4．19第三阶段可见裂纹

(4)第四阶段

在第三阶段的基础上，维持缺口尺寸以及试验转速不变，继续进行低循环疲劳试验，

在进行1 700次循环后轮盘发生破裂。试验碎片如图4．20所示，可以发现所有预制缺口处

裂纹均有一定的扩展。

将试验过程以及试验结果汇总如表4．4所示。

表4．4试验阶段以及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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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心孔裂纹断口 (b)偏心孔径向(向内)裂纹断口

(c)中心孔裂纹断口 (d)偏心孔径向(向内)裂纹断口

(e)碎片拼接图

图4．20轮盘碎片

根据轮盘剩余残骸可以发现：

①轮盘最终破裂为三块，在六个断裂面可以发现有两个中心孔径向裂纹以及一个偏

心孔径向(向内)的裂纹产生。可以判断轮盘破裂是由于裂纹扩展到一定长度引起。

②目视观察断裂面的裂纹宏观形貌，可以发现有一部分颜色较深。分析原因可知，

该试验在加温的条件下进行，在裂纹的扩展阶段存在一定的高温氧化，会使得材料颜色发

生变化。由于当轮盘发生破裂时，轮盘残骸飞出将加热炉打坏，加热停止，因此通过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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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深色区域为裂纹的萌生、扩展阶段。

③通过断裂面深色区域的观察，可以发现偏心孔处深色区域明显大于中心孔处，因

此可以判断偏心孔处裂纹最先达到临界裂纹长度，材料失稳，快速扩展，轮盘发生破裂。

而其他各处裂纹均未达到临界裂纹长度。

④预制不同的缺口位置、方向时，裂纹的扩展程度不同，由于不同位置处经历了相

同的循环数，因此根据剩余残骸裂纹的长度可以判断不同位置处的裂纹扩展速率，裂纹扩

展速率大小排序为偏心孔径向(向内)>中心孔>偏心孔周向。由于偏心孔径向(向外)处

表面裂纹尺寸与中心孔处接近，而由于无法以人为的方式打开偏心孔径向(向外)处裂纹，

因此无法观察该处断口形貌，故不将该处裂纹进行比较。

4．3试验后处理

由试验过程表4．5可知，前两个阶段没有可检裂纹产生，可以将该两个阶段考虑成裂

纹萌生阶段，而在第三阶段产生可检测裂纹，可检裂纹由预制缺口处进行扩展，而损伤容

限的意义在于当轮盘发现可检裂纹后的可以继续使用的寿命，因此更关注该试验的第三、
7

第四阶段，即裂纹的扩展阶段。

对于裂纹的处理，本文作以下等效：

①第三阶段时裂纹开始扩展时，将预制缺口的长度等效为初始裂纹长度；

②计算裂纹长度时，将裂纹萌生位置等效为预制缺口原点。

4．3．1裂纹断口观测

将试验后断口放置于电子显微镜下观察，以预制裂纹中点处为原点，按照仿真计算的

结果测量不同位置处的裂纹扩展情况。裂纹测量选取路径如图4．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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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心孔1

(b)中心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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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偏心孔径向(向内)

图4．21裂纹宏观照片

每间隔一定尺寸拍摄微观照片，如图4．22～图4．25所示。计算长度时，将预制缺口起

始处作为坐标原点。

(a)1．5 n11TI处 (b)2．0 m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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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5 mrrl处 (d)3．0 mm处

(e)4．0 mm处 (f)6．0 mm处

图4．22中心孔1处微观照片

(a)1．8 mill处 (b)2．2 m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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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5 mm处

(e)6．5 mm处

(d)5．5 illnl处

图4．23中心孔2处微观照片

(a)1．5 I／l／lq处

(f)7．0 mm处

(b)2．0 mm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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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5 mm处

(e)4．0mill处

(d)3．0mm处

图4．24中心孔1处微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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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mill处

(f)6．0mm处

(b)3．0 nl／ll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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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5 mm处

(e)9．5 mm处

(d)7．0 mm处

(f)11．0 mm处

(e)13．0 mm处 (f)16．5 mm处

图4．25偏心孔径向(向内)微观照片

根据疲劳断口可以发现裂纹由预制裂纹处开始萌生，在预制缺口部位出现较多二次裂

纹，表明该处承受较大的疲劳载荷。距离萌生出一定距离可能发现有疲劳条带产生，表明

该处收到疲劳载荷的作用裂纹开始扩展，疲劳条带的间距随着裂纹扩展长度扩展而逐渐增

大。当裂纹长度超过一定尺寸时，可以观察到有韧窝的形状产生，表明该处裂纹扩展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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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发生瞬间断裂。

4．3．2裂纹扩展分析

疲劳断口定量分析就是利用疲劳弧线、疲劳条带、临界裂纹长度等特征参数反推断裂

过程的寿命、应力等，再疲劳断口定量分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分析断裂特征变化规律

与试验条件之间的对应关系，确定用于疲劳断口定量分析的疲劳特征参量。裂纹分析步骤

如下：

①确定疲劳源的位置和裂纹扩展方向；

②断口观察以及测量不同裂纹长度处疲劳特征；

③确定裂纹扩展长度；

④拟合裂纹扩展速率曲线；

(1)疲劳源的位置以及裂纹扩展方向

疲劳裂纹源区是疲劳裂纹萌生的地方，一般断口形貌比较平坦、光亮，并且由于应力

强度较大，往往存在二次裂纹，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在中心孔、偏心孔预制的方形缺口边缘，

较光滑，并且多出存在二次裂纹，而靠近方形缺口拐角处二次裂纹长度最长，可以判断该

处应力强度最大，最先萌生出裂纹。

疲劳弧线是金属疲劳断口最基本的宏观形貌特征，它是裂纹扩展阶段形成的与裂纹扩

展方向垂直的弧形线。根据该弧线的法线方向可以判断该点的疲劳裂纹扩展方向。图4．26

为偏心孔宏观照片，可以观察到比较明显的疲劳弧线，做疲劳弧线的法线可以得到裂纹的

扩展方向如图所示，由预制缺口处萌生裂纹后向外扩展。同理可以判断中心孔处的类似的

裂纹扩展情况。

图4．26偏心孔扩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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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裂纹扩展阶段分析

在裂纹扩展阶段比较明显的特征有疲劳弧线、疲劳条带以及疲劳沟线，其中疲劳条带

是疲劳断裂断口的基本形貌特征，是由疲劳裂纹局部瞬时前沿线的微观塑性变形痕迹，其

法线方向大致指向疲劳裂纹扩展方向。疲劳条带的重要意义在于断口上疲劳条带的数量与

间距是进行疲劳断口定量分析的重要参量，由于每一条疲劳条带相当于载荷或应变的一次

循环，因此可以利用断口疲劳条带间距进行定量分析【_75】。通过扫描电镜等微观手段，由疲

劳断口处裂纹第二扩展阶段的疲劳条带间距，即为断口上该位置处的裂纹扩展速率，利用

从端口上测定的不同裂纹长度处的疲劳条件间距值可定量分析疲劳扩展寿命。

对断口选取不同的测量路径在电子显微镜下进行疲劳条带间距测量，同一部位处多次

测量取平均值，路径选择如图4．21所示，测量结果如表4．5~4．9所示。

表4．5中心孔l裂纹扩展速率测量

等效裂纹长度
1．66 2。08 2．54 3．03 3．87 5．55 6．06

a(nlm)

平均疲劳条带间距
0．2552 0．2876 0．4738 0．6277 0．8452 1．6984 断裂

S(Ⅲ[11)

表4．6中心孔2路径1裂纹扩展速率测量

等效裂纹长度
1．51 1．91 2．72 3．39 3．79 4．17 5．35 5．87 6．49

口(nlm)

平均疲劳条带间距
0．2789 0．344l 0．522 0．915l 0．6754 1．131 1．7186 1．927 断裂

S(1ain)

表4．7中心孔2路径2裂纹扩展速率测量

等效裂纹长度
1．81 1．99 2．15 2．57 6．32 6．49

a(ram)

平均疲劳条带间距
0．4519 0．6024 0．6707 1．6451 1．8762 断裂

S(岬)

表4．8偏心孔路径1裂纹扩展速率测量

等效裂纹长度a(mm) 2．08 2．58 3．07 3．39 3．89 4．38

平均疲劳条带间距S(gin) 0．3728 0．5909 1．2197 0．9378 1．161 1．2489

65

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4章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

等效裂纹长度a(mm) 4．98 5．69 6．14 6．64 11．42

平均疲劳条带间距S(岬) 1．3716 1．0072 1．6941 1．8685 断裂

表4．9偏心孔路径2裂纹扩展速率测量

等效裂纹长度a(瑚m) 2．26 2．46 2．63 2．83 2．99 3．69 4．25

平均疲劳条带间距S(岬) 0．4107 0．6499 1．0471 1．0979 1．4461 1．3424 1．2066

等效裂纹长度a(mm) 4．64 5．43 5．53 6．13 6．56 6．93 7．44

平均疲劳条带间距S(岬) 1．4651 1．4962 1．7093 1．5312 1．7621 1．7591 1．9051

等效裂纹长度口(mm) 7．5245 8．5261 9．6169 10．001 10．47 lO．58 11．42

平均疲劳条带间距S(岬) 2．4123 2．5523 2．2379 2．6081 2．3749 2．4164 断裂

上表中的疲劳条件间距即为载荷或应变的一次循环产生的裂纹扩展距离，即为da／dN，

绘制a-da／dN曲线如图4．27所示。

—i■磊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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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心孔1处口一da／dN曲线

(3)断裂阶段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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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心孔2处口一da／dN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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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偏心孔a—da／dN曲线

图4．27 a-da／dN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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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材料的断裂，可分为沿晶断裂与穿晶断裂类型。其中穿晶断裂又可分为解理断裂、

准解理断裂、塑性断裂以及疲劳断裂；沿晶断裂则可分为脆性沿晶断裂及塑性沿晶断裂【J76】。

观察该GH4169轮盘瞬断区，可以发现有韧窝形成，如图4．28所示。韧窝往往出现于

塑性变形，是材料的在微区范围内形成的空洞，空洞经过形核、长大、聚集并连接在一起

最终导致断裂。一般在断裂条件相同时，韧窝尺寸越大，表示材料的塑性越好。因此通过

该断口形貌可以判断该材料具有较好的韧性。

图4．28瞬断区断口形貌

4．3．3试验结果验证

在本章节做了裂纹等效长度的等效，为建立仿真计算与试验结果的等效，将仿真计算

中初始裂纹的长度与理论计算取相同数值。 ，

(1)裂纹长度

将理论计算结果调整为初始裂纹长度与可比较试验初始裂纹长度一致，对比同一循环

次数时，试验结果与仿真计算的裂纹长度。当裂纹扩展到一定长度时，材料失稳开始快速

扩展，该裂纹长度称为临界裂纹长度。由于该试验中仅一处偏心孔裂纹达到临界裂纹长度，

因此仅比较偏心孔处的临界裂纹长度。

表4．10中心孔1处裂纹长度比较

循环次数Ⅳ 中。fi,孑L 1处a／mm 理论计算a／mm

O 1．66 1．66

2911 | 6．06

4700 6．06 }

6．06 mm处循环次数比值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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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中心孔2处裂纹长度比较

循环次数Ⅳ 中心孔2处a／mm 理论计算a／mm

O 1．80 1．80

2108 6．49

4700 6．49 |

6．49 mill处循环次数比值 44．8％

表4．12偏心孔径向(向内)裂纹长度比较

循环次数Ⅳ 偏心孔处a／mm 理论计算a／mm

0 1．97 1．97

3443 | 12．25

4700 12．25(断)

11．25 mm处循环次数比值 73．2％

对表4。lO~4．12进行横向纵向比较：

①对比偏心孔与中心孔处裂纹，偏心孔处裂纹扩展速度远大于中心孔处，与理解计

算结果趋势相同；

②对比中心孔l与中心孔2可以发现，初始缺口更长时，裂纹扩展速度更快

⑧对比理论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可以发现，对于同一位置处，同一裂纹长度，理论

计算所需循环次数更小，因此理论计算更加保守。

④对比偏心孔处临界裂纹尺寸，理论计算尺寸为15．3 rnlTl，实际断裂临界尺寸为12．25

min，相对误差为24．9％；

⑤由于本次试验预制有四条偏，e,q'L径向(向内)缺口，而仅有一条裂纹达到临界裂

纹长度，证明了裂纹扩展的分散性。

(2)裂纹扩展速率对比

由于理论计算只能得到裂纹长度与对应循环次数的关系，因此需要对裂纹扩展速率进

行计算。数据处理采用七点递增多项式法，取a-N曲线上的某一点i及其前后三点的数据

最小二乘法拟合。拟合公式为：

aT=bo舶lHt舶2H； (4—1、)

式中：b口、b，、b2为按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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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为对应循环次数Ⅳ的名义裂纹长度；

Hl 2(Nl—c1)／c 2

cl 2(Nl；3七N∞)／2

c
2 2圆∞一Nq)／2

对式(4．1)求导可以而得到i点的裂纹扩展速率：

(da／dN),=bl／C2+2b2(Nl—C1)／C； (4之、)

对理论计算的口-Ⅳ曲线进行拟合后，计算裂纹扩展速率，将理论计算的口．da／dN数据

与试验数据绘制于图4．29、图4．30。

。{ 0 { 耍 3 4 5 蟊 7 8

a(mm)

图4．29中心孔处裂纹扩展速率对比

通过对比试验结果可以发现：

图4．30偏心孔处裂纹扩展速率对比

①理论计算与试验测得裂纹扩展数据趋势相同，即开始时裂纹扩展速度较慢，随着

裂纹扩展长度的增加，裂纹扩展速率逐渐加快；

②在初始阶段，仿真计算与低循环数据测得的裂纹扩展速率接近，之后仿真计算的

裂纹扩展速度大于低循环试验测得的数据，总得来说理论计算结果偏保守；

(3)裂纹扩展前沿形态对比

由于在裂纹的扩展过程中，裂纹前沿形状对于裂纹的检测以及裂纹长度的测量至关重

要。因此有必要考察裂纹的前沿形状的预测结果是否准确。裂纹弧线是金属疲劳断口最基

本的宏观形貌特征，它是在疲劳裂纹扩展阶段形成的与裂纹扩展方向垂直的弧形线，是疲

劳裂纹瞬时前沿线的宏观变形痕迹。将仿真计算中的裂纹扩展前沿变化曲线形状与裂纹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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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断口疲劳弧线形貌进行对比。

(a)仿真计算裂纹前沿形状 (b)裂纹宏观断口疲劳弧线形貌

图4．31中心孔处裂纹前沿形态对比

(a)仿真计算裂纹前沿形状 (b)裂纹宏观断口疲劳弧线形貌

图4．32偏心孔处裂纹前沿形态对比

在仿真计算的过程中，裂纹前沿的扩展过程是由前沿个点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值结合

GH4169材料的裂纹扩展速率数据进行预测，通过对于裂纹前沿的尺寸对比可以发现仿真

计算能较好的拟合裂纹的前沿扩展形状。

4．4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介绍了整盘裂纹扩展试验以及试验后相关分析研究：

(1)进行了静态、旋转状态的温度场标定预实验，确定了加热温度，验证了加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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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试验性能，设计了试验转接段，按照试验方案采用电火花的方式进行了裂纹缺口的预

制，设计了试验转接段，确定了试验参数，并进行了四个阶段的裂纹扩展试验，完成累计

13700次循环；

(2)试验后对裂纹扩展进行宏观分析并通过扫描电镜进行裂纹形貌分析，对同一裂

纹不同裂纹长度处疲劳条带间距进行测量，绘制裂纹长度与裂纹扩展速率的关系曲线，将

试验结果与仿真结果进行对比，包括裂纹长度的对比、裂纹扩展速率的分析以及裂纹扩展

前沿形态对比；

(3)通过试验对比可以发现裂纹扩展速率的由快到慢的排序为：偏，6,：YL径向(向内)>

中心孔径向>偏心孔周向，与仿真结果一致，采用裂纹长度等效方法计算得到的裂纹扩展

速率在裂纹扩展初期与试验结果有很好的符合性，仿真计算能较好的给出裂纹前沿扩展尺

寸和形状，而裂纹扩展后期的数据表明，计算结果略显保守，不同部位处裂纹扩展速率计

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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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总结

第5章总结与展望

本文结合FRANCE3D数值仿真计算与旋转试验台低循环疲劳试验，研究某发动机

GH4169动力涡轮盘关键部位预制裂纹的扩展过程。全文总结如下：

(1)根据某涡轴发动机真实工况，折算出在旋转试验台上进行某动力涡轮盘进行低

循环疲劳试验的转速和温度。应力计算结果表明，偏心孔和中心孔处的周向拉应力较大，

可选择作为考核该轮盘裂纹扩展速率的关键部位。

(2)采用仿真计算与低循环疲劳试验相结合的方法，在考核部位预制一定长度的缺

口以促进裂纹的萌生，并每间隔一定的循环次数，检测裂纹扩展长度。该试验方法为我国

航空发动机轮盘损伤容限设计的寿命验证提供了思路。

(3)选择子模型的方法建模，在易萌生裂纹处进行裂纹扩展分析，模拟不同部位裂

纹的扩展过程，得到循环次数与裂纹长度、裂纹长度与应力强度因子的关系曲线。进行低

循环疲劳试验，对试验断口的疲劳特征进行分析，并与仿真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偏

心孔径向(向内)、中心孔径向、偏心孔周向的裂纹扩展速率依次减小；采用裂纹长度等

效方法计算得到的裂纹扩展速率在裂纹扩展初期与试验结果有很好的符合性；仿真计算能

较好的给出裂纹前沿扩展尺寸和形状；裂纹扩展后期的数据表明，计算结果略显保守；不

同部位处裂纹扩展速率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基本一致。

国内关于航空发动机的整盘裂纹扩展研究起步较晚，虽有学者对整盘裂纹的扩展情况

进行预测以及试验研究，但本文采用在大应力区域预制裂纹，结合数值仿真计算，使用立

式旋转试验台，开展某动力涡轮盘裂纹扩展速率的研究方法在国内尚属首次。

5．2展望

由于整盘裂纹扩展试验周期较长，无法在短时间内进行多次试验，并且国内外可参考

资料、数据较少，因此本研究方法还不够成熟，存在较多细节方面的不足，还需要开展较

多的后续工作：

(1)由于裂纹的扩展速率与构件的温度、厚度有关，因此应累计材料在不同温度、

不同厚度下的裂纹扩展速率，对于变厚度的部位比如本文中的中心孔处进行裂纹扩展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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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时，考虑厚度改变带来的影响；

(2)由于该试验采用以预制缺口的方式促进裂纹的萌生的方法，在计算裂纹长度时，

将预制缺口尺寸等效为裂纹初始长度，因此应研究预制缺陷尺寸的大小对于试验结果的影

响；

(3)由于本次计算为减少计算量，采用1／10的模型来替代整盘模型，而在试验过程

中预制的缺口分布并不是循环对称，因此后续应研究考察选取简化模型和整盘模型对于裂

纹扩展方向预测的影响。

73

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左洪福．发动机磨损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技术[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96．

[2]．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国际航空运输2012年度行业报告[R】．北京：国际航空运输

协会，2012．

[3]．王卫国．轮盘低循环疲劳寿命预测模型和试验评估方法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2006．

[4】．苏清友．航空涡喷涡扇发动机主要零部件的定寿指南[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

2004．

[5]．陶春虎，钟培道，王仁智等．航空发动机转动部件的失效与预防[M]．北京：国防工业

出版社，2000．

[6]．航空涡喷、涡扇发动机结构设计准则(研究报告)》审定委员会．航空涡喷、涡扇发动

机结构设计准则(研究报告)第二册[M]．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发动机系统工程局，

1997．

[7]．张宝诚，刘孝安．航空发动机可靠性与经济性[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8．

[8]．SHLYANNIKOV V N，ILTCHENKO B V STEPANOV N V．Fracture analysis of turbine

disks and computational—experimental background of the operational decisions[J]．Engineer

Failure Analysis．2001．8(5)：461—475．

[9]．宋兆泓．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强度设计[M]．北京：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8．

[1 0]．ANNIS C G，Ⅵ蝌WANDERHAMM C．Gas turbine engine disk retirement—for-cause：an

application of fracture mechanics and NDE[C]．ASME 1 980 Intemational Gas Turbine

Conference and Products Show．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1 980．

[1 1】．ALDERLIESTEN R C．Damage tolerance of bonded aircraft structur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Fmigue，2009，31(6)：1024-1030．

[12】．龙老虎，张邦强．疲劳寿命预测方法概述[J]．中国动力工程学会透平专业委员会

2013年学术研讨会一一S01汽轮机论文集，2013．

[13]．王永伟．结构疲劳裂纹扩展的数值模拟[D】．大连理工大学，2006．

[14]．戴世强等．20世纪理论和应用力学十大进展[J】．力学进展，2001，03：322．326．

[1 5]．TAKEZON0 S，SATOH M．Effect of stress frequency on fatigue crack propagation in

titanium[J]．Journal ofEngineering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1982，1 04(4)：257—261．

74

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附录

[1 6]．United States Air Force．MIL—STD一1 783B engine structural integrity program[S]．United

States：Department of Defense，2002．

[17]．董登科，耐久性／损伤容限技术的现状与发展需求探索[J]．中国航空报2013(4)．

[1 8]．MIL-E一5007D，Military specification，engines，aircraft，turbojet and turbofan[S]．1 5，

October,1973．

[19]．MIL．E．005007F(AS)，航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机通用规范[S]．梁咏华译，肖国

树校，中航总第三零一所，1996，11．

[201．MIL-STD一1 783(USAF)，Engine structural integrity program[S]．30 November 1 984(美国

军用标准，发动机结构完整性大纲，航空发动机规范办公室译，1988)．

[21]．美国军用标准，JSGS-87231A，航空涡喷涡扇涡轴涡桨发动机通用规范[S】．蔡志毅，

张连祥等译，2001

[22]．CARGILL J S，MALPANI J K，CHENG YW Disk residual life studies[M]．NTIS，1 979．

[23]．XXX发动机寿命研究，航空工业部发动机管理局，1988．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用标准，GJB／241—87，航空涡轮喷气和涡轮风扇发动机通用规

范[S]．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87．2．

[25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用标准，GJB／Z101．97，航空发动机结构完整性指南[S】．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1998．4．

[26]．吕文林主编．航空涡喷、涡扇发动机结构设计准则(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航空发

动机总公司发动机系统工程局，1997．

[27]．尹泽勇主编．航空发动机设计手册(第1 8册)[M]北京：航空l,lk出版社，2001．

[28]．TADROS RN，REZAI K．Crack growth analysis of gas turbine engine components[C]．

AIAA，ASME，SAE，and ASEE，Joint Propulsion Conference，1 988．

[29]．BRANCO C M，Damage tolerance analysis in critical engine component[J]．Analysis De

Mecanical De La Fracture，1992：337．341．

[30]．DHONDT G．Automatic three—dimensional cyclic crack propagation predictions with

finite elements at the design stage of an aircraft engine[C]．RTO AVT Symposium on

design principles and methods for aircraft gas turbine engines，1 998：11—1 5．

【3 1]。MIRANDA A C O，MEGGIOLARO M A，CASTRO J T P，et al。Fatigue crack

propagation under complex loading in arbitrary 2D geometries[M]．Applications of

75

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Automation Technology in Fatigue and Fracture Testing and Analysis：Fourth Volume．

ASTM Intemational，2002

[32]．CLAUDIO R A，BAPTISTA R，INFANTE V，et a1．Life prediction using finite elements in

complex geometries[C]．Eighth Portuguese Conference on Fracture，2002．

[33]．CLAUDIO R A，BRANCO C M，GOMES E C，et a1．Life prediction of a gas turbine disc

using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C]．Eighth Portuguese Conference on Fracture，2002．

[34]．BERE W，KOUL A K．Damage tolerance assessment of aging Nene X turbine discs[C]．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Ottawa，2003．

[35]．BERES W，FREAD D，HARRIS L，et a1．Critical Components life update for gas turbine

engines：case study of 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C]．ASME Turbo Expo 2008：Power

for Land，Sea，and Air．American Society ofMechanical Engineers，2008：203—213．

[36]．HOU J，DUBKE J，BARLOW K，et a1．3D Crack growth analysis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experiments for critical turbine components under 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program[C]．ASME Turbo Expo 2008：Power for Land，Sea，and Air．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2008：1 85-193．

[37]．BERES W，DUDZINSKI D，MURZIONAK A．Fatigue crack growth rate evaluation in a

turbine disc after spin rig testing[C]．ICFl2，Ottawa 2009．

[3 8]．BELYTSEHKO T，BLAEK T．Elastic crack growth in finite elements With minimal

remeshing[J]．Intem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1 999，

45(5)：601-620．

[3 9]．MOES N，DOLBOW J，BELYTSEHKO T A．Finite element method for crack growth

without remesh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1 999，

46(1)：13 1-150．

[40]．STOLARSKA M，CHOPP DL，MOES N，et a1．Modeling crack growth by level sets and

the Extended Finite Element Method[J]．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2001，51(8)：943-960

[4 1 1．SUKUMAR N，CHOPP D L，MORAN B．Extended finite element method and fast

marching method for three-dimensional fatigue crack propagation[J]．Engineering

Fracture Mechanics，2003，70(1)：29—48．

[42]．RETHORE J，GRAVOUIL A，COMBESCURE A．An energy-conserving scheme for

dynamic crack growth using the extended finite element method[J]．International Journal

76

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附录

for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2005，63(5)：63 1—659．

[431．Duan Q，SONG J H，MENOUILLARD T，et a1．Element—local level set method for

three-dimension dynamic crack growth[J]．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2009，80(12)：1520—1543．

[44]．MOTAMEDI D，MOHAMMADI S．Dynamic crack propagation analysis of orthotropic

media by the extended finite element method[J]．International Joumal of fracture，20 1 0，

161(1)：21-39．

[45]．BAIETTO M C，PIERRES E．Fretting fatigue crack growth simulaion based on a

combined experimental and XFEM straegy[J]．International Joumal of Fatigue，20 1 3，

47：31．43．

[463．CHEROUALI H，SORIA D，SUFFIS A，et a1．Computation of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for

3D cracks in a turbine rear fan blade：comparison of FEM and XFEM solutions[C]．8th

World Congress o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WCCM8，5th ECCOMAS，2008．

[471．ALTUNLU A C，HOOGT P J M，BOER A．Accelerated life consumption due to

thermo—acoustic oscillations in gas turbines：XFEM&Crack[J]．2012．

[481．HOLL M，ROGGE T，LOEHNERT S，et a1．3D multiscale crack propagation using the

XFEM applied to a gas turbine blade[J]．Computational Mechanics，2014，53(1)：173—188．

[491．FARUKH F，ZHAO L，JIANG R，et a1．Fatigue crack growth in a nickel-based superalloy

at elevated temperature-experimental studies，viscoplasticity modelling and XFEM

predictions[J]．Mechanics ofadvanced materials and modern processes，2015，1(1)：1·13．

[50]．马昌杰，陈宗林，刘贵林，等．应用断裂力学方法分析涡喷6发动机一级涡轮盘榫槽槽底

裂纹[J】．工学学报，1977，01：1—12．

[51]．

[521．

[53]．

聂景旭，洪其林，聂聪．涡轮盘的J积分计算及临界裂纹长度的确定【J】．航空学

报，1985，02：157．16

聂景旭．涡轮盘的损伤容限分析[J]．航空动力学报，1988(04)：341-346．

王革，洪其麒．一种服役过的涡轮盘槽底裂纹损伤容限定寿研究[J】．机械强

度，1995，01：67．70．

[54】．徐凌志，陆山，吕文林．发动机涡轮盘销钉孔损伤容限分析[J]．机械科学与技

术，1998，03：36—38．

[55]．龚梦贤，黄庆东，肖育祥，古远兴，赵行明，曹凤兰．某I级涡轮盘低循环疲劳寿命试验研

77

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究[J]．航空动力学报，1999，04：361．365．

[56]．胡殿印，王荣桥，邓俊．基于有限元方法的裂纹扩展寿命预测[J】．机械强度，2009，

3 1(2)：264—268．

[57]．杜文军，王卫国，何敏等．某压气机轮盘低循环疲劳寿命研究[J]．燃气涡轮试验与研究，

2009，03：23—27．

[58]．陆山，黄其青．涡轮盘销钉孔损伤容限分析新方法及其应用[J]．航空动力学

报，2002，01：87．92．

[59]．陈勇．含夹杂粉末高温合金涡轮盘裂纹扩展寿命研究【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3．

[603．赵志平，李新勇．基于损伤容限设计的疲劳裂纹扩展寿命估算[J】．机械研究与应

用，2010，03：42．43．

[61]．秦银雷，魏大盛，王延荣．航空发动机涡轮盘裂纹扩展分析[J]．航空发动机，

2010，02：35—38．

【62]．金春龙．某盘用镍基合金高温裂纹扩展行为与模型研究【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3．

[631．陆山，李波．考虑表面加工缺陷的轮盘疲劳寿命分析方法[J]．航空发动

机，2014，05：7．12．

[64]．崔建雷．某航空发动机压气机叶片疲劳寿命与裂纹扩展的计算模拟[D]．中国民用航

空飞行学院，201 5．

[65】．张中奎．镍基单晶涡轮叶片榫头疲劳裂纹扩展寿命研究[J]．机械强

度，2015，04：725．729．

[66]．于慧臣，吴学仁．航空发动机设计用材料数据手册(第四册)[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

社。2010．

[67]．斯贝MK202发动机应力标准(EGD．3)[M】．国际航空编辑部，1 979．

[68]．杜烨．无网格伽辽金方法在疲劳断裂中的应用研究[D】．山东大学，2005．

[69]．何庆芝，郦正能．工程断裂力学[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3．

[70]．RICE J．R．．A path independent integral and the approximate analysis of strain

concentration by notches and cracks[J]．Journal Applied Mechanics，Trans．

ASME，1 968(35)：379--386．

[7 1]．LI F Z，SHIH C F，Needleman A．A comparison of methods for calculating energy release

rates[J]．Engineering Fracture Mechanics，1985，21(2)：405．421．

78

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附录

[72】．何庆芝，郦正能．工程断裂力学【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3．

[73]．刘斌，沈士明．基于FRANC3D的三维疲劳裂纹扩展的数值模拟[J]．煤矿机械，2007，

28(12)：52—54．

[74]．李立青，郭艳玲，白基成，郭永丰．电火花加工技术研究的发展趋势预测[J】．机床与

液压，2008，36(2)：174．177．

[75]．张栋，钟培道，陶春虎，等．失效分析[M]．北京：国防l,lk出版社，2004．

【76]．张镇海．现代金相技术[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87．

79

万方数据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发表论文：

附录A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1]江有为，黄先念，汪文君，郭小军，宣海军．航空发动机轮盘损伤容限研究综述：第十

七届全国疲劳与断裂学术会议，中国桂林，2014．

参与项目：

(1)某动力涡轮整盘裂纹扩展速率研究项目

(2)XX6发动机转子低循环疲劳试验项目

(3)XX9发动机转子超转保护研究项目

(4)某涡轴发动机轮盘破裂转速测量及机匣包容性试验

80

万方数据


	封面
	声明
	致谢
	摘要
	英文摘要
	目录
	图录
	表录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2 轮盘裂纹扩展研究现状
	1．2．1 损伤容限研究发展
	1．2．2 裂纹扩展研究

	1．3 研究内容

	第2章 轮盘裂纹扩展计算模型
	2．1 轮盘应力状态分析
	2．1．1 计算模型
	2．1．2 GH4169材料
	2．1．3 有限元模型
	2．1．4 计算结果
	2．1．5 试验载荷确定

	2．2 裂纹扩展计算模型
	2．2．1 裂纹尖端应力场和位移场弹性解
	2．2．2 应力强度因子
	2．2．3 J积分与M积分
	2．2．4 裂纹扩展模型
	2．2．5 裂纹扩展方向的确定

	2．3 本章小结

	第3章 裂纹扩展寿命计算
	3．1 计算软件
	3．1．1 计算软件介绍
	3．1．2 Franc3D软件

	3．2 裂纹扩展寿命计算
	3．2．1 选取子模型
	3．2．2 预制初始裂纹
	3．2．3 裂纹参量计算
	3．2．4 裂纹扩展分析
	3．2．5 裂纹扩展分析

	3．3 本章小结

	第4章 轮盘低循环疲劳试验
	4．1 温度场标定
	4．1．1 加热系统
	4．1．2 测温系统
	4．1．3 试验件安装
	4．1．4 动态温度场标定
	4．1．5 静态温度场标定

	4．2 裂纹扩展试验
	4．2．1 主要试验设备
	4．2．2 试验准备
	4．2．3 正式试验

	4．3 试验后处理
	4．3．1 裂纹断口观测
	4．3．2 裂纹扩展分析
	4．3．3 试验结果验证

	4．4 本章小结

	第5章 总结与展望
	5．1 总结
	5．2 展望

	参考文献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