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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近年来，为了满足公路和铁路共用桥位的需求，公铁两用斜拉桥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在汽车荷载和列车荷载的共同作用下，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承受了巨

大的荷载作用。作为斜拉桥中拉索和主梁的连接构件，索梁锚固结构具有复杂的

局部焊接构造，此外，在传递巨大的荷载效应过程中，索梁锚固结构应力集中现

象突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现有公铁两用斜拉桥中采用了一种连接拉索和钢

桁梁的新型索梁锚固结构形式一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双侧锚拉板作为传力竖板，

上部通过焊接构成锚箱，与拉索锚固连接，下部与主梁顶板连接。在汽车荷载和

列车荷载的组合作用下，作用在索梁锚固结构上的荷载通过连接焊缝传递，焊接

细节的疲劳问题十分突出。

本文对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开展了系统的研究，以边界等效的疲劳试验为基

础，分别采用名义应力、热点应力以及断裂力学方法研究了索锚结构的疲劳性能；

结合累积损伤模型和裂纹扩展模型中的参数特征，采用疲劳寿命分析的混合可靠

度模型，对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寿命进行了研究。研究内容如下：

(1)回顾公铁两用斜拉桥的建造和发展，分析了索梁锚固结构的受力特征和

结构组成特征，结合既有钢桥的疲劳病害情况，论述了公铁两用斜拉桥索梁锚固

结构中的疲劳问题及其研究的必要性，综述了索梁锚固结构疲劳性能和疲劳寿命

的研究现状，说明了论文研究的意义。

(2)采用既有公路汽车和铁路列车的疲劳车模型，通过数值模拟研究了斜拉

桥的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荷载及其组合方法。研究了索梁锚固结构疲劳细节的应

力分布特征，以及各板件的几何参数敏感性，得到了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的基本

结构和三类疲劳敏感细节，分别为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端部轴拉细节、锚压板

与传力竖板连接侧面拉剪细节，以及锚压板承压端部的压剪细节，并给出相应名

义应力幅计算公式。

(3)基于相似原理，考虑应力等效和边界等效，开展了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

基本结构的疲劳试验。初始状态下的静力加载测试表明：基本结构的实测应力分

布与有限元计算值基本吻合，基本结构与实际索梁锚固结构中的有限元计算值具

有较高的一致性，可以用于索梁锚固结构疲劳性能研究。疲劳试验表明：索梁锚

固结构在轴拉细节和压剪细节位置观测到裂纹，轴拉细节的疲劳断裂导致了索梁

锚固结构的整体失效；轴拉细节疲劳性能与锚压板宽高比有关，结合规范中相关

的孓Ⅳ曲线，引入与锚压板宽高比相关的参数，对轴拉细节名义应力幅计算公式

进行修正；并给出了各细节的参考疲劳细节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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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用热点应力外推法，对索梁锚固结构中的不同应力状态下的疲劳细节

进行热点应力判定，采用有限元模拟，分析了单元类型、网格尺寸以及外推方法

对热点应力的影响。结合试验中轴拉细节的热点应力测试值，验证了有限元模拟

的有效性，以及FAT90曲线在索梁锚固结构疲劳寿命分析中的合理性。采用应力

集中系数，对基本结构中的几何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结合实桥中几何参数的取

值规律，给出轴拉细节和拉剪细节应力集中系数的表达式。

(5)采用线弹性断裂理论研究裂纹扩展规律，借助ANSYS与FRANC3D有

限元软件，对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扩展进行模拟分析，借助文献中穿

透型裂纹和半椭圆表面裂纹的试验测试值，验证有限元模拟的有效性。采用最大

周向应力准则对承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端部裂纹进行裂纹扩展模拟，结合断口形

貌，研究了初始裂纹尺寸和形状对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扩展的影响。采

用应力强度因子修正系数，对基本结构中的几何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给出锚压

板与传力竖板连接端部半椭圆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修正系数的表达式。

(6)传统的钢结构疲劳寿命预测误差较大，线性累积损伤模型和裂纹扩展模

型中变量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基于区间．概率理论，分别推导了服从正态分布、

对数正态分布的概率模型和区间模型的一致性关系，给出可同时考虑区间变量和

随机变量的混合可靠度理论简化分析模型和求解方法。对桥梁工字梁中的疲劳细

节进行疲劳寿命分析，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和适用范围。采用累积损伤模型和

裂纹扩展模型对索梁锚固结构的轴拉细节进行疲劳可靠性研究，分析索锚结构的

疲劳寿命，给出了设定合理检修周期的建议。

关键词：索梁锚固结构；钢桥疲劳；．SW曲线；热点应力；应力强度因子；混合可

靠度；疲劳寿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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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rail-CUlTI—road cable—stayed bridge is widely used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multi—use for railway and highway．Under the combination

action of vehicle and train loads，the long-span rail-cum-road cable·stayed bridge is

subj ected to a considerable loading effect．As a type of connection component between

cable and girder,the cable-girder anchorage contains a complicated local welding

structure．Moreover,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on cable—girder anchorage is very serious

during loading effects are transferred．To solve the problem，a new type of cable-girder

anchorage structure，which is called as composite anchor-box with double pulling-plates

connecting the cable and steel truss is used in present rail—cum—road cable—stayed bridge．

For this new cable—girder anchorage，double pulling—plates are the vertical plates for

transferring．The upper part of double pulling-plates is formed to be anchor box by

welding seams，and it fixes cable．The lower part of double pulling-plates is connected

谢th the top plate of girder．Under the combination action of vehicle and train loads，the

loads applying on the cable-girder anchorage are transferred by welding seams，thus the

fatigue problem of welding details is very serious．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on composite anchor-box、析th double pulling-plates is

carried out in this dissertation．Based on the fatigue test with equivalent boundary,

fatigue performance of the cable—girder anchor structure has been put into study by the

analytical methods of nominal stress，hot spot stress and fracture mechanics，

respectively．Fatigue life of the cable—girder anchor is analyzed by formulated hybrid

reliability model、Ⅳ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parameter characteristics of accumulated

damage model and crack propagation model．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dissertation are

as follows：

(1)The development of rail—cllm—road cable—stayed bridge is reviewed，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able—girder anchorage is analyzed．Combined with the fatigue disease

of present steel bridge，the necessity to research the fatigue problem of rail-cum—road

cable—stayed bridge’S cable-girder anchorage is discussed．The latest research and

existing problems on fatigue strength and fatigue life analysis of cable-girder

anchorages are summarized．The significance and research basis of t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are introduced．

(2)Depends on the present standard fatigue vehicle and typical fatigue trains，the

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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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igue loading effects and its combination of the cable-girder anchorage are analyzed

by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Stres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tructural

geometric parameters sensitivity of cable—girder anchorage are also analyzed．Then a

basic structure of composite anchor—box with double pulling—plates is proposed．Three

types of fatigue sensitive details are obtained，which contains uniaxial tension details in

the end of connection of anchor bearing plate and transferring vertical plate，tension

shear details in the side of connection of anchor bearing plate and transferring vertical

plate，and compression shear details in the end of anchor bearing plate．Computational

formulas of nominal stress amplitudes of fatigue sensitive details are also given．

(3)Based on the similarity theory,fatigue test of the basic structure of

composite anchor--box with double pulling--plates has been carried out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equivalent stress and equivalent boundary．The results of the static test

show that，test data are agreement with calculated values of the basic structure by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Calculated values of the basic structure andthe original cable．girder

anchorage are in good consistency．The test specimen is suitable to be used to analyzed

fatigue performance of the cable-girder anchorage．The results of the fatigue test show

that，fatigue cracks has been observed in uniaxial tension details and compression shear

details．The general failure of the cable—girder anchorage structure is induced by crack

fracture of uniaxial tension details．Fatigue strength of uniaxial tension detail has

relation to the width-to—height ratio of anchor bearing plate．Wim the consideration of

related．洲curves in the codes，computational formula of nominal stress amplitude of

uniaxial tension detail is corrected by parameter related to the width-to．height ratio of

anchor bearing plate．Recommended categories for uniaxial tension detail and

compression shear detail are also selected．

(4)The hot spot stresses of fatigue details of the cable—girder anchorage with

different stress states are identified and obtained by extrapolation method．The influence

on hot spot stress of element types，meshing sizes，and extrapolation methods has been

analyzed by finite element modelling．The feasible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method is

given by comparing to the measure values of hot spot stresses．And FAT90 curve has

been verified with reasonability for fatigue life analysis．With the considerations of

sensitivity and rule of the geometric parameters，hot spot 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s of

uniaxial tension details and tension shear details are formulated by nonlinear regression

expression．

(5)Based on 1inear elastic fracture theory,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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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ty factor crack propagation regulation is analyzed by the finite element so肌are

of ANSYS and FRANC3D．The validation of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is verified by

measure values of the penetrating crack and semi—elliptic surface crack In literatures·

The propagation of the cracks at connection end of anchor bearing plate and transferring

verticai Dlate is simulated by the maximum circumferential stress criterion·the

influence on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and crack propagation of initial crack sizes and

sharDes is discussed based on fatigue fracture morphology．With the considerations of

sensitivity and rule of the geometric parameters，correction factors of semi。eniptlcal

sWface crack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are formulated by nonlinear regression expresslon·

f6)Generally,the error in the prediction of fatigue for traditional steel structure IS

always considerable．Becaus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ariables in the linear

accumulative fatigue and crack propagation model are distinguished as uncertain and

random．Based on the interval．probability theory,the consistency relation of the interval

model a工1d the probability model distributed normally and log。normally lS derived·

Hybrid reliability simplified model in theory and solution method is gwen consld∞ng

the interval and stochastic variables simultaneously．A category of fatigue detailm a real

bridge is chosen as case study,and the fatigue life analysis is taken to prove the validity

and adaptive range of the method in this paper．The fatigue probability analysis towards

the cable．girder anchorage is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linear accumulative fatigue and

crack propagation model．The suggestion of setting reasonable cycle for detecfion 1s

given by fatigue life analysis ofthe cable—girder anchorage·

KEYWORDS：cable。girder anchorage；steel bridge fatigue；S-N curve hot spot stress；

stress intensity factor；hybrid reliability；fatigue lif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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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引言

1绪论

本章将回顾公铁两用斜拉桥的建造和发展，分析索梁锚固结构的受力特征和

结构组成特征，结合既有钢桥的疲劳成因和疲劳病害情况，论述公铁两用斜拉桥

索梁锚固结构中的疲劳问题及其研究的必要性。概括国内外用于钢桥疲劳研究的

相关规范和疲劳细节分类，以及钢桥疲劳荷载和斜拉桥索梁锚固结构疲劳试验研

究成果；调研钢桥疲劳寿命预测与评估的国内外现状，归纳钢桥结构疲劳寿命分

析方法，以及用于参数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分析的可靠度理论和分析方法，结合研

究现状，提出本文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1．2研究背景

斜拉桥[1]作为一种缆索承重式组合体系桥梁，比梁桥具有更均匀的受力体系，

在由承弯的梁体、受拉的索结构和承压的桥塔组成的上部结构中，斜拉索通过索

梁锚固节点对主梁提供支承作用，降低主梁弯矩值，减小主梁截面尺寸和自重，

增大桥梁跨越能力。斜拉桥由于受力明确、形式优美，可以同时满足大跨度和受

力的需求，被广泛地应用在国内外跨海跨江的桥梁建设中【2J。

随着工程界中对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理念，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理念的深

入理解，将公路和铁路共用桥位的思路得到各国工程师的青睐，公铁两用斜拉桥

成为一种重要的占用跨海跨江通道资源节约型的桥型【3J，同时具备了跨越能力强、

受力合理、形式优美、占用资源节约等优势，伴随着高速铁路的发展，在近二十

年中，国内的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得到了迅猛发展。本节将从公铁两用斜拉桥

发展开始，分析其中索梁锚固连接结构的受力和形式特征，结合现有钢桥的疲劳

成因，分析公铁两用斜拉桥中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问题。

1．2．1 公铁两用斜拉桥的建设与发展

自从1956年瑞典的Stromsand桥拉开了现代斜拉桥的序幕，至今全世界已建

成300余座斜拉桥[4】，其中公路斜拉桥发展相对更为迅速，铁路斜拉桥、公铁两用

斜拉桥的发展相对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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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1972年～1 977年的Zgtrate．Brazo Largo桥包括两座公铁两用斜拉桥【5J，由

意大利工程师De Miranda F．设计，跨越巴拉那河连通单线铁路和四车道公路，桥

跨布置为(110+330+1lO)m，主梁采用了不同形式的钢桁梁和钢箱梁。在巴拉那河

上还有一座建成于1987的Posadas．Encarnacion桥，连接阿根廷波萨达斯和巴拉圭

恩卡纳西翁的单线铁路和双车道公路通道，桥跨布置为(115+330+115)m，主梁采

用预应力混凝土箱梁【6J。

1988年建成的柜石岛桥和岩黑岛桥是日本本州至四国跨海联络线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71，采用公铁两用斜拉桥形式，按照四线铁路和四车道公路设计，桥跨布置

为f185+420+185)m，采用钢桁梁主梁和钢框架式主塔，其中上层公路桥面为正交

异性板与桁架结合体系，下层双线高速铁路桥面为纵横梁明桥面体系。

2000年建成的厄勒海峡大桥【8】，连通丹麦哥本哈根和瑞典马尔默的双线铁路

和四车道公路通道，桥跨布置为(141+160+420+160+141)m，主梁为钢桁梁，斜腹

杆的倾角与斜拉索倾角相匹配。上层公路桥面为混凝土板与上弦杆结合体系，下

层铁路桥面为桥面板与下弦杆结合的箱梁结构形式。

a．厄勒海峡大桥 b．武汉天兴洲大桥

图1-1国内外公铁丽用斜拉桥

Figure 1—1 Rail—cum-road cable—stayed bddge in China and abroad

2000年建成的芜湖长江大桥(9】拉开了国内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新建设的帷

幕，桥跨布置为(180+312+180)m，设计荷载为双线铁路和四车道公路，主梁采用

钢桁梁，上层公路桥面为混凝土桥面板与钢桁架梁相结合形式，下层铁路桥面为

纵横梁形式。

2009年通车的武汉天兴洲长江大桥【lo】，桥跨布置为(98+196+504+196+96)m，

设计荷载为四线铁路和六车道公路， 主梁为满足荷载需求采用三桁片钢桁梁，拉

索配合采用三索面形式，主梁标准横断面中，上层桥面采用钢正交异形板结构与

主桁上弦杆结合，下层铁路桥面采用纵横梁道碴桥面系。

2015年建成的铜陵公铁两用长江大桥【11 J，桥跨布置为(90+240+630+240+90)m，

连通合福铁路客运专线双线、庐江至铜陵I级铁路双线，以及六车道高速公路，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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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采用铁路正交异性钢箱桥面。

2014年开建的沪通长江大桥【12J桥跨布置为(140+462+1092+462+140)m，将成

为首座主跨跨越千米的公铁两用斜拉桥。大桥按四线铁路和六车道公路设计，主

梁采用三桁片钢桁梁形式，桁架下弦由与主梁断面同宽的钢箱组成，上弦由与主

梁断面同宽的钢正交异性板构成，计划于2019年建成通车，届时该桥的建成将成

为我国在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领域里程碑式的飞跃。

整理国内外现有著名的公铁两用斜拉桥如表1．1，可以看出，钢桁梁是公铁两

用斜拉桥中的最常用的主梁形式，可以满足竖向刚度和横向刚度的需求，同时可

以减小自重对跨越能力带来的阻碍。此外，近20年来，我国公铁两用斜拉桥的建

造水平和建造数量均已位于领先地位。

表1．1国内外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

Table 1-1 Rail-gum-road cable—stayed bridge with large span in China and abroad

1．2．2索梁锚固结构特征

拉索与主梁和索塔的协调配合保证斜拉桥的合理受力状态，索梁锚固结构作

为拉索与主梁的连接节点，承担了传递荷载效应的重大使命，是重要的组成结构。

目前，大跨度钢箱梁斜拉桥常见的索梁锚固型式有锚箱式连接、单锚拉板式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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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板式连接、以及锚管式连接等【13]。

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和铁路桥的主梁常采用钢桁梁形式(如表1．1)，为了

利用主桁节点板，索梁锚固结构通常设置在主梁的节点处，通过对上述四类索梁

锚固形式进行改进，卫星【14J给出了适用于高速铁路钢桁梁斜拉桥的主要索梁锚固

结构类型，锚箱式连接、复合式双拉板锚箱连接和双锚拉板锚管连接。此外，结

构受力明确的耳板式连接也出现在了现有公铁两用斜拉桥的建设方案中。

(1)锚箱式连接

钢锚箱式连接是既有索梁锚固结构中的常用形式，其按照外形的不同可以分

为梁式锚箱和柱式锚箱，按照锚箱与主梁的连接位置不同可以分为弦杆内置式锚

箱和节点板内置式锚箱。

弦杆内置式锚箱将斜拉索锚于上弦杆件内，传力钢板直接焊在上弦杆腹板，

索力通过锚箱和弦杆腹板的焊缝进行传递，如图1．2口所示，适用于连接三角形钢

桁梁形式的主梁或者采用斜腹杆的主梁，如郑州黄河大桥，商合杭铁路芜湖长江

公铁大桥，黄冈长江大桥，以及公安长江大桥。但由于锚固点位于弦杆内部，此

种结构操作空间狭小，制造及安装难度系数较高，且随拉索与上弦杆角度的增大，

问题越明显。节点板内置式锚箱将斜拉索锚于节点板内，传力钢板直接焊在节点

板上，索力通过锚箱和节点板的焊缝进行传递，如图1．26所示。多用于连接Ⅳ形

钢桁梁形式的主梁，如武汉天兴洲大桥[10]、铜陵长江大桥【1l】等。此构造中拉索安

装与维护的操作空间不受限制，但节点构造复杂，锚管贯穿弦杆，截面削弱效应

不可避免。

引 ＼ 形圹l罐黼I
t． t!I 、∥ “0，二∥ M嚣}：“糍I

"I ，oj『∥， ■∥ l譬垃蹦尊∞

l 艮J 。娶薹要 |辫|
《缪甄⋯慝 蚕／。

a．弦杆内置式锚箱构造 6．节点板内置式锚箱构造

图1-2锚箱式连接

Figure 1-2 Connection of steel anchor-box

(2)复合式双拉板锚箱连接

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连接，简称为复合式索锚箱。根据连接方式不同分为了

整体式双锚拉板锚箱连接和栓焊式双锚拉板锚箱连接两种，此类锚固结构将斜拉

索锚于主桁上弦节点顶板上方，传力竖板焊接于上弦杆顶板节点板位置，或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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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杆节点两侧节点板向上延伸形成，索力通过双侧传力竖板间的锚箱和传力竖板

的焊缝进行传递。此类连接构造简单、受力途径明确，制造、安装和维护的工艺

便捷，不受桁架布置形式和腹杆连接形式的影响，对钢桁梁斜拉桥的适用性广。

整体式双锚拉板锚箱[1 5】中弦杆上方的传力竖板为整体结构，传力竖板底部与

上弦杆焊接，上部焊接锚压板形成带加劲板的封闭的锚箱，斜拉索位于锚箱的锚

管内部，固定在锚板上，如图1．3口所示，如韩家沱长江大桥，沪通长江大桥【1 2J等。

栓焊式双锚拉板锚箱中采用分离式传力竖板，将与钢梁弦杆连为一体的下部

传力与形成锚箱的上部传力竖板通过高强螺栓连接，如图1．36所示，如安庆铁路

长江大桥[14]，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桂平郁江铁路特大桥【l 6J等。

a．整体式双拉板锚箱构造

锚压板 锚筒

6．栓焊式双拉板锚箱构造

图1．3复合式双拉板锚箱连接

Figure 1-3 Connection of composite anchor-box with double pulling-plates

(3)双锚拉板锚管连接

双锚拉板锚管连接与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连接类似，在上弦杆顶板上方焊接

传力竖板，将拉索锚固于锚管端部的锚垫板上，锚管直接与传力竖板进行焊接和

加劲，将索力进行传递，但在锚管与锚压板的焊缝位置由于锚压板的面外变形，

容易引起锚管平面外变形和应力集中。

(4)耳板式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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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板式连接在上弦杆腹板向上伸出耳板，斜拉索通过铰或钢管锚固在耳板上，

索力由耳板传给上弦腹板，国内外采用耳板式连接的斜拉桥数量较少，红岩村嘉

陵江大桥为现有公铁斜拉桥中采用耳板式连接的典型桥梁，耳板采用高强螺栓和

拼接板连接，拼接板通过横向和竖向剪力板与主桁上弦杆焊接【17】。

国内主梁为钢桁梁形式的公铁两用斜拉桥和铁路斜拉桥，以及对应的索梁锚

固结构形式列表如1．2所示。

表1．2公铁两用和铁路斜拉桥的索梁锚固结构

Table 1-2 The anchor structure of rail·-cum-·road cable--stayed and railway cable--stayed bridge

由表1．2可以看出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的适用范围更广，对桁片布置为N形、

三角形式，以及腹杆为倾斜式或者竖直式等多种情况均适用，对主桁弦杆无削弱

作用，对主梁整体影响小，荷载效应直接传递效率高，加劲板的设置相对简单，

且满足拉索更换甚至索梁锚固结构更换的需要。但由于结构形式较为新颖，结构

本身的设计合理性和疲劳设计有效性等多方面有待深入研究。

1．2．3钢桥疲劳成因分析

钢结构在桥梁中的应用提高了桥梁的跨越能力和承载能力，但在钢桥发展进

程中，疲劳病害也不断出现，尤其是存在栓焊接连接的钢结构构件，受疲劳荷载

影响明显，容易产生疲劳裂纹。桥梁结构中的疲劳裂纹成因主要考虑如下几方面：

(1)钢结构连接设计

在钢桥结构设计中，由密集的焊接和栓接形成的复杂结构极容易导致疲劳裂

纹的出现，特别在复杂结构中，疲劳特征的错误判定和施工方案设计不合理也是

导致疲劳裂纹过早出现的重要原因【18]。目前，在疲劳细节的设计工作中，多数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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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考虑由于次内力和扭转应力对疲劳性能的影响，而由此诱发的疲劳裂纹也很常

见，如在主梁与横向加劲肋相交处存在的两类裂纹，一类位于横隔板与上翼缘板

相交处，另一类位于主梁腹板和上翼缘板交接处，这两类裂纹产生的原因之一即

为局部变形引起的次内力效应【l 8I。

(2)焊接工艺

现有大量疲劳试验证明，焊接连接会大大降低母材本身的疲劳强度【18|。伴随

着结构形式的多样化，焊接结构的复杂化，疲劳裂纹的形式也更加难以预测，焊

接工艺的差异使得焊缝气泡、咬边熔接不良等焊接缺陷难以控制，同时残余应力

和应力集中也是焊接中不可避免的。Fisher[19]在钢桥检测中发现，焊接缺陷常常是

引起钢结构疲劳失效的主要起因，它在循环荷载作用下萌生裂纹，并在多种因素

联合影响下发生裂纹扩展，引发结构脆性断裂B01。而焊接工艺对疲劳强度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四个因素：焊接热影响区的材性变化，不可避免的焊接缺陷，焊缝几

何形状引起的应力集中以及复杂的焊接残余应力。

(3)疲劳荷载

在周期性疲劳荷载作用下，钢结构会发生疲劳损伤，公铁两用桥梁中的活载

主要包括公路汽车荷载和铁路列车荷载。实际交通运输中，公路汽车荷载的超载

问题突出，国内中部和西北部的车辆总重和轴重都很大程度上超过了设计荷载的

规定值和道路限载值B11，加重了钢桥结构疲劳损伤累积。铁路列车荷载的荷载效

应在公铁两用斜拉桥中所占的比重最高，而铁路列车荷载的疲劳效应会受年运量、

列车行驶速度、轨道不平顺等多方面的影响【221。其中，年运量随经济的发展每年

均会不断提高，且随着高速铁路的发展，国内外列车的设计时速均在不断提高，

日本本四联络线[7】中，两条既有线设计时速120km，两条新干线设计时速160km；

厄勒海峡大桥[8】采用铁路活载标准为UIC活载设计，设计时速200km；国内桥梁

的列车荷载【11】【12】中，一线铁路列车的设计时速基本在160km～200km，高速铁路设

计时速为250km，预留时速350km的条件等，此外，运营过程中轨道不平顺性的

影响因素也较多，可见运营期中列车的年运量、列车行驶速度、轨道不平顺等多

方面的改变都会加重钢桥结构的疲劳损伤程度。同时，对于斜拉桥等缆索承载的

结构体系，拉索、缆索、吊索等结构由于较大的跨度和高度因素，风荷载对钢桥

结构的疲劳损伤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

(4)防腐措施有效性

对于大跨度跨海跨江的桥梁，焊接结构的防腐措施对结构疲劳性能的影响巨

大，防腐措施的失效会导致结构的腐蚀疲劳，大大缩短结构的使用寿命。现有索

桥中常见的拉索系统病害多数属于防腐材料失效导致的腐蚀疲劳破坏，国内更换

斜拉索的数十座斜拉桥中拉索的使用寿命普遍小于20年【23】，日本推出的新平行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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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的拉索系统的防腐蚀寿命也仅为25～30年，远小于设计使用期限【24J。拉索系统

的失效可能直接影响桥梁的运营安全。

(5)维修检测合理性

钢桥中的疲劳损伤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合理的检测维修方案预防裂纹的萌

生和扩展。钢桥中焊缝密集的位置是桥梁检测维修的重点，嘉绍大桥中的连接传

力装置刚性铰结构，在局部区域内焊缝密集且受力变形行为复杂【25]，为此研究人

员设计了详细的检测维修方案保证其正常使用。此外，直接承受车辆轮荷载反复

作用的钢桥面板，在局部区域内具有复杂的焊接构造及应力状况，疲劳问题更为

突出【26]，1966年建成通车的英国Severn桥于1971年首先在钢桥面板中发现疲劳

裂纹，自此英国、荷兰、日本、巴西等国家均出现了大量的钢桥面板疲劳开裂事

例：我国自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使用钢桥面板，虽然使用时间不长，但已经发现

了大量的钢桥面板疲劳裂纹，对于钢桥面板的疲劳裂纹问题，多数采取缩短检测

维修的周期的方法，保证桥面的正常使用。

1．2．4公铁两用斜拉桥索梁锚固结构疲劳问题

公铁两用斜拉桥中，索梁锚固结构连接主梁与拉索，承受和传递高吨位荷载，

疲劳荷载效应尤为突出；索梁锚固结构本身的板件空间有限，局部焊缝相对密集，

应力集中现象突出；此外，结构由于局部区域的密闭性，难以开展更换和检修工

作。现有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抗力是否能够保证其在全桥设计寿命期内不发生疲

劳破坏，是桥梁安全使用的关键。

结合现有的索梁锚固结构形式以及钢结构疲劳的成因分析，将公铁两用斜拉

桥中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问题概括如下：

(1)疲劳细节设计的合理性

在与钢桁梁连接的索梁锚固结构形式中，锚箱式连接、复合式双拉板锚箱连

接和双锚拉板锚管连接等均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存在较为密集的焊接、栓接等连

接形式，对各类复杂连接形式的疲劳细节进行有效的判定，是保证索梁锚固结构

疲劳细节设计合理的前提。

(2)索梁锚固结构的整体疲劳性能

由于索锚结本身具有荷载吨位大，不易更换等特征，需要在对疲劳细节进行

有效判别基础上，进行相关的疲劳试验研究和有限元模拟，获得索梁锚固结构有

效的疲劳强度和可能出现的裂纹位置。同时需要分别考虑名义应力、热点应力以

及裂纹扩展等多种分析方法，研究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性能特点，既为设计阶段

提供可参照的疲劳细节类别，也为索梁锚固结构在运营阶段的检测和维修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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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提供依据。

(3)疲劳寿命的预测

索梁锚固结构中可以直接采用疲劳累积损伤理论和裂纹扩展理论进行疲劳寿

命预测，但公路汽车荷载和铁路列车荷载存在可变性，由疲劳试验获取的疲劳细

节．洲曲线和裂纹扩展曲线也存在一定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进而导致了累积疲
劳损伤方程和裂纹扩展方程中存在随机性和离散性。结合疲劳寿命分析模型中参

数特征，选用合理的可靠度理论和方法，对索梁锚固结构进行疲劳寿命预测，是

确定索梁锚固检测维修周期的关键。

1．3索梁锚固结构疲劳强度研究

1．3．1 国内外规范与疲劳细节分类

(1)国内外钢桥设计规范

国外在钢桥设计规范方面起步较早【27】，早在1931年，德国设计规范中就给出

了钢桥焊缝的疲劳检算方法。美国在1963年发布了《公路和铁路焊接桥规范》，

1947年结合大量钢桥焊接构造疲劳试验数据制定了《公路铁路焊接桥梁技术规

范》，随后开展了对大量的工字型焊接钢梁疲劳试验研究【20】。1980年英国在颁布的

BS5400规范[28】[29]中给出了钢桥疲劳研究的最新成果。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铁路

联盟以及欧洲钢结构学会也给出了钢结构的疲劳检算方法。随钢桥设计规范的不

断发展，欧洲规范Eurocode3【30】和美国规范AASHTOE31】均引入了基于。洲曲线的
疲劳可靠性设计方法，实现了疲劳可靠性设计。

我国在建国早期钢桥疲劳设计主要沿用前苏联的方法，在1975年的规范引入

国内的栓焊钢梁的试验数据，初步实现了疲劳验算方法的具体化；1985年对规范

进行了进一步的归纳和调整【27】；1999年发布的《铁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首次

正式提出了采用应力幅进行铁路桥梁钢结构的疲劳检算；2005年修订的《铁路桥

梁钢结构设计规范》[32】中指出采用容许应力法进行疲劳设计，应力幅检算时考虑

了应力比，以及疲劳损伤修正系数、双线系数、板厚系数的影响，其中的疲劳抗

力娶Ⅳ曲线全部采用国内疲劳试验数据，并结合国内铁路钢桥的制造水平，对不

同细节提出制造工艺和质量要求【33J。

在疲劳可靠性设计方面，自1984年以来，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开展大量调研、

测试和分析对钢桥的疲劳可靠性进行研究，在2014年发布了以可靠度理论为基础

的《铁路桥涵极限状态法设计暂行规范》[34]，其中在疲劳检算中考虑等效等幅应

力换算影响、非跨中顶点影响线损伤影响、桥梁结构空间作用影响、以及桥梁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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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列车运量影响等，并将疲劳检算点的循环次数修订为107次。

(2)疲劳细节分类

在疲劳细节方面，英国规范BS5400[28】规定了B、C、D、E、F、F2、G、S、

W共9种细节，英国规范BS7608[35J在此基础上添加了T类细节，英国在制订钢桥

设计规范时没有进行过专门的疲劳试验，对细节的疲劳强度分级和数据主要依据

1 972年由Gumey和Maddox[361等在国际焊接学会IIW所提出的《对于焊接钢构造

疲劳数据的再分析》，且依据各国1950年以后所做的疲劳试验数据，钢桥中的焊

接细节构造一般难以达到B级和C级标准。

欧洲规范Eurocode3[川J规定了36、40、45、50、56、63、7l、80、90、100、

112、125、140、160共14种正应力细节，以及80和100两种剪应力细节，并指

出结构的疲劳性能须考虑正应力或者剪应力，必要时两者必须同时考虑。细节分

类值取自各自＆Ⅳ中循环2x106次的应力幅值，常幅疲劳极限值为循环5x106次的

应力幅值，截止限值为循环lxl08次的应力幅值。

美国规范AASHTO[31J规定了A、B、B7、C、C7、D、E、E7共8种细节，美国

AREA铁路钢桥规范规定了A、B、C、D、E、F共6种细节。美国钢桥设计规范

AASHTO[31]中的．洲曲线，早期研究依据主要为1966．1974年间开展的531根钢
梁的疲劳试验研究结果，以及142座钢桥的疲劳检测和评估成果[19][20J。

我国《铁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32J规定了I、II、III、IV、V、VI、VII、VIII、

IX、X、XI、XII共12种容许应力幅类别，我国《铁路桥涵极限状态法设计暂行

规范》[34]在此基础上，开展大量新型钢结构焊接构造的大量疲劳试验数据【371，添

加了XIII、XIV两种新应力幅类别。而考虑每种细节试验试件的数目会对其有效

性和可靠性产生较大影响，给出的疲劳细节．SW曲线会存在过于笼统或失真的问

题。对于复杂的焊接结构，可根据疲劳危险区的主应力方向并结合该区域焊接接

头形式选择疲劳等级，并考虑焊接及相关工艺的影响，同等荷载条件下特别注意

分析低级别接头的疲劳强度。

现有国外规范中的各类疲劳细节与索梁锚固结构的连接细节均存在一定差

异，不能直接引用；而国内《铁路桥涵极限状态法设计暂行规范》[34]中的XIII细

节虽然提及了公铁两用斜拉桥中的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细节和相应几何尺寸建议

取值范围，但没有深入讨论结构几何尺寸变化对疲劳细节的影响。

1．3．2钢桥疲劳荷载

钢桥在不同类型车辆荷载的反复作用下累积损伤过程的研究，需要调查实际

车辆情况并制定桥梁荷载谱，即给出在设计基准期内，公路桥梁上实际运营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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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类型及其载重情况，以及铁路桥梁上列车的编组情况、每列车的自重及载重情

况。由于设计基准期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荷载谱的制定还需要根据目前现有

信息，对未来的发展进行预测，模拟出的一个合理列车荷载。

(1)公路疲劳荷载

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和美国对疲劳车辆荷载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疲劳荷

载的研究方法及计算模型[3 81。英国规范BS5400881认为低于30kN的汽车不会引起

桥梁的疲劳损伤，它将能够引起结构疲劳的交通荷载处理为三种表达形式：典型

车辆荷载谱、车重与轴重荷载谱和标准疲劳车辆荷载；欧洲规范[39J共规定了5种

疲劳荷载模型；美国规范AASHTO中将汽车疲劳荷载规定为一辆三轴货车，其中

疲劳荷载的频率为单车道日平均货车交通量。各国由于交通情况存在差异，疲劳

荷载也存在较大差异【40J。

国内对公路桥梁车辆荷载谱也有一定的研究，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研究院在

1990年时，采用车辆动态称重系统对国内四条国道干线的车辆数据进行监测与整

理分；童乐为【41]实测了上海市环线中山路3号桥的交通情况，给出简化的6类典

型车辆荷载频值谱；王荣辉[42]实测了广州市内环线恒福段的交通情况，得到日常

运营车辆的荷载频值谱。我国在2015年发布的《公路钢结构桥梁设计规范》【43J

给出了公路钢桥的三种疲劳列车模型。

(2)铁路疲劳荷载

国外对铁路疲劳荷载研究的开始时间相对较早，英国规范BS5400[28J给出了英

国干线的荷载频值谱，将铁路分成两类：正规线路和客运快车线路。欧洲、美国

和日本等国家也给出了疲劳列车荷载，但由于国内列车编组与国外相差较大，故

可参考价值有限。

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开始了对铁路列车疲劳荷载的研究，中国铁道科学

研究院调查统计了国内17个编组站四个季度的列车编组情况，制定出三种等级运

量的典型疲劳列车，并纳入《铁路桥梁检定规范》[44J中；2008年系统调研了全国

54条干线的年运量和运营列车编组情况，制定出新形势下四种等级运量的典型疲

劳列车H51。

此外，很多学者针对实际的桥梁进行了应力谱的测试和研究，史永吉等对长

台关桥和佳木斯松花江桥进行了应力谱的测试研究；贾士升【46J对京广线中北京到

石家庄段的典型荷载谱开展了测试和模拟研究；车惠民、何广汉等H7]采用调查统

计和理论分析，将铁路运营列车归纳成4大类和4个编组级别，共15种典型列车。

王春生等[48]对南昌赣江大桥开展了应力谱的测试研究，并采用蒙特卡罗法进行了

随机列车车流的数值模拟研究；Li和Chan等【49]通过对香港青马大桥钢桥面板的应

变监测，获得桥面板的疲劳应力谱。李兆霞等[50】通过青马大桥和润扬长江大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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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监测系统，对关键疲劳细节的应力谱进行了研究和分析。高立强【5l】通过调查

资料和理论研究，对甬江铁路特大桥铁路运营机车、车辆与列车编组进行了模拟，

么超逸【52J在此基础上对列车的适用性进行了延伸和扩展。

公铁两用斜拉桥的疲劳荷载分析需要综合考虑公路疲劳荷载和铁路疲劳荷

载，以及多种疲劳荷载效应的组合方法，现有规范和研究中仅有英国规范BS5400 E28]

第10条中指出，在桥梁既承受公路荷载又承受铁路荷载的情况下，应将两种荷载

所致的损伤分别算出求和，并考虑调整系数，对于铁路和公路荷载产生的应力的

符号相同，调整系数不超过1．2。

1．3．3钢桥索梁锚固结构疲劳试验研究

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性能研究建立在疲劳试验基础上，现有疲劳试验中包括

两类，’一类是实桥中索梁锚固结构整体构件的试验研究，另一类是针对索梁锚固

结构中的敏感疲劳细节的焊接细节试验研究。

(1)整体构件疲劳试验研究

日本学者早在生口桥建造时，针对锚管式索梁锚固结构进行了疲劳试验，多

多罗大桥【53】建造时，结合试验研究和有限元理论分析，分别对梁、柱式锚箱结构

进行足尺模型试验，指出两处裂纹出现在焊缝密集的承载板区域、承载板和锚板

在焊缝处承弯区域，并给出了锚压板和锚板的设计厚度比例建议值。

国内研究人员对公路桥梁中与钢箱梁连接的不同类型的索梁锚固结构进行了

一系列的试验研究工作，西南交通大学分别针对南京长江二桥南汉桥[5引、珠江黄

浦大桥北汊斜拉桥[551、安庆长江大桥和苏通长江大桥[56】中的锚箱式连接开展足尺

疲劳试验研究，讨论和分析锚箱式索梁锚固结构中应力分布、承剪焊缝参数和加

劲板几何参数的优化等问题；强士中课题组的任伟平、卫星等[571[58]针对湛江海湾

大桥、连盐高速灌河特大桥和广州东沙大桥中单锚拉板式连接开展了索梁锚固结

构静载与疲劳试验，分析了横向角焊缝、圆弧过渡部位、以及等厚等宽对接焊缝

等疲劳细节，刘宏等[5 9]研究分析了纵向焊缝、角焊缝端部、熔透十字形承载焊缝

以及剪切焊缝等疲劳细节；陈伟庆等对汕头宕百大桥中锚管式连接进行疲劳试验

研究；中铁大桥局桥科院、同济大学分别针对舟山连岛工程桃天门大桥和杭州湾

大桥中的耳板式锚固结构开展模型试验，研究耳板的受力传力机理和疲劳性能。

Lin[60]等针对台北的一座斜拉桥中位于钢箱梁腹板上的索梁锚固结构进行了足尺

模型试验研究，对比试验测试值与有限元模拟值的关系。

在铁路斜拉桥、公铁两用斜拉桥的建设过程中，吴冲等人对公轨两用斜拉桥

上海长江大桥锚箱式索梁锚固结构进行模型试验。曾永平【15]针对整体式双拉板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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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细节，进行了足尺模型的静力和疲劳试验，借助名义应力法验证结构的安全性

能。卫星【14】结合实桥，开展栓焊式双拉板锚箱1：2缩尺模型的疲劳试验，采用名义

应力法研究了承压及拉剪焊缝和承剪焊缝处的应力分布，并指出结构包含的高强

螺栓拼接连接、十字承载焊缝连接以及T形承剪焊缝等与各类规范规定的细节不

完全相同，不能完全按照规范有关规定来检验其疲劳强度。

(2)焊接细节疲劳试验研究

对于索梁锚固结构的研究多数采用足尺验证性试验，针对局部焊接细节的疲

劳试验较少，对于现有复合式索梁锚固结构中，双锚拉板上部锚箱区存在多种焊

接细节【14】，王丽等【6l】针对复合式索梁锚固结构中双锚拉板上部的锚箱区进行了焊

接细节的模型研究，如图1．4所示，试验中采用对称等效的方法将锚箱上顶部进行

固定，将拉索拉力转化为压力，并由此初步给出了构造的疲劳设计曲线建议。

试验中锚箱端部约束的方法和锚箱板件简化的方法，使得试验试件与实际锚

固结构的受力状态存在一定差异，有待进一步开展对比和研究。此外，索锚结构

主要受力板件的几何参数对索锚结构疲劳性能的影响在现有研究中也极为罕见。

a．实桥索梁锚固结构 b．直角边剪切细节 c．圆弧过渡边剪切细节

图1．4复合式双拉板锚箱索梁锚固结构试验试件【61】

Figure 1-4 Test specimens of composite anchor-box with double pulling·plates

1．4疲劳寿命预测与评估

在钢结构的疲劳寿命预测和评估方面，目前包括基于．孓Ⅳ曲线的累积损伤法、

基于断裂力学的裂纹扩展法以及基于疲劳可靠性的分析法三类方法。结合钢桥疲

劳分析中疲劳强度的四类分析角度(如图1．5)，累积损伤法中的．孓Ⅳ曲线可以细

化分为名义应力幅的。孓Ⅳ曲线、热点应力幅的跽一Ⅳ曲线，以及局部应力应变的
．孓Ⅳ曲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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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5焊接结构疲劳寿命分析方法

Figure 1-5 The analysis methods of fatigue life ofwelding structure

1．4．1 基于鲫曲线的累积损伤法

基于删曲线的累积损伤法建立在．洲曲线和Palmgren．Miner线性累积损伤
准则的基础上。

对于名义应力明确的焊接结构和疲劳细节，特别是在现有的英国规范BS5400、

美国规范AASHTO、欧洲规范Eurocode3以及国内规范中有对应类别的疲劳细节，

可以选用相应名义应力的．S『-Ⅳ曲线，结合合适的荷载谱，进行累积损伤分析，预

测焊接结构的疲劳寿命。由于规范中的细节具有普遍性，名义应力幅的删曲线
在现有研究中被广泛使用【621。

当焊接结构处于较为复杂的应力状态，名义应力的概念较为模糊时，在国内

外的行业焊接构件评定规范中给出了热点应力法[631，不依赖接头形式，在统一的

热点应力S⋯一N曲线中考虑不同焊缝形状本身引起的局部非线性应力峰值对疲

劳寿命的影响。国际焊接学会IIW[631、国际船舶结构力学大会[641、Maddox[651、

Losberg[66]等学者针对表面外推的热点应力法在工程中的应用，提出了较为完整的

建议和方法。但由于热点应力值对分析方法和模拟方法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S骶。一N曲线在各国规范和文献中均未得到统一【67】【68】【69][70]。Radaj等[71】通过对板厚

方向的非线性应力分布积分将其线性化处理，研究了焊趾处表面热点应力；Xiao

和Yamada[721提出了焊趾下lmm深处的结构应力法；Dong方法[73]基于断裂力学

的扩展循环数定义疲劳寿命，对弯曲及拉伸应力考虑不同的强度因子权重，弱化

了焊缝等级定义中的荷载类型及接头类型的变化，但其广泛适用性有待进一步验

证。

国内针对复杂的受力结构，也采用热点应力法进行研究【74]，周太全【75]将局部

热点应力分析与健康监测数据相结合，研究青马大桥中的疲劳细节，并讨论应力

集中系数和热点应力与名义应力之间的关系。熊楚峰【_761等采用热点应力法对厦漳

跨海大桥的锚拉板连接进行疲劳寿命评估；余波、崔削7‘7】等针对正交异形桥面板

中的焊接构造细节进行热点应力分析；方兴【78]针对钢桥结构中因面外变形引起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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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导致损伤的疲劳细节，探究采用热点应力法评估的有效合理性。

现有研究中给出的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细节类别为轴拉正应力对应的．州曲
线类别，缺少系统地疲劳细节类别的判别，同时缺少基于热点应力分析方法的热

点应力判定和应力集中系数的研究。

1．4．2基于断裂力学的裂纹扩展法

断裂力学方法中认为所有材料均存在缺陷，缺陷会导致疲劳裂纹，疲劳寿命

和各阶段控制参量如图1．6所示。在钢桥的焊接结构评估中，可以在假定的初始裂

纹下进行裂纹扩展萌生和扩展判定，也可以对现有结构中实测裂纹的状态进行模

拟和判别，可作为新桥焊接工艺和旧桥检测维修的依据。

f匝}咂三H翌升匿目_j叵{
l<=三一@l鼢应力集中素数(集中效应、缺¨口效应、尺寸薮应j l|，。‘庄翟譬度 l矗断裂韧性
}、 ． 。 ， ，。： ．．“ ．“．t j r?。，j i“=÷．z j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J， 、，⋯⋯⋯⋯⋯一，

图1-6疲劳寿命的不同阶段和相关因素【『79】

Figure 1-6 Different phases ofthe fatigue life and relevant factors

在裂纹萌生阶段，焊接细节疲劳性能主要与应力集中系数有关，重点考虑尺

寸效应、集中效应以及缺口效应[80]。佐藤邦言[81】讨论了坡口形状焊缝厚度、焊根

角度等对对接接头焊缝根部应力集中系数的影响。汪建华等【82]分析了对接接头、

十字角接接头和搭接接头焊趾处的应力集中系数的范围。尹群【83]研究了船舶十字

焊接接头在不同位错精度和焊脚尺寸下的应力集中系数。Brerman等[84]针对T型

接头焊趾处的应力集中系数，研究了过渡圆弧半径、焊缝倾角、支板与主板板厚

比与主板板厚比的影响，并给出了经验公式。

在裂纹扩展期，Maddox等[8 5]提出了一个工程焊接结构与平板结构的应力强度

因子之间的修正系数M，，随后，国内外学者对不同焊接构件的尥进行了讨论和
研究。Fu和Haswell等给出了以考虑裂纹尺寸和形状、焊件厚度等为变量的尬的
表达式。Bowness[86]和Lee回顾了Dijkstra、Fu、Thurlbeck等提出的M，表达式，

针对T型接头、管节点焊趾裂纹，讨论了各种因素对尥的影响，给出了考虑因素
更为全面的尥的计算公式，并被2005版英国规范BS7910采用。国内韩芸等【871
针对Bowness提出的T型接头焊趾表面裂纹的尥计算公式进行了合理简化。吴晓
源等峭副针对弯曲荷载作用下的含切口T型节点表面裂纹应力强度因子进行了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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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和试验研究，线性回归了关系式。

由于现代钢桥的复杂化，疲劳裂纹出现的位置和状态不仅仅局限于给定的三

种单一裂纹类型，1970年Kilber和Robe,s[89J根据试验结果，得出线弹性材料的断

裂韧度与裂纹尺寸和荷载方式有关，并非常数。随后，研究者对复合型断裂准则

展开了研究，Shih[90J研究的复合裂纹理论可以退化成纯I型或纯II型裂纹。Gdouts[91]

将边界奇异权法引入无网格方法中，修正移动最小二乘近似形函数，得到复合型

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Wang[921给出了I．II复合裂纹在双向荷载作用下的失效评定

图，Gross[93】对一些复合型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进行了研究。目前已有部分收录缺

口应力集中和应力强度因子解析解的汇编资料或手册，拉达伊【94J根据断裂力学理

论，综合有限元方法和边界元方法对焊接结构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进行了分析。

Tguyen和W如ab[95]采用有限元模拟和试验验证的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对接接头焊

缝几何参数和残余应力在复合荷载作用下对接头的疲劳强度和疲劳寿命的影响。

目前，最大周向应力准则，最大能量释放率准则和应变能密度因子理论在工程结

构的复合型裂纹分析中应用的较为广泛。

现有研究中缺少对索梁锚固结构中存在初始裂纹情况的研究，特别是结构中

复合型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模拟解和解析解的修正系数等问题亟待研究。

1．4．3基于可靠性理论的疲劳分析法

基于洲曲线的累计损伤法和基于断裂力学的裂纹扩展法中疲劳寿命分析模
型的参数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如何根据参数不确定性的特征选用合理的

可靠性分析理论，对疲劳寿命预测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影响重大。参数不确定性的

特征可分为随机性、模糊性和未确知性，分别对应了随机可靠性理论、模糊可靠

性理论和非概率可靠性理论三种理论。前两者本质上属于概率分析方法，对测试

数据有较强的依赖性。非概率可靠性理论重点考虑不确定参数的边界，在测试数

据较少的工程疲劳分析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1)可靠性理论

基于随机过程的概率可靠性理论，存在两个基本假设【96|，结构完全正常或完

全失效的二态假设，以及结构可靠性行为完全可以用概率方式予以描述的概率假

设。将随机不确定性信息描述为具有一定分布特征的随机变量，并且假定结构响

应也是随机变量，采用概率理论来计算结构响应的可靠度和失效概率。针对不同

的情况，可分别采用解析法、近似数值法和模拟法来求解。Comell提出了一次二

阶矩法；Rackwitz等【97]提出了等价正态变量法，后成为国际结构安全联合委员会

推荐采用的方法；Monte Carlo数值模拟法和后续提出的重要抽样法等改进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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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方法也可直接求解结构的失效概率；对于极限方程为隐式状态方程的情况，

将隐式状态方程显式化的方法有响应面法、神经网络法、Kriging方法和支持向量

机方法等。

Kaufmann[98】采用模糊方法引入可能性概念表示元件可靠度，但未给出明确的

物理意义。现阶段发展较为成熟的模糊可靠性理论有模糊状态及可能性假设理论

和模糊随机干涉可靠性理论。蔡开元【99J基于对概率可靠性理论两个基本假设的修

改，提出了模糊状态及可能性假设理论。模糊失效概率的求解方法主要有离散加

权平均法、模糊事件概率法和随机阈值仿真法。江涛【100]等在离散加权平均法的基

础上，推导了连续加权平均公式，并证明了三种方法的等价性。

随机可靠性理论和模糊可靠性理论都需要大量的测试数据来定义变量的分布

函数，当缺乏足够的统计数据时，概率模型和模糊模型的计算结果会出现较大误
芷
√工。

对于不确定性参数的描述有区间模型和凸模型两种模型，Ben．Hailll[101][102】在

1990年首次提出采用非概率可靠度的方法评估结构的可靠一I牛-；Elishakoff[103】[104】采

用区间理论，将非概率可靠度模型表述为一个区间模型，认为可靠度指标也是一

个区间量。郭书祥【105]将标准化区间变量的扩展空间中坐标原点到失效面的最短距

离，作为非概率可靠性指标卵，并提出考虑区间变量的结构可靠性优化设计方法。

曹鸿钧等给出了一种基于凸集模型的非概率可靠性指标，衡量凸集模型与区间模

型共存情况下的结构安全可靠程度。张新锋【106]从理论上推导了区间模型和凸集模

型相对应非概率可靠度指标之间的关系。孙海龙[1d7]等提出了结构区间可靠性分析

的可能度法，提出用结构安全可能度来度量结构安全可靠程度。

Elishako搏10 8]引用区间扰动方法，通过反优化技术处理不确定有界参数问题。

针对区间运算导致区间扩张这一问题，专家学者还提出了定义法、转换法、优化

法[109】及仿射法[1101等可靠性指标的求解方法。此外，屠义强[111】基于区间有限元理

论，提出了结构系统失效模式识别和体系非概率可靠性分析的一种有效途径。

(2)不同可靠度理论之间的关系

为了充分利用已有统计数据，Qiu[112]将安全系数方法和概率可靠性方法与区间

算法相结合，提出了非概率可靠性度量方法，提出的可靠性指标是一区间而非具

体数值。易平【113j通过实例计算对比非概率可靠度指标与概率可靠度指标之间在物

理意义上的区别和联系。郭书祥【114]提出的两阶段功能函数的混合可靠度分析方法，

需同时考虑区间模型和概率模型，对两模型的一致性关系和相容性要求极高。

Guo[115]讨论了区间参数与概率参数的识别问题；乔心州【116]证明了凸集模型和服从

均匀分布的概率模型之间的兼容性，并讨论了区间模型和凸集模型之间的关系式。

王晓军和邱志平等[117】[1181以结构应力强度非概率集合干涉模型为基础，证明了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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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均匀分布变量概率可靠性度量的相容性，但均没有对概率模型中参数常用的正

态分布形式进行讨论和证明。此外，在混合模型的求解过程中，李昆锋[119]将混合

模型中的不确定性参数转化为非概率形式，借助非概率可靠度模型定义了可靠度

指标；Penmetsa【1201和郭书祥【114】采用失效概率对混合可靠度模型进行评估分析；

Luo[121]讨论了概率模型和含凸集变量混合模型两者可靠度指标的关系。Jiang[122】

基于优化理论讨论了概率模型和混合模型算法的有效性和精确性，并考虑了变量

之间的相关性【123J。

在已有混合模型的研究中，没有提及含有正态分布变量、对数正态分布变量

的概率模型与区间模型的相容性。而工程结构参数中，正态分布和对数正态分布

为最基本的变量分布形式，这方面理论上的欠缺严重影响了混合可靠度模型在工

程结构中的应用。

(3)疲劳可靠性分析模型

钢结构构件疲劳可靠性分析方法中，根据评定参量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疲

劳损伤模型、剩余强度模型和疲劳寿命模型，疲劳寿命模型在工程结构中的应用

最为广泛。Wksching[124】提出的疲劳寿命模型以疲劳寿命作为参数结合疲劳累积损

伤或裂纹扩展理论来进行疲劳可靠性分析，1982年美国疲劳与断裂分委员会发表

的疲劳可靠性论文加快了钢桥疲劳可靠性研究的发展；A1brecht[125]率先建立了疲

劳可靠性表达式；Moses[1261模拟研究了疲劳荷载；Zhao和Haldar等【127】对公路钢

桥的焊接构件开展了疲劳可靠性研究，方华灿【128】运用模糊数学理论和疲劳寿命试

验，提出了动态模糊疲劳可靠度计算方法。余建星【l四J运用断裂力学和结构系统可

靠性分析原理，发展了一种处理多种交变应力引起的结构系统疲劳失效的计算方

法，但未给出具体的模型建立过程。王春生[48】在建立铆接钢桥构件整体断裂力学

数值分析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铆接钢桥构件的系统疲劳可靠度评估模型。

潘际炎[1301对铁路钢桥中的焊接构件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孟广伟[131]基于概率可靠度

理论对含多裂纹结构的断裂可靠性进行研究。王晓军【132J基于结构的应力．强度非概

率区间干涉模型和可靠性分析模型，提出基于非概率集合可靠性的结构优化方法。

由于公铁两用斜拉桥的疲劳荷载问题十分突出，作为主梁与拉索的重要连接

构件，索梁锚固结构在运营期间的疲劳寿命预测和评估是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而如何选择合理的可靠度理论和参数并建立有效的疲劳寿命分析模型是亟待解决

的问题。

1．5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思路

针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将针对公铁两用桥梁中的现有复合式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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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锚箱(又称复合式索梁锚固结构)，通过数值模拟和结构模型试验研究索梁锚固

结构的主要疲劳细节的应力幅分布特征，热点应力特征，以及疲劳破坏形式和断

口特征；采用热点应力外推法，研究主要细节处的应力集中系数，采用线弹性断

裂理论研究裂纹扩展规律，研究主要细节处疲劳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修正系数；

考虑累积损伤和裂纹扩展两类疲劳寿命预测模型中各参数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借助概率和区间可靠度理论，推导证明结构非概率可靠度指标与概率可靠度指标

的转换关系模型，给出混合可靠度理论简化分析模型和求解方法，并对复合式索

梁锚固结构疲劳细节进行疲劳寿命预测，为复合式索梁锚固结构的抗疲劳设计和

疲劳性能评估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技术支撑。

本文研究的总体框架和技术路线如图1．7所示。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章节安排如

下：

第1章：介绍公铁两用斜拉桥的建造和发展，分析了索梁锚固结构的结构组

成特征和受力特征，结合既有钢桥的疲劳病害情况，提出了公铁两用斜拉桥索梁

锚固结构中亟需研究的疲劳问题。总结了国内外用于钢桥疲劳研究的相关规范和

疲劳细节分类，以及钢桥疲劳荷载和斜拉桥索梁锚固结构疲劳试验研究成果；归

纳了钢桥结构疲劳寿命分析方法，以及用于参数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分析的可靠度

理论和分析方法，结合研究现状，提出了本文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第2章：采用既有公路汽车和铁路列车的疲劳车模型，通过数值模拟研究了

斜拉桥的疲劳索力幅及其组合方法。研究了索梁锚固结构疲劳细节的应力分布特

征，以及各板件的几何参数敏感性，得到了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的基本结构和三

类疲劳敏感细节，分别为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端部轴拉细节、锚压板与传力竖

板连接侧面拉剪细节，以及锚压板承压端部的压剪细节，并给出相应名义应力幅

计算公式。

第3章：基于相似原理，考虑应力等效和边界等效，开展了复合式双锚拉板

锚箱基本结构的疲劳试验研究。初始状态下的静力加载测试表明：基本结构的实

测应力分布与有限元计算值基本吻合，基本结构与实际索梁锚固结构中的有限元

计算值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可以用于索梁锚固结构疲劳性能研究。疲劳试验表明：

索梁锚固结构在轴拉细节和压剪细节位置观测到裂纹，轴拉细节的疲劳断裂导致

了索梁锚固结构的整体失效；轴拉细节疲劳性能与锚压板宽高比有关，结合规范

中相关的洲曲线，引入与锚压板宽高比相关的参数，对轴拉细节名义应力幅计
算公式进行修正；并给出了各细节的参考疲劳细节类别。

第4章：采用热点应力外推法，对索梁锚固结构中的不同应力状态下的疲劳

细节进行热点应力判定，采用有限元模拟，分析了单元类型、网格尺寸以及外推

方法对热点应力的影响。结合试验中轴拉细节的热点应力测试值，验证了有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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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的有效性，以及FAT90曲线在索梁锚固结构疲劳寿命分析中的合理性。采用

应力集中系数，对基本结构中的几何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结合实桥中几何参数

的取值规律，给出轴拉细节和拉剪细节应力集中系数的表达式。

第5章：采用线弹性断裂理论研究裂纹扩展规律，借助ANSYS与FRANC3D

有限元软件，对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扩展进行模拟分析，借助文献中

穿透型裂纹和半椭圆表面裂纹的试验测试值，验证有限元模拟的有效性。采用最

大周向应力准则对承压板与传力板连接端部裂纹进行裂纹扩展模拟，结合断口形

貌，研究了初始裂纹尺寸和形状对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扩展的影响。采

用应力强度因子修正系数，对基本结构中的几何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给出锚压

板与传力竖板连接端部半椭圆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修正系数的表达式。

第6章：传统的钢结构疲劳寿命预测误差较大，线性累积损伤模型和裂纹扩

展模型中变量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基于区间．概率理论，分别推导了服从正态

分布、对数正态分布的概率模型和区间模型的一致性关系，给出可同时考虑区间

变量和随机变量的混合可靠度理论简化分析模型和求解方法。对桥梁工字梁E 7类

疲劳细节进行疲劳寿命分析，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和适用范围。采用累积损伤

模型和裂纹扩展模型对索梁锚固结构的轴拉细节进行疲劳可靠性研究，分析索锚

结构的疲劳寿命，给出了设定合理检修周期的建议。

第7章：对本文的研究内容、试验和分析结果、主要结论和创新点等进行总

结和归纳，并提出后续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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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总体研究框架和技术路线

Figure 1-7 General research frame and technical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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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合式索梁锚固结构基本结构及疲劳细节

本章将结合现有公铁两用斜拉桥疲劳荷载的情况，研究现有复合式双锚拉板

锚箱结构的疲劳特征，提出公铁两用桥梁中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的基本结构和疲

劳敏感位置。

根据桥梁设计寿命内的交通量情况，借助有限元和MATLAB数据处理平台，

研究拉索所承受的索力历程和等效疲劳索力幅值。研究公路汽车、客货共线列车

以及客运专线列车的疲劳索力幅，依照线性累积损伤和线性叠加方法讨论其组合

值。根据实桥结构尺寸，借助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研究结构各板件的受力分布

特征和各板件尺寸对结构受力的敏感性，进而给出索梁锚固结构基本结构，以及

可能出现裂纹的主要疲劳细节，为后文中的疲劳试验和深入分析做基础。

2．1 公铁两用斜拉桥疲劳索力幅研究

公铁两用斜拉桥桥的索力幅，包括客货共线列车和客运专线列车等铁路列车

引起的疲劳索力幅，以及公路汽车引起的疲劳索力幅。

图2-1疲劳索力幅分析方法

Figure 2-1 Analysis method of fatigue effects

公路汽车和铁路列车导致的疲劳索力幅分析方法一致，根据桥梁所在地区和

具体线路，统计调研每日过桥且能引起桥梁疲劳的车型(包括轴重和轴间距)、平

均时速、次数以及运量等参数；根据线性Miner准则，确定等效标准疲劳荷载；

结合有限元模型计算等效标准疲劳荷载下的结构效应；一参照及实际交通量规范确

定桥梁设计基准期内疲劳荷载循环次数，确定在给定循环次数(如200万次或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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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次)下的索力幅值，对应的流程如图2．1所示。

2．1．1疲劳车模型

(1)公路疲劳车模型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不同桥梁通过的桥梁数及种类差异较大，随机性明

显，需要统计和预测当地交通量参数，得到疲劳荷载频值谱表，根据线性Miner

准则，确定等效标准疲劳荷载[1331。本文采用上海长江大桥疲劳荷载的调研结果【1341，

日均交通量取为78800辆／日，各种车型所占比例为：小货(<20kN)13．7％，中货

(20-70kN)14．O％，大货(>70k_N)7．1％，小客(<6人)50．7％，大客(6-26人)8．30％，

集装箱6．2％。其中能够引起疲劳问题的车辆包括中货和大客，数目约占车辆总数

的35．6％。根据等效轴重法则，按车辆总重计算汽车荷载标准疲劳车的荷载模式，

如式(2-1)：

％=[∑(，啊)r (2．1)

式中，呢为一类模型车／个轴的等效轴重，第Z为同一类车辆中的第i辆车出

现的相对频率，％为第i辆车的第／个轴的轴重，垅为指数，取m=5p5】[30】，得到

等效车辆重量为形=304．44kN，与英国规范BS5400口5]中给出的标准疲劳车模型

接近，按照英国规范BS5400取汽车荷载标准疲劳车如图2-2所示。

80姒80蛐 80斟80kN

1．!kj．． !：! ，b0I

图2-2汽车荷载标准疲劳车模型(单位：m)

Figure 2-2 Model of standard fatigue vehicle(unit：m)

(2)铁路疲劳荷载模型

我国铁路列车车型相对固定，运营状态也相对稳定，主要包括I级铁路干线的

普通列车和客运专线的高速列车。

1)I级干线典型疲劳列车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给出的I级铁路干线的典型疲劳车中考虑了四种运量等

级(、<1500万吨，1500～3000万吨，3000～6000万吨以及6000～9000万吨)的列车

编组和运营组合[1351，列车由货车机车东风4、敞车6C、棚车6P、罐车／平车5G／6N

和客车组成(如图2—3)。本文采用6000～9000万吨等级的疲劳列车，由运营表[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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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普通货运列车(共51节)75次／日，煤列车(共49节)20次／日，油列车

(共48节)2次／日，客车(20节)46次／曰，如表2．1所示。

自重荷载：
220kN

11 9

2x154斟

ll三已杠旦_4————坐L——一三L肛24 54

图2．3典型疲劳车模型(单位：m)

Figure 2-3 Model oftypical fatigue trains(unit：m)

表2．1疲劳列车编组与运营表

Table 2-1 Marshalling list oftypical fatigue trains

自重荷载
240l‘N

自重荷载：
220kN

2)动车组CRH3编组疲劳车

采用国内常用的动车组车型CRI-13[136][1371，可分别针对8节车辆编组(2辆机

车+6辆座车)和16辆编组(2辆机车+6辆座车+2辆机车+6辆座车)作为疲劳列

车进行疲劳分析，机车轴重P2取为230 kN，车轴重P1取为140 kN，具体布置如

图2．4所示。对于客运专线的高速列车，按照每天6：00am～9：OOpm之间每10分钟

一趟的情况计数，单向车次为90次／日。

2

_一皿陶怛陶L -一陶她嘲她卜
12 5 2 5 2 5 2 5 2 5 2 5 2 s 2 5 2．5 2j

图2．4高速铁路疲劳加载车模型(单位：m)

Figure 2-4 Model of typical fatigue high-speed train(uni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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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列车过桥索力历程

某长江大桥主航道桥为双塔三索面斜拉桥，桥跨布置为(140+462+1092+462

+140)m，如图2．5口所示，设计活载包含高速公路六车道、两线I级铁路干线和两

线高速客运专线，主梁采用三桁片结构双层桥面布置，上层桥面布置六车道公路，

下层桥面布置四线铁路【12】【138】【1391，车道布置和编号如图2．56所示，主梁和拉索连

接的索梁锚固结构如图2．5c所示。
2296⋯⋯一。。。’。’。。“‘。’”。”。‘’”’。。。”’’”。’”⋯‘。。‘‘”’”“、。“。’。’’’”“。’一。。。。。。。。。‘--———-。。。。。。-—--V·√

。1012 ：,162 】40；

。‘33300

口．桥跨布置图(单位：m)

}l 五7 l l
{l；t箍ff最缝蠢；／ ：节盎％。缱i 、l

—、最吵7 ／
赫’

影》 麓 妊

一 ㈣
V

b．标准段主梁横断面图 C．主梁节点索梁锚固结构

图2．5桥梁结构示意刚140】

Figure 2-5 Schematic drawing of bridge structure

图2-6活载作用F的索力包络线

Figure 2-6 Envelope diagram ofthe cable force under the live load

本文不考虑公路汽车冲击效应，取铁路列车运营动力系数(1+／a)。=1．016。选

用汽车车道荷载、列车中．活载和列车ZK荷载，通过影响线最不利加载，获得中

桁拉索的最大、最小索力包络线如图2-6所示，图中横轴依次为144根中桁索编号，

选取索力包络范围最大的拉索MS(中桁边跨距离索塔第31根索)进行分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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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采用桁架单元模拟拉索时得到的负索力值会抵消部分成桥状态下的拉索索力。

根据全桥模型，得到中桁拉索在列车和汽车车道线上的加载影响线，根据对

称性，取单侧的两线列车道(从中央分隔带向两边桁，依次为列车车道线1~2)和

单侧三条汽车道(从中央分隔带向两边桁，依次为车道1～3)，如图2．7所示。可

以看出，影响线间的差异可以忽略，统一取列车道1的影响线进行分析。
0 04

0 03

0．02

0 01

0

．0．01

．0 02

．0 03

图2—7索力影响线

Figure 2-7 Influence lines of the cable force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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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堇2

蓑o
-2

—4

—6

．8

图2．8公路荷载过桥索力历程

Figure 2—8 Time history ofthe cable force under

standard fatigue vehicle

借助Matlab数据处理平台，分别采用汽车荷载标准疲劳车(时速100kin／h)、

I级干线典型疲劳列车(时速120km／h)乖D动车组CRH3编组疲劳车(时速200km／h)，

模拟车辆、列车的过桥过程，得到拉索MS的索力历程如图2．8和图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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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RI-13-16辆编组

．．瓜＼桷荡
!、、＼、h．：9／：／

2。 3。 4。 5

a．典型疲劳列车编组 b．CRH3车编组

图2-9铁路荷载过桥索力历程

Figure 2-9 Time history of the cable force under typical fatigue trains

2．1．3疲劳索力幅

钢桥疲劳属于低应力高周期变幅疲劳，运用Miner损伤累积法则求得等效荷

载幅，如式(2．2)。

(2—2)尸一螋n

”

∑一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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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必为等效荷载幅，衅为第f组荷载幅，■为第f组荷载幅对应循环次

数；m为指数。

(1)公路车辆荷载引起的索力幅

在桥梁上层公路的设计寿命内，假定中型货车、大型货车、大型客车和重载

车辆等仅在车道2、3上行驶，且车辆在车道2、3上的分配比例为3：4[35】，每日

公路标准疲劳车引起的索力幅直方图如图2．10所示，每日累计频次为106200次，

等效索力幅为7．88l烈。

索力幅／kN 索力幅／kN

图2．10公路疲劳车索力幅直方图 图2-11 I级干线列车索力幅直方图

Figure 2-10 Cable force amplitude ofvehicle Figure 2—11 Cable force amplitude oftrains

根据英国规范BS5400[351，根据汽车车道中任意分车道加载所产生的最大荷载

幅和另一分车道加载所产生的第二大应力幅的比值K耽=0．94，以及加载长度(>

200m)，得到索力损伤中累积频次的调整系数为K盯=2．94。设计年限100年内，

累计频次为3．876x109次，考虑调整系数世∥得到100年内200万次等效索力幅

战。=140．83kN。
(2)铁路列车荷载引起的索力幅

I级干线典型疲劳车编组每日引起的索力幅直方图如图2．11所示，每日累计频

次为572次，等效索力幅为568．15kN。客运专线CRH3．8车编组和CRH3．16车编

组每日引起的索力幅直方图如图2．12，每日累计频次均为360次，等效索力幅分

别为136．85kN和229．07kN，两者相差50．43％，选用CRH3．16车编组进行分析。

索力幅／kN 索力幅／kN

口．CRH3．8车编组 b．CRH3．16车编组

图2．12高速列车索力幅直方图

Figure 2-12 Cable force amplitude ofhigh-speed tr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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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年限100年内，单线铁路中，普通列车、煤列车、油列车和客车引起

索力幅的累计频次为2．088x107次，客运专线CRH3．16车编组引起的累计频次

1．314x107次。对于与两线I级铁路干线与两线客运专线的等效索力幅，分别考虑

两线修正系数1．42[”]，得到100年内200万次等效索力幅分别为峨州：1763．20kN，
＆F嘶n一。I=609．24kN o

r不考虑组合系数，六车道公路荷载、两线客货共线荷载以及两线高速客运专

线荷载三者引起的索力幅的比例关系为O．08：1：O．35，公路疲劳荷载引起的索力幅占

两线I级铁路干线疲劳荷载引起索力幅的比例不足10％。

(3)公路铁路组合荷载引起的索力幅

根据Miner线性累积损伤，将100年运营期内公路荷载、I级干线列车荷载和

客运专线列车荷载引起的等效为200万次的索力幅，再次进行累积等效如式(2．3)：

％一，=(％m+△FkⅣm+△j之，埘I'11)um (2—3)

式中，△屹一心k，。和世k，坩分别为公路标准疲劳车荷载、I级干线列车荷载
和客运专线列车荷载引起的等效为200万次的索力幅，m为指数。

根据英国规范BS5400[35]，将100年运营期内公路荷载、I级干线列车荷载和

客运专线列车荷载引起的等效为200万次的索力幅，进行线性叠加如式(2．4)：

△咤删一Ⅳ=层△眨。+△z‰，。+厦△％，坩 (2—4)

式中，屈为公路荷载和铁路荷载所致的损伤之间的调整系数，房为客货共运

列车荷载和高速客运列车荷载的损伤之间的调整系数，且届，履≤1．2。其中一辆公

路荷载标准疲劳车和一组I级干线典型疲劳车单独作用时，引起拉索MS一次循环

的等效索力幅分别为14．59kN和1564．1510N，两者之比约为0．0093<0．10，取

屈=1．0；一辆动车组CRH3．16单独作用，引起拉索MS一次循环的等效索力幅为

363．63kN，与一组I级干线典型疲劳车引起索力幅的比值约为0．23，取及=1．2。

综合Miner线性累积损伤和BS5400规范，对铁路荷载引起的索力幅采用Miner

线性累积考虑，对公路铁路组合采用线性叠加组合，如式(2．5)。

△％，甜一肌=届△z乙。+(△zk，。”+△fk，埘”)¨⋯ (2—5)

分别采用式(2．3)～式(2．5)的三种组合方法，得到100年内200万次等效索力幅

组合如表2．2所示。可以得出，在不同组合下，索力幅值相差较大，采用Miner

线性累积损伤方法得到的索力幅组合值最小为1787．41kN，采用BS5400中线性叠

加方法得到的索力幅组合值最大为2635．1 lkN。本文将根据BS5400中线性叠加方

法得到的最保守值作为疲劳设计索力幅值，其中，疲劳车(汽车、I级铁路干线列

车、客运专线列车)单独作用得到的索力幅比值为O．0093：1：0．23，可结合该比例确

定各类型列车引起索力幅的组合系数。本文将根据Miner线性累积损伤方法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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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效索力幅值，用于实桥结构疲劳寿命的预测和评估。

表2-2疲劳索力幅组合(单位：kN)

Table 2-2 Combinations of fatigue load effects(unit：l心n

2．2 索梁锚固结构应力幅特征研究

既有复合式索锚箱结构中，上端承载部分的钢锚箱根据受力特征，组成板件

可以分为三部分，传力板件、承力板件、辅助板件，如图2．13所示。

a．组成板件分类图 b．结构剖面图

图2．13复合式双拉板锚箱的索梁锚固结构示意图

Figure 2-1 3 Schematic drawing of composite anchor-box with double pulling-plates

图2．13中传力竖板NO与主桁腹板和顶板连接，将索梁锚固结构的力传递并

扩散给主桁；锚压板N1、锚压加劲板N2和锚板N3是承力板件，锚板N3和锚压

板N1与锚压加劲板N2焊接，直接承受由锚头作用产生的压应力，锚压板N1通

过焊缝连接将压应力转化为传力竖板NO的拉应力和剪应力；N4．A(安庆长江铁

路大桥、沪通长江大桥)和N4．B(韩家沱长江大桥、桂平郁江特大桥)为锚压板

N1的辅助加劲板件，保证结构两个方向的刚度；锚筒N5和顶底部封板N6、N7

为辅助定位板件，确保结构各板件位置对应的精度和索梁锚固结构的密封度。

借助Ansys有限元分析软件，对整体式索梁锚固结构展开模拟分析，结构参

照实桥中与中桁MS拉索连接的索梁锚固结构尺寸，采用壳单元SHELLl81模拟，

考虑上弦杆的约束作用。在2．1．3章节中，线性叠加方法得到的等效索力幅值为

2635．1lkN，为模拟研究实桥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结构的受力状态，将索力幅值转

换为静力荷载进行加载，且荷载取1．9倍的疲劳索力幅值，即对锚板N3的环形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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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区施加荷载F=5000kN。为方便研究整体结构中各板件的应力分布以及传递状

态，取荷载作用方向为局部z轴，如图2．13b所示。

2．2．1应力幅分布特征

考虑上弦杆的约束作用，整体结构的应力分布如图2．14所示。由图2．14a中

可以看出，最大von Mises应力值为101．93MPa，出现在直接承压的锚板N3与锚

压板N1的连接位置，该处处于以压应力为主的多向应力状态；荷载作用方向sz

应力分布如图2．14b，沿局部z轴的最大拉应力为87．29MPa，位于传力竖板与锚压

板连接端部，内侧面应力明显大于外侧面。

a．整体应力云图(S钾，) b．整体应力云图(S0

图2．14复合式索梁锚固结构应力图(单位：MPa)

Figure 2-1 4 Stress diagram of anchor structure(unit：Mr'a)

传力竖板NO的应力状态如图2．15所示，最大yon Mises应力为79．95MPa，

沿局部z轴最大拉应力为87．29MPa，出现于传力竖板NO与锚压板N1连接端部位

置。对比整体结构中的最不利位置可以看出，对于沿局部z轴方向，传力竖板NO

的最大拉应力即为整体结构的最大拉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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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应力云图(S钾，) b．NO应力云图(Sz)

图2-15传力竖板应力图(单位：MPa)

Figure 2·1 5 Stress diagram oftransferring vertical plate(unit：MPa)

锚压板N1的应力状态如图2．16所示，最大von Mises应力为100．60MPa，位

于与锚板连接的外侧面中心位置，处于以压应力为主的多向应力状态；沿局部z

轴最大拉应力为86．80MPa，位于与传力竖板NO连接的端部位置，较传力竖板N1

中该位置的拉应力略微偏小。

锚压板加劲板N2的应力状态如图2．17所示，最大von Mises应力为

101．93MPa，位于与锚板连接的外侧面中心位置，处于以压应力为主的多向应力状

态；沿局部z轴最大拉应力为23．75MPa，位于与锚压板N1连接的端部位置，最

大压应力为116．71MPa，位于与锚板N3连接的外侧面中心位置。

口．N1应力云图(S州) b．N1应力云图(劝

图2．16锚压板应力图(单位：MPa)

Figure 2-1 6 Stress diagram of anchor bearing plate(unit：MPa)

锚板N3的应力状态如图2．18所示，最大von Mises应力为97．82MPa，位于

与锚压板N1连接位置，处于以压应力为主的多向应力状态，且应力呈对称分布；

沿局部z轴方向的应力极小，拉、压应力均小于1x10一MPa，其中顶侧的应力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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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侧应力偏大，左右侧应力呈对称分布。

口．N2应力云图(s。和 b．N2应力云图(s0

图2．17锚压板加劲板应力图(单位：MPa)

Figure 2-1 7 Stress diagram ofstiffening plate on the anchor bearing plate(unit：MPa)

口．N3应力云图(S叼，) b．N3应力云图(S：)

图2．18锚板应力图(单位j MPa)

Figure 2—1 8 Stress diagram of anchor plate(unit：MPa)

辅助加劲板N4的应力状态如图2．19所示，最大von Mises应力为33．37MPa；

沿局部z轴方向的拉、压应力均小于lxl0-3MPa，板件应力基本呈对称分布。

辅助定位板N5、N6的应力状态如图2．20所示，锚筒N5最大von Mises应力

为68．65MPa，位于与锚板连接圆环处，此外，与N6连接处应力亦明显偏大；沿

局部z轴方向的最大拉应力43。99MPa，位于与锚板连接端部内侧面，最大压应力

为51．12MPa，位置在靠近与N6连接的圆环处。

顶部封板N6最大yon Mises应力为68．74MPa，位于与锚筒连接的内环处，该

处处于多向应力状态，沿局部z轴方向的应力极小，拉、压应力均小于1×10一MPa，

其中顶侧的应力相对于底侧应力偏小，左右侧应力呈对称分布。

索梁锚固结构在索力作用下产生疲劳应力幅，由于拉索始终承受拉应力，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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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锚固结构的疲劳应力幅可以转化为静载应力进行分析，其中应力比始终大于零。

a．N4应力云图(S掣) b．N4应力云图(S：)

图2．19辅助加劲板应力图(单位：MPa)

Figure 2-1 9 Stress diagram of auxiliary stiffening plate(unit：MPa)

a。N5应力云图(Segv)

c．N6应力云图(S掣)

b．N5应力云图(S0

d N6应力云图(S：)

图2．20辅助定位板应力图(单位：MPa)

Figure 2-20 Stress diagram of auxiliary positioning plate(unit：MPa)

综合图2．14～图2．20中各板件的应力(幅)分布状态，取五类主要承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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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式索梁锚固结构基本模型及疲劳细节

为研究对象，包括传力竖板NO中与锚压板N1连接的端部横断面(位置1)、传力

竖板NO中与锚压板N1的承载焊缝连接面(位置2)、承压板N1中与传力竖板NO

连接的承载焊缝连接面(位置3)、承压板N1中与锚板N3连接的承压横断面(位

置4)，以及承压板N1底部横断面(位置5)，如图2。21所示。

图2．21主要承载位置图

Figure 2·2 1 Key positions ofcable-girder anchor

2．2．2承力板件尺寸效应

在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受力分析中，传力板件和承力板件的尺寸参数和布置

参数对结构的应力分布有决定性作用，给出这两类板件的尺寸参数和位置关系参

数，如表2．3所示。

在实际桥梁中，由上弦杆宽度可以确定锚压板N1的宽度E；考虑拉索直径和

匹配锚具可以确定锚压加劲板N2宽度及，进而确定锚压板的间距、传力竖板宽

度鼠，以及锚板的外直径D1和内直径职。板件厚度考虑焊接水平和疲劳性能的限

制，传力竖板、锚压板和锚压加劲板的最大厚度小于60mm，锚板厚度考虑和锚具

的匹配性多数控制在50mm-100mm之间。上述参数的变化波动相对较小，而沿桥

跨方向，索梁锚固结构的传力竖板倾斜角度％、长度凰，锚压板的长度日和锚

压加劲板的长度凰变化范围较大，对应的尺寸比例参数风／县、％／日和蜀／E

是主要变化参数。

表2．3结构板件尺寸参数表
Table 2-3 Parameters list of structural p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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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变化传力板件和传力板件(NO、NI、N2、N3)中主要参数的取值，对比

关键位置的应力分布，分别取传力竖板NO倾斜角度％、传力竖板N0与锚压板

N1高度比Ho／H1、锚压加劲板N2与锚压板N1的高度比皿／且以及锚压板N1

的宽高比尽／q为变量进行对比研究。

(1)变化传力竖板NO倾斜角度％

明显，内侧面的应力分布趋势保持一致，

应力分布趋势随倾角增大逐渐趋于均匀，

(200～90。)，位置1处应力分布变化较为

随倾角的增大应力值逐渐增大；外侧面

应力值随倾角增大逐渐减小。位置2和

位置3处板件内外侧应力分布趋势保持一致，承载端部应力值随倾角增大而逐渐

增大。位置4和位置5处板件应力在倾角变化下基本保持不变。倾角％为90。时，

结构位置1和位置2处的应力集中现象最为明显，应力分布变化如图2—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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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不同倾角下关键位置处应力分布

Figure 2-22 Stress distribution of key positions with different angles

(2)变化传力竖板NO与锚压板N1高度比％／且(1．70~2．10)，随夙／骂的

增大，位置l～位置5处应力分布趋势保持一致，应力值基本保持不变，位置1～位

置5的应力分布如图2．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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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不同no／骂关键位置处应力分布

Figure 2—23 Stress distribution ofkey positions with different no／q

(3)变化锚压加劲板N2与锚压板N1的高度比皿／q(0～1．00)，随着县／％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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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减小，位置1、位置2处应力分布趋势基本保持不变，应力值略有增加，增幅<

5％；位置3处端部应力影响极小，随高度比的减小，应力降幅加快；位置4处应

力随高度比减小，应力逐步增大，且且／E≤O．37时，增幅明显。位置5处板件

应力值和分布趋势变化均较为明显，随着且／且的减小，位置5处中间应力增大，

且增大幅度随B／目的减小而增大，且且／鼠≤O．37时，增幅明显，当E／鼠=O，

即不设置锚压加劲板N2时，位置5的中部应力接近为基本结构(皿／E=0．37)

的四倍。可以看出，锚压加劲板(H2)的设置对位置4～位置5处应力分布改善明

显，取位置1一位置5的应力分布如图2．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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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4不同鸩／q下关键位置处应力分布

Figure 2·24 Stress distribution of key positions with different H2 i Ht

(4)变化锚压板N1的宽高比E／日(1．05～1．82)，随着尽／县的增加，位置

1处应力分布趋势基本保持不变，应力值逐渐增大，增加幅度逐渐增大；位置2和

位置3处应力沿N1板件高度方向的消减速度逐渐增大，端部应力逐渐增大，增加

幅度亦逐渐增大。位置4处应力随宽高比的增加而增大，且尽／q≥1．54时，增幅

明显。位置5处板件应力值和分布趋势变化均较为明显，随着骂／县的增大，位置

5处应力值显著增大，且增大幅度逐渐增大，当且／骂=1．82时，位置5的中部应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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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接近结构的最大拉应力值。取位置1～位置5的应力分布如图2．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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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5不同BI／q下关键位置处应力分布

Figure 2-25 Stress distribution of key positions with different BL}Hk

综合上述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无论几何尺寸参数如何变化，结构的最大拉应

力值式中出现在传力竖板NO中与锚压板N1连接的端部横断面(位置1)，该处的

应力集中问题最为明显，而锚压板底部横断面(位置5)的拉应力虽然数值相对较

小，但随板件参数的变化，增幅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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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辅助板件效应

依次对比辅助板件(N4、N5、N6)的设置与否对四类关键位置应力分布的影

响，设置N4、N5、N6对结构中位置1、位置2、位置3和位置4处的应力分布和

应力值影响较小，其中辅助加劲板N4的设置对位置2～位置4的应力分布略有影

响；三类板件对位置5处的应力分布和应力值均有影响。但从数值上可以看出，

辅助板件对结构的综合影响有限。位置1和位置5处的应力分布如图2．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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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6辅助板件对关键位置处应力分布的影响

Figure 2-26 Influence on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cased by auxiliary plates

2．3 基本结构与疲劳细节

2．3．1基本结构

根据板件参数对比分析，选择由传力板件和承力板件构成的基本结构如图

2-27a所示，其中传力板件设置为结构应力集中最显著的情况，即倾角取90。。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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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板件和承力板件的几何参数如图2．276~厂所示。根据主要承载位置l～5，选择结

构中应力集中现象明显、受板件尺寸影响明显的应力区域，给出基本结构中的应

力敏感位置，如图2-27a所示。其中P1为传力竖板NO中与锚压板N1连接端部的

横断面，承受拉应力，与主要承载位置1对应；P2为传力竖板与锚压板的焊缝连

接侧面，承受剪拉应力，与主要承载位置2和承载位置3对应；P3为锚压板N1

与锚板N3连接承压面，承受压应力和剪应力，与主要承载位置4对应；P4为锚

压板底部，与主要承载位置5对应。

其中，P1、P2、P3处均存在焊缝，对疲劳荷载非常敏感，为疲劳敏感位置，

需要分别考虑与其相对应的疲劳细节类别；P4处的应力受板件的几何尺寸的影响

较大，特别地，当锚压板宽高比E／耳较大时，需结合该处的拉应力综合确定合理

的板件几何参数取值。

Bo+2Ho tanOo+九R。+九Rb

口．基本结构及应力敏感位置 6．传力竖板几何尺寸参数

c．N1板件几何尺寸参数d．N2板件几何尺寸参数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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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稳定，且图2-24口卅中在0．58<4／q<O．79时，结构的主要承载位置的应力

变化很小，基本可以忽略。而实桥中锚压板宽高比E／日l的取值在区间(1．05，2．40)

中，取值范围相对较大，且图2-25a-f中1．05<置／H1<1．82时，结构的主要承载

位置的应力随墨／q变化明显，参考规范中给出的建议限制值宽高比置／q<

1．65，故在研究中将宽高比E／q作为主要控制结构受力和疲劳性能的参数。

2．3．3 索梁锚固结构疲劳细节

结合疲劳荷载敏感位置，提出复合式索梁锚固结构的主要疲劳细节P1、P2、

P3，具体描述为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端部轴拉细节(P1)、锚压板与传力竖板

连接侧面拉剪细节(P2)，以及锚压板与锚板连接面的压剪细节(P3)，对应位

置可能的疲劳裂纹如图2．29中所示，根据疲劳细节受力特征，名义应力幅计算公

式如式(2．6)～(2．8)。

■—●L
a．三类裂纹位置 6．焊缝参数

c．焊缝侧面图d．焊缝平面图

图2．29疲劳细节示意图

Figure 2—29 Schematic drawing of fatigue details

对于P1位置处疲劳细节，位于传力竖板NO中与锚压板N1连接端部的横断

面，在锚压板N1端部位置处承受拉应力，锚压板N1端部横断面的名义应力幅计

算如式(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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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丽AFAct, (2—6)=—— (2—6)

‘2尻·氤
、 ’

式中，世为荷载幅，以为传力竖板厚度，B，为传力竖板中与锚压板连接的

承拉端部宽度，耳=鼠+2(见+q+Hr)tanOo，如图2—27。
英国规范BS5400[351中根据锚压板N1的连接长度、连接厚度以及连接角度％

将类似的疲劳细节分为多级别，其中，当搭板连接长度E≤150mm时，类别为F

级，容许应力幅值分别为40MPa；当搭板连接长度Hi>150mm，连接厚度^≤

50mm，类别为F2级，容许应力幅值分别为35MPa，在双对数坐标中洲曲线如
图2-30a所示。

欧洲规范Eurocode3[301中根据锚压板N1的连接长度和连接角度％将类似的疲

劳细节分为多个级别，其中，当连接长度鼠>100mm时，连接角度％<450为71

级，连接角度瓯=900为56级，在双对数坐标中．洲曲线如图2-30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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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中国规范．洲曲线d．欧洲疲劳细节剪应力．孓Ⅳ曲线
图2．30各国疲劳细节洲曲线

Figure 2·30 S-N curves of different details

美国规范AASHTO[31】中根据锚压板N1的连接曲线半径尺将该类细节分为四

类，其中，当连接曲线半径R，>609．6mm时，细节属于B类，应力幅门槛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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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2MPa；当152．4mm≤R<609．6mm时，细节属于C类，应力幅门槛值为

68．95MPa；当50．8mm≤R<152．4mm时，细节属于D类，应力幅门槛值为48．27MPa；

当R<50．8mm，或者焊缝周边没有打磨光滑时，细节均属于E类，应力幅门槛值

为31．03MPa，此外，当连接端部没有圆弧过渡段，且厚度大于25．4mm时，细节

属于E7类，应力幅门槛值为17．93MPa，在双对数坐标中删曲线如图2-30b所示。
我国铁科研王丽等[6lJ通过疲劳试验分别给出在锚压板N1宽跨比为1．71时，

锚压板N1为直角边与传力竖板NO焊接，以及锚压板N1为曲角边与传力竖板NO

焊接的两类疲劳细节的．S’W曲线，并给出推荐设计曲线lgN=11．26—3．Olgcr，按照

200万次对应的疲劳容许应力幅45MPa。我国《铁路桥涵极限状态法设计暂行规

范》[34】中指出焊缝端部磨平，分别对传力竖板和锚压板侧焊趾超声波锤击处理，

对焊缝端部竖板满锤处理，并针对传力竖板焊缝端部承受斜拉索产生的正应力细

节，初步给出了XIII类别的删曲线，按照极限状态法给出的对应10 7次的疲劳

强度Act0=26．3MPa，在双对数坐标中．洲曲线如图2-30c所示。
对于P2位置处疲劳细节，位于传力竖板NO与锚压板N1连接焊缝处，承受

剪切应力，剪切应力幅计算如式(2．7)。欧洲规范Eurocode3[30】中将此类裂纹归为剪

切80级别∽=5)，AASHTO[311和英国规范BS5400[351均未提及剪切疲劳细节类别。

肾希 (2-7)

式中，目为锚压板N1的基本高度，卤为锚压板N1的宽度。

对于P3位置处疲劳细节，位于Nl板母材中承受压剪应力处，考虑N1锚压

板为深受弯矩形梁，参照欧洲规范Eurocode3[30]在100级别(m=5)中提及的类似压

剪细节，剪切应力幅按式(2．8)进行计算。

肾糟 (2_8)

式中，毛截面惯性矩L=4·马3／12，面积矩S=11·马2／4，马、召同式2-7。

2．4 本章小结

本章采用现有公铁两用斜拉桥疲劳车模型，通过数值模拟研究索梁锚固结构

的疲劳索力幅值，分析索梁锚固结构疲劳细节的应力幅特征，结合结构几何参数

的敏感性分析，给出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的基本结构、主要疲劳敏感细节以及相

应的名义应力幅计算式。

(1)结合现有桥梁的交通量情况，研究了公铁两用斜拉桥中公路汽车和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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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疲劳索力幅的组合模式，公路、铁路索力幅值可采用Miner线性累积损伤等

效和BS5400提及的线性叠加方式进行组合。其中，线性叠加组合值最为保守，文

中将其作为疲劳设计索力幅值；将根据Miner线性累积损伤方法得到的等效索力

幅值，用于实桥结构疲劳寿命的预测和评估。

(2)在复合型索梁锚固结构的传力板件和承力板件中，传力竖板倾斜角度％

的增加对锚压板与传力竖板的连接焊缝端部应力具有较大影响，当倾角口。=900时，

结构的应力集中现象最明显；传力竖板与锚压板的高度比％／E的变化对关键位

置的应力基本无影响；锚压加劲板的设置可以有效改善锚压板的承压面和底部承

拉面的应力分布状态；锚压板的高宽比尽／E的变化对主要承载位置的应力分布均

有较明显的影响，是控制结构受力和疲劳性能的主要研究参数。此外，辅助板件

的设置与对锚压板底部承拉面存在一定影响，但辅助板件对结构的综合影响有限。

(3)给出由传力板件和承力板件构成的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的基本结构，给

出根据主要应力敏感位置，提出了基本结构中可能出现裂纹的三类疲劳细节，分

别为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端部轴拉细节(P1)、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侧面拉

剪细节(P2)，以及锚压板与锚板连接面的压剪细节(P3)。根据结构受力和既

有规范中的疲劳细节分类，给出三类疲劳细节的名义应力幅计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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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梁锚固结构模型试验研究

本章将采用2．3．1章节中提出的复合式双拉板锚箱的基本结构，开展边界等效

的模型试验研究，依次研究结构的初始状态应力分布情况，疲劳过程中的应力发

展情况，结构在循环荷载作用下的疲劳寿命，以及结构发生疲劳断裂时的裂纹位

置和断口形貌。

3．1 模型试验

工程结构中的模型试验需要对结构几何参数、材料物理条件以及边界约束条

件进行相似性等效，保证在模型试验中数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3．1．1相似原理

(1)几何参数相似性

根据弹性力学的几何方程，为满足保持原结构和模型试件相似，其线应变占、

角应变Y、位移甜和几何尺度的相似常数e、c，、巴、Q须满足：

巴=eQ=eQ (3-1)

式中，由于线应变占和角应变Y为无量纲量，因而要使原结构模型试件严格相

似，应使e=e=1，于是有G=Q。其中e=1为几何严格相似条件，其成立必

须对模型试件的尺寸、重度和弹模都提出要求，在许多情况下将给模型试件的制

造带来困难。同时可以证明，在线性条件下，在小变形范围内，可以不一定要求

e=C1，=1，对于大变形、大挠度、非线性稳定试验中，一般要求e≈1。

(2)物理条件相似性

原结构和模型试件的材料发生物理现象的物理特征、以及受载引起的变化反

应必须相似。即要求材料特性参数，弹性模型E、泊松比∥、剪切模量G与线应

变s、角应变／，以及应力盯和f的相似常数Q、c岸、CG、e、q、巴、C需
满足：

cⅣ=1，巴=Qe，C=CGq (3—2)

(3)约束条件相似性

边界约束条件包括外力、荷载作用次序，约束条件和初始条件等方面，即要

求表面压强p，集中力P，以及力矩M的相似常数c。、G、％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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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模型结构

q=巴，C尸=q·口，％=C尸·q=q·口 (3-3)

(1)模型材料与结构加工

模型试验采用材料为均为Q370qE，屈服强度为370MPa[1411，试件中焊缝采用

C02气体保护焊，手工焊，所有焊缝均采用平焊，采用实心焊丝ER50．6。采用2．3．1

章节中提出的基本结构，参照实桥索梁锚固结构的几何尺寸，根据相似原理，制

作试验中1：5的缩尺模型试件。为设置传力竖板NO的约束，在NO圆弧过渡边界

焊接边界约束板和加劲板，整体结构如图3．1所示。四个试件分为两组对比试验，

其中试件TSl～TS2结构尺寸相同，TS2-TS4分别为保持锚压板N1圆弧过渡段尺

寸不变，变化锚压板Nl长度H，各板件尺寸如表3．1所示。

图3．1试件基本不意图

Figure 3-1 Schematic drawing oftest specimens

试件采用机床切割，精度控制在0．1mm以内。试件加工中，传力竖板NO与

锚压板N1和端部固定板均采用全熔透性焊缝焊接，锚压板N1与锚压加劲板N2

端部磨光顶紧后与锚板N3采用连续角焊缝焊接，边界约束板和加劲板之间的连接

亦为角焊缝，焊脚尺寸为8mm。结构中的一级焊缝位置经过超声波探伤检测，符

合要求。

(2)试件固定和加载装置

为保证模型试件的约束条件与实际结构相似，设计加工与其相匹配的固定装

置和加载装置，如图3。2所示。试验中采用的边界约束可以高度还原实桥中的受力

特征，通过固定装置将顶板模拟SX，SY，SZ三方向的位移约束，每个试件加载

测试之前需采用水平尺、激光找平仪、铅垂线等进行初始状态调整，保证结构加

载的均匀性和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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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试验试件尺寸参数表

Table 3．1 Dimensional parameters list oftest specimens

试件尺寸参数／mm

⋯． 传力竖板尺寸参数 锚压板N1尺寸参数
呲。。

风 So Oo R(R) q 耳 蜀

TSl 476 168 5 160 190 24 200

TS2

TS3

476

436

168

168

5

5

160

160

190

150

24

24

200

200

TS4 396 168 5 160 110 24 200

⋯． 传力竖板尺寸参数 锚板尺寸参数
¨¨

也 岛 吃 b： 是 Dl D2

TSl 150 98 40 20 20 142 94

TS2 150 98 40 20 20 142 94

TS3 110 98 34 16 20 142 94

TS4 70 98 30 12 20 142 94

3．1．3模型试验加载过程

试验在北京工业大学结构工程实验中心进行，静载试验使用500kN液压静载

试验机进行加载，疲劳循环荷载试验采用济南力支500kN电液脉动疲劳试验机进

行加载。

定架

图3-2固定和加载装置图示 图3-3试件加载图示

Figure 3-2 Fixing and loading device Figure 3-3 Fatigue loading experiment

(1)静载加载

静力加载分为常规加载和设计值加载两种。按多级加载逐级提升至最大荷载，

待荷载稳定3-5min后卸载，两种加载方案如图3-4所示。其中，根据相似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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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荷载与比例荷载存在25倍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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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常规加载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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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计值加载方案

图3—4静力测试加载方案

Figure 3—4 Static loading protocol

(2)疲劳加载

疲劳循环荷载采用余弦波加载方式，加载频率4-5Hz，包括恒幅加载和三级

变幅加载两种。试件TSl采用恒幅加载至200万次，并在0万次、30万次、60万

次、80万次、100万次、120万次、140万次、160万次、180万次时，进行常规

加载静力测试；在200万次时，进行设计值静力加载测试。试件TS2-TS4采用变

幅加载至结构疲劳失效，并在0万次、30万次、60万次、80万次、100万次、120

万次、140万次、160万次、180万次、200万次、220万次等时，进行常规加载静

力测试，各试件具体疲劳加载次数、吨位如表3．2所示。

表3-2疲劳加载方案

Table 3-2 Fatigue loading protoc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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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第2．3．3章节提出的复合式索梁锚固结构的主要疲劳细节：传力竖板NO

中与锚压板N1连接端部的轴拉细节(P1)、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侧面拉剪细节

(P2)，以及锚压板与锚板连接面的压剪细节(P3)，三类细节的主要位置名义

应力值尸1、P2、尸3列表3．2所示。

试件TSl(恒幅)和试件TS2(变幅)两种加载方式的前200万次循环荷载作

用下下，满足Miner等效关系，其中，试件TSl恒幅加载的幅值为154kN，为运

营阶段疲劳荷载设计值的1．46倍，与规范【34】中XIII疲劳细节对应200万次的容许

值相等，应力比为0．25；而试件TS2、试件TS3和试件TS4均采用三级变幅加载，

其中，试件TS2的疲劳循环荷载幅大小为模拟实际桥梁运营状态设计第一级加载

水平，此后依次按1．38倍和1．73倍的运营荷载提高加载水平；试件TS3和试件

TS4在三个等级中的加载幅值分别为试件TS2的O．8倍和O．6倍，应力比保持不变。

3．1．4试验测试过程

(1)测点布置

试验测点主要沿锚压板N1和传力竖板NO的焊缝方向布置，距离焊缝间距控

制在焊趾外侧8mm位置，分别在板件焊接面的焊缝两侧，以及焊接背面的焊缝两

侧对应位置对称布置，试件区域划分和应变片具体布置图如图3．5所示。

M≮ rN饵’l
：》=二誊l：薹； ；只：

j KolCl)：i ；
：．

，

毳j 。一，

图3-5应变片具体布置图

Figure 3-5 Strain gauge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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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量系统

疲劳试验采用鞍山东信3595 93D静态应变采集系统，配合清华IMP数据采集

程序，采集系统连接BEl20．1AA应变片进行钢结构表面应变的测量，同时连接的

还有500kN静力传感器以及百分表。

试件疲劳裂纹和断口观测采用MDA2000型手持式USB数码显微镜，并采用

专业软件Future WinJoe进行高分辨率的观察、拍摄、录像和图像文档处理。

图3-6采集系统设备图示

Figure 3-6 Data acquisition systems and instruments

3．2初始状态应力分布

取疲劳加载过程中试件TSl～TS4中的测点数据，对比用有限元软件ANSYS

的数值模拟结果，研究试件的应力分布规律。初始状态静力测试取F=200kN时各

测点的应力值与有限元模拟的基本结构计算值(FE．model)进行对比分析，验证

基本结构缩尺模型有限元模拟值的有效性；同时，取第二章中分析的考虑上弦杆

约束的实际索梁锚固结构模型计算值作为原结构计算值(FE．original)与基本结构

有限元值(FE．model)进行对比分析，讨论采用基本结构用于疲劳分析的合理性。

3．2．1传力竖板应力分布

在传力竖板中主要测试和分析P1、P2两类位置处的应力分布状态，测点布置

具体区域如图3．7所示。文中P1位置有限元模拟值为传力竖板NO中与锚压板N1

连接端部的横断面处的应力值，P2位置有限元模拟值取传力竖板NO中与锚压板

N1连接处的应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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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黼 ㈨警』；7、棼!； 。忱争；

㈡鎏l‰㈠i澍
a．传力竖板N0(C11内侧

一
一6．传力竖板N0(C2)内倾0 c．TS4传力竖板NO(C2)内侧测点

图3．7传力竖板测点布置区域

Figure 3-7 Strain gauge arrangement oftransferring vertical plate

(1)P1位置应力分布

传力竖板NO中与锚压板N1连接端部的横断面，即P1位置处应力分布如图

3．8～图3．10所示。

图3．8口中看出，试件TSl～TS2中，在传力竖板的P1位置，基本结构的试验

测试值与数值模拟值吻合度较高，在传力竖板NO中与锚压板N1连接焊缝端部存

在最值点，位于热影响区的测试值较模拟值略微偏大，该处的应力集中现象突出。

结合基本结构和原结构模拟值如图3．86看出，对比传力竖板倾角为260的原

结构，调整传力竖板的倾角为900后的基本结构试件TS2在P1位置处的应力均有

所增加，最大值点仍认为在传力竖板NO中与锚压板N1连接焊缝端部，与图2-22a

所示的变化规律一致，基本结构的应力集中特征反映更为明显，较原结构模拟值

偏大13．1～15．1％，可用于不同传力竖板倾角(200～900)的索梁锚固结构疲劳分析。

．．120．．80--40 0 40 80 120

a．基本结构的测试值与模拟值 b．基本结构和原结构的模拟值

图3-8试件TSl～TS2在P1位置应力分布图

Figure 3-8 Stress distribution in the location P1 ofTSl-TS2

综合图3-9～图3．10可以看出，试件TS3和TS4中，在传力竖板的P1位置，

基本结构的试验测试值与数值模拟值吻合度较高，应力分布趋势一致。在传力竖

板NO中与锚压板N1连接焊缝端部存在最值点，位于热影响区的测试值较模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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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微偏大，应力集中现象突出；其他位置的测点应力小于模拟值，随着到焊缝距

离的增加，应力测试值降低更为明显。

-120 ．80 -40 0 40 80 120 -120 —80 ．40 0 40 80 120

口．基本结构的测试值与模拟值 b．基本结构和原结构的模拟值

图3-9试件TS3在P1位置应力分布图

Figure 3—9 Stress distribution in the location P1 ofTS3

-120 ．80 ．40 0 40 80 120 -120 -80 -40 0 40 80 120

a．基本结构的测试值与模拟值 b．基本结构和原结构的模拟值

图3．10试件TS4在P1位置应力分布图

Figure 3—1 0 Stress distribution in the location P 1 of TS4

结合基本结构和原结构模拟值如图3。96～图3．10b，对比传力竖板倾角为26。

的原结构，调整传力竖板的倾角为90。后的基本结构试件TS3和TS4中P1位置处

的应力亦均有所增加，但最大值点认为在传力竖板NO中与锚压板N1连接焊缝端

部，应力集中特征反映更为明显，分别较原结构模拟值偏大12．5％～15．6％和

4．9～17．9％，可以用于不同传力竖板倾角(20。～900)的索梁锚固结构疲劳分析。

(2)P2位置应力分布

试件TSl～TS2中，基本结构在传力竖板P2位置内侧面和外侧面的测试值与模

拟值如图3．11所示，测点中未得到最大值点的应力值，但测试值的分布趋势与计

算值吻合度较高。

对比基本结构和原结构模拟值看出，两者的分布趋势基本一致；调整传力竖

板的倾角为90。后，基本结构试件TS2的模拟值在传力竖板内侧面焊缝端部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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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集中更为明显，在传力竖板外侧面的应力变化更为明显，在最大值点的模拟

值较原结构大1 1．94％，结合图2-220中P2位置应力分布随传力竖板倾角的变化规

律可知，基本结构可用于不同传力竖板倾角(20。～90。)的索梁锚固结构疲劳分析。

一FE-model一一一FBoriginal
● C1-A-TSl
▲ C1-B-TSl
● C2．A-TSl
◆ C2-B．TSl
o C1-A-TS2

． A C1一B．TS2

挚汰吣▲号Cc22．B--A-BTS22

≮≤
0 40 80 120 160 200 240 0 40 80 120 160 200 240

a．内侧面 6．外侧面

图3．11试件TSl-TS2在P2位置应力分布图

Figure 3-11 Stress distribution in the location P2 ofTSl-TS2

试件TS3中，基本结构在P2位置内侧面和外侧面的测试值与模拟值如图3．12

所示，传力竖板内侧面测点中未得到最大应力值，焊缝端部测试值较模拟值偏小，

外侧面测点的最大值与模拟值基本吻合，测试值的分布趋势与模拟值吻合度较高。

对比基本结构和原结构模拟值看出，两者的分布趋势基本一致；调整传力竖

板的倾角为900后，基本结构模拟值在传力竖板内侧面焊缝端部区域的应力集中更

突出，在传力竖板外侧面的应力变化更明显，在最大值点的模拟值较原结构大

10．99％，基本结构可用于不同传力竖板倾角(20。～900)的索梁锚固结构疲劳分析。

a．内侧面 b．外侧面

图3．12试件TS3在P2位置应力分布图

Figure 3-12 Stress distribution in the location P2 ofTS3

试件TS4中，基本结构在传力竖板P2位置内侧面和外侧面的测试值与模拟值

如图3．13所示，传力竖板内侧面测点中未得到最大值点的应力值，焊缝端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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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值较模拟值偏小，外侧面焊缝端部测试值与模拟值基本吻合，测试值的分布

趋势与模拟值吻合度较高。

160

120

￡80
≤
妥
翌40

O

．40

120

80

￡

粪。o
翻

0

．40

0 30 60 90 120 150 0 30 60 90 120 150

口．内侧面 b．多'I-N面

图3．13试件TS4在P2位置应力分布图

Figure 3-13 Stress distribution in the location P2 ofTS4

对比基本结构和原结构模拟值看出，两者的分布趋势基本一致；调整传力竖

板的倾角为90。后，基本结构模拟值在传力竖板内侧面焊缝端部区域的应力集中更

为明显，在传力竖板外侧面的应力变化更明显，在最大值点的模拟值较原结构大

13．40％，基本结构可用于不同传力竖板倾角(200～900)的索梁锚固结构疲劳分析。

3．2．2锚压板应力分布

在锚压板中分析P3、P4两类位置处的应力分布，试件TS2～TS4测点布置区

域如图3．14所示。文中P3位置模拟值为锚压板N1距离承压面6．625t处的应力值，

其中f为板件厚度，P4位置模拟值为锚压板N1底部位置处的应力值。

口．锚压板NI(A／B) b．TS3锚压板N1测点布置

图3．14锚压板测点布置区域

Figure 3-1 4 Stram gauge arrangement of anchor bearing 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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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侧面应力分布

试件TS2～TS4中，在P3处模型试件计算应力值均为压应力，图3．15中显示

基本结构的测点值与有限元模拟值基本吻合；对比基本结构和原结构模拟值可以

看出，基本结构模拟值与原结构应力分布趋势基本一致。

100

80

60

。_40
至

R 20
型

O

．20

．40

150

1lO

￡70

要

裔30

-10

．50

a．试件TS2 6．试件TS3-TS4

图3．15试件TS2～TS4在P3位置应力分布图

Figure 3—1 5 Stress distribution in the location P3 in TS2～TS4

(2)底部应力分布

基本结构锚压板底部的测点值与有限元模拟值如图3．16，可以看出，中间点

测试值较模拟值偏小；对比基本结构和原结构模拟值可以看出，试件TSl～TS4中，

由于忽略了辅助板件的影响，基本结构在锚压板底部的模拟值均大于原结构应力

值，但对比图3．8～图3．13看出，P4位置应力值小于P1和P2处的应力值。

60

40

，20

主
妄0
芝

-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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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40
：_

三0
、

型．40

-80

．120

．120 ．80 -40 0 40 80 120 -120 —80 -40 0 40 80 120

口．试件TS 1-TS2 6．试件TS3-TS4

图3．16试件TSl～TS4在P4位置应力分布图

Figure 3-16 Stress distribution in the location P4 in TSl～TS4

综合上述传力竖板和锚压板的应力分布情况可以得出：基本结构的测点值与

有限元模拟值的分布趋势基本一致，在传力竖板NO中与锚压板N1连接端部的横

断面处，位于热影响区的测试值较模拟值略微偏大，应力集中现象突出。

对比基本结构和原结构模拟值可以看出，两者在P1、P2、P3、P4处的应力分

布趋势和受力特征基本一致，且基本结构中的应力集中特征表现更为明显，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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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不同传力竖板倾角(20。～90。)的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性能研究。其中最大应

力区域为传力竖板NO中与锚压板N1连接端部的P1区域，以及两者连接焊缝P2

区域的近受拉端部位置。

3．3 结构应力发展规律

根据疲劳试验中静力加载试验数据，分析试件结构中各板件的应力发展规律，

重点分析主要应力敏感位置的应力发展规律。

3．3．1应力．荷载曲线

在传力竖板中，分别以P1和P2位置处的最大测点应力平均值为研究对象，

试件在初始状态、循环荷载累积至100万次和200万次等三种状态下的加载历程

曲线如图3．17所示。图中显示，在初始状态、循环荷载累积至100万次和200万

次三种状态下，在0-200kN加载范围内，试件的应力与荷载基本保持线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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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测点加载历程曲线

Figure 3-17 Relation curves ofstress and load

万方数据



索梁锚固结构模型试验研究

3．3．2传力竖板应力发展规律

试件TSI～TS4中传力竖板NO中与锚压板N1连接位置处的应力发展情况如图

3．18～3．19所示。

图3～18和图3～19中给出了P1和P2处应力最大测点的平均值随加载循环次

数的变化曲线，其中，随加载次数的增加，P1位置和P2位置最大应力测点测试数

值相对稳定，增幅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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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P1处应力随加载次数变化曲线

Figure 3—1 8 Curves of stress—cycles in the location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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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P2处应力随加载次数变化曲线

Figure 3-19 Curves ofstress-cycles in the location P2

对比不同加载方式下，各测点应力增长率与加载次数的关系曲线如图3-20a，

试件TSl和试件TS2中，P1位置的最大测点应力平均值的增长率随循环次数的增

加有增大的趋势，在200万次时增长率分别约为7．1％和8．1％，恒幅加载和变幅加

载下的应力变化基本一致，变幅加载下增幅相对略高。

对比不同宽高比下，各测点应力增长率与加载次数的关系曲线如图3-20b，P1

位置的最大测点应力平均值的增长率随循环次数的增加有增大的趋势，在200万

次时，试件TS2、TS3、TS4的增长率分别约为8．1％、10．1％和15．5％，锚压板宽

高比越大，增幅相对越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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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载次鼠伪猛

口．不同加载方式

塘玻次致历2j：

6．不同宽高比

图3．20测点应力增长率曲线

Figure 3—20 Growth rate curves of measure points

3．3．3锚压板应力发展规律

试件TSl～TS4锚压板N1中P4位置的应力发展情况如图3．21所示。试件

TSl～TS4中，锚压板底部P4位置的最大测点应力平均值的增长率随循环次数的增

加增大趋势明显，且疲劳荷载幅越大，增长速度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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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测点应力增长率曲线

Figure 3—22 Growth rate curves of measure points

对比不同宽高比下，各测点应力增长率与加载次数的关系曲线如图3-22b，P4

位置的最大测点应力平均值的增长率随循环次数的增加有明显的增大趋势，且在

第一级加载阶段，宽高比j5l／E越大，增长速率越明显。在200万次时，试件T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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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3、TS4的增长率接近甚至超过50％，增长率数值偏大，P4位置在使用阶段需

要重点控制。

3．4疲劳失效分析

3．4．1疲劳寿命分析

试验中试件TSl在荷载累积加载至200万次未观测到表观裂纹，即停止加载，

结束试验。试件TS2～TS4的循环荷载下，共有两类疲劳细节处观测到裂纹。其中

在P1类细节处，即传力竖板NO与锚压板N1连接端部位置，观测到裂纹沿垂直

于N1方向和沿传力竖板厚度方向扩展，裂纹萌生和扩展过程中，裂纹的受力状态

逐渐由轴拉应力转化为拉剪应力，根据受力状态，此类裂纹在扩展过程中逐渐从

纯张开型(I型)转化为张开．滑开型(I．II型)。在P3类细节处，即承力锚压板

N1与承力锚板N3端部连接位置，观测到裂纹沿与N3板成30～600方向扩展，裂

纹属于滑开型(II型)，如图3．23所示。

图3．23疲劳裂纹位置

Figure 3·23 Locations of fatigue cracks

试件TS2～TS4初次观测到两类裂纹的循环次数和对应位置分别列表3。3所示。

表3．3试件裂纹初次观测对应循环次数表

Table 3-3 Loading cycles of fatigue cracks appe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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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3—3中裂纹出现的循环次数，以观测到裂纹为疲劳失效判据，对试件各

类细节展开分析。

对于P1类疲劳细节，由于现有删曲线中未根据宽高比E／E对细节进行详
细分类，暂将试件TSl-TS4作为一类细节进行分析。

依次选用中国铁路规范XIII类细节[341，铁科研试验回归直角边细节、曲线边

细节[61]，美国规范AASHTO[31]E7类细节，欧洲规范Eurocode3[301中的56级细节，

以及英国规范BS5400[35]中F2类细节对应的跚曲线方程，求得试件TSl～TS4等
效名义应力幅(式2—6)对应的疲劳寿命值，如表3—4所示，在双对数坐标中洲曲
线如图3—24所示。

表3．4 TS 1～TS4疲劳寿命计算值

Table 3-4 Fatigue life calculation values ofTS I～TS4

可以看出，对于试件TSl～TS2，锚压板宽高比E／日为1．05，试验测试的疲

劳寿命大于中国铁路规范XIII类细节[341，文献删试验回归直角边细节、曲线边细

节以及美国规范AASHTO[31]E7类细节的．娜曲线得到的疲劳寿命计算值，小于欧
洲规范Eurocode3[30156级细节，和英国规范BS5400[35IF2类细节对应疲劳寿命计算

值。

对于试件TS3，锚压板宽高比为1．33，试验得到的疲劳寿命大于美国规范

AASHTO[”】E7类细节的．洲曲线得到的疲劳寿命计算值，与中国铁路规范XIII类
细节刚和文献‘611试验回归曲线边细节得到的疲劳寿命计算值接近，试件TS2在试

验中的疲劳寿命小于其他涮曲线疲劳寿命计算值。
对于试件TS4，锚压板宽高比为1．82，超出我国规范XIII类细节中对宽高比

的要求为尽／日<1．65，且试验得到的疲劳寿命均小于上述各类孓Ⅳ曲线对应的疲

劳寿命计算值。

综上所述，建议选用中国铁路规范XIII类细训341和美国规范AASHTO[311E7
类细节的．sf-Ⅳ曲线对索梁锚固结构的P1细节进行疲劳分析，但须考虑索梁锚固结

构锚压板宽高比(B1／H1)的影响，结合本文试验数据，引入z对疲劳名义应力幅

值进行修正，如式(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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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m2z‘△q习‘—二．一do(3-4)

F

其中，当锚压板宽高比骂／q>1时，z=0i酉；当E／q≤1，Z=I。
l000

U U1 【J1 1 10 100 1000 O 01 0 1 1 10 100 1000

循环次数／百万 循环次数／卣，j

a．P1类细节与文献孓Ⅳ曲线 b．PI类细节与规范．孓Ⅳ曲线

图3．24Pl类细节与．洲曲线
Figure 3—24 Detail ofcategory P 1 and the S-N curve

采用修正后的疲劳名义应力幅值，试件TS2～TS4在中国铁路规范XIII类细节

对应疲劳寿命计算值分别为144万次、159万次、207万次；美国规范AASHTO[311E7

类细节对应下的疲劳寿命计算值分别为101万次、112万次、145万次，均小于试

验测试中疲劳裂纹出现的寿命。

可见，对于疲劳试验中板件厚度为8mm的P1类疲劳细节，可以采用上述方

法进行疲劳寿命分析，由于中国铁路规范中的XIII类细节【34]S-N曲线是根据实桥

板厚(32mm)的试件进行疲劳试验得到的，因而随着板件厚度尺寸的改变(8mm-

32mm)，P1类细节疲劳性能没有明显的变化。

对于P3类细节，采用欧洲规范Eurocode3[301和我国规范‘321中剪切细节的80

级和100级洲曲线，疲劳寿命计算值如表3．5所示，在双对数坐标下的．洲曲线
如图3—25所示。

表3-5 TS 1-TS4疲劳寿命计算值

Table 3-5 Fatigue life calculation values ofTS 1-TS4

可以看出，试件TS2～TS4中板件厚度为8mm的P3类细节，试验疲劳寿命值

均大于Eurocode3规范80级的疲劳寿命计算值，小于Eurocode3规范100级的疲

劳寿命计算值。建议采用Eurocode3规范80级细节的洲曲线对索梁锚固结构的
P3细节进行疲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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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试验中未观察到裂纹的P2类拉剪细节(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侧

面拉剪细节处)，为安全考虑仍需按照欧洲规范Eurocode3[301中的剪切80级别．洲
曲线进行验算分析。

IOoo

0．0l 0．1 l 10 100 1000
循环次数／百万

图3．25 P3类细节与规范．孓Ⅳ曲线

Figure 3—25 Detail of category P3 and the S-N curve

3．4．2疲劳断裂破坏

焊接结构的疲劳断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受多种内在外在因素的影响。

试验中试件TS2～TS4均发生断裂破坏，破坏形式如图3．26所示。萌生于传力竖板

与锚压板焊缝端部焊趾处的裂纹，沿传力竖板厚度方向和垂直于锚压板方向扩展

导致传力竖板开裂，形成的疲劳断裂区域涵盖P1和P2区域的轴拉位置和拉剪位

置，与3．2节中得到的最大应力区域基本一致，该位置处疲劳细节的裂纹扩展模式

直接影响结构的疲劳寿命。

图3—26断裂裂纹位置

Figure 3-26 Location of fractural cracks

采用Future Win Joe软件摄取试件TS2-TS4的断裂断口形貌，如图3—27所示，

典型的疲劳断口宏观特征主要由疲劳源区、疲劳裂纹稳定扩展区和快速断裂区(瞬

时断裂区)三部分组成。观察试件TS2～TS4的破坏断口，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区

∞

叠善些R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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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光滑区和粗糙区。光滑区断面较为规整，对应了裂纹形成和扩展阶段；粗糙

区对应了结构快速扩展破坏阶段，即瞬时断裂区，符合疲劳断口的基本宏观特征。

一一匿二二芏竺芏!!!霭嚣互蟊曩墨变苎萤■■l
以．试件TS2断口图示

6．试件TS3断口图示

c．试件TS4断口图不

图3—27试件疲劳断口形貌图

Figure 3—27 Fatigue fracture morphology of test specimens

结构在循环荷载作用下，疲劳裂纹从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焊缝的焊趾处形

成，并逐渐向四周扩展，扩展过程中由于开裂面反复摩擦从而产生光滑区，同时

在瞬时断裂期有明显的裂纹形状痕迹，随着疲劳裂纹的继续扩展，有效截面减小，

当不能抵抗外荷载时，发生突然的脆性断裂，从而产生粗糙区。

3．5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索梁锚固结构模型试验基本情况，通过疲劳试验测得索梁锚固结构

的主要疲劳细节的应力幅分布特征，疲劳破坏形式和断口特征，确定了控制索梁

锚固结构疲劳破坏的主控细节和疲劳敏感区域，为热点应力分析和疲劳裂纹扩展

分析提供试验依据。

(1)索梁锚固结构在初始状态下，基本结构的测点值与有限元模拟值的分布

趋势基本一致，在传力竖板NO中与锚压板N1连接端部的横断面处，位于热影响

区的测试值较模拟值略微偏大，应力集中现象突出。基本结构与实际索梁锚固结

构的应力分布趋势和受力特征一致性较高，且基本结构中的应力集中特征表现更

为明显，可用于不同传力竖板倾角(200～90。)的索梁锚固结构疲劳分析。其中结

构最大应力区域为传力竖板NO中与锚压板N1连接端部的P1区域，以及两者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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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焊缝P2区域的近受拉端部位置。

(2)索梁锚固结构在循环荷载作用下，传力竖板的P1位置和P2位置，以及

锚压板的P4位置处的最大应力随加载次数的增加，数值呈现增大的趋势，其中，

变幅加载下增幅较恒幅加载的情况相对略高，且应力增长率随宽高比的增大逐渐

增大；P4位置处的应力值增长率数值偏大，在使用阶段需要重点控制。

(3)疲劳试验中观测到两类疲劳裂纹，萌生于传力竖板与锚压板焊缝端部焊

趾处的裂纹，沿传力竖板厚度方向和垂直于锚压板方向扩展导致传力竖板开裂，

最终形成的疲劳断裂区域；萌生于锚压板与锚板连接端部的裂纹，沿与锚板成

30。～600的方向扩展。其中，传力竖板与锚压板焊缝端部的裂纹扩展模式直接影响

结构的疲劳寿命。

(4)以观测到裂纹为疲劳失效判据，轴拉细节的疲劳性能受锚压板宽高比影

响明显，需对名义应力幅进行系数修正，修正后建议采用我国铁路规范中XIII类

细节或美国规范AASHTO中E7类细节等级进行分析，压剪细节建议采用欧洲规范

中80类剪切细节等级进行分析。试验中未观察到裂纹的P2类拉剪细节仍按照欧

洲规范中80类剪切细节等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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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索梁锚固结构热点应力研究

本章将采用热点应力分析法，对试验模型中的主要疲劳细节进行热点应力判

定和有限元模拟研究，结合试验中的测试值进行合理外推方法研究和疲劳寿命分

析；在此基础上，采用应力集中系数，对基本结构中的几何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

结合实桥中几何参数的取值规律，给出主要控制细节应力集中系数的非线性回归

表达式。

4．1热点应力法

热点应力是指焊接构件焊缝热点位置的最大结构应力，在钢桥结构焊接接头

的疲劳分析中，热点应力只考虑结构宏观几何形状引起的应力集中，即在距离焊

趾端部一定距离处，结构应力沿着板厚方向的分布分为膜应力O-。和弯曲应力13-。，

忽略工程中难以精确获得的焊缝形状本身所引起的局部非线性应力峰值吒¨如图

4．1所示。在热点应力评估过程中，认为试验获得的．孓Ⅳ曲线中考虑了由于焊缝加

工尺寸引起的切口应力的影响【142】【1431，为工程结构的评估有效性提供保证。

图4-1热点应力与切口应力

Figure 4-1 Hot spot stress and notch stress

焊接结构中包括a型和b型两类焊趾热点，如图4．2所示，其中，a型焊趾位

于附板根部、母板表面，取为表面膜应力和弯曲应力之和，外推点的选择主要根

据焊趾热点处板件厚度来决定；b型焊趾位于附板端面，焊趾处应力分布状态与板

厚并不相关，通常取与焊趾有一定距离的位置为外推点。复合式索梁锚固结构的

热点应力区域主要存在P1A、P2B、P3C三种位置，如图4．3所示，三类细节均可

以近似参照口型热点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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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热点类型

Figure 4-2 Types ofhot spots

4．1．1外推点选择与外推方法

陵豳嗡巍黥‰．
。

图4-3索梁锚固结构疲劳细节

Figure 4-3 Fatigue details of anchor stI．ucnlre

常用的热点应力法有热点应力外推法、板厚分析法以及Dong分析法【73|。首先

被提出并得到推广应用的热点应力计算方法是表面外推法，其原理如图4．4所示。

利用距离焊趾表面一定距离的两点或三点处的结构应力进行线性或二次插值计算

来确定焊趾处的热点应力值，图4．4口所示为两点线性表面外推法，图4．46所示为

三点二次表面外推法。采用的是Lagrange插值方法，线性及二次外推法使用的插

值计算公式分别为：

％2
X2·g(五)一一·0"s(X2)

(4—1)
X2一鼍

瓯。：型迎3二堕至堕生堕虹兰止盟立堕丛生型塑堕(4-2)。舡

屯恐(玛一艺)+五而(五一恐)+_屯(而--X1)

a．两点线性外推 b．三点二次外推

图4．4热点应力外推法

Figure 4-4 Extrapolation of surface stresses to the hot spot

式中，o-h。为焊趾处的热点应力，x。、x：、x3分别为外推点1、2、3与焊趾热

点之间的距离，o-Ax,)、q(叠)、g(恐)分别为外推点1、2、3处的结构正应力。

类似地，剪切应力采用同样的计算形式进行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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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IW外推法

对于a型焊趾热点的热点应力，国际焊接协会IIW推荐了线性外推和二次外

推两种方法，对于线性外推，由距焊趾0．4f和1．0f(f为板厚)的距离处的相关点

的应力值线性反推获得[691，反推公式如式(4．3)：

％，=1．670-0 4r一0．670'1 0， (4—3)

IIW建议线性外推法适用于弯曲应力较低、焊趾附近处应力增长大致为线性的

情形。在通过有限元获取相关点处的应力值时，IIW提供了相应的的有限元网格划

分建议，指出在焊趾热点附近，单元需要进行精细划分，以确保热点处应力和应

力梯度足够精准，满足再精细的网格划分不会引起局部应力分布的变化为止[1421。

对于承受较高弯曲应力的结构，IIW推荐采用三参考点的二次外推法，三个参

考点的依此为距离焊趾0．4f，0．9f，1．4t(f为板厚)的位置处[69]热点应力通过式(4．4)

获得：

O"hs=2．520-0 4f一2．240-0 9f+0．720-1 4， (4-4)

对于b型焊趾热点的热点应力，IIW推荐了一种三参考点的二次外推法，由于

该类焊缝处的裂纹行为与板厚无关，相关参考点的取位与板厚也无关，而是通过

距焊趾点的距离来确定，依此取距离焊趾点4mm、8mm以及12mm处为参考点，

热点应力由式(4．5)获得。

吒，=30-4—30-8+q2 (4—5)

(2)ABS／DNV外推法

对于a型焊趾热点，美国船级社ABSt701和挪威船级社DNVr671推荐距离焊趾

0．5f和1．5f处为参照点，热点应力由式(4．6)获得，该法获得的热点应力一般低于IIW

推荐的线性外推法。

％=1．50-0 5f一0．50-1 5f (4-6)

对于承受较高弯曲应力的结构，DNV推荐采用三参考点的二次外推法，三个

参考点的依此为距离焊趾O．5f，1．5于，2．5f(f为板厚)的位置处[67]热点应力通过式

(4．7)获得[144]：

O'hs=1．8750-0 5f一1．250-1 5f+0．3750-2 5， (4—7)

4．1．2热点应力判别

(1)有限元应力取值

对于结构热点处应力的取值方法，IIW给出了相关规定：对于处于双轴应力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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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下的焊缝位置，根据热点处第一主应力q与焊缝垂直方向夹角口’的关系进行判

断，当口7≤60。时，该处热点应力满足O-hs=q；当口7>60。时，该处热点应力为

O'hs=o-x，即需重新计算第二主应力值得到与焊缝垂直方向平行的应力值q，如

图4．5所示。

甜r<60。

图4—5焊趾处的应力参数

Figure 4-5 Stress parameters at weld toe

此外，对于处于其他应力状态，如剪切状态、三向应力状态下的焊缝，亦可

采用类似方法外推。英国能源部将热点应力表述为沿着焊缝处的极值应力，其中

极值应力可以理解为最大主应力值或最大剪应力值。对于受力复杂的焊缝热点，

可以分别按照最大应力和最大剪切应力计算，根据热点．洲曲线分别评估寿命值，
取保守值作为工程参考。特别地，对于剪切状态的焊缝热点，根据最大切应力准

则，最大剪切应力值％驭可以由第一主应力q和第三主应力吒表达，如式(4—8)：

Tmax：掣 (4．8)22●=—。 一。西J

(2)试验测试参数

热点应力最初的思路来源于试验测试数据，在外推点五、X2、恐测得的表面

应变值依次为毛(_)、t(恐)、E，(x3)，则焊趾热点位置的热点应变毛，同样可以采

用表面外推法取得，如式(4．9)和式(4—10)．-

‰：笙丛止趔(4-9)
恐％(恐一X2)+xlx3(x1一X3)+xlx2(x2一X1)

(4—10)

对于处于单轴应力状态的结构，热点应力吒。可直接由材料弹模E和热点应变

已。得到，近似计算公式如式(4—11)：

吒钮·气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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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处于双轴应力状态下的结构，实际结构的应力值往往较式(4—11)计算所得

应力值大10％，此时，热点应力％近似计算公式如式(4—12)：

吒。2‰·E·‰ (4—12)

式中，以，为修正系数，IIW中给出以。的计算公式如式(4-13)，其中，两向应

变值之间的比例关系占。／q可采用应变测试或者有限元模拟获得，y为结构材料泊

松比。

n。=(1+v卫)／(1一y2) (4．13)

4．1．3应力(变)集中系数

(1)应力集中系数

应力集中是指受力构件由于几何形状、外形尺寸发生突变而引起局部范围内

应力显著增大的现象，应力集中系数反映了应力集中的程度。通常结构截面尺寸

改变愈剧烈，应力集中系数就愈大。工程上焊接节点的应力集中系数K玉等于焊

趾处热点应力‰与名义应力吒的比值，如式(4-14)：

K嘶=垒 (4—14)
Dn

(2)应变集中系数

钢材为各向同性的线弹性材料，忽略焊接引起的结构材料弹性模量的变化，

借助胡克定律描述试验结构焊缝焊趾所在平面一点的应力状态，其中，该点的主

应力大小分别为q、盯：、％，平面内q方向与焊缝垂直，万：方向与焊缝平行，％

平行于平面法线方向，三个主应力对应的应变值分比为毛、s：、毛，泊松比为y，

弹性模量为E，则该点应力应变关系可以表达为式(4．15)：

如2q—y(吒+呸) (4-15a)

E乞20-a—v(o-,+吒) (4-15b)

如20-3一v(o-,+吒) (4—15c)

分别由式(4．15b)乘1式(4．15a)，式(4．15c)和式(4—15a)N将仃：和吒表达为式

(4-16)：

正：瓯一墨鱼二型 似．16一a、)呸2q一—彳_ 一。1

正：瓯一生鱼二盟 (4．16b)Ob)q2q一—彳_ 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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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4．16a)两fN同时乘以系数1／G，并将0-：和0-3分别采用式(4-15b)和式

(4．15a)带入，整理可得式(4—17)：

E；el。=E(1劫)旦0-n删南)(马oc"n(2一詈一} (4_17)
占n

l+y 6-1 己：1

当主应力0-1与焊缝垂直方向夹角口满足甜≤60。时，该处热点应力满足

％。：q，因此，应力集中系数K肼和应变集中系数‰表达为式(4_18)：
垴2詈2暑，‰2号(4-18)

将式(4．1 8)带入式(4—17)，整理得到式(4—19)：

‰=(1咖)k+专(2专专)‰(4-19)
整理化简得到应力集中系数K研和应变集中系数‰之间的关系表达式如

式(4—20)所示：

l-v(1—．．0．0．—2———．e3)垴2可糟‰(4-20)
特别地，对于面内问题，结构处于双轴应力状态，此时吒=0，考虑q≠0，

式(4．1 5b)日-]转GY--J式(4—2 1)：

q(1+∥)：Ee,(1一曼) (4—21)
己1

考虑应力集中系数K船和应变集中系数‰的表达式(4—18)，整理得到岛／e1
表达式为式(4—22)：

量：1一拿(1+y)=1一鱼(1+y) (4—22)K
毛 Eq、

。

SNCF

将式(4．22)带入式(4．20)，得到双轴应力状态(q=o)下，应力集中系数K’cF和

应变集中系数‰的关系表达式为式(4-23)：
1+1／垒

KsCF=
(1+y)(卜l／)

磁ⅣCF (4_23)

可以看出关系式(4。23)与IIW给出的双轴应力状态下热点应力与热点应变之间

的修正系数(4．13)一致【66】。

在面内问题中，若结构处于单轴应力状态，此时，呸=o-3=0，此时式(4-15a)

中Eet=q，此时垴=妊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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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测试中，应力集中系数K妍可通过平行于焊缝的应变和垂直于焊缝的

应变之间的比值来确定。

4．2索梁锚固结构疲劳细节的热点应力

4．2．1 主要疲劳细节的热点应力判定

(1)轴拉应力细节(位置P1A)

传力竖板中P1A类细节处，第一主应力0"1方向基本与焊趾成900，第二主应

力值盯，与焊趾平行，数值较小，最大值约为0．150-1，且随着距焊趾距离X的增大，

迅速减小，在x≥1．6f时，0-2<0．10-1，第三主应力为0，如图4-6所示。传力竖板

中的细节P1A，承受拉应力，可近似为单轴承拉状态，采用主应力计算焊趾处的

热点应力值。

口．应力分布状态 6．热点应力外推法

图4-6 P1A类细节的热点应力

Figure 4-6 Hot spot stress of detail P1A

(2)拉剪应力细节(位置P2B)

传力竖板中P2B类细节处，随着与细节P1A焊趾距离，，的增加，应力分布状

态逐渐发生改变。在接近P1A类焊趾的位置处P2B(t,=f)，第一主应力q与焊缝

基本平行，第二主应力与焊缝垂直，其中在P2B类细节焊趾处应力值最大

0-2=0．290-1，在P2B(I=f，x≥3n处， =，如图4．7所示。在远离 类焊x0-3 0 P1A

趾位置处t'2B(1= 1，结构处于剪切状态，第二主应力 =，最大剪切应x6．625t 0-2 0

力‰=(0-1一吒)／2，如图4—8所示。
传力竖板中的细节P2B，同时承受拉应力和剪切应力，且沿距离细节P1A位

置的增加，剪切应力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而沿距离P2B类焊缝焊趾距离的增加，

轴拉应力更为明显，依次取屯=t，Z。=6．625t两位置应力进行分析。其中，对于Z。=f

位置，近似处理为单轴承拉状态，采用主应力计算焊趾处的热点应力值；，，=6．62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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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处吒=0，采用最大剪应力进行热点应力推算。

口．应力分布状态 6．热点应力外推法

图4．7 P2B类细节的热点应力

Figure 4-7 Hot spot stress of detail P2B(I,=r)

口．应力分布状态 6．热点应力外推法

图4-8 P2B类细节的热点应力

Figure 4-8 Hot spot stress of detail P2B(／．=6．625t)

(3)剪切应力细节(位置P3C)

传力竖板中P3C类细节处，在与P1A类焊趾一定距离时，结构处于剪切状态，

第二主应力％=0，最大剪切应力Z'max=(q一0-3)／2，P3C(I，=6．625f)点应力状态

如图4-9所示。取，，=6．625t位置应力进行分析，其中乓为距离细节P1A位置的距

离，采用最大剪应力计算焊趾处的热点应力值。

口．应力分布状态 6．热点应力外推法

图4-9 P3C类细节的热点应力

Figure 4-9 Hot spot stress of detail P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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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热点应力模拟值

(1)基本假定

综合考虑IIW、ABS、DNV等指导准则的规定，文中采用基于表面外推的热

点应力有限元计算，并作如下假定[66】[145]：

1)结构采用线弹性材料；2)不考虑与制造相关的公差；3)板壳有限元模型

中不考虑角焊缝的模拟，热点取为模型中性面的交点处，如图4．10a所示，采用8

节点二次单元或者4节点单元[67]【70】，若板厚为f，网格划分最大密度为(肛f)【67][701，

相对精细的网格划分尺寸需要小于或等于(0．4txO．4t)[68】；4)三维实体有限元模

型中考虑角焊缝模拟，热点取为实际焊趾建模位置，如图4．10b所示，采用20节

点的六面体单元时，在板厚方向至少划分一层单元，若采用8节点实体单元，在

板厚方向至少划分为4层单元【67】[68]【70]。

口．壳单元模拟 6．实体单元模拟

图4．10三维有限元中的应力外推法

Figure 4—1 0 Stress extrapolation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FE model

选取试件TSl和TS2对应的结构为研究对象，分别针对三类疲劳细节，对比

单元类型、网格划分以及外推点选择三方面的参数对结构热点应力的影响。其中，

单元类型分析中，试件依次采用shell63单元，shell93单元，solid45单元和solid95

单元模拟，并考虑锚板为实体单元，其他板件为壳单元的情况；网格划分分析中，

分别针对考虑shell63单元，shell93单元，solid45单元和solid95单元等四种单元

类型，变化网格划分尺寸，局部焊缝位置网格尺寸分别采用(0．1tx0．It)、

(0．2tx0．2t)、(0．4txO．4t)；外推点和热点计算中选用IIW和DNV中提及的两类

线性外推方法和两类三参考点的二次外推法。

(2)单元类型

对于传力竖板中的细节P1A，承受拉应力，可近似为单轴承拉状态，采用主

应力计算焊趾处的热点应力值，如图4．11，可以看出不同壳单元类型模拟下，应

力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当距离焊趾距离x≥4t时，两者应力分布吻合，当x<4t时，

shell63模拟得出的应力值较shell93模拟的应力值稍微偏大；采用实体单元模拟锚

万方数据



北京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板时P1A板处应力略微偏大，shell93对实体单元锚板的敏感性相对更为明显。在

采用不同实体单元模拟下，当距离焊趾距离x≥f时，应力分布完全一致，当x<t

时，两者波动性不大，基本接近，由外推点获得热点应力基本一致，solid95模拟

值略小；采用实体单元获得的应力值较壳单元明显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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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壳单元 6．实体单元

图4-11不同单元类型下疲劳细节P1A处热点应力对比

Figure 4-1 1 Hot spot stress comparison ofdetail P1A with different element types

对于传力竖板中的细节P2B， 对于Z，=t位置，近似处理为单轴承拉状态，采

用主应力计算焊趾处的热点应力值，如图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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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壳单元 6．实体单元

图4．12不同单元类型下疲劳细节P2B处热点应力对比

Figure 4-1 2 Hot spot stress comparison of detail P2B with different element types

可以看出不同壳单元类型模拟下，应力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当距离焊趾距离x

≥4f时，两者应力分布吻合，当x<4t时，shell63模拟得出的应力值较shell93模

拟的应力值稍微偏大；采用实体单元模拟锚板时P2B板处应力略微偏大，shell93

对实体单元锚板的敏感性相对更为明显。在采用不同实体单元模拟下，当距离焊

趾距离x≥f时，应力分布基本一致，当x<t时，两者略有波动，由外推点获得热

点应力中solid95模拟值略大；采用实体单元获得的应力值较壳单元明显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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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锚压板中的细节P3C，处于压剪状态，取t=6．625t两位置应力进行分析，

＆为距离细节P1A位置的距离，采用最大剪应力计算焊趾处的热点应力值，如图

4．13。

口．壳单元 6．实体单元

图4．13不同单元类型下疲劳细节P3C处热点应力对比

Figure 4-1 3 Hot spot stress comparison of detail P3C with different element types

可以看出不同壳单元类型模拟下，应力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当距离焊趾距离x

≥2f时，两者应力分布吻合，当x<2t时，shell93模拟得出的应力值较shell63模

拟的应力值稍微偏大；采用实体单元模拟锚板时P3C板处应力明显偏大。在采用

不同实体单元模拟下，当距离焊趾距离x≥f时，应力分布基本一致，当x<t时，

两者略有波动，由外推点获得热点应力中solid45模拟值略大；采用实体单元获得

的应力值较壳单元明显偏大。

综合三类位置热点应力对单元类型的敏感性，分别选用shell63单元和solid45

单元作为后文分析的基准模型。

(3)网格划分

传力竖板中的细节PIA随网格尺寸划分的变化规律如图4．14所示，可以看出

当网格尺寸≤0．2t，应力分布基本吻合，当x=0．4t时，模拟值相对与网格尺寸≤O．2t

偏大。
‘

传力竖板中的细节P2B随网格尺寸划分的变化规律如图4．15所示，对于≯f

位置，近似处理为单轴承拉状态，可看出当网格尺寸≤0．2t，应力分布基本吻合，

网格尺寸为O．4f时，模拟值相对与网格尺寸≤0．2t偏小。

对P3C类Z，=6．625t位置，为承剪状态，细节P3C热点应力随网格尺寸划分

的变化规律如图4．16所示，可以看出当网格尺寸≤0．2t，应力分布基本吻合，当网

格尺寸为O．4f时，壳单元模拟计算应力值相对与网格尺寸≤0．2t偏小，实体单元模

拟计算值相对与网格尺寸≤0．2t偏大。当网格尺寸≤0．2t时，热点应力模拟值基本

保持稳定。综合各位置热点应力对网格划分的敏感性，选用网格尺寸(0．2tx0．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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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不同网格尺寸下疲劳细节P1A处热点应力对比

Figure 4-14 Hot spot stress comparison ofdetail P1A with different meshing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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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1 5 Hot spot stress comparison of detail P2B with different meshing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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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16 Hot spot stress comparison ofdetail P3C with different meshing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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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外推方法

分别采用IIW线性外推，IIW二次线性外推，ABS／DNV线性外推，ABS／DNV

二次线性外推方法，对shell63、shell93、solid45、solid95等四种单元类型的结构

模型进行有限元计算，获得轴拉状态下传力竖板N1的热点应力计算值，选取

shell63单元和solid45单元的对比图示作为代表图示进行分析，如图4．17所示。可

以看出，对传力竖板中的细节P1A，四种外推方法中，IIW二次线性外推值最大，

ABS／DNV线性外推值最小，IIW线性外推值较ABS／DNV二次线性外推值略小，

在壳单元模型中，IIW线性外推值与ABS／DNV二次线性外推值基本相等，差别微

小。

0 0．， 1 1．5 2 2．5 O 0．5 l 1．5 2 2．，

距离h 距离疗

口．壳单元 6．实体单元

图4．17不同外推方法下疲劳细节P1A处热点应力对比

Figure 4-1 7 Hot spot stress comparison of detail P 1A with different extrapolation methods

对传力竖板中的细节P2B，对于驴f位置，四种外推方法中，IIW二次线性外

推值最大，ABS／DNV线性外推值最小；IIW线性外推值与ABS／DNV二次线性外

推值基本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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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不同外推方法下疲劳细节P2B处热点应力对比

Figure 4—1 8 Hot spot stress comparison of detail P2B with different extrapolation methods

由于i=6． 位置处正=，采用最大剪应力进行热点应力推算如图4．18所x 625t 0

示。四种外推方法中，IIW二次线性外推值最大，ABS／DNV线性外推值最小，在

壳单元模型中，IIW线性外推值小于DNV二次线性外推值，与IIW二次线性外推

值接近，在实体单元模拟中，IIW线性外推值与DNV二次线性外推值基本相等。

对传力竖板中的细节P3C，对于Z，=6．625t位置，在壳单元模型中，IIW线性

外推值、IIW二次线性外推值、DNV线性外推值三者值接近，DNV二次线性外推

值最小，在实体单元模拟中，IIW二次线性外推值最大，IIW线性外推值大于DNV

线性外推值，DNV二次线性外推值最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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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不同外推方法下疲劳细节P3C处热点应力对比

Figure 4-1 9 Hot spot stress comparison of detail P3 C with different extrapolation methods

综合三类位置处的热点应力的四种外推模拟值，本文选择采用IIW线性外推

值作为有限元模拟的热点应力值进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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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热点应力测试值分析

试验中对试件TS2～TS4中P1A类位置处的热点应变进行了测试取值，测点具

体布置如图4．20所示。其中P1A位置测点采用式(4-12)进行热点应力计算。

a．P1A类细节三维图 b．试件测点布置图

图4．20线性外推热点处测点布置图

Figure 4—20 Measuring points ofextrapolation hot spots

采用文中选定的shell63和solid45单元类型，0．2t×0．2t的网格尺寸，进行有限

元模拟，采用IIW线性外推得到试件TS2～TS4的热点应力值，并与测点应变计算

值进行对比，如图4．21a所示。

细节P1A类位置处于轴拉状态，试验值大于壳单元shell63模拟的热点应力外

推值，略小于实体单元solid45模拟外推值。由于试验中破坏位置位于P1类裂纹

处，故以表3．3中试验观测到P1类裂纹为疲劳失效判据，分别取该处的热点应力

测试值、shell63模拟外推值和solid45模拟外推值，在双对数坐标中结合s帐一Ⅳ曲

线进行疲劳寿命分析。

a．P1A类细节热点应力 b．IIW规范FAT90曲线

图4．21疲劳细节P1A的热点应力对比分析图

Figure 4·21 Comparison diagram ofhot spot stress ofdetail P1A

桥梁结构在热点应力寿命分析中采用统一的‰一Ⅳ曲线，根据挪威船级社规
范DNV和IIW线性外推，德国船级社中对完全承载焊接节点的建议‰一Ⅳ曲线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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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IIW规范的FAT90曲线[⋯”，即200万次对应的疲劳强度应力幅为90MPa，常幅

疲劳极限为52．63MPa，变幅疲劳截止限为33．2MPa，在双对数坐标下曲线如图

4．21b所示。选用该曲线进行热点应力疲劳寿命分析，可以看出，索梁锚固结构中

P1A位置的热点应力测试值和有限元模拟值在该曲线上对应的疲劳寿命均小于试

验中观测到裂纹的实际寿命，故选用FAT90曲线对热点应力进行分析是合理可行

的，且采用solid45单元模拟的热点应力值用于疲劳寿命预V．d布H对偏于保守。

4．3索梁锚固结构疲劳细节应力集中系数

热点应力分析中，多采用应力集中系数(K肼)分析结构的各尺寸的合理性，

为研究索梁锚固结构各尺寸参数对应力集中程度的影响，本节根据实桥的统计参

数，选定主要几何参数，研究应力集中系数对几何参数的敏感性，并对主要控制

位置P1A和P2B处的应力集中系数进行参数定量化分析，确定有效的回归表达式。

4．3．1几何影响参数

在工程手册中可以直接查取常用基本细节的应力集中系数，国内外船社级中[64]

主要考虑了板件厚度和长度对接头热点应力的影响，给出两平面板对接焊缝的应

力集中系数关于两板厚度f(两板等厚)、T／t(两板不等厚)的表达式(4—24a)和式

(4-24b)，以及十字接头焊缝的应力集中系数关于各板件相应厚度t和长度

?J(i=1，2，3，4)的表达式(4-25)： 埯-1+掣(4-24a)
％_1+黼(4-24b)
特1+嚣祷

净25)

其中，瓯为最大偏差；巧为由于厚度变化引起的偏心距，对于对接焊缝

巧=O．5(T—f)，对于十字接头焊缝巧=O．5(矗一乞)；瓯为娶Ⅳ曲线中对接考虑的固

有偏心距，对于对接焊缝瓯=0．it，对于十字接头焊缝瓯=o．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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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对接接头 b．十字接头

图4．22应力集中系数图示

Figure 4-22 Diagram of 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

管德清[1461给出的常见焊接接头的理论应力集中系数中，主要考虑板厚f与焊

趾根部半径，等几何参数的影响，其中T形板和十字形接头的表达式如式f4．26)～

式(4—27)：

K妍．r=1+0．272(L)05 (4．26)
r

‰斗=1+0．35(tanO)025(三)05 (4．27)
71

淳庆、邱洪兴等‘1471采用有限元模拟，考虑焊高鲰焊趾曲率半径八板件厚

度比‘／乞以及板件长度比H／L等几何参数对T形和十字形两种不承载角焊缝应力

集中系数的影响，给出了两种不承载角焊缝关于焊缝几何参数向，与厂的应力集中

系数表达公式(4．28)～式(4．29)：

1

％-r=1．06+0．515j亭 (4—28)
r心hf

1

KcF．+=1．369+o．755—l_ (4—29)
r心n『

李莹[148】给出考虑焊脚长度和焊趾过渡半径的焊接工字钢梁应力集中系数计

算公式(4．30)：

K妍．，=1+0．4 1 3h10 425r圳62 (4．3 0)

可见，对于单一的焊接细节，应力集中系数主要有焊脚长度，焊趾曲率半径

以及焊件厚度、焊件长度有关。

(2)索梁锚固结构参数

索梁锚固结构中传力竖板NO与锚压板N1的主要承载焊接位置采用全熔透性

万方数据



北京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焊缝，焊缝过渡半径和焊脚长度基本由板厚确定，变化范围较小，文中主要通过

焊缝长度以及板件厚度和长度等几何尺寸进行分析。相比单一细节，索梁锚固结

构细节相对复杂，虽然连接组合形式较为简单，但尺寸参数与相对位置的尺寸参

数变量较多，第2．3．2章节中根据现有规范和实桥调研参数范围限定索梁锚固结构

的参数尺寸变化区间。

为研究各参数的变化对疲劳细节出应力集中系数的影响，采用有限元分组模

拟对比不同参数下的应力集中系数值，各参数变化区间如表4．1所示。

表4．1结构尺寸变化参数

Table 4．1 Parameters of structure size

为了方便表示分yJIJIRa=to／t1，,B=HI／tx，y=日d／tl，cp=H,／tx。

4．3．2应力集中系数

根据热点应力集中系数的概念，可由式(4．14)进行求解，其中索梁锚固结构中

的P1A类细节名义应力可由公式(2。6)计算；索梁锚固结构中的P2B(／，=f)类细节

处靠近端部P1A类细节，且结构以平行于荷载方向的主拉应力为主，名义应力采

用公式(2．6)计算；远离P1A类焊趾位置处P2B(I，=6．625t)，结构近似处于剪切状

态，第二主应力0-2=0，最大剪切应力‰=(0-1一吒)／2，名义应力采用公式(2-7)
计算；索梁锚固结构中的P2C(I。=6．625t)，结构处于剪切状态，第二主应力o-2=0，

最大剪切应力气。，=(0-1一o-3)／2，名义应力采用公式(2—8)计算。

(1)轴拉应力细节(位置P1A)

考虑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处过渡圆弧半径日，，锚压板焊缝长度日，锚压板

到约束端距离巩，以及锚压板厚度t，与传力竖板厚度％等对热点应力系数的影响。
其中在传力竖板和锚压板厚度变化时，应力集中系数的变化规律如图4．23。在

“／‘=1时，随厚度尺寸的增加，应力集中系数基本保持稳定状态；随fl--／-／1／t,的

增加，应力集中系数先明显减小，在fl=H1／11>21．25后，应力集中系数又呈现增

大趋势。 在t。／‘≠1时，固定t，尺寸，变化靠尺寸，可以看出，随乇／‘的增加，应

力集中系数呈增加趋势。在0．75≤“／tl≤1．15时，应力集中系数较小；随fl=H1／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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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应力集中系数逐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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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3 PIA类细节Kscr趋势分析图

Figure 4-23 Variation tendency of K虻F in detail PIA

保持两板件厚度相等且不变乇=‘，变化长度尺寸如图4-24所示，可以看出在

相同孕o=Hr／矗下，应力集中系数随／爿毛／‘的增大逐渐减小，后略有增加，随

／q----／71"1／矗的增大而减小。在相同y爿L／‘下，应力集中系数随驴赳／t,的增大有降
低趋势，随∥喝／‘的增大先明显降低，后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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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4 P1A类细节K妍趋势分析图

Figure 4-24 Variation tendency of K汇F in detail P1A

(2)剪拉应力细节(位置P2B)

近P1A类焊趾位置处P2B(Z,=f)，在传力竖板和锚压板厚度变化时，应力集

中系数的变化规律如图4—25所示。在乇／t，=1时，随厚度尺寸的增加，应力集中系

数基本保持稳定状态，变化微小； fl=Hx／‘的增加，应力集中系数先明显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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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fl=H1／tl>21．25后，应力集中系数又呈现增大趋势。在to／t1≠1时，固定z。尺寸，

变1：56to尺寸，可以看出，to／ta的增大，应力集中系数呈增大趋势； fl=H，／tI的

增加，应力集中系数逐渐减小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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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5 P2B(／，=f)类细节K姘趋势分析图

Figure 4-25 Variation tendency of K姘in detail P2B(／，=t)

保持两板件厚度相等且不变t。=‘，变化长度尺寸如图4．26所示，可以看出在

相同妒=珥／‘下，应力集中系数随y爿L／‘的增大而减小，随∥黾／f。的增大逐渐
减小，先减小后略有增加。在相同y司。／矗下，应力集中系数随妒书／‘的增大而
降低，随fl--／／1／tl的增大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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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6P2B(I，=t)类细节K妍趋势分析图

Figure 4-26 Variation tendency of K汀in detail eaB(1，=t)

远离P1A类焊趾位置处PZB(I，=6．625t)，在传力竖板和锚压板厚度变化时，

应力集中系数的变化规律如图4．27所示。在如／‘=1时，随厚度尺寸的增加，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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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系数基本保持稳定状态，变化微／J"随∥也／tI的增加，应力集中系数呈现增
大趋势，增大幅值趋于稳定。to／q≠l时，固定t。尺寸，变4Jct。尺寸，．-IDA看出，

to／t1的增加，应力集中系数呈减小趋势，且随∥出／t,的增加，降低趋势逐渐越
明显。

l·2

l

O·8

、

窖o‘6
O·4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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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媲)

口．乇和∥对蚝cF的影响曲线(9，y为定值)

a=tdtJ

b．口和∥对K泖的影响曲线(9，yNgN)

图4-27 P2B(／x=6．625t)类细节K汀趋势分析图

Figure 4—27 Variation tendency of K汀in detail P2B(I，=6．625t)

保持两板件厚度相等且不变t0=毛，变化长度尺寸如图4．28所示，在相同

CO匆／‘下，应力集中系数随／爿L／‘的增大基本保持不变，随fl--／／i／‘的增大而
明显增大，增大幅值趋于稳定。在相同y爿L／‘下，应力集中系数与co=H,／tx变化

基本无关，随fl=H，／t1的增大而增大，增大幅值趋于稳定。故fl=H1／毛对P2B

(Z，=6．625t)位置的应力集中系数有影响相对明显，板件其他长度参数影响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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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秘1 《o=H,／ti

a．，，和∥对K妤的影响曲线(口，妒为定值) b．9和∥对K姘的影响曲线(口，y为定值)

图4-28 P2B(Z。=6．625t)类细节K妤趋势分析图

Figure 4-28 Variation tendency of K妍in detail P2B(／，=6．625t)

由图4—27和图4．28可以看出，在∥驾／f1≤21．75时，P2BU,=53)类细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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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集中系数小于1，即不存在应力集中现象，表现出应力扩散特征，即随着

∥喝／‘的降低，索梁锚固结构的主要应力状态为拉应力，剪应力效应逐渐减弱。
(3)剪切应力细节(位置P3C)

位置处P3C(1，=6．625t)，在传力竖板和锚压板厚度变化时，应力集中系数的

变化规律如图所示。在乇／‘=1时，随厚度尺寸的增加，应力集中系数基本保持稳

定状态，变化微小；随fl--／-／1／t1的增加，应力集中系数呈现增大趋势，增大幅值趋

于稳定； 在t。／‘≠1时，固定t，尺寸，变化“尺寸，可以看出，随“／毛的增加，应

力集中系数逐渐减小趋于稳定，且随fl=H1／tl的增加，趋势越明显。

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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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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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和∥对≮砸的影响曲线(9，y为定值) b．口和∥对K泖的影响曲线(妒，y为定值)

图4—29 P2C(Z，=6．625t)类细节K研趋势分析图

Figure 4-29 Variation tendency of K卯in detail P2C(1，=6．625t)

保持两板件厚度相等且不变to=‘，变化长度尺寸如图所示，可以看出在相同

9赳／‘下，应力集中系数随7鼍。／矗的增大基本保持不变，略微有增大的趋势，
随p=Lr,／tl的增大而明显增大，增大幅值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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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0 PaC(Z，=6．625t)类细节K汀趋势分析图

Figure 4—30 Variation tendency of K玉in detail P3C(1，=6．62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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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y钮d／‘下，应力集中系数随9电／‘的增大略微减小，随fl=H1／t．的
增大而明显增大，增大幅值趋于稳定。综上所述，故∥喝／t,对P3C(／，=6．625t)
位置的应力集中系数有影响相对明显，板件其他长度参数影响微弱。

综合各类细节热点应力集中系数随四参数(Z=to／tl，fl=H1／‘，y爿L／‘，

p钮，／‘的变化趋势，可以得出／9=H1／‘的变化对各类位置热点应力集中系数的影
响最为明显，对于P1A类细节和P2B(I。=t)类细节，a=％／q的减小，以及y≈‘／‘

和9钮，／毛的增大可以一定程度降低应力集中系数K妒F。

4．3．3非线性回归

为了方便工程应用，选取应力集中系数较大，热点应力较大的控制点P1A和

P2B(／x=f1处的应力集中系数进行非线性回归，拟合应力集中系数关于结构几何尺

寸参数的表达式，在设计阶段可以辅助判断结构布置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1)主成分分析原理

主成份分析法是基于线性变换对高维变量系统进行最佳综合与简化，得到一

组新的替换指标，使这些新指标尽可能反映原来变量的信息，客观地确定各个因

子的权重，进而判定结构设计尺寸参数中的主要控制参数变量。

设定有f个样本，每个样本共有．，个变量，构成一个正交化的f誓，阶数据矩阵

咒如式f4．3 111149J：

X=

X11 X12⋯五J

X21 X22⋯X2J

xzl X12⋯％

(4—31)

其中，蜀为第i样本的变量／的统计参数。记x。，x：，⋯，一原变量指标，

Z。，Z：，⋯，乙∽嘞为新变量指标，则式中z，，z：，⋯，z。分别称为原变量指
标X。，X：，⋯，一的第1，2，⋯，m主成分，主成分分析的主要工作就是确定每

一个主成分z，中在原变量■上的荷载乇，即原变量x，，X2，⋯，誓对相关系数矩
阵的前聊个较大的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

Z1=‘l而+‘2X2+⋯+‘，■

z2 2如1墨+如2X2+．．．+12j_
(4．32)

Zm=lmlXl+2m2x2+⋯七2嘲xj

其中z，与z，(笱，i，j=l，2，．．．，聊)相互无关；刁为x。，x2，⋯，■的一切线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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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方差最大者，z：为与z。不相关的x。，％，⋯，0的一切线性组合中方差次大

者，2m为与z。，z：，⋯，Zm-1都不相关的z。，x：，⋯，_的一切线性组合中方差

最小者。

为计算原变量对主成分的贡献值，确定原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R，如式(4．33)：

R=

巧1巧2⋯巧J

吒1吃2⋯吃J

‘1‘2⋯乃

(4-33)

其中为0原变量誓与x，的相关系数：

卫 一——

∑(‰一t)(‰一■)
乃2了孝l_——亍——一 (4-34)

、／∑(％一i)2∑(‰一i)2
V k=l k=l

根据特征方程l见Jr—Rf=0求解特征值丑(江1，2，．．．，p)，且五≥五≥⋯≥九≥0，
进而确定特征值丑对应的特征向量e，(i=1，2，．．．，p)，其中e，向量的第／个分量满足

∑弓=1，进而第K主成分的贡献率为五／∑忍，前K项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
i=l

∑乃／∑五。勺为第f个主成分z，中，第／个原变量■的贡献比例，如式(4—35)。

乞=√乃白(江1，2，．．．，P) (4-35)

(2)几何参数主成分判定

根据4．3．2章节中的结果，可以看出控制点P1A和P2B(I，=f)处应力集中系数

与口2to／‘，／9=Hi／tl，y爿L／‘，9=珥／岛等参数存在关系，由于实桥结构尺寸参

数之间互相存在约束条件，在实际桥梁结构中的参数取值存在耦合关联，为了解

除耦合约束效应，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目前现有桥梁中的索梁锚固结构几何

参数进行约束关系解耦分析，判断结构设计参数中有效的控制主成分和相应贡献

率。

综合考虑口2to／ti，／7=H1／‘，y爿毛／tl，够电／tl以及第3．4．1章节中提及的
索梁锚固结构敏感尺寸参数锚压板宽高比f瑙／q，作为原参数，实际桥梁结构
选用72个样本点进行分析，原参数如式(4．36)：

X1=f吗／日；x2=∥喝Iq；
而=伊嘲／岛；x4=y叫d Itl； (4-36)

z5=口2fo／^

主成分及贡献率如图4．31口所示，其中两项主成分z1和z'的贡献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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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和35．7％，两者之接近90％，选取前两项作为几何参数的主成分项，z。和z2

表达为式(4．37)：

60

50

40

蓦

缝30
礁
暇

20

lO

O

o-006

o．005

o．004

型0．003
o-002

o．ool

O

主成分五 原参数五

a．几何参数主成分和贡献率 b．原变量及方差

图4．31几何参数变量分析图示

Figure 4-3 1 Variables analysis of main geometrical parameter

气=一0．067xa+O．189x2—0．333x3+O．900x4+0．193x5

乞=一0．36 1x1+O．796x2—0．324x3—0．260x4—0．25 1xs

(4-37a)

(4—37b)

可以看出，对于主成分z。，x4=y爿毛／‘所占比例最为突出；对于主成分z：，

X2=fl=Ha／‘所占比例最最为突出，_=(--B,／q次之，故保留该三项的比例系数，

主成分z。和z：表达式简化为式(4—38)，采用修正后的主成分进行原参数还原，还原

值与初始原参数值的差值方差为别如图4-31b所示，其中原参数中x4=y爿易／‘的

误差最明显，方差为0．0049<0．005，可认为满足工程需求。

z1=0．900x4

z2=一O．36 1x1+0．796x2

(4-38a)

(4-38b)

(3)非线性回归表达式

主成分分析中的结果显示五=f黾／马，x2=fl=H1／‘，X4=y爿乃／矗三项的
贡献率最高，即实桥参数中该三项参数取值变化最为显著，综合应力集中系数对

参数变化的敏感性，本文选用x1=f鸪／q，x2=fl=H1／t,，_=y爿L／‘作为热
点应力集中系数岛一4、b—B的回归变量，进行参数回归，结合数值模拟样本点，
采用粒子群算法，得到索梁锚固结构PIA类轴拉细节和P2B类拉剪细节的应力集

中系数经验公式为式(4．39)～式(4．40)：

K姘一4=五(0．8943+0．0015x22·0．00625x4) (4-39)

K趼一B=xa(1．2412+0．0017x22一O．01 19x4)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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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2拟合误差散点图

Figure 4-32 Error dispersive nodes ofregression

其中数值解与公式拟合公式解析值的拟合误差散点图如图4．32所示，从图中

可以看到，公式(4．39)希N公式(4．40)的拟合效果很好，P1A类细节中拟合曲线相关

系数为0．991，误差百分比在．5．3％～2．3％之间；P2B类细节中拟合曲线相关系数为

0．996，误差百分比在．2．9％～5．4％之间，拟合效果较好，可以用于索梁锚固结构设

计初期的应力集中系数工程估算。

4．4 本章小结

本章采用热点应力分析法，对基本结构中的主要疲劳细节进行热点应力判定

和有限元模拟研究，结合试验中的测试值进行合理外推方法研究和疲劳寿命分析；

在此基础上，采用应力集中系数，对基本结构中的几何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结

合实桥中几何参数的取值规律，给出轴拉细节和拉剪细节应力集中系数的非线性

回归表达式。

(1)对单向轴拉应力状态，热点应力取轴向拉应力，热点应变值取轴向拉应

变，且满足吒。钮．毛。；对承受双轴向应力状态，有限元模拟的热点应力值可取第

一主应力计算，热点应变值取主轴拉方向应变，并进行修正满足吒。=耽。·E·s∥

其中修正系数y由主应变方向的应变比确定；对承受剪切应力状态，以及承受以剪

应力为主的剪拉、剪压应力状态，热点应力取剪切应力。

(2)可考虑选用shell63和solid45单元对索梁锚固结构进行热点应力模拟分

析，网格划分尺寸小于等于0．2tx0．2t(f为厚度)；在处于轴拉状态的P1A热点，

采用IIW线性外推得到试件TS2～TS4的热点应力值与测试值匹配性较好，且可以

选用FAT90曲线对热点应力进行疲劳寿命预测分析，其中采用solid45单元类型模

拟的热点应力值用于疲劳寿命预测相对更偏于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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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应力集中系数对结构的几何参数敏感性进行研究。其中，∥喝／t1的
变化对各类位置热点应力集中系数的影响最为明显，对于PIA类细节和P2B(／，=t)

类细节，口=％／‘的减小，以及y巩／矗和≯黾／岛的增大可以一定程度降低应力
集中系数K妍。

(4)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在实桥结构几何参数基础上，确定实桥结构中的主

要控制参数项为_=f瑙／日，x2=∥鸪／‘，X4=y≈乙／‘，采用粒子群算法进
行非线性回归，给出轴拉细节(P1A位置)和拉剪细节(P2B(／x=f)位置)的应力

集中系数K肼一一和K妍一B的非线性回归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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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索梁锚固结构疲劳裂纹扩展研究

本章将采用弹性断裂力学理论，数值模拟索梁锚固结构疲劳裂纹，引用华中

科技大学课题组的疲劳试验数据，验证数值方法的有效性和准确性。针对第3章

中疲劳试验给出的索梁锚固结构疲劳破坏位置，结合断口形貌判断研究初始裂纹

尺寸和形状对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扩展过程的影响，并验证文中索梁锚固结构裂

纹模拟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裂纹扩展中，应力强度因子对裂纹形

状参数和索梁锚固结构几何参数的敏感性，给出应力强度因子修正系数的非线性

回归表达式。

5．1应力场强度理论

线弹性断裂力学‘150】认为，材料和构件在断裂以前基本上处于弹性范围内，可

以把物体视为带有裂纹的弹性体。研究裂纹扩展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能量平衡的

观点，构件在裂纹扩展中所释放出的弹性应变能补偿结构产生新裂纹表面所消耗

的能量，如Griffith理论；另一种是应力场强度的观点，认为裂纹扩展的临界状态

是裂纹尖端的应力场强度达到材料的临界值，如Irwin理论。

5．1．1裂纹类型

裂纹按照受力和断裂特征分为张开型(I型)、滑开型(II型)和撕开型裂纹

(III型)三类，如图5．1所示。I型裂纹在垂直于裂纹扩展面方向承受拉应力，沿

作用力的方向张开，并沿着裂纹面向前扩展。II型裂纹由切应力控制，切应力与裂

纹面平行，且与裂纹前沿线垂直，裂纹沿裂纹面滑开扩展。III型裂纹由剪应力控

制，剪应力与裂纹面和裂纹前沿线平行，裂纹沿裂纹面撕开扩展。

按裂纹的几何类型分类，可以分为穿透裂纹、表面裂纹和深埋裂纹。其中，

穿透裂纹沿构件整个厚度贯穿，表面裂纹的深度和长度皆处于构件表面，可简化

为半椭圆裂纹；深埋裂纹完全处于构件内部，多为片状圆形或片状椭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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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型 b．II型 C．III型

图5．1三种裂纹类型

Figure 5-1 Three types of cracks

对于I型裂纹，含有中心穿透裂纹的无限大平板在无限远处受有均匀双向拉应

力作用，如图5．2口。当板很薄时，属于平面应力问题，沿垂直xoy平面的z轴方向

满足O-z=0。当板很厚时，属于平面应变问题，乏=O。裂纹尖端附近一点尸p，句

的应力和位移可表达为式(5．1)～式(5．2)：

口．I型 b．II型 C．III型

图5．2三种裂纹尖端附近应力状态

Figure 5-2 Stress states of three types of crack tips

吒：熹t"'-"--COS缸sl‘rl旦si‘r12 2马2盯，=·一【l一一一J5

√2万7．
、

。

q：去--1 cos知(1+si‘n旷sin53刍-q 2面∞s互 ’

K。 e．e 3e

～2赢∞8互81n互∞si
吃2‰=0

吒=V(ax+盯。) (平面应变)

盯．=0 (平面应力)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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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警压卜啪。s扣等]
V=警压p啪i?知警] 洚2，
w=0

w=一．f盖(q+q)出

(平面应变)

(平面应力)

式中，尸和乡为裂纹尖端附近点的极坐标；甜、1，、W为位移分量；盯。、O"、v

Z'xy、仃：、Z'xz、f。为应力分量；E为弹性模量；对于平面应变问题k：3—4v，对

于平面应力问题k=(3一l／)／(1+y)，y为泊松比。

式(5—1)与式(5-2)的共有系数蝎即为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简称应力强度因

子，对于有中心裂纹、受双轴拉应力的无限大板，墨满足式(5．3)：

置=仃屙 (5．3)

对于II型裂纹，含有中心穿透裂纹的无限大平板在无限远处受剪应力作用，

如图5-2b，裂纹尖端附近一点尸p，句的应力和位移可表达为式(5．4)～式(5．5)：

卜啬sin 2+cos知争
fq=击咖》知詈
卜击cos罢(1-sin争亨30
1％=‰=o
I(3-z=y(吒+cry) (平面应变)

【(3-z=0 (平面应力)

“=鼍笋压卜3净n扣n詈]
一等笋压卜2灿s知s詈]

1#=--．『号(q+q)dz (平面应力)

(5-4)

(5-5)

式中符号同式(5-1)与式(5．2)，有中心裂纹受剪应力的无限大板的应力强度因

子墨I满足式(5—6)：

K。=丁√磊 (5．6)

对于III型裂纹，含有中心穿透裂纹的无限大平板在无限远处受沿z轴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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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剪切应力作用，如图5．2c，裂纹尖端附近一点尸p，o)N应力和位移可表达为

式(5—7)-式(5．8)：

L：迄sin旦
“x／2zcr 2

‰=去cos罢 洚7，

crx
2
q

2cr=0

"Cxy=0

j胪塑E监√》旦2 (5．8){ 、f万 (5—8)

【“=v=o
式中符号同式(5．1)与式(5．2)，有中心裂纹受沿z轴方向的均匀剪切应力作用的

无限大板的应力强度因子％。满足式(5—9)：

KIII=r@ca (5—9)

综合式(5．3)、式(5—6)以及式(5．9)，应力强度因子可写作一般表达形式：

K，=Ycrxl万a U=I，II，Ⅲ) (5-10)

式中，y为形状系数，与裂纹大小位置有关；17"为裂纹位置处名义应力，按照

无裂纹计算获得，a为裂纹尺寸。

在第三章的试验中，索梁锚固结构试验模型的疲劳破坏裂纹位于锚压板与传

力竖板连接端部的焊趾位置，在传力竖板上的裂纹沿板厚方向扩展，由表面裂纹

发展为穿透型裂纹，随后沿垂直于锚压板方向扩展，导致传力竖板的断裂，整个

过程中涵盖P1和P2两类细节区域，裂纹承受轴拉应力，以及拉．剪组合应力，裂

纹类型由I型过渡为I．II复合型。

5．1．2断裂K准则

(1)单一型裂纹断裂准则

张开型(I型)、滑开型(II型)和撕开型(Ⅲ型)裂纹存在各自对应的断裂

准则。Irwin在1955年提出的应力强因子准则中，给出了I型应力强度因子断裂准

则，如式(5．11)t151]：

K=cr@ra=墨c (5—11)

式中，墨r为可有试验测得的材料断裂韧度，随板件厚度的增加而降低，反映

了材料组织裂纹扩展的特征；N时可以得到临界应力crc=KI，／√万口，以及临界裂

纹长度ac=霹，／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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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可以得到II型和III型裂纹扩展的断裂准则：

％=KI(’ (5-12)

KⅡ=KⅡc (5-13)

式中的K。c和KⅡc难以测得，复合型裂纹中，多数通过复合型裂纹判据建立

％c、％。c与墨c之间的关系，进行转化。
(2)复合型断裂准则

国内外关于复合断裂准则[1521，主要从以应力为参数，以位移为参数，以能量

为参数三方面分析，主要有最大周向应力准则、应变能密度因子准则、应变能释

放率准则，以及工程经验公式等。

Erdigan和G．C．Sih根据实验结果提出的复合型断裂准则，基本假设为裂纹沿

最大周向应力％。缸的方向开裂，且当此方向的轴向应力达到临界值时，裂纹失稳

扩展，又简称最大应力准则。对于在复合型中II型成分不大时，精确度相对较高。

与本文中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断裂裂纹的受力特点相符，文中选用最大应力准则

作为断裂准则。

I—II复合型裂纹的尖端附近应力场可以由式(5．1)和式(5．4)叠加，采用极坐标形

式表达为式f5．14)：

q=去吲3+cos0)cos兰蝎(3cos0-1灿争
％=厮1 c。s善[K(1+c。s臼)一3局sin0] (5_14)

铲而1 cos知sin0+碌3cos0-1)]
式中，广为径向坐标；0为角坐标；K和墨1分别为I和II型的应力强度因子。

根据基本假设，裂纹沿最大周向应力ere。越的方向开裂，确定求解最大周向应

力％。。的约束方程：

f鲻，墨z，乡)0
k(鱼Cq0鍪丝=<u。 (5-15)
a2％(K，K。，臼)／n

r～7

L 00‘

根据纯I型情况下的特殊值，％=0，岛=0判断取值正负，可以由墨和墨I得

到开裂角Oo：

怕oS-1[堕3 2铲] (5-16)

当沿开裂角00方向的应力达％c时，裂纹失稳扩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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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I，曰)20-oc

临界值由I型开裂条件获得，即ere。=％(墨，0，o)=砭／厮，
代入式(5．16),N式(5．17)可得复合裂纹失稳条件：

c。s譬(巧COS2 020一互3翰sinOo)=如

5．1．3表面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5—17)

将开裂角的值

(5-18)

(1)表面裂纹

结构中的裂纹种类有穿透型、表面裂纹、以及埋深裂纹等多种形式，工程结

构中，考虑焊接技术的局限性，焊接构件难免存在初始裂纹，IbsoJB等‘153】【154峙旨出

缺陷形状可按表面半椭圆裂纹处理，半椭圆初始裂纹的长短轴之比约为4，初始裂

纹深度在0．075～0．4mm之间；Metallurgical通过测试指出焊缝处的裂纹一般深度

O．15mm，典型的最大深度约为0．4mm；Grover[15 5]归纳文献建议即使是高质量的焊

缝也包含有一定的裂纹，深度大约为O．1mm；Radaj和Sonsino[156]推荐焊接结构的

初始裂纹为o．1～o．25 mlTl；Schijv[79峙旨出疲劳寿命主要消耗在1．0mm的裂纹尺寸上，

即实际工程中焊接构件加工的初始裂纹不允许超过1．Omm。文中半椭圆型表面裂

纹如图5．3所示，最深点A和表面点B，裂纹长度2c，裂纹深度a。

卜赴’叫

了r1孓枣田
上L。一一一。：： I

图5-3半椭圆型表面裂纹

Figure 5-3 Semi—elliptical surface crack

(2)应力强度因子求解

应力强度因子求解方法主要有解析法、数值法、实验法等，解析法主要包括

权函数法、应力函数法、保角变换法、积分变换法与奇异积分方程法等。

数值法主要包括有限元法、有限体积法和边界元法等。其中有限元法求解应

力强度因子最为常用，求解方法主要有位移相关方法、虚裂纹闭合方法以及积分

方法等。由于在实际工程问题中，一般构件的受载情况是复杂的，裂纹起裂的位

置和裂纹扩展的方向受到应力分布的影响。

Newman和Raju采用三维有限元计算，系统地研究了表面裂纹在拉伸荷载作

用下的应力强度因子，其中在垂直裂纹面的拉弯组合荷载作用下，半椭圆表面裂

纹试样周边任意点应力强度因子计算公式【15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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醐并a秘呼 p聊

式(5_19)的适用范围：0≤臼／c<：2，c／W<O．5：0≤臼≤万；I司时在0≤口／c<O．2

时，a／t<1．25(0．6+a／c)，0．2<一a／c<：2时，a／t<l。

式中，O"t为拉伸正应力，吒为弯曲应力，R为应力比，圪。为施加的最大荷

载，l为板厚，2W为板宽；E(k)为第二类椭圆积分，满足式(5—20)，只满足式(5．21)，

其他系数根据a／c≤1和a／c>1两种情况确定。其中，口／c≤1时各参数取值如式

(5-22)-式(5—24)：

fFI+1．464(口／c)165]1，2，口／闲
E‘后’2 1『=1+1．464(c／口)1。，；uz，a／c>l ‘5-20’

l|+ 口)165卜

只(詈，孚，导期=l M+鸠(≯2+坞(≯4 lg·石而 (5-21)

蝎=1．13—0．09(a／c)

M2=-0．54-I-O．89／(O．2+a／c)

A毛：0．5—1／(0．65+口／c)+14(1一日／c)24(5-22)

91=1+l o．1+0．35(a／t)2 l(1-sinO)2

石=[@／c)2 coS2臼+sin2臼]1／4 (5．23)

厂r一]1，2

厶2 sec(丽zc、ffl7a)l (5-24)

此外，依据计算结果，通过数据拟合他们还给出埋藏椭圆裂纹、1／4椭圆角裂

纹、孔壁半椭圆表面裂纹和孔边1／4椭圆角裂纹的经验表达式。计算和试验结果都

表明，经验表达式的估算在工程中是可以接受的[1581。

5．1．4焊接结构修正系数

由于焊接结构本身的特性，在使用断裂力学分析的过程中，应力强度因子受

焊接角度、悍脚长度、裂纹形状与裂纹深度等因素的影响，故可采用系数M，对应

力强度因子进行修正，如式(5．25)：

瓦甜=坂·K№一 (5—25)

式中，瓦。埘多为有限元模拟得到的焊接构件的应力强度因子，‰。。为平面
板件表面半椭圆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可由公式(5．19)获得。

规范BS7910t159J综合对接接头、T型接头以及十字型接头，给出了两种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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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趾表面裂纹的修正方法。

对接接头 T型接头

图5—4三类焊接接头

Figure 5-4 Three types ofweldedjoints

Maddox[851借助二维有限元，给出焊接结构焊趾处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修正系

数为：

坂=v(a／t)” (5—26)

式中，坂>1，若坂≤1，坂取1。全焊透时，焊趾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修正
系数表达式各参数取值见表5．1，基本尺寸如图5．4所示。

表5-I轴向荷载下v与w取值

Table 5-1 Parameters of M
t
under axial load

Bowness和Lee[86】【160】[1611借助三维有限元模拟，分别研究了角焊缝、部分熔透

焊以及全熔透焊情况下的考虑对接接头、T型接头以及十字型接头的应力强度因子

修正系数，回归给出考虑焊缝几何参数和裂纹形状的尥的表达式，对于焊趾表面
裂纹的最深位置处的修正表达式如式(5．27)：

收=舵旦)+五芦，∽+石(旦，只_L) o．005≤孚≤0．9(5-27)tC t 1 t f

式中：石(孚，争、厶(孚，臼)和石(詈，臼，孚)计算如式(5-28)～(5-30)：

石(詈，0,=0．43358+‘4+∽“；”两1+o．93163exp[(t)--0050966]+4(5-28)
式中：

4=一1．0343(a／c)2一O．15657(a／c)+1．3409

4=1．3218(a／c)加石1153

4=一0．87238(a／c)+1．2788

4=一0．46190(a／c)3+0．67090(a／c)2一O．37571(a／c)+4．65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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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杈[1_(≯+4(∥074吣≯(5-29)
式中：

呜=一0．0003873702+0．647710-0．72368

4=0．241830+176．23

以=一0．000277430+2．8143

石(孚，0，_)L鸹(≯a冉舻矾)+4z(≯A3+[4。(≯2+4s(抄4s](5-30)
式中：

4=一0．08250202+0．00848620+0．38417

以=0．010766(LIt)3—0．060159(L／t)2+0．13667(L／t)一0．023400

40=-0．028378(L／t)3+0．16489(L／t)2—0．35584(L／t)一0．00024554

41=一0．0015061(L／t)2+0．023369(L／t)一0．23124

A12=0．05 1 55402+0．0254470+1．8975

A13=一0．1291402+0．218630+0．13798

44=-0．20136(L／t)2+0．933 1 1(三／t)一0．41496

A15=0．20188(L／t)2—0．97857(L／t)+0．068225
‘

46=一0．027338(L／t)2+O．12551(L／t)一1 1．218

规范IIW[68】中给出纵向非承载搭板的M女表达式如式(5．31)，基本尺寸和适用

范围如图5．5所示。

鸩=c(a／r)。 (5—31)

式中，七=一0．02285+0．0167(t／T)一0．3863(0／45。)，C=0．9089-0．2357(t／T)

+0．0249(L／T)-0．o0038(LIT)2+0．0186(B／T)一0．1414(0／45。)。

5≤三／丁≤40

2．5≤B／r≤40

O．67≤臼／45。≤1．33

0．25≤t／T≤2

A=0．7．t

图5-5非承力纵向搭接焊板(单位：mm)

Figure 5-5 Longitudinal non-loadcarrying attachment(unit：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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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疲劳裂纹有限元模拟与验证

5．2．1疲劳裂纹有限元模拟

(1)ANSYS与FRANC3D交互技术

本文在ANSYS有限元软件模拟基础上，采用美国FAC公司(Fracture Analysis

Consultants，Inc．)开发的裂纹分析软件Fracture Analysis Code for 3D，即FRANC3D

引入裂纹【162]，并进行网格划分和裂纹扩展参数分析。

ANSYS与FRANC3D的交互方式和过程如图5．6所示。首先采用ANSYS建

立完整的有限元模型，然后采用FRANC3D读取裂纹扩展所在区域的信息，并引

入初始裂纹，在裂纹尖端生成高质量的网格，借助ANSYS求解并读取应力结果，

计算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确定疲劳裂纹扩展模型参数及扩展步长，更新初始

裂纹，继而再次借助ANSYS进行应力分析，如此循环往复，直至达到临界裂纹尺

寸。

图5-6 FRANC3D分析流程图不

Figure 5-6 FRANC3D analysis process

在钢桥疲劳评估方面，瑞典的皇家理工学院和查尔姆斯理工学院的学者们已

经开始利用FRANC3D开展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Barso啪【163]完成
了不同焊接工艺的十字型焊接节点的疲劳试验，利用FRANC3D对焊接节点进行

了数值模拟。

(2)裂纹断裂判定依据与裂纹扩展参数模拟

根据工程实际经验引入裂纹类型，如常用的贯穿型裂纹、椭圆形裂纹、半椭

圆裂纹等，并定义形状和尺寸；在裂纹尖端的网格划分主要由裂纹尖端指定半径

7一p<<∞，网格划分环数咒，网格扩展尺寸比例R，环向网格数m参数确定，如图

5．7所示。

FRANC3D中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可采用多种方法，其中包含M积分法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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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分析法。应力强度因子可以通过裂纹前缘单元的节点位移得到，也可以通过一

个距离裂纹前缘的一个固定值得到，结果基本一致。

图5．7裂纹尖端网格与扩展坐标

Figure 5·7 Mesh and extend coordinates of crack tip

根据索梁锚固结构中P1A类细节和P2B(I．=t)类细节的疲劳应力幅分布特征，

萌生于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端部的焊趾位置的裂纹，在扩展过程中，裂纹类型

由I型过渡为I．II复合型，故本文选用最大周向应力准则作为断裂判据确定裂纹扩

展方向，即最大周向应力％。。的方向开裂。当此方向的周向应力达到临界值时，

裂纹失稳扩展，扩展角度和判定条件如式(5．15)～式(5．18)。将裂纹前缘离散成若干

点，使用最大周向应力准则平面应变方程确定各点的扩展方向，扩展尺寸则由各

点相对应力强度因子的大小和给定扩展尺寸共同决定，裂纹扩展量△儡表达式如式

(5．32)，裂纹扩展过程如图5．7所示【164J。

她=Aa(K,／K)p (5·32)

式中，K为裂纹尖端离散点处的应力强度因子值；K为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

子的中值；Aa为在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中值点K处的裂纹扩展值，可根据实际

需求给定；P为指数参数，通常可取P=2。

5．2．2钢材特性

规范《桥梁用结构钢(GB．T-714．2000)>>【141】附录中，指出采用新牌号Q370q

代替原牌号14MnNbq。华中科技大学课题组【165】【166】分别对14MnNbq钢的母材和焊

接件进行了大量疲劳试验研究，在考虑应力比、初始裂纹尺寸的基础上给出了母

材和焊接件的中心穿透裂纹扩展速率、半椭圆表面裂纹扩展速率等，并给出相应

的裂纹扩展门槛值及断裂韧性。

母材的裂纹扩展门槛值的两个回归公式为式(5—33a)和式(5-33b)：

遥^=7．0281—7．4492R[165】

％=7．056(1—0．961R)1削7【166】
(5-33a)

(5—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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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构件热影响区(溶合线外3mm以内)的裂纹扩展门槛值的两个回归公式

为式(5．34a)和式(5．34b)：

AK,。=5．4950—5．800R[165] (5．34a)．“ 、 ，

憾^=5．556(1—0．825R)1417[166] (5．34b)

母材和焊接件的疲劳试验测定裂纹扩展速率‘166]分别为式(5．35a)和式(5．35b)：

da／dN=6．334x10-13(1一R)H1 2562×(必)3
6779

(5-35a)

da／dN=4．2x10q2(1一R)-093(赵)2 98

(5-35b)

对于半椭圆表面裂纹的扩展模拟常采用两个自由度的裂纹扩展计算模型，并

用Paris公式对半椭圆裂纹最深点A和表面点B的扩展进行描述，如为式f5．36a)

和式f5-36b)：

幽／dN=巴(蝇)％ (5—36a)

出／dN=q(毗)％ (5-36b)

式中，△E、△磁分别为裂纹最深点A和表面点B的应力强度因子幅值；巴、

巴分别为A、B点材料的裂纹扩展常数，％、％分别为A、B点的裂纹扩展指

数。Newman和aaju借助指数参数聊’给出了巴和巴之间的关系[153】：

Q=0．9⋯巴 (5-37)

刘艳萍[166】由试验得出板件厚度为10mm的板件的疲劳裂纹扩展曲线参数取

值，如表5-2所示。并由试验得出14MnNbq母材的断裂韧性琏=59．507MPa,,／-五。

表5-2表面裂纹扩展方程参数(单位：MPaqrm)

Table 5-2 Parameters of surface crack propagation(unit：1vma4岳)

5．2．3穿透裂纹验证

(1)母材标准试样

选用李长安等【167]给出的两组含贯穿裂纹的拉伸钢板试样作为第一类验证案

例，如图5．8所示，规格为L=270mm，W=60mm，t=lOmm。一组初始裂纹

ao=13．OlOmrn，最大荷载为己。x_2 4 k)，应力比R=0．05。二组初始裂纹

ao=13．200mm，最大荷载为‰=36kN，应力比R=0．25。试样处于轴向拉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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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纯I型应力强度因子墨进行讨论。

图5-8中心穿透裂纹试样【169】【167】

Figure 5-8 Center penetrated crack specimen

根据试验测试值，可由规范[168]给出的理论计算公式得到裂纹扩展过程中的

AK值，如式(5．38)：

一厂——————————一

AK：竺．／竺sec竺 (5．38)
B＼f 2W 2

式中，舻=‰一圪。，a=2a／W，且式(5-39)对于2a／W<0．95的范围有效。
采用ANSYS与FRANC3D有限元模拟得到两组试件的K～a曲线如图5-9所

示。可以看出，有限元模拟值与试验测点计算值高度吻合，相关系数均大于0．9999；

采用式(5．35a)描述的裂纹扩展方程得到裂纹与循环次数的之间的a～Ⅳ曲线，如图

5．10所示。结果显示数值模拟值与试验值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相关系数均大于

O．99；即可说明采用ANSYS与FRANC3D有限元分析方法可以有效模拟母材中心

穿透区的裂纹扩展情况。

岔一组

图5-9 K-a曲线

Figure 5-9 K-a curve

b．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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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a-N曲线

Figure 5-10 a-N CHIVe

(2)焊接件标准试样

选用梁长锦等【169】给出的一组焊接件热影响区标准中心穿透裂纹试样作为第

二类验证算例，试样规格为L=270mm，W=59．94ram，t=10．02mm，初始裂纹

2ao=16．55mm，最大荷载为‰=28k_N，应力比R=0．05。

L萋
萋
配

10 12 14 16 18 20 22
a／Inm

a．K-a曲线

Ⅳ／×10e5次

b．盘-Ⅳ曲线

图5-11裂纹扩展曲线(单位：MPa√mm)

Figure 5-1 1 Crack growth calves(unit：Ⅷa√而)
采用式(5．35b)描述的裂纹扩展方程得到裂纹与循环次数的之间的a～Ⅳ曲线，

与有限元模拟值进行对比分析，如图5．11所示。结果显示数值模拟值与试验值的

墨～a曲线和a～N曲线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相关系数均大于0．99；即可说明采用

ANSYS与FRANC3D有限元分析方法可以有效模拟焊接试件热影响区中心穿透裂

纹扩展情况。

5．2．4半椭圆表面裂纹验证

选用梁长锦等[1691给出的含表面裂纹的拉伸钢板试样作为验证算例，如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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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试样规格为L=270rnm，2W=39．85mm，t=-11．04mm，最大荷载为em。。=28kN，

应力比R=0．05，初始裂纹分别为a=6．36rnm，c=7．95mm(一组)；a=6．98mm，

c=8．99mm(二组)。

图5-12表面裂纹试样

Figure 5—1 2 Surface crack specimen

对于试验测点，采用Newman和Raju给出在垂直裂纹面的远处拉弯组合荷载

作用下，半椭圆表面裂纹试样周边任意点应力强度因子计算公式(5．19)，并采用有

限元模拟得到裂纹各点的应力强度因子，如图K．～2臼／万曲线(O≤臼≤T／"／2)，结

果显示试验理论计算值与有限元模拟值分布趋势基本一致，两组数据的相关系数E

分别为0．8739和O．7295；为进一步验证有效性，取文献【169】中的采用，积分求得的

有限元模拟值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本文有限元模拟值略微偏高，偏于保守，与文

献数据随2臼／厅变化的分布趋势一致，相关系数一均大于O．95，具有较高吻合性。

380

360
f岳

l皇

、>

￡340
茎

迎

320

芝：

蛾
垂36。
迎34。

翥

a．一组 b．二组

图5—13应力强度因子对比曲线(单位：MPa面)
Figure 5-1 3 Curves comparison of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unit：MPa～／mm、

对于案例中的两种裂纹形式，表面裂纹尖端在自由表面位置处(20／7t"=0)

的应力强度因子为最大值，应力强度因力随29／7／"的增大有减小的趋势；由于有限

元模拟中均采用了平面应变假设，与Newman公式解析值相比，其相对误差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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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后增大，即在平板结构中，0．4<20／乃<O．6区域的裂纹尖端位置处于近似平面应

变状态，采用有限元模拟表面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是合理可行的。

5．3索梁锚固结构裂纹扩展

上述简单构造在初始裂纹明确、本构参数准确的条件下，疲劳裂纹扩展分析

结果与试验结果表现出良好的一致性，初步验证了本文所用数值模拟方法的准确

性。在此基础上，对疲劳试验中的试件TS2～TS4在传力竖板与锚压板焊接端部的

焊趾位置设置裂纹进行研究。

5．3．1初始裂纹

取试件TS2结构参数进行初始裂纹模拟，通过裂纹的尺寸、形状和位置三方

面确定初始裂纹。根据第3．4章节中试验裂纹情况，在传力竖板与锚压板焊接端部

热影响区(距离焊趾3mm)设置初始裂纹，研究不同裂纹尺寸和形状下的应力强

度因子K的分布情况，如图5．14～图5．15所示。

假定初始裂纹深度‘153】[154】【1561分别为ao=0．1mm和ao=O．4mm，变化裂纹形状，

应力强度因子分布如图5．14所示，可以看出，在一定裂纹深度a。下，裂纹形状对

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影响明显，随表面裂纹长度c0的增加，最深点的应力强度

因子呈增加趋势，当cn≥2％时，最深点应力强度因子K。明显大于表面应力强度

因子K。，由于桥梁结构工程中Co≥2a。的裂纹较为普遍，初始裂纹将先沿板厚方

向扩展。

篡
55

L量芝
霎40

≤瑟
25

20

1112。0

100

嘻嚣
委：

450。

a．ao=0．1mm b．ao=0．4mm

图5．14裂纹形状变化下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Figure 5-1 4 Distribution of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with different crack shapes

假定初始裂纹形状分别为Co=‰和co=4a。，考虑裂纹深度‰为O．1mm，

0．2mm，⋯，1．0mm的情况，如图5．15所示，可以看出，在Co=ao时，K』<KB，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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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裂纹尺寸的增加，应力强度因子分布规律基本保持一致，K。与K。的差值逐

渐增大；在Co=4a。时，KA>KB，随着裂纹尺寸的增加，裂纹前端应力强度因子

的分布规律基本保持不变，K。与K。的差值逐渐增大。即在裂纹形状保持一定情

况下，裂纹尺寸的改变不会改变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分布规律，仅会引起数

值的改变，且随裂纹尺寸的增大，变化幅值逐渐减小。

综合不同初始裂纹情况下的应力强度因子分布情况，文中选定初始裂纹为

％=0．1mlTl(Co=ao)和％=0．4mm(co=4ao)两种情况。

卜瓞
}I、-
r—、——～

O 0．2 O 4
1洲Ⅱ0

6 0 8 O O二 0
4二洲Ⅱ0

6 0 8

a．co
2

ao b．co 2 4ao

图5．15裂纹尺寸变化下应力强度因子分布

Figure 5-1 5 Distribution of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with different crack sizes

5．3．2半椭圆裂纹扩展

(1)裂纹扩展寿命

为研究裂纹扩展情况，选取c0／a。=4，ao=0．4mm，最大裂纹尺寸以a=0．8t作

为终止讨论裂纹扩展情况，采用式(5．36)作为半椭圆裂纹最深点和表面点裂纹扩展

方程，当R=0．25时，式(5．36)化简如式(5—39)：

妇／dN=7．257×10。11(赵。)1埘2 (5-39a)

dc／dⅣ=2．386x10。2(必。)2955 (5-39b)

荷载控制的应力比R=0．25，由公式(5-38a)和(5-38b)得到刖匕分别为

4．005 MPa、fm和4．045 MPa．qrm，而在假设的初始裂纹下，试件TS2～TS4的应力强

度因子分别为3．62MPa．qrm、3．90MPa一,fm、4．22MPax／m，其中4．22MPa√m>

馘。，3．62MPax／-m和3．90MPa石m与门槛值接近，且试验表明[79】，对于小至lOOpm
的小裂纹，血／dN～AK关系仍然适用，本文中假定TS2～TS4在初始裂纹下均按照

式(5．39)进行扩展。

试件TS2～TS4在传力竖板与锚压板焊接端部处，承载状态由轴拉向拉剪过渡，

蚰鲫∞钟如∞蚰∞∞加0

E#一>日(I≤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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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采用最大周向应力准则作为裂纹扩展角的判定准则，考虑剪切效应，半椭圆

裂纹最深点和表面点尺寸与循环次数的关系曲线如图5．16所示。

可以看出半椭圆裂纹裂纹扩展初期，裂纹主要沿板厚扩展，最深点位置裂纹

增长速率明显大于表面位置，裂纹扩展中后期，表面裂纹扩展速率明显加快；试

件TS2～TS4的裂纹扩展寿命存在差别，锚压板宽高比增加，会一定程度加快裂纹

扩展速率，减短裂纹扩展寿命；对比图5．16a和图5．16b，以及图5．16c和图5．16d，

分别采用有限元模拟和Newman公式计算的应力强度因子数值解和Newman解，

进行裂纹扩展模拟，其裂纹扩展速度和扩展寿命差别明显，用于无限宽板裂纹应

力强度因子计算的Newman公式不能直接用于索梁锚固结构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
计算，有待进一步修正。

a．口-Ⅳ曲线(数值解) b．口-Ⅳ曲线(Newman解)

0 2 4 6 8 10 0 2 4 6 8 10
N／×10e6次 Ⅳ／x10e6次

c．c．Ⅳ曲线(数值解)d．c．Ⅳ曲线(Newman解)
图5．16 TS2～TS4裂纹扩展曲线

Figure 5-16 Crack growth curves ofTS2-TS4

变化初始裂纹尺寸‰(c0／a。=4)和初始裂纹形状co／a。(ao=4mm)，裂纹扩展

数值解如图5．17和图5．18所示。可以看出，初始裂纹尺寸a。和初始裂纹形状参数

cn／a。的增加会大幅度缩短疲劳寿命，裂纹沿深度方向的扩展速度也略有增加。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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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7不同初始裂纹尺寸口0下裂纹扩展曲线

Figure 5—1 7 Crack growth curves with differen 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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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8不同初始裂纹形状c。／ao下裂纹扩展曲线

Figure 5-1 8 Crack growth curves with different co／ao

取不同初始裂纹尺寸a。(co／a。=4)和初始裂纹形状Co／a。(‰兰4mm)下裂纹扩

展的da／dN-a曲线如图5-19所示。可以看出随初始裂纹尺寸a。和初始裂纹形状参

数％／a。的增加，裂纹沿深度方向扩展速率略有增加，且增幅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但随裂纹沿深度方向的扩展，裂纹扩展速率逐渐趋于稳定。

2

1．6

乏1·2

§s
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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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2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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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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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o 1 2 d盎m
4 5 6

a．不同初始裂纹尺寸a b．不同初始裂纹形状c／a

图5．19 da／dN～a曲线

Figure S一19 The curve of da|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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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裂纹扩展形状

在初始裂纹形状为cO／a。=1和c0／a。=4两种情况下，试件TS4在裂纹扩展过

程中的应力强度因子模拟数值解如图5．20，可以看出，随着裂纹的扩展，表面点

和最深点的应力强度因子随之增大，在裂纹扩展后期，表面点处的应力强度因子

值增大更为明显。

裂纹扩展过程中裂纹形状c／a～a／t曲线如图5．21所示，可以看出随着裂纹深

度的增加，无论初始裂纹的尺寸和形状如何改变，裂纹形状c／a均逐渐趋于稳定，

在a／t接近O．8时，C／a趋向于1．42。

图5．20裂纹扩展过程中应力强度因子分布曲线

Figure 5—20 Distribution of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wim crack propagation

a．初始裂纹尺寸口。变化 b．初始裂纹形状c0／a。变化

图5．21 TS4的c／a～a／t曲线

Figure 5·21 C／a～a／t curves ofTS4

根据本文试验中试件TS2～TS4的断口形貌，表面缺陷裂纹在循环荷载作用下

的裂纹扩展形状基本上保持半椭圆形状，且可以大概勾画出试件的裂纹界面进入

瞬断区时的临界裂纹形状比例见图5—22所示，模拟数值在断口的测量值范围内，

可以一定程度上验证模拟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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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2断口临界裂纹形状比例

Figure 5·22 Geometric scale of cracks in fracture morphology

5．4应力强度因子修正系数

5．4．1裂纹形状参数敏感性

采用文中的裂纹模拟方法，研究索梁锚固结构中此类焊缝端部的应力强度因

子K的修正系数，针对该位置半椭圆裂纹最深点A和表面点B，分别取平板半椭

圆裂纹的Newman解和Maddox修正解、Bowness修正解与有限元数值解进行对比。

在裂纹形状为c=a和c=4a两种情况下，变化裂纹深度a依次为0．1mm，

0．2mm，⋯，1．0mm，应力强度因子的数值解和与三种公式解析解比值如图5．23

所示。可以看出，随裂纹尺寸的变化，数值解与Newman解的变化规律基本保持

一致，数值解与两种修正解的分布规律存在明显差别，该类裂纹采用Maddox修正

解和Bowness修正解进行估算并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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乜j“lm

口．最深点(c=口) b．表面点(c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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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3裂纹尺寸变化下应力强度因子比值

Figure 5—23 Ratio of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with different crack sizes

在裂纹深度为a=0．1mm和a=0．4mm两种情况下，变化裂纹形状依次为c=a，

c=2a，c=3a，c=4a，c=5a，应力强度因子的数值解和解析解比值如图5．24所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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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表面点(口=0．1mm)

3 4 5
c／a

c．最深点(臼=0．4mm) Z表面点(口=0．4mm)

图5—24裂纹形状变化下应力强度因子比值

Figure 5—24 Ratio of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with different crack shapes

可以看出，对于最深点，随裂纹形状的变化，数值解与Newman解、Maddox

修正解以及Bowness修正解的变化规律基本保持一致；但对于表面点，随裂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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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的变化，数值解与Newman解、Maddox修正解以及Bowness修正解的变化规律

存在差别，数值解与Newman解的比值随参数c／a的增大，呈现减小趋势。

综合图5．23和图5．24的变化规律，索梁锚固结构锚压板与传力竖板焊接端部

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不可直接采用Maddox修正解以及Bowness修正解进行估

算，需要采用式(5．25)进行应力强度因子修正，且对于表面点位置，需考虑裂纹形

状c／a的影响。

5．4．2结构参数敏感性

考虑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处过渡圆弧半径耳，锚压板焊缝长度日1，锚压板

到约束端距离％，传力竖板厚度乇与锚压板厚度f。等因素，分析其对索梁锚固结

构锚压板与传力竖板焊接端部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

在传力竖板和锚压板厚度同时变化时，裂纹最深点A和表面点B的修正系数

坂的变化规律如图5-25。

岛(o：)／mm

口．最深点A(％=O．1mm，cO／ao=1)

l·8

i-7

王-6

蔫1．5

l·4

l-3

1．2

8 15 24 32 40

to(h)^姗

b．最深点A(ao=O．4mm，co／ao=4)

to(屯)，矗lnl to(h)／mm

c．表面点B(ao=0．1mm，cO／ao=1) d表面点B(ao=0．4mm，Co／ao=4)

图5-25气和∥对最深点和表面点处坂的影响曲线(妒，y为定值)

Figure 5—25 Changing curves of Mk in the deepest point and surface point with different to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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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晶／‘=1时，随厚度尺寸的增加，最深点和表面点的修正系数M。基本保持

稳定状态，变化微小；随fl=H1／友的增加，修正系数明显减小；不同裂纹形状和尺

寸下，最深点处的M。较为接近，表面点处的M。存在较大差异。

在传力竖板和锚压板厚度比变化时，裂纹最深点和表面点的修正系数尬的变
化规律如图5．26，在矗／‘≠1时，固定t，尺寸，变化矗尺寸，可以看出，随t。／‘的

增加，修正系数M。明显减小，矗／‘从O．75变化为1．75时，最深点处M。降幅约为

44．59％～52．55％，表面点处M。降幅约为44．97％～52．66％，受裂纹尺寸和裂纹形状

的影响较小；随fl=H1／tl的增加，修正系数明显减小，最深点处尥降幅约为
12．79％~25．07％，表面点处M，降幅约为12．72％-24．96％。

2．王

1．7

1．3

O．9

o．5

a=te／ti

a．最深点A(ao=0．1mm，cO／％=1)

2．1

1．7

13

o．9

o．5

a=to／h

b．最深点A(ao=0．4mm，cO／％=4)

O．75 o．95 1．15 1．3， 1．55 1．75 U75 U-，， 1．15 1．．55 1．55 1．75

a=tg'h a2f必l

C．表面点S(ao=0．1mm，cO／ao=1) 正表面点S(ao=0．4mm，co／ao=4)

图5—26口和卢对最深点和表面点处Mk的影响曲线(妒，y为定值)

Figure S-26 Changing curves of M
k

in the deepest point and surface point with differenta and|B

保持两板件厚度相等且不变to=毛，变化锚压板到约束端距离珥和锚压板长度

日如图5．27所示，在相同c,o钮，／‘下，随y爿L／‘的增大，裂纹最深点和表面点
的修正系数M。逐渐减小，y爿‘／‘从22．5变化为32．5时，最深点处坂降幅约为
6．81％～8．75％，表面点处M，降幅约为6．19％～8．79％；随fl---／／1／tl增大，修正系数

最深点和表面点的修正系数M。减小后基本保持稳定，其中试件TS2-TS3(分别对

万方数据



应∥=23．75和∥=18．75)，对应的修正系数坂基本相等，试件TS4对应的修正系

数坂较之偏大4．4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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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最深点A(ao=0．1mm，co／a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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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H,／tl 72H蠢如

c．表面点B(ao=0．1mm，co／ao=1) Z表面点B(ao=0．4ram，co／％24)

图5．27 7和∥对最深点和表面点处鸩的影响曲线(口，9为定值)

Figure s．27 Changing curves of M
k

in the deepest point and surface point with different 7 and 0

保持两板件厚度相等且不变to=‘，变化锚压板与传力竖板端部连接弧长半径

Hr，如图5．28所示，在相同y赳／‘下，随妒赳／ti的增大，裂纹最深点和表面
点的修正系数M。略有减小，9钮，／‘从2．5变化为3．5时，坂一A降幅约为
1．78％～2．27％，坂一。降幅约为1．64％～2．19％；随fl=H,／‘增大，裂纹最深点和表面
点的修正系数尥减小后基本保持稳定，其中试件TS2～TS3(分别对应∥=23．75和
卢：18．75)，对应的修正系数M。基本相等，试件TS4对应的修正系数坂较之偏
大4．31％～5．49％。

综合图5．25～图5．28所示，对于表面点和最深点处的修正系数坂，凹=to／t1的
影响最为明显；／q=H,／‘次之，妒电／‘的影响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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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8 9和∥对最深点和表面点处鸩的影响曲线(口，y为定值)

Figure 5—28 Changing curves of尥in the deepest point and surface point with different q，and∥

5．4．3修正系数非线性回归

采用文中裂纹模拟方法，对索梁锚固结构中焊缝端部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

髟枷。，进行修正，为满足工程简化计算需求，在Newman和Raju给出的平板表面

裂纹公式(5．25)基础上进行结构形状修正，即有：

坂2 iAtJchor (5-4。)

综合考虑第4．3章节中参数a=to／‘，fl=Ha／‘，y爿L／‘，妒屯／‘，第3．4．1
章节中提及的索梁锚固结构敏感尺寸参数锚压板宽高比f吗／q，以及第5．4．1章
节确定的裂纹形状参数C／a，修正索梁锚固结构锚压板与传力竖板焊接端部处的有

限宽度、裂缝长度以及与锚压板到约束端距离相关的荷载效应有效区域，补充参

数如式(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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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f吗／且；x2=fl=H1／矗；
x3=9=q／矗；X4=∥i吼／‘； (5—41)

X5=a2to／矗；X6=c／a

结合有限元数值模拟样本点，采用粒子群算法，得到索梁锚固结构中焊缝端

部裂纹最深点A和表面点B的应力强度因子巧砌。，的修正系数坂一。、坂一。经验公
式为式(5—42a)～式(5—42b)．

鸩一1=五(1．7793+0．0518x2—1．7943x5+0．4580x52) (5-42a)

坂一o=五(1．8582+0．0468x2—1．6210xs+0．4138x52—0．1014x6) (5-42b)

分别取样本点的模拟数值解与公式(5—42a)-式(5-42b)的解析解进行对比，最深

点处两者拟合相关系数为0．955，修正系数的拟合误差为．8．1％～9．8％；表面点处两

者拟合相关系数为0．961，修正系数的拟合误差为．9．9％～10．7％，拟合效果良好，

可以用于索梁锚固结构锚压板与传力竖板焊接端部处裂纹应力强度因子修正系数

的工程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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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解

a．最深点A的修正系数 b．表面点B的修正系数

图5—29拟合误差散点图

Figure 5-29 Error dispersive nodes of regression

5．5 本章小结

采用线弹性断裂理论研究裂纹扩展规律，借助ANSYS与FRANC3D有限元软

件，对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扩展进行模拟分析，借助文献中穿透型裂

纹和半椭圆表面裂纹的试验测试值，验证有限元模拟的有效性。采用最大周向应

力准则对承压板与传力板连接端部裂纹进行裂纹扩展模拟，结合断口形貌，研究

了初始裂纹形状和尺寸对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扩展的影响。采用应力强

度因子修正系数，对基本结构中的几何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给出锚压板与传力

竖板连接端部半椭圆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修正系数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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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借助ANSYS与F＆必C3D有限元软件，对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和

裂纹扩展进行模拟分析，与文献中给出的试验测试值对比得出，模拟的母材试样

和焊接试样热影响区的中心穿透裂纹扩展模拟值与试验值有较高吻合度，半椭圆

表面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模拟值与试验值的分布趋势也基本一致。

(2)采用最大周向应力准则对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端部裂纹进行裂纹扩展

模拟，对于半椭圆表面裂纹，裂纹形状对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分布影响明显，

裂纹尺寸的改变不会改变裂纹前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分布规律，仅会引起数值的改

变。初始裂纹尺寸和初始裂纹形状的改变会直接影响结构疲劳寿命，一定程度上

影响裂纹深度方向的扩展速率，但不会影响裂纹界面进入瞬断区时的临界裂纹形

状比例。

(3)采用应力强度因子修正系数，对基本结构中板件的几何参数进行敏感性

分析，对于表面点和最深点处的修正系数M。，口=to／tl的影响最为明显；fl=H1／‘

次之，妒钮，／‘的影响最小，此外，裂纹形状c／a对表面点位置的修正系数存在一
定影响；采用非线性回归方法，综合考虑有限宽度、裂缝长度以及荷载效应有效

区域的影响，给出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端部半椭圆裂纹在最深点和表面点的应

力强度因子修正系数的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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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于混合可靠度模型的疲劳寿命预测研究

有效预测与评估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寿命是进行疲劳分析的重要目的，本章

将结合实际桥梁结构中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荷载，疲劳细节，以及索梁锚固结构

裂纹扩展规律等内容，研究各类参数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结合随机可靠度理论

和区间可靠度理论，研究混合可靠度模型的可行性推导和数值求解，在前面章节

的研究基础上对索梁锚固结构进行疲劳寿命预测。

6．1 疲劳寿命预测模型

目前钢桥疲劳预测与评估中常用的分析模型主要有基于线性损伤累积准则的

疲劳寿命模型和基于断裂力学的疲劳寿命模型两类。

钢桥结构的疲劳寿命极限状态方程可采用疲劳寿命极限丙和实际应力循环次

数Ⅳ表达，如式(6—1)，当g(抑≥0时，认为结构不发生疲劳失效，当g(X)<O时，

认为结构疲劳失效。

g(X)=N—N (6-1)

6．1．1累积损伤模型及参数特征

(1)娶?、r曲线

各国规范中根据疲劳细节分别给出相应的名义应力．孓Ⅳ曲线[311，如式(6．2)：

NS”=A (6-2)

式中，m是有关曲线斜率的材料参数，彳为材料细节参数，S为应力幅值，Ⅳ

为应力循环次数。

对于低应力幅荷载下的疲劳问题，各国规范以及研究学者对．Sf-Ⅳ曲线进行了

修正，主要采用常幅疲劳极限判定，常幅疲劳极限处孓Ⅳ曲线斜率修正，以及设

置疲劳截止限值等措施。常用的双线性删曲线如式(6．3)：
IⅣSr卅l=A N≤Ⅳ，
{

山

(6．3)
NS忱=A．15r≯嘲Ⅳ>Ⅳ，

、 7

其中，＆为常幅疲劳极限，屹为常幅疲劳极限对应的循环次数M=A／S“。

英国规范BS5400中给出材料细节参数A瑙，m=3，取Ⅳ，=107对应值为常
幅疲劳极限值，且当Ⅳ>Ⅳ，时，疲劳设计曲线的m值应修正为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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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规范Eurocode3中正应力疲劳曲线取m=3，材料细节参数A=2x106△辞，

△％为指定寿命N=2x106时的正应力疲劳强度，也称细节类型号，取Ⅳ，=5x10
6

对应值为常幅疲劳极限值，S，=ActD=(2／5)乃zXcrc，且当N>NL时，疲劳设计曲

线的m值应修正为m+2。sk卜,Pb，欧洲规范Eurocode3中给出寿命Ⅳ=108时的疲劳

强度屯一斫为正应力疲劳截止限值，屯一off=Ao"L=(5／100)乃△％=0．549Acre9。
美国规范AASHTO中采用线性名义应力删曲线(式6．1)，并给出材料参数

m=3、各类细节参数彳，给出等幅疲劳极限值，并由此确定相应的疲劳循环次数。

为解决结构在低应力幅荷载下的疲劳问题，Connor[17 01、Crudele[1711、Kwon[1721、

S01iman[1731等采用常幅疲劳极限‘Sr，=翻刀对双线性洲曲线进行讨论和研究[1741。
我国的《铁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32j和《铁路桥涵极限状态法设计暂行规

范》[341均采用线性．孓Ⅳ曲线，分别给出各细节类别在N=2x106、N=107循环

次数下不致使裂纹扩展的对应等幅应力幅值作为疲劳强度，而尽Ⅳ曲线中的参数”z

和A=C保持一致。在双对数坐标下的．洲曲线如图6．1所示。

a．英国规范BS5400 b．欧洲规范Eurocode3

c．美国规范AASHTO 矗中国规范

图6．1．洲曲线图
Figure 6-1 S-N curves

热点应力疲劳寿命评估中的单一‰一N曲线，挪威船级社DNV给出焊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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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疲劳强度为130．72MPa，其中焊接引起的应力集中系数取1．5，中国船级社CCS

和美国船级社ABS选用焊接节点的曲线为疲劳强度为80MPa的E类DEN曲线，

德国船级社选用IIW规范的FATl00曲线对一般焊接节点进行评价，选用IIW规范

的FAT90曲线对完全承受荷载的填角焊接节点进行评价。对于钢桥中焊接节点热

点应力评估的‘5r瞅。一Ⅳ曲线，根据挪威船级社规范DNV和IIW线性外推法，选用

IIW规范FAT90曲线L7『71，在双对数坐标下曲线如图6．2所示。

图6-2 岛s厂Ⅳ曲线图

Figure 6-2 sH弧一N curve

(2)累积损伤准则

根据Miner准则的累积损伤模型，当实际累积损伤值D达到或超过临界损伤

值D时，认为结构疲劳失效，即：

g·D≥D (6-4)

其中，D为临界累积损伤值，D为实际累积损伤值，e为测量误差修正系数。

考虑长期承受变幅应力幅作用的情况，线性洲曲线下，结构基于Miner准则
的累积损伤可表达为式(6．5)：

D=∑n,／N,=Ⅳ·(％)”／A (6．5)

式中，刀，为第f组应力幅值S循环次数；Ⅳ为总循环次数，＆为等效常幅应
力幅，如式(6．6)：

Seq(喜专刚肺 (6-6)

根据式(6—4)和式(6．5)，采用临界累积损伤值D描述疲劳寿命极限Ⅳ，线性墨Ⅳ

曲线下疲劳寿命极限状态方程表达为：

酗)2等e_Ⅳ (6-7)
·16～r

双线性删曲线下，结构基于Miner准则的累积损伤可表达为式(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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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赫ⅦA麓 辑8，
IⅣ·(￡徊)弛／(＆弛^m1·)Ⅳ>M

。 7

等效的常幅应力幅值％。=≮，，Se祁由式(6．9)获得[1721。驴c进掣笋p 睁9，

其中，_为应力直方图中应力幅S，高于＆时的循环次数，刀，为应力幅lSI，低于

＆时的循环次数，∑(_+哆)为总的循环次数。
根据式(6．4)和式(6．8)，采用临界累积损伤值西描述疲劳寿命极限丙，双线性

娶Ⅳ曲线下疲劳寿命极限状态方程表达为：

g(X)=

尝妥一N N≤NL(Sp‘oql-"．一eql、／m’

L

镰攀-ⅣⅣ>虬
①J∞

e·(墨柏)盹
L

(3)参数特征

在线性累积损伤模型中，采用线性删曲线时含有五、8、A、&。、m五个参
数，采用双线性洲曲线时含有D、趴A、Se。、疋妒、＆、m多个参数。＆和m
的变异性忽略，可认为是常量。而共同参数D、e的随机性在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合

理的结论。对于金属材料，Wirsching等在已有试验数据基础上得出Miner临界累

积损伤值D可以假定为服从对数正态分布[1751，均值为1．O，变异系数为0．3。

Frangopol等认为测量误差修正系数e可以假定为对数正态分布，均值为1．O，变异

系数为O．04【1761。

对于疲劳细节参数么，可根据相关应力水平下，门个试件的疲劳试验结构，得

到该应力水平下对应的疲劳寿命对数均值与标准差值，如式(6．11)，进而获得lgA的

均值和标准差，如式f6．12)1381。

惭2I门ZlgN,，O'lgN--击∑他Ⅳ一H。Ⅳ)2(6-1 1)

“g爿2 m‘lgAcr+／AgⅣ， qg彳=qgⅣ (6—12)

Kea[ing和Fisher对不同细节的疲劳试验数据进行整理分析，Fisher等结合374

根试验梁的数据进一步分析，给出l鲥服从正态分布，么服从对数正态分布，进而

可得到常数么的均值心、标准差％以及变异系数以如式(6．13)‘19]【20】：

／-tA=e‘-+爵彪’， era=√正·e(d-1’，邑=吼／心 (6．13)

式中，参数乃=‰爿=lnlO·／49爿，已=％爿=lnl0·q。4，h么=halO．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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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AASHTO中的疲劳细节参数彳的设计值么D通常含有95％保证率，

依照统计理论，彳D可由下式计算获得：

如=A一2吒=A(I一2以) (6-14)

式中，么为均值，％为标准差，屯为变异系数。Wirsching等提出对于所有

细节的参数彳，其变异系数均可以取为0．45[175]【1771。

对于国内钢桥各种构造细节的疲劳细节参数么，铁科研潘永杰【331给出的参数

如表6．1所示：

表6．1疲劳细节参数么参数特征

Table 6．1 Parameter characteristic ofA

对于等效应力幅瓯。和＆。的参数特征，现有文献中得到认可的观点是根据现

场监测数据，由内力直方图回归获取[1781，Zhao[179]讨论了等效应力幅服从瑞利分

布的情形；Xia[180】结合青马大桥的监测数据指出应力直方图无法用单一标准的分布

模型描述；Kwon[181]将瓯。作为随机变量，指出Se。服从不同分布式时，细节的疲劳

可靠度指标有差异。对于设计阶段或者早期的桥梁结构等数据资料缺乏的情况，

无法确定￡。的分布特征。

6．1．2裂纹扩展模型及参数特征

(1)Paris裂纹扩展方程

基于断裂力学理论，疲劳过程是荷载的反复作用下，结构初始裂纹的形成与

扩展的过程。对于部分新建桥梁，由于施工工艺的精准性难以控制，会存在初始

裂缝；而对于目前现有的旧桥中，裂缝检测是桥梁检测维修的重要控制指标。当

结构中存在或出现裂缝后，可以借助Paris裂纹扩展速率公式，如式(6．15)，进行

疲劳裂纹扩展寿命的预测。

dN=da／EC(必)”] (6．15)

式中，a为结构裂纹尺寸，c和m为材料的疲劳特性参数，AK为应力强度因

子幅值，表达为式f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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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Y(a)·s eq而 r6—16)

式中，无量纲函数Y(a)与结构试件尺寸、裂纹形状等因素有关，对于简单构

造细节，可直接由应力强度因子手册等相关文献查到，对于复杂结构细节可以由

有限元数值模拟等方法回归得到，对于工程结构中的表面裂纹，根据式f5．19)矛D式

(5-2s)，Y(a)可表示式(6—17)：

№)啾吲旦C，孚，茜期。赤15 K
(6-17)

Z ∥ I J

式中，坂为应力强度因子修正系数，Newman公式中的参数E(k)和E，参见
式(5．20)和式(5．21)。

若裂纹a的初始长度为a。，临界尺寸为a，，则结构裂纹由初始裂纹a。扩展到

极限裂纹a，的疲劳寿命关系如式(6．18)：

壶p赤2一N—No(6-18)Jaoc··骂 (】，(以)√刀口)⋯

由于钢桥的接头处不可避免会存在一定的初始缺陷，认为工程结构中存在初

始裂纹，因此可将Ⅳo取为0，则疲劳寿命极限状态方程表达为式(6．19)：

舭)2去eo：叭刚da丽州(6-19)
(2)参数特征

在裂纹扩展模型中，含材料疲劳特性参数C和m，结构裂纹尺寸参数a。、a，，

以及等效应力幅最。等，其中，材料疲劳特性参数C和m系数可根据疲劳裂纹扩展

试验得到的，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两者的变异性进行了统计分析[33]【1821，国际安全度

联合委员会在可靠性设计规范建议，指数m可作为确定性参量，参数C可作为对

数正态分布随机变量，工程结构中可查找钢材裂纹扩展相关试验获取数具体参数

特征。

结构裂纹尺寸参数a。与结构几何尺寸、细节类型以及加工精度等因素密切相

关，在工程结构中常用无损探伤评估、等效初始裂纹尺寸反推的方法获得初始裂

纹的分布规律。由于实测数据的离散性突出，研究者给出不同的分布形式，常用

分布形式有对数正态分布、Weibull分布，以及指数分布等，Jiao在研究基础上指

出如考虑分布的截尾的影响，采用对数正态分布的分析结果比较保守。而Madsen

研究认为疲劳寿命依赖于初始裂纹a。，而且疲劳寿命的分散性主要是初始裂纹的

不确定性导致的。表6．2中列举了不同结构细节的裂纹实测统计数据[33][182】[183][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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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初始裂纹的参数特征

Table 6．2 Parameter characteristic of initial crack

注：HSLA为高强度低合金钢(high strength low alloy steel)的简称。

临界尺寸为a，通常根据材料的断裂韧性鲜、所受应力最大值、应力场强因子

的表达式f6．20)获取。在实际工程中亦可根据结构的安全使用性能确定，英国海岸

结构技术文件[1851中建议将临界极限裂纹as取为相应板件的厚度或者宽度的比例

常数。

aj 2；1’‘高东’2(6-20)
断裂韧度B的分散性一般比其他的常规力学性能要大，研究表明，其服从三

参数Weibull分布【35]，且理论证明，断裂韧性的变化对临界裂纹尺寸影响明显，但

对疲劳寿命的影响相对较弱[381。此外，焊接长度和板件形状尺寸参数都是确定性

参数。

可以看出裂纹扩展模型中，变量s。。和％的不确定性十分显著，结构在设计阶

段或缺乏实测数据资料的情况下，无法准确给出＆口和口。的分布特征。

6．2 可靠度模型的一致性

借助可靠度理论，对参数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进行分析，推导概率模型和区

间模型之间存在的联系和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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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可靠度模型

(1)基于统计理论的概率可靠度模型

概率可靠度模型仅含有概率统计参数陋{21，X2，⋯，蜀>)，文中假定各参
数相互独立。模型可用式(6．21)表达。

R=圪a{g(x)≥o}2 Ig(X)≥O厶(x)Ⅸ (6-21)

其中，Pro。为概率函数，g(X)为性能函数表达式，且在g(JO≥O时，结构式

安全的，厶为联合概率密度函数(PDF)。

目前，JC法仍然是主要的近似求解方法，将性能函数从一般参数空间弘涵，

弼，⋯，墨)转化为标准参数空间Y=(YI，】，2，．．．，K)[1031，如式(6．22)：

≯(Z)=，≥(Ⅸ)，Z=≯_[j≥(K)]，i=1，2，⋯，门 (6-22a)

g(豳=g(丁(y))=G(y) (6—22b)

式中最为置的累积分布函数(CDF)，≯-1为标准正态分布CDF的反函数，丁

为概率转换函数。因而式(6．22)可以改写为式(6．23)。

R 2气{G(I，)≥o}2 JGfy渤fr(Y)dY=1一弓 (6-23)

式中，力为标准正态分布变量I，的联合密度函数，尸，为失效概率。

在标准正态分布空间，可靠度指标∥可以表示为从原点到极限状态面的最小

距离，如式(6．24)：

∥=①(1一只) (6-24)

(2)基于集合理论的区间可靠度模型

若结构的不确定参数)c在某区间变化，其上下界分别为xmm，xm腻，则x∈

x,--Ixmin，Xmax]成为区间变量。若分别取Xe_-(Xmin+Xmax)／2，xr=(xm觚-Xmin)／2，则有：

Xmin鼍。．xr；Xmax=x。+∥ (6．25)

区间x衍口区间变量x可分别表为：

xf=_)c。+x。4r； x=x。+，占 (6．26)

式中，么r_[．1，1]为标准化区间，6∈A，成为标准化区间变量，显然，任意实

值区间x，可由x。和∥两参数唯一确定，x。为区间数的算术平均，称为x或％的均

值。x‘表示为区间数相对于均值x。的分散程度，称为x或而的离差。

设向量X=Ⅸ，托，⋯，墨)表示与结构相关的基本区间变量的集合。其中，
x∈爿(f__f，2，．．．，n)。类似于概率可靠度问题，取功能函数为：

埘％∞=g(X1，X2，⋯，K)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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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g∞为Ⅸ(f=J，2⋯．，胛)的连续函数时，M也为一区间变量，设其均值和离差分
别为膨和必，两者比值如式(6．28)-

玎=衍蝴 峭一28、)

根据结构可靠性理论，曲面g∞=O称为失效面，把结构的基本参量空间分为

失效域g∞<0和安全域g∞>0两大部分。当r／>1，则对于蜮∈岩(f_1，2，．．．，，2)，
均有g(∞>0，此时，结是安全可靠的，且叩的取值越大，结构的安全可靠性越高。

当．1≤卵≤1，Nm#于VX,E膏(i--1，2，．．．，咒)，有g∞<O或g(A9>0均有可能，即结构

安全可靠性不能确定，从理论上讲，不能认为结构是安全可靠的。因此，郭书祥【105]

等采用77作为结构安全可靠度的度量指标。

(3)含有区间变量的混合可靠度模型

混合可靠度模型中包含随机变量(活踊，魁，⋯，墨))和区间变量(zr={Z1，
Z2，⋯，Zm))，假设各变量相互独立，混合可靠度模型可以采用式(6．29)表示，其

中gH=踟(x，z)为功能函数。

R=Pr06{踟(x，z)≥o)也6{踟(丁(I，)，刁≥o}或6{q(y，刁≥o} (6-29)

6．2．2概率模型和区间模型的一致性

概率可靠度模型中仅含有随机变量，区间可靠度模型是非概率可靠度模型的

一种形式，模型中仅含有区间变量。本节为计算分析作如下假定：

a．各变量之间相互独立；

6．概率可靠度模型的求解采用一次二阶矩法；

c．区间可靠度模型的求解依照定义方法【186】；

厦结构可靠度模型中含有抗力R和荷载效应S，(卢1，2，．．．，咒．1)挖个变量。

在以上假定基础上，本文针对概率模型中随机变量参数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况，

分别讨论概率模型和区间模型的一致性关系表达式。

(1)正态分布的概率模型与区间模型

假设在概率模型中的随机变量均服从正态分布R~Ⅳ(／-zR，盯R2)，S,-N(／．t∥

％2)，假设各随机变量僻，S)相互独立，功能函数如式(6—30)所示，结构安全系

数为如=缘／∑强，随机变量的变异系数为‰=o-R／#R，瑰=％7倦。概率可
靠度指标如式(岳3 1)。

旦墨

g(R，S，是，．．．，最一。)=R一墨一是一⋯一邑一。=R一∑S=0(i=1，2，．．．，船一1) (6-30)

万方数据



北京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偿2纛t=l=
n．1

心一∑I=l心
一 Km一1 (6-31)

取R∈[缘一％％，体+％％]，S∈[心一％％，心+％％]，将随机变量@，S)

转化为区间变量，其中％，聊s(f：1，2，．．．，陀-1)为离差系数(m。尺>0，珑s>O)，此时，
非概率可靠度模型可以借助上述随机变量中的参数表达，区间变量对应的结构安

全系数可以表达为式(6—32)，对应的变异系数可以表达为式(6．33)。

磁=
2缘+(％一％)％

∑(2仫+(聊s—ms,)％)
l=l

=鲁!L=吃 (6．32)

∑尥

(mR+mR)。

q 2鲁2最砘‰一露As,2百res ets,⋯s强睁37)

结合区间可靠度的定义，相应的非概率可靠度指标为式(6—34a)：

n-1

Em尺‰+∑q聊s托
t=l

一
(如一1)

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n-1

如聊R‰+∑q％％
f-1

(6—34a)

n-1

式中，q=仫／∑仫，(∑％=1)为变量参与系数。由式(6-34a)可以看出叩可
I=l

以直接采用∥和概率可靠度模型中的相关参数(如，‰，Ys,)来表达。特别的，

当％_，魄2％时，非概率可靠度指标也可以表达为式(6-34b)。从中可以看出，概

率可靠度指标与非概率可靠度指标之间的转化关系可以通过参数mu和一个：j,y-

·．。的比值来表达。c小雨2 2 2 2／I————n磊-] -．。，．

召
77 2』一·

％
匝卫匝

玎--1

如％+∑q强 mu
<旦(6-34b)

聊“

毒尥一～

万方数据



基于混合可靠度模型的疲劳寿命预测研究

(2)对数正态分布的概率模型与区间模型

假设在概率模型中的随机变量均服从正态分布lnR~Ⅳ(缘，％2)，inS,~Ⅳ(风，

％2)，假设各随机变量@，S)相互独立，功能函数如式(6—35)NN，均值和方差

如式(6—3 6)所示。
n-1

g(R，S，逻，．．．，最一，)=lnR-InSl一h遏一⋯一峨一1=lnR-∑InS,=o(6-35)
t=l

”一1厂————i：广—一
／az=‰一∑恤，％=i／(‰)2+∑(‰)2 (6-36)

其中， 由于“艘=lnuR一袁／2，“嗵=h1尥一呸／2，磕=111(1+丫；)，
噍=1n(1+丫§)，变异系数为％=o-R／／aR，如=％7尥，(f-1，2，．．．，船-1)。所以，均
值和方差可以转化为式(6—37)的形式。

纠％1 O-旷2即n-1 渺nc惫尊譬，睁3
O"z

2

概率可靠度指标表达为式(6．3 8)：

∥：丝：
仃．

7)

(6-38)

取R|lnR∈[／A衄一聊只qnR，“n尺+％q帜]，《2l蝇∈[／4。s-ms‰，‰+ms‰]，
将R和墨转化为区间变量，聊R，聊曼(i=1，2，．．．，即一1)为离差系数(mR>0，聊s．>o)，区

间变量对应的结构安全系数可以表达为式(6．39)，对应的变异系数可以表达为式

(6—40)。

群：争：学业：#丝兰些 (6-39)

∑心 ∑“。R∑(hl尥也√1+嵋)

，1 △d

≮‘2贯2 件等2犁麓睁4“U-In41+y ，，L掣一——一———————；=2专2 lO。斗J

q蚀呱 轰
、。

结合区间可靠度的定义，相应的非概率可靠度指标为式(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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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2

∥：

栌篆2

n-1

心．一∑尥
l=1

n-1

△R．+∑△爿
：—玉亲L(∑n-1 q：1) (6．41)

瓦’≮．+∑％％
81

结合式(6—39)和(6-40)，式(6—41)P---J以转化为式(6—42a)-

n-1

∥、
h(1+挥)·兀(1+瑶)

s=l

(6—42a)

由式(6．42)N以看出刁可以直接采用∥和概率可靠度模型中的相关参数(‰，

如)来表达。特别的，当％动晦砚时，非概率可靠度指标也可以表达为式(6-42b)。
从中可以看出，概率可靠度指标与非概率可靠度指标之间的转化关系可以通过参

数7,n。和一个小于1．0的比值来表达。

口
rl二。

mu 4—1n(1+—y；)+∑n-1厕 8

％
(6-42b)

在实际工程中，离差系数一般均假设为％2ms,2mu，且各类随机变量分布形

式均可以转化为正态分布，结合式(6．34b)和(6-42b)，可以得出，概率可靠度指标

与非概率可靠度指标之间满足77<∥／mu。

6．2．3实例验证

文献[187]qh的斜拉桥的拉索N1，借助有限元获取了在恒载和活载下的应力，

并将应力分别假定为随机正态变量和区间变量，见表6．3，结合规范中对索力容许

值的要求，建立功能函数如式(6—43)。

g=R—S一·是=％一％一％ (6_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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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拉索N1的变量参数和可靠度计算结果

Table 6-3 Variables parameter and results of cable N1

对于概率可靠度模型，可靠度指标由式(6．29)计算可得∥=6．657；区间可靠度

指标由式(6-34)计算可得理论计算值，根据算例参数，可以用式(644)表达。

％2历磊面磊(Km可-1)而 ‘6硝)

其中安全系数为‰=3．257，变量参与系数为％=尥／(尥+鸬)=0．939，根据

3a准则，假定离差系数(聊尺，ms，ms2)的取值为1～3，非概率可靠度指标变化规律如

图6-3所示。

＼、印：=—K—,,—m—R—Y—R—+——ct—lm』!s,二YLs，j；‰a1) 《s}、、、刁z 2—K—。,—m—R—Y—R-=_夏j!；≥；i；‰ms：Ys：1＼、“
+(1- 飞强 ＼～ +q％％+(1一q)

、一、、 1 4争、＼ 1
＼、 ”‘吐”‘吖j

4、太 一”‘‘‘“，|1

＼七笔
＼F羽1
、、．＼＼ ”≮吐”f 1

、。_I、；≤姜，、＼、＼、 j

广1丁1了1丁1丁—r■i—百—面—一 坫卜1}1}1}1}—产_j占—奇—吉—一mR
m^

口．刁随聊JR变化曲线(m是变化) b．刁随聊R变化曲线(％变化)

擘易=玩而罢蒜～一-i 、＼～、

：：广～～～一～一_：≥～～～～～～～～～～]

c．r／随m是变化曲线(m尺变化) d刁 ms,变化曲线(m尺变化)

图6-3不同离差下的非概率可靠度指标

Figure 6-3 Variation tendency of the IRl with different dispersions

137

万方数据



北京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可以看出，随着离差系数的增加，非概率可靠度指标降低，但是降低的幅度

相差较大，变化幅度与变量的参与系数凹．有关。本算例中假定离差系数统一取为

3．0，此时对评估结果的影响相对较小。

分别结合一维优化算法[1091和仿射算法【1101两种算法，非概率可靠度指标计算值

见表6．3，结合理论计算值可以看出，三者的误差为O．51％，由此可以判断理论计

算值满足精度要求，本文中推导获得的式(6．34b)是可行的。

6．3 混合可靠度模型

6．3．1混合模型的理论简化

(1)两阶段混合模型

混合可靠度模型中包含随机变量(弘{五，噩，⋯，％))和区间变量(庐{Zl，
Z2，⋯，Zm))，假设各变量相互独立，其中功能函数为gH=踟(X，Z)。文献[114】

提出的具有两阶段功能函数的混合模型，首先根据区间变量Z，建立第一阶段的

区间可靠度模型，如式(6．45)，由区间算法，得到的区间可靠度指标为随机变量X

的函数，如式(6-46)。

gH‘1’=踟(X，Z) (6．45)

研(x)=gH(x，z)。／踟(x，z)7 (6-46)

随后，第二阶段的功能函数借助区间可靠度指标的限制值来建立，如式f6．47)，

当功能函数gH(2)≥0时，结构是安全的。依照JC法，将功能函数借助概率转换函

数丁，从原始空间X转化到标准正态空间I，，求得的概率可靠度指标即为最后的混

合可靠度指标，如式(6．48)。

gH但’=l哆(X)l-1 (6-47)

％=西(1一‰{gH(2)(x)<o})

=①(1一％{g,v‘2’(丁(I，))<o}) (6．48)

=①(1一Pr06{％。’(I，)<o})

(2)理论简化模型

假设功能函数如式(6-49)，随机变量肆和昂相互独立，且耳~Ⅳ(心。，％。2)，

昂~Ⅳ(悔，％2)服从正态分布，区间变量墨和墨满足玛∈[心一△碍，心+△玛]，
母∈[纷，一△驴腾，+△毋]。第--g#N：@NN可A度指标计算如式(6-46)所示，区间

可靠度指标为随机变量R，和S，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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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RP，RI，SP，Si、)=RP七RI—S P—SI=0 Q6-49’鹏㈣2学 (6-5。)

第二阶段的概率可靠度模型建立如式(6-51)，结合JC法概率可靠度指标转化

为式(6．52a)，即为最终的混合可靠度指标。

踟(2)=I叩(琊，昂)l一1=兰垒L=i皆一1 (6_51)

．8H：—∥gH—c2)
％㈤

!丝二丝■丝二丝一1
一

AR,+△sI △RI+厶sl

(6—52a)

一(∥唧一∥昂)+∥毋一／as，一(△矗，+△曲)

心。太P七0-。LP

假设屏为忽略区间变量情况下的概率可靠度指标，屏=等掣；仇为忽
-～ 、／吒+吒

略随机变量情况下的区间可靠度模型的指标， 仇2精斌(6-52a)蚵憔达
为式(6．52b)，得NT混合模型的可靠度指标与区间变量和随机变量的定量关系。尾：笋：掣+笠皂掣：屏+咎(rh-1)(6-52b)

og≯1 心。盖P+6jP 心6盖P七G：P 心a盖p七6jP

6．3．2混合模型的数值求解

基于上述理论基础，混合可靠度模型的建立和求解步骤如下：

(1)根据规范等建立第一阶段功能函数，gu(1)=踟(X，刁，当gH(1)≥0时，

结构是安全的。

(2)确定变量的属性，对于随机变量，给出足够准确的分布形式和分布参数；

对于区间变量给出对应均值和离差。在土木工程领域，多数参数存在近似的分布

形式，若参数的分布形式未形成统一经验，可将该参数作为区间变量进行分析，

并根据36准则确定区间变量的离差，离差系数取值范围为1～3。由于式(6．34b),1：I

(6-42b)中满足r／<∥／班，，亦可根据r／和∥的限制值综合考虑离差系数镌，的取值。

(3)将随机变量作为常量，进行区间可靠度模型的求解。可以参照郭书祥【105】

提出定义算法，江涛[11 0]提出的多维优化算法和仿射算法，以及陈旭勇等[1091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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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的一维优化算法等。

(4)对(3)中的计算有效性进行验证，满足vz(x)<fll(X)／m．，屏为单独

将区间变量作为正态分布变量时的概率可靠度指标，X为随机变量X的某一特定

值。若满足，继续进行步骤(5)，若不满足，重新进行步骤(3)。

(5)借助区间可靠度指标的限制值来建立第二阶段的概率可靠度模型

gH‘2’=l 77(x)|_1。对于工程结构，当g日‘2’≥O时，结构是安全的。

(6)进行概率可靠度模型的求解，采用JC法、蒙特卡罗法和响应面法等，

求得概率可靠度指标风，即为最终混合可靠度指标。

其中第(4)步给出的约束限制条件是建立在概率模型和区间模型一致性基础

上的，一定程度上可以在避免非线性功能函数在区间运算时的区间扩张结果，保

证求解的有效性，求解总流程图如图6．4所示。

建立第一阶段功能函数

gⅣ‘1)=gⅣ(X，Z)

， V

i随机变_NX 区间变量z

I调研获取足够 具有区间变量的区 具有近似分布形式资

f准确的分布形式 间范围资料时， 料时，根据3d准则和

和分布参数 确定均值、离差 目<卢／m确定离差系数

◆

区间可靠度模型的求解 1．
(将随机变量作为常量)rl～

■ ’ t ■ 一

K满足
1定义法I l一维优化算法l I多维优化算法lI仿射算法I

7

●

有效性进行验冯(x)<屏(x)／m。卜～
I满足
’

建立第二阶段功能函数
g‘2’=10(x)卜一1

士
榄翠n,i罪度模型求群

● ， ● ●

Jc法l I蒙特卡罗法l l响应面法I

图6．4混合可靠度模型的计算流程图

Figure 6-4 Calculation flow chart ofhybrid reliability model

6．3．3混合疲劳可靠度指标

结构采用等效等幅应力法进行疲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可靠性验算时，可采用

分项系数法。欧洲钢结构协会的钢结构疲劳设计规范给出了构造细节疲劳评估用

分项系数表达的解析式为：

△％／‰=GAG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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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儿为考虑疲劳荷载效应(等效等幅应力)变化的分项系数，少。为考虑

疲劳抗力变异的分项系数。进而得到不同构造细节疲劳目标可靠指标用分项系数

表示如式(6．54)：

口：—ig—yRl+—lg—y—e+一2SR／J
‘

(6．5t-一t．)一——————芦=======●—一 l U—J J

√《+霹
、 ’

我国铁路钢桥疲劳设计规范建议取3．5，研究参照潘际炎的成果。潘际炎[130]

经加权优化并考虑纵横梁后研究建议铁路钢梁疲劳目标可靠度为3．0或3．5。建议

作用力分项系数按照跨度三的大小不同选取，L、<8m，取1．15；L>8m，取1．3。

陶晓燕[188J通过大量调研、实测和计算，制定了新运输形势下的典型疲劳列车、桥

梁疲劳荷载谱，使得疲劳设计紧密跟进目前的运输新形势；针对目标可靠度为3．5

的情况，研究得出了疲劳设计分项系数，跨度小于等于24m，疲劳作用力分项系

数取1．65；跨度大于24 m，取1．44。金广谦[189]对8种军用桥梁的疲劳可靠度进行

了校准计算，采用加权平均法定出疲劳目标可靠度指标，推导了疲劳设计公式，

并给出军桥可靠指标为2．5，军用桥梁设计表达式的抗力分项系数为1．0，荷载分

项系数1．25。欧洲钢结构协会疲劳设计规范建议疲劳可靠指标为3．5；英国规范中

建议疲劳可靠度目标取值为1．5～3．8。

Frangopol等在研究中考虑5％失效概率时对应的可靠度指标1．65作为结构失

效的目标值进行研究；王春生等在对京九线馀江桥的铆接细节进行疲劳可靠度评

估时采用的目标可靠度指标为2．0，他们在可靠度分析中考虑了柳接连接的不同失

效模式；对于桥梁结构，可以接受的失效概率为10一～10一，对应的可靠度指标值在

3．09～4．26之间，在国内文献中给出的3．5作为可靠度指标，对应失效概率为

2．33x10‘4，满足安全需求。

6．4 典型细节疲劳寿命预测分析

6．4．1工字梁E7类细节研究

针对国外耶洛·米尔·庞德桥的工字梁E7类细节[191进行疲劳寿命分析，结构细节

和裂纹扩展情况如图6．5所示，根据实测的桥梁梁体的数据，盖板工字梁E7类细

节的应力幅94％～99％落在4．1-19．7MPa范围内，等效常幅应力幅&g为13．1MPa。

初期统计平均每日交通量为4430次，每年交通量增长率为2％，实际各年份交通

量作用次数为N=365·ADTT．[(1+2呦’一1]／l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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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5 The fatigue details E’

(1)累积损伤分析法

4 l 5．5 7 2 8 7 10 3 ll S 13．4 14．9 16．5 19．?22 8

应力幅、口a

图6-6应力幅频率分布图

Figure 6-6 Stress range bin histogram

结合Miner准则和AASHTO中的．孓Ⅳ曲线，功能函数可表达为式(6．7)，式中

参数数据见表6．4。首先采用传统JC法对工字梁E’类细节进行概率可靠度分析，

依次假定&口服从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和W-eibull分布【l酣J，各年份下的概率可

靠度指标如图6．7口中曲线PRIOriormal)、PRI(Lognormal)$1]PRI(WeibuU)。其中，

曲线PRI含有点(18，2．7)、(43，1．52)和(75，0．5)，与文献【l龇J中的结果一致。同时

可以看出，&口在不同分布情况下，结构的可靠度指标存在差异，当&口为对数正态

分布时，结构可靠度指标最为保守，与文献【190】结论一致。

表6．4累积损伤模型的参数特征表

Table 6-4 Parameter characteristic ofthe cumulative fatigue damage model

采用图6．4中的数值分析方法，对E’细节进行区间．概率混合可靠度研究，取

&口为区间变量，其他变量为概率变量。分别采用本文算法和仿射法【110J获得区间可

靠度指标如图6．7口，可以看出两曲线基本吻合，文中式(6．42)可以有效转化概率区

间模型之间的可靠度指标，即文中推导的概率模型和区间模型的一致性关系是合

理有效的。

变化参数&口的变异系数的取值，分别获得区间．概率混合可靠度指标(HRI)

曲线组和概率可靠度指标(PRI)曲线组如图6．76所示。随循环次数的增加，区间

．概率混合可靠度指标下降速率明显高于概率可靠度指标，在考虑结构95％的保证

率，即5％失效概率的情况下，取1．65作为结构安全的目标可靠度指标，由图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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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在等效应力幅的变异系数取为0．25、0．3、0．35时，E’类细节采用区间．概

率混合可靠度指标预测的疲劳寿命较采用概率可靠度指标预测的疲劳寿命短，区

间．概率混合可靠度预测结果更为保守。

臻

‘心．
·-—---------一PRI(Lognormal)

。。。‘‘‘。Pill(Normal)～‘。PRl(Wmbun)
⋯一·IPI
。‘‘。。。‘‘‘‘。‘一IPI(APA)

惑卸[u曲线

鋈
·-----------一COV=0 25
一一一·COV=0 3⋯·-COV=0 35

一COV=0．4⋯一·COV=0 45

··-—··—-··-一COV=0 5

．1．65

删冀憋
5 15 25 35 45 55 65 75 5 15 25 35 45 55 65 75

时长／年 时长／年

a．鼢为不同变量类型的可靠度指标 b．鼢为不同变异系数假定时的可靠度指标
图6．7基于累积损伤模型的疲劳可靠度指标

Figure 6—7 Fatigue reliability index based on the cumulative fatigue damage model

(2)裂纹扩展分析法

结合基于Paris公式的裂纹扩展准则，功能函数可表达为式(6．19)。根据实测

数据[191，初始裂纹ao均值取0．6 mm，临界裂纹口，取25．4mm，无量纲函数坎们可

借助4个尺寸参数表达为：

r(a)=E‘E‘民·乓 (6—55)

式中：裂纹尺寸参数疋=0．952；自由边界影响参数只=1．211—0．186x／a／c，

c=5．462a1‘133；有限宽度参数瓦(口)=1．0；疋(以)=[1+6．7889(a／ty)。4348]一1如为不

均匀应力参数，其中应力集中系数K。=-3．5391n(z／ty)+1．9811n(t。p／f，)+5．798，a

为裂纹深度，z为焊接尺寸，玎为底板厚度，如为盖板厚度，参数特性如表6．5所
不。

表6．5裂纹扩展模型的参数特征表

Table 6-5 Parameter characteristic of crack propagation model

采用图6-4中的区间．概率混合可靠度分析求解方法，分别将不确定性参数aD

143

5

4

3

2

1

0

婆靼赵鞲口

5

4

3

2

1

0

蟮导丰越瓣F

万方数据

Administrator
矩形



◆◆纛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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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累积损伤分析法

假定结构不存在初始裂纹，采用累积损伤分析方法对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寿

命进行可靠度分析，极限状态方程采用式(6．7)，根据第三章中的结论，可参照

AASHTO规范中E7类细节的参数特征值(表6．4)进行取值。按照公式(3．4)，三

种尽／耳取值下索梁锚固结构的等效应力幅如表6．6所示，等效应力幅区间考虑变

异系数的影响。

分别采用考虑修正值的概率(对数正态分布)可靠度模型和不考虑修正值的

概率(对数正态分布)可靠度模型、考虑修正值的混合可靠度模型、不考虑修正

值的混合可靠度模型四种模型进行概率可靠度分析，如图6-9～图6．10所示。分别

采用失效概率为2．33x10。4和0．05两种情况下的可靠度指标3．5和1．65进行分析。

可靠度指标降至3．5和1．65的年限如表6．7所示。

5

4

蠖

卷s
瓣

日2

1

表6-6等效应力幅取值

Table 6-6 Equivalent stress amplitude

100燕

l＼冷 一概率未修正
p -＼、、 ．鬟赣一一一·概率一修正} ‘＼

E3
5、 ．、-二二：i丧

‘、‘、‘～。、．

1 。

100庄

夕&． 一概率未修正⋯概率-Sl修正
⋯—-概率S2修正
一⋯-概率is3修正

K≤迤迤
l 。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时长／年 时长／年

a．coy=0．25 6．COV=0．3 5

图6-9基于累积损伤模型的概率疲劳可靠度指标

Figure 6-9 Fatigue reliability index based on the cumulative fatigue damage model

图6-9中可以看出，在概率可靠度指标下，当变异系数取值为O．25时(图6-9a)，

由公式(2．6)对应的未修正应力幅值得到的索梁锚固结构在使用208年时，可靠度

指标降至3．5，设计运营期100年内结构状态良好；而按本文中公式(3．4)考虑应力

幅值修正后，三种宽高比尽／E(1．05，1．33，1．82)的索梁锚固结构可靠度指标分别

在193年、135年、84年时降至3．5。在概率可靠度模型中采用公式(3．4)修正应力

幅值，可以有效反映锚压板宽高比对索梁锚固结构疲劳抗力的影响，且随宽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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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可靠度指标下降速率明显加快。

表6．7可靠度指标与结构使用时长(单位：年)

Table 6-7 Fatigue reliability index and fatigue life(unit：yeat)

当变异系数增大为O．35时(图6-9b)，未修正应力幅和修正后的三种应力幅对

应下的可靠度指标降低明显，且可靠度指标降至3．5对应的使用年限缩短接近

50％，均小于100年，索梁锚固结构应力幅的离散性对概率可靠度指标的影响尤为

明显。

口．cov=0．25 b．cov=0．35

图6．10基于累积损伤模型的混合疲劳可靠度指标

Figure 6—1 0 Fatigue reliability index based on the cumulative fatigue damage model

图6．10中可以看出，在混合可靠度指标下，当变异系数取值为0．25时(图

6．10a)，由公式(2．6)对应的未修正应力幅值得到的索梁锚固结构在使用169年时，

可靠度指标降至3．5，设计运营期100年内结构状态良好；而按本文中公式(3．4)考

虑应力幅值修正后，三种宽高比墨／q(1．05，1．33，1。82)的索梁锚固结构可靠度指

标分别在157年、110年、69年时降至3．5。在混合可靠度模型中采用公式(3．4)修

正应力幅值，亦可以有效反映锚压板宽高比对索梁锚固结构疲劳抗力的影响，且

随宽高比的增加，可靠度指标下降速率明显加快。

当变异系数增大为0．35时(图6．10b)，未修正应力幅和修正后的三种应力幅对

应下的可靠度指标也随之降低，且可靠度指标降至3．5时，对应的使用年限缩短接

近30％，降幅小于概率可靠度的分析结果，索梁锚固结构等效应力幅的离散性对

混合可靠度指标的影响相对显著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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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应力幅修正的影响，对比图6-9和图6．10中可靠度指标降至3．5时对应的

使用年限，采用概率可靠度指标和混合可靠度指标进行评价，所需年限基本一致，

当等效应力幅的变异系数为0．35时，所需年限不满100年设计年限，理论上在可

靠度指标降至3．5时的使用年份即需要对结构进行检测和维修。对比图6．9和图

6．10中可靠度指标由3．5降至1．65时对应的使用年限，采用概率可靠度指标进行

评价时，在300年使用期内，可靠度指标均未降至1．65，结构的失效概率小于5％；

采用混合可靠度指标进行评价时，使用年限明显缩短，尤其对应修正后的应力幅

S3(cov=0．35)，使用42年时降至3．5，使用112年时即降至1．65，此时工程结构基

本可认为没有剩余寿命，故从第42年起即需要对结构进行定期检修和维护处理。

(2)裂纹扩展分析法

假定结构存在初始裂纹，结合基于Paris公式的裂纹扩展准则，功能函数可表

达为式(6．19)。根据第五章基本假设条件，初始裂纹ao均值取0．4 m瑚，裂纹形状

为c／a=4，临界裂纹钟可取0．8f，变异系数为O．4。裂纹扩展公式中应力强度因子分

别采用Newman公式(5．19)，以及考虑本文第五章修正公式(5．42)1拘两种情况进行

分析如图6．11～图6．12所示，其中取等效应力幅如表6．6所示。 、

}趴三麟霏
}、》。＼＼＼、5
}。‘蕊咚(_＼
O 20 40 60 80 100

时长／年

}N三---蘸,一m-SlN霏t
，≮＼＼罗
}。‘警融，?＼
0 20 40 60 80 100

时长／年

a．COY=0．25 b．coY=0．35

图6．11基于裂纹扩展模型的概率疲劳可靠度指标

Figure 6—1 1 Fatigue reliability index based on the crack propagation model

图6．11中可以看出，在概率可靠度指标下，当变异系数取值为0．25时(图

6．11a)，由未修正应力强度因子Newman公式(5．19)得到，索梁锚固结构在假定的

初始裂纹情况下仅使用38年后，可靠度指标即降至3．5，而按本文中应力强度因

子修正公式(5．42)后，三种宽高比且／日的索梁锚固结构可靠度指标分别在17年、

15年、13年时降至3．5。在概率可靠度模型中采用公式(5．42)修正应力强度因子后，

一方面可反映对索梁锚固结构形式对疲劳抗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锚压板

高宽比变化对疲劳抗力的影响，即在相同疲劳荷载作用下，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

抗力随时间的下降速率明显快于无限宽板的疲劳抗力下降速率，且随锚压板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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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增加，下降速率有所加快。

当变异系数增大为O．35时(图6．1lb)，Newman公式和修正公式对应下的可靠

度指标降低明显，且可靠度指标降至3．5对应的使用年限缩短接近30％～35％，索

梁锚固结构应力幅的离散性对概率可靠度指标的影响较为突出。

表6-8可靠度指标与结构使用时长(单位：年)

Table 6-8 Fatigue reliability index and fatigue life(unit：year)

}越＼三麟垂
， }枣 ＼J
f嬲／撙 ＼
l 。 ＼、、>、 。 ，

0 10 20 30 40 50

时长，年

}麓乓麟萋
≠ 搏 ＼ ＼，

l⋯一。。强“s。＼＼
0 10 20 30 40 50

时长／年

口．coy=0．25 b．COV=0．35

图6．12基于裂纹扩展模型的混合疲劳可靠度指标

Figure 6—12 Fatigue reliability index based On the crack propagation model

图6．12中可以看出，在混合可靠度指标下，当变异系数取值为O．25时(图

6．12a)，由未修正应力强度因子Newman公式(5．19)得到，索梁锚固结构在假定的

初始裂纹情况下仅使用31年后，可靠度指标即降至3．5，而按本文中应力强度因

子修正公式(5．42)后，三种宽高比届／县的索梁锚固结构可靠度指标分别在14年、

12年、11年时降至3．5。在混合可靠度模型中采用公式(5．42)修正应力强度因子后，

一方面可反映对索梁锚固结构形式对疲劳抗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锚压板

高宽比变化对疲劳抗力的影响，即在相同疲劳荷载作用下，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

抗力随时间的下降速率明显快于无限宽板的疲劳抗力下降速率，且随锚压板宽高

比的增加，下降速率有所加快。

当变异系数增大为0．35时(图6．12b)，Newman公式和修正公式对应下的可靠
度指标也随之降低，且可靠度指标降至3．5时，对应的使用年限缩短接近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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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幅明显小于概率可靠度的分析结果，索梁锚固结构等效应力幅的离散性对混合

可靠度指标的影响相对减小。

考虑应力强度因子修正的影响，对比图6．11和图6．12中可靠度指标降至3．5

时对应的使用年限，采用概率可靠度指标进行评价时，所需时长为9～17年；采用

混合可靠度指标进行评价时，所需时长仅为8．5～14年，结构初始阶段的可靠性下

降速率略大于传统的概率评价。对比图6．11和图6．12中可靠度指标由3．5降至1．65

时对应的使用年限，采用概率可靠度指标进行评价时，所需时长为15-20年；采

用混合可靠度指标进行评价时，所需时长仅为3～5年，结构的可靠性下降速率明

显大于传统的概率评价，用于工程结构检修更为安全。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采用混合可靠度模型对结构进行疲劳可靠度分析更为保

守，根据考虑应力幅修正的累积损伤方程分析结果可知，索梁锚固结构在设计初

始阶段需考虑运营期的检测维修方案，必要时需考虑更换方案；根据考虑应力强

度因子修正的裂纹扩展方程分析结果可知，在发现结构裂纹后，建议检修周期小

于3～5年。对于铁路斜拉桥以及公铁两用斜拉桥中的构件，提前有计划的进行桥

梁裂纹检测和维修是桥梁安全运营的重要保证。

6．5 本章小结

本章针对传统的钢结构疲劳寿命预测误差较大的问题，判别线性累积损伤模

型和裂纹扩展模型中变量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分别推导了含有正态分布参数的概

率模型、含有对数正态分布参数的概率模型与区间模型的一致性关系，给出可同

时考虑区间变量和随机变量的混合可靠度理论简化分析模型和求解方法。对实桥

中E7疲劳细节进行疲劳寿命分析，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和适用范围，对本文中

索梁锚固结构疲劳细节进行疲劳可靠度分析，给出合理有效的索梁锚固结构检测

年限。

(1)依照国内外焊接构件设计、评定规范，以及现有研究成果，对基于Miner

准则的累积损伤模型和基于断裂力学的疲劳寿命模型中参数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进行判别，其中等效应力幅&口和初始裂纹ao等变量的不确定性参数特征明显，在

设计阶段或缺乏实测数据资料的情况下，无法准确给出足。和ao的分布特征。

(2)理论推导了服从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的概率模型和区间模型的一致

性关系，给出可同时考虑区间变量和随机变量的混合可靠度理论简化分析模型，

给出数值模拟的计算流程和方法，并借助Matlab平台进行实现。

(3)借助对桥梁工字梁E7类细节的疲劳可靠度研究，得出考虑结构95％的保

证率的情况下，变量应力幅的变异系数为0．25～0．35时，混合可靠度法较传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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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更为保守，可作为预测钢结构疲劳寿命的一种有效手段。

(4)采用概率模型和混合模型对实桥中的索梁锚固结构P1类轴拉应力细节

进行疲劳可靠性研究表明，采用混合可靠度模型对结构进行疲劳可靠度分析更为

保守；根据考虑应力幅修正的累积损伤方程分析结果可知，索梁锚固结构在设计

初始阶段需考虑运营期的检测维修方案，必要时需考虑更换方案；根据考虑应力

强度因子修正的裂纹扩展方程分析结果可知，在发现结构裂纹后，建议检修周期

小于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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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与展望

本章将对前述章节的研究内容进行介绍，归纳总结公铁两用斜拉桥索梁锚固

结构的疲劳性能和疲劳寿命研究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并对本课题今后进一步研究

工作的内容和方向进行阐述说明。

7．1 论文主要研究工作与结论

随着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的发展和建设，索梁锚固结构在汽车和列车组合

作用下的疲劳问题成为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本文针对新型的索梁锚固结构．

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开展了系统的研究，以边界等效的疲劳试验为基础，分别采

用名义应力、热点应力以及裂纹扩展方法研究了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性能；结合

累积损伤模型和裂纹扩展模型中的参数特征，采用疲劳寿命分析的混合可靠度模

型，研究了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可靠性和疲劳寿命。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

(1)索梁锚固结构疲劳荷载研究

采用既有公路汽车和铁路列车的疲劳车模型，通过数值模拟研究了公铁两用

斜拉桥中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索力幅及其组合方法。得出结论如下：

不同类型荷载引起的索力幅可采用Miner线性累积损伤等效法和BS5400建议

的线性叠加方法进行组合。其中，线性叠加组合值最为保守，可用作疲劳设计中

的索力幅值，Miner线性累积损伤等效值可用于实桥结构疲劳寿命的预测和评估。

(2)索梁锚固结构疲劳细节名义应力研究

结合实桥中的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研究结构基本板件的应力分布特征和几

何参数敏感性，给出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的基本结构和主要疲劳敏感细节，并开

展了基本结构的模型试验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①得到了由传力板件和承力板件构成的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的基本结构和三

类疲劳敏感细节，分别为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端部轴拉细节、锚压板与传力竖

板连接侧面拉剪细节，以及锚压板与锚板连接面的压剪细节，并给出了相应名义

应力幅计算公式。

②索梁锚固结构在初始状态下，基本结构的测点值与有限元模拟值的分布趋

势基本一致；相对于实际索梁锚固结构，基本结构的应力集中特征更为明显，可

用于不同传力竖板倾角(20。-90。)的索梁锚固结构疲劳分析。结构最大应力区域

为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端部区域，以及两者连接焊缝区域的近受拉端部位置。

③在循环荷载作用下，索梁锚固结构在轴拉细节和压剪细节处出现裂纹，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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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端部轴拉细节的疲劳断裂导致了结构的整体失效；以观测到

裂纹为疲劳失效判据，轴拉细节的疲劳性能受锚压板宽高比影响较为明显，需对

名义应力幅进行系数修正，修正后建议采用我国铁路桥涵极限状态法设计暂行规

范中XIII类细节或美国AASHTO规范E’类细节等级进行分析。试验中观测到裂纹

的压剪细节建议采用欧洲规范中80类细节等级进行分析，试验中未观察到裂纹的

拉剪细节仍按照欧洲规范中80类剪切细节等级进行分析。

(3)索梁锚固结构疲劳细节热点应力研究

对索梁锚固结构中的各类疲劳细节进行了热点应力判定和有限元模拟研究，

分析了单元类型、网格尺寸以及外推方法对热点应力的影响。采用试验中轴拉细

节热点应力测试值，验证有限元模拟的有效性。采用应力集中系数，对板件有限

宽度、焊缝长度和荷载效应的有效区域等几何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结合实桥中

参数取值，研究轴拉细节和拉剪细节应力集中系数的表达式。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①对单向轴拉应力状态，热点应力取轴向拉应力，热点应变取轴向拉应变；

对承受双轴向应力状态，热点应力可取主应力，热点应变取主轴拉方向应变，并

考虑由主应变方向的应变比确定的修正系数；对承受剪切应力状态，以及承受以

剪应力为主的剪拉、剪压应力状态，热点应力取剪切应力。

②可考虑选用shell63和solid45单元对索梁锚固结构进行热点应力模拟分析，

网格划分尺寸小于等于0．2t×0．2t(f为厚度)；对于承受轴拉应力的P1A热点，采

用IIW线性外推得到试件的热点应力值与测试值匹配性较好，且可以选用FAT90

曲线对热点应力进行疲劳寿命预测分析，其中采用solid45单元模拟的热点应力值

用于疲劳寿命预测相对更偏于保守。

③焊缝长度参数fl=H1／厶的变化对各类位置热点应力集中系数的影响最为明

显。在实桥结构几何参数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了实桥结构中的主要

控制参数项为五=f=墨／耳，％=p=H1／‘，x4=y爿‘／‘，采用非线性回归法得

到了轴拉细节和拉剪细节端部应力集中系数的非线性回归表达式。

(4)索梁锚固结构疲劳细节裂纹扩展研究

采用线弹性断裂理论研究裂纹扩展规律，对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

扩展进行模拟分析，借助文献中穿透型裂纹和半椭圆表面裂纹的试验测试值，验

证有限元模拟的有效性。采用最大周向应力准则对承压板与传力板连接端部裂纹

进行裂纹扩展模拟，结合断口形貌，研究了初始裂纹形状和尺寸对裂纹尖端应力

强度因子和裂纹扩展的影响。采用应力强度因子修正系数，对基本结构中的几何

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研究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端部半椭圆裂纹的应力强度因

子修正系数的表达式。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①采用ANSYS与FRANC3D有限元软件进行数值模拟分析时，母材试样和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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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试样热影响区的中心穿透裂纹扩展模拟值与文献试验值有较高吻合度，半椭圆

表面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模拟值与试验值的分布趋势也基本一致。

②采用最大周向应力准则对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端部裂纹进行裂纹扩展模

拟，对于半椭圆表面裂纹，裂纹形状对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分布影响明显，

裂纹尺寸仅对其数值有影响。初始裂纹尺寸和形状的改变会直接影响结构疲劳寿

命，但不会影响裂纹界面进入瞬断区时的临界裂纹形状比例。

⑧对于表面点和最深点处的应力强度因子修正系数，厚度比口=to／tl的影响最

为明显，fl=H1／‘次之，且裂纹形状对表面点的修正系数亦存在一定影响；综合考

虑有限宽度、裂缝长度以及荷载效应有效区域的影响，得到了锚压板与传力竖板

连接端部半椭圆裂纹在最深点和表面点的应力强度因子修正系数的表达式。

(5)索梁锚固结构的疲劳可靠性研究

判别线性累积损伤模型和裂纹扩展模型中变量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分别推导

含有正态分布参数、对数正态分布参数的概率模型与区间模型的一致性关系，研

究可同时考虑区间变量和随机变量的混合可靠度理论简化分析模型和求解方法。

对实桥中E’疲劳细节进行疲劳寿命分析，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和适用范围，进

而对本文中的索梁锚固结构疲劳细节进行疲劳可靠性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①对基于Miner准则的累积损伤模型和基于断裂力学的疲劳寿命模型中参数

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进行判别，给出不确定性参数应力幅&口和初始裂纹口o。

②理论推导了服从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的概率模型和区间模型的一致性

关系，给出可同时考虑区间变量和随机变量的混合可靠度理论简化分析模型，借

助Matlab平台给出了数值模拟的计算流程和方法。

③借助对桥梁工字梁E7类细节的疲劳可靠度研究，得出考虑结构95％的保证

率的情况下，变量应力幅的变异系数为0．25～0．35时，混合可靠度分析法较传统概

率可靠度分析法更为保守，可作为预测钢结构疲劳寿命的一种有效手段。

④采用概率模型和混合模型对实桥中的索梁锚固结构轴拉应力细节进行疲劳

可靠性研究表明，采用混合可靠度模型对结构进行疲劳可靠度分析更为保守；索

梁锚固结构在设计初始阶段需考虑运营期的检测维修方案，必要时需考虑更换方

案；在发现结构裂纹后，建议检修周期小于3～5年。

7．2主要创新点

(1)给出了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的基本结构和三类疲劳敏感细节，分别为锚

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端部轴拉细节、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侧面拉剪细节，以及

锚压板与锚板连接面的压剪细节，并给出对应的名义应力幅计算公式；在试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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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引入与锚压板宽高比相关的参数，对轴拉细节名义应力幅计算公式进行修

正；给出了各类细节的参考疲劳细节类别。

(2)采用应力集中系数，对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基本结构中的板件有限宽度、

焊缝长度以及荷载效应的有效区域等几何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结合实桥中几何

参数的取值规律，给出轴拉细节和拉剪细节应力集中系数的表达式。

(3)采用应力强度因子修正系数，对复合式双锚拉板锚箱基本结构中的板件

有限宽度、焊缝长度以及荷载效应的有效区域等几何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给出

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端部半椭圆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修正系数的表达式。

(4)针对累积损伤模型和裂纹扩展模型中变量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基于区间

．概率理论，分别推导了服从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的概率模型和区间模型的一

致性关系，给出可同时考虑区间变量和随机变量的混合可靠度理论简化分析模型

和求解方法。采用累积损伤模型和裂纹扩展模型对索梁锚固结构的轴拉细节进行

疲劳可靠性研究，分析索锚结构的疲劳寿命，给出了设定合理检修周期的建议。

7．3 展望

疲劳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又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对我国公铁两用钢桥中索

梁锚固结构的疲劳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对我国公铁两用钢桥索梁锚固结

构疲劳问题研究需要持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建议对如下几个方面进一步研究：

(1)本文工作建立在缩尺模型疲劳试验和现有规范疲劳细节．孓Ⅳ曲线基础上，

试验中结构破坏形式和疲劳性能与理论预测基本一致，但板厚对焊接质量和焊接

工艺的存在一定的影响，考虑有效边界约束的不同板厚的索梁锚固结构足尺疲劳

试验数据有待进一步补充和开展。

(2)本文按照规范采用静力影响线法和给定的动力冲击系数考虑汽车荷载和

列车荷载的疲劳效应及组合，未考虑实际桥梁中列车与桥梁耦合而产生的动力响

应及参数特征，以及由于风荷载引起的响应和参数特征，后续研究中可以综合多

方面影响进行分析。

(3)本文针对锚压板与传力竖板连接端部的单一裂纹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模拟

和研究，实际索梁锚固结构中含有四个相同的疲劳细节，可能同时存在多条裂纹，

对于多裂纹扩展的模拟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

(4)本文采用裂纹扩展模型对索梁锚固结构进行疲劳可靠度分析时，假定表

面裂纹扩展过程中保持形状c／a不变，与现实情况相比较，相对保守，后续研究中

建议考虑裂纹形状c／a变化引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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