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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系统工程的高压涡轮叶片内腔渗层正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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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涡轮叶片内腔渗层设计过程中需求分析不全面、设计确认不充分、设计验证不完整等问题，提出基于系统工程
理论的方法，对舰用燃气轮机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内腔渗层进行正向设计研发。应用需求分析-技术方案设计-试样验证-产品实
施-产品集成-产品验证的技术路线，开展了涡轮叶片内腔渗层技术研究。通过拉伸性能试验、低周疲劳试验、高周疲劳试验、燃气
热腐蚀试验、工艺试验等对多方案进行验证，优筛选出的内腔 CoAl 薄渗层和纯 Al 薄渗层为最佳方案。结果表明：验证方案合理可
行，渗层能够满足发动机的使用需求。基于系统工程的涡轮叶片内腔渗层设计方法从整体需求出发，设计、验证具有系统性和完
整性，在叶片内腔渗层设计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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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Inner Cavity Infiltration Layer of High-pressure Turbine Blade Based
on System Engineering Theory
LIU Guo-ku1，YOU Hong-de2，ZHOU Li-min2，CHI Qing-xin2
（1.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Office of the Naval Equipment Department in Shenyang，Shenyang 110081，China；
2. AECC Shenyang Engine Research Institute，Shenyang 110015，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such as incomplete requirement analysis，insufficient design validation and incomplete de⁃

sign verification in the design process of the inner cavity infiltration layer of turbine blades，a method based on system engineering theory
was proposed to conduct forward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ner cavity infiltration layer of marine gas turbine high-pressure turbine

blades. Following the technical route of requirement analysis，concept design，prototype verification，product implementation，product inte⁃
gration and product verification，the research on the technology of turbine blade inner cavity infiltration layer was carried out. A number of

alternatives were verified by tensile test，low cycle fatigue test，high cycle fatigue test，hot gas corrosion test，process test，etc. CoAl thin lay⁃
er and pure Al thin layer were the best solu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verification process is reasonable and feasible，and engine re⁃
quirements for the infiltration layer is satisfied. Considering the overall requirements from the beginning，the design method based on sys⁃
tem engineering is systematic and complete，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blade inner cavity infiltration layer design.
Key words：system engineering；hot corrosion；turbine blade；low cycle fatigue；high cycle fatigue；aero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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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在高温燃气中以高速旋转状

态工作，要承受离心力、气动弯矩、热应力以及振动应
力，同时还面临着高温氧化和燃气腐蚀等问题，工作

涂、渗层进行防护的技术被提出并得到了广泛应用。
扩散型铝化物涂层具有成本低、性能稳定的特点，且
可以满足热应力需求，因此目前世界上 80% 以上的
涡轮叶片涂层为扩散型铝化物涂层[1-2]。

叶片渗层技术涉及的领域广、影响因素多，是 1

条件十分苛刻。随着发动机使用环境日趋复杂以及

项复杂的表面防护技术，近年来，国内外对叶片渗层

涡轮进口温度的不断提升，尤其是海洋环境中使用的

技术进行了广泛研究。Fu 等[3] 对 AlSi 渗层的微观结

燃气轮机，腐蚀问题更加突出，为此，在叶片表面采用

构和氧化行为进行研究；Liu 等[4]对镍基单晶高温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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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化物涂层的氧化和降解机理进行了研究；李克等[5]

认，是技术活动的综合机制[11]。系统工程是一种逻辑

研究了航空发动机空心叶片气相渗铝工艺，分析了渗

思维的方法，其过程通常被描述为 1 个“V”字形，项目

[6]

铝层的深度、组织及成分；张超等 采用气相法（Va⁃

的需求确认（需求分析、技术要求分析、体系结构设

por Phase Aluminide，VPA）和化学气相沉积法（Chem⁃

计）属于“V”的下行边，集成和验证则属于“V”的上行

渗层，从渗层厚度及均匀性、金相组织等方面进行比

“运行环境”到“内部功能”再到“物理架构”，从需求出

较，分析了 2 种工艺方法在实现 CoAl 渗层制备的可行

发，是一系列工作反复迭代的过程，对所有解决方案

ical Vapor Deposition，CVD）2 种工艺分别制备了 CoAl

边。系统工程采用正向设计方法设计产品，从产品的

性和实际效果；Kool 等 对涡轮叶片内腔渗层利用经

进行迭代权衡以期获得满足需求的最佳方案，最终开

验进行了统计分析。然而，在叶片渗层使用过程中仍

发出满足使用要求、整体功能完善的产品[12-14]，基于

然出现了很多问题，国内外也报导过一些由渗层引发

系统工程的设计活动是一种自顶向下的、正向的、全

的故障。2004 年波音 B717-200 客机配装的 BR700-

面的设计过程，强调从整体视角看待问题，包括问题

引起高压涡轮叶片低周疲劳断裂，该型发动机高压涡

统一[15]，系统工程的步骤如图 1 所示。

[7]

715 型发动机由高压涡轮叶片内腔铝化物涂层裂纹

轮第 1 级转子叶片已经发生过 4 起类似失效故障[8]；

的各方面和所有相关因素，并将管理和技术层面有机

2016 年 GE 公司 LM2500+燃气轮机在进行热端大修
时，发现若干高压涡轮第 1 级转子叶片出现问题，由

于燃机长期低工况运行，铝硅渗层在韧脆转变温度以
下工作时间较长，导致铝硅渗层发生开裂故障[9]；中
国某型发动机动力涡轮第 1 级转子叶片在断裂故障

中检查发现，投入使用的近半叶片均存在不同程度的
渗层裂纹[10]。由此可见，涡轮叶片渗层技术是 1 项复
杂的叶片表面防护技术，使用的效果与使用温度、渗

图1

层材料、厚度以及渗层工艺等多方面因素相关。涡轮

系统工程的步骤

涡轮叶片内腔渗层设计作为 1 项涉及多学科、复

叶片内腔渗层设计主要难点在于：
（1）影响因素众多，
不同材料、厚度的渗层在给定的使用条件下，对基体

杂的、关乎整个发动机使用安全和寿命的关键技术活

材料的力学性能、耐腐蚀性能的影响尚需研究；
（2）针

动，理应遵循系统工程的方法，从全局的角度、自顶向

对涡轮叶片内腔渗层设计技术缺乏系统的研究，可借

下地开展需求分析和设计验证，以保证发动机全寿命

鉴的成果少。如何根据发动机特定的使用环境综合

期叶片稳定、可靠地工作。

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设计出综合性能最佳的内腔
渗层，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基于系统工程的设计理念，开展舰用燃气轮

2
2.1

基于系统工程的内腔渗层技术
基于系统工程的叶片内腔渗层设计

机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内腔渗层的技术研究，综合考虑

系统工程方法强调从整体出发，基于需求开展设

发动机的使用需求和工作环境等因素，系统地进行需

计活动，按照系统工程的方法，燃气轮机高压涡轮工

求分析，从而牵引出完整的技术方案，并对所建立的
方案开展验证。

1

系统工程方法简介
系统工程是逐步发展并验证含装备、人和过程且

作叶片的内腔渗层设计与其上层级的关系如图 2 所

示。渗层技术方案设计应从整机的使用和设计需求
出发，自顶向下层层分解，获得内腔渗层完整的技术
方案。
以燃气轮机的使用需求为输入，综合考虑叶片的

满足用户需求的全寿命周期综合平衡解决方案的跨

使用环境和结构特征进行内腔渗层设计的需求分析，

学科方法，其中技术过程有需求分析、技术要求分析、

列出需求项。为了能够在设计阶段对渗层的各项需

体系结构设计、单元实施、产品集成、验证、移交和确

求进行充分验证，模拟燃机涡轮叶片在海洋环境中的

82

第 48 卷

航 空 发 动 机

最终获得满足需求的最佳渗层技术方案。

图3

内腔渗层技术研究路线

根据叶片内腔渗层的需求分析结果，结合技术路
线（图 3），初步策划了渗铝、渗 CoAl、渗 AlSi 3 种渗层

材料方案，考虑到叶片基体材料力学性能受到渗层厚
度的影响，设计了薄、厚不同渗层厚度的样件，并与不
带渗层的样件试验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试验件材料
图2

燃气轮机高压涡轮工作叶片的内腔渗层设计
与其上层级的关系

为 DSM11。通过多种渗层方案的样件级试验，综合

比较不同渗层技术状态试验件的力学性能及腐蚀性
能，筛选得出较为合理的叶片渗层，规划的性能验证

工作状态，需要对不同表面状态的样件进行力学性能
试验和腐蚀性能试验。规划的试验主要包括拉伸性
能、低周疲劳、高周疲劳、缺口疲劳模拟、燃气热腐蚀、

试验件种类见表 2。
表2
基体材料

渗层成分

试验项目

AlSi

拉伸性能

涂盐加温腐蚀，以验证叶片内腔渗层的各项性能。同
时开展工艺试验，以便获得力学性能影响较小、耐腐
蚀性能较好的内腔渗层。具体的需求分析结果及对
需求的验证方案见表 1。
表1

内腔渗层

性能验证试验件种类

DSM11

低周疲劳

CoAl

缺口疲劳模拟

Al

高周疲劳
燃气热腐蚀

无渗层
试验验证

耐高温
长寿命
高疲劳寿命
材料拉伸性能
材料持久性能

拉伸性能
低周疲劳
高周疲劳
缺口疲劳模拟

耐热腐蚀
耐盐腐蚀
表面质量
厚度均匀
结构稳定

2.2

力学性能主要试验参数见表 3。根据叶片使用

环境的工作温度初步确定在室温、485 以及 800 ℃ 3
种温度下开展试验验证。
表3
试验项目
拉伸性能
低周疲劳

根据需求分析结果，采用系统工程的研究思路开

缺口疲劳模拟

展涡轮叶片内腔渗层技术研究，内腔渗层技术研究路
线如图 3 所示。通过多方案的试验验证及迭代优化，

35±5（厚）

力学性能试验验证

燃气热腐蚀
涂盐加温腐蚀
工艺

20±10（薄）

涂盐加温腐蚀

需求分析结果及对需求的验证方案
需求项

渗层厚度/μm

高周疲劳

力学性能主要试验参数
试验参数
室温/485 ℃/800 ℃

485 ℃/800 ℃；σmax=895 MPa；
当 N>105，试验中止
485 ℃/800 ℃；σmax=333 MPa；
当 N>105，试验中止

485 ℃/800 ℃；σmax=470 MPa；
当 N>107，增载至 σmax=540 MPa 直至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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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性能试验
按 照 HB 5143《金 属 室 温 拉 伸 试 验 方 法》及 HB

屈服强度无显著变化，在室温及 485 ℃下的屈服强度
降低。

5195《金属高温拉伸试验方法》，对 DSM11 合金开展

2.2.2

试验结果如图 4 所示。

法》，对 DSM11 合金开展了不同表面状态试样的高周

了不同温度下、不同渗层试样（表 2、3）拉伸试验，其

600
300

显著降低，且低于其他 2 种渗层试样的。在 800 ℃下，

900

当渗层厚度为 20 μm 左右时，CoAl 与 Al 2 种渗层对

600

DSM11 合金高周疲劳性能影响较小；当渗层厚度达

300
0

无渗层 29~35 20~30 19~21 31~32
Al-Si Co-Al
Al

（a）抗拉强度
图4

无渗层 29~35 20~3019~21 31~32
Al-Si Co-Al
Al

（b）屈服强度

DSM11 合金拉伸试验结果（800 ℃）

到 30 μm 以上时，带各类渗层试样的疲劳寿命均显著
低于无渗层试样的，且降低幅度接近。
107

从图中可见，在室温和 485 ℃下，除纯 Al 厚渗层

试样抗拉强度略低外，其余表面状态的试样拉伸强度

差异较小，带渗层试样屈服强度略低于无渗层试样
的；在 800 ℃下，AlSi 渗层试样的屈服强度与无渗层

107

106

Nf /循环次数

σ/MPa

σ/MPa

在 485、800 ℃下的高周疲劳性能较无渗层试样的均

1200

900

0

疲劳试验，其试验结果如图 6 所示。表面渗 AlSi 试样

1500

1200

按 照 HB 5153《金 属 高 温 旋 转 弯 曲 疲 劳 试 验 方

Nf /循环次数

1500

高周疲劳试验

106

105
104

试样的相比有所降低。

105

（a）485 ℃

DSM11 合金强度与温度关系如图 5 所示。从图 5

图6

（a）中可见，随着温度的升高，有、无渗层的试样抗拉
强度均有降低趋势。从图 5（b）中可见，随着温度的

104

18~22 30
无渗层
Co-Al
19~21 30~37
21~22 31
Al-Si
Al

（b）800 ℃

DSM11 合金高周疲劳试验结果

渗层厚度对高周疲劳

在 485 ℃下的；在 485 ℃下纯 Al 厚渗层屈服强度最

命随渗层厚度增大有降低

服强度最低，其他渗层试样基本相当。

度增加后，在高周疲劳条

低，其他渗层试样基本相当；在 800 ℃下 AlSi 渗层屈
1500

0

200

400 600
T/℃

（a）抗拉强度
图5

900

2.2.3

800

104

20

25

30 35 40
渗层厚度/μm

45

低周疲劳试验
按 照 HB 5287《金 属 材 料 轴 向 加 载 疲 劳 试 验 方

法》，开展了不同温度下、不同表面状态的试样低周疲

600
300

105

0

200

400
T/℃

600

800

（b）屈服强度

DSM11 合金强度与温度关系

综上所述，试样表面制备上述 3 种铝化物渗层

后，除纯 Al 厚渗层试样外，DSM11 合金在各温度下的
抗拉强度无显著变化，渗 AlSi 后，材料的屈服强度降
低显著；渗 CoAl 和渗 Al 后，DSM11 合金在 800 ℃下的

劳试验，其试验结果如图 8 所示。从图中可见，不同
104

104

Nf /循环次数

600

无渗层
Alsi 29~35 μm
CoAl 20 μm
CoAl 30 μm
Al 19~21 μm
Al 31~32 μm

σ/MPa

σ/MPa

900

106

件下，渗层更容易开裂，并 图 7 渗层厚度对高周疲劳
寿命影响
进一步扩展到基体材料。

无渗层
Alsi 29~35 μm
CoAl 20 μm
CoAl 30 μm
Al 19~21 μm
Al 31~32 μm

1200

AlSi-485 ℃
AlSi-800 ℃
CoAl-485 ℃
CoAl-800 ℃
Al-485 ℃
Al-800 ℃

107

的趋势。分析认为渗层厚

Nf /循环次数

1200

从图中可见，高周疲劳寿

108

Nf /循环次数

升高，AlSi 渗层的试样屈服强度有降低趋势，CoAl 渗

寿命的影响如图 7 所示，

层试样和纯 Al 渗层试样在 800 ℃下的屈服强度高于

18~22 30
无渗层
Co-Al
19~21 30~37
21~22 31
Al-Si
Al

103

103
102 无渗层

18~22 30
Co-Al
16~26 30~38
21~22 31
Al-Si
Al

（a）485 ℃
图8

102 无渗层

18~22 30
Co-Al
16~26 30~38
21~22 31
Al-Si
Al

（b）800 ℃
低周疲劳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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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层试样的低周疲劳寿命较无渗层试样的均有所降
低，其中，在 485 ℃下，各渗层对疲劳寿命影响程度较
接近；在 800 ℃下，渗 AlSi 试样的低周疲劳寿命较无
渗层试样的明显降低，亦显著低于渗 CoAl 和渗 Al 试
样的。

渗层厚度对低周疲劳寿命的影响如图 9 所示。

从图中可见，低周疲劳寿

命随渗层厚度增大有降
材料力学性能低于基体
材料的，在低周大应力作

104
Nf /循环次数

低的趋势。由于渗层的

用 下 ，随 着 渗 层 厚 度 增
加，渗层需要承受更大的

AlSi-485 ℃
AlSi-800 ℃
CoAl-485 ℃
CoAl-800 ℃
Al-485 ℃
Al-800 ℃
0
10
20
渗层厚度/μm

103
102

图9

载荷，易于产生裂纹。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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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加速。纯 Al 渗层和 CoAl 渗层试样原始表面呈黄褐

色，
随着试验时间的延长，
表面逐渐转变为灰黑色，
AlSi
渗层试样原始表面呈浅灰色、
深灰色或黄褐色，
随着试

验时间的延长，表面逐渐转变为绿色和灰黑色。1000
h 试验后大部分试样表面腐蚀产物均转变为黑色。

无渗层 DSM11 材料试样 500 h 试验后表面微观

形貌如图 11 所示。从图中可见，产生的腐蚀产物明

40

10 μm

图 11

寿命影响

缺口试验

（b）500 h 试验后

（a）原始

渗层厚度对低周疲劳

20 μm

无渗层 DSM11 材料试样 500 h 试验后表面微观形貌

缺口疲劳模拟试验采用应力控制，加载频率为 3

显脱落。其余 6 种表面带渗层的试样 1000 h 燃气热

件的疲劳断裂循环次数，当循环数高于 105 仍未断裂

样表面均生成一层致密的氧化铝，致密的氧化铝层能

Hz，试验载荷波形为三角波，应力比 R=0.1，测定试验

则增载直至断裂，该试验主要模拟渗层对结构高应力

腐蚀试验后微观形貌如图 12 所示。从图中可见，试
够起到阻挡作用，阻止试样进一步腐蚀。

区的力学性能影响。缺口试验结果表明，渗 AlSi 试样

的缺口疲劳寿命显著低于无渗层试样的，无渗层及带
其他各类渗层的缺口试样在 σmax=333MPa 试验载荷
下疲劳寿命均高于 105 循环。
2.3

2.3.1

腐蚀性能试验验证
燃气热腐蚀试验

燃气热腐蚀试验在 RFY-2 型燃气热腐蚀试验器

（a）纯 Al 薄渗层

2 μm

（b）纯 Al 厚渗层

10 μm

上进行，试验温度为 900 ℃，试验时间为 1000 h。燃

气热腐蚀试样共 7 种表面状态，分别为无渗层、纯 Al
薄渗层、纯 Al 厚渗层、CoAl 薄渗层、CoAl 厚渗层、AlSi

薄渗层、AlSi 厚渗层试样。DSM11 合金无涂层和纯 Al
薄渗层试样燃气热腐蚀试验外观变化图像如图 10 所

10 μm

2 μm

（c）CoAl 薄渗层

（d）CoAl 厚渗层

示 。 从 图 中 可 见 ，经 过

1000 h 的 燃 气 热 腐 蚀 试
验，7 种表面状态的试样表

面均形成氧化物类型的腐
蚀产物。DSM11 合金无涂

无渗层

纯 Al
薄渗层

2 μm

（e）AlSi 薄渗层

层试样原始表面呈银白色
金属光泽，300 h 燃气热腐

原始

1000h

蚀试验后表面呈绿色，500 图 10 DSM11 合金无涂层
h 试验后部分试样的绿色 和纯 Al 薄渗层试样燃气热腐
腐蚀产物转变为黑色，腐

蚀试验外观变化图像

图 12

2 μm

（f）AlSi 厚渗层

其余 6 种表面带渗层的试样 1000 h 燃气热腐蚀
试验后微观形貌

为定量表征试样腐蚀情况，绘制 7 种表面状态试

样的质量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 13 所示。从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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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7 种表面状态的试样质量均随着腐蚀时间的延

化，局部可见原始加工或原始渗层形貌。

涂层试样在前 400 h 质量

样质量变化均较小，表现出良好的抗热腐蚀能力。由

在经过 200 h 的腐蚀试验后，4 种表面状态的试

长而增大。DSM11 合金无
增 大 缓 慢 ，500 h 后 ，质 量

于试验是在静态环境中进行且时间较短，不同渗层试

增大迅速，表明腐蚀速度

样抗腐蚀性差异不明显，
分析认为，
随着试验时数增长，

显著加速。其它 6 种渗层

带渗层试样的抗腐蚀性能力将会逐渐突显，后续可针

样件的质量增大缓慢，均

对更长时数的涂盐加温腐蚀试验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表现出良好的抗热腐蚀能 图 13 7 种表面状态试样的
力，优于无渗层试样的。
2.3.2

涂盐加温腐蚀试验（485 ℃）

涂盐加温腐蚀试验在热循环炉中进行，试验总时

间为 200 h，在确定的温度和盐成分条件下进行。试

验试样共有 4 种表面状态，分别为无渗层、CoAl 渗层、
纯 Al 渗层以及 AlSi 渗层试样。在 200 h 试验后，4 种

表面状态试样宏观形貌如图 14 所示。从图中可见，
无渗层试样表面由金属光泽逐渐转变为灰色，纯 Al
薄渗层和 CoAl 薄渗层试样表面由黄褐色转变为灰
色，AlSi 薄渗层试样表面由灰白色转变为深灰色，4 种
表面状态的试样表面均产生轻微氧化。
无渗层

纯 Al 渗层

2.4

质量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CoAl 渗层

AlSi 渗层

渗层工艺试验验证
综合考虑不同渗层方案样件的力学性能及抗腐

蚀性能，选定了 2 种渗层方案：CoAl 薄渗层和纯 Al 薄
渗层开展工艺试验，以保证渗层厚度和均匀性。通过

反复试验，优化并确定了渗层的工艺参数，并对样件
开展力学性能试验和腐蚀性能试验。结果表明，采用
优化后的气相渗工艺完成的渗层样件表面无脱落、翘
皮、鼓泡和开裂等现象，渗层深度满足要求，渗层呈现
典型的双层结构（富铝层+扩散层），均匀连续性良
好。在 485 ℃下，CoAl 薄渗层、纯 Al 薄渗层及无渗层

3 种试样的高周疲劳寿命无显著差异，在 800 ℃下，
CoAl 薄渗层与纯 Al 薄渗层 2 种试样的高周疲劳寿命
无显著差异，略低于无渗层试样的；CoAl 薄渗层和纯

Al 薄渗层试样的腐蚀速率相当，明显优于无渗层试

原始

样的。
2.5

200 h

产品实施及试验验证
根据试样渗层方案和验证结果，采用工艺优化的

图 14

气相渗方法对某型燃机高压涡轮工作叶片进行内腔

200 h 试验后 4 种表面状态试样宏观形貌

在 200 h 试验后，4 种表面状态试样微观形貌如

图 15 所示。从图中可见，各试样表面均产生轻微氧

渗 CoAl 薄层和纯 Al 薄层，并开展了低循环疲劳试验

和振动疲劳检验试验，主要目的是在给定的模拟试验
环境条件下，验证内腔渗层叶片的抗高、低周疲劳能
力，以确定渗层技术方案的可行性。
2.5.1

20 μm

（a）无渗层

（b）纯 Al 渗层

20 μm

低循环疲劳试验
低循环疲劳试验在立式旋转试验器上开展，试验

状态以某型燃机的典型工况状态为基准循环状态，将
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内腔 CoAl 薄渗层和纯 Al 薄渗层

各 3 片）安装在高压涡轮盘上，在旋转、加温条件下进

行试验，为模拟发动机使用状态，在试验过程中保证
试验温度和主要考核部位的有效应力水平与燃机状
20 μm

（c）CoA1 渗层
图 15

20 μm

（d）AlSi 渗层

200 h 试验后试样表面微观形貌

态相当，本次低循环疲劳试验按 750 次考核，在试验

过程中叶片表现良好，试验后对叶片进行解剖分析，
内腔渗层表面未见裂纹，渗层厚度及成分符合要求，
组织未见异常，叶片榫头内腔剖切位置如图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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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涂层设计规范》，同时弥补了行业内在内腔渗层技

（微观）如图 17 所示，叶片

术研究上不能从整体需求出发、设计确认不充分、验

通过低循环疲劳试验考核

证不完整、缺乏正向设计的不足，提升了涡轮叶片内

试验。

腔渗层技术能力和水平。

2.5.2

振动疲劳检验试验

针 对 无 渗 层 叶 片 、图16 叶片榫头内腔切割位置
CoAl 薄 渗 层 和 纯 Al 薄 渗

层方案的高压涡轮工作叶片，开展振动疲劳性能检验
试验，验证叶片内腔渗层对高压涡轮转子叶片疲劳极

3

结论
（1）AlSi、CoAl、纯 Al3 种铝化物渗层对 DSM11 合

金 的 材 料 力 学 性 能 是 有 影 响 的 ，其 中 AlSi 渗 层 在

485 ℃下的高周疲劳寿命降低显著，在 800 ℃下的低

限的影响。该试验在电磁振动台上进行，为模拟涡轮

周疲劳寿命降低显著；渗层材料对高、低周疲劳寿命

叶片在发动机上的真实状态，根据叶片一弯振动应力

的影响总体符合寿命随渗层厚度增大而降低的趋势；

分布结果，在最大应力位置粘贴应变片，进行应力标
定，叶片贴片位置如图 18 所示。根据工程研制经验
并结合计算分析结果，试验考核应力选为 120 MPa。

3 种渗层均有较好的抗腐蚀能力，且抗腐蚀能力基本
相当，均优于无渗层试样的；

（2）采用气相渗工艺方法完成的内腔 CoAl 薄渗

层和纯 Al 薄渗层的高压涡轮设计，通过了低循环疲
劳考核试验和振动疲劳检验试验，验证了选定的 2 种
涡轮叶片内腔渗层技术方案可行；

（3）基于系统工程的方法开展的涡轮叶片内腔渗
（a）纯 Al 薄渗层
图 17

20 μm

20 μm

（b）CoAl 薄渗层

叶片伸根内腔截面渗层（微观）

层技术研究，对涡轮叶片内腔渗层设计过程进行了梳
理，
补充、
完善了内腔渗层相关的试验和设计规范，
为后
续燃机涡轮叶片内腔渗层的正向设计提供指导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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