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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圆柱面工作段的单轴加载实现双轴应

力状态试验件，整体为板状结构，中部为工作段，

左右两侧为夹持段，工作段为菱性结构，两条对

角线两侧部分对称。工作段上设计有柱面槽及异

形孔；其中，柱面槽设计于工作段的正反面上，沿

工作段上下方向对角线设计；异形孔为四个，分

别开设于工作段由其两条角平分线所等分的四

个部分上。通过单轴疲劳试验机实现对试验件的

加载，在设计的柱面槽及异形孔下，最终在整个

试验件的中心产生了水平方向拉伸、垂直方向压

缩的多轴应力状态，形成典型的拉/压多轴应力

状态。本发明可以实现对涡轮盘盘心处拉、压双

轴状态的模拟，可以部分代替部件级考核试验，

缩短结构设计周期，节省试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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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圆柱面工作段的单轴加载实现双轴应力状态试验件，其特征在于：整体为板状

结构，中部为工作段，左右两侧为夹持段，工作段为菱形  结构，且工作段的两条对角线两侧

的区域对称设置；

上述工作段上设计有柱面槽及异形孔；其中，柱面槽设计于工作段的正反面上，沿工作

段上下方向对角线设计；异形孔为四个，分别开设于工作段由其两条角平分线所等分的四

个部分上；

所述异形孔为具有三条侧边的三角形结构，各角为圆弧形角；令异形孔三条边为a、b、

c；其中a边与异形孔所在部分的工作段侧边平行，b边与c边分别与菱形结构工作段的两条

角平分线平行。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圆柱面工作段的单轴加载实现双轴应力状态试验件，其特征

在于：夹持段与工作段左右对角相接位置处圆弧过渡；工作段上下对角为圆弧形。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圆柱面工作段的单轴加载实现双轴应力状态试验件，其特征

在于：采用液压夹持的方式开展疲劳试验。

4.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圆柱面工作段的单轴加载实现双轴应力状态试验件，其特征

在于：夹持段端部设计螺纹柱，螺纹柱的底面与试验件夹持段两侧面间圆弧过渡，通过螺纹

柱与试验机上的螺纹接头螺纹连接，实现采用螺纹连接的方式开展疲劳试验。

5.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圆柱面工作段的单轴加载实现双轴应力状态试验件，其特征

在于：通过单轴疲劳试验机对试验件加载，在柱面槽及异形孔设计方式下，试验件两侧为拉

伸载荷F，此时在F力的作用下，在上下相对位置的异形孔间形成的梁结构上产生拉伸主应

力σ1；在左右相对位置的异形孔间形成的梁结构上产生了压缩主应力σ2，在这两个主应力的

共同作用下，在试验件的中心产生了左右方向拉伸、竖直方向压缩的多轴应力状态，形成典

型的拉/压多轴应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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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圆柱面工作段的单轴加载实现双轴应力状态试验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针对叶轮机械叶片、轮盘、轴等典型结构的典型受力状态，设计能够反映结

构应力特征的试验件结构，属于机械结构强度考核及模拟件设计的技术领域，具体来说是

一种针对圆柱工作段的单轴加载实现双轴应力状态试验件。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包括航空发动机、内燃机等在内的叶轮机械叶片、轮盘、轴等典型结构中，

孔边、圆角等应力集中位置是容易出现疲劳裂纹并进而发生破坏的关键部位。为保证这些

位置的工作安全，通常需要通过试验进行强度考核，特别是疲劳强度考核。对于部件而言，

开展部件级试验进行整体结构考核，无疑周期长、费用高，同时，试验测试中存在很多不可

控因素，因而，经常采用模拟件进行强度考核。以航空发动机结构为例，采用模拟件进行疲

劳强度考核的有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航空发动机部件/整机试验成本特别高，设计模

拟件能够降低疲劳试验的成本；另一方面是因为航空发动机实际工作的环境比较复杂，难

以准确模拟，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局部危险位置的考核更容易抓住重点。

[0003] 航空发动机涡轮盘是关键结构件，其强度及寿命有着严格的要求，投入使用前需

要开展各种测试工作，盘心、偏心孔、榫槽等部位都要作为重点考核部位。以航空发动机涡

轮盘盘心为例，航空发动机在工作时，对于某些盘心较厚的中小型发动机涡轮盘，其盘心承

受的载荷是呈多轴分布的，失效形式也是多轴疲劳失效，因此对该类轮盘盘心疲劳寿命的

研究实质上是一个多轴疲劳问题，而模拟件也应该设计成多轴疲劳模拟件。通过合理设计，

使得模拟件危险点处的应力分量以及应力梯度能够反映轮盘盘心处的应力状态，通过模拟

件的寿命来预测轮盘盘心的疲劳寿命。

[0004] 对于设计出来的多轴疲劳试验件，通常要在多轴疲劳试验机上开展试验，这又带

来了研究过程中的另外一个难度，即载荷的施加方式收到很大的限制。采用多轴疲劳试验

机加载，试验费用同样较高，而载荷通常为拉扭载荷，受限较多。为了使得模拟件更具有普

遍性，结构形式简单，加载方便，使其能够在单向拉伸的试验设备上进行疲劳试验，而不是

一定要在双向载荷设备上进行试验，这就需要合理设计模拟件，使得模拟件在单向拉伸的

情况下，内部出现多轴应力状态。轮盘盘心处是多轴应力状态，所以需要对模拟件进行合理

设计，使得模拟件在受到单向拉力的情况下，危险点呈现多轴应力状态，再通过对模拟件尺

寸的调节，使得危险点处的应力状态与轮盘盘心处的应力状态一致，在单向拉伸的试验设

备上对模拟件进行疲劳试验，记录模拟件形成疲劳裂纹所需要的载荷循环次数，根据试验

所得数据来预测轮盘盘心的疲劳寿命。

[0005] 用于研究疲劳裂纹萌生和早期裂纹扩展的试样有很多种，包括实心圆柱试样、管

状试样和十字形试样，其中十字形试样是研究双轴拉伸应力下疲劳的理想试样，但十字形

试样必须要在相应的双轴疲劳试验机上进行疲劳试验，比如给十字形试样一个方向上施加

拉力而另一个方向上施加压力，十字形试样的中心处就会是双轴应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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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模拟件设计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圆柱面工作段的单轴加

载实现双轴应力状态试验件，该试验件可以通过单轴疲劳试验机实现加载，能够在单向拉

伸的情况内部出现双轴应力状态，且这种双轴应力状态为，一个主应力为正(拉伸)，另一个

主应力为负(压缩)。

[0007] 本发明圆柱面工作段的单轴加载实现双轴应力状态试验件，整体为板状结构，中

部为工作段，左右两侧为夹持段，工作段为菱性结构，且工作段的两条对角线两侧部分对

称。

[0008] 上述工作段上设计有柱面槽及异形孔。其中，柱面槽设计于工作段的正反面上，沿

工作段上下方向对角线设计。异形孔为四个，分别开设于工作段由其两条角平分线所等分

的四个部分上。

[0009] 通过单轴疲劳试验机对试验件的加载，在柱面槽及异形孔设计方式下，试验件两

侧为拉伸载荷F，此时在F力的作用下，在上下相对位置的异形孔间形成的梁结构上产生拉

伸主应力σ1；在左右相对位置的异形孔间形成的梁结构上产生了压缩主应力σ2，在这两个主

应力的共同作用下，在试验件的中心产生了左右方向拉伸、竖直方向压缩的多轴应力状态，

形成典型的拉/压多轴应力状态。

[0010]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11] (1)本发明圆柱面工作段的单轴加载实现双轴应力状态试验件，可以实现对涡轮

盘盘心处拉、压双轴状态的模拟，可以部分代替部件级考核试验，缩短结构设计周期，节省

试验费用。

[0012] (2)本发明圆柱面工作段的单轴加载实现双轴应力状态试验件，可以在单轴加载

的条件下实现双轴应力状态，降低了试验难度和费用，而传统的双轴疲劳试验件多为薄壁

圆管，且需要在双轴疲劳试验机上开展试验。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单轴加载实现双轴应力状态试验件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图1中单轴加载实现双轴应力状态试验件C‑C面剖视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单轴加载实现双轴应力状态试验件工作位置应力状态示意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单轴加载实现双轴应力状态试验件夹持端板状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单轴加载实现双轴应力状态试验件夹持端螺纹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

[0019] 1‑菱形结构工作段  2‑矩形结构夹持段  3‑螺纹柱  101‑柱面槽  102‑异形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1] 本发明圆柱面工作段的单轴加载实现双轴应力状态试验件，整体为板状结构，中

部为菱形结构工作段1，左右两侧为矩形结构夹持段2，且菱性结构工作段1的两条对角线两

侧部分对称。如图1、图2所示，上述菱形结构工作段1与矩形结构夹持段2的具体设计方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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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两侧矩形结构夹持段2端部分别与菱形结构工作段1中两个相对的夹角A与夹角B

位置相接，且矩形结构夹持段2左右方向的中平分线，与夹角A和夹角B的对角线共线。同时

设计两矩形结构夹持段2与菱形结构工作段1相接侧边之间为圆弧过渡，且设计菱形结构工

作段1另两个相对的夹角C与夹角B为圆弧形。

[0023] 上述菱形结构工作段1上设计有柱面槽101及异形孔102。其中柱面槽101设计于菱

形结构工作段1的正反面上，沿菱形结构工作段1中夹角C与夹角D的对角线设计，且柱面槽

101的两端贯通菱形结构工作段1周向侧壁。

[0024] 所述异形孔102为四个，分别开设于菱形结构工作段1由其两条角平分线所等分的

四个部分上，开设方式相同，具体为：

[0025] 异形孔102为具有三条侧边的三角形结构，各角为圆弧形角；令异形孔102三条边

为a、b、c；则其中，a边与异形孔101所在部分的菱形结构工作段1侧边平行，b边与c边分别与

菱形结构工作段1的两条角平分线平行。通过上述结构的四个异形孔101和菱形结构工作段

1外侧边轮廓共同构成了8根梁结构，分别为：上部左右两异形孔101之间的1号梁，下部左右

两异形孔101之间的2号梁，左部上下两异形孔101之间的3号梁，右部上下两异形孔之间的4

号梁，以及四个异形孔101的a边与菱形结构工作段外侧边间的5～8号梁，如图3所示。这些

梁中，1～4号梁的交汇位置，即整个试验件的中心，为考核位置。

[0026] 上述结构试验件的左右两端采用液压夹持的方式开展疲劳试验，通过试验机的液

压夹头直接夹持试验件两侧的板状夹持段即可，如图4所示。且通过在试验件两端端部设计

螺纹柱3，螺纹柱3的底面与试验件夹持段两侧面间圆弧过渡，通过螺纹柱3与试验机上的螺

纹接头螺纹连接，可实现试验件与试验机间采用螺纹连接的方式开展疲劳试验，如图5所

示。

[0027] 通过单轴疲劳试验机实现对试验件的加载，在柱面槽101及异形孔102设计方式

下，试验件两侧为拉伸载荷F，此时在F力的作用下，如图3所示，3号梁与4号梁上产生了拉伸

主应力σ1；由于5号梁与6号梁对1号梁的压缩作用，7号梁与8号梁对2号梁的压缩作用，在1

号梁与2号梁上产生了压缩主应力σ2，在这两个主应力的共同作用下，在考核位置，即整个

试验件的中心产生了水平方向(左右方向)拉伸、垂直方向(上下方向)压缩的多轴应力状

态，形成典型的拉/压多轴应力状态。

[0028] 本发明试验件中，令试验件左右方向长度为L；整体厚度为B；柱面槽101处具有最

小厚度为B1；夹持段2宽度为H；柱面槽101半径为R；异形孔102的三个圆弧半径分别为R1、

R2、R3；5号～8号梁的宽度为H1，1号梁与2号梁的宽度为H2，3号梁与4号梁的宽度为H3。

[0029] 其中，L、B用于确定试验件外形尺寸，根据试验机与材料坯料确定。R1、R2、R3以及

H1、H2、H3的宽度可根据设计需求设计，具体设计方式为：

[0030] 首先，根据有限元计算确定实际轮盘结构盘心(水平和垂直)的应力比值，即拉伸

主应力σ1与压缩主应力σ2之间的比值，即所设计的试验件中心两个方向应力的比值；则通

过多参数迭代方法，择优或寻优设计B1、R、H1、H2、H3的宽度，需使试验件中心应力比值达到

所模拟的轮盘结构盘心考核点两个方向的应力比；进一步设计R1、R2、R3的半径，R1、R2、R3

对试验件中心位置应力比的影响不大，但需要通过设计R1、R2、R3的半径，以及各圆弧之间

的直线段长度，使危险位置(可能破坏的位置)位于试验件中心位置，而不是异形孔102边缘

处；若当危险位置可能出现在异形孔三个圆弧位置时，适当增大R1、R2、R3半径，会减少其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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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可能性。若当危险位置可能出现在异形孔三条直边位置时，同时调整R1、R2以及H1；或

者同时调整R1、R3以及H3会减少其破坏的可能性。

[0031] 综上本发明设计试验件，产生一个可用于模拟实际结构应力状态的双轴应力，进

而用于结构的强度考核试验，从而缩短设计周期，降低试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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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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