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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FRANC3D的高压气瓶安全性
评定的新方法
刘城志。岳应娟，陈飞

(西安市第二炮兵工程大学，陕西西安710025)

摘 要：介绍了边界元法计算应力强度因子的方法和原理．利用F1MNC3D软件建立了不同尺寸的半阋形表面裂纹的

三维模型，计算了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值，并与N哪卸．R面u理论公式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r该软件具有较
高的精度。结合蒙特卡罗方法．举例说明15MnMoVN钢高压球形气瓶的疲劳失效评定和疲劳寿命预测过程，为高压气瓶的

安全性评定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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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Method to As∞路Saf套锣of Higll-pre豁u弛CyUIlder Based on FRANC3D

LrU Chen争曲i，Ⅵ皿Yin鲥u跏，CHEN Fei

(Se∞nd Anillery Enginee血g UniVersi饥xi’觚710025，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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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带有环焊缝的15MnMovN钢球形气瓶为某

部门早期装备，随着使用次数的累加，其安全性不断下

降[1】，亟需对其做出准确的评估。以指导使用决策。焊

接构件的断裂分析方法很多．常用应力强度因子来判

断缺陷是否失效。这里介绍基于边界元理论的软件

FRANC3D v3．2【21在应力强度因子计算方面应用．而在

裂纹疲劳寿命的预测中。采用一种有效而常用的方

法——蒙特卡罗直接抽样方法．3】。

l边界元方法求应力强度因子

边界元与有限元不同在于只需将区域的边界离散

化，从而降低求解问题的维数，提高求解问题的精度，

在处理复杂工程断裂问题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静力平衡边界方程的基础上．求解区域n的边

界面厂用n个四边形边界元予以离散．再通过插值。将

某一边界单元上任意一点的毗、肌用节点值来表示，不

考虑面力．空间内的鹏可以离散成为如下方程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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醯醒+∑Ⅱ2 p小∑Jp2 I删厂 (1)
Ql。 斗 Q11 ÷

式中：“。、p。分别是面力和位移的基本解，即空间内P点

的名，方向有单位集中力作用时，在任意一点p的机方向

上产生的位移和应力；，’是边界；益是表面特征系数。

根据已知边界条件求解以上线性方程组便可求得

边界的未知位移和面力值。在裂纹前沿应力应变场存

在奇异性．所以必须使用奇异性边界元。在工程结构内

部，裂纹在外力的作用下扩张方式可以分为3种形式。

其中I型裂纹是最危险的，实际的3维裂纹即使是复合

型裂纹。为了更加安全也往往把它作为I型处理．因此

重点研究I型裂纹。

由以上的边界元节点位移表达式．结合断裂力学

的位移应力强度关系式可得：

炉华㈢咏l+o(r)
式中：Ⅱ，是裂纹尖端处张开位移；K，是l型断裂的应力强

度因子值；E是弹性模量；t，是泊松比；r是裂纹尖端某一

固定几何距离。

基于上述理论，可以利用边界元软件FR ANC3D

进行建模并求解应力强度因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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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RANC3D求解应力强度因子值

断裂分析软件FAlⅢC3D由3个部分组成r6]：立体

对象建模器OSM，断裂分析器FRANC3D．以及边界元

系统BES。该软件计算应力强度因子采用了位移外推

法17】．即离裂纹前沿相距r的点的位移和裂纹前沿的应

力强度因子符合关系式(2)。对于I型裂纹使用裂纹张开

位移(COD)，计算的是I型应力强度因子。软件运行的

一般流程如图l。

OSM FRANc3D厂——]l BEs

I模犁摘述}：11：：=J—l
其他数值

HI荔展H分析软件

网I FRANC3D运行流程图

Fig．1 Chan ofFRANC3D0pemtion

2．1 软件FRANC3D建模计算

文献[7]计算了两端受均匀拉力的具有半圆形裂

纹厚板与其在矸∽NC3D中的模型，最终边界元的计算

结果与文献[8]结果非常相近。最大误差为2．85％，裂

纹最深处应力强度因子最大。冈此，本文研究的模型是

如图3(a)具有代表性的表面裂纹，并且只需考虑裂纹

最深处的应力强度冈子大小。

用OSM建立模型．然后导入到FRANC3D主程序

设定材料参数和边界条件．并生成半径为a的表面中心

圆形片状裂纹．分别取不同的裂纹半径尺寸，并划分网

格，如图2m1。两格的划分根据裂纹面的尺寸大小．靠

近尖端部分网格相对密集．如当其为0．3时．由距表面

从深到浅裂纹尖端网格划分由密到疏分为80份，细分

比率为l：9，在圆形裂纹面上沿着径向细分为10层．细

分比率为1：9，结构的表面不进行网格划分或者进行简

单的划分，总共划分单元数目为1 533个，如图2(c)。最

后，利用BES边界元程序进行计算机模拟计算．从而获

得边界元结果。

2．2理论公式求解

中心表面裂纹应力强度因子Newman—Raiu经验公

式_93精度很高，在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中常

常作为理论参考值来评价新的方法的精度，其计算误

差小于5％。该公式表达如下：

K·可差署。E(詈，詈，詈，∞ (3)

公式需要满足如下条件：O妃／c曼1．O‘．0曼o／￡<1．0．c／

6<O．5，0s日曼1T。矿是均匀的拉应力；E(^)是第二类完全

椭圆积分；口是裂纹的深度尺寸大小；月是无量纲应力强

度因子，由结构和裂纹的几何尺寸等决定，表达式为：

只=[Ml+M42+●玎A4]g^^ (4)

式中：肘n幔、鸭、g、^、^为修正系数；A是裂纹深度尺

寸n和模型宽度￡之比。详见文献[8]。

2-3两者结果对比

理论公式在适用条件的限制下．仿真模型的裂纹

深度尺寸Ⅱ和模型的宽度￡之比A小于0．5．同时取模型的

几何尺寸及材料参数：^_6=菅_25．4 mm，E=196 GPa，

俨司3，a一31．36 MPa，。

仿真并计算不同的深宽比A下的应力强度因子值．

同时，把相应的A值代人理论公式计算，结果如表1。

在MATLAB中对结果进行样条函数插值．得对比

图3。可以看出，随着深宽比的增加，边界元软件的计算

值和理论公式值的增长速率均越来越快．符合裂纹扩

展的一般规律。对比两者结果，其绝对误差小于

2．858％；可见，该软件计算精度较高。

3算例

3．1安全性评定

用CTS-1800型数字超声仪对15MnMovN钢球形

气瓶进行检测，找出最危险的缺陷，并按照文献[10]裂

纹划分规则，该裂纹属表面裂纹。其中．神．34 mm，

2c=20．12 mm。

ta)几何K寸罔 (b)FRANc3D建立的模型网 (c)网络划分图

图2表碰裂纹的三维模型

FIg．2 3D models ofsur彘lce c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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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的评定方法∞1核心是COD理论缺乏有力的

理论支撑，所以加入应力强度因子判据加以改进，使得

原判据变为：若as瓦，sr≤0．8且蜀曼Klc，则容器缺陷允

许。

根据图4的计算流程结果如下：五=3．856 6 mm，am-

11．626 7 mm，Si=o．263 5，K尸111．336 M口a、／面而‘，K旷

4 325 MPa诟而‘。满足判据，该气瓶合格。

图4改进的简化评定流程图

Fig．4 F10w chart ofimprovcd siIIlply够鸵嚣mem

3．2寿命预测

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如，d^，与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

子变化幅度△K的关系用Paris公式表示：

dn侣Ⅳ=c(△K)“ (5)

推导出对高压气瓶疲劳寿命进行预测的公式：

忙吉。击‘面旆㈦争1一·]

2。在实际使用评定过程中按照偏于安全的原则，选择

较高可靠的运算结果，即选择可靠度为O．999 99。在此

可靠度下．气瓶可安全使用13年。

表2不同失效概率下高压气瓶剩余疲劳寿命

Tab．2 Residu柚乜吐g嘴Iife ofmgh—pr岱鳓地cyIinder

垫些墅型堂鲤塑塑迎
失效概率P疲劳寿命一0．05 0．01 O．001 O．Ooo 1 0．000 Ol

4结语

边界元软件FRANC3D V3．2，有如下优势：基于边

界元软件进行计算．无论是划分网格还是计算过程都

大为简化：该软件在处理三维表面裂纹时，计算的应力

强度因子值比较精确，可以应用于工程实际问题。在高

压气瓶的安全性评定和疲劳寿命预测中，运用

删C3D软件，简单可靠，且精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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