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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钢桥细节基于断裂力学

方法的裂纹扩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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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96；2．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江苏南京210096)

摘要：选取栓焊钢桥3种典型细节(单面盖板搭接节点、不承载角焊缝节点、摩擦型高强螺栓连接节点)，用

FRANC2D，L软件对这3种细节的裂纹扩展进行模拟分析，给出3种细节在单边裂纹和双边裂纹模式下的几何形状因子

计算公式，并得到这3种细节裂纹扩展过程中应力强度因子与裂纹长度的关系，其中，对于单面盖板搭接节点：双边

裂纹的局值要比单边裂纹的墨值略大一些；对于不承载角焊缝节点：单边裂纹的蜀值要比双边裂纹的局值大一

些；对于摩擦型高强螺栓连接节点：单边裂纹和双边裂纹的墨值几本相同。研究的结果可直接用于这3种钢桥细节

的疲劳寿命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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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U441+．7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Crack Exlending Of Three S}teeI Br．dge Deta¨S

Based On FracIu陀MeChaniCS MethOd

cHuN Qi耐，QIU}101w)【iI苷
(1．AIcllitectural Des咖&Re啷rch Imtitme，鼬Ⅱhe鼬t Ullivel商ty，№njing Ji蚰g哪 210096，Clli眦；

2．School 0f civil E畸∞eIing，Southeast UIIiVersity，Nanjing Ji粕铲u 210096，C11im)

Abst隐c【：7nle si眦lhtions of crack extendiIlg of three typical details of bolted and welded steel bridge硫luclirIg
one-side coveriIlg pkte hp joints，non—load—be耐ng fillet wdd joints觚d hi曲一s晚ngtll bolted衔ction—t)1)e j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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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 crack卸d b(坩l sides cmck of these details were pl℃∞nted，肌d the relations bem咖stress inteIlsit)r白ctor and

crack length in tlle process of crack extending were obsen，ed．The I℃sults show t|Iat(1)for one—side eovering plate

l印joints，tlle s吣s iIltensi哆f犯tor(KI)ofb0出sides crack is la增er山an d谢of sinde side cmck；(2)for non—

load—beaIi碍{iUet weld joints，tlle st麟s inte璐畸ktor(蜀)of single side crack is l嘲er than岫of botll sides

cmck； (3)for h讪一gtrengI}I bolted俑ction—type joints，nle stress inte璐畸‰tor(蜀)of single side cIack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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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前言

传统的疲劳分析方法描述的是没有初始裂纹的结

构，在承受交变载荷的作用下，产生宏观裂纹及裂纹

扩展，直至结构断裂的全过程；而断裂力学方法描述

的是具有初始裂纹缺陷的结构，在交变载荷的作用

下，裂纹处于亚临界状态下的扩展规律。基于断裂力

学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个优点：(1)承认初始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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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更符合实际情况；(2)评估的立足点是结构的目

前状况，而不需要考虑结构过去的受载历史。

采用断裂力学方法预测钢桥的疲劳寿命，需要以

下3个条件：(1)初始裂纹尺寸口。；(2)l临界裂纹

尺寸口。；(3)应力强度因子随裂纹尺寸变化的关系

K一口。

由于初始裂纹尺寸D。和临界裂纹尺寸o。相对

容易得出，而应力强度因子随裂纹尺寸变化的关系较

难确定，因此，本文重点研究栓焊钢桥3种典型细节

的应力强度因子随裂纹尺寸变化的关系。

根据应力强度因子手册确定K—o关系仅适合于

一些较简单和常规的构件，不适用于较复杂的构

件⋯。本文采用FRANC2D／L软件对这3种细节的K一

口关系进行研究。

FR ANC2D／L软件是D卸iel Swenson锄d Mark JaⅡles

(1997)怛1在职ANC2D的基础上设计的可分析层结构

(如搭接和胶接节点)裂纹扩展的计算软件，采用了

拓扑数据结构及模块化的设计，具有较强的建模及裂

纹扩展分析能力。软件包括3个部分：前处理模块、

分析模块和后处理模块。FRANC2D／L需满足以下几

个假设：(1)每一层都是一个二维的平面应力或平面

应变的结构；(2)仅仅包括线性的出平面位移或弯曲

效应； (3)层与层之间通过钉单元或胶单元连接；

(4)钉单元是附于两层节点之间的只承受剪力的弹簧

单元，胶单元是连接两层单元之间的均匀承受剪力的

层单元。

在计算应力强度因子时，FRANC2D，L采用了3

种方法：位移相关方法、虚裂纹闭合方法、J一积分方

法【3。]，本文采用虚裂纹闭合方法。在判断裂纹扩展

方向时。FRANC2D／L也采用了3种方法：最大周向

应力准则(d准则)，最大应变能释放率准则(G准

则)，最小应变能密度因子准则(5准则)哺“0|，本文

采用最大周向应力准则。

1 单面盖板搭接节点裂纹扩展模拟

搭接节点在桥梁结构中的钢梁与附加件连接、纵

横梁连接中广泛应用。本文主要对单面盖板搭接节点

在单边裂纹和双边裂纹两种模式下的裂纹扩展进行模

拟研究。图l、图2分别为上下层板网格划分，图3、

图4分别为上下层板z向应力云图，图5、图6分别

为单边裂纹起裂位置及裂纹扩展图，图7、图8分别

为双边裂纹起裂位置及裂纹扩展图。由于每条裂纹有

两个尖端点，分别定义为内点(向内扩展)和外点

(向外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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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上层板网格划分

№．1％diIlg oft叩洳e
图2下层板网格划分

№．2铂diIlg 0flower出e

图3上层板鼻向应力云图图4下层板茗向应力云图

ng．3 S岫s mphogram of t叩№．4 St嘲8肿phogram 0f

pIale ill算directi∞ lower plate缸石direc佰on

图5单边裂纹起裂位置

ng．5 Crack崦叫ti∞0f
sinde side crack

图6单边裂纹扩展过程

啦．6 PrI删on of

of single side crack

图7双边裂纹起裂位置 图8双边裂纹扩展过程

ng．7 Crack堍p嘴ition 0f ng．8 Propag“∞of batll

bat}I siiles crack sicIes cmck

对于单边裂纹，图9、图10分别为内点和外点

裂纹应力强度因子一裂纹长度关系。由图可以看出：

外点扩展速度要比内点扩展速度稍快一些。

通过对计算数据的拟合可得单面盖板搭接节点单

边裂纹内点和外点裂纹的几何形状因子(I型模式，

下同)，分别为：

F=·．04+2．86(詈)一68．85(詈)2+329．39(詈)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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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内点裂纹应力强度因子一裂纹长度关系

隐．9 Relalion between s嘲s intensity缸缸

蚰d cmck lengtIl of inside crack

图10外点裂纹应力强度因子‘裂纹长度关系

ng．10 Behti叩betwe朗sh哪inte心ty缸断
aIld cr∞k length 0f outsjde cn蛇k

，=-．85一·6．49(詈)+94．82(詈)2—97．09(詈)3，
(2)

式中，口为裂纹长度；6为主板宽度。

对于双边裂纹，图11、图12分别为内点和外点裂

纹应力强度因子一裂纹长度关系。由图可以看出：外点

扩展速度也比中点扩展速度稍快一些。

图n 内点裂纹应力强度因子-裂纹长度关系

啦．11 Relali∞bem咖咖嘲inte商t)，kfor
and cmck length 0f inside cmck

单面盖板搭接节点双边裂纹内点和外点裂纹的几

何形状因子分别为：

F：o．95+11．55(詈)一161．84(詈)2+634．39(詈)3，
(3)

，=1．13+3．47(詈)一71．10(詈)2+336．86(詈)3。
(4)

经比较，双边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要比单边裂纹

图12外点裂纹应力强度因子‘裂纹长度关系

ng．12 Relati∞0f s仃ess inte璐时k缸alld
crack lengtll of outside crack

的应力强度因子略大一些。裂纹均起始于焊缝根部，

外点扩展时先偏转一个角度，随后渐渐趋于平直，内点

扩展时几乎一直沿交界面方向，这与试验现象极为符

合。K，开始增长较快，中间一段较为平缓，最后迅速

增长；KⅡ开始有一些变动，随后几乎趋于零。

2不承载角焊缝节点裂纹扩展模拟

不承载横向角焊缝节点在桥梁结构中的箱形杆件

隔板处、板梁腹板与竖向加劲肋的横向连接中广泛应

用。本文主要对这种节点在单边裂纹和双边裂纹两种

模式下的裂纹扩展进行模拟研究。图13、图14分别

为加劲板和主板网格划分，图15为主板石向应力云

图，图16、图17为单边裂纹起裂位置及裂纹扩展图，

图18、图19为双边裂纹起裂位置及裂纹扩展图。本

文采用等效刚度的方法来模拟不承载角焊缝节点的断

裂力学问题。

羹
皿

图13不承载角焊缝节点加劲板网格划分

№．13岛ding ofadditjve plate of non．be面ng

6儿ef weldjo加t

图14不承载角焊缝节点主板网格划分

№．14秭diflg ofl∞d．be鲥ng phlte 0f

no旷beariflg{iUet骶ld joiIlt

图20为单边裂纹模式下的裂纹应力强度因子一裂

纹长度关系，图21为双边裂纹模式下的裂纹应力强

度因子一裂纹长度关系。

O

O

O

O

O

O[0

巧

加

"

m

5

O

j

一竺Ⅲ．￡苫)／卜日型幕

6

4

2

O

8

6

4

2

O

2

4

6

一￡九Eb‘至)，一日赵最

O

O

O

O

0

O

O

"加b

m

5

o巧

一_『lⅢ．Bd兰)，一日型磊

O

O

O

0

00

O

加

b

m

5

O

5

^竺uh芒至)／卜殴型颓

 万方数据



100 公路交通科技 第25卷

图15不承载角焊缝节点主板z向应力云图

№．15‰明noph唧m 0f load一蛔Ilg plate 0f

∞n-be鲥Ilg fiUet weld joim in髫direction

图16不承载角焊缝节点单边裂纹起裂位置

№．16 CRIck咄p嘴iti∞of single side c眦k 0f

non-beariIlg伽et weld joim

图17不承载角焊缝节点单边裂纹扩展过程

ng．17 h叩agati∞0f single side cmck 0f

non．。beariIlg删et weld joint

图蝎不承载角焊缝节点双边裂纹起裂位置

F电．18 CrackirIg叫tion of bo山sid鹤啪ck 0f

∞n-bearing舢烈weldjoint

图19不承载角焊缝节点双边裂纹扩展过程

№．19 PrDpagati∞of蛐sides crack

0f枷一妊I唱6Uetweldjoim
由图20和图21可以看出：单边裂纹的应力强度

因子要比双边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大一些。裂纹均起

始于主板焊趾边缘，随后向内扩展。两种开裂模式的

裂纹扩展基本为纯I型的。对于单边裂纹模式，Kt刚

开始时先下降，随后就开始增长，增长速度逐渐变快，

KⅡ一直在零附近波动。对于双边裂纹模式，KI先缓

慢下降，然后再缓慢增长，KⅡ一直在零附近波动。

图加单边裂纹应力强度因子·裂纹长度关系

F毡．加 Relation between吕tress irIIe鹏时缸m
肌d crack kn8t11 0f sifI出side crack

一 +局 ◆

一 +‰ ／
／：X_＼筋卢

!o缸o．高“川2Ⅵ16 o．吣P缸00
裂纹长雇／m

图2l双边裂纹应力强度因子一裂纹长度关系

ng．2l Relati∞betw傥n st嗍s inte璐时丘lctor

肌d crack leng山of bo山sid∞crack

通过对计算数据的拟合可得不承载角焊缝节点单

边裂纹和双边裂纹的几何形状因子，分别为：

F=·．·3—5．4，(詈)+，3．07(詈)2—8．69(詈)3，
(5)

F=o．99—7．66(詈)+20．·9(詈)2一，·．80(詈)3，
(6)

式中，n为裂纹长度；6为主板宽度。

3摩擦型高强螺栓连接节点裂纹扩展模拟

摩擦型高强螺栓连接节点在桥梁结构中的钢梁与

钢梁、钢梁与节点板连接中广泛应用。本文主要对这

种节点在单边裂纹和双边裂纹两种模式下的裂纹扩展

进行了模拟研究。图22～图24分别为上层板、中层

板和下层板网格划分，图25一图27分别为上层板、

中层板和下层板省向应力云图，图28、图29为单边

裂纹起裂位置及裂纹扩展图，图30、图31为双边裂

纹起裂位置及裂纹扩展图。

图32为单边裂纹模式下的裂纹应力强度因子一裂

I一一——一——～|||ii}|llillli；|；l；||llli；lil!ll麟
图22上层板网格划分

心．22 cfidiIlg 0ftopph比

帅鲫加∞如∞如加m

0m加
一竺Ⅲ．芒至一、m丑毯嚼rr趟

∞∞如加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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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中层板网格划分

啦．23嘶diIlg of rIli础e plate燃l
图24下层板网格划分图

I电．24嘶diIlg ofh旧山e

图签上层板并向应力云图

l龟．25 S【re鹋neph0|乒口0ft叩pIale in并di砌撕硼

图26中层板z向应力云图

ng．26 Stre龉Ⅲ币hog舢0f rrIiddle plate ill算抵ti叽

图27下层板z向应力云图

F龟．27 Stress rl印ho卿n of lower phte iIl石dir佻ti∞

图荔单边裂纹起裂位置

F龟．缟Cmck堍position of sir】gle si(1e cmck

图拶单边裂纹扩展过程

F龟．29 Propa吕ation of sinde side cmck

纹长度关系，图33为双边裂纹模式下的裂纹应力强

度因子一裂纹长度关系。

f 35

E 30

芒25

圣20

豁
鹱 5

图30双边裂纹起裂位置

№．30 Cracking p画tion 0f bat}l sides c瑚础

图31双边裂纹扩展过程

ng．3l Pr叩agati∞of bolll sides cmck

18

裂纹长度／m

18

图33双边裂纹应力强度因子一裂纹长度关系

ng．33 ReM0n be|：ween舳s ime璐时k断
and cr∽k length 0f both sid船crack

由图32、图33可以看出：单边裂纹和双边裂纹

的墨值几本相同。裂纹起源于中层板第1排螺栓边

缘。两种开裂模式的裂纹扩展基本为纯I型的，K。

刚开始时先下降，随后就开始增长，增长速度逐渐变

快，KⅡ一直在零附近波动。

通过对计算数据的拟合可得摩擦型高强螺栓连接

节点单边裂纹和双边裂纹的几何形状因子，分别为：

F=1．52—18．39(詈)+93．60(詈)2—147．77(詈)3，
(7)

F=1．5l一17．39(詈)+84．82(詈)2一129．17(詈)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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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口为裂纹长度；6为中层板宽度。

4结语

本文采用删C2D／L软件对3种细节的裂纹扩
展进行了模拟分析，给出了3种细节裂纹的几何形状

因子计算公式，得出了这3种细节裂纹扩展过程中应

力强度因子与裂纹长度的关系：

(1)对于单面盖板搭接节点：双边裂纹的应力强

度因子要比单边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略大一些。裂纹

均起始于焊缝根部，外点扩展时先偏转一个角度，随

后渐渐趋于平直，内点扩展时几乎一直沿交界面方

向。墨一开始增长较快，中间一段较为平缓，最后

迅速增长；KⅡ开始有些变动，随后几乎趋于零。

(2)对于不承载角焊缝节点：单边裂纹的应力强

度因子要比双边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大一些。裂纹均

起始于主板焊趾边缘，随后向内扩展。两种开裂模式

的裂纹扩展基本为纯I型的。对于单边裂纹模式，墨

刚开始时先下降，随后开始增长，增长速度逐渐变

快，KⅡ一直在零的附件波动。对于双边裂纹模式，

K。先缓慢下降，然后再缓慢增长，KⅡ一直在零附近

波动。

(3)对于摩擦型高强螺栓连接节点：单边裂纹和

双边裂纹的蜀值基本相同。裂纹起源于中层板第1

排螺栓边缘。两种开裂模式的裂纹扩展基本为纯I型

的，K。刚开始时先下降，随后开始增长，增长速度

逐渐变快，KⅡ一直在零附近波动。

这3种细节的裂纹扩展模拟均与试验现象极为符

合。

参考文献：

Re他n既la嗒：

[1] 中国航空研究院．应力强度因子手册[M]．北京：科

学出版社，1993．

Avimion Im【【itution 0f CIli眦．H舢ldb∞k 0f St啷8 Int即sity Fk．

t∞[M]．BeijirIg：science Pre陷，1993．

SWENs0N D，JAMEs M．FRANC2D／L U暇’s伽de，Ver-
si伽1．4 M 1．Kans舾state UIliversity。2003．

PE砌弦N．Fr∞tum MecharIics【M]．New Yc^：l(1uwer Aca-

deIIlic PL“ishe瑁．2004．

nSHER J W．蹦g呻alld FractlI地irI S“拟：C丑酡StIldi鹤

[M]．N洲YbrI【：Wiley，1984．

ANDERsON T L．Fr扯tuIe Mech肌ics[M] ．1h嬲：CRC

Press．19914．

BOUCHARD P O，BAY F，CHASll丑，Y．Nu|r-erical MoIdeling

0f Crack Propa=酬ion：Aub唧鲥c Rerne8hillg aIld c0叫Ⅺds∞0f

嘶删衄劬[J]．娜t．Me蛐Appl．懒．E啷．，
2010B．192：3 887—3 908．

fD舳IAN R G， 酬EY V E， ENGLE R M．Nu眦dcal

AIlaIysis 0f Cnlck PrlDpagation irI Cyclic．L舳ded snuctu陀[J]．

J01唧a】0f Basic En咖eeriIlg，1967，朗：459—464．
KI．ESNⅡ．M，LIⅨAS P．Rate 0f Growtll 0f蹦gue CmcI(s Cel．

cuhted缸蛆t}le neon，0f№nitesirnal Dislocatio璐DistrihI皎I

叩a Plam[J]．Inten】ational J01lma】0f FractIl陀Mec}la面cs，

1972．2：149—153．

SWⅡ叩T．Da瑚ge Toler蛐ce iIl Pr嘲删zed Fuselag曙[C]，／

1l屺l 1出Plame眦MelTIorial stmctu弛PIe鸵nted址ll砣14山

SvlIIDosi哪of山e Inte订lational Committee∞AeromuticaI Fh．

ti靴11eld in O姐憾．camda：1987：189一195．

毛成，邱延峻．沥青混凝土复合型裂纹扩展行为数值

模拟[J]．公路交通科技，2006，23(10)：20—24．

MA0 cheflg，QIu Y抽一j叽．Nu腓rical sirnul芒血n 0f Com-

pound C眦k hDpagali叽Beh“or 0f Asphah concrete[J]．

J叫蒯0f Hig}1way al-d 7I'腓ponati∞Re暇眦h and嘶elop．
n地nt，2006，23(10)：20—24．

纠

列

钔

列

础

"

引

卯

m

r；rL
rL

rL

rL

rL

r【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