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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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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腐蚀疲劳是结构在交变载荷和腐蚀环境共同作用下的一种失效形式。西气东

输管线做为国家“十五”重点工程之一，在工作时承受气体波动和腐蚀环境的双

重作用，为典型的腐蚀疲劳工作状态。

以国内大量应用的天然气运输材料X70管线钢为对象进行实验研究。在西

气东输管道实际工况的基础上，选取不同硫化氢浓度(2000ppm、1000ppm、

500ppm)，不同应力比(0．9、0．8、O．7)，不同加载频率(O．013Hz、0．01Hz、0．0067Hz)

为实验参数。在保证实验数据可靠性的前提下，使用正交实验法设计实验。历时

两年得到包含空气中裂纹扩展速率的da／dN"-"AK曲线lO组。对da／dN-',-'zSK曲

线的稳定扩展段进行Paris拟合，分别得到空气中和腐蚀环境下的疲劳裂纹扩展

速率表达式。实验数据显示腐蚀环境中的da／dN比空气中的da／dN至少高一个数

量级；高浓度，高应力比，低频率下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最快。

以实验为依据，建立一种全新的，同时对Paris公式中C和玎两个参数均进

行修正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数学模型：(aa／dN)。，=彳·e，，(∞‰。与传统的
Paris公式相比，该模型同时反映了应力比、频率、环境介质浓度对双log空间内

裂纹扩展速率曲线截距以及斜率的影响。反映截距变化的修正因子A在高频率

段主要受应力比的影响；在低频率段同时受到了浓度和频率两方面的影响。反映

斜率变化的修正因子B主要受到频率的影响，应力比和环境介质浓度对修正因

子B的影响很小。

分析各项因素的耦合作用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性质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硫

化氢环境中，X70钢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受应力比的影响极大。在高应力比低浓

度区域，裂纹扩展速率随着浓度的增加而急剧增加，在高浓度区域，裂纹扩展速

率对浓度不敏感。频率方面，当频率较高时，频率对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较小：

而当频率降低到一定范围后，裂纹扩展速率会随着频率的降低而急剧升高。

使用微观手段，进一步验证影响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性质的因素。腐蚀疲劳试

件断口的SEM观察结果显示，随着应力比的减小，韧性断裂特征在试样断口中

的比重逐渐加大。高浓度下的试件断1：3形貌相似，均以脆性解理断裂为主；随着

腐蚀介质浓度的降低，塑性特征增强。低频率下的试件断口脆性特征明显：高频

率下的两个试件断口形貌相似，韧窝数量均多于低频率下的断口。

以边界元法为基础，应用FRANC3D软件模拟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过程。通过

模拟实验过程，验证了边界元法的可行性。对实际工况下含缺陷的西气东输管道

进行寿命评估。结果显示，腐蚀环境的添加对管道剩余寿命影响极大。对于初始

裂纹深度为4mm的管道，硫化氢腐蚀介质的添加使管道寿命从1 157天降低至

92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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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长期有效的腐蚀疲劳实验平台，解决了硫化氢腐蚀环境中疲劳裂纹测量

的难题。自行设计并制作实验装置，变间接测量为直接测量，变单点测量为多点

测量，从根本上解决了电机干扰带来的误差，确保了实验数据的可靠性、准确度

和精确度。

关键词：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数值模型，X70管线钢，边界元法



ABSTRACT

ABSTRACT

Corrosion fatigue lS the fracture behavior of structures under the combined

actions of fluctuating loads and corrosive environment．West—East natural gas

transmission project is one of the key projects of the“10m five year plan”．Because of

the pressure fluctuation and corrosive environment，the typical working condition of

long distance pipeline is low frequency corrosion fatigue，which leads to hi gh risk．

Material of WEST-EAST natural gas transmission project，X70 pipeline steel is

tested in this paper．Based on actual conditions of WEST-EAST natural gas

transmission project，experiments are designed by using orthogonal method and

corrosion fatigue crack growth tests are carried out under different H2S concentrations

(2000ppm，1 000ppm，500ppm)，different stress ratios(O．9，0．8，0．7)and different load

frequencies(O．0067Hz，O．0 1 Hz，O．0 1 3Hz)．Experiments took 2 years and 1 0

da／dN-AK curves(in corrosive environment and air environment)were obtained．

Pads formula is used to fit fatigue crack growth rates(FCGRs)and expressions of

FCGR are gotten．Test results show that FCGRs in corrosive environment are at least

one order higher than that in air．The fastest one is obtained from high H2S

concentration，high stress ratio and low frequency condition．

A new mathematical model协／训∞，=彳·e圹(∞B‰jS built based on test

data，which correct parameters C and玎of Paris formula at the same time．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Paris formula,the new model reflects stress ratio．10ad frequency and

H2S concentration’S influence to slope and intercept of FCGR curve in double-log

space．Corrective factor A，which shows the affect of intercept，is mainly influenced

by stress ratio in high frequency region；in low frequency region，A is influenced both

by frequency and H2S concentration．Corrective factor B，which shows the affect of

slope，is mainly influenced by frequency，and effects of stress ratio and H2S

concentration are very small．

Coupling interaction of each factor is analyzed in this paper．Results show that in

H2S corrosive environment，FCGR is influenced by stress ratio greatly．Under high

stress ratio，low H2S concentration condition，FCGR increased dramatic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H2S concentration，and FCGR is not sensitive to the H2S concentration in

high H2S concentration region．The influence of frequency is small in hi gh frequency

region；when the frequency decreased to a certain value，the FCGR increases with the

decrease of frequency sharply．

SEM is used tO verify the coupling interaction of each factor．SEM results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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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along with the decrease of stress ratio，characteristics of ductile fracture gradually

increased in the crack surface．Fracture surfaces are similar in high H2S concentration

environment，and are mainly of brittle cleavage pattern；dimple pattern appears along

with the decrease of H2S concentration．Brittle characteristic obviously under lOW

frequency condition，and fracture surfaces are similar when specimens subject to a

11i曲load frequency,and there are more dimples in the crack surface．

Based on boundary element method(BEM)，FRANC3D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process of corrosion fatigue crack propagation．Feasibility of BEM is verified through

the simulation of corrosion fatigue tests．Residual life of actual pipe with a flaw is

evaluated under actual working condition，a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addition of

H2S corrosive medium impacts pipe’S life greatly．For the pipe with a 4 mm depth

initial crack，H2S corrosive medium reduce the life from I 1 57days to 92 days．

In this paper，a long—term effective corrosion fatigue test system is built and the

problem of crack length measurement in corrosive environment iS solved．Test device

is designed and produced．Change indirect measurement into direct measurement，

change single-point measurement into multi-point measurement，which eliminate

errors and the reliability and increase the accuracy of test data．

Key Wor ds：Corrosion fatigue，Crack growth rate model，X70 pipeline，Boundary

ele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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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二L二二I二I=ml一一第1章绪论

1．1课题背景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国家的能源结构政策从传统的煤炭资源逐渐向石

油天然气资源转变。“天然气经济效应”将推动我国的能源革命、环保革命、产

业革命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发展。

石油和天然气是涉及到城市发展、能源供应、石油化工的基础设施，也是人

民生活、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是国家重大生命线。天然气是一种优质的清洁能

源。在发达国家，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战略地位早已确立，并且广泛的应用在

诸如化学工业原料、工业燃料、商业及民用燃料、汽车燃料、集中供热与发电等

领域中，是主要的一次性消耗能源之一。我国的天然气行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

展势头强劲。目前我国天然气应用的重点领域有三个：一是天然气发电：二是民

用、商业；三是工业。无论在工业还是商业、民用方面，对天然气的需求都在不

断的增加。为了满足国民经济对石油、天然气需求量的迅猛增加，降低输送成本、

提高输送效率，长距离、高效油气管道输送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天然气“西气东输”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举措，是国家“十五”重

点工程之一，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把西

气东输工程所需钢材能够全部，至少也是大部立足于国内”，并力争把西气东输

工程建成高质量、高标准、高技术、高效益的世界一流的管道工程。西气东输工

程管道全长4167千米，投资在400亿元左右；工程采用10MPa的高压输送，钢

级为X70，是我国管道建设史上使用的最高钢级，其技术指标要求之高、之严在

国际上首屈一指。

石油天然气输送管线用钢是1900年首先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在高钢级管线

钢的开发使用方面，20世纪60年代初期X60管线钢就已经开始投入使用，1968

年日本三大钢铁公司为环阿拉斯加管线系统工程TAPS供应了X65钢级的管径

1219毫米的钢管。到80年代，XTO级管线钢就逐渐被引入到管道工程建设中。

90年代之后，X80钢就被开发并逐渐投入使用。与此同时，国外一些厂家也加

强了对X100和X120级管线钢的开发和储备。而我国的管线用板卷，20世纪50

年代到70年代主要采取鞍钢等厂家生产的A3、16Mn，到20世纪70年代和80

年代，则采用日本TS52K(相当于x52)；到20世纪90年代，管线钢国产化开始

起步，武钢等开始生产X52．X65级管线管板卷，但UOE钢管仍从日、美进口。

直到21世纪初“西气东输"工程启动，武钢、宝钢、鞍钢、攀钢等企业才开始

研制X70级热轧板卷，舞钢开始开发X70级宽厚钢板。

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为甲烷，同时还有硫化氢、可溶性硫化物、水分及二氧化

碳等组分。其中二氧化碳与凝结水结合形成碳酸，对运输天然气的管道有腐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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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硫化氢在潮湿的环境下对高强钢存在应力腐蚀，并且应力腐蚀导致的裂纹扩

展速率随材料强度水平的升高而增大。除此之外气体压力的波动，管道中的流体

能够引起输液管的非线性耦合振动以及振荡流，可能导致次谐波共振，高次谐波

共振或组合共振，导致系统的损坏。振动使得整个管线处于一个低周疲劳的工作

状态，再加上硫化氢腐蚀环境，极易发生腐蚀疲劳失效，引发天然气泄露，造成

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以及人员伤亡。

图1-1西气东输源头——塔里木油田管道

Fig．1-1 Source of west-east natural gas transmission project

图1．1为西气东输的源头——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气输送管道。据不完全统计，

在2009年1～1 1月内，管道共泄露18次，并且有6天之内3次紧急抢险的记录。

究其原因，多数是由于腐蚀造成的。由此可见，对石化设备及天然气运输管道进

行腐蚀疲劳工况下的安全评估是十分有必要的。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

点项目“大型高参数高危险性成套装置长周期运行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中特

别将“腐蚀与高温环境下承压设备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列为研究项目，期望

解决石化设备长期服役的安全性问题。

但石化设备的实际工况相当复杂，腐蚀程度与承载情况千变万化，若针对其

实际工况一一进行试验研究，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人力物力上均不太可能实现。故

此，研究石化设备及构件在模拟天然气环境中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行为规律、建

立能够反映腐蚀与疲劳耦合作用下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模型，对石油天然气设备

检测标准的制订，可靠性的评估以及剩余寿命的预测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针对石化设各服役环境中腐蚀介质的特点，以西气东输用材料X70管

线钢为研究对象，定量研究其在硫化氢腐蚀环境内的疲劳裂纹扩展规律，讨论不

同因素对其裂纹扩展行为规律的影响，探索建立其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数学模型的

方法，模拟实际设备的裂纹扩展行为，为石化设备的安全等级评定，剩余寿命评

估提供基础性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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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l章绪论

1．2．关于腐蚀疲劳问题的研究现状

1．2．1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性质的研究

在工程实践中，很多构件是在腐蚀性环境中工作的，如海洋结构，飞机结构

及石油化工设备等，常因受循环载荷和腐蚀环境的交互作用发生腐蚀疲劳破坏。

因此，腐蚀疲劳已成为工程实践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腐蚀疲劳的研究也一

直为科技工程界所关注。自从1917年HAIGH首次提出腐蚀疲劳现象以来，人

们对这一开裂现象已作了大量的研究。但由于腐蚀疲劳的复杂性，其设计力学、

化学、电化学、金属材料学及冶金学等学科的内容，尚有很多理论问题没有很好

的解决。

对腐蚀疲劳的早期研究，主要是集中在腐蚀疲劳裂纹形成和扩展机制、各种

环境因素对．洲曲线，裂纹扩展的影响方面以及疲劳寿命方面。国外学者对腐蚀
疲劳已做了长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得到了很

好的总结Il圳。虽然针对环境影响裂纹形成和扩展过程的不同机制，分别给出了

腐蚀裂纹形成寿命和裂纹扩展速率的模型和表达式，但难以满足对腐蚀环境中结

构设计和寿命预测的要求，其主要原因是缺少对腐蚀疲劳形成寿命和裂纹扩展定

量规律的研究，腐蚀疲劳的定量理论还很不完善。

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性质的研究是建立在大量试验数据的基础上的。20世纪

80年代以后，随着海洋工业和航空工业的发展，世界上的关于腐蚀疲劳的研究

更注重实际工程的应用。在飞机结构的腐蚀疲劳研究方面，美国海军和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做了大量的试验研究【5—1，国内也出版了有关飞机结构腐蚀疲劳方面的

专著【71。海航材料的研究的腐蚀介质也主要是人造海水【81或者其它氢环境⋯01。

在试验的基础上，人们普遍认为，腐蚀疲劳裂纹扩展主要受到加载频率、应

力比、腐蚀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1．2．1．1频率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的影响

关于频率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目前尚未有一个定论。在惰性介

质中，频率对疲劳裂纹扩展的影响较小；但在腐蚀介质中，一般来说，随着频率

的降低，裂纹扩展速率会增大。

1980年，Vosikovsky对API X65和X70两种钢材在3．5％NaCl环境中的试

验表明，较低的频率可使中等AK条件下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增加【l¨。

1984年，TTShih[12l在进行了屈服强度分别为634，93l，1124，和1289MPa

的4340钢在压力为446KPa的纯硫化氢气体，频率分别为0．17Hz及10Hz环境

中daJdN的试验中，发现屈服强度为634MPa的4340钢，频率为10Hz的裂纹扩

展速率比频率为0．1 7Hz的裂纹扩展速率要高，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da／dN随着

频率的降低而增加的观点不一致，也有文献报道过类似的结果【Bq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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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 Beavers在土壤环境中对管线钢进行不同频率下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

率的研究，试验显示：在f_-10巧Hz的情况下，裂纹尖端出现了钝化现象，因此

裂纹扩展速率在他们的试验期间呈减速扩展【15】。而Philippe Marcus也认为，在

低应变率的情况下(5×10帕～5×10巧)，裂纹扩展速率减小是由于大多数的腐蚀坑

表现出一般腐蚀的特征，。而机械形成的微小裂纹尖端出现钝化的关系【16】。

1993年，王荣等提出了临界加载频率的概念，认为频率高于临界加载频率

时，频率对裂纹扩展无影响【17】。

1994年，陈美英等研究了Gc4、30CrMnNi2A和300M超高强钢的腐蚀疲劳

裂纹扩展行为。考虑了环境、热处理制度、应力比和频率对裂纹扩展的影响。通

过研究发现，在侵蚀性环境中随频率降低，裂纹扩展大幅度上升【181。

2002年，业成则认为，存在一个临界频率工，当加载频率厂小于石时，频率

几乎对裂纹扩展不产生影响119】。

1．2．1．2应力比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

目前，多数文献均认为，随着应力比的增加，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也随之

增加。

1979年，Hatter的试验结果表明，应力比从0．1提高到0．8，裂纹扩展速率

显著增大120J。

1980年，Vosikovsky在三个正应力比R值下对API X70钢在3．5％NaCI溶

液中进行了试验。结果表明，随着R值增大，da／dN--AK曲线向上移动，并且环

境介质的影响在中等AK值最为明显【¨l。

1999年，赵建平等人研究了在1000ppmNaCl水溶液中，0Crl8Ni9钢在四种

不同应力比(O．1，0-3，0．6，O．7)的情况下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情况，发现腐蚀

疲劳裂纹的扩展速率随着应力比R的增加而增大【211。

1．2．1．3环境因素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

温度，极化电位，介质成分和pH值是影响材料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特性

的四个主要环境因素。

1)温度

路民旭研究了GC-4钢在冰水，17"C，45"C，60℃四种温度的盐水和蒸馏水

环境中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问题。认为对于不同的AK值，存在一个临界温

度T牛，当T<T宰时，蒸馏水中的裂纹扩展速率小于盐水中的，当T>T+时，蒸馏

水中的裂纹扩展速率大于盐水中的。而且试验结果显示出随着温度的增高，裂纹

扩展速率减小【捌。

2)介质成分

在介质环境方面，不同介质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的影响效果完全不同f23．241。

1985年的文献[25】认为，与空气相比，蒸馏水有可能降低裂纹扩展速率。

4



2007年S Ritter等的研究也表明在极限沸水反应堆系统中，HWC对低合金

钢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缓解作用1261。

一般来说，金属在硫化氢环境中的腐蚀速度都远远大于空气中的裂纹扩展速

率。

3)介质浓度

30CrMo钢分别在空气和不同硫化氢环境中(200ppm，2000ppm)的裂纹扩

展速率试验结果显示，在高浓度硫化氢环境中，裂纹扩展速率比在中等浓度硫化

氢环境中明显增大。但硫化氢浓度相差了10倍，裂纹扩展速率只相差了2．39倍，

说明硫化氢浓度对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并不成正比关系【2¨。

4)pH值的影响

pH值是影响材料腐蚀疲劳特性的又一重要因素。文献【22】研究了三种不同

pH值(3．0，7．0，10．O)对B300处理的GC．4钢在盐水中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

速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对于应力腐蚀开裂，da／dt随着pH值的升高有较大幅度

的增加；对于腐蚀疲劳，平台区以及平台区后的da／dN却随着pH值的升高略微

下降，但差别幅度不大。

5)裸金属钝化率

材料的裸金属面刚滑裸出来就受到环境介质的腐蚀或氧化影响，随之在裸金

属面上产生钝化膜的瞬间速率，可用腐蚀电流的瞬时衰减来表示。

H．Masuda认为：裂纹张开滑移面上新鲜裸金属表面形成的钝化膜可以阻滞

金属逆向滑移，当滑移面回滑时，阻力反作用于裂纹尖端，将其向前推挤，从而

加速了疲劳裂纹的扩展速率【281。

1995年，姜建华考虑了裸金属钝化率的影响，提出了一种反映裸金属钝化

率和频率厂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模型1291。’

1999年，业成认为：随着频率的降低，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增加与裂尖

裸金属的钝化时间增长有一定关系pⅢ。

1．2．1．4液体粘滞性裂纹闭合的影响

1989年，RO Ritchie和F H Davis的研究表明，粘性液体(如石油)会导致

裂纹闭合，造成裂纹扩展速率降低【31。321。同年，Tzout33-34】和Davist35】等分别对具

有较高液体粘度的有机流体所造成的裂纹闭合特性进行了研究。

1993年，路民旭参照了Tzou的理论，对高强钢在3．5％NaCI溶液中由液体

粘性造成的裂纹闭合分量的大小进行了定量分析【22】。他得出，流体粘性作用在

单位厚度试样上的合力为：

一m6啪77'0a3_j．][等”舢蚓肛岛
其中，h脚是裂纹长丌位移，口坩是材料屈服强度j E为材料弹性模量，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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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当前长度，厂和b分别是无量纲转动因子和韧带宽度，疋矿为有效应力强度

因子。

1．2．2不同腐蚀环境下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的研究

根据实际构件服役的环境不同，目前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模拟石化环境的硫化氢腐蚀环境，模拟海洋环境的氯化钠腐蚀环境以及模拟核反

应堆环境的轻水环境中。

1．2．2．1硫化氢腐蚀环境

硫化氢由于其特有的毒性，对人体以及试验设备的侵害很大，故此在硫化氢

环境中的腐蚀疲劳问题报道的不多。

1994年，E Watanabe等研究了船舶结构钢KA36和KAS在含有400ppm的

原油中和空气中的裂纹扩展行为。得出KA36的有缺口时间在含有400ppm的

H2S的原油的环境下，疲劳寿命大幅下降的结论【3酬。

1999年，R Ebara研究了12Cr不锈钢，Ni．CroMo钢和Ti．6A14V合金在蒸汽

环境下和含H2S，C02，S02混合气体中的腐蚀疲劳问题。同时讨论了H2S和C02

对T型焊接的12Cr不锈钢，Ni．CroMo钢和17．4PH不锈钢的腐蚀疲劳行为的影

响。试验结果证实，在腐蚀环境中，裂纹加速扩展。通过对微观组织的观察，得

出裂纹的加速扩展是由于钢和H2S，H20反应产生的氢有关【371。将疲劳裂纹表面

形貌的变化同裂纹扩展联系起来，可得出材料的腐蚀疲劳强度的骤减是由扩展区

域的腐蚀坑造成的138】。

2004年，B W Williams等研究了在近中性土壤环境中、10％C02环境中和

10％C02+1％H2S环境中API X60管线钢带表面裂纹的试样裂纹扩展速率的变化。

结果显示，1％H2S的添加极大的增加了纹的扩展速率【39l。

2006年，苗等人研究了30CrMo钢分别在空气和不同硫化氢环境中(200ppm，

2000ppm)的裂纹扩展速率。在高浓度硫化氢环境中，裂纹扩展速率比在中等浓

度硫化氢环境中明显增大【271。

从试验结果上看，腐蚀环境中硫化氢介质的少量添加即可对材料的疲劳性能

产生极大的影响。

1．2．2．2氯化钠环境

1996年，G Murtaza和R Akidt研究了高强钢在空气中，盐水的腐蚀环境中

以及空气和盐水环境交互作用下的疲劳小裂纹扩展情况，得出微观组织在小裂纹

阶段对裂纹扩展有很大影响，但在大裂纹阶段影响并不明显的结论。同时指出，

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非金属夹杂物在裂纹成核阶段均有很大的影响【40】。

1999年，赵建平等进行了0Crl8Ni9钢在NaCl溶液中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特

性的试验研究，分析了应力比R和加载频率f对扩展速率的影响。认为随着应力

比R的增an(从O．1增加到0．7)，裂纹扩展速率增加。同时，发现加载频率对裂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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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速率有影响，随着加载频率的增加(从O．5Hz增加到10Hz)，裂纹扩展速率降

低【2l】。

2002年，业成等进行了奥氏体不锈钢在不同浓度氯化钠溶液中不同加载频

率下的腐蚀疲劳试验，得出浓度对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以及频率对疲劳裂纹

扩展速率的影响。在环境介质中，0Crl8Ni9钢腐蚀疲劳试样表面是脆性破坏的

宏观形貌，其主裂纹扩展都是穿晶形态；而0Crl8N19钢在低浓度NaCI溶液中

的腐蚀疲劳扩展是阳极溶解、裂纹表面金属钝化和纯机械疲劳三者共同作用的结

果【19】。

2008年，K Tokaji等人研究了铸铁在3％NaCl盐雾环境中的旋转疲劳问题。

结果显示，在盐雾化境中，材料的强度与在空气中的强度没有太大差别，而疲劳

失效的门槛应力则比空气中的小。在VC组织附近发现大量的腐蚀坑，而这些腐

蚀坑的发展和接合，使得疲劳裂纹比空气中产生的早很多。但由于复杂的裂纹走

向，后期裂纹的扩展速率比空气中的慢【4¨。

2009年，YaB Unigovski等人研究了空气中，pH值分别为0，3，6的3．5％

NaCl溶液中316L不锈钢室温下的弯曲低周腐蚀疲劳问题。韧性参数的改变同

pH值对力化学因素的影响有关，其具体表现为增塑或者氢脆14引。

2010年，E Rezig等人研究了15-5PH高强不锈钢在5％NaCI溶液中疲劳裂

纹的产生和早期扩展问题，并用有限元的方法计算了其最大为值【431。

总结上述研究成果，可以认为，氯化钠环境中裂纹扩展行为主要受到氢脆的

影响，但与空气中的裂纹扩展速率相比，氯化钠环境中的FCGR变化不如在硫

化氢环境中的大。

1．2．2．3核反应堆环境

2001年，J Congleton等人研究了在模拟压力冷却水反应堆环境和含氧水环

境下的合金600的腐蚀疲劳行为。结果显示，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明显比空气中的

高，并且与频率，应力比等因素相关。裂纹扩展速率曲线显示出了明显的平台区，

由循环载荷引起的裂纹扩展加速现象在含氧水中比在冷却水中的明显【441。

2007年，S Ritter等人研究了在极限沸水反应堆系统中，HWC对低合金钢

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缓解作用。他们在模拟沸水反应堆的环境下，分别在

250，274，288℃温度下进行了试验，结果表明，在含氢的水的作用下，裂纹扩

展速率至少比在普通水环境中低一个数量级【26】。

2008年，H P Seifert等研究了低合金反应压力容器用钢和其焊接接头、热影

响区在模拟沸水反应器环境和氢水环境中的的低周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行为。并讨

论了温度，电化学腐蚀因素，溶氧，材料参数，加载情况等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

的影响删。

由此可见，在模拟核反应堆环境的腐蚀环境下，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比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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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中的裂纹扩展速率明显增高。

1．2．3不同材料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研究

1．2。3．1铝合金材料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行为的研究 ·

随着航天工业的发展，用于飞机结构的铝合金在飞行载荷下的腐蚀疲劳问题

是目前研究的热门项目之一。

2002年，Y Iino等进行了TiAI基合金拉伸试样及有刻痕的拉伸试样经过氢

暴露之后的疲劳裂纹扩展试验。结果表明，氢暴露之后，试样的延展性和抗拉强

度大幅下降，有刻痕的拉伸试样下降的更加明显。同时，他们还使用紧凑拉伸试

样来测定试样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得出随着裂纹尖端处应力强度因子K的增

加，氢暴露后的试件裂纹扩展速率比未暴露的试件高lO倍的结果。这是由于氢

脆引起的【4引。

2003年，D L DuQuesnay等人研究了7075．T65 11钛合金在模拟飞行器载荷

的情况下的腐蚀疲劳裂纹在腐蚀坑处起裂及扩展情况。结果显示，由于腐蚀的影

响，结构的疲劳寿命减少。他们还认为，腐蚀坑的深度是评价腐蚀损伤的一个适

合的参数【4。71。

2007年，R M Chlistovsky等人研究了用于飞行器结构的7075．T651铝合金

在3．5％NaCl环境中，承受周期性高应力比、近屈服载荷的腐蚀疲劳情况，并将

结果与空气中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进行了比较。损伤分析显示出，腐蚀环境的存

在加快了损伤的形成速率，尤其是在低应力范围。疲劳寿命的降低是由于蚀坑，

裂尖处的阳极腐蚀和氢脆的影响【48】。

2009年，F Menan等研究了2024铝合金的力学因素、环境因素和微观组织

因素在腐蚀疲劳行为中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空气中，水中和3．5％NaCl中的腐蚀

疲劳试验，并对其断121进行了SEM扫描分析【49】。在其另外一篇文章中，讨论了

频率和波形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得出2024铝合金的腐蚀疲劳行为

主要受到加载过程时间控制，而不是循环周期时间控制的结论【501。

1．2，3．2不锈钢材料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行为的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化工以及核工业的发展，不锈钢材料的腐蚀疲劳问题逐渐有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关于不锈钢腐蚀疲劳的研究，研究者多从宏观试验结果

和微观断口扫描两个层面同时研究。

2003年，K Makhlouf等研究了双向不锈钢材料X6 Cr Ni Mo Cu在空气中和

人造海水环境中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行为。在腐蚀环境中，R=0．1，户0．1Hz的

情况下，裂纹扩展速率是空气中的1．7倍。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两种环境下的断

裂机制也不同。在海水环境中，彳肛20～60MP口历的情况下，铁素体的解理控制

着裂纹扩展【5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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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Kelestemur研究了AISI 304不锈钢在三种不同环境：干氩气，氢

气和湿空气中的门限疲劳裂纹扩展行为。观察不同环境下的疲劳断口，得出：氩

气环境下，断口形貌为部分穿晶部分沿晶，而在氢气和湿空气下，疲劳断口只为

穿晶断裂。氢剥蚀是氢脆产生的主要原因1521。

2004年，L W TSay等进行了空气中，氢气气体中以及在饱和H2S溶液中的

激光退火的AISI 316不锈钢的疲劳裂纹扩展试验。结果显示，试样的激光退火

区域(LAZ)的抗裂纹扩展性能良好，且于环境的变化无关。同时还可得到，

AISI 316不锈钢对氢加速的裂纹扩展的低敏感性。通过对不同环境下得到的疲劳

断口的显微观察可得知：空气中的疲劳断口有显著的穿晶特征；而在H2S环境

中或氢气环境中，低频率下的疲劳断口多为解理断裂15引。同时，他们还研究可

AISI 304不锈钢焊缝的腐蚀疲劳问题，并对不同环境下的疲劳断口进行了微观分

析。裂纹扩展特征的变化被解释为与裂纹尖端处由于机械加载和环境反应产生的

马氏体有关【541。

2004年，E J Giordani等研究了在空气和0．9％NaCI溶液旱的ISO 5832—9不锈

钢腐蚀疲劳裂纹起裂问题。通过SEM的扫描，他们认为，裂纹多起始于平行于拉

伸方向的Z相，裂纹起始于小孔洞的行为比起始于基体分离的情况要引”】。

2007年，LW Tsay等研究了2种奥氏体不锈钢306L和254MSO的焊接接头在

慢应变速率下的断裂特性，并讨论了氢脆和硫化物应力腐蚀敏感性的问题岭6‘。

2010年，Masanobu Kubota等讨论了SUS304和SUS316L在压力为0．12MPa的

纯氢气内的疲劳极限寿命问题。其研究成果显示处，在短寿命区域，不锈钢的疲

劳强度极限得以提高，但是在长寿命区域，疲劳强度均有不同的下降。后续研究

表明，疲劳强度的提升是由于裂纹萌生的推迟引起的157J。

1．2．3．3其他材料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行为的研究

2002年，X Q Wu等人研究了ASTM A533B压力容器用钢在模拟沸水堆中

应变速率对低周疲劳的影响。结果显示，随着循环应变速率的降低，材料抗低周

腐蚀疲劳的性能也随之降低。在高应变速率时，材料的裂纹扩展比较曲折，且倾

向于加载方向；在断口处观察到了典型的氢致裂纹现象。随着应变速率的降低，

裂纹走向变得较直且垂直于加载方向，氢致裂纹情况也有所改善p引。

2004年，YOON SEOK CHOI等用电化学方法，腐蚀疲劳试验以及SEM扫

描分析研究了绝热人造地下水管道的腐蚀疲劳性能。由于腐蚀反应，腐蚀环境中

疲劳寿命比空气中的降低了很多。在腐蚀疲劳试验过程中，线性极化曲线发和电

化学阻抗能谱法被用来研究绝缘和应力对腐蚀疲劳的影响【591。

2010年，A I Balitskii研究了l 1种抗腐蚀钢在0．1MPa一-35MPa氢气中的腐

蚀疲劳行为，认为：奥氏体不锈钢在氢气中的性能最好，N卜A卜Ti钢在氢气

中的性能同它的Ti／AI含量和热处理状态有关。高强马氏体钢和铁素体钢对氢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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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敏感性非常高【601。

1．2．3．4管线钢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行为的研究

随着天然气运输管道建设的加快，管线钢的腐蚀问题与疲劳问题逐渐成为国

际上的研究热点。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X70钢的大量应用，相应的研究也逐

渐增多。关于X70管道钢，主要的研究方向除了力学性能，焊接性能以及应用方

面等[61-66]之外，模拟内壁工况的硫化氢腐蚀环列67扔1和模拟管道外壁工况的近中

性土壤环境[74-79]中X70管线钢母材和焊接接头的应力腐蚀开裂以及氢致裂纹【80．8I】

情况也是研究重点。

天然气输送管道所承受的压力是处于缓慢的波动状态，管道内流体能够引起

输液管的非线性耦合振动以及振荡流，可能导致次谐波共振，高次谐波共振或组

合共振，实际管道将承受循环载荷的作用。在此情况下，管道将受环境和循环应

力的共同作用，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腐蚀疲劳。关于管线钢的腐蚀疲劳研究情况目

前报道的不多；且腐蚀环境多为土壤等近中性环境。

2001年，张国军等研究了不同腐蚀介质(3．5％NaCI中性溶液，3．5％

NaCI+0．1NH2S04，0．1NH2S04酸性溶液和实验室大气)中及不同加载频率(10Hz

和1Hz)下X60管线钢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特性。在较高的加载频率户10Hz时，

不同腐蚀介质中裂纹扩展具有真腐蚀疲劳特性。腐蚀介质主要影响腐蚀疲劳裂纹

扩展门槛值AKth。f,而对系数统，无显著影响；在较低的加载频率户1Hz时裂纹扩

展呈缓慢增加的平台——具有应力腐蚀特性。文章同时还对建立较为通用的腐蚀

疲劳裂纹扩展公式进行了探讨【821。

2001年，L S Tsay等研究了API 5L X65管线钢的硫化物应力腐蚀问题和腐

蚀疲劳问题。他们认为，拉伸强度受到硬度最低的焊接接头的影响。在饱和硫化

氢环境，所有的试件的拉伸强度均有所下降，并且韧性大幅降低。在高应力强度

因子幅下，回火后的钢板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较高。同母材相比，空气中的

焊接接头的裂纹扩展速率更低，但是在腐蚀环境中，焊接接头的裂纹扩展速率迅

速增高【83】。

2004年，BW Williams等则研究了在土壤环境，极低频率下，API X60管线

钢带表面裂纹的试样在不同的频率不同应力比下的裂纹扩展速率的变化。试验周

期为40天，频率为每天1个应力循环或者40个应力循环，应力比为尺=O或者R=0．5。

结果显示，当载荷平均分布时，裂纹扩展速率比载荷集中时要高。同时，他们还

建立了一个模型来描述裂纹的加速扩展速率【39】。而在另一个高频率低应力比的

试验下，通过对腐蚀疲劳裂纹断121的微观形貌观察，发现在低频率下多为穿晶断

裂和解理断裂。同时，还发现了铁硫化合物的腐蚀产物。这些产物阻碍了裂纹在

深度方向的发展I洲。

2004年，李明星等人系统的研究-j'X70钢在碱性环境和土壤环境中，高频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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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z)高应力比(R=0．9)的情况下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情况。他们认为环境

介质对裂纹扩展门槛值没有明显影响。在土壤环境中，裂纹扩展速率随加载频率

的降低而升高，呈现明显的频率效应；在碱性碳酸盐溶液中，加载频率对裂纹扩

展速率没有明显的影响。中性碳酸盐溶液中的裂纹扩展速率高于碱性碳酸盐溶液

的裂纹扩展速率，且随加载频率的降低，裂纹扩展速率增大。最终分别建立7"X70

7管线钢在模拟高pH值和近中性土壤介质中，加载频率为0．1Hz～10Hz的裂纹扩展

量化模型峭孓盯J。

2004年，王荣研究了中性碳酸盐和NS4中X70管线钢在应力比为0．9的波动载

荷下的腐蚀疲劳性能。他认为，不同环境中管线钢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具有真腐

蚀疲劳的特征，裂纹扩展速率主要受波动载荷产生的应力强度因子幅△K控制，

载荷波动频率对裂纹扩展无影响。各种环境中4‰变化不大，在2．3---．2．6

MPa*ml亿范围【88l。

2005年，R L Eadie等在X70管线钢在土壤环境下，10％C02以及lO％C02

和l％H2S环境下的材料的裂纹扩展速率的试验基础上，定量分析了不同频率，

不同环境下的裂纹扩展速率。说明了在极低频率下裂纹尖端钝化对裂纹扩展速率

的影响，并且联合实际情况，讨论了应力强度因子幅门槛值AK对裂纹扩展的影

响【89】。

2006年，B Y Fang等研究了X70．A和X70．B管线钢在近土壤环境中的慢拉

伸行为和腐蚀疲劳行为。在疲劳试验中，在弹性应变下，试件不易断裂，且试件

中含氢量很低。但是当试件加载到产生塑性变形后，在极短的试件内试件便断裂

了，且断口形貌为脆性断121。X70．A和X70．B的腐蚀开裂同塑性应变累积的氢

有关【9叭。在他们的其他研究中，认为局部应变速率是联系各种不同断裂过程的

纽带，决定着断裂的模式。当该局部应变速率低于发生应力腐蚀开裂敏感局部应

变速率的上限时，SCC才能够发生；在循环载荷作用下，当该局部应变速率高

于此上限时，将发生力学因素起主导作用的腐蚀疲劳开裂；该局部应变速率继续

升高时，将发生机械断裂。X．70管线钢在近中性pH值溶液中的开裂模式是SCC，

不是CF，应称之为“近中性pH值应变促进腐蚀开裂91P9实质上这是一种由局部

应变速率决定的环境开裂行为1911。

2008年，E Gamboa等人研究了一段带有SCC裂纹的X60管线钢。他们发

现由疲劳引起的裂纹扩展是裂纹扩展速率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他们还发现裂纹

的扩展同应力腐蚀产生的裂纹形状没有关系【92】。

从上面可见，关于X70管道钢腐蚀疲劳的研究多集中在土壤环境中，反映

管道内壁腐蚀情况的硫化氢环境的相关研究不多见。而关于X70钢腐蚀疲劳裂

纹扩展数学模型的研究则为中性和碱性环境，．主要考虑了频率厂的影响，而能够

综合反映西气东输材料——国产X70钢——在湿硫化氢环境中的腐蚀疲劳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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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速率的数学模型，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报道。

1．2．4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工程表达

1981年，Austen和Walkert93-94]认为裂纹扩展模型是力学和化学过程相互作

用的结果。他们假设(da／dN)cF是由惰性环境中裂纹扩展速率乘以一个表示环境

所用的系数得到的。Barsom，Nagai，Kawait95研1等观察到了AK对儆侣M盯的影

响同AK对(daMN)口f，的影响是相同的，于是提出以下模型：

(da／dN)∞竹=五·0『口／dN),f，=五·c口f，(△K)‰ (2-12)

1998年，文献【98】提出了低碳和低合金钢在盐水环境中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的

经验公式：

在低彳K区，‘面da)卵=(紊)air‘五=(紊)口『，．3．8log(¨
或者：‘两da)口=(嘉)口l，·五=(紊)口l，．1．15(¨饥5
在高彳K区，‘丽da)卵=(翥)。，。c，，’(从)”，其中，CII和n都是常数。
这也是一种以空气中的裂纹扩展速率乘以修正系数后的经验公式。

在2007版ASME Section XIl991的附件A中，规定了在轻水环境中服役的铁

素体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为：

da／dN=Co(似)“

在应力强度因子变化幅4K较小(AK<20)下，n=5．95，Co=1．48 X 10．11S；

其中：

S=I．0(O§尺三0．25)

=26．9R一5．725(0．25≤R兰O．65)

=11．76(0．65薹R薹1．0)

这种方法亦可以看成对空气中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修正。

系数A和很多因素有关。1993年，王荣将有效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表达式

应用于腐蚀疲劳，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寿命估算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腐

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da／dN)o：与(4K～4‰c力在双对数坐标上呈线性关系。并
且，他首次提出临界加载频率概念，频率高于临界加载频率，频率对裂纹扩展没

有影响；频率低于临界加载频率，提出了表示频率对裂纹扩展速率影响的频率效

应函数【171。

1995年，姜建华等人分析了频率对腐蚀疲劳裂纹增长的影响，认为金属钝

化速率与频率有关，提出了一种考虑加载频率f影响的腐蚀疲劳裂纹增长数学模

型daMN-(A K，j9129】。

1998年，Chen等人研究了o．5M NaCI中，应力比为0．1，加载频率从o．1Hz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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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Hz的2024．T3铝合金的腐蚀疲劳问题。并讨论了裂纹扩展速率和应力强度

因子变化同加载频率的关系【l吲。

1998年，Atkinson等对高温水中的核反应压力容器用钢进行了腐蚀疲劳裂

纹扩展的研究，并讨论了温度、应力比、频率、腐蚀电流等对裂纹扩展速率的影

响，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Il叭】。

1999年，赵建平不仅考虑了频率的因素，还考虑了应力比的因素，提出了

环境加速因子c(n／／)，应用单变优化方法确定了环境加速因子的系数，进而提出

了一种反映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da／dN-(AK，．厂彤数学模型，给出了腐蚀

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计算公式1211。

2003年，纪冬梅等分析了硫化氢水溶液中07MnCrMoVDR钢的疲劳裂纹扩

展速率及其影响因素【l021，并以空气中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为基准，引入环境

加速因子‰，且把‰与Gf，合并为C，用于表达07MnNiCrMoVDR钢在硫化
氢溶液中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且利用Original找出这三个影响因素在裂纹

扩展速率系数C中的关系表达式，从而由Matlab中的统计工具箱回归出

07MnNiCrMoVDR钢在硫化氢溶液中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数学模型1103】。

2004年，李明星等人系统的研究了X70钢在碱性环境和土壤环境中，高频

率(10Hz)高应力比(R=O．9)的情况下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情况，分别建立了

X70管线钢在模拟高pH值和近中性土壤介质中，加载频率为0．1Hz～10Hz的裂

纹扩展量化模型18 6。。

2006年，鲍蕊等研究了腐蚀条件下铝合金的疲劳裂纹扩展，对一般环境下

裂纹扩展模型进行了修正，并且建立了多种复杂环境联合作用下的腐蚀疲劳裂纹

扩展模型【104】。

2007年，M Jakubowski讨论了裂纹尖端应变速率，裂纹长度影响以及阳极

溶解电流等对环境加速因子的影响，并最终给出了船舶结构钢在盐水环境中的腐

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模型【105】。

综上所述，工程上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数学模型的构造多是以空气中的裂

纹扩展速率为基础，分别对空气中的裂纹扩展速率模型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正。在

影响修正因子的因素方面，多考虑应力比与加载频率因素，腐蚀电流，裸金属钝

化率等化学因素也有提及。

1．2．5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行为的数值模拟

目前，在空气中的疲劳裂纹扩展的有限元数值模拟方面，研究成果已经比较

完善【106加81。关于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的有限元数值模型，则有：

1994年，Wang等人在试验的基础上，基于单晶理论，使用有限元的方法研

究了Fe—Si合金在腐蚀环境中的裂纹走向问题，并分析了在腐蚀环境下脆／韧性

疲劳裂纹扩展和裂纹尖端的转动问趔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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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沈海军等研究了飞机载荷谱下7475．T761铝合金紧固孔试件空气

与3．5％NaCI环境中的疲劳试验和断口分析，得到了相应结构疲劳全寿命和孔边

角裂纹的裂纹长度．寿命数据，通过三维有限元分析得到了孔边角裂纹的应力强

度因子‘1101。

2003年，SAPROST．DOMASKY等用有限元的方法分析了机身零件的腐蚀

疲劳问题，应用HLPM的方法解决了腐蚀疲劳裂纹扩展寿命的预测问题【¨¨。

2008年，Christina Bjerken等用适应性有限元程序研究了在混和型腐蚀疲劳

载荷下的裂纹扩展问题，他们假设材料损失同腐蚀表面的伸长成正比，用一般的

移动边界问题解决了裂纹扩展以及扩展方向并没有一定规律可寻的问题【¨21。

但总体来说，由于腐蚀环境中疲劳裂纹的扩展不仅受到机械疲劳的控制，同

时还受到氢脆、阳极溶解等化学因素的影响，并且两者之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叠

加作用，而是耦合作用，机理较为复杂，至今尚未有一个定论。故此，腐蚀环境

中疲劳裂纹扩展行为的数值模拟方面报道不多。

1．3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针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试验的技术要求，通过理论计算与误差分

析，对现有的试验设备进行了硬件及软件方面的改造，确保了测得试验数据的准

确性、可靠性与精度。

以国内大量应用的X70管线钢为研究对象，定量研究了不同环境介质浓度

下(500ppm，1000ppm，2000ppm)，不同频率下(0．0067Hz，O．01Hz，0．013Hz)，

不同应力比下(O．7，0．8，O．9)的腐蚀裂纹扩展速率。

在调研现有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公式和对试验数据进行规律性分析的基础

上，综合考虑频率，应力比以及环境介质浓度对双log空间内裂纹扩展速率曲线

截距和斜率的影响，对Pads公式进行修正，构造了能够反应多因素的腐蚀疲劳

裂纹扩展速率公式。应用MATLAB软件，以最优化方法的理念编写相关程序，

拟合裂纹扩展模型内各项参数。分析了修正因子及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在不同

因素下的变化规律，并分别讨论了各项因素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行为的影响。

使用SEM扫描电镜对试件的微观断口进行分析，确定不同因素下X70管线

钢的断裂性质，分析了不同因素下断口形貌的变化规律。

最终，应用边界元的方法建立试验条件下和实际工程条件下的边界元模型，

以本文所构造的符合实际工况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公式为参数，通过数值模‘

拟计算对含缺陷管道进行剩余寿命预测和分析评估。

1．4研究路线

首先，为确定不同因素下X70管线钢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规律，在保证试验

数据可靠性的基础上，本文将3个不同因素分别分为3个不同水平，使用正交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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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法设计试验。应用柔度法测量不同试验条件下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其次，参考现有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模型，并对试验所得数据进行规律

性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考虑频率，应力比以及环境介质浓度的影响，对传统Paris

公式进行修正，构造了能够反应多因素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数学模型。

最终，以构造的数学模型为基础，使用边界元的方法，仿真工程构件在实际

工况下的裂纹扩展行为。

本文主要思路框图如下：

以此研究路线为基础，本文共分六章：

第l章绪论

第2章腐蚀疲劳实验原理及设计

第3章腐蚀疲劳实验分组及结果

第4章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模型的研究及讨论

第5章各因素对腐蚀疲劳断口形貌的影响

第6章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的数值模拟

第7章结论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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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腐蚀疲劳实验原理及设计

2．1实验背景

实际工程结构、工业设备以及各类承载构件都在一定的环境内服役，除了真

空环境之外，其他环境(如湿润空气、受污染环境)对结构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腐蚀性。当结构处于使用状态时，腐蚀环境与循环载荷的联合作用会导致构件的

突然破裂或提前损坏，即产生了腐蚀疲劳问题。海洋结构，石油化工设备，飞机

结构等，常因腐蚀疲劳的作用产生灾难性事故。

裂纹扩展速率是反映材料断裂力学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工程构件寿命

评估的基础性数据之一。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的研究成为评估结构完整性、耐久性

和可靠性以及优化结构设计的主要内容。

在实际工程应用中，要对构件的完整性进行评估和腐蚀疲劳裂纹扩展剩余寿

命的预测，就必须知道裂纹扩展的动力学规律，因此，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

测定以和表达式的研究便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近几十年，工程设计和腐蚀与防

护界都在期望由实验室内的短期加速腐蚀实验结果来推测户外长期暴露实验结

果，为此，美国腐蚀工程师协会(NACE)[1]3-t14]，欧洲腐蚀联合会(EFC)⋯51

以及我国国标【¨6l均规定了相关的加速实验方法。

本文根据国家标准⋯71(GB／T6398．2002金属材料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实验方

法》，参考欧洲腐蚀联合会EFC中的相关规定，考虑各项因素对腐蚀疲劳裂纹扩

展的影响，采用柔度法，分别在空气中以及不同频率、不同应力比、不同的硫化

氢浓度下进行了相应的加速实验研究，为建立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数学模型，对实

际构件进行结构完整性评估和寿命预测提供实验数据。

2．2低周疲劳的概念与特点

金属构件在交变载荷和应变的长期作用下，由于累积损伤而引起的断裂现象

称为疲劳。根据断裂寿命和载荷高低的不同，疲劳可分为高周疲劳和低周疲劳。

一般认为，材料在接近或超过其屈服强度的力的作用下，低于104～105周循环产

生的疲劳失效为低周疲劳。

低周疲劳具有如下特点：

1)低周疲劳时，由于构件设计的循环许用应力比较高，加上实际构件不可

避免地存在缺121应力集中，因而局部区域会产生宏观塑性变形，使应力应变之间

不再呈线性关系。

2)低周疲劳破坏有几个裂纹源，由于应力比较大，裂纹容易成核，其成核

期较短，只占总寿命的10％。低周疲劳微观断口的疲劳带较粗，间距也宽一些，

并且常常不连续。

3)低周疲劳寿命决定于塑性应变幅，而高周疲劳寿命则取决于应力幅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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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强度因子范围，但两者都是循环塑性变形累积损伤的结果。

2．3实验原理

本文所进行的低周腐蚀疲劳实验是建立在空气中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实验

的基础上的。故此，本实验根据国家标准《GB厂r6398．2002金属材料疲劳裂纹扩

展速率实验方法》[1t71进行。

2．3．1试样形式

l

●

I

t
I

l

巍}
l

J，-

∥
一48．5

60

图2．1改进型WOL试样

Fig．2-1 Modified WOL Specimen

本文采用改进型WOL试样，试样的尺寸见图2-1。改进型WOL试样能够保

证在裂纹扩展过程中裂尖处于平面应变状态。在实验前在空气中对试样预制裂

纹，用线切割开缺口后，为了保证裂纹的尖端效应，又在高频疲劳实验机上预制

了高周疲劳裂纹，使初始裂纹达到规定长度。

2．3．2使用柔度法测量裂纹裂纹扩展速率

在线弹性断裂力学范围内，静载作用下，应力强度因子K能恰当地描述裂

纹尖端的应力场强度。Pads在大量疲劳实验基础上得出：应力强度因子幅度AK

是一个控制裂纹扩展速率的主要参量。同时给出了裂纹扩展速率da／dN与应力强

度因子幅AK的经验关系式：

da／dN=C(必)疗(2-1)

式中：C，11是描述材料疲劳裂纹扩展性能的基本参数。

若想拟合得出不同环境下的材料常数C和11，需知道不同裂纹长度a下对应

的(da／dN)及△K。

2。3．2．1裂纹长度的确定
。

裂纹长度a可由柔度方程确定。对于改进型WOL试样，其柔度方程的形式

IS



为：

旦：g§!!!竺2
尸 EB (2．2)

其中：V为裂纹张开位移：P为载荷：B为试样厚度：E为弹性模量，G为

无量纲柔度是a／W函数：

C6％)砂95-16·130(口，帅838(口坩删25(口／岍46_815(口／州】(2．3)
由柔度方程可知：无量纲柔度肋j与相对裂纹长度a／W有严格的函数关系。

故只要能测出每一瞬时裂纹张开位移K，就能算出对应的裂纹长度a，。

2．3．2．2应力强度因子幅的确定

对于本文所使用的改进型WOL试样，AK可以根据公式求得：崛5警 。2q

其中：△P=Pmax．Pmim W为试样宽度；B为试样厚度；a为裂纹长度；C3

为a厂W函数：

c，％)=[3呻6比)圳5．8比罗彻％比罗一¨86．3比)4朋4．6比明
(2-5)

2．3．2．3裂纹扩展速率da／dN的确定

每一循环的da／dN可由七点拟合公式得出：对任一实验数据点i即前后各n

点，共(2n+1)个连续数据点，采用如下二次多项式进行拟和求导。点数n值可

取2、3、4，一般取3。

鳓+《等H等卜 倍6，
式中：

一1≤—N,-—C,≤+l
L2 (2-7)

Cl=去(M一。+Ⅳ+。)
二 (2。8)

C2=去(M+一-N,一一)．
z (2-9)

q一一≤口≤ai+一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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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b口，b，，b2是在式(2．10)区间按最小二乘法(即裂纹长度观测值与拟和

值之间的偏差平方和最小)确定的回归参数。拟和值ai是对应于循环数M上的

拟和裂纹长度。参数o，C2用于变换输入数据，以避免回归参数时的数值计算

困难。在M处的裂纹扩展速率由式(2．6)求导而得：

f塑、=且+塾咝二型
、州7q C2’ C22 (2．11)

2．3．2．4 Par i s公式中各项参数的确定

若对表示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Paris公式两边取log，则有如下关系：

lg(da／dN)=lgC+刀·]g(aK) (2—12)

由裂纹扩展速率实验所采集到的(口，，M)数据集，根据七点拟合的方法可以

获得对应af的裂纹扩展速率(da／dN)f，并由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公式计算得出对

应的4K，则有：

以=垫竺!!二盏必竺竺!!二盏兰竺!型似㈣
。

善I-g址)』一去蔷zg沁)』j

lgc=去善lg(da／州l一嗉荟lg沁)，(2-14)

2．4腐蚀环境中的疲劳裂纹扩展实验

为了确保裂纹尖端金属能够充分的与腐蚀介质反应，NACE规定【¨41，腐蚀

试件应全部浸泡在腐蚀介质中，并且腐蚀介质不少于3ml／cm2。同时，为了保证

腐蚀介质的浓度，尽量减少氧化等化学过程对实验结果的干扰，腐蚀疲劳裂纹扩

展实验需要保证试件浸泡在一个密封性好的，有一定容积的容器内进行。

故此，本文使用有机玻璃和工程塑料制作一圆柱形容器，将改进型WOL试

样放在其中，并将其充满腐蚀介质。容器的上下盖之间用螺栓进行紧固，以保证

其在实验过程中的密封性。容器的上面分别留一进气口和出气口，方便在实验过

程中充入硫化氢气体，保证腐蚀介质的浓度。

2．5腐蚀疲劳实验的特点及测量难点

硫化氢腐蚀环境中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实验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模拟天然气

气运输过程中的腐蚀环境，本实验须在恶劣的硫化氢腐蚀环境下进行，实验过程

中必须有良好的密封装置及良好的通风条件，且要保证实验设备的各个部件在腐

蚀环境中的安全可靠性。二是由于要模拟天然气气瓶的实际工作状况，所以本实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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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要在较低频率的循环载荷下长时间进行。若进行一个完整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

实验，约需要14"---'30天，实验期间，需要对试件的裂纹扩展以及载荷情况进行

实时监测及采集计算，并要保证实验各项设备测量的准确性及精确性。而这也正

是本实验的难点。

对于空气中或NaCI介质等透明溶液中的腐蚀疲劳裂纹长度的测量，多采用

简单易行的表面直读法，即在腐蚀容器外部架设显微镜直接读取裂纹长度增量。

但是在硫化氢腐蚀介质中，由于H2S的影响，溶液会在1天之内变黑，这使得

在实验过程中直接读取裂纹长度变得极其困难。对此，本文采用计算机自动采集

的方法，通过测量浸泡在腐蚀环境中试件的张开口位移换算成实时的裂纹长度。

此种方法带来了新的难题，即裂纹张开口位移测量的问题。测试需要将引伸

计装卡在裂纹张开口处。对于空气环境中裂纹张开口位移的测量，引申计准确可

靠；但是在腐蚀环境中，若将试样与引伸计一通浸泡在硫化氢溶液理，则引伸计

极易遭到损坏，无法继续进行测量。

为此，本文对实验的测量设备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摸索，搭建了长期稳定可靠

的腐蚀疲劳测试平台。

2．6腐蚀疲劳测试平台的搭建

2．6．1硬件改造

2．6．1．1原有实验装置的不足

腐蚀疲劳测试设备在不断的探索中经历了几代的更新设计。前人测量裂纹张

开口位移的方法是：除了在试样开13处安装引伸计(浸泡在硫化氢腐蚀环境中)

直接测量裂纹张开口处位移外，在试样装置的一侧安装两个外加引伸计，引伸计

两腿分别卡在上导杆和下导杆上。当试样承受拉伸载荷时，裂纹开口处位移发生

变化，中间引伸计直接测出变化位移；同时，位移的变化通过装置传递到外圈导

杆，两个外加引伸计测得相应位移。取两边引伸计所测值的平均值，通过几何关

系换算得出试件的开口处位移，如图2．2所示。

但是由于硫化氢腐蚀环境的存在，中间引伸计在几天之内就会遭到破坏，若

使用从外面购买的断裂力学引伸计，实验消耗过大。为了节省经费，前人采用在

悬臂梁上粘贴应变片，连线组成相应桥路并由704硅胶密封的方法自行制作引伸

计，并将其浸泡在硫化氢腐蚀环境中。但是自制引伸计的质量受到制作者的影响，

其质量，测量精度和稳定性均不能与购买来的断裂力学专用引伸计相比，并且由

于密封技术的原因，此引伸计在硫化氢腐蚀环境中只能使用3"--7天，并不能坚

持到整个实验完成。故此，制作引伸计的工作量大，耗时长，测量效率不高。而

两边引伸计分别卡在上导杆和下导杆上，由于试件的装卡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

着偏心等现象，且导杆之间存在摩擦致使两边引伸计不能顺利的随着裂纹张开而



a)改造前试验装置示意图

b)改造前试验装置实际图

图2-2改造前的裂纹张开口处位移测量装置
Fig．2-2 Test Device(before modification)

，。 针对以上种种不足之处，本文以‘‘直接测量．”为改造的基本理念，针对裂纹

篓：口竺矿的测量系统进行设备改造。改造的最终目的是可以直接的、准确的
测量浸泡在腐蚀环境中的试件的裂纹张开口位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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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腐蚀环境对引伸计的破坏作用，本文通过将裂纹张开口处的位移y

通过长杆导出至腐蚀环境外，用夹式引伸计对裂纹张开口的位移进行直接测量的

方法，重新设计了引伸计夹具。为保证杆件在试件承受循环载荷过程中贴紧试件

刀口，使得腐蚀环境外的引伸计测得的位移即为浸泡在腐蚀环境中的试样开口处

位移，我们在夹具中间添加一厚度为0．3mm的簧片。

2．6．1．3提高引伸计夹具的弯曲刚度

由于夹具杆件较长，受其自重以及引伸计所带来重量的影响，不可避免的会

产生弯曲变形。较大的挠度会干扰引伸计测量的准确性，使得测量值不能正确的

反映腐蚀环境内试件的裂纹张开口位移。故此，在进行测试系统装配时，应尽量

的减少夹具所产生的挠度。为提高引伸计央具的弯曲刚度，减少弯曲所带来的挠

度，本文考虑装卡过程中，在夹具伸出端中间增加一个Y向支撑，见图2—3。增

加支撑后夹具的受力简图见图2—4。

XA

— a
一 一

a
一

一 一

’

图2．3增加支撑后的引伸计夹具示意图

Fig．2·3 Diagram ofclip gauge fixture

P

夕
a lB— a

一
一 一

1

V
L J ‘ LMA

-

C

图2-4增加支撑后的引伸计夹具受力简图

Fig．2-4 Analysis of clip gauge fixture

P

对于图2．5所示的超静定梁，其变形须满足变形协调条件，即：

ya=Al (2·1 5)

其中，AI：iNl，，为支撑杆的长度，A为支撑杆的横截面积，YB为B点处
丘以

的挠度，则需要由积分法求得。 ．



如图2-4所示的超静定梁，AB段和BC段的弯矩方程不同，故挠曲线微粉

方程应分段建立并进行积分：

BC段(Og鱼)：

AB段(墩叟a)：

e／y。=M(x)=尸·x

劬’=兰^2+q
EIy=专时嵋x+D1

EIy”=M(x)=尸·x一ⅣG一口)=(P—N)x+N．口

Ely’=去(P一Ⅳb2+Ⅳ口·x+C2

胁=吉p一Ⅳh3+Na．x+C：甜D2
其中：CI，o，DI，De分别为积分常数。

由于梁为一插入梁，故其边界条件应为：

yA=0，0A=O(在x=2a处)

去(尸一Ⅳ)4口2+Ⅳ口．2a+C2=0

吉(p_N)Sa3+1z Na·4a2+C2．2口+D2=o

可以求得：c2=-2Pa2；岛=8，pa，一昙Ⅳ口，
在两段交界处，根据曲线的连续光滑特性，应有：

×寻a： yB左=Ya右，eB左=：0B右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陉(尸一Ⅳb2+胁·x一2尸口2l。。=G^2+G)～ c赴4，

[丢(尸一Ⅳb3+丢Ⅳ口·z2—2尸口2·z+(詈助3一詈人，口3)]，。=(吉^3+Gx+日)，柏
(2·25)

可以求得：cl=12 Na2-2忍2；DI=；忍3一吾№3二 ) O

确定积分常数C1，o，D，，仍后，B点处挠度和C点处挠度都可以求得：

5Pa3Ⅳ口3

儿2面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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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a3 5Na3
Yc 2面一面厂；
若梁的中部无支撑，此梁即可看作一个静定的插入梁，Yc处的最大变形为

比=jSP万a3。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增加支撑后，梁的挠度有效的减少了面5Na3。
根据超静定梁的变形协调条件yB=AI可知：

一5Pa3一丝：一N／(2-26)6E1⋯==一
3E1 EA

可以求得B处的支撑力：

Ⅳ=采‰ p27，

从式(3．24)中可以看出，(6Il／A)越小，N越大，减少的挠度越大。故此，本

文选择了一个横截面积较大，长度较小的短杆做为支撑。

假设a=50mm，支撑杆的直径d=2mm，长度l=10mm，此时支撑力N为：

N=
5Pa3 5Px503

8Pa’ 5Na’8Pa’ 5a’5． 7Pa’1，，’=⋯=一·一厂=一。。

3El 6El 3EI 6E1 2 12E1

≈2．5P

与没有支撑时的挠度儿=了8P万a3相比，增加支撑后的引伸计夹具的最终挠度

为没有支撑时的21．8％。由此可见，在引伸计夹具中间增加支撑可以大幅度降低

引伸计挠度，减少误差。

改造后测试系统的示意图和实际效果见图2．5。此种方法保证了引伸计在实

验过程中不受腐蚀环境的破坏，确保了安全性，保证测试数据的准确性；并将原

本的3个引伸计改为1个，节省了实验经费；免去了引伸计制作这一工作，减少

了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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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a)改造后试验装置示意图

引仲计

”改造后试验装置实际图

图2-5改造后的裂纹张开口处位移测量装置

Fig．2-5 Test Device(after modification)

2．6．2软件改造

本实验使用QBR．50型微机控制持久实验机进行低周腐蚀疲劳实验。此实验

机主要用于进行空气环境下的金属拉伸蠕变及持久性能的测试。测控单元由富士

伺服控制器，测量放大器、微机和软件部分组成。测量放大器为单元模板化、智

能化设计，并通过总线形式与伺服控制器通讯和连接，该单元主要由高速模数转

换、单片机管理、总线接口等组成，具有自动调零、传感器线性补偿、设置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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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带宽及单元自诊断等功能，是性能优良的智能化测量单元。实验数据和曲线由

计算机屏幕实时显示并可贮存和再现。

QBN．50型实验机采用日本富士交流伺服电机的正反转控制来实现实验过程

中的加卸载过程。此电机在工作时会产生20kHz的脉冲调质方波，对外围设备

有较大的干扰，尤其是对引伸计数据的采集方面。这种干扰表现在实验数据上，

即为一个系统误差，使得测量到的裂纹张开口位移V向某一方向“漂移”。这就

在实验中造成一个裂纹逐渐增长的假象。如图2．6所示，在裂纹未扩展的情况下，

不到800个循环内，测量到的张开口位移漂了大约O．03mm，这在后续的数据处

理中会带来裂纹长度约Imm的误差。

g
昌

、-一

稔
趔
口

嫩
畿

g
郦
七j(

V

循恻
图2-6含有误差的裂纹张开口位移曲线

Fig．2-6 Crack open displacement curve

(with measurement error)

图2．7同一加载过程中的矿~尸曲线

Fig．2-7队尸cHi ve in a loading proces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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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察到在同一加载周期内，由交流伺服电机所引起的误差万V是不变

的。可以认为，无论有没有误差万以同一加载过程中的最大裂纹张开口位移和

最小裂纹张开口位移的差值dV不变。同时，由于应力比一定，最大载荷与最小

载荷的差值卯也是一个恒定值。于是在加载过程中，y~尸曲线的斜率不变，如

图2．7所示。根据此种情况，本文将测量单纯的裂纹张开口位移V变为测量加载

过程中y~尸曲线的斜率，这就有效的避免了由交流伺服电机带来的万V在后续

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误差。

本文重新编写测试软件，在加载过程中分别测量4"--'6个点的从尸值，并

根据最小二乘法的原理拟合得出开口处位移V与载荷P的比值关系。此方法可

以有效的避免交流伺服电机所带来的系统误差，并且变之前的单点测量为多点拟

合，确保了V／P的准确性。且此种直接给出V／P比值的方法，对于之后的数据处

理更加便利。

在裂纹未扩展的情况下，通过测量V／P的方法处理得到的a"-N曲线见图

2．8。从图中可以看出，在700个循环内，裂纹长度a均在18．1mm附近，虽有波

动但不大，表示了裂纹的真实长度。说明改造后的测试软件有效的减少了测试误

差，测得的数据处理后能够正确反应裂纹扩展情况。

图2·8改造后软件测试数据处理得到的口~Ⅳ曲线

Fig．2·8口~ⅣCUWC obtained from test data(after

modification of measurement software)

2．7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论述了实验背景。在介绍了低周疲劳的概念及其特点的基础上，应

用柔度法测量每一瞬时的裂纹长度a，并阐述了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

通过设计一个密闭容器的方法实现了腐蚀环境的添加。论述了腐蚀疲劳裂纹

扩展速率的特点以及测试难点。根据实验要求，搭建长期有效的腐蚀疲劳裂纹扩



第2帚腐蚀城劳实验原理及波汁

展实验平台。

硬件方面，以直接测量为理念，通过理论计算和误差分析，自行设计并制造

T钡,IJ量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实验装置，减少了实验成本及人力，增加了实验

准确度。

软件方面，变单点测量为多点测量，彻底消除了交流伺服电机在工作过程中

产生的电磁信号干扰问题，增加了实验采集系统的精确度。

本章实验装置的改进和实验方法的确定为研究硫化氢环境中材料的腐蚀疲

劳性能做好了前提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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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材料化学成分

材料
C Mn P S Mo Cu Ni

Material
一一————————————————————————————————————————————————————一

X70 0．06 1．46 0．25 0．012 0．003 0．22 0．22 0．2

材料的金相组织为针状铁素体。典型的微观结构见图3-1。

图3．1 X70管线钢微观结构：．典型的针状铁素体

Fig．3—1 Microstructure of X70 pipeline steel：

acicular ferrite
’

3l



北京丁业人学T学博Ij学位论文
曼曼鼍曼量曼皇曼曼曼曼曼,I 一 一——I曼鼍皇曼曼曼曼曼!曼曼曼皇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曼
3．2实验环境

腐蚀环境所采用的溶液为美国腐蚀工程师协会NACEIll4】规定的A类标准溶

液，即含有5％氯化钠以及0．5％冰乙酸的水溶液。

按照NACE规定，A类溶液的硫化氢浓度应为饱和浓度(2000ppm)，但在正

常工况下，按中国天然气质量标准GB 17820．1999规定，硫化氢含量小于20m咖3
(相当于20ppm)。近年来，欧洲腐蚀联合会(European Federation of Corrosion，简

称EFC)根据大量实践经验及研究成果推出了系列规范指南，其中第16号公报《含

H2S油气设备碳钢及低合金钢选材指南》【¨5l中规定：为确保实验结果对工程实验

的适用性，实验溶液应尽量同实际工况环境相一致。考虑到实际工况与实验可行

性，同时方便与国际标准的比较，本实验分别选取2000ppm(饱和硫化氢浓度)，

1000ppm和500ppm 3个浓度，并使用碘量法测定溶液中的硫化氢含量。

3．3应力比及频率 ·

管线在服役过程中，由于内压的波动而存在交变应力，Martyn J W和Robert

L Stll8】通过输气管线现场应力传感器获得管线波动载荷的应力LLR>0．8。ZhaoI¨91

等人监测了西气东输管道的夏季及冬季日间的压力波动，结果显示应力比不低于

0．6。尽管对不同的管线系统，其载荷波动的情况是不同的，但油气输送管线的

载荷大都具有高应力比和低频率的特点。故此，本文在高应力比区间选取3个不

同的应力比值：R=0．7，R=0．8和R=0．9。

管道内的压力虽然是时刻变化着的，但总体来说仍处于一个较慢的频率范围

内。为了模拟实际工况，实验选取的频率应尽可能的低。但考虑到实验的可行性、

实验机自身的性能以及实验周期，本文在可控制的范围内选取三个不同的频率，

分别为：．户0．013Hz(一周期75s)，户O．01Hz(一周期100s)，户0．0067Hz(一周期

150s)。

3．4实验分组

为了同时考察频率，应力比，环境介质浓度对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本文对

这3个因素分别选取3个水平，即：

表3．3实验的因素及其相应水平

Table 3—3 TeSt conditions and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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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帚腐蚀疲劳实验分组及}占果

若对这3个因素的3水平一一进行实验分析，则共需进行27个实验。考虑

到低周腐蚀疲劳实验周期较长，本文在保证实验可靠性的前提下，根据《实验优

化技术》11201，本文选定正交实验表L9(34)来进行这个3因素3水平的实验，具

体安排见表3-4。

表3-4实验安排

Table 3-4 Test design

3．5 X70管线钢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实验结果

3．5．1 X70管线钢空气中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本文首先测定了X70管线钢在空气中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加载波形为梯

形，频率卢0．01，应力L匕R=0．7。空气环境中的口~Ⅳ曲线见图3．2，da／dN～AK曲

线见图3．3。

其裂纹扩展速率为：da／dN=7．6432x 10。o(△K)L65292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循蚪埘ck

图3-2空气环境中X70管线钢的a~Ⅳ曲线

Fig．3-2 a-N curve(air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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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MPa*mo
5

图3．3空气环境中X70管线钢daldN～△K曲线

Fig．3-3 da／dN—AK CtllVe(air environment)

3．5．2 X70管线钢在不同腐蚀环境中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本文根据表3．4的安排一一进jTX70管线钢的低周腐蚀疲劳实验。腐蚀环境中

典型的a—Ⅳ曲线见图3．4，da／dN"-"4 K的原始数据分别见图3．5。其中，每组

da／dN"-"zlK曲线均由3000"--20000个实验点组成，每个实验的周期为14天～30天

不等。

根据第2章内介绍的数据处理方法，取其稳定扩展阶段进行Paris拟合见图

3-6，所有用Paris公式拟合得出的裂纹扩展速率比较见图3．7。每个试件的腐蚀疲

劳裂纹扩展速率Paris表达式见表3．5。

暑

星

恻
业

《
裂

0 500 1000 1500 2000

循环／cycle

图3-4硫化氢环境中X70管线钢的典型口刈曲线
Fig．3-4 Typical a----N curve in H2S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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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腐蚀疲劳实验分自I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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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硫化氢浓度为2000ppm卜．3个试样的da／dN'--'AK数据

图3—5 X70管线钢在硫化氢环境中的da／dN～AK数据

Fig．3-5 da／dN-AK data obtained from H2S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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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500ppm，R=0．9，f=o·01Hz

童

亳
口

b)D=500ppm，R=0．8，产O·0 1 3Hz

c)D=500ppm，R=0．7，产O·0067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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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口

1E．7

g)D=2000ppm，R=0．9，f--o．0。067Hz
△K(MPa+m”21

AK(MPa+nl‰

i)D=2000ppm，R=0．7，f=o．0 1 3Hz

图3-6 X70管线钢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的Paris拟合
Fig·3-6 da／dN一．dK curves fitted by Paris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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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不同实验条件下X70管线钢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方程表达式

1 空气 o·7 o·01 da／dN=7．64×10Ⅲ恤尸
500

500

500

1000

1000

1000

2000

2000

0．9

0．8

0．7

0。9

0．8

0．7

0．9

0．8

0．01

0．013

da／dN=3．84×10巧(赵尸

da／dN=4．16×10一o(△K)4∞3

o舢67 da／dN=2．50x 10‘9(舣)2·’5

0．013 da／dN=2．49×10。9(能尸

。舢67 砌／柳=8．15×10—9(斌严

o·们da／dN=9．83x10圳(必尸

o·0067 出／捌=3．63×10圳(舣尸

o·01 da／dN=2．20×10。9恤严

10

胀伽枷t’

图3—7所有实验条件下Paris拟合曲线的比较

Fig．3—7 Comparison of da／dN"--z3K CUI'Ves of all

speci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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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本章小结

本章以武汉钢铁公司生产的X70管线钢为研究对象，以西气东输管道的实

际工况为基础，参考国际标准、实验周期、实验仪器的可操作性和实验的可行性，

分别选取硫化氢浓度为2000ppm、1000ppm、500ppm，应力比为0．9、O．8、O．7，

加载频率为O．013Hz、0．01Hz、0．0067Hz为实验参数。在保证实验数据可靠性的

基础上，本文使用正交实验法设计实验。

根据实验分组安排一一进行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实验。同时，为了方便对

比，为建立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数学模型提供基础，本文亦进行了空气中，加

载频率为0．01Hz，应力比为0．7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实验。按照第2章内介绍的

相关方法，对实验获得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包含空气中裂纹扩展速率的

da／dN'--'zSK曲线共10组。

对da／dN'-'zSK曲线的稳定扩展段进行Paris拟合，分别得到空气中和腐蚀

环境下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Paris表达式。其中，空气中的裂纹扩展速率为：

如／洲=7．64×10-10(似)165

将全部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曲线与空气中的裂纹扩展曲线进行比较，可以发

现，腐蚀环境中的裂纹扩展速率比空气中的裂纹扩展速率至少高一个数量级；高

浓度，高应力比，低频率下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最快。



随着断裂力学的发展，疲劳裂纹扩展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在绝大多数工程结

构应用中，构件的疲劳损伤是由循环载荷和外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

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的研究便成为评估结构完整性、耐久性和可靠性以及结构优化

设计的重要内容。

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的研究，主要是考察在循环载荷和腐蚀环境共同作用下

金属材料中的裂纹如何扩展。这是腐蚀疲劳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在腐蚀环

境中服役的结构设计的重要基础。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性能可用来评价金属材料对

腐蚀疲劳的抗力，可以为在腐蚀环境中使用的金属材料选材提供参考依据，同时

也是结构安全评定、寿命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有观点认为，在腐蚀疲劳过程中，

裂纹起始期所占的比例远远小于裂纹扩展期，所以，实际构件的安全使用期以腐

蚀疲劳裂纹扩展寿命为主。但是，由于实际构件的工作环境、受力情况千变万化，

对于每一种工况下的构件一～进行实验研究是不可能的，其一是耗时长工作量巨

大，其二是鉴于实验及高危险性，国内国际上都很少机构能够完成。故此，本文

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研究并构造了能够反映腐蚀与疲劳耦合作用下的裂纹扩展

速率数学模型，以达到方便工程应用的目的。

4．1疲劳裂纹扩展规律

4．1．1疲劳裂纹扩展过程的描述

线弹性断裂力学认为，在应力比不变的循环载荷作用下，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da／dN与应力强度因子幅AK的关系可以近似的以“S”形表示，如图4．1。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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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值厶m 100厶K

图4．1典型的da／dN"--AK曲线

Fig．4·1 Typical daJdN'vdK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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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扩展曲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表示裂纹低速扩展，在这个区域

内，随着应力强度因子幅AK的降低，裂纹扩展速率迅速下降。到某一值彳杨

时，裂纹扩展速率趋近于零(da／dN<10‘1mm／cycle)。4‰是反映疲劳裂纹是否扩
展的一个重要的材料参数，称为疲劳裂纹扩展的门槛值，是daMN'-'AK曲线的

下限。

第二阶段为裂纹稳定扩展，此时，裂纹扩展速率一般在10币～10。2mrn／cycle

的范围内。大量的实验研究表明，在此区域内，da／dN"-．AK曲线有良好的对数线

性关系。可以利用这一关系进行疲劳裂纹扩展寿命的预测。

第三阶段表示的是裂纹失稳扩展阶段(‰矿‰)。在这一区域内，daMN大，
裂纹扩展快，寿命短。这一阶段对裂纹扩展寿命的贡献通常可以不考虑。

4．1．2疲劳裂纹扩展的数学表达

一般来说，建立描述裂纹扩展公式时主要考虑裂纹扩展的第一、第二阶段。

1963年，Paris和Erdogan／1211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疲劳裂纹扩展公式：

da／dN=C(aK)” (4—1)

Paris公式由于其形式简单，且能够较好的描述裂纹稳定扩展过程，在工程

上得到了广泛应用。目前，获得金属材料在给定腐蚀环境种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关系式，仍然是主要采用通过拟合裂纹扩展数据得到Paris公式。它建立了应力

强度因子和裂纹扩展速率之间的关系，为疲劳断裂问题开辟了重要的，也是最主

要的研究途径，是当今工程应用中预测疲劳扩展寿命的理论基础。

另外，为了更好的适应工程上的需要，Paris公式在工程中也有了多种的修

正。

由于存在门槛值彳‰，Donahue【122】等对Paris公式提出了如下的修正：

da／dN=c(必一赵曲y (4-2)

Priddletl221提出：

’da／dN—c(鼍](4-3，
式中，疋是材料的断裂韧度。

1977年，McEvily和Groegerll22】在关于疲劳裂纹扩展门槛的研究中，提出了

下式，并认为材料常数n--2：

da／dN。舌恤一哦)2(1+f东笔j ⋯)
E仃，、

肼7

I‘K，c—K。，』
V¨

其中，A是材料的环境敏感系数。

Forman公式【123】同时考虑了应力比和断裂韧性k’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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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帝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模型的研究及讨论

via— c(zxx)”
一=···-·----------．---．．．．．．．-—-—---一
dN(1～R)K。一AK

(4-5)

Forman公式在出力许多材料的实验数据时是很有效的，特别是高硬度合金。

Walker公式【1231也是工程中描述应力比对裂纹扩展速率影响的一个常用数学

模型，并且考虑了峰值载荷时的应力强度因子妫慨的影响：

熹=C[O一尺)”K。肽】” (4-6)

Walker公式可以描述R>0和R<0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1971年，W．Elbert啪】提出了裂纹闭合理论。根据他的理论，对Paris公式修

正如下：

一aa=C(AK,v)” (4—7)dN
， 、 ，

考虑到频率对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利用Paris公式，有：

da／dN=C(fXAK)”=(A—Blgf)(AK)“ (4-8)

4．2腐蚀环境对疲劳裂纹扩展的影响

在腐蚀环境中，即使只有静载荷作用，且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远低于临

界断裂韧性值，也可能在一定时间后发生裂纹的扩展。在腐蚀疲劳情况下，由于

腐蚀介质的影响，裂纹扩展将十分复杂。基于大量的研究结果分析，在腐蚀疲劳

裂纹扩展阶段，可能存在以下6种过程对裂纹扩展起作用‘1241。

1)裂尖金属的阳极溶解。

21金属一环境界面反应生成有害化学物质吸附在裂尖表面，并通过扩散进

入裂尖塑性区，加速裂纹扩展，如氢脆。

3)反应产物向裂尖区的输送和反应产物由裂尖向外转移(传质过程)。

4)疲劳开裂导致重复形成新鲜金属表面。

51循环应力导致裂纹尖端表面钝化膜反复破裂。

6)在裂纹张开期间形成的腐蚀产物堆积，随后既影响裂尖微区环境，又影

响裂纹的闭合过程。

4．2．1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的一般规律

各种金属材料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实验表明，在循环载荷下，裂尖金属内反

复滑移是造成腐蚀疲劳裂纹损伤的主要因素，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daJdN)

仍可表示为裂尖应力强度因子幅AK的函数。依据大量实验研究的结果，腐蚀疲

劳裂纹扩展速率随着应力强度因子幅zJK的变化曲线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

型，如图4．2所示。



北京丁业大学工学博fj学位论文

a)类型A

．碱卜两
lg从

b)类型B c)类型C

图4·2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与应力强度因子关系的分类

Fig．4-2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rrosion fatigue crack growth rate

and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range

A类：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da／dN)cr曲线类似于单纯疲劳时的裂纹扩展速

率(da／dN)F，介质的影响使应力强度因子幅门槛值彳局料比单纯疲劳时的彳K^小，

而使裂纹扩展速率(da／dN)ct：比(da／dN)r大。当K接近于Klc时，介质的影响减少。

这种情况被称为真腐蚀疲劳，即在腐蚀疲劳过程中不出现应力腐蚀，材料或构件

疲劳特性的降低与应力腐蚀开裂无关而纯粹来自循环载荷与环境腐蚀的交互作

用。一般来说，铝合金在淡水中的疲劳裂纹扩展就是属于此种类型。

B类：应力腐蚀疲劳，即认为在K<K1scc时，介质的影响可以忽略，疲劳扩

展行为同空气中的相同，当K>K，scc时，介质对(da／dN)cF影响极大，出现急速升

高，到达某K值后形成水平平台，腐蚀的化学、电化学作用成为裂纹扩展的主

因。如马氏体镍钢在干氢中的疲劳裂纹扩展。 j：

C类：混合型腐蚀疲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局槲<Ktscc，腐蚀介质对疲劳

裂纹扩展也有不利的影响。大多数工程结构金属材料的腐蚀疲劳行为都属于这种

类型。

4．2．2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模型

wei和Landes[1241在研究高强度钢腐蚀疲劳时，认为循环载荷和腐蚀环境对

裂纹扩展过程独立起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线性叠加模型，估算高强钢在

AK>Klscc时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考虑到对于绝大多数金属材料的腐蚀疲

劳，循环载荷和腐蚀环境对裂纹扩展过程的作用不是独立的，两者之间往往存在

显著的交互作用。故此提出了考虑交互作用的叠加模型：



(紊b=(熹)，+(嘉k+(嘉k·(4-9)
2001年，D V．Ramsarnoojfl251等综合考虑了电化学，应力，频率，应力强度

因子门槛值等因素，给出了一种在腐蚀环境中的裂纹扩展速率叠加模型：c鼽=c鼽c争惫))l～筹(aK，一AK∥南件·。，
但是，控制模型所给出交互作用修正想的修正系数，其物理概念太过宽泛，

难以进行定量计算，并且对不同的金属材料一环境组合体系难以统一表示。

过程竞争模型认为，腐蚀疲劳时，对裂纹扩展起作用的是应力腐蚀和疲劳两

个过程，这两个过程并非相互叠加起作用，而是由其中发展较快的一个过程来代

表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过程。即：

． (紊)矿=脓【‘面da)／，(嘉)对】(4-1 1)

但这种模型仍然难适用于大多数金属材料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过程。

4．3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数学模型的建立

本文构造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数学模型为：

恤／dN)。舯=A·C口f，(ZXX)伊‰7 (4．12)

其中，A，B分别为修正系数，c口驴，n口驴为表示干燥空气中疲劳裂纹扩展速

率的参数。

一般来说，工程上常用将反映空气中裂纹扩展速率的Paris公式上乘以一个

环境修正项A的方法来构造腐蚀环境中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公式，即：

(aa／aN)。昕=旯‘巴fr(似)‰ f4．13)

其中：A即为环境修正因子，c口f，，％护为表示干燥空气中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的参数。

参数A反映了腐蚀因素对裂纹扩展参数的影响，在双对数坐标上表现为曲线

在Y轴截距的变化。一般认为，腐蚀因素加快了裂纹扩展，A大于l，故裂纹扩

展速率曲线应向上移动，Y轴上截距变大。腐蚀程度愈厉害，A愈大。但使用此

种方法构造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数学模型时，认为在双log空间内裂纹扩展

的daMN"-',4K曲线的斜率不变，均为空气中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曲线的斜率。

从图3．7中可以看出，在双log空间内本文所拟合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曲线，相对于空气中的疲劳裂纹扩展的曲线来说，不仅截距发生改变，斜率也明

显不同。故此，本文认为，在构造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数学模型时，须同时考虑修

正表示截距的C和表示斜率的"两个因素。

对式(4．12)的两边取log，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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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daIdN)=lgC,．，+lgA+n口』，xBxIg(AK) (4．14)

根据式(4．14)，对不同实验条件下拟合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Pairs公式进行分

析，可以得到不同实验条件下的修正系数A和B。

表4．1不同实验条件下的修正系数A和B

Table 4．1 Corrective factorsA and B obtained from different test condition

4．3．1构造反映裂纹扩展速率截距变化的修正因子月

目前绝大多数文献所构造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模型均为考虑裂纹扩展速率

截距变化的修正因子A的数学模型。本文认为：腐蚀环境中的疲劳裂纹扩展速

率同时受到应力比，频率，环境浓度的影响，则修正因子A可以表示为：

A=F(R)·F(f)·F(D) (4-15)

4，3．1．1考虑应力比的影响 ．

Walker公式是工程中描述应力比对裂纹扩展速率影响的一个常用公式，其

形式如下：

—d—a=c[0一R)胛足嗽】”
(4．16)dN

， lIⅢJ 、

Forman公式在拟合裂纹扩展速率时也考虑了应力比的影响：

da c(tur)”一：=一dN(1一R)Kc—AK
(4·17)

根据Walker公式和Forman公式，假设应力比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的影响可

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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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高 (4-18)

4．3．1．2频率对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

纪冬梅【1031研究了07MnNiCrMoVDR钢在不同浓度硫化氢溶液中，不同频率，

不同应力比下的裂纹扩展速率。根据文献的研究，频率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的影响可以表示为：

F(f)=a·e‘斗／‘’+d (4．19)

赵建平等【2l】研究]"0Crl 8Ni9钢在NaCl介质中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认

为频率的影响可以用如下公式表示：

F(f)=a．e‘廿门+l (4-20)

在Chen[1删所假设的模型中，频率项被表示为：

阶防 (4-21)

Atkinson[10l】将频率的影响表示为

F(／)=(2厂)一 (4·22)

从上面的研究中可以看出，频率的影响在裂纹扩展速率公式中多以频率的负

指数形式出现。故此，本文假设频率对环境因子的影响为：

F(f)=c2·fq+白 (4—23)

4．3．1．3环境介质浓度对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

文献[103]对硫化氢环境中的07MnNiCrMoVDR钢进行了研究，认为环境介

质浓度对A的影响可以用线性函数来表示，即：

F(D)=岛+c6·D (4-23)

但文献[27]的研究结果表示，硫化氢浓度与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变化不

呈线性关系，硫化氢浓度增加10倍，裂纹扩展速率仅增加2．37倍。文献[39】的

研究结果表明，少量硫化氢的添加会是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大幅增加。故此，

本文认为，硫化氢介质浓度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的影响可用一ln函数表示：

F(D)=ln(D+C6)+c7 (4-24)

综上所述，反映双log空间内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曲线截距变化的修J下因

子A可以表示为：

47



北京T业火学工学博i：学位论文

1l——⋯——一．—— 一li I曼曼皇

彳=F(尺)‘F(厂)·尸(。)=石二≮F。(c：。厂c3+C4)‘(1n(D+c5)+气)(4·25)
其中，R为应力比，厂为加载频率，D为腐蚀介质浓度；C，，C2，C3，C彳，Cj，C6

为修正因子内的参数。

4．3．2构造反映裂纹扩展速率斜率变化的修正因子占

关于腐蚀疲劳的工作环境下，裂纹扩展曲线斜率的变化，目前还未见到相关

报到。为了研究不同的实验条件对修正因子B的影响，本文分别考察了相同浓

度、相同频率、相同应力比下B值随着其他两个因素的变化情况，并观察其在

某一特定因素下的分布，即YZ轴的投影。详见图4．4～图4．7。

a)相同浓度下B值的分布

频率(№J

b)相同浓度下B值随频率的变化

图4．4相同环境介质浓度下B值的分布规律

Fig．4-4 Distribution of corrective factor B under same H2S density

a)相同应力比一FB值的分布

频率(Hz)

b)相同应力比下B值随频率的变化

图4-5相同应力比下B值的分布规律

Fig．4-5 Distribution of corrective factor B under s‘ame stress ratio



O．70 O 75 口∞ O05 O∞

应力比R

a)相同频率下B值的分布 b)相同频率下B值随应力比的变化

图4．7相同频率下B值的分布规律(考察应力比的影响)

Fig．4-7 Distribution of corrective factor B under same load frequency

(along with stress ratio)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固定某一实验因素，考察其他两个实验因素对修正因子

B的影响时，B的分布呈现出一定的线性规律。故此，本文假设腐蚀疲劳裂纹扩

展斜率的修正因子B是由一线性函数组成的，即：

B=6l+b2·厂+63·D+b4·R (4·26)

其中，R为应力比，厂为加载频率，D为腐蚀介质浓度；bl，b2，bs，以为修正因

子内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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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数学模型内各项参数的确定

将表4．1中不同实验条件下获得的A值和B值分别代入式(4．25)和(4．26)。按

照最优化的理念，使用MATLAB软件编写相关程序，即可求得式(4．25)和(4．26)

中的各项参数。为方便拟合，使求得的参数更加准确，在拟合过程中的各项因素

的值应尽量在同一数量级上。故此，本文对式(4．25)修正如下：

1 n

彳=F(R)’F∽。F(D)。高。(c2‘uxl00)q+c4)．(1n(铂+C5)+c6)(4-27)
对于式(4-27)，通过MATLAB程序拟合，得到：

cl=1．8299；cz=0．0341：c3=-3．8563：c4=0．0007；Cj=．0．3279；c6--3．948。

同样对式(4．26)进行修正，则有：

B=bI+b2·f+b3·(D／1000)+b4-R (4—28)

对于式(4．28)，通过MATLAB程序拟合，得到：

bt=0．0497；b2=146．8082；bs=-O．133：b4=O．429。

4．3．4本文所构造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数学模型的误差分析

分别根据式(4．27)和(4．28)计算不同实验条件下的环境修正因子A和B的数

值，并将其与实验所得的数值进行比较，结果分别见表4．2和表4．3。

表4．2环境修正因子彳的实验值与拟合值之间的比较

Table 4-2 Comparison of corrective factor A(obtained from test and calculated from(4-27))

环境浓度
应力比

频率 实验得到 根据式(4·27)拟
误差

(ppm) (Hz) 的A值 合得到A值

500 0．9 0．0 l 5．0203 5．065 l O．89％

500

：： 500

1000

1000

1000

2000

2000

0．8

0．7

0．9

O．8

O．7

0．9

O．8

O．013

0．0067

0．013

0．0067

O．01

0．0067

O．0l

0．5443

3．2731

3．2587

10．6658

1．2866

47．5501

2．8800

0．5389

3．1523

3．0933

lO．7108

1．1928

47．62lO

2．9192

．1．OO％

．3．69％

．5．08％

0．42％

7．29％

O．15％

1．36％

2000 0．7 0．013 O．3986 0．5247 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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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环境修正因子B的实验值与拟合值之间的比较

Table 4·3 Comparison of corrective factor B(obtained from test and calculated from(4-28))

从表4．2可以看出，使用本文所推导的式(4．27)计算得到的A值，在绝大多

数情况下与实验值吻合较好，误差均在8％以内，符合工程上的需求。只有浓度

为2000ppm，应力比为0．7，频率为0．013Hz的试样，拟合值与实验值误差较大，

达到了30％，这是由于实验的随机性造成的。另外，虽然两者相对误差的百分

比较大，但是无论是实验值还是拟合值的绝对值都较小，绝对误差为0．1261，在

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从表4．3可以看出，使用本文所推导的式(4．28)计算得到的B值与实验得到

的B值吻合较好，误差均在10％以内，说明本文所推导的数学模型可以反映环

境修正因子B随着实验条件的改变而变化的趋势。

对于X70管线钢母材，其在硫化氢腐蚀环境中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可以表

示为：

协／州k=彳·e，，(必)‰
1 n=南-(0．0341×u×100)-3．8563+0．000¨ln(锸一0．327易+3．94固×C口”

×(ahO(o·049A1468082S--O·133(D门ooo)+0．429R)‰

(4-29)

其中，C口f，和‰为空气中裂纹扩展速率表达式的参数，在本文中，Ca，，-7．64E．10，
#'lair--21．65。

使用公式拟合得出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表达式与用实验数据直接拟合

得到的Paris表达式的比较见表4．4。



和Paris拟合得到的曲线进行比较，结果见图4-8。

1E·5

皇

亳啪
屯

10

AK(MPa*m‘n)

a)500ppm，R=0．9，f=-0．0 1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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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00ppm，R芦0．7，芦O．0067Hz

5

AK(MPa‘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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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使用式(4．29)构造的裂纹扩展速率公式与实验数据的比较

Fig．4-8 Comparison between test data and FCGR calculated by(4-29)

从图4．8中可以看出，使用本文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式(4．29))构造得到的

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曲线可以正确的表现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趋势，且与实验得

到的数据误差有限，说明本文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可以在工程上进行腐蚀疲劳裂纹

扩展速率表达式的构造。

4．4各项因素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影响的讨论

4。4．1关于修正因子月的讨论

4．4．1．1不同应力比下A值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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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中的三个曲面分别代表R=0．9，R=0．8，R=0．7下彳值随频率和浓度的

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硫化氢浓度以及加载频率如何变化，曲面的排

列均为R=0．9>R=0．8>R=0．7，且R=0．9的曲面上各点的值明显高于其他两个曲面。

这说明了，在双log空间内，裂纹扩展速率曲线的截距随着应力比的增加而增加。

在较高频率下(频率大于0．01Hz)，三种应力比下的曲面均较为平滑。在此

阶段，三个曲面的值也较为接近。但是随着频率的降低，浓度的增加，高应力比

下(R=0．9)的彳值急剧增加。而R=0．7的曲面，虽然亦有上升趋势，但趋势较

为缓和。这种现象说明了高应力比下频率和浓度的耦合作用。在高应力比，高浓

度，低频率下，双log空间内裂纹扩展速率曲线的截距急剧增加，此种情况最为

危险。

弋——1
0．013 0．014

盯equency

图4-9一定应力比下修正因子彳的变化趋势

Fig．4-9 Trend of corrective factor A under constant stress ratios

一般认为：R增加，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水平提高，平均拉应力增大，这

样一方面加速裂纹的扩展，另一方面裂纹应力闭合效应下降，腐蚀液能更充分地

对裂尖材料起作用，加速了裂纹尖端金属的腐蚀。在疲劳裂纹扩展时，裂尖处形

成的新鲜表面与溶液问的化学与电化学反应使裂纹尖端溶液的氢离子浓度升高，

金属电极电位降低。同时，当裂纹长度增加时，裂尖处的应变速率随应力比的增

大而降低。大量的理论和实验结果均表明，材料中进入的氢和氢脆敏感性则随应

变速率的降低而增大。因此，当欠增大时，材料因应变速率的降低而使氢脆程

度增加。此外，在腐蚀介质中，R增加，裂纹尖端累积塑性应变增大，加速裂纹

尖端新鲜表面的生成和钝化膜的破裂，加速阳极溶解，从而加速裂纹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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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高频率段(今0．01Hz)，三个曲面沿浓度方向分布均较为平缓，4值差

异不大，说明在此区域，彳值主要受到应力比的影响。观察R=0．9的曲面，虽然

高浓度下的A值大于低浓度下的彳值，但浓度带来的变化趋势没有频率变化带

来的剧烈，这说明了在高频率段，相同的应力比下，频率对修正因子彳的影响

仍然要大于浓度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而在低频率段(承0．01Hz)，R=0．8的曲面，

无论是沿着浓度方向还是沿着频率方向，曲面均有不同的变化，说明此种情况下

彳值同时受到了浓度和频率两方面的影响。R=0．7的曲面仍然较为平坦，变化不

大。

4．4．1．2不同频率下A值的变化趋势

图4．10中三个曲面分别代表产0．0067Hz，．产0．01Hz，．产O．013Hz下彳值随着

浓度和应力比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频率的降低，在双log空间内

裂纹扩展速率曲线的截距变大。这是由于在腐蚀环境中，频率越低，则裂纹尖端

出产生电化学反应的时间愈加充足，材料的氢脆程度增加，阳极溶解速度加快，

从而加速裂纹扩展。

气磊一、o．酷

图4—10一定频率下修正冈子彳的变化趋势

Fig．4-1 0 Trend of corrective factor A under constant frequencies

当户0．0067Hz时，浓度为2000ppm下，曲面的上升趋势明显比500ppm下

的要高，这说明了浓度与频率的耦合作用。这是由于，H2S及其在水中电离出的

S厶、H孓在钢表面的特性吸附，会抑制阴极的原子氢结合成H2的反应，从而提高

了原子氢在钢表面的浓度。随着H2S浓度的增大，这种抑制作用增强，原子氢

在钢铁表面的浓度也增大，表面和基体内部的原子氢的浓度梯度也增大，结果促

进了大量原子氢渗入钢铁内部，使钢脆断敏感性增大。而在高应力比下，低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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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曲面较为陡峭，高浓度段曲面较为平缓，说明在低浓度高应力比的情况下，

A值对浓度极其敏感，当浓度达到某一程度后，浓度的影响反而不那么大了。

而频率为0．01Hz的曲面和频率为0．013Hz的曲面，在低应力比区间，4值差

别不大；在高应力比区间虽然有所差异，但其差值远不如与户0．0067Hz的曲面

大，故此本文认为，双log空间内裂纹扩展速率曲线的截距会随着频率的降低而

急剧升高。

4．4．1．3不同浓度下A值的变化趋势

图4．11中的3个曲面分别代表了浓度为2000ppm，浓度为1000ppm，浓度

为500ppm下，双log空间内裂纹扩展速率曲线截距增量彳值的变化。从图中可

以看出，随着浓度的增加，彳值逐渐增加。且三个曲面变化趋势一致，在高频率

区间几乎重合，在低频率区间虽然有差异，但差异十分有限，并不如应力比曲面

和频率曲面的变化剧烈。这表明了在腐蚀疲劳过程中，浓度的变化对彳值的影

响比较稳定。

U．1^J5

tr∞ueney

图4-1 1一定浓度下修正因子爿的变化趋势

Fig．4—1 1 Trend of corrective factor A under constant H2S densities

同时，我们观察到，在低频率，高应力比的情况下(户O．0067Hz，R=0．9)，

即使是在低浓度(500ppm)的环境中，彳值亦比高浓度，高频率，高应力比

(2000ppm，户0．013Hz，R=0．9)的A值要高。这说明了在高应力比的情况下，

频率越是低，腐蚀环境所带来的影响越是严重。而西气东输管道的实际工况正是

这样的工况。在这样的情况下，较低浓度的腐蚀环境也能够带来严重的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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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关于修正因子房的讨论

☆e昏mcy

图4．12一定应力比下修正因子B的变化趋势

Fig．4—1 2 Trend of corrective factor B under constant stress ratios

0．013 O．014

ue口uency

图4．13一定浓度下修正因子B的变化趋势

Fig．4—1 3 Trend of corrective factor B under constant H2S densities

图4．14一定频率下修正因子B的变化趋势

Fig．4—14 Trend of corrective factor B under constant frequ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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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图4．14分别代表了一定应力比、一定环境介质浓度、一定加载频

率下修正因子B的取值随另外两个因素变化的情况。从图4．12中可以看出，在

一定的应力比下，浓度对裂纹扩展曲线的斜率影响不大；同样，图4．13显示出，

在一定浓度下，应力比对裂纹扩展曲线斜率的影响不大，三个曲面十分接近。但

是两张图都显示出，B值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这种情况在图4．14中表现得

十分明显。图4．14显示出，在相同的应力比下，表示修J下因子B变化趋势的曲

面几乎是一个平面，而不同频率下B值的差异较大，这说明了浓度和应力比因

素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曲线斜率的影响较弱，斜率的变化主要受频率的影响。

4．4．3关于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讨论

4．4．3．1一定应力比下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变化趋势

由于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是由C和，2两个参数控制的，修J下因子彳和B

的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叠加关系，而是乘方的关系，故此

本文分别讨论了在中等应力强度因子幅下，一定应力比、一定频率、一定浓度下

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同另外两个因素的关系。

露'a．，

图4．15一定应力比下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变化趋势

Fig．4-1 5 Trend of corrosion FCGR under constant stress ratios

图4一15为一定应力比下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随着频率和应力比变化的情

况。从图中可以看出，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所率随着应力比的增大而增大，这一结

果同传统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性质一致。应力比为O．7和0．8的两个曲面较为接

近，但应力比较高的情况下(R--0．9)，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远大于其他两个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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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比下的da／dN，这说明了高应力比对裂纹扩展速率有一个显著的加强作用。在

高应力比(尺=O．9)低频率阶段(摩0．01Hz)，曲面随着频率的降低而升高，说明

此阶段扩展速率受到频率的影响较大。而高应力比高频率(今0．01Hz)阶段，曲

面沿频率方向分布较为平坦，说明此时扩展速率主要受到应力比影响。而应力比

为0．8和0．7的两个曲面，无论是高频率阶段还是低频率阶段，曲面沿频率方向

起伏均不大，说明此时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主要受到应力比的影响。

从浓度方向可以看出，R=0．9的曲面当浓度大于1000ppm时较为平坦；而当

浓度小于1000ppm时，曲面的值随着浓度的降低急剧下降。这说明了应力比较

高的情况下，在低浓度阶段，裂纹扩展速率对浓度及其敏感；而当浓度达到一定

的值之后，腐蚀介质浓度的增加对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便不那么明显了。这与文

献[27】和文献[39】的研究成果及其相似。浓度与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不成线性

比例关系；在低浓度段，少量硫化氢的添加就会对裂纹扩展速率产生极大的影响；

而浓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浓度增大2倍，裂纹扩展速率虽有增加，但并未达到2

倍之多。

R=0．7的曲面，虽然从趋势上也符合这个规律，但是整体来看，在同一频率

下，浓度为2000ppm的裂纹扩展速率与浓度为500ppm的裂纹扩展速率相差不多，

这说明了随着应力比的降低，腐蚀介质浓度起的作用越来越小。

4．4．3．2一定频率下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变化趋势

I'扫．，!：

n7

姗sjq晌
图4．16一定频率下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变化趋势

Fig．4-1 6 Trend of corrosion FCGR under constant frequencies

图4．16为一定频率下，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随着环境介质浓度和应力比

变化的规律。从图中可以看出，频率越低，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越大。这符合

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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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频率与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关系的认识。

从曲面沿应力比方向的分布可以看出，无论频率的高低，应力比的大小，腐

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整体趋势均为随着应力比的增大而增大，这种现象表明了

无论频率如何变化，应力比均发挥着它的作用。高应力比(胗O．8)阶段，曲面

的上升趋势比低应力比阶段(尺<O．8)要快，此种现象在低频率下尤为明显。这

说明了频率与应力比的耦合作用。

在相同的应力比下，f--o．01Hz的曲面和．户0．013Hz的曲面值较为接近，而

f=o．0067Hz的曲面明显高于前两者。故此，本文认为，在频率较高时，频率对裂

纹扩展速率的影响较小，而当频率降低到一定范围后，裂纹会随着频率的降低而

急剧升高。王荣【”】与业成【191的研究结果亦显示出了此种特性。他们提出的临界

频率．尼的概念，认为当加载频率fd,于．尼时，频率几乎对裂纹扩展不产生影响。

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在一定的频率下，高应力比阶段(胗O．8)，腐蚀疲劳裂

纹扩展速率随着浓度的升高而升高。与之前一定应力比下的曲面不同的是，此时

的曲面在沿浓度方向分布时并没有一个分界值，曲面沿浓度方向的上升趋势较为

均匀，这说明在一定的频率下，此阶段的裂纹扩展速率即受应力比的影响，同时

也受到环境介质浓度的影响。而在低应力比阶段(尺<O．75)，三个曲面的值较为

接近，曲面沿浓度方向没有太大的起伏，只随着应力比的升高而升高，说明了低

应力比阶段裂纹扩展速率主要受到应力比的影响。

4．4．3．3一定浓度下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变化趋势

图4．1 7一定浓度下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变化趋势

Fig．4—1 7 Trend of corrosion FCGR under constant H2S den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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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为一定浓度下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随应力比和频率的变化趋势。

从图中可以看出，浓度越高，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越大。在低应力比阶段，无

论频率的高低，三个曲面的值差异均很小，说明了在此阶段浓度的作用并不明显。

曲面随着应力比的升高而逐渐升高，且沿应力比方向的分布较为均匀，裂纹扩展

速率均随着应力比的增加而增加。

观察高应力比区域曲面沿频率方向的分布，我们可以发现，当频率大于

0．01Hz时，曲面的值随频率变化不大。但当频率小于0．01Hz时(低频率段)，随

着频率的降低，三个曲面都急速上升。此现象显示出频率与环境介质浓度的耦合

作用。随着频率的降低，腐蚀介质同金属的反映时间加长，氢脆程度增加，裂纹

扩展速率增大。

4．5本章小结

本章在调研了现有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数学模型和对第三章中取得的实验

数据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同时对Paris公式中C和甩两个参数均

进行修正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数学模型。与传统的Paris公式相比，该模型同时

反映了应力比、频率、环境介质浓度对双log空间内裂纹扩展速率曲线截距以及

斜率的影响。根据实验所得数据，使用MATLAB软件编写相关程序，确定模型

内各项参数的具体数值。

1)双log空间内裂纹扩展速率曲线截距变化的修正因子A可以表示为：

A=以月)·尺门·F(D)

2酽1 ．(0．034 1．u x 1 00)-3's563+0．0007)州(南m03279)+3．948》
通过对彳值的讨论分析，本文认为，修正因子彳的值随着频率的降低而急

剧升高。在较高的频率下，A值主要受到应力比的影响，频率和浓度对其影响有

限；在低频率段(庠O．01Hz)A值同时受到了浓度和频率两方面的影响。浓度的

变化对A值的影响比较稳定，不同浓度下的A值差异不大。 ．

2)双log空间内裂纹扩展速率曲线斜率变化的修正因子B可以表示为：

B=0．0497+142．8082·f-o．133·(D／1000)+0．429·R

通过对占值的讨论分析，本文认为浓度和频率对修正因子B值影响不大。

修正因子B主要受到频率的影响，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在相同的加载频率

下，不管应力比和环境介质浓度如何改变，修正因子B值几乎是一个定值。

3)硫化氢腐蚀环境内X70管线钢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数学模型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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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口／aN)。。=爿·Ca打(6IO占一 ．

=酽1’(0．034lxuxl00)-3．8563+0·0007)·(In(锸一0·3279)+3．94固×巳，
×(△K1(00497¨46∞82—r_0·’33(D，1000l+o．4295。)，k

对上述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数学模型中的各项因素的分析，本文认为，在硫化

氢腐蚀环境中，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受应力比的影响极大。在高应力的情况下，低

浓度区域，裂纹扩展速率随着浓度的增加而急剧增加，但在高浓度区域，裂纹扩

展速率对浓度不敏感。在低应力比的情况下，浓度对裂纹扩展速率影响不大。

频率方面，在频率较高时，频率对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较小；而当频率降低

到一定范围后，裂纹会随着频率的降低而急剧升高。

浓度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较为均匀，且浓度对裂纹扩展速率的影

响不如应力比、频率对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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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各因素对腐蚀疲劳断口形貌的影响

断口分析是研究金属断裂面的学科，是断裂学科的组成部分。断口记录着有

关断裂全过程的许多珍贵资料，所以在研究断裂时，对断口的观察和研究～直受

到重视。通过断口的形态分析去研究一些断裂的基本问题：如断裂起因、断裂性

质、断裂方式、断裂机制、断裂韧性、断裂过程的应力状态以及裂纹扩展速率等。

随着断裂学科的发展，断口分析同断裂力学等所研究的问题更加密切相关，互相

渗透，互相配合；断口分析的实验技术和分析问题的深度将会取得新的发展。断

口分析现已成为对金属构件进行失效分析的重要手段。

断口的微观观察经历了光学显微镜(观察断口的实用倍数是在50---500倍

间)、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断口的实用倍数是在1000"--40000倍间)和扫描电

子显微镜(观察断口的实用倍数是在20～10000倍间)三个阶段。因为断口是一

个凹凸不平的粗糙表面，观察断口所用的显微镜要具有最大限度的焦深，尽可能

宽的放大倍数范围和高的分辨率。扫描电子显微镜最能满足上述的综合要求，故

近年来对断口观察大多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

5．1失效形式的判断

5．1．1韧性断裂的微观判据

金属材料因其中某些区域的剧烈滑移最终引起分离而形成的断口称为韧性

断口【1261。金属在外力作用下发生塑性变形时，各处的变形程度是不同的。由于

位错塞积等原因，在基体与夹杂物、沉淀相或晶界等界面处先脱开而形成显微孔

穴。随着应变率的增加，这些孔穴逐渐长大，且相互链接，最终导致断裂1127J。

韧窝是金属韧性断裂的微观主要特征。典型的韧窝形貌见图5—1。

图5．1典型的韧性断口形貌

Fig．5-l Typical ductile fracture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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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脆性断裂的微观判据

脆性断裂在工程结构中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断裂。脆性断裂之前不发生或很少

发生宏观可见的塑性变形，断裂之前没有明显的征兆，裂纹长度一旦达到临界长

度，即以声速扩展，并发生瞬间断裂，因此，这种断裂往往酿成严重的事故和损

失。

脆性断口的宏观基本特征是在断裂前没有可以察觉到的塑性变形，断口一般

与正应力垂直，断口表面平齐，断口边缘没有剪切唇。脆性断裂的微观判据是解

理花样和沿晶断口形态。

解理断裂是指在一定条件下，金属因受拉应力作用而沿某些特定的结晶学平

面发生分离的过程。解理是通过破坏原子间的结合来实现的。因为密排面之间的

原子间距最大、键合力最弱，故大多数解理面是原子密排面。

低温、高应变率、三向应力状态的存在(如缺口、裂纹尖端等)、腐蚀环境

中有活性介质吸附都有利于产生解理断裂。

不同结构的解理面不同。解理断口的基本形态是解理台阶、解理扇形(或河

流花样)和舌状花样。

图5-2典型的解理断1：3形貌

Fig．5-2 Typical cleavage fracture surface

5．1．3低周疲劳断裂的微观判据

在疲劳的过程中，于疲劳扩展区内，构件不发生肉眼可见的宏观塑性变形。

在宏观上疲劳断口可以粗略的分为三个区域，即疲劳裂纹起始区(疲劳源区)，

疲劳裂纹逐渐扩展区和瞬时断裂区。疲劳源区多处于表面，在断口上源区多呈半

圆形或半椭圆形。疲劳扩展阶段的电口形貌主要有解理、沿晶、韧窝、疲劳辉纹

等。 ，

低周疲劳断裂宏观断口除了具有以上讨论的疲劳断裂宏观断口的一般特征

之外，还有如下特征：1)具有多个疲劳源，源不是点源，而往往成为线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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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放射状棱线多，且台阶的高度差大。2)宏观的疲劳线和微观的疲劳条带间

距加大，稳定扩展区的棱线粗而短。3)与高周疲劳断口相比，整个断口高低不

平。随着断裂循环数的降低，断口形貌越来越接近静载拉伸断裂断口。4)低周

疲劳断裂微观断口也发生了变化，这是由于在较大Kmax下，静载断裂机制的比

重增加。

5．1．4应力腐蚀断裂的特征和判断

应力腐蚀断裂属于脆性断裂，其断口平齐，与主应力方向垂直，没有明显的

塑性变形痕迹和唇口，宏观断口形态一般呈现颗粒状。

应力腐蚀虽是一种局部腐蚀，但腐蚀裂纹尝尝被腐蚀产物所覆盖，断口比较

灰暗，特别在应力腐蚀萌生区域，微观常呈泥纹状花样。

应力腐蚀的微观走向可以是沿晶的还可以是穿晶的，其微观断口形貌可以是

解理(河流花样)或准解理，或是沿晶断裂、或有时还会有韧窝，或是混合型断

口。应力腐蚀裂纹扩展过程中会发生裂纹分叉现象。

5．1．5腐蚀疲劳断裂的特征和判断

在腐蚀疲劳的条件下，疲劳载荷循环周期大小对腐蚀疲劳有很大影响。每一

个应力循环周期中的裂纹扩展增量随着循环频率的降低而增加，这一点与纯疲劳

情况迥然不同。

在腐蚀疲劳断口上除了可以看到疲劳破坏的特征以外，往往还可以见到腐蚀

破坏的特征，如腐蚀坑、腐蚀产物、泥纹等花样。随着加载频率的降低和腐蚀介

质腐蚀性加强，断口上的疲劳特征花样逐渐减少，而应力腐蚀断口形态特征增多。

5．2实验仪器

本文使用FEI QUANTA 200型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腐蚀疲劳断13的微观分

析。设备外观见图5．3。

图5—3 FEI QUANTA 200型扫描电子显微镜

Fig．5-3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FEI QUANTA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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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裂纹起始阶段 b)裂纹扩展中间阶段

c)裂纹扩展最后彤r段

图54空气中低周疲劳断口形貌

Fig．5-4 Fracture surface of low cycle fatigue test(in air)

文献【128】观察了X70管线钢在空气中，加载频率为0．01Hz，应力比为O．7的

低周疲劳断口形貌。文章认为在低周疲劳裂纹扩展过程中，断口形貌没有发生太

大变化，均为脆性解理断裂。在裂纹扩展的中期和末期，偶尔出现一点浅韧窝特

征。整体断口较为平坦，无较大浮凸。可以认为，在空气中，X70管线钢低周疲

劳断裂的特性为脆性断裂。

本文观察了应力比同为0．9，腐蚀介质浓度分别为2000ppm，1000ppm，

500ppm三个试样的断口形貌。



a)2000ppm，R=0．9，产0．0067Hz b)1000ppm，尺=o．9，产0．013Hz

c)500ppm，R=0．9，f=o．01Hz

图5．5相同应力比，不同浓度下裂纹扩展初始阶段

Fig．5-5 Fracture surface of crack growth initiate

phase under different H2S densities 、

图5．5为相同应力比，不同腐蚀介质浓度下裂纹扩展初始阶段的断口微观形

貌。从图中可以看出，浓度为2000ppm和1000ppm的试件断口很相似，在裂纹

扩展初期，断1：3均较为平整，断口显示出脆性解理的特征。而浓度为500ppm的

试样断El则起伏较大，二次裂纹的走向不固定，整个试件断口虽是以脆性开裂的

特征为主，但是局部显示出一些韧性的特征，表现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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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不同浓度中腐蚀裂纹扩展中间阶段的断口形貌

a)2000ppm，R=0．9，f--o．0067Hz b)1000ppm，尺=0．9，f_-0．013Hz

c)500ppm，R20．9，_，20．01Hz

图5-6相同应力比，不同浓度下裂纹扩展中间阶段

Fig．5-6 Fracture surface of crack growth intermediate

phase under different H2S densities

图5-6为相同应力比，不同腐蚀介质浓度下裂纹扩展中间阶段的断口微观形

貌。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放大倍数同为500倍时，2000ppm和1000ppm的试样

断口形貌很相似，断口正断面仍然显示出脆性特征，浅表韧窝的深度很浅，说明

塑性变形很少。1000ppm下试件的断口形貌虽然显示出了一定的韧性特征，但韧

窝底部平坦，仍然呈现解理特征，说明此刻材料的断裂形式是先产生一定的塑性

变形，之后受到腐蚀因素的影响而脆性断裂。图c)为500ppm下试样的断口形貌

起伏较大，图中小韧窝的密度较高，且轮廓明显，说明此时试样产生较多的塑性

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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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0ppm，只=o．9，产0．0067Hz b)1000ppm，R=0．9，f=o．013Hz

c)500ppm，R=0．9，f=o．01Hz
图5．7相同应力比，不同浓度下裂纹扩展最后阶段

Fig．5-7 Fracture surface of crack growth final phase

under different H2S densities

图5．7为相同应力比，不同腐蚀介质浓度下裂纹扩展最后阶段的断口微观形

貌。从图中可以看出，2000ppm下的试样虽然断13有了些浮凸，但仍以脆性断裂

为主，韧窝轮廓不明显，韧窝下部平坦，解理特征较为强烈。而1000ppm下的

断口则呈现了脆性断裂和韧性断裂的混合特征，韧窝较2000ppm下的深，轮廓

也更为清晰，但韧窝内部仍有较强解理的特征，总体来说仍显示出很强的脆性断

裂特征。在500ppm下，韧窝轮廓明显，显示出良好的塑性特征，整个断口只在

某些区域内有一定的脆性解理和脆性台阶的现象。

5．3．1．5不同浓度下腐蚀疲劳裂纹断口形貌的变化规律

整体来说，环境介质浓度为2000ppm的试件断13，无论是初始阶段还是最

后阶段，都显示出较强的脆性特征，虽然有一些浅表韧窝，但轮廓不明显，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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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坦，仍显示脆性解理特征。浓度为1000ppm的试件在裂纹扩展的初始阶段为

脆性断裂，随着裂纹逐渐向前扩展，断裂形态逐渐出现脆性和韧性混合作用的特

征，但整体来说仍以脆性为主。而浓度为500ppm的试件从初始阶段就有很多韧

窝，试样断口整体表面均有较强的塑性特征，脆性特征不如其他两个明显。这一

区别解释了图4—15中R=0．9的曲面在低浓度区域裂纹扩展速率快速下降的原因。

综合比较3个应力比同为0．9，腐蚀介质浓度分别为2000ppm，1000ppm，

500ppm的试件断口形貌，可以发现，随着环境介质浓度的降低，断1：21的韧性特

征越来越明显。这是由于钢在湿硫化氢环境中表面会生成一层硫化物膜，使自腐

蚀电位增大，促进了阴极反应。另外H2S及其在水中电离出的S2‘、HS‘在钢表面

的特性吸附，会抑制阴极的原子氢结合成H2的反应，从而提高了原子氢在钢表

面的浓度。随着H2S浓度的增大，这种抑制作用增强，原子氢在钢铁表面的浓

度也增大，表面和基体内部的原子氢的浓度梯度也增大，结果促进了大量原子氢

渗入钢铁内部，使钢脆断敏感性增大。

5．3．2应力比对断口形貌的影响

5．3．2．1应力比为0．9试样的腐蚀疲劳断口形貌

图5-8 a)中上端为空气中预制的高周疲劳断口形貌，下端为在硫化氢环境中

的腐蚀疲劳断口形貌。可以看出，在腐蚀疲劳的初始阶段，高低周疲劳分界部分，

低周腐蚀疲劳的断口形貌与在空气中进行的高周疲劳断口形貌完全不同。空气中

的高周疲劳断口较为平坦，无二次裂纹；而在低周腐蚀疲劳部分，有较大的解理

面，且有较宽的二次裂纹，呈现出脆性断裂的特征。

同样，在腐蚀疲劳扩展初期，断口仍有较强的解理特征，并且在解理面中有

少量的二次裂纹。 ·

b)腐蚀疲劳开始阶段：

高低周疲劳分界线

a)腐蚀疲劳扩展初期：

解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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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腐蚀疲劳中间阶段： c)腐蚀疲劳最后阶段：

混和特征 浅表韧窝+解理

图5-8实验条件为1000ppm，0．9，0．013Hz试件的断口SEM扫描图像

Fig．5-8 Fracture surface of specimen with test condition of 1 000ppm，0．9，0．0 1 3Hz

c)和d)分别为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的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断13形貌。从图中

可以看出，随着AK的增大，断口表面出现了一些浅表的韧窝，但韧窝底部平坦，

仍呈现出解理的特征，说明在断裂过程中开始可能出现一些塑性变形，但脆性断

裂仍占据主导地位。

总体来说，硫化氢浓度为1000ppm，应力比R---0．9的试件是脆性断裂。

5．3．2．2应力比为O。8试样的腐蚀疲劳断口形貌

图5-9为实验条件为1000ppm，0．8，0．0067Hz试件的断13 SEM扫描图像。

图幻左端为空气中预制的高周疲劳裂纹断口形貌，右端为腐蚀环境中低周疲劳裂

纹形貌。从图a)中可以看出，在腐蚀疲劳起始阶段，约有200～300pm有较强的

解理特征，并且在这一区域短小的二次裂纹密度很高。

a)腐蚀疲多’开始阶段：

高低周疲劳分界线

b) 牖蚀疲力扩展仞j{jJ：

少量小韧窝+解理特征

溺慰灏一一一鬻戮一．∥_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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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腐蚀疲劳扩展中期：

脆性+韧性的混和特征

d) 腐蚀疲劳扩展末期：

先韧性后脆性的断裂

图5-9实验条件为1000ppm，O．8，0．0067Hz试件的断口SEM扫描图像

Fig．5-9 Fracture surface of specimen with test condition of 1 000ppm，O．8，O．0067Hz

图b)为裂纹扩展起始阶段。过了高低周分界阶段后，断13上出现了少量的小

韧窝，韧窝底部平坦，仍为解理断裂。这说明在解理过程中出现了韧性断裂的特

征。

在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的中间阶段，即图c)，断口形貌则是一种混和形貌，既

有轮廓较深但内部平坦的韧窝存在，也在较为平坦的解理面上发现了浅表韧窝的

存在，说明这一区域内韧性断裂和脆性断裂均存在，但仍以脆性为主。

在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的末期，随着AK的增大，韧窝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

说明在断裂的过程中出现了塑性变形；但韧窝里面较为平坦，显示出一定的脆性

特征。

从总体而言，腐蚀环境为1000ppm，应力比为0．8的试件仍以脆性断裂为主，

但在脆性断裂的过程中混和着韧性的行为，局部的断裂过程为先发生脆性断裂后

发生韧性断裂。 二二

5．3．2．3应力比为0．7试样的腐蚀疲劳断口形貌

图5．10为实验条件为1000ppm，0．7，O．01Hz试件的断口SEM扫描图像。

图a)左端为空气中预制的高周疲劳裂纹，右端为腐蚀疲劳开始阶段的断13形貌。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低周腐蚀疲劳裂纹起始阶段的断口形貌与在空气中预制的高

周疲劳断13形貌非常相似。在出现二次裂纹后的区域，断口的浮凸开始变大，显

示出一定的韧性特征，但整体来看初始阶段仍以解理为主。

图b)为腐蚀疲劳裂纹扩展初期的形貌。从中可以看出，与之前的R--0．8和

R=0．9的试件不同的是，在应力比为0．7的条件下，裂纹扩展的初始阶段即产生

了一些浅表的小韧窝，显示的断裂特征为产生一定的塑性变形后，由于腐蚀的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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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材料继续被脆断。

在裂纹扩展的中期，仍然是一种脆性断裂与韧性断裂并存的混和状态，见图

c)’：

图d)显示的裂纹扩展末期，断13表面浮凸开始变大，韧窝的轮廓也愈加清晰，

说明韧性断裂所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

从整体来看，1000ppm下，R=0．7的试件断裂形式是一种先产生塑性变形，

而后脆断的断裂方式。

a)腐蚀疲劳开始阶段：

高低周疲劳分界线

c) 腐蚀疲劳扩展中期：

脆性+韧性的混和特征

b) 腐蚀疲劳扩展初期：

开始出现塑性断裂特征

d) 腐蚀疲劳扩展末期：

浮凸变大，脆性+韧性

图5-10实验条件为1000ppm，O．7，0．01Hz试件的断口SEM扫描图像

Fig．5·t0 Fracture surface ofspecimen with test condition of 1000ppm，0．7，0．01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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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3不同应力比下试样的腐蚀疲劳断口形貌的变化规律

从图4．17中表示浓度为1000ppm的曲面上可以发现，对比应力比和频率两

个因素，相较频率而言，曲面的值受到应力比的影响更大；浓度为1000ppm的

曲面上各点的值随着应力比的增加而急剧升高。对同为1000ppm，应力比分别为

0．9，0．8，0．7的试件断口SEM扫描结果进行比较即可以发现，试样的断裂方式

从纯脆性断裂，变为先产生脆性断裂，断裂过程中出现一些塑性特征，再到先产

生塑性断裂而后脆断的转变。这说明了随着应力比的减小，韧性断裂在试样断裂

中的比重逐渐加大。这是由于随着应力比的增大，裂纹应力闭合效应下降，腐蚀

液能更充分地对裂尖材料起作用，加速了裂纹尖端金属的腐蚀。另外，随着应力

比的降低，最大载荷与最小载荷的差值也逐渐增大，拉伸所导致的塑性变形效果

逐渐增强。

同时，从微观角度还可以认为，断口形貌中脆性断裂所占比重越大，在浓度

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工况中的应力比也越大，裂纹的扩展速率越大。在今后的工

程中，可以通过微观断口形貌中塑性断裂所占比例来大致判断构件所承受的应力

比，进而估算其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5．3．3频率对断口形貌的影响

5．3．3．1不同频率下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起始阶段断口形貌

图5．11为不同频率下裂纹扩展起始阶段的断口形貌。从图中可以看出，三

个试件在裂纹扩展的起始阶段断口均呈现出脆性解理的特征，并伴有不同程度的

二次裂纹。从图像上看，频率为0．0067Hz的试件二次裂纹较其他两个试样宽。

a)户O．0067Hz，胆O．8，1000ppm b)f=0．01Hz，R=0．9，200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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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0．0067Hz，R=0

c)卢0．013Hz，R=0．9·1000ppm

图5．12不同频率下裂纹扩展中间阶段

Fig．5-1 2 Fracture surface of crack growth

intermediate phase under different frequencies

200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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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2不同频率下腐蚀疲劳裂纹扩展中间阶段断口形貌

图5．12为不同频率下裂纹扩展中间段的断口形貌。在中间阶段，三个试件

的断口仍然呈现解理的特征。试件断口虽然出现少量的浅表韧窝，但韧窝很浅，

韧窝内部仍为解理。频率为O．013Hz的试件断口上的韧窝轮廓清晰，韧窝的数量

也较其他两个试件多，说明在此阶段，频率为0．013Hz的试件塑性变形比其他两

个试件要大。

5．3．3．3不同频率下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最后阶段断口形貌

图5．13为不同频率下裂纹扩展最后阶段的断口形貌。从图中可以看出，随

着AK的增大，试件断口上的韧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频率为0．0067Hz的试件

浅表韧窝的数量较中间阶段略多，但韧窝内部平坦，仍是脆性的特征。频率为

0．01Hz和O．013Hz的试件韧窝数量比O．0067Hz的多，轮廓上也更为清晰。

a)f=-0．0067Hz，R-0．8，1000ppm b)f--0．01Hz，R=0．9，2000ppm

c)f=0．013Hz，R20．9，1000ppm’

图5．13不同频率下裂纹扩展最后阶段

Fig．5-1 3 Fracture surface of crack growth final

phase under different frequ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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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4不同频率下腐蚀疲劳裂纹断口形貌的变化规律

从整体上来看，虽然三个试件的断裂方式均为脆性解理断裂，且整体的形貌

并没有明显区别，但是随着频率的升高，断口上浅表韧窝的数量逐渐增多，且轮

廓也越来越清晰。这说明了随着频率的升高，试件产生塑性变形的量逐渐增加。

这是由于随着频率的降低，腐蚀溶液与裂尖金属反映的试件缩短，氢原子难以在

裂纹尖端处的金属内聚集，氢脆的程度减少所导致的。

图4．16显示出，在频率为O．01Hz和0．013Hz下腐蚀裂纹扩展速率十分接近。

从断口上来看，在裂纹扩展的中、后期，比起频率为0．0067Hz的试件来说，频

率为0．01Hz和0．013Hz的两个试件断13形貌相似，韧窝数量相当。这说明了在

较高频率区间，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对频率不敏感。

5．4本章小结

本章使用扫描电镜对腐蚀疲劳试件断口进行观察的方法，分别研究了不同环

境介质浓度，不同应力比，不同频率对试件断13形貌影响的规律。

从图4．15可以看出，R=0．9的曲面在在高浓度区域，裂纹扩展速率对浓度不

敏感，但在低浓度段，裂纹扩展速率随着浓度的下降而快速下降。从断13形貌上

来看，高浓度区域(2000ppm和1000ppm)下的两个断口形貌相似，均以脆性解

理断裂为主。而低浓度区域(500ppm)下的断口从初始阶段就有很多韧窝，试

样断口整体表面有较强的塑性特征，脆性特征不如其他两个明显。

从图4．17可以发现，相较频率而言，裂纹扩展速率受到应力比的影响更大；

浓度为1000ppm的曲面上各点的值随着应力比的增加而急剧升高。对同为

1000ppm，应力比分别为0．9，0．8，O．7的试件断I：3 SEM扫描结果进行比较即可

以发现，试样的断裂方式从纯脆性断裂；变为先产生脆性断裂，断裂过程中出现

一些塑性特征：再到先产生塑性断裂而后脆断的转变。这说明了随着应力比的减

小，韧性断裂在试样断裂中的比重逐渐加大。

j： 图4．16显示出，频率为0．01Hz和O．013Hz下腐蚀裂纹扩展速率十分接近，

而较低频率下的裂纹扩展速率有一个很大的升高。从断口上来看，在裂纹扩展的

中、后期，比起频率为0．0067Hz的试件来说，频率为0．01Hz和0．013Hz的两个

试件断口形貌相似，韧窝数量相当。这说明了在较高频率区间，腐蚀疲劳裂纹扩

展速率对频率不敏感。





第6帝腐蚀堤劳裂纹扩艘的数值模拟

第6章腐蚀疲劳裂纹扩展的数值模拟

6．1边界元法基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使用数值模拟的方法模拟裂纹尖端处的应力应

变场以及应力强度因子等断裂力学参数成为解决断裂问题的有效手段，并且己得

到学术界和工程界的广泛重视。目前主要的数值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有限元方法，

边界元方法，无网格方法等。

有限元方法的发展及其在各种工程问题中的应用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项

最重要的科技成果，有限元法已经在学术界和工程界确立了主导地位。有限元法

可以很好的模拟结构的应力与变形情况，但是在实际当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1)无限域和半无限域问题，如地下洞室，大坝基础等。为了保证计算精度，在

用有限元法处理这种问题时计算范围取大，单元加多，使得运算速度较慢。2)．

场量变化剧烈的情况或者奇异性问题，如裂纹尖端应力场，应力集中等问题。用

有限元方法计算这种问题，必须将奇异点附近的网格分得很密，因而数据信息和

计算工作量都将显著增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有限元法的思想被用于边界积分方程中，从而建立

了边界元法。边界元法是从弹性力学问题所满足的弹性体边界之一的一组边界积

分方程出发，因此仅需将弹性体边界划分单元，将边界积分方程组化为线性代数

方程组求解。原则上讲，边界元法可以适用于任何问题，包括定常状态与瞬变状

态的有势流问题、弹性静力问题、弹性动力问题、弹塑性问题，声学问题等等都

可以用边界元法的直接表达式或间接表达式求解。与有限元法相比，边界元的有

如下的特点：

1)边界元法使基本求解过程的维数降了一阶。例如：二维问题的分析所形

成的是一个一维积分方程，三维问题则形成一个二维面积分方程。边界元法以边

界未知量作为基本未知量，域内未知量可以在需要时根据边界未知量求出，这也

使得输入数据的准备大为简化，网格的划分和重新调整更为方便，最后形成的代

数方程组的规模也小得多，因此能够大大缩短计算时间。

2)边界元法的基本解适用于无限域或半无限域问题，因此对这类问题不再

需要有“外边界”，使问题得以大大简化。

3)边界型解法中作为权函数的基本解能严格满足问题的微分方程，基本解

的奇异性使最后形成的代数方程组的系数矩阵中的对角线和近对角线元素的值

远大于其他元素的值，使得此种方法适用于处理场量变化梯度很大的问题。

4)边界元法仅模拟系统的边界几何形状，_旦求出了所需的边界信息数据，

则任取内点处的解变元的值便可依次算出。此外，所得的解在物体内部处处连续。

5)边界积分方程本身是所论问题的一种精确提法，其误差仅来自离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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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数值上的近似计算也只是因为在边界上无法求闭型积分解而引起的。若采

用成熟的数值积分法，则积分引起的误差可以很小。

边界元法得已迅速发展，并已受到学术界和工程界的广泛重视。

6．1．1边界元理论求解

线性各向同性均匀体的静力方程包含以下方程：

平衡微分方程：

气．／+E=0 (6．1)

其中，E是作用在物体上的体力分量。

边界条件：

材，=一Ul 在凡上 (6．2)

，f=一tI 在正上 (6．3)

其中，‘=％nj，是作用在，!，方向的表面力，虿和石分别为边界几和f上事先

给定的位移和力。，=L+f为区域Q的全部边界。应力分量嘶是对称的，即

6尹。沁

应变分量q和位移“，的几何方程为：

勺2糖+毒] 侮4，

线弹性材料的本构方程为：

气=‰％ (6．5)

其中，嘞为本构张量。

6．1．2基本解或开尔文解
限区域

图6一l集中载荷作用下的无限区域
’

Fig．6·l Infinite region under a concentrated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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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界元公式中，基本解用于从弹性体积分方程中得到位移分量解I眨91。基

本解指的是无限线性弹性固体在点载荷作用下的响应。考虑图6-1所示的一个无

限区域，单位点载荷作用于源点尸，下面寻求场点O处的响应。星号(幸)表示与

基本解相关的物理量。

将体力E‘=△(尸，Q蛾P，代入式(6·1)，可以得到基本解。这里的4俨，9为

Dirac函数，西为Kronecker符号，够为方向／的单位矢量。于是，位移基本解(开

尔文解)可以表示为：

“≥【，：(P，O)e， (6-6)

将式(6．6)代入式(6—4)中，利用式(6—5)以及关系式‘=q，甩，，可以得到力的基

本解(开尔文解)：

f=巧(P，Q弦， (6—7)

得到边界元公式的出发点是用任意权函数w乘以式(6—1)中的平衡方程，并

在所考虑的区域上积分，即：

￡p。+f廊Q=0(6-8)
． 利用积分的微分法则，有(％万)√=O"0。，一w,+ou—wu，式(6—8)中积分的第一项

可以写为：

上慨矾一cro—w,，，k+￡f硇=0(6-9)
可以利用微积分散度定理化简式(6—9)中的第一项。具有分量母矢量场的散

度定理为：

R¨饱=工尺^订(6-10)

其，中，厂为体积Q的表面，愀为表面矿的外法线。令R，=％wJ，并将式(6—10)

中的脚标k换成／，式(6-9)中积分内第一项可以写为：

￡h万)’Jm=工cr,，一w,n，dI"(6-11)
由于L= nj，上式可进一步化简为：

上也万)，拉=工f，万订(6-12)
考察式(6．9)的第二项积分。由于应力张量％对称，被积函数的此项可以写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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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面√=吾吒矗．，+巧，)(6-13)obwt。j 2jouj婶i。j+w J 11

利用式(6—5)本构关系，通过将权函数w看作位移场，并使用应变一位移关

系式(6-4)，可以得到：

o"U w,。j=E嘲s畦￡o 嫡-14)

应变场％可用其分量表示为s七，=妻G¨+Ul,k)，同时利用本构张量的对

称性E旷E蛳，将其与应变；∥结合，可得孑盯=‰毛。这样，所考虑的被积函数

可写为：

％万√=毒k，，+U／^声盯 (6．15)

最后，利用孑肼的对称性，式(6．15)可以改写为：

盯口Wu=UkdO't／ (6-16)

为使此项可应用散度定理，首先利用函数乘积地方微分法则重新改写此项。

这样，式(6-9)中的第二项积分可以表示为：

￡％万，，施=￡[(_帆)，一确‰k(6-17)
对式(6—17)中右边的第一项应用散度定理，得到：

￡仃{『瓦。／dQ=f孑帆玎，dF—L蔬材。dQ(6-18)
记乙=孑“啊，注意到应力场苫“满足体力为万t时式(6．1)中的平衡方程，式

(6·18)可以改写为：

厶仃。瓦，√dQ=f；帆dF+LF∽dQ(6-19)
将式(6-12)和式(6-19)代入式(6-9)，并重新整理，可以得到：

工f孑，dF+L E万加=F材。dF+E万帆dQ(6-20)
若干边界元公式就是以式(6·20)为出发点建立的。

在上面的讨论中，权函数万为具有位移特征的任意函数，相应的应力、应

变、理和体力场分别记为孑口、毛、；，和芦，。现在选取权函数为基本位移解，于

是：
’

≯，=鼻‘=△p，Q)毛巳 ． (6·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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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万，=甜?=u：(JD，Q>， (6—2lb)

j{-f=T：婶，O)e| 嫡一21c)

将这些关系式代入式(6-20)，并消去方程中的每一项ej，得到：

n(Q妙：p，Q矽r+L FI幻XI"-"WI-I+f，尸，Q)彳Q．I X

：互施访㈣肌重啦№肿脚
∞之2’

式(6．22)就是著名的Somigliana恒等式，并已被做为若干边界元公式的出发

图6．2弹性体的区域和源点

Fig．6-2 Domain of a elastic body and the source point

为继续推导有限元公式，进一步详细考察式(6．22)右边的第二项。被积函数

中的a(p，Q)除点尸外处处为零。根据图6-2，积分可表示为：

量“j(Q)△(尸，Q境姬=上也“，(Q)△(尸，Q战砸+￡。“，@)△(尸，Q)6,adQ(6-23)

其中，Q为半径为s且包含奇点厂=o的球。由于A(p，Q)在Q．珐中处处为零，

所以式(6．23)9右边的第一项为零，而第二项可以表示为：

【Ul(Q)△(P，g扮，dr2=够，坼(尸) (6．24)

其中，当点P位于边界r外，区域Q内或光滑边界r上时，￡取值分别为0，

1／2，1。式(6．24)右边的项称为自由项。此时，所研究的系统可由式(6．22)给出。

考虑式(6．24)中的关系，式(6．22)9唯一包含体积分的项是由于体力厅倒引起的。

为了得到仅含面积分的表达式，考虑式(6—22)中没有体力E倒的情况。由(6-24)

以及E倒=O，经过重新整理，式(6-22)可以简化为：

峨“，(P)=工ItI(Q妙：(尸，Q)--UI@烤(P，Q姑7r(Q) (6·25)

式(6．25)即为边界积分方程，它是边界元法的基础。在式(6．25)9，不存在体

积分，只需计算面积分。从体积分到面积分使得系统维数降低一维，在数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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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方面，边界元法的主要优势就在此。

6．2线弹性断裂力学的基础理论

6．2．1张开型裂纹尖端附近的应力和位移

根据线弹性断裂力学，在裂纹尖端附近一点的应力场和位移场(如图6-3)

图6-3裂纹尖端附近一点的应力场

Fig．6-3 Stress field near crack tip

q 2去cos弘sin知警]q 2赢∞s虿【卜Sin亏酊n詈J

O'y=去cos弘咖知孚)=意∞s甜+8洒亏豇n詈J
orz=uk+q)

O"z=0

(平面应变)

(平面应力)

． K， 曰．秒 30

～2意∞sj 81n亏∞s丁

％=k=0

“=警辟㈨)C0s扣嗣
V=学岛㈣sin知嗣

w：0 (平面焘变)

w=一蜷O、O"，+q)比 (平面应力)

y

(6-26)

(6-27)

(6-28a)

(6—28b)

(6—29)

(6-30)

(6-31)

(6-32)

(6-33a)

(6·33b)



其中：，，秒为裂纹尖端附近点的极坐标；甜，v，W为位移分量；％，吼，昵，

％，‰，k为应力分量；E为弹性模量；

k=3—4v (平面应变) (6．34a)

k=_3--一／．) (平面应力) (6．34b)

6．2．2应力强度因子的求解

当采用数值方法的刚度法求应力时，应力场都要通过对位移场求偏导数，求

得的应力与位移法比较，精度要差很多。因此，求应力强度因子的应力法其精度

比位移法要低。如图4．4所示，当矽=j,／-处张开位移v比较显著，可以得到较精

确的近似值，所以通常我们采用汐=刀时的裂纹张开位移v亿万)求局。

在平面应变条件下，当目=j／"时，式(6-32)和式(6．33)即简化为：

“=0 (6-35)

V=掣压K， 睁36，
E V 2万

。 、

则裂纹前沿的应力强度因子局可以通过式(6-37)导出：

耻丽尚√等V 侮37，

正交平面

o
、J

v}_

图6-4三维裂纹尖端附近一点的应力场和位移场

Fig．6-4 Displacement and stress near the crack tip

故此，可以通过边界元理论求得裂纹尖端处的应力应变场，推断裂纹前沿的

张开位移，切向位移和撕裂位移，进而求出裂纹尖端处的应力强度因子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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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使用边界元法模拟疲劳裂纹扩展

6．3．1疲劳裂纹扩展模拟的程序框图

本文使用边界元的方法，计算出裂纹前沿的应力应变场及其位移场，通过式

(6-38)计算得出裂纹前沿各点的应力强度因子局。每一循环的裂纹增量是由第4

章中构造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公式(式(4．29))所确定。自动对扩展后的裂

纹尖端进行网格的重新划分。重复以上过程直至裂纹长度达到极限值。疲劳裂纹

扩展的程序框图如下：

建立含裂纹的边界元模型

确定模型的加载方式

使用边界元理论求解某一裂纹长度口，下

裂尖处应力应变场和位移场

根据材料模型和裂纹尖端位移场，计算

裂尖处的应力强度因子

根据受载情况计算裂尖处的应力强度因子

幅4髟，应用本文所推导的腐蚀疲劳裂纹扩

展速率公式(式4-29)确定此状态下的裂

尖处各点的扩展增量Aa

下一循环裂纹的长度at+，一---ai+△a

重新确定裂纹前沿各点坐标

判断口l十，长度是否

大于临界值

是

否

图6．5使用边界元法模拟疲劳裂纹扩展程序框图

Fig．6-5 Program flow of theBEM numerical simulation

重新划分网格，确

定各节点状态

_ 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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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FRANC3D软件简介

本文使用美国康奈儿大学断裂力学工作组开发的FRANC3D(Fracture

Analysis Code．3D)软件进行边界元的模拟。FRANC3D软件是一套具有建模，

划分网格，应力应变分析，应力强度因子计算等功能的软件。此软件可以在构件

上模拟包括内部裂纹，表面裂纹，部分穿透裂纹等多种裂纹，并且用户在建立裂

纹时，除了可以调用此软件本身携带的包括裂纹库外，亦可以通过自定义裂纹前

沿文件的方式来实现复杂裂纹的建立[131J。

FRANC3D软件包括三大部分：立体对象建模器OSM(Object Solid

Modeler)，断裂分析器FRANC3D(Fracture Analysis Code．3D)和边界元系统

BES(Boundray Element System)。其中，建立几何模型部分主要由OSM完成：

改进几何模型，划分网格，建立不同类型的裂纹平面，读取计算结果等主要由

FRANC3D完成；求解过程主要由BES完成。在求解时，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

要选择QR分解法，Gauss消元法和迭代法。

在确定裂纹扩展方向方面，FRANC3D提供了以下准则供用户选择：最大周

向应力理论、最大应变能释放率理论、应变能密度因子理论或S准则。在计算时，

裂纹的前沿被离散成许多点，使用二维平面应变方程确定这些点的扩展方向。裂

纹的扩展尺寸是由裂纹前沿各点相对应力强度因子的大小和用户自己输入的裂

纹扩展参数共同确定。这些扩展后的点连线后重新组成新的裂纹面。用户可以重

新分析扩展后裂纹前沿的应力强度因子分布情况。FRANC3D还有一个优点就

是，在裂纹扩展后，只需对很小的一部分区域重新划分网格，这大大减少了网格

划分的时间。

6．3．3腐蚀疲劳裂纹扩展实验过程的边界元法模拟

为验证边界元方法模拟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过程的可行性，本文首先对第三章

内所述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实验进行模拟，比较实验直接测得的裂纹扩展数据与

边界元法模拟所得结果之间的异同。

6．3．3．1边界元计算的几何模型

为了便于网格的划分，减少计算量，提高计算效率，本文采用与改进型WOL

试样同等类型的CT试样来进行数值模拟。CT试样亦可保证在裂纹扩展过程中

裂尖处于平面应变状态。具体尺寸见图6．6。

鉴于金属在腐蚀环境中裂纹尖端处的塑性区很小，故在数值模拟过程中，选

择材料为线弹性材料，材料常数为：弹性模量E=210GPa，泊松比u=0．3。

在OSM系统中建立CT的几何模型，如图6．7。

使用FRANC3D软件，在模型的x=30，y=23．5，z-．7．5处建立一部分穿透裂

纹，裂纹形式为半椭圆型部分穿透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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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数值模拟所用CT试件尺寸图

Fig．6-6 dimension of CT specimen

＼ 八 ／ 。 ／

弋=凝／。
＼
，

＼

淑L

‘三

／ Z／ ＼ ＼

Z

图6．7 CT试样的几何模型

Fig．6-7 Geometric model of CT specimen used forBEM simulation

6．3．3．2模型的网格划分

设定每条边上所分的份数并划分网格。由于本文主要关心的是裂纹的扩展过

程，故靠近裂纹尖端的部分网格需加密，而远离裂纹尖端处的网格精度可以适当

放宽。CT试件整体网格划分效果见图6．8；裂纹平面以及裂纹尖端区域局部网

格划分见图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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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CT试样网格划分结果

Fig．6-8 Mash result of CT specimen

a)裂纹平面采用映射的方法划分网格

b)裂纹尖端区域局部网格加密

图6-9裂纹平面及其尖端部分的网格划分

Fig．6-9 Mash results of crack surface and crack tip

9l



6．3．3．3模型的加载与约束情况

根据实验的实际情况，对cT试样的边界元模型施加如下的载荷和约束：

图6一lO边界元模型的载荷和约束条件

Fig·6·lo Load and displacement confinement conditions of CT specimen

6．3．3．4扩展后的裂纹形态

根据图6·5所显示的程序框图，使用边界元法，对含有初始裂纹的cT试样

进行裂纹扩展模拟的计算。输出得到最终裂纹形态如图6-11。

图6-1 1使用边界元发模拟的裂纹扩展后的形态
Fig·6-1 1 crack form after crack growth simulation by using B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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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5空气中口~Ⅳ曲线模拟结果

图6．12使用边界元法模拟口~Ⅳ曲线与实验数据的比较(空气中)

Fig．6—12 a-"N curves obtained from BEM and test data(air environment)

本文首先模拟了空气中的疲劳裂纹扩展情况。

在模拟过程中，裂纹扩展增量Aa是由空气中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控制的。

对于本文来说，空气中的da／dN由实验得到：

da／dN=7．64x10。10(赵)1’” (6．38)

使用边界元法模拟的裂纹扩展过程与实验结果的比较见图6—12。在图6．12

中，蓝色的线为使用边界元方法模拟得出的a～N曲线，粉色的线为使用空气中

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公式(式(6—38))积分得出的a---,N曲线，绿色的线为实验过

程中采集得到的a～N曲线。

在空气环境下，边界元法模拟所得的a"--N曲线前半段与实验结果吻合良好，

然而当N>13000时，实验得到的a----N曲线明显高于模拟得到的a---N曲线。这

是由于Paris公式拟合的是疲劳裂纹的稳定扩展阶段，后面失稳扩展阶段的数据

并没有很好的反映出来。

6．3．3．6腐蚀环境中疲劳a'---N曲线模拟结果

在模拟腐蚀环境中裂纹扩展过程的边界元法中，控制裂纹增量的参数da／dN

是由本文所推导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数学模型所构造的。根据式(4．29)，实验条

件为硫化氢浓度为2000ppm，应力比为0．8，频率为0．01Hz的试件的腐蚀疲劳裂

纹扩展速率可以用以下式子进行构造：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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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3使用边界元法模拟口~Ⅳ曲线与实验数据的比较

(腐蚀环境中，实验条件为2000ppm，R---0．8，f--o．01Hz)

Fig．6-1 3 a----N curves obtained from BEM and test data

(corrosive environment,with test condition：2000ppm，R----0．8，f--0．0 1 Hz)

∞／叱=彳·ca，，(∞‰，

=而1一·(0．034
1x(O．Olx l 00)-3"8563+0．0007)．(1n(∞-0．3279)+3．94眠矿

x(aK)tn049再146∞8挑oml33(200Ⅳ100毋+042歙o·8)，‰

：2．23x 1 0-9(AK)3·03

(6—39)

使用边界元法模拟的裂纹扩展过程与实验结果的比较见图6．13。在图6．13

中，蓝色的线为使用边界元方法模拟得出的a～N曲线，粉色的线为使用裂纹扩

展速率公式(式(6．39))积分得出的a～N曲线，绿色的线实验过程中采集的a～

N曲线。

从图中可以看出，使用边界元法和用本文所构造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数学模

型(式(6．39))积分所得的曲线十分接近。而两条曲线均在裂纹扩展的前半段略

高于实验所得曲线。这是由于式(6．39)构造的是裂纹稳定扩展阶段的裂纹扩展速

率，而从图3．5(c)中可以看出，浓度为2000ppm，应力比为O．8，加载频率为0．01Hz

的试件，在裂纹扩展初期有很长一段实验数据都处于裂纹扩展速率极慢的门槛值

的区域。由于式(6．39)构造得到的裂纹扩展速率表达式没有包含这一区域，故造

成了数值模拟曲线与实际实验数据曲线的差异。

总体来看，在裂纹稳定扩展阶段，实验所得曲线与用边界元法模拟所得的曲

线趋势一致，最大误差不超过10％，说明本文所应用的边界元法可以正确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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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过程，满足工程需要。

6．3．4腐蚀环境中实际构件的边界元法模拟

本文的最终研究目的是对腐蚀环境中的实际工程构件进行安全分析和寿命

评估研究。将本文所得成果应用于实际工程中，构造符合实际工况的腐蚀疲劳裂

纹扩展速率公式，建立实际工程构件的边界元数值模拟模型，并对其进行疲劳寿

命分析。

6．3．4．1西气东输工程管道几何模型的简化

西气东输工程管道外径1016mm，壁厚t=17．5mm，故对于管壁内部一点，

其曲率为百万石乏1．了孬万2 m00203。故此，对于含微小缺陷的某一局部，管道

可以近似的看作厚度为17．5mm的平板。

故本文假设管道内含一深度口为4mm，长度，为12ram的初始半椭圆表面

裂纹，以缺陷为中心，将管道局部简化为一个长、宽均为100mm，厚为17．5mm

的平板。建立边界元几何模型如下：

图6．14化简后的含缺陷管道几何模型

Fig．6—1 4 Geometric model of pipeline with flaw(after reduction)

6．4．3．2管道模型的网格划分

设定每条边上所分的份数并划分网格。由于本文主要关心的是裂纹的扩展过

程，裂纹尖端的部分的网格需要较高精度。在本文申，裂纹尖端处网格的长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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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mm。远离裂纹尖端处的网格精度可以适当放宽。

本文对化简后的含缺陷管道划分网格结果如图6．15，裂纹平面的网格划分如

图6．16。

图6-i5管道网格划分结果

Fig．6-15 Mash result ofpipe

图6-16管道网格划分结果

Fig．6-1 6 Mash result of crack surface

6．4．3．3载荷与位移约束

对于运输天然气的西气东输管道，其工作状态可以看作为一受内压的薄壁圆

筒。则其内部任一一点的最大主应力为：

pD
0-1=．=—一

’

2f
(6·40)

其中，P为内部压强，D为管道内径，t为管道壁厚。对于外径为1016mm，

壁厚为lOmm，气体压力为IOMPa的管道来说，其周向应力为最大主应力方向，

最大主应力大小为： 。=丝=型紫=‘2一．28MP(6-40"1 80
28MPa2t 2 1 5

1)=L=———二————————一=2． 1、
’

×7．
一 吖

故本文根据式(6·41)的计算，对简化后管道模型的上、下表面分别施加

280．28MPa的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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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4缺陷口~Ⅳ曲线模拟结果

假设西气东输的X70管道所处的工作环境为：硫化氢浓度D=400ppm，应力

比R=0．75，气体波动频率f=0．005Hz(200秒／周期)。根据本文所构造的腐蚀疲

劳裂纹扩展速率数学模型，可以求得此种工作环境下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ea／e柳o。，，=彳·e，(∞B‰

=南·(0．034N(0．005x10Ql-3．8563"I"0．0007)．(1n(船-0．3279+3．94磅螺
×(△幻(n049训46808加瑚如133(400／100御．o·42帅75k，

：6．33×1 0-9(,5／()’83
·

(6-41)

以式(6．41)求得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为控制裂纹扩展的参数，使用边界

元法计算含缺陷管道在硫化氢腐蚀环境中裂纹深度a与循环周期N的关系曲线

如下：

图6．17腐蚀环境中含缺陷管道的a~Ⅳ曲线

Fig．6—1 7 n—N curve of pipe in corrosive environment

从图中可以看出，若管道含有一初始深度为4ram的缺陷，在经过4万个循

环后，裂纹便会沿深度方向扩展到15．75mrn，即厚度的90％。

6．3．4．5关于模拟结果的讨论

假设管道在工作中不受腐蚀介质的侵扰，则控制裂纹增量的参数可由空气中

疲劳裂纹扩展速率datdN=7．64xlo-IO(从)’‘65来确定。当应力比同为0．85，频率

同为0．005Hz时，空气中缺陷深度a与循环周期JⅣ的关系曲线如图6．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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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8空气中含缺陷管道的口~Ⅳ曲线

Fig．6-1 8 a-N curve of pipe in air environment

从图中可以看出，若没有腐蚀介质的侵扰，含有初始缺陷深度为4舢n的管

道需经过50万次循环，裂纹才沿深度方向扩展到壁厚的90％。

以缺陷深度与壁厚的比值为横坐标，循环次数为纵坐标，将空气中的模拟结

果与腐蚀环境中的模拟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见图6．19。

U

U
h
U

辍
《
薛
姆

砒m)

图6·19空气中与腐蚀环境中的循环次数与裂纹深度的比较

F嘻6-1 9 Comparison of cycle·crack depth Curves between

air and corrosive environment

从图6-19可以看出，硫化氢腐蚀介质的添加对管道的剩余寿命影响十分巨

大。将循环周期换算为服役时间，则含有初始缺陷深度为4mm的管道空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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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服役的话，经过1 157天，裂纹才沿深度方向扩展到壁厚的90％；即管道可服

役3年。但若管道在腐蚀环境中服役，只需92．5天，裂纹深度就达到了壁厚的

90％。由此可见，硫化氢腐蚀介质对石化设备的剩余寿命影响极大。

6．4本章小节

本章首先阐述了边界元法的基本原理以及线弹性断裂力学中计算应力强度

因子的方法。

应用FRANC3D软件模拟腐蚀疲劳裂纹扩展实验过程。模拟结果显示，空气

环境下，使用边界元法得到的裂纹的a～N曲线与实验数据吻合较好；腐蚀环境

中，边界元法模拟的a～N曲线略高与实验所得数据，这是由于腐蚀疲劳裂纹扩

展模型所拟合的环境修正因子大于实验所得所导致的。

最后，使用边界元法，对含缺陷的西气东输X70管道进行寿命评估。结果

显示，若初始裂纹深度为4mm，管道在硫化氢浓度为400ppm，应力比为O．75，

加载频率为0．005Hz工况下的服役的话，经过4万个循环(92天)，缺陷深度即

已达到壁厚的90％。若同一管道，受载情况同为R=0．75，f=0．005Hz，在空气中

服役的话，经过50万次循环(1157天)后裂纹深度才达到壁厚的90％。腐蚀环

境的添加对管道剩余寿命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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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结论与展望

腐蚀疲劳是结构在交变载荷和腐蚀环境共同作用下的一种失效形式。西气东

输管线做为国家“十五”重点工程之一，在工作时承受气体波动和腐蚀环境的双

重作用，为典型的腐蚀疲劳工作状态。研究石化设备及构件在模拟天然气环境中

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行为规律、建立能够反映腐蚀与疲劳耦合作用下的腐蚀疲劳

裂纹扩展模型，对石油天然气设备检测标准的制订，可靠性的评估以及剩余寿命

的预测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7．1结论

1． 以国内广泛应用的X70管线钢为研究对象进行腐蚀疲劳裂纹扩展实验研究。

以西气东输管道的实际工况为基础，参考国际标准、实验周期、实验仪器的

可操作性和实验的可行性，分别选取硫化氢浓度为2000ppm、1000ppm、500ppm，

应力比为0．9、O．8、0．7，加载频率为0．013Hz、0．01Hz、0．0067Hz为实验参数。

在保证实验数据可靠性的基础上，用正交实验法设计实验，一一进行空气中和腐

蚀环境中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实验，得到包含空气中裂纹扩展速率的da／dN----AK

曲线共10组。

对da／dN ／XK曲线的稳定扩展段进行Paris拟合，分别得到空气中和腐蚀

环境下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Paris表达式。其中，空气中的裂纹扩展速率为：

出／州：7．64x 10-10(似)。65

腐蚀环境中的da／dN比空气中的da／dN至少高一个数量级；高浓度，高应力

比，低频率下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最快。

2． 以实验为依据，建立多因素耦合型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数学模型。

本文在调研了现有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数学模型和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之

后，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同时对Paris公式中C和n两个参数均进行修正的腐蚀

疲劳裂纹扩展数学模型：

UQ}dNl。rr=A·cⅢ㈣拄％r
与传统的Paris公式相比，该模型同时反映了应力比、频率、环境介质浓度

对双log空间内裂纹扩展速率曲线截距以及斜率的影响。根据实验所得数据，使

用MATLAB软件编写相关程序，确定模型内各项参数的具体数值。

1)双log空间内裂纹扩展速率曲线截距变化的修正因子A可以表示为：

A=凡尺)·F∽·足功

2南．(o．0341．uxl00)-3．s563+0．oo叻．(1n(喘一0．03279)+3．948)
1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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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因子A的值随着频率的降低而急剧升高。在较高的频率下，A值主要受

到应力比的影响，频率和浓度对其影响有限；在低频率段(f<0．01Hz)A值同时

受到了浓度和频率两方面的影响。浓度的变化对A值的影响比较稳定，不同浓

度下的A值差异不大。

2)双log空间内裂纹扩展速率曲线斜率变化的修正因子B可以表示为：

B=0．0497+142．8082·f一0．133·(D／1000)+0．429．R

浓度和频率对修正因子B值影响不大。修正因子口主要受到频率的影响，

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在相同的加载频率下，不管应力比和环境介质浓度如何

改变，修正因子B值几乎是一个定值。

3)硫化氢腐蚀环境内X70管线钢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数学模型形式为：

恤／吨=A·c口，(∞a‰
。酽1 ．(0·0341x∥x l 00-3．8563+0．00吼(1n(翩以327易+3．948)×Cair
×(△幻㈣9佴146808咿‘13xD71000卜o．429h?h

对上述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数学模型中的各项因素的分析，本文认为，在硫化

氢腐蚀环境中，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受应力比的影响极大。在高应力的情况下，低

浓度区域，裂纹扩展速率随着浓度的增加而急剧增加，但在高浓度区域，裂纹扩

展速率对浓度不敏感。在低应力比的情况下，浓度对裂纹扩展速率影响不大。

频率方面，在频率较高时，频率对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较小；而当频率降低

到一定范围后，裂纹会随着频率的降低而急剧升高。

浓度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较为均匀，且浓度对裂纹扩展速率的影

响不如应力比、频率对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大。

3． 从微观角度进一步证明了多因素耦合作用下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性质。

本文使用扫描电镜对腐蚀疲劳试件断口进行观察的方法，分别研究了不同环

境介质浓度，不同应力比，不同频率对试件断口形貌影响的规律。

相同应力比、不同腐蚀介质浓度的试件在高浓度区域(2000ppm和1000ppm)

下的两个断口形貌相似，均以脆性解理断裂为主。而低浓度区域(500ppm)下

的断口从初始阶段就有很多韧窝，试样断口整体表面有较强的塑性特征，脆性特

征不如其他两个明显。

同为1000ppm，应力比分别为0．9，0．8，0．7的试件断口SEM扫描结果显示

出：试样的断裂方式从纯脆性断裂；变为先产生脆性断裂，断裂过程中出现一些

塑性特征；再到先产生塑性断裂而后脆断的转变。这说明了随着应力比的减小，

韧性断裂在试样断裂中的比重逐渐加大。

对不同频率的试件断口形貌进行观察，结果显示出；在裂纹扩展的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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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频率为0．0067Hz的试件来说，频率为0．01Hz和0．013Hz的两个试件断121形

貌相似，韧窝数量相当。这说明了在较高频率区间，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对频

率不敏感。

4．应用边界元法模拟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过程。

以本文建立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数学模型为基础，使用边界元法模拟腐蚀疲

劳裂纹扩展实验的结果显示，空气环境下，使用边界元法得到的裂纹的口~Ⅳ曲

线与实验数据吻合较好；腐蚀环境中，边界元法模拟的a'--N曲线在初期略高与

实验所得数据，这是由于本文建立的数学模型构造的是裂纹稳定扩展段所导致

的。边界元法可以正确的模拟腐蚀疲劳裂纹扩展过程。

对含缺陷的西气东输管道在实际工况下进行寿命评估。结果显示，初始裂纹

深度为4mm的管道，工作状况为硫化氢浓度为400ppm，应力比为0．75，加载频

率为0．005Hz的话，经过4万个循环(92天)，缺陷深度即己达到壁厚的90％。

若同一管道，受载情况同为R=0．75，f=0．005Hz，在空气中服役的话，经过50

万次循环(1157天)后裂纹深度才达到壁厚的90％。腐蚀环境的添加对管道剩

余寿命影响极大。

5．腐蚀疲劳裂纹扩展实验平台的搭建

本文针对腐蚀疲劳实验的测试难点，搭建腐蚀疲劳裂纹扩展实验平台。

硬件方面，以直接测量为理念，通过理论计算和误差分析，自行设计并制造

了硫化氢腐蚀环境中测量疲劳裂纹长度的实验装置，减少了实验成本及人力物

力，增加了实验准确度。

软件方面，变单点测量为多点测量，彻底解决了交流伺服电机在工作过程中

产生的电磁信号干扰问题，增加了实验采集系统的精确度。

改造后的实验设备能够准确的测量腐蚀环境中的裂纹扩展速率。

7．2下一步工作展望

在本文所进行X70管线钢在硫化氢腐蚀环境中的疲劳裂纹扩展行为研究的

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完善石化设备剩余寿命预测与安全性评估，对后续的研究提

出展望如下：

1．研究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数学模型内各个影响因素的耦合关系。由于各个

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叠加关系，而是在某些范围内大大加强的关

系，故应对某些影响因素下的腐蚀疲劳裂纹扩展性质继续进行深入研究，搞清楚

在硫化氢环境中X70管线钢的腐蚀疲劳机理。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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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了应力比、浓度、环境介质浓度之外，诸如pH值、液体粘度等均对腐

蚀疲劳扩展速率的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腐蚀介质中，裂纹尖端处充满的腐

蚀液体会导致裂纹闭合，降低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故下一步的研究中需考察

液体粘度对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建立相关的数学模型。

3．本文以武汉钢铁公司生产的X70管线钢为研究对象，其微观结构为针状

铁素体。但是石化行业中实用材料的微观除了铁素体外，亦有其他不同种类的微

观结构。今后的研究中应考虑微观结构对腐蚀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确定不

同微观结构对腐蚀疲劳的敏感性，为新型材料的设计与生产提供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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