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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I 

 

摘    要 

 

环件轧制是通过环件轧制设备使得环件壁厚减小、直径扩大、截面轮廓成形

的一种塑性加工工艺。作为环件轧制成形模具，芯辊工作环境恶劣，受交变载荷

作用，极易发生疲劳失效，是环件轧制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失效零件。芯辊是辗环

机上的重要设备，也是易损耗部件，芯辊寿命的长短直接影响其制造成本和效率。 

本文以某环件制造企业 5CrNiMo 断裂芯辊为研究对象，开展了断裂失效分析、

环件热辗扩成形工艺分析、疲劳寿命计算和疲劳裂纹扩展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

如下： 

①借助断口分析技术，通过化学成分析、硬度检测、金相分析和扫描电镜检

查等理化分析手段对断裂芯辊进行失效分析，分析芯辊断裂失效原因和失效机理，

确定芯辊的断裂模式为疲劳断裂。 

②在 ABAQUS/Explicit 环境下建立环件闭式径轴向轧制有限元模型，对环件

成形过程进行分析优化，分析其等效应力分布和等效塑性应变分布状态，同时获

得芯辊的不同部位的应力、应变分布规律，为后续的疲劳寿命分析打下基础。 

③在环件轧制成形有限元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获取 5CrNiMo 的 S-N 曲线，提

取芯辊的载荷谱，在 MSC.Fatigue 平台上进行芯辊的全寿命仿真分析，研究应力补

偿方法、加工方法和表面处理方法等因素对芯辊疲劳寿命的影响，研究提高芯辊

疲劳寿命的方法。 

④根据线弹性力学的相关理论，研究芯辊的疲劳裂纹扩展。在 FRANC3D 下，

计算三维厚板半椭圆形表面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其结果和经典理论界最大误差为

0.31%；在 FRANC3D 上对芯辊疲劳裂纹扩展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疲劳裂

纹尖端的三种应力强度因子的关系为KⅠ> KⅡ> KⅢ，研究了芯辊疲劳裂纹扩展过程

中裂纹形状、裂纹路径和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长度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芯辊，环件热辗扩，断裂失效，疲劳寿命，裂纹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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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ng rolling is a kind of plastic forming process which can make the thickness of a 

ring decrease, the diameter increase and the cross section profiled through the ring 

rolling equipment. As the forming mold of ring rolling,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is bad, 

subjected to cyclic loading, it easily occurs to fatigue break. It is the main failure 

production of the process of the manufacture of ring rolling. The core roller is the 

important part of the ring rolling machine and loss part, the lifetime of core roller 

directly influence the manufacturing cost and efficient. 

The 5CrNiMo core roller of specific business in Guiyang is applied as the research 

target. The fracture failure analysis, the analysis of the hot rolling ring forming process, 

the fatigue life calculation and fatigue crack propagation are carried out, the research 

contents are as follows: 

① The fracture failure analysis of core roller is carried out with the help of the 

fractography analysis technology which is mainly consisted by chemical composition 

analysis, hardness test, metallographic examination and SEM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failure mechanism is fatigue crack. 

② Based on ABAQUS / Explicit, a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closed radial ring 

rolling was established, the process of forming of ring rolling is optimized. The force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and the stress and strain distributions of the different regions of 

core roller is acquired. 

③ On the basis of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the core roller, the S-N curve of 

5CrNiMo and load spectrum of the core roller, the whole life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core roller is carried out with the help of the MSC.Fatigu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tigue total life and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loading scale coefficient , the way of 

machining, and the method of surface treatment, performances of material have been 

analysised. 

④ According to the linear elastic mechanics theory , crack propagation analysis of 

the core roller is analysised. The Von Mises stress near the crack tip is compared against 

the yield strength of the material. The Mode I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is compared against 

the material’s fracture toughness. The fatigue strength of the structure is recommended 

to be assessed in the future. 

 

app:ds:fatigue
app:ds:break
app:ds:manufacture
app:ds:ac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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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引言 

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迅猛发展，环件热辗扩成形技术在航空、航天、能源、

船舶、机车等领域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环件热辗扩成形工艺的精度和效率直接影

响了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其应用地位更是非同寻常。其成形技术满足了精确、

节能、高效和数字化制造要求，已基本上取代了自由锻等传统生产工艺，是无缝

环件的主要成形技术[1]。 

本课题是重庆大学材料成型研究所与贵州某环件生产厂家开展的项目，主要

问题是环件轧制生产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芯辊疲劳断裂和使用寿命较低。由于芯辊

疲劳断裂和寿命低严重制约了环件生产，进而影响到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因此，

有必要对环件成形工艺和芯辊寿命偏低的问题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找出问题所

在，提高芯辊使用寿命，提高材料利用率和生产率，大力发展绿色成形塑性加工

技术。   

 

1.2 环件轧制技术国内外研究现状 

19 世纪中叶，铁路的高速发展促进了环件辗扩技术的迅猛发展。火车的铸铁

车轮无法满足高速重载对的使用要求，于是人们在火车上装备性能更好地、可更

换的钢铁轮箍。随后，环件轧制技术不仅在火车轮箍、火车车轮生产中得到了广

泛应用，在航空航天、石油化工及其他工程机械中也逐步得到了推广应用。环件

辗扩技术在我国起步较晚，1950 年左右应用于生产轴承环。现在，环件辗扩技术

慢慢成为环形机械零件加工的先进加工方法之一[2]，并向着以下几个方向迅速发

展。 

1）大型环件轧制技术 

现在生产直径大于 2000mm 的大型环件更多的采用环件轧制工艺。马架扩孔

工艺被环件轧制工艺代替，主要是由于后者的工艺环件尺寸精度低、劳动强度大、

加工余量大和生产效率低等缺点。在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法国、日本等

国家，安装直径 2000mm— 10000mm 环件轧制设备的数量增加很迅速，我国从

德国引进轧制环件直径 3000mm— 5500mm 的设备。 

2）精密环件轧制技术 

现在精密轧制环件的直径尺寸精度为 1/1000，主要是由于轧制精度和轧制技

术的迅速发展。它们的迅速发展主要是由于环件轧制过程测控系统的发展和制坯

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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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速环件轧制技术 

环件轧制的生产率和速度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是由于环件轧制设备自动化

技术水平和轧制设备上下辅助材料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在小型轴承轧制

的自动化生产线上，生产率约为 300 件/h-1000 件/h。并且还实现自动生产，主要

体现在下料、加热、制坯、轧制等工艺过程。  

4）柔性环件轧制技术 

由于柔性环件轧制设备具有工作参数快速调节和轧制孔型快速变换的特点，

使得这种设备在多品种、小批量、多规格等环件轧制生产方面受到较大的重视。

现有柔性环件轧制设备，变化孔型时间约为 1.5h-2h，适合小批量的轧制生产。其

中环件质量为 20Kg—100Kg，直径为 250mm—900mm，数量每批 50 件。 

5）复杂环件轧制技术。 

一般环件轧制所生产的环形零件的截面是矩形或者近似矩形。对于复杂截面

的环件进行轧制生产的时候，首先把截面简化成近似截面，再机械切削加工处理。

但这会使机械加工量增大，并且造成环件材料的浪费，由此人们高度重视复杂截

面环件的轧制生产。合理设计轧制孔型和优化毛胚，可以使复杂环件直接成形轧

制生产。 

6)特种合金精密轧制技术。  

随着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航空航天发动机的机匣、密封环、安装边等环件

大量采用高合金化的铝合金、耐热耐蚀不锈钢、钛合金、高温合金，环件呈现出

变形抗力大、流动性差、加工工艺窗口窄的特点，而且环件的组织性能要求高，

贵重金属的价值高，因此对于特种合金精密轧制工艺技术的发展需求十分迫切。 

环件轧制工艺通常是以锻锤—轧环机、平锻机—轧环机、锻锤—压力机—轧

环机等设备配置在一起组织生产，与传统的环件自由锻造工艺、环件模锻工艺具

有较好的技术经济效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环件精度高、加工余量小、材料利用率高。轧制成形的环件几何精度高

与模锻环件相当，制坯冲孔连皮小，而且无飞边材料消耗。与环件自由锻工艺相

比轧制成形环件精度大为提高，加工余量大为减少。 

（2）环件内部质量好。轧制成形的环件，内部组织致密，晶粒细小，纤维沿

圆周方向排列，其组织性能、耐磨性和疲劳寿命明显高于其他锻造和机械加工生

产的环件。 

（3）设备吨位小、投资少、加工适用范围大。环件轧制变形是通过局部变形

的积累而实现环件变形的。与整体模锻变形相比，环件轧制变形力大幅度减小，

因而轧制设备吨位大幅度降低，设备投资大幅度减小。一般的环件轧制设备加工

的环件尺寸范围较大，所以加工的环件质量最大直径与最小直径相差 3 倍~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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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重量与最小重量相差数十倍，这是其他的加工设备难以达到的。 

（4）生产率高。环件轧制设备的轧制速度通常为 1m/s~2m/s，轧制周期一般

为 10s 左右，最小周期已达 3.6s,最大生产率已达 1000 件/h，大大高于环件的自由

锻造和模锻生产率。 

（5）生产成本低。环件轧制具有材料利用率高、机加工工时少、生产能耗低、

轧制孔型寿命长等综合有点，因而生产成本低。德国制造 3500mm×110mm×90mm

的碳钢环件，自由锻比轧制生产成本高 77%；苏联统计，环件轧制与自由锻相比，

材料消耗降低 40%~50%，生产成本降低 75%。 

1.2.1 环件热辗扩有限元技术发展现状 

针对复杂的热辗扩成形工艺过程，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基于有限元法的成形工

艺的描述和数值模拟[3-6]，但是缺乏考虑对材料变形和热传递控制的影响。欧新哲

基于 DEFORM-3D 平台，研究了环件热辗扩温度场和应变场分布的分布特征及成

形规律，后来集成了环件热辗扩有限元计算模型和 40Cr 钢的微观组织演变计算模

型，实现了环件热辗扩过程的传热、变形、和微观组织演变的模拟[7]。王敏研究了

大型环件热辗扩成形过程中各工艺因素对宽展的影响规律，指出稳定轧制阶段，

在环件的径向方向上，根据进给量分布比例最大等效塑性应变出现在环件的内表

面或者外表面，而最小等效塑性应变则出现在中间层；最高温度产生在环件内层

或者外层的内部，而最低温度则是在环件内表面或者外表面或者中间层的端面；

利用 VUMAT 子程序研究了大型钛环热辗扩成形的微观组织演变并进行实验验证
[8-9]。Z.W. Wang 等在用有限元模拟时，采用了一种自修正程序实时控制导向辊和

端面锥辊的运动，提出了优化的目标函数节省了轧制时间实现了矩形截面的径轴

向轧制，并与实际结果吻合较好。Anjami 等建立了热辗扩成形的三维刚粘塑性有

限元模型，并基于稳定的环件成形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数值模拟，分析了成形辊的

应力应变分布、温度场的分布等变量的尺寸效应[10]。Lim 等基于弹塑性有限元法

对矩形和 V 型截面环件热辗扩过程进行了三维热力耦合模拟分析，分析了环件的

应力、应变、温度和宽展等变量[11]。解春雷等研究了环件轧制过程中热力耦合动

力有限元仿真的控制方法，阐述了显示刚粘塑性动力有限元的计算方法，编制了

环件热轧限元数值仿真程序 H-Ring，在此基础上利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环件热

轧过程的金属流动规律，总结归纳了环坯形状、尺寸、轧制加载速度和温度等对

环件轧制工艺性能和生产效率的影响[12-14]。G. Zhou 基于 Abaqus/Explicit 建立了热

力学与力学耦合的弹塑性有限元模型，分析了轧辊尺寸对径轴向轧制工艺的影响，

为实际生产中径轴向环件轧制的轧辊尺寸的设计与优化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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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环件精密轧制技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由于碾轧环件在综合使用性能和制造成本等方面的优势明显突出，在航空航

天领域中的高性能环件零件毛坯的主要来源就是碾轧环件。目前，环件碾轧技术

是用来制造具有高性能精密环件的首选工艺，是自动控制技术、零件制造技术、

轧制技术和材料科学等学科相互交叉的先进制造技术。美、德、俄、英、日、法

等工业发达国家均大量装备了不同类型和规格的环轧生产线。当前，环件辗扩技

术正向着大型化、精密化、自动化、数字化、柔性化等几个方向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德、俄、英、法等国家均采用环件精密碾轧技术生

产出高质量的航空发动机机匣、涡轮机匣、燃烧室、密封环、安装边等精密环

件，为现代高性能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发达国家还根据了

发动机用典型材料的热加工工艺特性，大力开展了环件轧制基础理论、过程控制

技术以及环件组织控制技术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形成了适应各自材料的体系的特

点的典型材料变形特性数据库和典型环件轧制工艺数据库。国外航空航天用高性

能环件精密轧制技术的发展突出表现在环件质量、环件轧制工艺和轧环设备与过

程控制技术等方面。环件质量方面，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精密轧制技术实现了环

件的小/无余量近/净成形，材料利用率达到了 25%-30%。环件轧制工艺方面，由

于环件辗扩成形的特殊复杂性，各发达国家均大力开展了环件轧制过程的运动

学、动力学、材料流动规律等环件辗扩基础理论方面的系统研究。径-轴双向轧制

是国外近年来采用过的一种先进的环件精密轧制技术。径-轴双向轧制技术的关键

是双向变形量的分配、坯料设计和轧制曲线的确定。Wagner 公司根据环件材料变

形特性和环件截面形状的不同来确定适合的轧制曲线和坯料形状，从而生产出高

精度的异性截面环件。国外先进的环件制造厂商均广泛采用有限元等数值模拟技

术对环件轧制过程及制坯过程进行全过程的数值仿真，揭示不同工艺条件对轧制

过程和环件质量的影响，优化工艺参数和坯料设计。轧环设备与控过程制技术方

面，Wagner 公司开发了 ROLLTECH 系统。该系统内置了包含 200 多余种常用金

属材料的物理参数和轧制参数范围，并包含了由Wagner公司根据其多年环件生产

经验开发的环轧工艺设计专家系统。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环件最终尺寸和材料类

型，自动完成材料数据调取、轧制温度确定、原材料定额计算、坯料设计、制坯

工艺设计、轧制曲线生成、轧制过程参数设置、模拟轧制演算等轧制工艺设计全

过程，并自动生成设备控制用 CNC 文件。 

我国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应用环件辗轧技术生产航空发动机机匣和轴承

环、齿轮圈等环件，并逐渐形成西南、华中、华东等几个环件轧制专业化生产基

地。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我国的环件辗轧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迄今，已

成功交付各类航空发动机环件近万件，为我国服役飞机和发动机的研制生产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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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贡献。但是，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目前尚存在一定差距。 

1 加工余量大，材料利用率低 

我国目前的航空发动机用环件的材料利用率一般为 3%~10%，个别精化环件

也仅达到 15%左右，与国外环件精密轧制 25%~30%的材料利用率相比存在明显差

距。既增加了生产成本和材料消耗，又难以保证环件流线的完整性和合理分布。 

2 环件精化精度，冶金质量的稳定性不易控制 

我国目前生产的环件大多数为矩形或简单异形截面环件，尺寸精度约为环件

径向尺寸的 1%~2%，相当于国外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水平。同时，翘曲、折

叠、缺肉等流动缺陷以及各种原因的冶金缺陷时有发生，冶金质量的稳定性不

高。 

3 径—轴双向轧制技术的研究与工程化研究尚有不足 

我国目前在进行环件轧制工艺设计时，仍沿用传统的坯料与环件的等高度设

计，因而在轧制过程中主要进行径向轧制，轴向轧辊仅仅起校形作用，难以获得

径—轴双向轧制那样均匀充分的变形。对于那些组织性能敏感性强的难变形材

料，均匀充分的变形是保证环件冶金质量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广泛开

展径—轴双向轧制方面的工程化研究，而国外对此项技术中的关键技术又严格保

密，因而我国在径—轴双向轧制技术基础和应用研究等方面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

存在差距。在环件质量上表现为某些难变形材料环件的性能波动大，环件质量的

稳定性不易控制等。 

应该指出的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引进了具有当前国际先进水平的径-轴双向数

控环轧机，国内环件精密轧制的设备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在此基础上，相关单

位积极开展了多项难变形材料环件精密轧制技术的尝试和工程应用，并探索了极

限条件下环件精密轧制的工艺控制技术，成功生产了多种达到当前国际先进水平

的高温合金和钛合金精密环件。 

 

1.3 疲劳断裂国内外研究现状 

美国试验与材料协会（ASTM）给疲劳所做的定义为：“在某点或某些点承受

扰动应力，且在足够多的循环扰动作用之后形成裂纹或完全断裂的材料中所发生

的局部的、永久结构变化的发展过程，称为“疲劳” [15]。疲劳裂纹通常起源于部

件的表面，裂纹主要沿主滑移系方向以纯剪切的方式扩展。这是第一阶段的裂纹

长大。之后经过一个过渡时期，第二阶段的裂纹开始沿着所加应力的法向长大。

最后，裂纹长大变的不稳定并且断裂。图 1.1 是这两个阶段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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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多晶体金属裂纹形成和长大的示意图 

Fig1.1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crack formation and growth in polycrystalline metals 

 

以金属材料为主的材料疲劳研究已有 160 多年的历史，回顾材料疲劳研究的

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疲劳研究发展的每一关键阶段几乎都与机械装备的断裂事故

及其分析有关。第一个有详尽文字记载的有关金属疲劳的研究工作是在 1842 年法

国凡赛尔附近的铁路发生事故以后进行的[16]。通过对这一事故的分析和随后的研

究，人们认识到应力集中所具有的危险性，提出疲劳的“晶化理论”即材料的微观

结构发生“晶化”是导致最终疲劳破坏的原因。德国的工程师 Wöhler 对火车车轴多

次发生断裂进行系统研究。他发现，在循环载荷的作用下，钢性车轴强度远远低

于静载强度；并提出了利用应力幅—寿命（S—N）曲线来描述疲劳行为的方法，

定义了耐久极限和疲劳极限。20 世纪 50 年代初，第一批喷气客机（彗星号）接连

发生失事，这是由于在设计时缺乏针对飞机机体结构完整性的认识，结构使得座

舱疲劳破坏，从而引起飞机发生失事 [17]。这些事故使设计师把疲劳强度设计放

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同时引起了人们对低周疲劳的认识。 

在工程机构和机械设备中，疲劳失效的现象极为广泛，它遍及每一个运动的

零部件。绝大多数零部件承受的应力是周期变化的，如各种发动机曲轴、齿轮、

弹簧、涡轮叶片、钢轨、飞机螺旋桨以及各种滚动轴承等，据统计引起这些零部

件发生损坏的原因， 80%以上是疲劳断裂。甚至看上去是静止的零部件，只要它

承受反复作用的载荷，就会导致疲劳断裂的发生。当疲劳断裂发生时，静载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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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强度极限或弹性极限大大高于最高应力。材料的本质决定了对静负载荷抗

力，但在动载荷的作用下，对形状、尺寸、外界环境、表面使用条件状态等非常

敏感。疲劳抗力还受到加工过程的影响。相较于静载荷，材料抗疲劳损伤性能受

到材料内部微观、宏观的不均匀性的影响要大一些。在零部件受到弯曲载荷扭转

应力的情况下，此时表面应力最大。疲劳抗力受表面的光洁度、缺口、腐蚀、刀

痕、脱碳和氧化等影响较大，这使得疲劳断裂的机会增加。 

疲劳断裂失效在断裂反生之前无明显的宏观塑性变形，断裂没有预兆，由此

引发的后果是严重的，可能导致经经济损失巨大和社会损害严重。由于疲劳包含

多种学科的研究分支，在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方面提供大量的提供多种多样的现

象。在疲劳断裂的研究方面，努力研究材料疲劳抗力的新方法和提出防止疲劳损

伤的新举措，对于国民经济和国防技术都有重大意义。 

1.3.1 疲劳寿命及疲劳裂纹扩展研究 

疲劳寿命是材料在疲劳破坏前所经受的规定应力或应变的循环次数[18]。疲劳

寿命的研究一直贯穿于整个疲劳问题的研究历程。疲劳寿命研究是当前各国工程

技术人员密切关注的课题之一，然而，现在机械设备或构件的工作载荷往往比较

负责，精确预测疲劳寿命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尚未有十分精确的

计算方法，所以亟需找出一种较为精确的疲劳寿命预测方法。 

从原理上看，疲劳寿命预测技术和方法分为互有关系的三类：一是基于物理

模型的寿命预测技术和方法；二是基于断裂力学的寿命预测技术和方法；三是基

于系统工程的寿命预测技术和方法。 

狭义上进行划分，寿命预测可分为全寿命预测和剩余寿命预测，全寿命预测

往往指的是系统或者构件的定寿，是利用各种疲劳寿命预测理论和方法开展的寿

命给出方面的研究，而剩余寿命预测一般指在役零部件或具有一定裂纹或缺陷零

部件仍可使用的时间。 

剩余寿命预测需要由实验室或现场收集的数据包括载荷、环境条件、强度试

验、寿命试验等来预测零部件或系统在现场实际使用条件下仍能使用的技术和方

法。它在工程技术方面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技术领域，对零部件的定寿、延寿来说

是一项关键的基础研究。 

疲劳失效在现实中屡见不鲜，特别是随着机械向高速、高温、和大型复杂化

方向发展，使用环境恶劣，随机因素增加，疲劳失效更是层出不穷，因而引起人

们对疲劳问题的极大兴趣，机械制造业一直关注对产品进行抗疲劳设计。 

1847 年德国人 A.沃勒最先用旋转轴疲劳试验机系统的研究了疲劳现象，提出

了 S- N 疲劳寿命曲线及疲劳极限的概念，奠定了疲劳破坏的经典强度理论基础[19]。

当今工程应用中，局部应力应变分析法和名义应力法依然是最常见的抗疲劳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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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之一，主要通过疲劳试验获取材料的 S-N 曲线作为寿命计算的依据。后来研

究人员通过金相显微镜研究金属微观结构,从而研究其疲劳破坏机理,发现裂纹的

产生和扩展疲劳破坏的根本原因是裂纹的产生和扩展。20 世纪 20 年代初，Griffith

研究了玻璃平板的脆断问题，并从能量观点提出裂纹失稳扩展的条件：如果裂纹

扩展释放的弹性应变能克服了材料阻力所做的功，则裂纹失稳扩展[20]。1945 年

M.A.Miner 提出了变幅载荷作用下的疲劳损伤累积方法和判据，使变幅载荷作用下

的疲劳寿命预测成为可能[21]。20 世纪 50 年代，诞生了断裂力学，它建立在裂尖应

力场强度理论的基础之上，断裂力学主要研究含宏观裂纹体的变形以及裂纹的扩

展速率，用损伤容限设计方法预测寿命。1963 年，P.C.Paris 推出关系式 Paris 公式

（ ( )mda C K
dN

 ）可用断裂力学的方法表达裂纹扩展规律。这在疲劳破坏的研

究中作为估算裂纹扩展寿命的新方法，成为 20 世纪设计疲劳强度的主要发展方向
[22]。近二十年，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即损伤力学理论，它是由研究损伤的材料结

构性质以及在变形过程中损伤的演化发展规律演化而来。1963 年，Rabothnov 提出

了关于损伤因子的概念 
[23]。1977 年，Jahnson 等人提出损伤力学[24]。近几十年，

损伤力学得到了长足发展，它包括细观损伤力学、连续损伤力学基于细观的唯象

损伤理论(宏细观结合理论)。损伤力学是断裂疲劳破坏的拓展和补充，有望成为研

究寿命预测和分析工程结构疲劳破坏的力学分析手段。研究物体由损伤至断裂破

坏过程的力学规律，并与断裂力学一起构成疲劳破坏理论或破坏力学的主要框架。 

从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开始，人们就利用适当的载荷参量来描述裂纹扩展速

率[25]。Paris 等提出用断裂力学的方法来描述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以来，已经有大量

的关于疲劳裂纹扩展方面的研究。疲劳裂纹的微观模式后材料的滑移特性、微观

组织特特征尺寸、应力水平及裂纹尖端塑性尺寸等的强烈影响。很多研究人员研

究了疲劳裂纹扩展的微观机理。在疲劳裂纹扩展第二阶段的断口上经常出现疲劳

条带。疲劳条带是一系列的相互平行的裂纹，条带的法线方向与裂纹局部扩展方

向一致，疲劳条带间距单调递增或递减。人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理论模型来解释疲

劳裂纹扩展第二阶段扩展及疲劳条带的形成，其中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是 Laird 提出

额裂纹尖端塑性钝化模型：每个循环载荷中疲劳裂纹向前扩展一段距离是由裂纹

尖端塑性钝化引起的[26]。Neuman 提出了疲劳裂纹扩展的裂尖滑移模型[27]。20 世

纪 70 年代初，Elber 首次提出了裂纹闭合效应及其与疲劳裂纹的关系[28]。70 年代

末到 80 年代中叶，很多研究人员将疲劳裂纹闭合的引入到裂纹扩张的描述中，提

出了很多裂纹闭合机制[29]。 

在一般情况下，在断裂力学或材料强度科学的方面，裂纹的存在，是导致零

部件失效、结构及工程中各类重大事故的根源。所以了解各种裂纹现象及其扩展、

明确失稳扩展的条件、掌握裂纹扩展的规律和如何控制裂纹的扩展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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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对裂纹的研究可通过数值模拟或各种检测手段的方法。常用的实验检测方法

有声发射检测、无损探伤等。数值方法有有限元法、边界元法、无网格法、扩展

有限元法等。 

1.3.2 计算机数值模拟技术在疲劳断裂中的应用 

结构的疲劳破坏是其主要的失效形式，结构的疲劳强度和疲劳寿命是进行结

构抗疲劳设计、强度校核的重要内容。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有限元技术的发展，结

构疲劳分析方法在各个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出现了多种疲劳分析软件。当今

全球主要的疲劳断裂分析软件有 MSC.Software 公司的 MSC.Fatigue、美国 FAC 公

司的 Franc3D、英国 Zentech 公司的 Zencrack、德国的 Steinbeis TZ 交通中心的

WinLIFE、英国的 Ncode 公司的 FE-Fatigue 和 Nsoft 软件等。上述疲劳分析软件均

可以较好的计算疲劳寿命及疲劳裂纹扩展。由于我国在有限元软件开发起步较晚，

至今尚未没有国产的疲劳分析软件，希望我们在有限元软件技术的不断发展，早

日实现疲劳分析软件的国产化。 

 

1.4 课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芯辊是辗环机上的重要设备，也是易损耗部件。芯辊的工艺质量对环件轧制

的生产具有重大影响：第一，芯辊是模具部件，对环件热辗扩有重大影响；第二，

芯辊的寿命长短直接影响了环件生产的效率和成本的高低。 

贵州某企业是一家专业生产环形件和自由锻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在环形件生

产过程中存在芯辊寿命不稳定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其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主要

的问题是疲劳失效，如图 1.2 所示。 

芯辊寿命与材料、制造技术、冷辗扩工艺及其设备等很多因素有关。本课题

将通过断裂失效分析技术和数值模拟分析技术两个方面解决热轧芯辊寿命短的问

题。首先通过理化实验对断裂芯辊开展断裂失效分析，确定断裂形式、失效机理

和断裂原因。其次是建立芯辊在热辗扩闭式轧制过程中的力学模型在

ABAQUS/Explicit 环境下建立环件闭式径轴向轧制有限元模型，解决计算机模拟中

的复杂接触设置、网格优化设计等关键问题，合理设置导向辊的运动，建立精确、

高效的环件闭式径向轧制有限元分析模型。获得环件热辗扩过程中芯辊的应力、

应变变化规律，为芯辊疲劳寿命分析打下基础。第三，根据前面应力分析结果，

结合 5CrNiMo 材料属性和载荷谱，借助 MSC.Fatigue 平台上进行疲劳寿命分析，

计算芯辊疲劳寿命。最后，在线弹性力学基础上开展芯辊疲劳裂纹扩展研究，计

算疲劳裂纹扩展过程中的三维应力强度因子，研究其疲劳裂纹扩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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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进行的研究工作主要有: 

（1）以断裂芯辊为研究对象，开展断裂失效分析，确定其断裂形式、失效机

理和原因。 

（2）建立环件热辗扩热力耦合有限元模型，分析环件热辗扩过程中坯料和芯

辊的应力、应变分布规律，提取芯辊载荷谱。 

（3）根据上述分析，结合芯辊材料属性和载荷情况，在 MSC.Fatigue 平台上

进行疲劳寿命分析。 

（4）研究芯辊疲劳裂纹扩展，进行疲劳裂纹扩展分析，计算疲劳裂纹三维应

力强度因子，研究其疲劳裂纹扩展规律。 

 

1.5 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 

本课题开展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结合芯辊疲劳断裂失效芯辊，通过化学成分分析、硬度检查、金相分析

和扫描电镜分析等理化手段分析芯辊疲劳失效机理及原因。 

（2）在 ABAQUS/Explicit 环境下建立环件闭式径轴向轧制有限元模型，分析

优化环件成形过程，分析芯辊各个部位的受力情况，获得芯辊不同部位的应力、

应变分布规律,得到芯辊危险部位的应力、应变结果。 

（3）基于有限元计算得到的应力、应变结果，利用 MSC.FATGIUE 软件进行

疲劳寿命的计算与分析，估算芯辊疲劳寿命，研究材料性能参数，载荷比例、表

面加工以及表面处理等诸多因素对寿命的影响。 

（4）根据线弹性力学的相关理论，研究了芯辊疲劳裂纹扩展过程中裂纹形状、

裂纹路径和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长度之间的关系。 

   

 
图 1.2 断裂芯辊 

Fig 1.2 Fracture of the roll core core ro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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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课题可行性分析 

近年来，随着塑性成形数值模拟仿真技术的不断成熟及相关实验平台的成功

建立，有限元分析软件已成功的应用于环件热辗扩成形领域，并直接指导实际生

产过程。当前，国内外众多学者在研制各类矩形、异形环件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

的经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充分表明运用塑性成形有限元模拟技术对此环

件热辗扩成形工艺进行研究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重庆大学材料学院拥有先进的实验设备，如 X 射线荧光光谱仪、X 射线衍射

仪、FEI Nova 400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Gleeble 1500D 热模拟试验机、电子万

能试验机(WDW3100)、洛氏硬度计(TH300)等实验设备，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良

好的试验条件。同时，重庆大学塑性成型研究所在金属材料成形加工和数值模拟

分析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同时也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软硬环境，如先进

的 CAD 平台—三维造型软件 UG、CATIA，弹塑性有限元数值模拟分析 ABAQUS、

ANSYS 等，以及相应的计算机硬件设施等。  

本课题是重庆大学与贵州某环件生产厂家联合开发项目，该公司在各类环件

的开发设计方面有充分的实战经验，曾多次参与国内环件轧制成形领域的重大科

研课题的研究。同时，该公司拥有系统的生产加工设施，能够提供本研究所需的

实验条件及相应的技术支持，这些都是该课题可以顺利开展的强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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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芯辊实验分析与有限元计算方法 

 

选择矩形环件轧制过程中典型疲劳断裂失效的芯辊，通过常规的失效分析手

段进行观察、检测和分析，确定芯辊的基本失效机理及材料组织机构对芯辊疲劳

失效的影响。利用 ABAQUS 软件对矩形环的轧制工艺进行有限元数值模拟计算，

确定芯辊的受力情况以及轧制工艺对芯辊断裂失效的影响。基于 ABAQUS 对芯辊

的应力分析结果，利用 MSC.fatigue 软件对芯辊进行疲劳寿命计算及疲劳裂纹扩展

分析。根据上述断裂失效分析和数值模拟分析探究芯辊疲劳断裂的机理，提出改

进措施和合理化建议。本论文主要分析流程如图 2.1 所示。 

 

实验部分

宏观断口观察

微观断口观察

金相组织观察

化学成分测试

硬度测试断
裂
的
芯

辊

有限元部分

ABAQUS建模

环件轧制模拟分析

疲劳寿命计算

裂纹扩展分析

基本失效模

式及原因

受力及失效

影响因素

疲劳
断裂

机理

改进

建议

相互

印证

 

图 2.1 疲劳断裂失效分析示意图 

Fig 2.1 The diagram of fatigue fracture failure analysis  

 

2.1 芯辊断裂失效相关背景介绍 

芯辊是环件热辗扩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芯辊工作环境恶劣，属于易损耗

部件。芯辊的制造工序、热处理和使用工况都与芯辊的使用寿命有密切的关系。 

芯辊的设计寿命为 3000 件，实际使用寿命为 1500—2000 件。个别使用寿命

极低，仅有 300 件左右。根据工厂对断裂芯辊的统计信息，失效芯辊中仅通过宏

观观察可以确定为疲劳断裂的芯辊达到了 40%（带有疲劳条带和海滩花样）。图 1.2

所示的断裂芯辊，其寿命为 290 件，从宏观断口可以初步断定为疲劳断裂。由于

其寿命极低，在实际生产中造成的危害较大，本文以其为代表性失效案例进行分

析，开展断裂失效分析，研究其断裂失效机理。 

2.1.1 芯辊材料信息 

芯辊材料通常为 3Cr2W8V、5CrMnMo、5CrNiMo，热处理硬度通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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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HRC-48HRC。芯辊在轧制工作时受力情况类似于悬臂梁，加之其径向尺寸又较

小，设计中应进行强度校核。本文中芯辊材料为 5CrNiMo，5CrNiMo 钢含有 w（C）

为 0.5%~0.6%，既能保证淬火后获得一定的硬度，又有较好的导热性和冲击韧度。

镍是 5CrNiMo 钢的主要合金元素，它固溶于铁素体，故能提高钢的强度和韧性，

使钢有良好的淬透性，和耐热疲劳性。铬的作用是提高钢的淬透性、耐磨性和耐

回火性。钼的作用是细化晶粒和减少钢的回火脆性。 

2.1.2 芯辊制造工序 

芯辊是 5CrNiMo 圆棒料锻造、热处理和后续机加工制造而成，芯辊具体的制

造工艺线路如下： 

下料—加热—锻造—检验—红装退火—检查硬度—粗加工—淬火—回火—精

加工—检验—入库。 

2.1.3 芯辊的热处理 

芯辊的热处理对芯辊的硬度和韧性影响很大，合适的热处理工艺是对芯辊良

好使用寿命的保证。5CrNiMo 芯辊热处理工艺主要是红装退火、淬火和回火，具

体的热处理工艺规范如下： 

锻后热处理（红装退火）：加热到 270℃，保温 3-4h，随炉升温到 650℃，保

温 15-16h，空冷。之所以要进行红装退火是因为锻造后的锻模内部存在较大的内

应力和组织应力，硬度较高，不利于进行切削加工，故需要进行完全退火或等温

退火处理。 

淬火：加热到 650℃，保温 6h，然后升温至 850℃，保温 10h，油冷或淬火至

250-300℃。通过淬火，可获得细板条状马氏体为主的混合马氏体组织，其强度、

塑性和韧性，特别是断裂韧度均有大幅度的提高。 

回火：加热到 470℃，保温 11h，空冷。为了保证质量，减少失效，热处理后

硬度应保证在 40-45HRC。锻模在淬火后的内应力比较大，淬火后立即进行回火和

时效处理，可消除内应力，增加韧性，减少变形和开裂的倾向，获得稳定与均匀

的回火托氏体组织，调整模具的硬度。 

 

2.2  实验分析方法 

断裂失效分析的实验分析方法主要指的是断口分析技术。断口分析技术是断

口学研究的技术基础，包括断口的制备保存技术、断口宏观分析技术、断口显微

分析技术（光学和电子）、断口辅助技术、断口定量分析技术等[30-34]。 

2.2.1  断裂失效分析 

针对断裂芯辊，利用失效分析相关知识和方法，探究断裂失效机理，提出预

防再失效的对策和建议。本文中将通过现场调研、收集资料、失效芯辊的结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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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宏微观分析、材料成分分析、力学性能测试和数值模拟分析等流程对断裂失

效芯辊进行分析。 

2.2.2  样品制备 

样品制备主要包括断口样品的制备和金相样品的制备。 

断口样品的制备：经宏观检查后，经断裂源区的断口切割下来，然后进行除

锈处理和丙酮超声清洗去除断口的表面污物。 

金相样品的制备：线切割断裂源区周围的试样，经粗磨、细磨、抛光、浸蚀

等做成金相试样。 

2.2.3  检测分析方法 

① 采用捷克制造的 TESCAN VEGAⅡ可变真空钨灯丝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芯辊断口形貌和表面损伤形貌。 

② 采用日本岛津公司生产的 XRF-1800 X 射线荧光光谱仪测定芯辊化学成

分。 

③ 采用德国制造的 Axiovert200MAT 蔡司金相显微镜观察芯辊金相组织。 

④ 利用布氏硬度计测定芯辊硬度。 

⑤ 在芯辊上截取轴向试样，利用岛津公司生产的 AG-X 10KN 电子万能试验

机测定其力学性能。 

 

2.3 有限元数值计算与分析 

随着大型计算机的出现，有限元数值模拟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由于芯辊工

作环境较为复杂，需要对环件轧制系统进行有限元分析，分析轧制工艺对芯辊断

裂和疲劳寿命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大型有限元分析软件 ABAQUS 对环件热辗扩

成型工艺进行模拟仿真，使用 MSC.fatigue 计算芯辊疲劳寿命和对芯辊疲劳裂纹扩

展进行分析，利用 FRANC3D 研究 5CrNiMo 芯辊的疲劳裂纹扩展，检查裂纹尖端

的应力分布，计算应力强度因子并比较确定芯辊裂纹对材料韧性的影响。 

 

2.4 本章小结 

本章阐述了芯辊断裂失效的研究思路，介绍了失效芯辊的材料信息、制造工

序和热处理工艺，介绍了芯辊断裂失效分析的实验分析方法和有限元数值模拟分

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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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芯辊断裂失效分析 

 

选取图 1.2 所示的断裂芯辊为研究对象，通过开展宏微观组织观察、硬度检测

和化学成分检测等理化实验，判定芯辊断裂失效类型，分析其断裂失效机理。 

 

3.1 断口分析 

断口是试样或零件在试验或使用过程中断裂后形成的相匹配的表面。断口用

于记录材料或零件在载荷、缺陷、和环境共同作用下断裂的不可逆形，以及裂纹

的萌生和扩展直至发生断裂的全过程，是断裂过程的“黑匣子”。断口的色泽、形

貌、裂纹扩展途径、粗糙度等受断裂时的环境介质、应力状态、材料性质及其缺

陷等因素的影响，还和时间相关。对断口分析可以反推断裂过程、寻找断裂原

因、评定断裂性质。 

疲劳断裂是一种重要的失效模式，疲劳断裂在断裂前没有明显的宏观塑性变

形，断裂前没有先兆信息，往往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引起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

伤亡。疲劳断口形貌特征包括有疲劳弧线、疲劳条带、疲劳沟线、临界裂纹长

度、瞬断区大小等，疲劳断裂过程中材料内部因素或外部条件变化式，在疲劳断

口上会留下不同的形貌特征，通过对疲劳断口形貌特征的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可

以获取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为疲劳断裂机、机理研究、原因分析和材料疲劳抗力

提高、疲劳断裂预防提供重要技术依据。 

 

3.2 芯辊断口的宏观检查 

芯辊的宏观断口如图 3.1 所示，观察断口，可以看到明显的疲劳条带，根据

疲劳条带的分布和扩展情况可确定属于疲劳断口，并可以确定疲劳源区、扩展区

和瞬断区。疲劳源区和裂纹扩展区的大小，疲劳条带的形状和尺寸及断口的微观

形貌，会为芯辊的失效分析提供十分丰富的信息和证据。 

断裂位置位于芯辊和环坯接触的工作位置，断口附近没有明显的塑性变形，

断口表面包括三个区域：裂纹萌生区、裂纹扩展区和瞬断区。裂纹源为点源，从

外表面起源，向内表面扩展，可以看到明显的贝壳花样。瞬断区表面与芯辊轴线

呈 75℃，约占整个断口面积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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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芯辊宏观断口 

Fig 3.1 Macroscopic fracture of core roller 

 

3.3 芯辊断口的微观检查 

为了更好地判断芯辊的断裂失效的原因，需要对芯辊断口进行微观检查，主

要包括扫描电镜检查和金相组织观察。 

为了保证芯辊微观检查的效果，首先需要对芯辊断口进行清理。由于拿到该

断口的时候，断口已经有轻微的锈蚀，断口清理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清理锈蚀，还

原断口的真实面目。 

在断口清理之前，要对断口进行仔细的宏观观察分析和详尽记录。尤其是要

了解断口表面附着物的性质，确定最佳的清理技术。由于芯辊锈蚀轻微，我们选

取铬酐除锈配方来进行清理。除锈剂的具体配方为：铬酐 15%，磷酸 15~17%，

硫酸 1~1.2%，水 66.8~69%。具体的除锈工艺为：①用丙酮清洗断口，②将芯辊

侵入上述配好的除锈液，加热至 80-90℃，约 30-40 分钟，③用自来水清洗 1 分

钟，④立即进行中和处理，⑤钝化处理[35]。 

3.3.1 扫描电镜观察 

电子显微技术是断口分析的必备工具，可将断口放大十几倍到几十万倍，研

究微观形貌特征和结构，同时可进行微区成分分析。 

在 TESCAN VEGAⅡ扫描电镜下观测断口，芯辊的断裂面宏观形貌如图 3.2



3 断裂芯辊断裂失效分析 

19 

所示。我们可以看到，裂纹源起源于外表面，裂纹呈放射状，裂纹起源处未见缺

陷；断口上有清晰的疲劳条带。 

 

 

图 3.2  芯辊断裂宏观形貌 

Fig3.2 The fracture morphology of core roller 

 

分别在裂纹源、裂纹扩展区和瞬断区取样，在 TESCAN VEGAⅡ扫描电子显

微镜上观察各个区域的微观形貌，如图 3.3~3.6 所示。疲劳源区为明显的解理形貌；

裂纹扩展区为解理和沿晶形貌特征，沿晶面清洁，可排除氢脆断裂的可能性；瞬

断区大部分为韧窝形貌。从裂纹起源于外表面及裂纹扩展区与瞬断区的比例关系，

可以推断引起疲劳破坏的交变载荷较大。 

 

   

图 3.4 扩展区的沿晶冰糖特征 

Fig3.4 Intercrystalline crystal sugar in the 

extend zone 

图 3.3 裂纹源区的解理特征 

Fig3.3 Cleavage in the crack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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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金相分析 

金相分析是分析材料内部组织的重要手段，在材料科学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在对芯辊材料成分进行检验和分析之前，需要进行线切割、磨制、抛光和

侵蚀等工序，制备成适合用于金相分析的试样。 

在裂纹源附近截取金相试样，分别在裂纹源附近距表层 0~0.5cm、0.5~1cm和

1~1.5cm处取样；分别记为样品 A、样品B和样品C。经过磨制、抛光和侵蚀等工

序，经 4%硝酸酒精侵蚀后，用 Axiovert200MAT 蔡司金相显微镜观察芯辊金相组

织。经观察，样品 A、样品 B 和样品 C 的金相组织分别如图 3.7~3.9 所示。 

样品 A 的金相组织为回火马氏体和少量的铁素体，样品 B 的金相组织为少量

回火马氏体和大量铁素体，样品 C 的金相组织为铁素体和珠光体。查阅热处理手

册等相关资料，芯辊的热处理规程没有任何问题，但实际生产过程中有较大问

题。样品 A 的组织应为回火托氏体，但实际中有很多未溶的铁素体，标明芯辊热

处理回火温度较低。另外，金相组织成分不均匀，说明热处理时淬火温度控制有

误差。马氏体成分分布不均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淬火时温度没有达到临界点

A 3c 以上，二是加热到了临界点 A 3c 以上，快速冷却时没有达到 A 3c 以下。 

图 3.5 扩展区的解理特征 

Fig3.5 Cleavage in the extend zone 

图 3.6 瞬断区的韧窝特征 

Fig3.6 Dimple pattern instant rupture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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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样品 A 的金相组织形貌 

Fig3.7 Microstructure morphology of sample A 

 

 

图 3.8  样品 B 的金相组织形貌 

Fig.3.8 Microstructure morphology of sample B 



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2 

 

图 3.9  样品 C 的金相组织形貌 

Fig.3.9 Microstructure morphology of sample C 

 

3.4 化学成分测定 

使用 XRF-1800 X 射线荧光光谱仪测定芯辊化学成分，结果如表 3-1 所示。从

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芯辊的化学成分完全符合要求。 

 

表 3.1 5CrNiMo 试样化学成分（%） 

Table 3.1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5CrNiMo steel samples (wt%) 

元素 标准成分 实测 

C 0.5~0.6 0.55 

Cr 0.5~0.8 0.58 

Ni 1.4~1.8 1.52 

Mo 0.15~0.30 0.21 

Mn 0.5~0.8 0.63 

Si ≦0.40 0.26 

S ≦0.03 0.01 

P ≦0.03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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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硬度测试结果 

Table 3.2 Hardness test result 

样品 样品 A 样品 B 样品 C 

硬度/HRC 29.6 30.2 31.6 

 

3.5 芯辊硬度检查 

硬度是反映芯辊热处理质量的重要指标。使用 HR-150A 硬度计分别在样品

A、B 和 C 上测定芯辊硬度，结果图表 3.2 所示，硬度不达标，低于要求的

40~45HRC。 

 

3.6 芯辊断裂失效原因分析 

首先，根据宏观断口的海滩条带等疲劳断裂的典型代表特征，初步确定芯辊

的断裂形式为疲劳断裂。其次，从金相组织来看，裂纹源附近表层的金相组织不

均匀，出现了不该出现的铁素体；扫描电镜观察表明断裂源区为解理特征，扩展

区为解理和沿晶特征，瞬断区大部分为韧窝形特征；硬度检查发现芯辊表层硬度

偏低。综上所述，芯辊疲劳断裂的主要原因是热处理温度控制不当导致芯辊硬度

偏低，降低了材料的强度和韧性，因此其抵抗大应力疲劳的能力下降，导致了芯

辊在低于使用寿命时发生疲劳断裂。 

 

3.7 本章小结和展望 

通过化学成分分析、硬度检查、金相分析和扫描电镜分析等理化手段，对贵

阳某企业环件轧制成形过程中的某一代表性的芯辊开展了断裂失效分析研究，确

定其断裂形式为疲劳断裂，断裂失效原因主要是芯辊在热处理过程中淬火和回火

温度控制不当，导致热处理硬度不达标，降低了其强度和韧性，从而造成了芯辊

疲劳断裂的发生。 

除了这一典型的疲劳寿命极低的断裂芯辊之外，还有很多寿命达不到预期设

计寿命的情况。材料的疲劳寿命除了与材料的组织和性能有关系之外，还与应力

集中、零件的表面状态、零件的尺寸效应和载荷特性等有关。所以需要对环件轧

制成形过程中芯辊的受力状态进行分析、开展芯辊疲劳寿命研究和疲劳断裂力学

特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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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芯辊疲劳模拟的有限元分析基础 

 

有限元法是当今工程分析中最广泛应用的数值分析方法。由于它的通用性和

有效性，获得了工程技术领域的高度重视。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和硬件的高速发

展，现已成为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制造(CAE)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验室具有全面的 CAD、CAE 仿真平台，为本课题有限元分析技术的开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4.1 有限元分析理论 

有限元分析的核心思想是将较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转化为简单的问题去计算。

将一个表示结构或连续体的求解域分解成成若干个子域，并通过它们边界上的节

点相互连接成组合体，简单来说就是化整为零，化繁为简。将全求解域内的未知

量转化为每个小单元内的近似函数分段表示。而每个单元内的近似函数由未知函

数在单元各个节点上的数值和其对应的插值函数来表达，使用与原问题数学模型

等效的加权余量法或变分法，获取求解基本未知量的代数方程组或常微分方程[36]。

一般情况下，实际问题无法得到精确解，而有限元法具有良好的精确性和适用性，

所以成为普遍的分析方法。 

4.1.1 有限单元法简介及发展应用 

有限单元法具有其固有的特性，其主要特性为：对于复杂模型的适应性，工

程实际中非常复杂的结构和构造都可以离散为由单元组合体表示的有限元模型；

对于各种物理问题的可应用性，有限元法可以求解线弹性应力分析问题、弹塑性

问题、粘塑性问题、动力问题和屈曲问题等；建立于严格理论基础上的可靠性；

适用于计算机实现的高效性。 

通过有限元法求解复杂边界和外加载荷的大型连续问题时，其计算结果依然

费城准确。影响有限元求解的主要因素为：准确建立实际结构的计算模型； 确定

结构边界条件和载荷条件；选用合理的有限元分析软件。 

近 30 多年来，伴随着电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快速发展，工程分析中的有效

方法——有限元法，取得了根本性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理论、方法的研究，还

在计算机程序的开发以及应用领域的开拓等方面。有限元法的单元的类型和形式

越来越全面，已经扩展到各个领域。有限元的理论基础和离散格式越来越丰富，

研究的新进展包括 Hellinger-Reisserner 原理、Hu-Washizu 原理等多场变量的变分

原理。这些原理用于有限元分析，不仅发展了杂交型、混合型的有限元表达格式，

还对各自的收敛性条件进行研究，运用加权余量法建立了有限元表达格式。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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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泛函尚未建立或不存在泛函的物理问题可以运用有限元来处理。有限元求解

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三类：①独立于时间的平衡问题（或稳态问题），最后归结为求

解系数矩阵元素在对角线稀疏分布的线性代数方程组；②特征值问题，它对应求

解的是齐次方程；③依赖于时间的瞬态问题，其求解方为关于时间的一阶、二阶

导数的常微分方程组，求解的是结构内位移和应力的动态响应，或是波动在介质

中的传播、反射等，这类问题主要是通过对常微分方程组进行数值积分来求解[36]。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硬件的跳跃式发展，有限元技术的得到了普遍应用，成为

分析复杂工程问题的主要方式，现在已经成为汽车、航空航天等行业的主要研发

工具，有限元技术在各个行业的广泛应用，具有重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①缩短产品开发周期，降低产品研发成本； 

②在研发阶段解决可能的问题，及时解决； 

③建立试验平台，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缩减实验成本； 

4.1.2 有限元基本思想和分析过程 

有限元法的计算分析过程如下： 

① 结构的离散化 

将整体复杂的结构离散分解成各种小单元的过程，这个过程成为单元剖分。

经过单元离散后，单元与单元之间利用单元的节点相互连接起来，单元节点的设

置、性质、数目等应视问题的性质、描述变形形态的需要和计算进度而定（一般

情况下，单元划分越细，则描述变形情况越精确，即越接近实际变形，但计算量

越大）。所以有限元中分析的结构已不是原有的物体或结构物，而是由众多单元以

一定方式连接成的离散物体。这样，用有限元分析计算所获得的结果只能是近似

的。如果划分单元的数目多而合理，则所获得的结果就能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合

了。 

②选择位移模式 

在有限单元法中，选择节点位移作为基本未知量时称为位移法；选择节点力

作为基本未知量时称为力法；取一部分节点力和一部分节点位移作为基本未知量

时称为混合法。位移法易于实现计算自动化，所以，在有限单元法中位移法应用

的范围最广。当采用位移法时，物体或结构物离散化之后，就可把单元中的一些

物理量如位移、应变和应力等由节点位移来表示。这时需要将位移转化为坐标变

量的函数，简称为插值函数或者位移函数[37]。 

有限元分析中重要的一环是寻找合适的位移函数，大多数情况下采用位移模

式。根据已有的位移模式，任意一点的位移的关系式可由节点位移表示，具体的

矩阵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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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N 
                           （4.1）

 

式中： f ——单元内任意一点的位移阵列； 
e

 ——单元的节点位移阵列；

 N ——形函数矩阵，它的元素是位置坐标的函数。 

单元的应变矩阵为： 

    
e

B 
                        （4.2）

 

式中： B 为单元应变系数矩阵。 

根据材料的物理方程    D  ，单元应力表示为： 

     
e

D B 
                     （4.3）

 

式中： D 为弹性矩阵。 

单元的力与位移之间组成的平衡方程为： 

     
ee e

F k 
                      （4.4）

 

式中： 
e

k 为单元刚度矩阵， 
e

k 的表达式为      
Te

k T D B dxdydz   

③建立整体的平衡方程 

由总刚矩阵[K]形成的整个结构的平衡方程为： 

    k F 
                         （4.4）

 

根据几何边界条件,将上述方程进行适当的修改。 

④对平衡方程进行求解,即可求出基本参数——节点位移。根据上面的的关系

式，计算得到相应的应变、应力结果。 

⑤输出单元的位移、应力等值,并对计算结果迸行后续分析,得到问题的最终分

析结果。 

有限元法广泛用于工程实践的重要原因其有其相对固定的解题步骤,便干计算

机机实现。有限元计算的基本步骤:前处理、求解、后处理。前处理阶段主要是存

限元建模,如选择元、定义材料屈性等操作；求解阶段主要对计算结果的输出进行

一些控制,以便实现不同的后处理功能；后处理的工作是提取和显示分析结果,获得

结构的位移、应力等信息。有限元法的流程图如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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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力学特性分析 

单元类型选择 

单元划分，单元、节点编号 

输入原始数据 

建立单元刚度矩阵 

形成总体刚度矩阵 

形成载荷列阵 

根据工作情况进行边界条件处理 

求解刚度方程 

输出计算结果 

结束 
 

图 4.1 有限元法的流程图 

Fig 4.1 Flow diagram of finite element method 

 

4.1.3 有限元软件 ABAQUS 简介 

ABAQUS 是一套十分强大的非线性有限元分析软件，是当今世界最优秀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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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元分析平台之一。它可以解决结构力学、固体力学中的难题，在解复杂的非线

性问题时更是具有其独到之处。正是因为 ABAQUS 的强大功能和可靠性，使得其

用户遍布全球各个角落，应用于各个工程领域及产品研发和设计中。 

ABAQUS/Standard 和 ABAQUS/Explicit 是 ABAQUS 的两个主求解器模块， 

此外 ABAQUS 还有一个人机交互前后处理模块 ABAQUS/CAE，特殊问题还

有相应的分析模块。 

ABAQUS/Standard为ABAQUS的通用分析模块，主要求解各个领域内的问题，

包括动力、静力、电磁、热、声，以及各种物理场耦合、非线性分析。ABAQUS/Standard 

提供一个动态载荷平衡的并行稀疏矩阵求解器，实现多处理器的并行运算。 

ABAQUS/Explicit 是 ABAQUS 的显式动态分析工具，是求解准静态问题和非

线性动力学问题的有效工具。对于接触条件非线性程度很高的准静态问题，显示

求解器也可以进行很好的分析，例如环件热辗扩过程等[38]。 

ABAQUS/Explicit 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基于域分解的并行计算的实现，提供自

适应网格技术（ALE）防止计算过程中的网格畸变，使得计算过程可以进行下去。

ABAQUS/Explicit 是显式求解器，它采用中心差分法(central difference rule)显式地

对运动方程在时间域上进行积分，利用上一个增量步的平衡方程动态地计算下一

增量步的状态。显式求解器的中心差分算子在每个增量步的开始时刻 t 满足动态平

衡方程，通过计算 t 时刻的加速度，将速度的计算结果推进到 t +Δt /2，将位移的

计算结果推进到 t +Δt 。每一增量步结束时刻的状态完全由增量步开始时刻的位

移、速度和加速度决定[38]。 

无论是线性分析还是非线性分析，ABAQUS/Explicit 的求解仅依赖于一个稳

定增量步长，而与载荷的类型和持续时间无关。ABAQUS/Explicit 的增量步很小，

增量步的总数很大，但由于在分析过程中不需要形成总体刚度矩阵，也不必求解

总体平衡方程，每个增量步的计算代价要远远小于 ABAQUS/Standard 隐式求解

器，因此 ABAQUS/Explicit 可以高效地求解复杂的非线性问题[39]。 

4.1.4 疲劳分析软件 MSC.Fatigue 简介 

MSC.Fatigue 是现在主流的有限元疲劳分析软件之一，能够很好的分析各种零

件的疲劳寿命。 

MSC.Fatigue 的主要特点可简单总结如下：易用的 GUI 借口，方便使用者操作；

具有 200 多种常用材料的数据库，有良好的输入、图形界面和检索编辑功能；方

便的输入载荷，可进行编辑、处理和修改；支持多种计算机平台，与多款疲劳软

件兼容；可以设置多种材料的表面处理及修正；在线帮助文档和资料查询；丰富

的数据接口，支持 abaqus、ansys 等通用有限元分析软件的结果数据；并行计算多

种材料特性和表面处理数据；雨流循环计数并计算统计置信度；提供“软件应变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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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可很容易来比较“实测地”和“计算地”应变谱。 

MSC.Fatigue 的主要分析功能有以下四种： 

①根据 S-N 曲线进行总寿命评价分析 

这种方法是最传统的总寿命分析法，它以材料或零件的应力为基础，用雨流

循环计数法和 Palmgren—Miner 线性累计损伤理论，进行全寿命分析。S-N 法步区

分裂纹的萌生和长大，能够估计较安全的总寿命。同时，提供全部节点疲劳寿命

和损伤数据，并提供彩色条纹结果显示，很容易找到疲劳的危险区域。S-N 法还可

以计算循环载荷下材料的剩余寿命。 

②根据 -N 曲线进行裂纹萌生寿命分析 

通过对节点的应变进行分析，MSC.Fatigue 可以精确高效的求解局部区域的塑

性变形，如焊缝、缺口等高应力区域的变形，从而预测构件的疲劳寿命。这种方

法可以选择和实际情况相对应的表面处理和热处理方法，用户可以自己设置材料

的疲劳极限的相关参数，通常这种情况适用于高应力区域，这种区域极易发生疲

劳失效。 

③根据线弹性破坏力学进行裂纹扩展分析 

MSC.Fatigue 在线弹性破坏力学(LEFM)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载荷比、载

荷历程、过载和化学环境等因素，采用循环—循环裂纹中止准则，分析疲劳裂纹

扩展。MSC.Fatigue 能够输出裂纹长度与循环次数曲线图和裂纹扩展曲线。工程结

构的损伤容限设计通常采用这种方法。 

(4)疲劳寿命灵敏度分析及优化 

MSC.Fatigue 不仅可以实现疲劳寿命的计算，还分析对疲劳寿命的相关因素进

而进行优化设计，主要影响因素有载荷、材料、残余应力、应力集中、表面加工

等。 

 

4.2 环件热辗扩有限元分析 

本文以热辗扩成型过程中的芯辊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环件热辗扩成型进行热

力耦合有限元分析，研究环件热辗扩成型过程及芯辊的结构有限元分析，为芯辊

的疲劳寿命分析打下基础。 

4.2.1 几何模型的建立 

环件热辗扩成形过程中，模具由驱动辊、芯辊和导向辊构成。一般情况下，

考虑到数值模拟仿真的可行性，将模具处理为刚性体。为了得到更加精确的芯辊

结构有限元分析结果，本文将芯辊和环坯均设为三维变形体，芯辊和毛坯的几何

模型如图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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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芯辊和毛坯的几何模型 

Fig 4.2 Geometric model of core roller and blank 

 

本文使用大型非线性有限元分析软件 ABAQUS 分析环件热辗扩成型过程，采

用热力耦合显示动态分析，其装配模型如图 4.3 所示。 

 

 

图 4.3 装配模型 

Fig4.3 Assembly model 

 

4.2.2 材料模型的建立 

材料模型的建立，就是要获得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关系（本构关系），以定

义材料在载荷作用下的响应行为。通常情况下，采用的本构关系正确与否，精确

与否都很大程度地影响着模拟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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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环件热辗扩有限元模型中环坯材料选用 42CrMo 钢,变形温度范围 800～

1100℃，其材料属性为：杨氏模量 62.07 10E Mpa  ，密度 3 3=7.8 10 g / mKρ ，泊

松比 0.3L  ，线膨胀系数 5 2=1.2 10 /m sα ，比热 30.46 10 / ( . )CP J kg K  。材料流

动应力曲线采用Gleeble 1500D热物理模拟试验机在不同温度和不同应变速率下所

获得的多组真应力—应变曲线，如图 4.4 所示。 

 

 

 

图 4.4 42CrMo 应力—应变曲线 

Fig4.4 The stress strain curve of 42CrMo 

 

4.2.3 网格划分 

利用有限元方法求解时，合理的网格划分是有限元求解的关键。有限元网格

一般分为四面体网格和六面体网格两类，相比较于四面体网格，六面体网格能更

多的体现单元网格的变形、受力等信息，在 ABAQUS 环境中，提供了多种网格

划分方式。本文中的环坯，结构较为简单，但为了提高计算精度，全部采用六面

体网格，环件网格划分选择单元为八节点实体单元 C3D8R；对于芯辊，由于轴肩

两侧直径相差不大，划分六面体网格难度较大，故采用四面体网格，芯辊网格划

分选择单元为十节点实体单元 C3D10MT。环坯和芯辊划分好的网格如图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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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环坯和芯辊网格 

Fig 4.5 The mesh of ring and core roller 

 

4.2.4 边界条件的处理 

环件轧制的边界条件设置非常重要，本文中采用近来来发展起来的径—轴双

向轧制技术，轧制过程中，需要从径向和轴向两个方向对环件进行轧制变形，不

仅使环件内部的变形更加均匀充分，而其可以获得更加精确的环件尺寸形状。这

就要求必须注意双向变形量的分配、坯料设计和轧制曲线的确定。在分析模型中，

需要合理定义驱动辊、锥辊、导向辊和芯辊的边界条件和接触关系。本文中需要

的接触关系如图 4.6 所示： 

 

 

图 4.6 接触关系设置 

Fig4.6  Contact relation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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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环件热辗扩成形有限元分析结果 

环件成形结果如图 4.7 所示，可以看出环件成形效果良好，表面精度和圆度良

好，没有毛刺等不良缺陷。 

 

  

  

图 4.7 成形过程中环坯等效应力分布云图 

Fig4.7 Equivalent stress distribution of ring in forming process 

 

环件轧制过程中，轧制力和轧制力矩对环件的轧制工艺有着重要的影响。图

4.8 为轧制过程中环件轧制力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轧制起始时刻，轧制力波

动增长，此后轧制力趋于稳定，在某一范围内波动。起始时刻，由于环件未完全

和驱动辊和芯辊接触，此时，驱动辊、芯辊和环件之间的接触关系为线接触关系,

并且开始时刻，芯辊的进给量很小，因此，轧制力接近于零；随着环件和驱动辊

和芯辊之间接触关系的改善,在起始很短时间内，环件很快达到平稳状态,轧制力迅

速增加。环件轧制进入平稳阶段后，由于导向辊和环件接触过程的非线性,以及变

形区大小的场变量的动态分布，造成轧环过程是一个非稳态成形过程,并且随着轧

制的进行,材料的硬化作用不断加强，轧制力产生波动增长的现象;在轧制后期,芯辊

的进给逐渐停止，环件进入整圆阶段，由于芯辊进给的减小直到为零，因此轧制

力急剧减小；在芯辊停止进给后变形区入口处的壁厚大于出口处的壁厚，因此还

需轧环机对环件进行整圆，并由于轧制过程的非稳态性，因此轧制力出现波动平

衡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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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轧制力曲线 

Fig4.8 Curve of ring force 

 

 

图 4.9 等效塑性应变 PEEQ 分布 

Fig4.9 Equivalent plastic strain distribution 

 

    环件轧制过程中，旋转着的环件不断的咬入驱动辊和芯辊之间的变形区，使

环件产生塑性变形。但是在轧制过程中，可能出现环件的连续咬入，环件直径不

增加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本质在于塑性变形区未满足锻透性条件。轧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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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使轧制变形区产生塑性变形，使环件产生直径增大、截面轮廓成形、壁厚

减小，就必须使塑性区穿透整个壁厚，满足锻透性条件，否则轧制无法进行。在 

ABAQUS 环境中,为了研究环件锻透性，利用等效塑性应变 Equivalent  plastic  

strain(PEEQ)来衡量环件的锻透性。环件轧制过程中，应变场的分布和大小直接影

响环件内部质量，以平均等效塑性应变 PEEQa 来衡量环件塑性变形质量,平均等

效塑性应变 PEEQa 值越大，环件塑性变形程度越大,晶粒越细化，越利于环件性

能的提高。图 4.9 为环坯的等效塑性应变 PEEQ 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成形结束环坯

的等效塑性应变分布相对比较均匀，由于环件内径和芯辊相互作用，为主要变形

区，等效塑性应变最大，最大值为 4.1。 

 

4.3 芯辊结构有限元分析 

环件轧制结束以后芯辊的应力分布云图如图 4.10 所示，可知芯辊工作表面最

大等效应力为 588Mpa，从图中可以看出芯辊和环件的接触位置以及轴肩处应力较

大。 

 

 

图 4.10 芯辊等效应力分布云图 

Fig4.10 Equivalent stress distribution of core roller 

 

4.4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有限元基本理论，在 Gleeble 1500D 热物理模拟试验机上获得了环

坯的不同温度和不同应变速率下的多组真应力—应变曲线，建立了环件热轧动态

热力耦合分析模型，对环件热轧成形过程在 ABAQUS 平台上进行数值模拟分析，

环件成形良好，分析了其等效应力分布和等效塑性应变分布，同时获得了芯辊的

等效应力分布，为后续的疲劳寿命计算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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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芯辊的疲劳寿命分析 

 

工程结构的强度问题中，常常需要对结构的危险部位进行疲劳寿命计算。工

程结构的疲劳寿命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试验法和试验分析法。确定疲劳寿命

的试验法完全依赖于试验，通过与实际情况相同或类似的试验来获取所需要的疲

劳数据。试验分析法是依据材料的疲劳性能，对照结构所受到的载荷历程，按分

析模型来确定结构的疲劳寿命。如果知道了材料的疲劳性能数据、疲劳载荷谱，

原则上讲，就可以借助于累计损伤理论进行寿命估算。 

疲劳分析方法的主要研究初衷是减少疲劳分析对试验的依赖，减少经验主义。

目前在工程领域主要使用的方法为：名义应力法、局部应力应变法、应力应变场

强度法。 

本文在进行芯辊结构疲劳分析时，借鉴了其他工程结构疲劳分析的一些基本

方法，并采用多体动力学仿真和有限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循环载荷下芯辊结

构进行疲劳分析，并成功实施了疲劳寿命预测。 

 

5.1 疲劳损伤机理 

材料科学揭示由于构件在制造过程中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材料的微裂纹总

是存在。这些微裂纹在循环载荷的作用下不断的扩展和聚合，最终会形成宏观裂

纹。疲劳是循环载荷作用下局部损伤不断累积的过程，这个过程一般经历裂纹萌

生、裂纹扩展和裂纹失稳断裂 3 个阶段。 

当金属材料含有缺陷，夹杂，切口等应力集中源时，疲劳裂纹会从这些地方

发生。否则疲劳裂纹一般发生在构件的表面，这是因为表面的应力水平一般较高，

外力引起的应力及内应力分布的不均匀性，使得某些晶粒产生位错或者晶格塑性

滑移，在循环载荷的作用下，金属材料表现出了其不完全弹性的性质，存在应变

滞后现象。经过一定次数的加载后，先是个别晶粒表面出现短而细的滑移线，滑

移线的数量逐渐增多并扩展到其他晶粒上，呈现出相继错动的滑移台阶，从而引

起应力集中。随着循环次数的不断增加，滑移线渐渐形成滑移带，疲劳裂纹就是

在某些强力的滑移带内产生的。在这一区域滑移不均匀性更为严重，其高度差造

成许多峰谷状显微缺口。在缺口处应力和应变集中不断加强，达到缺口切应变断

裂强度时，就会引起滑移面的切变分离，形成滑移带裂缝，并逐渐向滑移带内扩

展。当滑移带发展到晶界处时，滑移方向改变，位移不断增加，在晶界处引起高

应力区，当应力超过晶界的结合强度时，则在晶界处形成裂纹源[40]。 

疲劳裂纹形成后开始扩展，一开始微裂纹会沿最大切应力面的方向向内扩展，



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8 

扩展到一定深度后只有少量裂纹能够继续扩展，继续扩展的裂纹会沿着主拉应力

平面法向扩展。 

 

5.2  疲劳寿命分析方法及流程 

疲劳寿命的预测非常复杂，进行预测的流程和基本步骤参见图 5.1。其中输入

部分包括①结构属性；②基本数据；③疲劳载荷。每个部分的问题是独立的，每

个问题的也可以再次分开。例如，联结由焊接、铆接、螺栓联结和粘接等。预测

疲劳寿命问题的复杂程度与生产的变化情况、材料的选用、载荷以及环境以及结

构的设计等的有一定的关系。 

现在疲劳寿命分析领域内主要的分析方法有：名义应力法、局部应力应变法、

裂纹扩展寿命法和应力场强法[41]。 

最早应用于实际的的抗疲劳分析方法是名义应力法，它是比较保守的疲劳寿

命估算方案。名义应力法假定：任意构件如果材料、载荷谱相和应力集中系数相

同，则它们的寿命是相同的。 

名义应力法是在疲劳损伤累积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材料的 S-N 曲线，分析结

构疲劳危险部分或试件的名义应力和应力集中系数，求解疲劳寿命或校核疲劳强

度。 

局部应力应变法估算疲劳寿命的步骤为①计算局部危险区的应变数值；②求

解 fN （一般由应变—寿命曲线得到获得）；③求解疲劳寿命和损伤。该方法的优

点是：可以测量应变，并且应变与低周疲劳较好的相关性。只要有基本测量应变

疲劳试验数据和应变集中部位的应力应变，即可估算零件裂纹的形成寿命。适用

于随机载荷下的寿命估算，避免大量的疲劳试验。易与计数法结合起来，可利用

计算机进行复杂计算。 

裂纹扩展寿命法的基础是断裂力学理论。假定裂纹是预先存在的，通过断裂

力学的分析和试验方法判定裂纹何时可以达到裂纹扩展的临界值。这种方法适用

的材料是高断裂韧性且裂纹扩展缓慢。 

应力场强法的出发点是研究构件缺口部位应力分布，创造性地提出用局部应

力应变场强来度量缺口件受载的情况，并认为疲劳裂纹形成是由是局部应力应变

场强决定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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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疲劳寿命预测方法流程 

Fig5.1 Fatigue life prediction method of the process 

 

5.3 基于有限元分析的芯辊疲劳寿命分析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有限元分析的快速发展，基于有限元的疲劳寿命分析方法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一般而言，传统的疲劳寿命的有限元分析包含三部分的数据

（材料疲劳特性、外加载荷和应力或应变分布），再加上已有的疲劳损伤模型，通

过处理即可获得疲劳寿命。基于有限元理论，根据几何结构和实际工况载荷获得

动态应力应变响应。再结合材料疲劳行为参数和疲劳损伤模型，即可计算出疲劳

寿命。有限元的疲劳分析流程如图 5.2 所示。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环件热辗扩中的芯辊模具，芯辊的限元疲劳寿命分析思路

如下：根据芯辊的二维图纸结合环件成形工艺，先在三维造型软件 UG 中建立环

件热辗扩中各个部件的三维实体模型，再在 ABAQUS 中建立环件热辗扩的有限元

分析模型，进行热力耦合分析，结合芯辊的工况及其疲劳特性参数预测芯辊的疲

劳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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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有限元芯辊疲劳分析流程 

Fig5.2 The finite element fatigue analysis process of core roller 

 

本文芯辊疲劳研究是采用传统疲劳寿命分析方法与有限元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研究芯辊疲劳寿命。具体分析过程如下： 

1．获得芯辊材料 S-N 曲线，即芯辊材料的疲劳特性； 

2．建立芯辊结构的有限元模型以及环件轧制的动力学模型，并获得应力结果。 

3．选择合适的结构疲劳寿命预测方法，根据雨流计数法将实测应力-时间历程

通过分析和处理进行“编谱”以获取载荷谱； 

4．找出芯辊结构危险区域，采用合适的损伤法则预测芯辊结构疲劳寿命[43]。 

流程图如图 5.3 所示，基于有限元的名义应力法的特点：确定危险部位比较准

确可靠。有限元疲劳计算提供零部件表面的疲劳寿命分布图。用有限元法可分析

复杂的大型构件。在设计阶段就可以判断出零部件疲劳寿命比较薄弱的位置，经

过调整设计预先避免不合理的疲劳分布。图 5.4 表示的是采用名义应力法估算结构

疲劳寿命的步骤。 

 



5 芯辊的疲劳寿命分析 

41 

 

图 5.3 疲劳寿命分析流程图 

Figure5.3 General procedure for fatigue analysis 

 

 

图 5.4 名义应力法估算疲劳寿命的步骤 

Figure5.4 Estimation of nominal stress fatigue life step 

 

5.3.1 芯辊材料的疲劳特性 

疲劳分析的关键，首先在于准确的材料疲劳特性，主要包括材料的循环应力

应变曲线、S-N 曲线、E-N 曲线等数据。不同的疲劳分析方法涉及到的数据也是

不同的。本文采用基于 S-N 的名义应力法对芯辊进行全寿命分析，所需最主要的

材料信息是 S-N 曲线。 

结构或机械直至破坏所作用的循环载荷的次数或时间称为疲劳寿命，一般用 

N 表示。而反映外加应力 S 与疲劳寿命 N 之间的曲线叫做 S-N 曲线[44]。它通

常表示外加应力间与中值疲劳寿命的关系，可称为中值 S—N 曲线。由于该曲线

是德国人 A. Wholer 率先提出，又为 Wholer 曲线。材料的力学性能和施加的应

力水平决定可试样的疲劳寿命 N。其中，材料的强度极限愈大，外加的应力水平

愈低，试样的疲劳寿命就越长；反之，疲劳寿命就越短。具体材料的 S-N 曲线需

要根据相应的标准方法，通过对一定数目的标准试样进行疲劳破坏实验才能获得。 

S-N 曲线通常取应力幅 a 或最大应力 max 为纵坐标。S-N 曲线中的疲劳寿命一般

常用对数坐标，而应力可取对数坐标或者线性坐标，二者均通称为 S-N 曲线[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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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芯辊材料 S-N 曲线的建立 

S-N 疲劳寿命分析方法是最传统的全寿命分析方法。它的基础是零件或材料的

应力。全寿命分析的方法是 Palmgren-Miner 线性累积损伤理论（简称为 Miner 理

论）和雨流循环计数法。分析参数可选择不同平均应力修正方法和置信等。修正

材料的 S-N 曲线是根据指定表面抛光和热处理方法。 

该方法不明确的区分裂纹的产生和扩展，预测到有较大的破坏或损伤为止的

总寿命。同时也能评价在一系列循环载荷作用下的材料各部位的损伤度、剩余寿

命。 

该芯辊使用的材料为 5CrNiMo 热作模具钢，一般来说，热作模具钢主要用于

热锻模，用来使炽热的金属进行塑性变形，因此要求这类金属在高温下有良好的

强度、韧性及耐磨性；使所制模具在高的冲击载荷作用下，不发生塑性变形和开

裂。又由于锤锻模尺寸较大，故要求这类钢具有高淬透性，能使整体获得均匀的

力学性能，而且希望它具有良好的热导性，免致模具的工作面因受热过甚而导致

力学性能的降低，同时要求在反复热、冷作用下，具有良好的耐热疲劳性。根据

材料的强度极限 UTS=1300Mpa 和弹性模量 E=209720Mpa 拟合材料的 S-N 曲线，

拟合后的 S-N 曲线如图 5.5 所示： 

 

 

图 5.5 5CrNiMo 材料的 S-N 曲线 

Figure5.5 S-N curve of the material 

 

5.3.3 芯辊的疲劳载荷信息 

在估计车体疲劳寿命时，需要知道作用在芯辊上的随时间变化的作用力，即

载荷谱。一般说来，要获得载荷谱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动力学仿真方法获得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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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轧制过程中作用在芯辊上的载荷谱；二是通过实际测量的方法得到作用在车体

上的载荷谱。 

通过动力学仿真得到环件轧制 50 秒内芯辊载荷时间历程，载荷时间历程如图

5.6 所示： 

 

 

图 5.6 载荷时间历程 

Figure5.6 Load-time circle 

 

5.3.4 基于 MSC.Fatigue 软件的疲劳寿命预测 

对于环件热辗扩中的芯辊，完整的疲劳分析包括四个阶段：材料特性的确定，

载荷历程的确定，疲劳寿命的估算，由于采用了专业的疲劳分析软件，许多需要

手工计算的步骤可以直接由计算机程序自动完成。 

手工计算芯辊疲劳寿命的工作量太大，由于计算机技术和有限元技术的高速

发展，现在我们可以借助有限元分析平台完成这一复杂的计算。首先，前面我们

已经通过分析环件轧制成形工艺，获得了芯辊的应力分布，现在只需将芯辊应力

数据导入到疲劳分析平台上即可完成计算。由于MSC.Fatigue仅支持.fil格式的应力

分析文件，需要在ABAQUS中添加关键字（*el file S,*NODE FILE U,），输出

MSC.Fatigue需要的.fil文件。 

本文采用先进的疲劳分析平台 MSC.Fatigue 进行芯辊疲劳寿命分析。首先，应

力时间历程进行雨流计数法，其结果用 Miner 法则损伤累积，根据材料的 S-N 曲

线，利用疲劳分析软件 MSC.Fatigue，设置存活率为 50%，材料表面处理为良好的

机加工，平均应力修正方法采用比较保守的 Goodman 平均应力修正法，运行疲劳

分析计算，得到疲劳寿命分布云图如图 5.7 所示，危险区域的疲劳寿命结果列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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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所示。 

 

 

图 5.7 疲劳寿命结果 

Fig5.7 The fatigue result 

 

表 5.1 疲劳寿命列表 

Table 5.1 Fatigue results list 

 

Node Damage Life Cycles Life Repeats Log life Log damage 

91575 2.43E-3 1646 1646 3.216 -3.216 

915 1.95E-4 2048 2048 3.311 -3.311 

25 1.95E-4 2048 2048 3.311 -3.311 

84728 1.37E-4 2910 2910 3.463 -3.463 

94432 1.08E-4 3698 3698 3.566 -3.566 

897 1.08E-4 3698 3698 3.566 -3.566 

665 6.74E-5 5362 5362 3.729 -3.729 

535 5.72E-5 6986 6986 3.844 -3.844 

649 5.72E-5 6986 6986 3.844 -3.844 

664 5.72E-5 6986 6986 3.844 -3.844 

从疲劳寿命分析结果云图可以看出：疲劳损伤主要位于芯辊和环件接触区域

和轴肩处，其中，疲劳寿命最短的节点编号为 91575，其疲劳寿命为 1646 件，和

工厂中统计的实际工况（1500~2000 件）相一致（不考虑芯辊材料不合格造成的低

寿命情况）。芯辊寿命较低，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和成本，所以迫切需要提出提高

芯辊寿命的方法。下面通过分析影响芯辊疲劳寿命的因素，从而寻求提高芯辊寿

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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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疲劳寿命结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利用 MSC.Fatigue 疲劳分析软件计算机架疲劳寿命时，主要考虑的影响因

素包括平均应力补偿方式、存活率、缺口系数、零件加工方式以及表面处理情况

等。本文主要研究分析平均应力补偿方式、存活率、缺口系数、零件加工方式和

表面处理对芯辊疲劳寿命的影响。 

5.4.1 不同应力补偿方式下的疲劳寿命结果 

应力补偿方式主要有两种， 

Goodman 直线：
1

1a m

n

s s

s s

  
   

   
                             （5.1） 

Gerber 曲线：

2

1

1a m

n

s s

s s

  
   

   
                               （5.2） 

选取可信度为 50、无表面处理、缺口系数为 1、采用良好机加工方式的情况

下，不同的应力补偿方式下的疲劳寿命结果为： 

 

表 5.2 不同应力补偿方式下的疲劳寿命结果 

Table 5.2 Fatigue life results with different stress correction 

补偿方式 Goodman Gerber 不补偿 

疲劳寿命/件 1646 4496 5786 

从上表 5.2 中可以看出平均应力对疲劳寿命的影响很大。在不采用平均应力

补偿时，疲劳寿命值为 5786 次。在 Gerber 曲线补偿下，寿命值降低为 4496 次，

在 Goodman 应力补偿下，寿命值进一步降低为 1646 次。可见 Goodman 补偿下

的疲劳寿命是最保守的，同时也是最安全的。选取 Goodman 直线补偿下的疲劳寿

命为后续试验参考值。 

5.4.2 不同存活率下疲劳寿命结果分析 

存活率是指零件或结构在承受交变载荷时疲劳寿命达到某一值的概率。通常

规定材料的 S-N 曲线都是存活率为 50%的中值寿命的 S-N 曲线，但在实际工程

中，往往要求有较高的存活率。在无表面处理、缺口系数为 1、采用良好机加工方

式和 Goodman 应力补偿的情况下，通过选取设置不同的存活率，研究存活率对芯

辊疲劳寿命的影响。表 5.3 是在不同的存活率下的芯辊疲劳寿命。 

表 5.3 不同的存活率下的芯辊疲劳寿命 

Table 5.3 Fatigue life results with different survival certainty 

存活率（100%） 50 60 70 80 90 99.9 

疲劳寿命/件 1646 1569 1495 1408 1295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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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 5.3 中的 6 组数据进行数据拟合，以多项式拟合出来的曲线如图 5.8 所示。 

 

 

图 5.8 存活率与疲劳寿命之间的关系 

Fig5.8 The relationship of survival certainty and Fatigue life 

 

拟合曲线用公式表示为： 

y=-1.6 5e 5x +0.0056 4x -0.782 3x +54.02 2x -1855.5 x +27043 

式中 y—芯辊疲劳寿命（件）； 

     x —存活率。 

从图 5.8 可以看出，拟合曲线可以很好的反映疲劳寿命与存活率之间的变化趋

势。存活率在 90%以前，芯辊的疲劳寿命下降趋势比较平缓，90%以后下降趋势

明显加快。 

5.4.3 不同疲劳缺口系数对疲劳寿命的影响  

应力集中是影响结果疲劳强度的主要因素，同样材料下，缺口件的疲劳极限

明显小于光滑件的疲劳极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疲劳缺口系数 fK 就是针对这一现

象提出的。在无表面处理、缺口系数为 1、采用良好机加工方式和 Goodman 应力

补偿的情况下定义不同的缺口系数，得出不同缺口系数下机架的疲劳寿命值，如

表 5.4 所示。 

 

表 5.4 不同缺口系数的疲劳寿命结果 

Table 5.4 Fatigue life results with different notch factor 

缺口细数 1 1.1 1.2 1.3 1.4 1.5 

疲劳寿命/件 1646 1182 905 726 603 514 

对表 5.4 的 6 组数据采用指数衰减形式拟合如下图 5.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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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不同缺口系数下芯辊的疲劳寿命 

Fig5.9 The relationship of notch factor and Fatigue life 

 

拟合曲线用公式表示为： 

y=5.518 5e exp  6.619x +3177exp  1.251x  

式中 y—芯辊疲劳疲劳寿命（件）； 

     x —疲劳缺口系数。 

从图 5.9 可以看出拟合曲线能够很好的反映芯辊疲劳寿命与缺口系数之间的

变化趋势。缺口系数小于 1.2 时，预测的疲劳寿命变化很大；缺口系数大于 1.2 以

后，疲劳寿命的变化趋势趋于缓和。 

5.4.4 不同加工方式对芯辊疲劳寿命的影响 

由疲劳的局部性可知，若试件表面粗糙，将使局部应力集中的程度增大，裂

纹萌生寿命缩短。良好的加工方式可以获得良好的表面粗糙度，进而可以提高疲

劳寿命。选取抛光、良好的机加工、普通机加工、锻造、热轧等加工方式，研究

不同加工方式对芯辊疲劳寿命的影响，得到结果如表 5.5 所示。 

 

表 5.5 不同加工方式下的疲劳寿命 

Table 5.5 Fatigue life results with different processing methods 

加工方式 锻件 热轧件 普通机加工

件 

良好机加工

件 

抛光件 

疲劳寿命/件 179 305 1105 1646 6924 

通过表 5.5 可以看出，构件的加工方式会对构件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样一个承

受循环加载的构件，用锻造方式成形的要比机加工方法的使用寿命低很多。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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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高质量的机加工可以有效的提高疲劳强度，对表面进行抛光处理，使疲劳

寿命值提高了 4 倍。表面加工时的划痕、碰伤，可能是潜在的裂纹源，应当注意

防止碰划。 

5.4.5 表面处理对芯辊疲劳寿命的影响 

选取三种不同的表面处理方法，如表 5.6 所示。结果标明，对芯辊的危险部位

采取氮化、冷轧、喷丸处理可以有效的提高疲劳寿命。 

 

表 5.6 不同表面处理下的疲劳寿命 

Table 5.6 Fatigue life results with different surface treatment methods 

表面处理 不处理 表面氮化 冷轧 喷丸处理 

疲劳寿命/件 1646 3470 2E5 8346 

 

5.5 提高芯辊疲劳寿命的强化方法 

芯辊作为成型模具零件要求具有良好的整体强韧性能，国内外通过几十年的

实验和研究,热作模具钢5CrNiMo的性能和热处理的方法基本被掌握，因而通过常

规的热处理改进芯辊疲劳性能的空间已经极为狭窄，要想进一步大幅度提高芯辊

的抗疲劳性能，则必须寻求热处理以外的方法。 

疲劳往往从试样的表面、有缺陷处或有最大应力处起源，所以可以从提高芯

辊的表面质量入手，通过表面强化技术提高芯辊疲劳寿命。 

（1）喷丸处理。通过用直径很小的玻璃丸或钢丸，以很高的速度喷射在工件

上，工件表面受到弹丸打击后，产生轻微的塑性变形，使表层冷作硬化，产生一

定厚度的表面硬化层。此外，喷丸还可以抵消有害的表面处理的不利影响，减少

应力集中，例如机加工和电镀常常降低疲劳抗力，但喷丸后，引入了有利的残余

压应力，就可使工件恢复疲劳抗力，从而提高疲劳强度和疲劳寿命。 

（2）提高抛光等低成本手段提高表面粗糙度质量。从前面的分析中，通过抛

光表面处理后的芯辊疲劳寿命提高了四倍，所以抛光处理是一种低成本又有效的

提高疲劳寿命的方式。 

（3）表面渗碳或渗氮处理。表面渗碳或渗氮处理可以提高材料的强度并在材

料表面引入压缩残余应力。实验表明，渗氮和渗碳处理可以使钢材疲劳极限提高

一倍。 

（4）芯辊堆焊处理。堆焊作为材料表面改性的一种经济而快速的工艺方法，

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各个工业部门零件的制造修复中。堆焊处理可以大大增加芯

辊表面硬度，大约可以提高寿命一倍。通过堆焊处理技术对芯辊进行修复，提高

材料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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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基于有限元分析的芯辊疲劳寿命分析方法和 S-N 曲线法的基本原

理。获取 5CrNiMo 的 S-N 曲线，提取芯辊的载荷谱，并利用疲劳专用分析软件

MSC.Fatigue 进行了全寿命疲劳模拟，通过分析得到以下规律： 

（1）充分考虑芯辊的实际材料和表面处理状态，采用最为保守的 Goodman 应

力补偿方法，芯辊的疲劳寿命为 1646 件，和实际生产中的结果相吻合。 

（2）研究材料性能参数，平均应力补偿方法、加工方式以及表面处理等诸多

因素对芯辊疲劳寿命的影响。芯辊疲劳寿命随着存活率的提高而降低，存活率在 

90%以前，芯辊的疲劳寿命下降趋势比较平缓，90%以后下降趋势明显加快；芯辊

疲劳寿命随着缺口系数的增加而减少；芯辊疲劳寿命随着表面处理质量的提高而

增加，通过抛光处理可以大幅提高其疲劳寿命。 

（3）探讨了几种提高芯辊疲劳强度的表面强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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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芯辊疲劳裂纹扩展研究 

 

6.1 线弹性断裂力学基础 

对于任何均匀和各向异性材料，通常假设其裂纹尖端附近应力符合线弹性材

料行为。线弹性断裂机制假设裂纹尖端塑性区比机构部件和裂纹的尺寸小得多。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对的概念，科学家和工程师称之为小范围屈服，简化了裂纹尖

端附近的应力分析。假设集合体具有非常小的位移，并且材料是弹性、均匀和各

向同性的。二维线弹性分析的控制方程为： 

应变—位移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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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应变关系为： 

①对于平面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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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对于平面应力， 0zz xz yz xz 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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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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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性方程为： 
2 2

2 2
( ) 0xx yy

x y
 

  
   

                   （6.11）
 

艾里应力函数，φ ，可以满足所有的控制方程，并且可以用来推导裂纹尖端

附件的应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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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Ⅰ型裂纹，在裂纹尖端附件（ r a）任一点p r （ ， ）处的应力近似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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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位移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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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分量的坐标 r （ ， ）如图 6.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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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应力分量的坐标系统 

Fig6.1 Coordinate systems for the stress components 

 

当结构中存在裂纹时，裂纹尖端会存在应力集中。因为裂纹尖端的曲率半径

趋近于零，所以应力集中并不能解释裂纹尖端的断裂行为；应力水平趋向于无穷，

这个不是加载结构的真实性质。应力强度因子 K 和结构中的名义应力水平 及裂

纹初始尺寸 a相关，一般来说，关系可以表征为： 

K aP
                      

（6.16） 

P 指的是依赖于构件和裂纹的几何参数，a指的是初始裂纹尺寸， 指的是构

件的名义应力水平。 

裂纹尖端应力场可以分为三类：Ⅰ型（张开型）、Ⅱ型（滑开型）、Ⅲ型（撕

裂型），如图 6.2-4 所示。Ⅰ型张开裂纹，在拉伸面力 的作用下裂纹两个表面将

相对张开。Ⅱ型滑开型裂纹，在面内剪力 的作用下裂纹两表面将作相对滑移。Ⅲ

型撕裂型裂纹，在外剪力 的作用下裂纹两表面将相对撕开。尽管这三种模式可以

描述大多数类型的裂纹尖端变形和应力场[46]，本文中主要研究Ⅰ型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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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v y,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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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

 

图 6.2 Ⅰ型或张开型裂纹             图 6.3 Ⅱ型或平面剪切型裂纹 

Fig6.2  Mode I or crack opening        Fig6.3 Mode II or in-plane sliding   

 

y,v

x,u

z,w

 

图 6.4 Ⅲ型或反平面剪切型裂纹 

Fig 6.4 Mode III or anti-plane tearing 

     

6.2 三维厚板半椭圆形表面裂纹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 

本节主要通过一个经典算例，基于 FRANC3D 计算三维厚板半椭圆形表面裂

纹应力强度因子并与理论计算解进行对比，验证 FRANC3D 的准确性。 

图 6.5 为有限 宽中心 裂纹板 模型， 材 料的弹性 模量和 泊松比为
3200 10E Mpa  和 =0.3ν ，h=2w，S=1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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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BAQUS 中建立有限元分析模型，赋予材料属性，边界条件等，输出 inp

文件；然后将 inp 文件导入到 FRANC3D 中，图 6.6 为导入 FRANC3D 中插裂纹后

的裂纹表面网格示意图。将通过 FRANC3D 计算得到的应力强度因子KⅠ值与理论

界进行对比，两种计算结果非常接近，最大误差为 0.31%。 

 

表 6.1 不同a /w 下的 CCT 试样应力强度因子 FRANC3D KⅠ值与理论解对比 

Table 6.1 Comparison of KⅠ ( pa . mmM ) for CCT specimen with various of a /w 

a (mm) a /w KⅠ(理论解) KⅠ(FRANC 解) 误差（%） 

12.5 0.2 36.83 36.89 0.16 

25 0.4 56.69 56.52 0.30 

37.5 0.6 81.15 81.29 0.18 

50 0.8 131.22 130.82 0.31 

 

图 6.5 有限宽中心裂纹板模型 

Fig6.5 Model of finite center cracked 

plate 

 

图 6.6 带有初始裂纹的有限宽板网格 

Fig6.5 Mesh of finite center cracked plate 

with c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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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基于 FRANC3D 的芯辊疲劳裂纹扩展分析 

一般采用增量方法预测裂纹轨迹。进行了大量的有限元分析，这些分析渐近

性的增加裂纹长度。对于一个给定的裂纹长度的增量，可以计算出裂纹长大需要

的循环增量。对于一个给定的扩展步 i ，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加载循环
iN 。基于加

载循环中的最大应力可以计算出一个循环需要的裂纹增长量。假设载荷是成比例

的，可以直接计算出每个循环中裂纹长大的方向。疲劳裂纹扩展的分析流程如图

6.7 所示：1）无裂纹模型的建立和分析，2）建立局部模型并插入裂纹，3）划分

裂纹模型网格，4）计算应力强度因子，5）采用基于子模型应力强度因子的裂纹

扩展规律渐近性的增加裂纹尖端节点，6）重复第 2-5 步直到裂纹扩展到制定尺寸

或一定的加载循环。 

 

 

图 6.7 FRANC3D 裂纹扩展分析工作流程 

Fig6.7 The FRANC3D work flow for crack propagation analysis 

 

6.3.1 子模型的建立 

裂纹长大，FRANC3D 支持子模型的重划分技术，子模型方法在图 6.12 中做

了阐述。ABAQUS 可以建立子模型并可以插入温度和载荷信息。一般情况下相对

于结构的尺寸而言，裂纹的尺寸较小。裂纹长大对的子模型重划分技术大大降低

了需要转化和处理的数据量。它可以分离带有不同的结构模型、复杂边界条件和

模型的未损伤部分。 

子模型仅仅用来网格的改变，不影响分析方法。重划分的局部模型重新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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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局模型中，并且结合后的整体模型可以进行应力和变形分析。在裂纹扩展分

析的分析步中子模型可以被重新定义。 

在 ABAQUS 中建立芯辊的局部模型和全部模型，如图 6.8 和 6.9 所示。 

 

 

图 6.8 ABAQUS 局部子模型            图 6.9  ABAQUS 全局子模型 

Fig 6.8 The local ABAQUS Sub-model    Fig 6.9 The global ABAQUS Sub-model 

 

6.3.2 裂纹区域网格的划分 

在 FRANC3D 中导入到芯辊的局部模型，插入裂纹后局部子模型的表面裂纹

如图 6.10 所示。通过 FRANC3D，能够实验各种各样的单元类型对裂纹附近进行

划分。裂纹尖端临近区域为 15 节点的楔形单元，默认的，八个楔形单元按圆周分

布围绕着裂纹尖端，这些单元具有适当的边界节点向四分之一节点移动，这允许

单元再生理论应力分布。 

裂纹尖端单元被 20 节点的六面体单元环状围绕，楔形单元和六面体单元组成

了裂纹尖端的“样板”，样板沿着裂纹尖端被挤压如图 6.11 所示。当计算守恒积分

时会使用样板单元的这种规律模式（例如 J 积分和 M 积分）。子模型的大部分网格

采用 10 节点的四面体单元。四面体单元的三角形面和六面体单元的四边形面不兼

容，采用 13 节点的金字塔单元来完成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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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插入裂纹后的表面裂纹 

Fig6.15 Surface Meshes after Crack Insertion 

 

 

图 6.11 局部子模型中的网格单元 

Fig6.11 The elements in the local sub-model 

 

6.3.3 应力强度因子定义 

FRNC3D 可计算所有三种的应力强度因子基于位移的边界有限元模型，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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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端位移场的平面应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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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80 度，沿着裂纹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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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位移场的平面应变 

Fig6.12 The displacements for plane strain 

求解应力强度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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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3D 计算应力强度因子使用位移相关方法或者 M 积分方法，它可以利用 J

积分计算能量释放率。在位移相关方法中，通过有限元计算裂纹表面节点的位移

代入裂纹尖端位移场的理论方程计算应力强度因子。 

6.3.4 疲劳裂纹扩展分析 

FRANC3D 中具体的疲劳裂纹长大分析流程为：①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的

计算；②裂纹扩展增量和方向的设置；③通过新的裂纹尖端点的空间曲线的生成；

④新的贝塞尔补丁被加入到裂纹面；⑤扩展裂纹插入到无裂纹网格中。 

研究裂纹扩展轨迹，首先在 ABAQUS 下建立芯辊的子模型，如图 6.8 和 6.9

所示。子模型带有相关的边界条件，材料属性等。该模型使用断裂力学分析，分

析中插入 5mm 的半圆形片状初始裂纹，裂纹尖端的网格的划分和设置如图 6.10

和 6.11 所示。离散的裂纹长大分析步按照适当的增量扩展。在每一个分析步中，

裂纹长大的方向是有最大应力准则控制的： 

                           k i n k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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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模式的应力强度因子计算使用位移法。Ⅰ型和Ⅱ裂纹的扩展轨迹通过最

大切向应力裂纹扩展准则。计算应力强度因子来分析受影响结构部件的裂纹长大。

裂纹长大的过程的模拟通过增量裂纹扩展分析来实现。对于裂纹扩展的每一个增

量，都会通过 FRANC3D 调用 ABAQUS 进行应力分析。应力强度因子被评估；基

于裂纹扩展增量和应力强度因子的基础上预测裂纹轨迹。 

在前面子模型、网格划分、插入初始裂纹和设置扩展裂纹的基础上，在

FRAANC3D 上完成了芯辊疲劳裂纹的扩展，总共完成了 9 步的裂纹扩展。图 6.13

和 6.14 引入初始裂纹后和经过 9 步裂纹扩展后的裂纹尖端的应力分布。图 6.15 为

裂纹扩展后的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图 6.13 初始裂纹附近的应力分布 

Fig 6.13 Stress distribution around initial crack 

 

 

图 6.14 经过 9 步扩展后裂纹附近的应力分布 

Fig 6.14 Stress distribution around propagated crack after 9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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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5 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KⅠ分布规律 

Fig 6.15 The KⅠalong the final crack front  

 

 

图 6.16 裂纹形状和扩展路径 

Fig 6.16 Crack shape and crack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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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7 等效最大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长度的关系 

Fig 6.17 Relationship between equivalent max K and crack length 

 

根据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KⅠ、KⅡ和KⅢ的分布规律可知，初始裂纹前缘的

同一裂纹因子的三种应力强度因子值表现为KⅠ> KⅡ> KⅢ，说明芯辊疲劳裂纹在与

环件相互作用下，主要以张开型向前扩展，滑开型和撕开型可以忽略不计。 

芯辊疲劳裂纹扩展过程中裂纹形状和裂纹的轨迹如图 6.16 所示，疲劳裂纹扩

展过程中的等效最大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长度的关系如图 6.17 所示，随着裂纹长

度的不断增加，等效最大应力强度因子不断增大。 

 

6.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研究了芯辊疲劳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首先阐述了相关线弹

性断裂力学基础；其次在 FRANC3D 下完成了三维厚板半椭圆形表面裂纹应力强

度因子的计算，结果表面 FRANC3D 解和理论解基本一致，最大误差为 0.31%，验

证了 FRANC3D 的准确性；最后在 FRANC3D 上使用子模型方法实现了芯辊疲劳

裂纹扩展的数值模拟，分析了疲劳裂纹尖端的三种应力强度因子的关系

KⅠ>
KⅡ>

KⅢ，主要以张开型裂纹向前扩展，研究了芯辊疲劳裂纹扩展过程中裂纹

形状、裂纹路径和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长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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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及展望 

 

本文所研究的 5CrNiMo 断裂芯辊是环件热辗扩过程中的重要模具设备，其寿

命的高低直接关系着环件制造成本和生产效率，关系着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本

文首先开展了芯辊断裂失效分析，然后分析环件热辗扩成形工艺，获取芯辊的应

力、应变分布规律，为芯辊疲劳寿命分析打下基础。最后获取芯辊 S-N 曲线和载

荷谱，进行疲劳寿命分析，研究疲劳裂纹扩展，求解芯辊应力强度因子。 

 

7.1 本文主要结论 

环件轧制是通过环件轧制设备使得环件壁厚减小、直径扩大、截面轮廓成形

的一种塑性加工工艺。作为环件轧制成形模具，芯辊工作环境恶劣，受交变载荷

作用，极易发生疲劳失效，是环件轧制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失效零件。芯辊是辗环

机上的重要设备，也是易损耗部件，芯辊寿命的长短直接影响其制造成本和效率。 

本文以某环件制造企业 5CrNiMo 断裂芯辊为研究对象，以疲劳相关理论和有

限元法为基础，借助 ABAQUS、MSC.Fatigue 和 FRANC3D 等软件开展了断裂失

效分析、环件热辗扩成形工艺分析、疲劳寿命计算和疲劳裂纹扩展等研究，主要

的研究结论如下： 

①通过化学成分分析、硬度检查、金相分析和扫描电镜分析等理化手段，确

定芯辊的断裂形式为疲劳断裂，断裂源区主要为解理形貌，扩展区为解理形貌和

沿晶形貌，瞬断区大部分为韧窝形貌。断裂源区的金相组织为回火马氏体和少量

铁素体，表面实际生产过程总的热处理工艺中淬火温度和回火温度控制不当，造

成芯辊硬度不达标，导致了芯辊的强度和韧性下降，造成了芯辊的疲劳断裂。 

②在 ABAQUS/Explicit 环境下建立环件闭式径轴向轧制有限元模型，对环件

成形过程进行分析优化，分析其等效应力分布和等效塑性应变分布状态，同时获

得芯辊的不同部位的应力、应变分布规律，为后续的疲劳寿命分析打下基础。 

③基于环件轧制有限元分析结果，获取 5CrNiMo 的 S-N 曲线，提取芯辊的载

荷谱，并利用疲劳专用分析软件 MSC.Fatigue 进行了全寿命疲劳模拟，充分考虑

芯辊的实际材料和表面处理状态，采用最为保守的 Goodman 应力补偿方法，芯

辊的疲劳寿命为 1646 件，和实际生产中的结果相吻合；研究材料性能参数、应力

补偿方法、加工方式以及表面处理等因素对芯辊疲劳寿命的影响；探讨了几种提

高芯辊疲劳强度的方法。 

④研究芯辊疲劳裂纹扩展：首先阐述了相关线弹性断裂力学基础；其次在

FRANC3D 下完成了三维厚板半椭圆形表面裂纹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结果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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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3D 解和理论解基本一致，最大误差为 0.31%，验证了 FRANC3D 的准确

性；最后在 FRANC3D 上对芯辊疲劳裂纹扩展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疲劳

裂纹尖端的三种应力强度因子的关系为KⅠ> KⅡ> KⅢ，研究了芯辊疲劳裂纹扩展过

程中裂纹形状、裂纹路径和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长度之间的关系。 

 

7.2 研究展望 

在针对本文芯辊疲劳断裂失效和疲劳寿命的研究中，还有以下几点需要在后

续的工作中做进一步的完善。 

①通过物理实验和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对 5CrNiMo 钢芯辊的 S-N 曲线进行研

究，为提高寿命的模拟精度奠定基础。 

②为了更加适应芯辊的工作环境,还应找出适合芯辊强韧化处理方法。通过表

强化技术和热处理工艺参数改进等方法，提高芯辊的表面质量，优化内部显微组

织结构，提高芯辊疲劳寿命。 

③从环件真实的辗扩过程中直接测定、力矩或压力等信号,结合芯辊表面疲劳

裂纹监测与寿命预测的实验方法,实现环件轧制过程中总寿命和裂纹扩展寿命的精

确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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