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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三维裂纹扩展有限元仿真与低循环疲劳试验相结合的方法，是研究航空发动机轮盘损伤容限的一种有

效手段。为研究某高压涡轮盘偏心螺栓孔部位的低循环疲劳裂纹扩展寿命，开展仿真与试验研究。首先，根据规定

的旋转试验台上的试验转速和温度条件，计算出螺栓孔部位的应力和变形，采用三维裂纹扩展分析软件完成裂纹扩

展寿命的数值仿真计算。随后，在立式旋转试验台上开展此高压涡轮盘实物的低循环疲劳试验，定期拆解试验件进

行螺栓孔内壁面处的荧光渗透检测和裂纹长度检测，直至轮盘最终发生疲劳裂纹扩展破裂。试验后，在扫描电镜下

观察其疲劳断口特征，分析裂纹扩展方向和速率。结果表明：1. 仿真计算与根据疲劳断口的定量分析得到的裂纹扩

展寿命之间存在较好的一致性；2. 裂纹扩展速率趋势相同，试验得到的裂纹扩展速率在初期与计算结果较为吻合，

裂纹扩展后期则计算结果略显保守；3. 裂纹前沿扩展历程与试验获取的疲劳断口的裂纹前沿也具有较好的对应关

系。本文采用三维裂纹扩展有限元仿真与的低循环疲劳裂纹扩展试验相结合的方法，结果验证了该分析方法的有效

性与一致性，并且为深入开展航空发动机轮盘损伤容限设计研究提供了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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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crack propagation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and low-cycle fatigue 

tes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nvestigate the damage tolerance of aeroengine disc.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low cycle 

fatigue crack growth life of bolt hole in a high pressure turbine disk,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are carried 

out. First, the stress and deformation of the bolt hole ar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rotational speed and temperature 

in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on the rotating tester.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calculation of the crack propagation life is 

completed by the three-dimensional crack propagation analysis software. Subsequently, the low-cycle fatigue test of 

this high-pressure turbine disk was carried out on a vertical rotating tester, and the test pieces were periodically disas-

sembled to carry out fluorescence and penetration detection in order to detect the crack length on the inner surface of 

the bolt hole until the disc burst. After the te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tigue fracture were observed under a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and the direction and rate of crack propagation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end of 

the crack growth data is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experimental data. That is to say, the crack growth rate is slow at the 

initial stage and gradually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rack length. The crack propagation rate obtained in the 

experiment agrees well with the calculated data, At the later stage of crack growth, the calculation result is slightly 

conservative. The analysis method provide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damage tolerance design 

of aeroengine 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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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作为飞机的动力装置，被称为飞

机的“心脏”。航空发动机涡轮盘在高温、高压

和高转速下工作，承受着复合的工作载荷，同时

结构也存在着严重的应力集中现象，导致其发生

多种失效模式[1-2]。在各种失效模式中，低循环

疲劳失效是轮盘使用中最严重和耗资最大的问题

之一[3-5]。如美国 L-1011 客机风扇盘、TF41 发动

机二级盘均由于低循环疲劳断裂失效引起；国内

WS6、WP6、WP7、WP8 发动机也多次发生过轮

盘低循环疲劳断裂失效，引起了严重的事故[6-8]。 

发动机轮盘定寿方法有很多，按照裂纹出现

阶段可分为控制裂纹萌生寿命和控制裂纹扩展寿

命两个方面。在裂纹扩展与损伤容限研究方面，

美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损伤容限在美国发动机

结构完整性大纲中定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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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国内外有很多学者做过相关研究工作。2002

年 RA Claudio 等人[10-11]提出一套复杂结构的三维

裂纹断裂力学参数计算方法，估算燃气涡轮盘寿

命，与 CT 试样结果具有较高一致性；2003 年

W.Beres 等[12]运用损伤容限设计方法，预测Nene-

X 发动机涡轮盘检测周期；2009 年 W.Beres 等[13-

15]对涡轮盘在旋转试验台上进行低循环疲劳试验，

随后利用二维确定性断裂力学软件 ZENCRACK

进行仿真计算，此次研究对损伤容限有指导性意

义。国内在裂纹扩展研究方面起步相对较晚，并

且在发动机定寿延寿主要采用的安全寿命法就属

于控制裂纹萌生寿命方法。近些年来，损伤容限

与裂纹扩展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1988 年聂景旭

等[16]较早将损伤容限理论应于发动机涡轮盘槽底

疲劳失效问题；2002 年陆山等[17]对涡轮盘稍钉孔

进行了损伤容限分析，提出了温度及离心载荷作

用下三维构件损伤容限分析方法。2014 年陆山等

[18]对带有表面加工缺陷的涡轮盘进行寿命分析，

给出 3 种轮盘概率寿命计算方法，采用带孔钛合

金轮盘为例，与实际情况较好吻合。  

本文对某涡扇发动机高压涡轮盘进行高温状

态下的低循环疲劳试验，利用 FRANC3D 软件进

行裂纹扩展仿真计算，将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

行对比分析。 

1  涡轮盘仿真计算 

1.1  应力应变有限元分析 

GH698 材料是以铝、钛、钼、铌等元素强化

的镍基高温合金，是在 GH4033 合金基础上补充

合金化发展而成的，在 500～800℃范围内具有高

的持久强度和良好的综合性能。该合金广泛用于

制造航空发动机的涡轮盘、压气机盘、导流片、

承力环等重要承力零件，且工作温度可达 750～

800℃[19]。 

本文研究的高压涡轮盘即采用了这种 GH698

材料，其三维模型如图 1 所示。该涡轮盘上有螺

栓孔 6 个、榫头 90 个、中心孔 1 个，叶片采用枞

树形榫头连接。 

 

图 1  某涡轮盘三维模型 

Fig.1  high-pressure turbine disk 3d mode 

    在计算中为避免奇异性单元的出现导致结果

的不收敛，采取移除榫头、叶片的特征来进行网

格划分，被移除的榫头如图 2（a）所示，截短后

的叶片如图 2（b）所示。同时，被移除的榫头以

及叶片的离心载荷以表面压强的形式加载在涡轮

盘盘身轮缘的端面上，该离心载荷的大小为： 

 

         (a)榫头             (b)截短后的叶片 

         (a) tenonl            (b) truncated blade 

图 2  涡轮盘被移除的特征 

Fig.2  Removed features in the turbine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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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为叶片或榫头的个数； 1m 为切削后叶片

的总质量； 2m 为被移除榫头的总质量； 1r 为叶

片的质心半径； 2r 为被移除榫头的质心半径；

为试验过程中的转速； h为涡轮盘盘身轮缘的

厚度； R 为涡轮盘盘身轮缘所在的半径。 

由于轮盘具有循环对称结构，取 1/6 模型进

行计算，采用六面体单元划分模型，并且螺栓孔

和中心孔局部网格进行了加密，模型共有 21043

个单元，如图 3 所示。涡轮盘 1/6 扇形盘身的两

个对称截面上的所有节点施加周向位移约束，同

时考虑到涡轮盘与工装的安装方式，还要对中心

孔所在的上表面处的所有节点施加轴向位移约束。

涡轮盘在低循环疲劳试验下工作，温度为 345℃

均匀温度场，试验上限转速为 21300 r/min，试验

下限转速为 1000 r/min。 

 

图 3  高压涡轮盘网格模型 

Fig.3  High-pressure turbine disk mesh mode 

通过计算得到的涡轮盘等效应力云图如图 4

所示，最大等效应力 1231MPa，最大周向应力

1282MPa，最大应力点出现在螺栓孔中部等直径

段，位置相同。可见，螺栓孔处为应力最大部位，

可作为重要考核位置，中心孔应力较小。各向应

力计算结果如表 1 所列。 

 
图 4  Mises 应力云图 /MPa 

Fig.4 Equivalent stress contour, unit:MPa 

 

 
图 5  应变云图 /MPa 

Fig.5  Circumference stress contour, unit:MPa 

表 1  应力计算结果汇总表 

Table 1  stress calculation results summary table 

考核位置 中心孔 螺栓孔 

等效应力/MPa 666 1231 

周向应力/MPa 659.7 1282 

轴向应力/MPa -132.9 145.3 

第一主应力/MPa 659.7 1282 

 

1.2  裂纹扩展计算 

根据上节计算结果，最终确定裂纹扩展计算

的考核部位在螺栓孔中部等直径段。采用

FRANC3D V7.0.6 计算，其中全局模型、子模型

如图 6(a)、(b)所示，全局模型与子模型通过切割

面保留的节点进行合并。只需对子模型进行裂纹

扩展计算，从而减少自动划分网格以及计算的工

作量，得出裂纹扩展寿命、速率、前沿形态等。

在螺栓孔中部沿轴向最大应力处插入半径

0.38mm 的圆形初始裂纹，如图 6(c)所示。 

 
(a) 全局模型              

(a) global modle 

  
      (b) 子模型            (c) 子模型中插入裂纹 

       (b) local model          (c) crack in submodel  

图 6  轮盘插入裂纹并划分网格后的模型 

Fig.6 Model of disc after inserting the crack and meshing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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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子模型的断裂力学参量，利用 M 积分计

算得到应力强度因子 KⅠ、KⅡ、KⅢ及 J 积分值，

随后进行裂纹扩展分析。计算中作如下设置：①

裂纹扩展方式选择横幅疲劳扩展；②取应力比

R=0；③裂纹扩展速率模型选用 Paris 公式[20]，取

C=3.3E-12，n=2.63。 

在 FRANC3D 模型中观察表面裂纹随裂纹扩

展历程的变化如图 7 所示，以及在有限元模型中

观察裂纹面随裂纹扩展历程的变化如图 7 所示。 

 

 
图 7  表面裂纹随裂纹扩展历程的变化 

Fig.7  The change of surface crack with crack propagation 

 

 
图 8  裂纹面随裂纹扩展历程的变化 

Fig.8  The change of surface crack with crack propagation 

计算得到涡轮盘上螺栓孔内的裂纹长度-循

环次数曲线如图 9 所示。同时也可得出裂纹进入

到快速扩展阶段时循环次数以及裂纹扩展长度的

大小，根据第 2.2.2.1 节表 4 试验后需要对比的结

果，列出仿真计算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图 9  裂纹长度-循环次数曲线（L~N曲线） 

Fig.9 Crack length-cycles curve (L~N curve) 
 

表 2  计算对应的循环次数和裂纹长度 

Table 2 Number of cycles and crack length in calculation 

循环次数 裂纹扩展长度（mm） 

0 0.76 

7772 14.6 

9632 22.26 

 

2  涡轮盘疲劳试验 

2.1  低循环疲劳试验 

试验在浙江大学高速旋转机械实验室自主研

制的 ZUST10D 型下立转子高速旋转试验机上进

行。试验转子安装结构及转速如图 10、11所示。  

 

图 10  试验件安装 

Fig.10 Test rotor assembly 

 
     图 11  试验件转速图 

      Fig.11 Rotating speed of Test r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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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的每个阶段结束后需对零件进行分解，

并对 6 个螺栓孔进行荧光、着色检验，受篇幅限

制，本文仅给出部分检测图如下所示： 

 

(a)荧光检测             (b)着色检测 

(a) Fluorescent detection    (b) Coloring detection 

图 12  50280 次循环后 2#孔荧光、着色检测 

Fig.12 Fluorescent and coloring detection of 2# and 5# Bolt 

Holes after 50280 Cycles 

高温低循环疲劳试验共分为 5 个阶段进行，

试验情况汇总如表 3 所示。第一阶段完成 35000

次循环后，未出现裂纹；第二阶段进行到 40000

次循环后，1#、2#孔有明确的裂纹，5#孔出现疑

似裂纹；第三阶段继续进行到 42500 次循环，发

现全部螺栓孔内都出现了裂纹，表面无裂纹；第

四阶段累计进行到 50280 次循环，各个孔内裂纹

持续扩展，并且还发现 2#和 5#孔外表面也出现了

裂纹；第五阶段累计到 50299 次循环，轮盘发生

了疲劳破裂。 

表 3  试验情况汇总表 

Table 3  test condition summary table 

试验

阶段 
试验次数 

试验结果 

（裂纹长度） 

1 35000 无裂纹 

2 40000 1#、2#孔内有裂纹 

3 42500 各个孔内均出现裂纹 

3 50280 2#、5#表面也出现裂纹 

4 50299 轮盘破裂 

 

 
图 13  50299 次循环后轮盘疲劳断裂 

Fig.13 Fracture of disc after 50299 cycles 

2.2  试验结果分析 

2.2.1 疲劳断口观察 

轮盘疲劳破裂后两处断口的裂纹宏观照片如

图 14所示，利用线切割设备切割试样，接着将样

本放置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疲劳断口微观形貌，

其中 2 个位置疲劳微观形貌如图 15 所示。 

  

(a) 2#孔断口             (b) 5#孔断口 

图 14  裂纹宏观照片 

Fig.10 Crack microscope photo 

 

(a) 位置 2 疲劳断口微观形貌 

(a) Fatigue fracture microstructure of location 2 

 
(b) 位置 3 疲劳断口微观形貌 

(b) Fatigue fracture microstructure of location 3 

图 15  疲劳断口微观形貌 

Fig.15 Fatigue fracture microstructure 

位置 2 处为裂纹稳定扩展区，疲劳条带非常

明显；位置 3 为裂纹瞬断区，已无疲劳条带。 

2.2.2 疲劳断口反推 

金属零件的低循环疲劳寿命指裂纹萌生寿命，

到寿定义为产生一条工程裂纹。工程裂纹常作为

损伤容限分析的初始裂纹尺寸，长度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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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6mm 长的表面线裂纹或半径为 0.38mm 的裂纹。 

在 2.2.1 节的微观照片中，沿图 16 所示路径

测量出距疲劳原点不同距离处平均疲劳条带间距

da/dN，并处理得到了 2#螺栓孔处裂纹扩展速率

随裂纹长度 a 的变化关系，如式（2-1）对 da/dN

取对数，再进行拟合，拟合后直线如图 17所示。 

        
r

d
ln

d

a
A ka

N
= +             （2-1） 

 

图 16  2#螺栓孔内裂纹测量路径 

Fig.16 2# bolt hole crack measuring path  

 

图 17  裂纹扩展速率 vs 裂纹长度拟合直线 

Fig.17 Fitting line of crack propagation rate and 

crack length 

2.2.2.1 裂纹扩展寿命反推 

对式（2-1）取定积分可得萌生寿命计算公

式，如式（2-2）所示 

       ( )0

0 1

1
cka ka

N N e e
kB

− −
= − −       （2-

2） 

式中， 0a 为初始裂纹深度，单位 m ，一般取

半径为 380 m 的工程可检裂纹； ca 为试验刚进

入瞬断区时对应的裂纹深度，单位 m ，由微观

可测得； iN 为初始裂纹深度 0a 时对应疲劳裂纹

萌生寿命； fN 为试验终了循环数，即由低循环

疲劳试验所得；为了便于公式运算，取 AB e= ；

k 、 A为试验断口拟合常数。 

用上述公式（2-2）进行求解后汇总，得到

反推出的裂纹萌生、扩展寿命如表 4 所示，由表

分析可以看出，2#螺栓孔处于 39098 次循环首先

在孔内沿轴向产生可检裂纹，相对 5#螺栓孔较快。

由 2.1 节试验结果可知，第一阶段到 35000 次循

环结束后，做着色渗透检验每一个螺栓孔内均未

发现任何裂纹。第二阶段进行到 40000 次循环后，

进行荧光检测发现 2#螺栓孔内处有明确的裂纹，

5#螺栓孔内有疑似裂纹，该试验结果说明 2#螺栓

孔内裂纹萌生在 35000 与 40000 循环之间，与本

文断口反推的结果相一致。第三阶段后，5#螺栓

孔从第二阶段的有疑似裂纹变成了有很长的裂纹，

说明 5#螺栓孔裂纹萌生寿命在 40000 与 42500 循

环之间，这试验结果也验证了该反推得到的萌生

寿命。 

表 4  螺栓孔处裂纹萌生、扩展寿命比较 

Table 4 Numbers Comparison of Initiation Crack and Ex-

pansion Life at Bolt Holes  

螺栓孔 
裂纹萌生 

寿命 

裂纹扩展 

寿命 
总寿命 

2# 39098 11201 
50299 

5# 40301 9998 

2.2.2.2 裂纹扩展速率反推 

上述第 1.2 节用 FRANC3D 给出曲线为裂纹

长度与对应循环次数的关系，为便于仿真与试验

结果的对比，需要进行计算得到 2#、5#螺栓孔内

轴向裂纹的裂纹长度与循环次数的关系。因此，

对式（2-1）进行变上限函数积分可得裂纹长度

与循环次数的关系，如式（2-3）所示 

   
( ) 0ln 1

ln
ka

i

kB e
a

k k kB

− 
= − − − 

 
（N-N）  （2-

3） 

式中， a 为出现裂纹后任意时刻螺栓孔内轴向裂

纹的深度，单位 m ；N 为该时刻对应的循环次

数； 0a 、 B 、 k 、 iN 均为上述试验计算出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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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 Matlab 中根据式（2-3）作出 2#螺栓孔断

口在整个试验阶段中表面裂纹长度随循环次数增

长的关系如图 18 所示： 

 

图 18  表面裂纹长度 VS 循环次数 

Fig.18 Surface crack length VS cycle number 

3  涡轮盘计算与试验结果比对 

3.1  裂纹扩展寿命比对 

由表 2 仿真计算所得的结果，结合表 4 疲劳

试验所测得的结果进行比较，得出了 2#、5#螺栓

孔处裂纹长度以及扩展寿命的比较。估算误差分

别为 82.03%、77.73%，但考虑到整盘结构与应

力状态的复杂性，以及结构本身具有的裂纹扩展

寿命的分散性，这个误差是可以接受的，说明仿

真计算与根据疲劳断口的定量分析得到的裂纹扩

展寿命之间存在较好的一致性。 

表 5  2#螺栓孔处裂纹长度比较 

Table 5 Crack length comparison of 2# bolt hole 

循环次数 

N 

表面裂纹长度 

2a（mm） 

裂纹计算长度 

L（mm） 

0 0.76 0.76 

9632 

11742 

/ 

22.26 

22.26 

/ 

注：22.26mm 处循环次数的比值为 82.03% 

表 6  5#螺栓孔处裂纹长度比较 

Table 6 Crack length comparison of 5# bolt hole 

循环次数 

N 

表面裂纹长度 

2a（mm） 

裂纹计算长度 

L（mm） 

0 0.76 0.76 

7772 

9998 

/ 

14.6 

14.6 

/ 

注：14. 6mm 处循环次数的比值为 77.73% 

3.2  裂纹扩展速率比对 

由图 9 的仿真计算的结果和图 18 所示试验测

得数据进行对比，可知：①理论计算与试验测得

裂纹扩展数据趋势相同，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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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计算结果与试验测得的裂纹扩展速率接近，之

后仿真计算得到的裂纹扩展速度大于试验测得的

数据，即理论计算结果偏保守。③关于结果保守

的可能性最大的估计是在于材料参数的影响。 

 

图 19  2#孔裂纹扩展速率对比 

Fig. 19 Crack growth rate comparison in 2# bolt hole 

3.3  裂纹前沿扩展形态比对 

裂纹在扩展过程中，裂纹前沿也在持续扩展，

其具体的形状、尺寸等参数对于检测裂纹长度、

确定裂纹形态及类型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需将

仿真分析得到的裂纹前沿扩展历程与试验获取的

疲劳断口的宏观特征进行对比，如图 20、21所示，

从图中红线看出，两者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图 20  线切割后的断口观察样本 

Fig. 20 Fracture Observation Sample after Wire 

cutting 

 

图 21  仿真计算中裂纹前沿形态 

Fig. 21 The front crack in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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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与展望 

4.2  总结 

本文使用立式旋转试验台，结合数值仿真计

算，开展某高压涡轮盘裂纹扩展特性的研究为我

国航空发动机轮盘损伤容限设计的研究提供了思

路。为研究某高压涡轮盘偏心螺栓孔部位的低循

环疲劳裂纹扩展寿命，开展仿真与试验研究，结

果表明： 

①仿真计算与根据疲劳断口的定量分析得到

的裂纹扩展寿命之间存在较好的一致性； 

②仿真计算与试验测得的裂纹扩展速率趋势

相同，试验得到的裂纹扩展速率在初期与计算结

果较为吻合，裂纹扩展后期则计算结果略显保守。 

③仿真计算得到的裂纹前沿扩展历程与试验

获取的疲劳断口的裂纹前沿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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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开

展较多的后续工作： 

①判断裂纹是否萌生、获取裂纹准确的形状

与长度，对于裂纹扩展研究十分关键，相对于外

表面裂纹，螺栓孔内的着色、渗透检测难度更大。

因此需发展新型高精度、高灵敏度的孔内裂纹无

损检测方法意义重大。 

②考虑模型参数不确定性的轮盘概率疲劳扩

展寿命预测。轮盘裂纹扩展无论通过试验数据拟

合得到，还是通过材料手册查到，都无可避免的

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引入概率统计理论，

开展轮盘概率疲劳寿命预测。 

③危险部位数目对轮盘疲劳裂纹扩展寿命的

影响。轮盘的危险部位如螺栓孔和榫槽的数目是

多个的，从数学上分析，单一系统和串联系统对

整个系统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需研究危险部位

数目对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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