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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发动机 Ⅱ级涡轮叶片排气边裂纹分析 

张 栋，傅国如，徐志刚 

(空军第一研究所 ，北京 100076) 

摘 要：对 WP13F发动机 1i级涡轮叶片排气边裂纹、断裂进行 了汇总分析。该叶片裂纹、断裂 

都属于以低周疲劳为主的高、低周复合疲劳失效模式；在疲劳起始区均存在一个黑色粗糙 区(月牙 

形多晶区)；断口上存在的大量粗大初生碳化物降低 了材料的断裂韧性，加速了疲劳裂纹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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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CK ANALYSIS OF THE SECOND TURBIN E_一BLADES 

IN AERo—ENGINES 

ZItANG D0ng，FU Guo-ru，XU Zhi。gang 

(Beijing Aeronautical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Beijing 100076，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desc~bes a series of examinations and fractures analysis of the second turbine-blades in 

aero-engines．The failure mode of the second turbine-blades is low-high cycle fatigue mixture on the base of low-cy— 

cle fatigue．There was a black roughness zone in the fatigue origination section．A great deal crassitude elementary 

carbonize reduced the fracture tough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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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飞机进行定期检查时，发现某发动机的 Ⅱ 

级涡轮转子 52号叶片排气边有裂纹。时隔不久，配 

装该型号发动机的飞机在起飞滑跑时，因发动机的 

32号叶片折断而导致事故。随后在分解探伤检查 

时，又发现五台发动机各有一片叶片在排气边有裂 

纹。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又由于该型号另一发 

动机的49号叶片折断而导致严重飞行事故。 

失效涡轮叶片材料为 DZ4合金，其制造工艺： 

采用失腊铸造法将 DZ4母合金在真空定向凝固炉 

中浇注成定向结晶叶片毛坯，然后经固溶热处理、机 

加工和铝硅共渗等 ，最终制成成品叶片。表 1为叶 

片的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表 2列出了Ⅱ级涡轮叶片排气边裂纹情况。笔 

者在历次失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汇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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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叶片的化学成分 

Tab．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blade 

项目 C Cr Ti Co W Mo Al N 

实测值 0．14 9．30 1．86 8．22 5．42 3．94 6．56 

标准值 0．O9～ 8．7～ 1．5～ 5．4-- 5～ 3．4～ 5．5～ 余 

O．16 1O．1 2．3 6．6 5．9 4．3 6．5 

表 2 1I级涡轮叶片排气边裂纹情况表 

Tab．2 Table of the second turbine-blades fracture failure 

序号 号 工 间 

214．O 

284．8 

251．0 

186．6 

140．3～ 439．6 

171．8～ 454．4 

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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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2号叶片检验结果 

1．1 外观检查 

52号叶片断于距榫头底面约 48mm处。整个 

断口可分成四个区——黑色粗糙区、疲劳区、振动疲 

劳区和瞬时断裂区。 

黑色粗糙 区位于排气边亚表面，即 Al—Si渗 

层下 。 

疲劳区与黑色粗糙区有明显交界，在排气边一 

侧有一个小的平坦断面，垂直离心力方向，裂纹在叶 

背面长 2．1mm，在叶盆面长 0．77mm。 

振动疲劳区是在梁式电磁振动疲劳试验机上进 

行一阶弯曲振动试验后形成的，该疲劳区断面光亮， 

开始呈斜断面扩展，后期垂直离心力方向扩展，有大 

量河流状和近似平行的台阶状花样。 

瞬时断裂区是人为打断区，与振动疲劳区有一 

条弧形交界，断面比较粗糙。 

1．2 断口微观检验 

黑色粗糙区约 1．26mm×0．3mm，有沿晶断裂 

特征，沿晶面上有微坑和小的颗粒(见图 1)。在粗 

糙区内还有成片密集的平滑浅坑区，并有许多尺寸 

约为 1O～7O m的富铁夹渣物，有些夹渣物呈密集 

分布，大多呈弥散分布。微观疲劳条带向四周不同 

方向扩展，在粗糙 区内部也有局部小疲 劳区，见 

图 2。 

图 1 黑色粗糙区微观形貌 

Fig．1 The microscopic appearance of the black 

roughness zone 

在疲劳扩展区可见典型的扇形放射状扩展的脆 

性疲劳条带(见图 3)，在扩展过程中遇到碳化物也 

发生局部快速断裂(见图3中的亮块处)。 

振动疲劳区在斜坡断面上的典型形貌为解理疲 

劳形貌，以解理河流花样、解理台阶花样、羽毛花样 

等为主要特征。扩展的后期呈现出典型的高频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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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粗糙区内部局部小疲劳区 

Fig．2 The part fatigue zone in the black roughness zone 

图 3 疲劳扩展区脆性疲劳条带 

Fig．3 Fatigue crack extension zone 

下的脆性疲劳条带。 

瞬时断裂 区中分布有骨骼状 的碳化物，长约 

lOOgm。排气 边缘 处 的 Al—Si渗 层完整，厚 度约 

3O m。 

2 32号叶片检验结果 

2．1 外观检查 

32号叶片断于距榫头底面约 81mm处，断面齐 

平，与离心力方向垂直。在排气边一侧，有一疲劳区 

(叶 背 面 的 裂 纹 长 8．7mm，叶盆 面 的 裂 纹 长 

7．5ram)，断面比较平坦(见图4)，呈彩带色，与瞬断 

区交界明显；瞬断区断口比较粗糙，呈兰灰色。疲劳 

区约占整个断口面积的 12 。 

2．2 断口微观检验 

(1)排气边 Al—Si渗层完整，疲劳起源于亚表面 

(即渗层下)的黑色粗糙区 (表面 以下约 0．78～ 

1．Omm)，与疲劳扩展区有明显交界。粗糙区有沿 

晶断裂特征(见图 5)，沿晶面上有微坑和小的颗粒 

(氧含 量 高)。局 部 有 显 微 疏 松，大 的孔 洞 有 

0．15mm，微观疲劳条带向四周不同方向扩展。在 

粗糙区内部也有局部小疲劳区，并有少量初生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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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32号叶片宏观形貌 

Fig．4 The macroscopic appearance of the No．32 

turbine-blade 

图 5 粗糙区沿晶断裂特征 

Fig．5 The along—crystal character in the black 

roughness zone 

化物 。 

(2)疲劳扩展区可见典型的呈扇形放射状扩展 

的脆性疲劳条带，见图 6。疲劳区以粗糙区的边界 

为源，呈多源扩展。随着裂纹向进气边方向不断扩 

展，甚至发生疲劳条带与局部快速断裂交替出现的 

特征(图4中的亮块、亮带为局部快速断裂)。 

图 6 疲劳扩展区 

Fig．6 Fatigue crack extension zone 

(3)瞬断区有枝晶间断裂和韧窝结构特征，并 

存在许多骨骼状碳化物(长达 150~tm )，还有疏松。 

其中自亮小块经能谱分析为富钼和钨的碳化物，浅 

灰色区为富钛、钼和钨的碳化物，深灰色区为基体。 

2．3 金相检验 

叶片的纵向金相磨片的背反射像可见枝晶间有 

一 些不规则的疏松孔洞，疏松为 1级。沿枝晶间有 

呈链状分布的次生碳化物。金相磨片经侵蚀后显示 

出的 7 相形状很规则，尺寸也正常。其 A1-Si渗层 

完整的，厚度约 3O～57．61xm。 

在排气边断口下约 0．5ram处取横截面试样， 

侵蚀后观察，发现有一个多晶区(见图 7)，该区位 

置、形状、大小与断 口上看 到的黑色粗糙区非常 

吻合。 

图 7 32号叶片排气边断口下横截面显微组织 

Fig．7 The microstructure under the broken part oi the 

No．32 turbine-blade 

3 33号叶片检验结果 

3．1 外观检查 

裂纹位于排气边距榫头底 面约 40ram处。裂 

纹由排气边向进气边扩展，在排气边前缘约 1．2mm 

范围内，裂纹呈锯齿状，裂纹在叶盆面长约 8．1mm， 

在叶背面长约 5．2mm。 

人为打开裂纹后，断口上可分为三个区。I区 

为黑色粗糙区，位于 Al—Si渗层下面；U区为疲劳 

区，断面比较平坦，呈彩带色(见图 8)；I11区是人为 

打断的瞬断区。 

图 8 33号叶片裂纹断口全貌 

Fig．8 The macroscopic appearance of the 

No。3 3 turbine-bl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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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微观检验 

黑色粗糙区(约 1．2mm×1．0mm)有局部的沿 

晶形貌特征，并且存在许多骨骼状初生碳化物．该区 

内还有局部疲劳特征。 

人为打开 的瞬断区有许 多初生碳化物，长达 

50／~m 。 

3．3 金相检验 

在排气边下约 0．5mm取横截面试样．侵蚀后 

发现有一个多晶区。在排气边平行盆面制备纵向试 

样，侵蚀后也发现一个月牙形的多晶区(见图 9，月 

牙的一半)，该区位置、形状、大小与断口上看到的黑 

色粗糙区非常吻合。 

图 9 33号叶片排气边断口纵向金相组织 

Fig．9 The microstructure under the broken part of the 

No．33 turbine-blade 

4 讨论 

综上所述，32号、52号和 33号故障叶片断口有 

以下共同特点： 

(1)都有疲劳扩展区，32号叶片使用 284．8h， 

疲劳裂纹长 8mm左右；52号叶片使用 214h，疲劳 

裂纹长 4mm；33号叶片使用 251h，疲劳裂纹长 

8．1mm。 

(2)断口上排气边边缘表面的A1一Si渗层完整， 

厚度基本上符合技术条件的规定。 

(3)断 口上黑色粗糙 区具有局部沿晶断裂特 

征，有时还有显微疏松、富铁夹渣物、初生碳化物和 

成片光滑浅坑状薄层等，这些原始缺陷尺寸范围均 

≯O．2mm。 

(4)与排气边后缘断口上黑色粗糙区相对应的 

金相磨片上，均显示多晶区；从外观上看，呈月牙形 

(或半月牙形)。 

该型号发动机 Ⅱ级涡轮转子叶片是 DZ4定向 

结晶叶片，可是在排气边距榫头底面约 4O～81mm 
· 90 · 

范围却存在局部的、宏观显示为月牙形多晶区：在 

工作应力和热应力联合作用下，涡轮叶片进 、排气边 

是疲劳裂纹容易萌生的部位。在定向晶上出现月牙 

形多晶区，破坏了定向晶的完整性．也就丧失了DZ4 

定向晶原有的一切优良性能；在多晶区的晶界上，没 

有强化相析出，所以高温性能下降。显然这种缺陷 

对裂纹的萌生和早期的扩展造成重大影响。 

(5)瞬断区有许多骨骼状初生碳化物，在疲劳 

扩展区上也可以看到一些碳化物，它们与疲劳条带 

交替分布。这说明在疲劳扩展的后期，已发生多次 

局部的快速扩展。这些碳化物的存在使合金的塑性 

和断裂韧性降低，导致裂纹扩展较快。 

5 结论 

(1)失效涡轮叶片排气边裂纹的产生均在服役 

使用不足 500h内，都属于高、低周复合疲劳失效模 

式，并以低周疲劳为主。 

(2)断口上排气边 A1一Si渗层完整。在渗层下 

有一个黑色粗糙区(面积约 0．4～1．2mm。)，该区存 

在沿晶和疲劳等断裂特征，并集中分布了许多原始 

微观缺陷(尺寸约 1O～7O m)。 

(3)疲劳起源于排气边的黑色粗糙区，即月牙 

形的多晶区。 

(4)在叶片疲劳失效部位的横截面上存在大量 

不同程度的初生碳化物(长达 5O～150／~m)．加速了 

疲劳裂纹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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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是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 目的，不加评论 

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论述文献重要内容的短 

文，因此，必须符合拥有与论文同等的主要信息的原 

则。摘要可包括研究工作的主要对象和范围，以及 

具有情报价值的其它重要信息，内容不应空洞、过 

简，应具备四个要素，即研究 目的、方法、结果和结 

论，其中，后两个是最重要的。中文摘要一般为 200 

字左右，如需要可以略多；英文摘要内容应与中文摘 

要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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