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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某型航空发动机燃一滑油热交换器出现焊缝裂纹，导致漏油事故，补焊后短时间内又H{现裂纹，严重危及飞行安 

全。通过对燃一滑油热交换器动力学、材料、制造一1 艺、丁况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指出燃一滑油热交换器焊缝裂纹的产生，是 

采用“一定三活”的安装方式所形成的“潜在故障区”、发动机高速运转时产生的振动应力集中、油液流动和温度场变化产 

的热应力、燃一滑油散热器在焊接制造过程中存在的lT岂缺陷、外界的气温上升使燃一滑油热交换器的热应力作用加剧等5个 

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该研究结论对裂纹故障的修复与预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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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W elding Cracks in Fuel—lubricating 

Oil Heat Exchanger of 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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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lding cracks oceurred to a fuel—lubricating oil heat exchanger of an aero—engine and resulted in oil leakage． 

And oil leakage occurred again shortly after repair welding．This kind of fault is very dangerous to flight．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cause of the failure，dynamics， materials，manu~cturing process and working condition we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welding cracks formed due to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he follow five aspects： 

‘potential failure zone’due to the ‘one stationary and other three floating’installation method,stress concentration resuhing 

from engine vibration，thermal stresses caused by oil flow and temperature field change，defects produced during the 

welding manufacturing process，and heat stresses increasing with the outside temperature rising．The study results are 

important for guiding the repair and prevention of c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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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燃一滑油热交换器是某型飞机装备的国外原 

型发动机附件系统中的核心部件，主要功用是交 

换燃油和滑油的热量。其设计飞行寿命是700～ 

750 h．但在实际飞行200 h后就成批量、同部位出 

现焊缝裂纹．国内航空修理企业一直采用传统补 

焊方式修复，但补焊后飞行不到100 h仍然出现焊 

接裂纹，严重危及飞行安全。为确保飞行安全，修 

理时一直采用换件修理，购买新件成本昂贵，而且 

依赖国外；因此．成功修复燃一滑油热交换器裂纹 

故障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经济价值。然而， 

只有找到燃一滑油热交换器焊缝裂纹产生的主要 

原因，才能真正有效修复其裂纹故障。通过对燃一 

滑油热交换器的安装方式、工况、动力学、材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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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产生的热应力长期循环作用 。导致燃一滑油 

热交换器温度较高的地方(正是潜在故障区域)产 

生焊缝疲劳现象： 

3)燃～滑油热交换器在潜在故障区存在着多 

种焊接工艺制造缺陷。 

4)当外界的气温上升 (比如中国南方的夏 

天)，使燃一滑油散热器的热应力作用进一步加剧。 

以上因素综合作用，加上长期的循环工作应 

力 ，使燃一滑油散热器上“潜在故障区”的裂纹源 

不断扩展，最终导致宏观裂纹产生。 

5 改进措施 

为有针对性地有效修复燃一滑油热交挽器焊 

缝裂纹故障。除了采用正确的焊接工艺进行修复 

外，还应采取裂纹故障的预防措施： 

1)采用修改安装方式，或者施以整体减振和 

局部减振来消除或减小“潜在故障区”： 

2)JJ~固“潜在故障区”，提高此部位的强度。 

6 结论 

综上所述，燃一滑油热交换器焊缝裂纹由以 

下5个方面综合作用产生： 

1)“一定三活”的安装方式所形成的“潜在故 

障区”： 

2)发动机高速运转时产生的振动应力集中： 

3)油液流动和温度场变化产生的热应力； 

4)燃一滑油散热器在焊接制造过程中存在的 

工艺缺陷： 

5)外界的气温上升使燃一滑油散热器的热应 

力作用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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