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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裂纹损伤的深水立管疲劳断裂数值仿真研究

摘要

深水油气勘探和生产活动大大增加，是世界海洋石油天然气工业发展

的总趋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已经向世界公开招标的深水区域水深为

600"---'2000m。随着水深不断增加，深水开发技术装备不断面临新的挑战，

对于深水生产系统而言，立管系统作为连接水面浮式装置和海底设备的导

管，作用非常关键。负载中的深水立管，由于波浪、风以及现场作业等因

素引起的动载荷是非常复杂的，焊接结构的失效控制和可靠性是没计中需

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本文对立管环缝存在焊接缺陷情况下的断裂形态和疲劳寿命进行了

有限元分析，对立管焊接前的组对偏差造成的应力集中和疲劳寿命的影响

进行了研究和理论验证，具体工作如下：

(1)研究了立管环缝存在焊接缺陷的情况下，不同应力幅、缺陷处

于不同位置时对裂纹扩展形态和疲劳寿命的影响。通过有限元分析表明，

裂纹扩展形态与巴西COPPE／UFRJ的实验结果相符合。

(2)研究了立管在焊接前组对偏差造成的应力集中和对疲劳寿命的

影响。结果表明，较大的组对偏差使得应力过于集中，对疲劳寿命的影响

不容忽视。

(3)对立管系统主要部件、立管接头主要连接方式进行了介绍。对

本文研究内容相关的国际上环焊缝疲劳寿命研究现状进行了阐述。对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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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立管J型铺管工艺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4)对现行国际立管环缝疲劳标准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

BS7910标准过于保守，并通过仿真进行了验证。

(5)介绍了现在常用疲劳断裂软件。鉴于FRANC3D软件的教程案

例过少，较为详细的讲解了该软件的操作使用方法。

本文通过有限元分析方法对缺陷导致的疲劳、立管组对偏差造成的应

力集中进行了研究，为焊接连接的立管将来在国内海洋石油及其它领域的

应用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焊接疲劳寿命，应力强度因子，应力集中因子，组对偏差，franc3d，

热点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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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il deepwater riser with crack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fatigue fracture

Abstract

Deepwater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activiti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is the world’S offshore oil and gas general trend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has been an open

tender to the world’S deep water depth of 600～2000m．With increasing water

depth，deep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continue to face new

challenges for deepwater production systems，standpipe system as the

connecting surface of the water floating and subsea quipment installation tube，

the role is critical．Load of deepwater ri sers，as waves，wind and field

operations，such as dynamic load factors are very complex，the failure of

welded structure design control and reliability are important factors to

consider．

This opposition exists pipe girth weld defects in case of fracture

morphology and fatigue life of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welded

opposition group before the deviation caused by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and

fatigue life were studied and theoretical validation，specifically as follows：

(1)With the existence of the riser girth weld defects cases，different

stress amplitude，defect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on the crack morpholo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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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igue life．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rack shape and Brazil

COPPE／UFRJ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2)Riser of the group before welding and stress concentration caused by

deviation of fatigue life．The results show that a large group of error makes the

stress is too concentrated，the impact on the fatigue life can not be ignored．

Opposition control system main components，the main connection riser

connector was introduced．Relevant to the content of this paper,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girth welds fatigue life are described．On the marine

riser J-SCR pipe laying process was described in detail．

(3)Riser on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 girth fatigue problems

were analyzed．Pointed out that the BS79 1 0 standard is too conservative，and

were verified by simulation．

(4)Introduced the nOW commonly used in fatigue fracture software．

Given FRANC3D software tutorials too few cases，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software to use．

(5)In this paper’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defects lead to fatigue，riser

group bias caused by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was studied for welded joints of

the marine riser in the future，the application of oil and other fields to lay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Keywords：the fatigue life of welding，stress intensity factor，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misalignment，hydrostatic test，ffanc3d，hot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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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1．1海洋立管系统简介

第一章绪论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中国陆地石油资源的减少，中国勘探、

开发海洋石油的活动随之大大增加。深水油气勘探和生产活动大大增加，也是世

界海洋石油天然气工业发展的总趋势，例如墨西哥湾、西非、巴西和北海。我国

南海深水区域同样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已经向世界公开招

标的深水区域水深为600一-,2000m⋯。

随着水深不断增加，深水开发技术装备不断面临新的挑战，海洋平台和立管

系统在挑战中得到了发展，从张力腿平台、单柱平台(Spar)、半潜式平台发展

到今天的浮式生产系统和浮式生产储运系统(FPSO)。对于深水生产系统而言，

立管系统作为连接水面浮式装置和海底设备的导管，作用非常关键。负载中的深

水立管，由于波浪、风以及现场作业等因素引起的动载荷是非常复杂的，焊接结构

的失效控制和可靠性是设计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1．1．1立管系统分类

如图1所示，随着水深不断增加，深水开发技术装备不断面临新的挑战，海洋

平台和立管系统在挑战中得到了发展，从张力腿平台(TLP)、单柱平台(Spar)、

半潜式平台发展到今天的浮式生产系统和浮式生产储运系统(FPSO)。考虑到技

术可行性和经济因素，深水开发需要创新的思想观念、先进的工程方法、新型材

料和焊接技术。

图1-1平台结构与适应水深

Fig．1·1 Platform structure and adapted water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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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油气田开发一直面临选择合适的开发方案、降低设备和作业费用的挑

战。降低超深水域油井作业成本的需要，使得spar和TLP平台这类干式树浮式

生产系统的吸引力增加。目前已经存在以及计划应用的干式树生产平台如图1-2

所示口1。TLP平台因为要保证足够的系索轴向刚度以满足运动特性的需要，实际

应用水深极限大致是5000ft。对于水深超过5000ft的深水，干式树spar平台

是最为合适的技术，评估其适用水深能够达到10，000ft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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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叩现有及计划开发的干式树装置

Fig．1-2 Existed and planned development of the dry tree

顶端张紧立管早在1984年即已经投入UK位于North Sea的TLP平台Hutton，

水深486ft的浮式生产设施应用之中，共建立了29套采用顶端张紧立管TTRs

的干式树生产设施。

立管具有多种可能的结构，例如自由悬挂钢悬链线立管(SCR)、顶端张紧

立管(TTR)等等。同一平台也有可能采用多种类型的立管。

顶端张紧立管(TTR)是一种重要的刚性立管结构，通过张紧器或者浮力罐

实现立管张紧，如图l所示。深水TTR立管绝大部分长度通常是采用螺纹连接器

连接而成。该该类立管的缺点是难以适应深水开发很大的浮体漂移(FPSO的最

大漂移量能够达到水深的20一30％)，此外，而且随着水深的增加，项张力的补偿

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更难以容纳浮体的升沉运动。

柔性立管虽能顺应浮体的漂移和升沉运动，但大直径柔性立管许多技术问题

目前还无法解决，且柔性立管的成本高，不适用于高温高压介质条件。

钢悬链线立管(SCR)是深水立管的成本有效解决方案，该立管的特点是集

海底管线与立管于一身，一端连接水下井口，另一端连接水面浮式结构。与TTR

立管的建造方法不同，SCR立管主体是采用标准长度的钢质管节焊接而成H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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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立管系统主要部件

1．1．2。1柔性节点

柔性节点结构如图6所示，各个构件的材料，以及相互之间的连接关系如表

1所示饰3。

柔性节点由连接法兰、壳体、球形模压弹性轴承、金属强化物和延伸短节等

构件组成。连接法兰上端与船体上面工艺管道连接，肩部通过螺栓紧固在壳体上，

即壳体同时用作连接法兰的基座。球形模压弹性轴承安装在壳体下端内凸面上，

该弹性轴承由一系列的球状金属强化物组成，金属强化物为层状分布并用弹性材

料封装。延伸短节下端与SCR焊接连接。

延伸短节球状上端的内表面与连接法兰球状下端的外表面贴合，而延伸短节

球状上端的外表面则与模压弹性轴承球形凹面贴合。当SCR立管相对船体倾斜

时，在轴向力弯矩作用下，弹性轴承产生弹性变形，延伸短节球状上端的内表面

与连接法兰球状下端的外表面之间产生转动，即形成了SCR立管与船体之间的偏

角。 ．

柔性节点球形模压弹性轴承的弹性材料是专用丁腈橡胶，其他构件采用高强

钢。

球形模乐弹性轴承

图l-3柔性节点结构

Fig．1-3 Flexible compon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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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气密性好，可以适应高温介质需要，而且当钻井管、油管或者工具从内部

通过时，易于进行弯度控制№。3。

因此，锥形应力节点在立管系统中应用广泛，代表性应用如下：

1)SCR生产立管悬挂

2)TTR立管水下井口连接

3)FSHR混合立管系统垂直立管顶端连接／底端连接

4)钻井立管顶端连接

PETROBRAS和RTI合作，在墨西哥湾的Spar平台项目中，采用钛合金锥形

应力节点作为SCR立管平台悬挂的解决方案(图31)，应力节点锥形主体下端与

SCR立管连接，立管材料是API 5L X80管线钢阳吲。RTI公司为该项目钛合金锥

形应力节点生产商，其典型产品如图32所示。

图l_4SCR立管悬挂

Fig．1-4 Suspension of SCR

图l-S典型锥形钛合金应力节点

Fig．1-5 Typical stress joi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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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SCR立管悬挂应力节点结构

Fig．1—6 SCR suspension joint component

1．1．2．3张紧器

张紧器为顶端张紧立管系统(TTRs，Top Tension Risers)提供张力。降低

超深水域油井作业成本的需要，使得spar和TLP平台这类干式树(dry tree)

浮式生产系统的吸引力增加。干式树生产系统的生产树位于平台上，TLP平台通

常通过液压张紧器实现立管张紧，Spar平台则通常采用浮力罐为立管提供张力。

用于干式树生产模式TTR立管系统张紧的张紧器主要有6种，如图58所示。其

中浮力罐张紧系统和液压气动式张紧器应用最为广泛，分别是Spar平台和TLP

平台立管张紧的首选技术方案。固定式立管张紧器和被动弹簧式张紧器用于特定

的海况或者平台条件，可以降低成本。N-line立管张紧器和Ram式立管张紧器

是近些年来开发的新型立管张紧器，在深水及HPHT油气田有突出的竞争优势
[10-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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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力罐张紧系统液压气动式张紧嚣 被动弹簧式张紧嚣 Ram式立管张紧嚣

图1-7 1vrR立管系统立管张紧器

Fig．1-7 TTR system oftension

1．1．2．4快速连接器

用于立管安装的快速连接器分为3种，螺纹耦合连接器、焊接螺纹连接器和

法兰连接器，如图卜8所示。螺纹耦合连接器本体两端属于母端，为内螺纹，与

之连接的立管管端属于公端，为外螺纹。焊接连接器分为外螺纹公端和内螺纹母

端，焊接螺纹连接器本体与立管管端预先焊接连接，海上安装时，直接把公端立

管和母端立管连接。法兰连接器通过螺栓实现两段立管的连接，法兰本体预先通

过焊接或者其他方式与立管管端连接u引。

撂纹鹾台连装嚣 浑轰圭襄绞连轰嚣 注兰连蓑萋

图1-8立管连接快速连接器

Fig．1-8 riser CorLn_ce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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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海洋立管接头的主要形式

图卜9司以采用的立管接头形式

Fig．1-9 Riserjoint form

立管接头RJT，在海洋石油工程之中称为接头，其作用是在2个管道端部建立

连接。立管接头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如图卜3所示，其中常用的是焊接接头和机

械连接器，特别是机械连接器因为安装方便等因素而在工程之中得以广泛采用。

机械连接器，制造厂家通常直接称为连接器，包括焊接螺纹连接器与螺纹耦合连

接器2种形式。

1．2．1螺纹耦合连接器

1．2．1．1螺纹耦合连接器原理与结构

螺纹耦合连接器通过连接器本体与立管管端之间的螺纹耦合形成连接。螺纹

连接器结构如图卜10所示。螺纹连接器本体两端为内螺纹母端，与之连接的立

管管端为外螺纹公端。在扭矩作用下，本体与管端形成金属金属密封。为了承受

负载，螺纹设计成为钩形，并且开设应力释放沟槽，提高螺纹连接器疲劳抗性n圳。

管道

金属金属
密封

～

。～，，。
～h

h●

j’?，|| 、f¨，1

、t cl

——．．一之≥
l螺纹连接器
}耦台

夏
≯。

图1-10螺纹连接器结构

Fig．1-10 Threaded connector structure

8

p．。

。疆Ij～

誊

黟||

囊

赫』

、_

一

氐



第一章绪论

1．2．1．2螺纹耦合连接器的优点

对于深水和超深水开发，螺纹连接器用于立管和管线，有以下突出优点。

①与焊接相比，安装速度快

对于疲劳敏感应用场合，以9-5／8”管道为例，螺纹连接器可以在2-5min安

装完毕，而焊接需要30—50min。

②可以采用钻井船(drilling vessel)进行安装

钻井船的特别设计对于操作和安装螺纹连接器效率非常之高。此外，合格的

作业人员、程序和工具都是具备的。

③高强度钢应用

非焊接结构可以采用达到P110的高强度钢。这减轻了立管重量，减少了对

于船舶浮力以及有效载荷的要求。

对于顶端张紧立管而言，系统重量减轻，则意味着井口(wellhead)和锥形

应力接头(taper joint)界面负载的减轻，降低了这些昂贵部件的成本。

④改善疲劳性能

螺纹连接器评定试验表明，其疲劳性能至少不低于高质量单面焊接焊缝。

⑤成本
‘

螺纹连接器机械加工成本高。但是，应该注意到材料成本只是整个系统成本

很小的一部分，采用螺纹连接器的成本优势是通过安装来获得的。另一方面，大

量的管道供应商能够大批量供应螺纹连接管n 9|。

1．2．2焊接螺纹连接器

1．2．2．1焊接螺纹连接器的缺点

图1．11典型的焊接螺纹连接器

Fig．1—11 Typical weldeM&threaded connectors

9



北京化T人学顺l：学位论义

目前，5000英尺以下深水作业的安装船超过20艘，都能用焊接技术安装管

线。需要指出的是，能在这种水深安装螺纹连接立管的安装船超过100艘，然而

这种安装船船主(包括钻井承包商)并没有把这种螺纹连接的技术市场化，主要

基于以下原因【20|：

● 缺少适合用螺纹连接的立管系统；

●螺纹连接的性能还存在不确定性；

·技术上还倾向于选择焊接方案；

·操作人员所采用的合同策略。

TRF jIP在已经明确了以上问题的同时，对深水立管和管线设计安装提出了

一项低成本、高灵活性的解决方案，即螺纹立管和输油管线解决方案。

1．2．2．1焊接螺纹连接器的优势

螺纹连接优势十分明显。螺纹连接在市场上有很多种实现方案，大多都有专

利注册，立管和输油管线采用螺纹连接方案，可以带来明显的收益：

● 相对焊接连接具有更加快速的安装速度

在典型的海上焊接以及易疲劳条件下的检验流程中，直径9-5／8英寸的立管

连接，焊接方案需要30—50分钟，而采用螺纹连接仅需2—5分钟。

●采用钻井船进行安装

钻井船可设计成有效操控和螺纹连接的操作用船。熟练的钻井人员完全可以

操控、检验以及建模。

●高强度钢的应用

前面已经讨论过，无焊接结构可以采用高强度钢，这样额减轻立管的重量，

减少浮力支撑所需装置或降低钻井穿的负载，这种TTR立管，重量的减轻也就减

少了井口和套管接头处的连接应力，降低在这些昂贵零件上的花费。

●改善疲劳性能

验证实验表明，螺纹连接的抗疲劳性能堪比甚至超过了高质量的单边焊缝连

接，这个问题在下一节讨论。

● 成本

螺纹管道；ONT-在的成本，要高于平口管道，但我们注意到，在整个系统的成

本中，钢材的成本只占很小的比例，焊接连接成本的节省是在安装过程中体现出

来的。

10



第一章绪论

1．3焊接接头及其制造

就焊枪与管道而言，相对运动方式如下：
}tⅨs纭碱瓢《；辍裁d函d．

弧
口掬On螗露自唾葛。FlOWlt．tW
棒l蕊pel秘'棼肇

}臻羁鼢e嘲0MAW．
能鑫MA脚。密删

Pipe Hoazon镶J。

姆整{哟￡亭to镪t|琏臻!

纂暖§磊谮鬻爨嘲■
鬻麟翁黼酾黪獭器缫渤
i爹 鬻鬻：麟噼篱

。一 i瀚囊确鹱黝鬻㈣nimbi凌戮孽攀鬃篱翳
图1．12管道焊接’I：艺

Fig．1-12 pipeline welding technology

1G：焊枪固定，管道水平放置并旋转，以竖直向下的方式进行焊接

2G：管道竖直放置固定不动，焊枪环绕管道进行焊接

5G：管道水平放置，焊枪环绕管道进行焊接

就焊枪的焊接方式而言，有如下几种方式：

SMAW：手工电弧焊

GTAW：又叫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TIG)，电极为钨，通过送焊丝进行焊接

GMAW：熔化极气体保护焊，又称MIG，连续运送的焊丝作为电极

SAW：埋弧自动焊

STT：气保护半自动焊接，用于打底焊

1．4环缝疲劳性能研究现状概述

1。4．1英国TWI研究工作简介

英国疲劳设计的F2级过于保守。为了提供更加优化的标准，TWI对影响环

焊缝疲劳性能的一系列因素进行了分析，包括：焊接工艺、焊接位置、衬垫系统、

接头组对、焊焊接质量、试件类型以及疲劳载荷情况。并得出需要调整现有标准

的结论㈦吨引。

大部分疲劳性能试验都是基于全尺寸的环焊缝性能研究。不同的焊接方式会

产生八种试件。实验分别为1G、2G、5G位置焊接，经过全尺寸试件和条形试件

圈舞湖．
■—．-rf一

一▲■●一



北京化丁人学硕l：学位论文

的疲劳试验，得出相应疲劳数据，经过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1)若想通过单面焊获得良好的疲劳特性，就需要优秀的组对和无缺陷焊接，

并且焊根部位平整、与管道母体过渡良好。管道内部的hi-low值起着主要的作

用。这就需要在组对过程中将偏差控制在最小，同时选择恰当的管道椭圆度和管

壁厚度的公差。

(2)现在使用的5G焊接为UK的F级标准提供了大力支持。在计算接头应力

时其允许一定的组对偏差，但是将管道内壁的hi．10值限定在Imm以内。

(3)与其他位置焊接对比，组对偏差在5G位置的焊接方式下很严重。然而，

如果管道内壁的hi．10值限定在0．5mm内，使用5G、GTAW打底焊或许可以满

足更高等级的标准。

(4)采用加上铜衬的2G方式，可以获得平整的焊根，同时会造成焊接会属渗

透进入衬挚和管道内部之间，形成冷隔。如果组对偏差增大，该特征则会更明显。

(5)与此相反的是，2G焊接虽然没有衬挚，但焊根十分平整，疲劳性能十分高。

这与UK的C级或磨平后的US“B”类曲线十分吻合。

(6)现在的2G焊接十分支持UK的E级指标，在计算接头应力时其允许一定

的组对偏差，但是将管道内壁的hi．10值限定在0．5mm以内。

(7)1G位置的焊接与打磨平滑后的UK“C”级相比，该焊接方法有潜在的高

疲劳性能。然而，若想获得高质量焊缝，则需要严格的尺寸公差、焊前容易对齐、

hi．10值小于0．5mm。除非通过疲劳试验验证其具有更高的等级，否则推荐将2G、

hi．10小于0．5mm视为UK“E”级。

(8)管壁厚为12．7．24．5mm以上无明显影响。然而，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才能认

清环焊缝的“厚度效应’’。同时，并没有特殊的疲劳试验证实可以忽略“厚度效

应”。

(9)当管壁厚小于25mm时，推荐使用略带惩罚性质的(25／t)0‘15作为疲劳强

度。

(10)除非已经证实，否则需要将接头质疑处进行有限元分析，对于组对偏差造

成的二次弯曲应力，推荐使用应力放大因子(km)。当km>2时，可使用

Connelly-Zettlemoyer方法。

(1 1)由于疲劳数据有限，对hi．10的影响有主观判断的因素，故推荐在只有证

实特定的环焊缝疲劳试验情况下，方可提高疲劳等级。

1．4．2巴西COPPE／UFRJ研究工作简介

巴西COPPE／UFRJ(Universidade Federal do Rio de Janeiro COPPE)对卷简铺

管法下环焊缝的疲劳特性进行了研究乜3屯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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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管道安装铺设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在岸上焊接完毕并将其卷制到船的卷筒

上。最后，管道在拉力作用下匀直的被拉入海中。是否需要拉直工艺，主要取决

于管道被弯曲后的残余应变。船上的弯曲、拉直、矫直这些工艺引起管道材质进

入塑性范围。尽管一般管道在下水之前就已经被矫直，圆度允差、残余应力、因

塑性引起的材质变化，有可能会使焊接缺陷扩大。以上因素都会对管道的疲劳极

限和疲劳性能有影响。因此，除了极限强度设计，使用SCR需要仔细检查立管疲

劳破坏的可能性。基于这一点，安装方法对材质和几何形状产生的影响都应做为

在立管服役时结构整体性能的考虑因素。

图1．13卷筒铺管法的卷曲拉直I：艺

Fig．1-13 Reel laying method curl and straightening process

COPPE／UFRJ开发了一套全尺寸实验和仿真程序，对含有缺陷的环焊缝在卷

曲拉直过程中的疲劳性能进行了研究。在安装过程中的弯曲和反向弯曲会造成管

道的塑性变形。并为获得J积分和da／dN曲线，所需开发相应的实验系统提供了

指导。

初始条件

实验材料为API 5L X60，直径为219．08mm，厚度为15．06mm，实验管道长

5．2m。环焊缝的打底焊为GTAW，填充焊为SMAW。焊接完成后预制了LP(未焊透)

和LF(未溶合)缺陷。LF的深度为2或3mJn，长20ram；LP的深度亦为2或3mm，

长20mm。

在周期载荷中，预紧力会对材料的断裂参数产生影响，并导致疲劳性能的下

降。通过全尺寸实验得出了相同预紧力下不同缺陷的疲劳寿命。并由此建立了有

限元模型，提出一个基于弹性断裂力学的算法。为卷筒铺管法的焊接标准提供了

指导。

实验设备

图卜14 COPPE／UFIU实验设备

Fig．1—14 COPPE／UFRJ equipmen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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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J：图为弯曲和拉直装置。管道缺陷位于中部，当液压执行器缩短时管道被弯

曲，执行器伸长时管道被拉直。在弯曲和{屯直的过程中，允许管道末端有1定的

伸缩和旋转。所有的实验试件弯曲的曲率半径为6m，拉直的曲率半径为30m。通

过执行器的伸缩进行管道的弯曲和疲劳性能试验的模拟。

Fig．1—15 Strain gauge position Fig．1-16 Strain measuring device

管道受到弯曲和抟直，会造成管道的塑性变形。使用电应变计对局部的应变

情况进行了检测。应变计分别位于如图所示的焊缝、热影响区以及母材上。

尽管管道初始的椭圆度、厚度偏心、组对偏差、残余应力有所不同，并且试

验次数彳i多，但实验结果所展示的趋势很明显，

模拟仿真

仿真采用三维非线性的有限元模型，对未焊透、未溶合两种焊接缺陷下的疲

劳形态和寿命进行了模拟计算。使用1：具为ZENCRACK和ABAQUS。每周期

载荷分为三个阶段：+M+T，+T和一M+T。弯矩值是基于Sr方程的应力范围。用

次方程计算的力矩是正应力。的函数，依据是简支梁理论。

。t≯。墅．
4

(1．1)

参篓饕爹鬻挚秭囊。
图1．17未焊透 图1．18术溶合

Fig．1-17 Incomplete penetration Fig．1—18 Lack of fusion

数值模拟中的弹性模量E：2．1×105N／mm2、泊松比v=0．3。材料的弹塑性接

近Ramberg—Osgood描绘的单向应力曲线(Ramberg，1943)，即公式(1)。其中

0t=1．11～1．02，应变硬化指数n为16．97、30．51，屈服强度o。=486．42 N／mm2和583．97

1 4



第一帝绪论

N／mm2，分别对应母材和焊缝区。HAZ与母材性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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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标准与各种实验计算结果对比图

Fig．1·19 Comparison of standard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将X 7、F2标准，与实验结果、FEM计算结果、自主开发算法结果进行了对

比。与仿真结果对比，E标准或高或低，X 7、F2曲线较为保守。裂纹在径向生

长大于周向，因为所受的是弯矩。

1．5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了X60管线钢的断裂性能，不同情况下的应力集中和受力情况。

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熟悉BS7608焊接疲劳标准，与其他方法对比，总结出其发展特点。

(2)对焊接缺陷在造成的等效裂纹进行疲劳寿命仿真，得出不同应力幅、不同

缺陷位置下的裂纹扩展形态及寿命。

(3)模拟仿真立管不同组对偏差时所造成的应力集中，从而得出组对偏差对疲

劳手寿命的影响。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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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T人学硕．1：学位论文

(4)校核受外载荷和内压下，具有几何突变的立管危险点的应力状态。

(5)通过以上几点的研究，为立管环焊缝疲劳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使得对立

管换焊缝疲劳的研究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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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章内爪及轴向拉仲裁衙共同作用下口管奉体强度分析

第二章内压及轴向拉伸载荷共同作用下立管本体强度分析

本章对立管本体在内部油压和外部轴向拉力情况下的受力进行分析，说明了

无论是在薄壁区域还是在变截面处管道本体的强度均可满足设计要求。进而表明

焊接处是疲劳寿命的危险点。

2．1立管模型及边界条件

本章是对管道在高压深水(HPHD)中，在内压和J'l-Dn载荷的作用下的应力应

变情况进行研究心引。管道的内径相同，在外径上有所不同。其几何尺寸如下：

表2-1仿真参数
{

Table．2-1 Simulation parameters

管道有着相同的内部管径，在外径上有一个变化。管道的载荷为内压和外加

轴向拉伸。通过使用有限元模型计算了所有相关的应力，有限元分析是应力计算

中最常用的方法。对于简单的几何形状和载荷，并非一定要用有限元法计算，完

全可以手算。但是，在计算机高度发达的今天，有限元法节省人力、精度高亦为

其优点。

以上压力、轴向拉力参数为最大工作负载情况。

材料的屈服强度。。干413．8MPa。

图2-1为管道有限元模型、所受载荷、边界条件。如图所示，在模型管径较

大一端施加了轴向力，在管径较小一端边界条件为固定。以防轴向力和内部压力

作用下引起刚性运动。使用了ANSYS有限元软件进行仿真。网格并没有足够细密

到将应力数值精确算出。因为这不是在做疲劳分析，此种质量网格就足以进行应

力校核。

图2-2为Von Mises应力云图。从图中观察可以看到，在管道内侧，应力达

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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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立管本体强度理论分析

许用应力

C，．设计安全因子，服役时取最大值1．0

，’

e钢材为÷

对于主薄膜应力：

仃p<C a C，·盯y

仃。<275．9MPa

对于主薄膜应力加上弯曲应力：

a
p+Crb<1．5C。Cfo y

o B+o b<413．8MPa

(1)+(2)得：
。

仃p+O"b+仃q<3．OC4Cfo"，

G p+ob<827．6MPa

(2．1)

(2·2)

(2．3)

将管道临界区域的主薄膜应力、主弯曲应力或次弯曲应力。AA部分的危险在

于，其是远离不连续区域的薄壁危险截面。BB部分的危险性在于其处于管道几

何尺寸的不连续区域，主应力和次应力会很大。

图2—3、2—4、2—5是AA和BB部分的坏向、轴向和径向应力。这些应力结果

是直接从有限元模型计算得出的。需要注意到此处不存在剪力或扭矩。这三个应

力亦即三向主应力。

应力随后分为薄膜应力和弯曲应力。薄膜应力和弯曲应力通过以下方式计算

得出：

薄膜应力：O"m=(％+盯，)／2 (2．4)

弯曲应力：％=(盯。一盯f)／2 (2．5)

其中，氏为外表面的应力

仉为内表面的应力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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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立管本体强度校核

图2-1边界条件

Fig．2—1 Boundary condition

图2-2从和BB危险截面

Fig．2-2 Dangerous section ofAA and BB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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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径向应力

Fig．2-3一Radial stress

图2—4环向庇力

Fig．2-4一Hoop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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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薄壁截面强度校核

对于AA部分：

环向：盯访=157．6MPa

盯D^=111．4MPa

‰=等笋

仃。^=134．5MPa

轴向：

一 一仃曲一仃抽％2彳
仃幽=23．1MPa

仃胁=155．3MPa

盯。=202．8MPa

． 一盯谊+O'oa‰2彳

图2-5轴向麻力

Fig．2-5_Axial stress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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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向：

仃。．=17919．1M⋯Pa仃M。l -l

一 一仃缸一(3roa％2彳
盯出=23．8MPa

o_=一62．5MPa

仃．，=3．63 OMl一Fa仃D，2·

． a睁+O'or

％2—：，_一

盯。，=一29．5MPa

—O'ir—o or

&or 2—了上

仃出=一33．1MPa

(2．9)

(2．10)

(2．11)

薄膜应力仃。即为主薄膜应力；弯曲应力％即为主弯曲应力。同时，上面所计算

的所有薄膜和弯曲应力都是主应力。因此，AA部分的三向主薄膜应力为：

仃l=O'ma 盯l=179．1MPa

仃2=盯。^ 仃2=134．5MPa

t7"3=O'mr 盯3=一29．5MPa

Von Mises薄膜应力为：

‰：匠4(0．1--巫0．2)2_[_丐(0．2--0巫"3)2+(0丑．3--a1)2
盯。。=190．3MPa 许用应力是275．9MPa，在允许范围之内。

内表面的三向主薄膜应力加上弯曲应力为：

仃l=O'ma+％ 仃I=202．9MPa

仃2=O'mh+仃幽 盯2=157．6MPa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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仃3=仃。，+仃打 盯3=一31．3MPa

Von Mises薄膜应力加上弯曲应力为：

仃如=215．2MPa 许用应力是413．8MPa，在允许范围之内。

内表面三向主薄膜应力减去弯曲应力为：

q 2仃M一仃妇

0"2 2仃m^一仃砌

0"3 20mr一0静

仃l=155．3MPa

盯2=111．4MPa

仃3=3．6MPa

Von Mises薄膜应力减去弯曲应力为：

仃拓=135．2MPa 许用应力是413．8MPa，在允许范围之内。

2．3．2变截面强度校核

接下来为BB部分。该部分紧靠过渡部分，包括主应力和二次应力。

环向：

盯访=139．2MP

仃曲=68．5MP

． 一仃曲+盯幽‰2彳
O'mh=103．9MPa

⋯一仃伪一O'oh％。彳
仃幽=35．4MPa

轴向：

仃缸=141．4MPa

仃。=92．9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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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ba+o oa

O'ma 5彳
O'ma=117．2MPa

盯如=半
盯妇=24．3MPa

径向：

dr妒=一65．7MPa

盯。，=一19．8MPa

仃脚=半
仃。，=_42．8MPa

盯出=学
盯西=23．OMPa

与AA部分相似，与其有着相同几何尺寸的BB部分，薄膜应力dr。为主薄膜

应力，弯曲应力％为主弯曲应力。唯一不同点在于BB部分接近几何突变区域。

因此，BB部分的主薄膜弯曲应力与经过校核的AA部分相同。同时，上面所计

算的所有薄膜和弯曲应力均为主应力。所以，BB部分的三向主薄膜应力为：

drl=O'ma 盯l=117．2MPa

dr2=O'mh dr2=103．9MPa

盯3=仃m， 盯3=-42．8MPa

VonMises薄膜应力为：

． √(仃l一盯2)2+(o-2一仃3)2+(仃3一仃1)2
‰2—————万———一
仃。。=135．8MPa 许用应力是275．9MPa，在允许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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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表面的三向主薄膜应力加上弯曲应力为：

仃I=盯。d+盯出 仃l=141．4MPa

盯2=盯。^+仃幽 盯2=139．2MPa

口3=仃。，+盯毋 仃3=一65．7MPa

Von Mises薄膜应力加上弯曲应力为：

仃妇=206．OMPa 许用应力是827．6MPa，在允许范围之内。

内表面三向主薄膜应力减去弯曲应力为：

盯I=O'ma一盯如 仃l=92．9MPa

仃2=盯Ⅲ^一仃砌 仃2=68．5MPa

仃3=仃埘，一盯西 仃3=一19．8MPa

Von Mises薄膜应力减去弯曲应力为：

O"o。=102．7MPa 许用应力是827．6MPa，在允许范围之内。

2．4本章小结

(1)首先建立了变截面立管模型，将立管在高压深水(HPHD)中的受力情

况进行了简化，将轴向拉力和内压作为立管有限元分析的边界条件。

(2)使用API RP 2RD标准中的立管强度理论分析，对立管在该边界条件下

的受力情况进行了有限元分析，并提取相关数据，对立管薄壁处和变截面危险部

位进行了强度校核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无论立管薄壁位置还是变截面部位均满

足设计要求。

(3)将校核步骤详细阐明，为HPHD中的同类管道校核提供了依据。

(4)通过对立管危险部位的校核仍很安全，从侧面说明立管环缝位置很可

能为危险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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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立管环缝焊接工艺分析

3．1 SCR立管接头制造

3．1．1海洋管道铺设方法

图3．1立管铺设形式

Fig．1-3 perform of riser laying

S形铺设

采用S形铺设法一般需要安排一艘或多艘起抛锚拖轮用于支持铺管作业。管

道下海过程中对张紧力和形变量设有监控，以防止管道中的应力应变超过允许

值。管道在弯曲曲率通过张紧器和托管架的曲率来控制。S形铺设有水深的限制，

因为随着水深的增加，需要托管架的增长和张力的增大，这就会造成稳定性的缺

失和较大的风险。典型的S形铺设的速度为3．5千米／天。

卷筒铺管法

卷筒铺铺管法开始发展是在20世纪末。管道在岸上的可控环境中焊接，然

后连续地缠绕在浮式装置上，再把管线送到海上铺设。因为是在陆上焊接，所以

容易控制焊接质量，同时铺管效率高、费用低、风险小，能够适用于深水区的各

种管线铺设。缺点是铺管船的装载能力有限。这种铺管法需要的主要设备包括陆

地接长预制场地、卷管滚筒、管道矫直器、铺管船等。典型的卷管铺设速度为1

千米／天。

J形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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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形铺设法是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铺管水深的不断增加而发展起来的铺

管法。通过J形托管架上的张紧器，将管线以几乎垂直铺管船的形式送入海中。

因为所有操作都在垂直方向完成，维持其稳定性是一个难题。同时由于焊接在浮

式装置上进行，而且只有一个焊接站，所以速度慢、焊接质量不容易控制。与S

铺相比，不需船尾托管架。典型的J形铺设速度为1．0～1．5千米／天。

拖曳铺设

拖曳式铺管法包括水面拖行、水面下拖行、近底拖行和底拖行。管道均可在

陆上或铺管船上焊接完，这样可以保证焊接质量。管道组装完成之后，使用拖轮

进行拖行铺设，并且价格低廉让7喇1。

3．1．2 J型铺管是SCR立管系统广泛应用的安装方法

嚣嚣叫螺纹连接 《

图3_2 1vrR立管与SCR立管

FigJ-2TTRandSCR

对于深水开发而言，除了海底管线之外，立管同样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深水立管的两种重要形式是顶端张紧立管(Top Tension Risers，TTR)和钢悬

链线立管(Steel Catenary Risers，SCR)，如图3—2所示。

深水TTR立管绝大部分长度通常是采用螺纹连接器连接而成。该类立管的缺

点是难以适应深水开发很大的浮体漂移(FPSO的最大漂移量能够达到水深的

20％一30％)，此外，而且随着水深的增加，项张力的补偿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更难以

容纳浮体的升沉运动。

SCR是深水立管的成本有效解决方案，该立管的特点是集海底管线与立管于

一身，一端连接水下井口，另一端连接水面浮式结构。与TTR立管的建造方法不

同，SCR立管主体是采用标准长度的钢质管节焊接而成。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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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型铺管法(J—lay)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铺管水深的不断增加

而发展起来，是目前最适于进行深水海底管道铺设的方法，大多数SCR立管也都

是采用J—lay方法安装的。

对于深水而言，立管与海底管线相比，由于负载、波浪、风以及现场作业等

因素引起的动载荷是非常复杂的，焊接结构的疲劳抗性和可靠性是设计中需要考

虑的重要因素。J下因为如此，SCR立管对于环缝性能有更高的要求，对于焊接施

工中的组对、焊材、焊接工艺等有更加严格的要求。

3．1．2．1 SOR立管系统环焊缝J型铺管焊接实施方法

SCR立管系统环缝从J型铺管焊接流程及其具体的焊接实施方法而言，可以

分为以下三类。

1G位置环缝：四节点预制第一步形成的环缝，即预制2个双节点的环缝。

5G位置坏缝：包括四节点预制第二步形成的环缝，即将2个双节点进行焊

接组成四节点的环缝，以及管铤下端与四节点连接的环缝。

2G位置环缝：在铺管作业线液压工作台上，实现新管段与下水管线管铤连

接的现场焊接焊缝。

这些焊缝的具体焊接工艺不同，但是作为SCR立管系统的组成部分而言，

性能要求是相同的。

3．1．2．2 SCR立管环缝J型铺管焊接生产关键技术

参考API STD 1104，编制的J型铺管SCR立管系统焊接生产关键技术问题

如图3．2所示。对于该图，几点重要说明如下。

(1)SCR立管系统等对于疲劳抗性有很高要求的场合，不能进行焊接修复，存

在问题的焊接接头只能割掉、重新焊接。

(2)管道组对

带铜靴的内对口器组对，是S型铺管的通用做法。对于J型铺管SCR立管

坏缝焊接而言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①预制焊缝

双节点、四节点以及管铤的预制焊接而言，可以采用带铜靴的内对口器组对。

②现场焊接焊缝

新管段与下水管线的现场焊接，对中不是采用内对口器，而是起重机

(Erector)携带新管段，由移动工作台、矫直器、专用对中器以及液压工作台来

实现与下水管线上端管铤的对中。

(3)铺管船／管道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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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S型铺管而言，如果是双节点工作站，在根焊和热焊完成后，可以铺管

船／管道移动。但是，对于J型铺管而言，只有一个焊接工作站，铺管船／管道移

动必须是在整个焊缝完成之后。

U动抛光砂轮

专用坡u机

(1)直侉150 mm以

上管道，要求Hj内对

U器

(2)GMAw自动焊，

H视检验铜靴

(3)组对表面高度茸

1i能超过2．0mm

壁J宁超出31．8 mm

伞少50 mm K

(1)4i允许直接焊

F主管道上

(2)长度伞少达剑

r管道直径人小

管道端部清理

管道坡lj力¨J：

管道组对

预热和层M温度

焊后热处理

(1)坡u两侧伞少5

mm预热，刁i低。T-评i

试验温度

(2)层问温度卅i能{

过2500C

定{节焊缝

铺管船／管道移动

热弯管

(1)4i能切：刊成为小

角度

(2)不能采用非环向

焊缝

支管

敲m起弧

(1)fr细考虑刚极尺、

(2)优先焊接障1极衬!

(3)采埘鞍型板
刚极lU连接

(1)升i可以红坡U夕

面敞击起弧

(2)GMAw窄间隙

坡U，导电嘴进行陶

瓷涂层

焊缝标记

(1)焊。J：编号唢涂任
#缝上面

(2)焊缝化筲编号

图3-3 J型铺管SCR立管系统焊接生产关键技术问题

Fig．3-3 Key problems of J-lay welding

3．2 J型铺管SCR立管系统焊接工艺分析

3．2．1J型铺管主铺管作业线的特殊性

J型铺管SCR立管系统工程建设包括预制焊接和现场焊接，形成的环缝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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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达到SCR立管系统规定的性能。但是预制焊接，无论双节点预制的lG位置焊

接，还是四节点预制和管铤与四节点连接的预制所采用的5G位置焊接，可以采

用类似S型铺管使用的背面衬垫强制成形等方法，因而焊缝质量比较容易保证。

但是，主铺管作业线现场焊接，属于2G位置焊接、成形困难，而且必须采

用单面焊双面成形技术，比较难以获得高质量焊缝。
一

}

图3—4 Seaway Polaris铺管作业线设备布置

Fig．3-4 Equipment arrangement oil Seaway Polaris

以挪威Acergy集团的J型起重铺管船Seaway Polaris为例，其铺管作业线

设备布置如图3—4所示，这是J型铺管典型的设备布置方案。

参考图3—4J型铺管的设备布置，对J型铺管主铺管作业线焊接工艺进行分

析，可以得到J型铺管显著区别于S型铺管的以下焊接工艺特点。

(1)因为焊接作业区域的限制，只能布置1个焊接工作站

S型铺管时，沿着甲板长度方向，顺序布置4-5个焊接工作站和1个AUT／

返修站，每个焊接工作站在同一圆导轨上面安装2台自动焊接小车，每台焊接小

车各自完成半个圆周的焊接，每台焊接小车安装2把焊枪。

J型铺管时，只能在液压工作台(图3-4中的Table)上布置1个焊接工作

站，即图4．1中的WSl，而焊缝检测／涂层工作站WS2则布置在托管架(图3—4

中的Stinger)的下方。

J型铺管时其焊接工作站通常只布置1台自动焊接小车，如图4．2所示是

Acergy集团Seaway Polaris起重铺管船上采用法国Serimax公司的Saturnax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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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炬自动焊接设备进行J-lay焊接作业。之所以通常只布置l台自动焊接小车的

原因，可能是因为J型铺管时圆导轨与管铤外表面之问的摩擦力难以承受更大的

重力负载。

图3—5 Acergy集团Seaway Polaris起重铺管船上J-lay焊接作业

F喀3_5 J-lay welding 013 Seaway Polaris ofAcergy

(2)因为管道垂直而且很长，背面不能加衬垫，必须单面焊双面成形

J型铺管时，立管管段垂直，并且长达48米，背面不能加衬垫，只能采用

单面焊双面成形技术，因而对焊接工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进而也对焊接效率造

成了消极的影响。

(3)对中方式不同

S型铺管时，采用气动式内爬行对中器进行管道端部对中。J型铺管时，新

管段与下水管线的现场焊接，对中不是采用内对口器，而是起重机(Erector)携

带新管段，由移动工作台(Travelling Table)、矫直器(Straightener)、专用

对中器(Centralizer)以及液压工作台(Table)来实现与下水管线上端管铤的

对中。

(4)SCR立管环缝疲劳抗性要求高，因而对对中偏差有严格的要求

对中偏差直接影响立管安装应力集中因子(SCF，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对于SCR立管环缝而言，为了很好地控制焊接应力，管道端部组对偏差

要求控制在1．Omm以内。

(5)横焊存在的固有技术问题

J型铺管时，新管段与下水管线的现场焊接是横焊，即2G位置焊接。

31



北京化T人学顾I：学位论文

对于横焊而言，存在2个固有的技术问题，即焊缝成形困难，以及焊接效率

低。横焊时熔化金属在重力作用下总是往下淌，使得焊层上下厚度不均匀，严重

时甚至发生上部咬边，下部形成焊瘤，成形困难。横焊时通常采用较小的焊接规

范，因为规范偏大，熔池较大，铁水过多，容易向下流淌，熔池保持困难，从而

制约了焊接生产效率的提高。

3．2．2 J型铺管SCR立管系统横焊工艺设计

3．2．2．1 J型铺管SCR立管系统横焊坡口设计

J型铺管现场横焊通常不采用窄坡口，而是采用标准V型坡口，如图3-6所

示。横焊不采用窄坡口的主要原因是，横焊焊接规范小，窄坡口难以焊透。为了

保证焊透，钝边厚度建议控制在lmm以内。

厂一
T

L
Approximately，

《1．8mm》

’垃‘一1 7{g’f0．8一{．8 mm》

1忽r《1．8册m t 0．巷mm》

图3_6标准V型坡口

Fig．3-6 Standard V groove

2004年，HMC公司采用其J型铺管起重船DCV Balder为BP公司在4500

英尺水深海域建造的Mardi Gras Export System项目的24”SCR立管工程，采用

的是标准V型坡口，如图3-6所示砼引。此外，英国TWI进行的SCR立管环缝疲

劳试验研究m01，巴西COPPE／UFRJ(里约联邦大学)进行的SCR立管环缝疲劳试

验研究口¨，以及美国国家矿务局MMS发表的SCR立管触地点疲劳性能改善JIP

(工业联盟项目)研究报告∞2l，采用的也都是标准V型坡口。

3．2．2．2 J型铺管SCR立管系统横焊管道端部装配组对

按照API 1104的规定，管道端部组对偏差控制在2．0mm以内即可。但是，

为了满足SCR立管系统对于环缝疲劳性能的要求，组对Hi．Lo值理论上要求控

制在O．5mm以内，而这生产中是很难达到的。HMC公司Mardi Gras Export System

项目在其SCR立管工程中，24”管道装配的Hi．Lo值是控制在1．0mm以内。

3．2．2．3 J型铺管SCR立管系统横焊横焊焊接方法选择

SCR立管系统对于焊缝有很高的韧性要求，J型铺管现场横焊焊缝成形困难，

而且只能是单面焊双面成形，所以，焊接方法的选择非常关键。

钨极氩弧焊(G彤州)可以获得很高的焊接质量，但是焊接效率太低，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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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海上施工的需要。熔化极气体保护焊(GMAW)在管道全位置自动焊接领

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焊接质量能够完全满足管道工程建设的要求，而且焊接效

率远远高于GTAW。

横焊存在焊缝成形困难，以及焊接效率低等2个固有的技术问题。横焊时熔

化金属在重力作用下总是往下淌，使得焊层上下厚度不均匀，严重时甚至发生上

部咬边，下部形成焊瘤，成形困难。横焊时通常采用较小的焊接规范，因为规范

偏大，熔池较大，铁水过多，容易向下流淌，熔池保持困难，从而制约了焊接生

产效率的提高。

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用GMAW自动焊，进行了海上接桩横焊工艺试验

研究。海上接桩被焊工件直径在1000rnm以上，管壁厚度在50mm以下，管．管

连接时在管内部装有衬管。

采用常规的GMAW，焊接热输入量大，横焊熔池保持困难，不仅成形难以

保证，而且影响焊缝韧性。与海上接桩横焊内部装有衬管的强制成形不同，J型

铺管SCR立管系统现场横焊是背面无衬挚的单面焊双面成形，焊接成形更加困

难。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用海上接桩GMAW自动横焊研究表明，因为其采

用的试验设备无焊接电压自动控制系统，不能配合摆动系统进行脉冲焊接，这一

点对焊接成形质量影响很大口3|。

为此，J型铺管SCR立管系统现场横焊采用脉冲熔化极气体保护焊

(PGMAW。Pulsed．GMAW)。

3．2。2．4 J型铺管SCR立管系统焊材的选择

为了满足SCR立管系统对于焊缝韧性的严格要求，需要进行焊材优选。焊

材优选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焊材选择试验项目

为了选择合适的焊接材料，使用不同焊丝和保护气体的组合，焊接一些焊缝，

之后进行力学性能试验。

焊缝金属的韧性和强度是通过室内拉伸试样、夏比冲击试验和CTOD试验测

出。

力学性能试验的要求是：焊缝力学性能不能低于管道本体和管铤的力学性

能。

(2)各种位置的焊接

因为SCR立管系统建造安装包括预制焊接和现场焊接，所以，必须进行IG

位置、2G位置和5G位置的焊接，各种位置的焊缝均需要进行韧性和强度测试。

(3)焊丝可能需要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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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采用现有的焊丝进行试验，其焊缝如果达不到SCR立管系统所要求的

韧性水平，那么就必须与焊材供应商合作，对焊丝进行技术改进。改进之后的焊

丝，结合焊前预热以及热输入控制，形成的焊缝必须达到规定的韧性水平，而且

需要通过大量的测试证明其重复性和性能的一致性。

3．2．2．5 J型铺管SOR立管系统焊接设备的选择

双节点预制1G位置焊接，管道在滚胎作用下转动，自动焊接机头是固定式

的。

2个双节点焊接成为1个四节点、管铤与四节点的预制焊接所采用的5G位

置焊接，以及J型铺管作业线上新管段与下水管线管铤的2G位置焊接，管道固

定，焊接机头围绕圆导轨进行焊接。

J型铺管的2G位置焊接和5G位置焊接，可以采用与S型铺管相同的轨道式

自动焊接设备，例如图5．9所示的由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石油化工

学院联合研制的自动焊接试验样机。

图3-7自动焊接样机

Fig．3-7 Automatic welding prototype machine

图3—7自动焊接样机是为S型铺管设计的双车双炬布置，每个焊接小车安装

2把焊枪，焊枪间距大约50mm，焊接时形成2个独立熔池∞扣351。用于J型铺管

横焊时，因为圆导轨与管铤外表面之间的摩擦力难以承受更大的重力负载，只布

置1台焊接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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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立管环缝质量检验

3．3．1 CTOD实验装置

CTOD即裂纹尖端张开位移(Crack Tip Opening Displacement)，其数值的

大小反映裂纹尖端材料抵抗开裂的能力，该数值越大，表示裂纹尖端材料的抗开

裂性能越好。

在试验中，把待测材料或焊接接头做成带有预制裂纹的试样，加外载后，裂

纹尖端处有一个张开位移CTOD值可以被测定，记录载荷一裂纹嘴张开位移曲

线。之后，对试样进行二次疲劳，压断试样，读取断口数据，根据有关公式计算

CTOD值或者拟合阻力曲线。CTOD试验结果有效性的检验通常按照BS7448．1。州

和BS7448—2∞¨来执行。

低温CTOD试验如图3．8所示㈣。进行CTOD试验需要一整套设备，其中

最主要的设备，一是微机控制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用于进行CTOD主体试验，

对试样按一定加载速率进行加载，二是微机控制高频疲劳试验机(或者MTS试

验机、Instron试验机)，用于预制CTOD试样的疲劳裂纹、二次疲劳。

图3-8低温CToD试验

Fig．3-8 CTOD test at low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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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全尺寸疲劳试验装置

SCR立管系统焊接工艺评定，必须进行全尺寸环焊缝疲劳试验。事实上，

对于所有深水应用而言，无论是系索钢管(Tendon)还是深水立管，由于波浪、

风以及现场作业等因素引起的动载荷是非常复杂的，接头的疲劳性能必须进行全

尺寸疲劳试验，这些接头包括SCR立管系统和TLP平台(Tension Leg Platform，

张力腿平台)系索钢管的环焊缝，以及顶端张紧立管(Top Tension Risers，TTR)

的螺纹耦合连接器(Threaded＆Coupled Connector，简称T&C Connector，螺

纹连接器)幽刮和带焊缝的螺纹连接器(Weld—on Threaded Connector，简称

Weld—on，焊接连接器)⋯。

图3-9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在建的全尺寸环缝疲劳试验装置

Fig．3-9 Full scale fatigue testing device being built at BIt'T

因而，全尺寸疲劳试验装置是深水开发重要的接头性能评定试验装置。但是，

管道环缝全尺寸疲劳试验装置数量很少，主要是英国TWI、巴西COPPE／UFRJ

(里约联邦大学)、挪威船级社DNV、美国University ofTexas(UT)等海洋强

国建有该装置，其中TWI的装置系列非常完整，可以进行6"-36”的环缝疲劳试

验。24”以上大尺寸环缝疲劳试验更少，全世界仅有3套。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拟在201 1年建造成功全尺寸环缝疲劳试验装置，如图

5．12。全尺寸环缝疲劳试验装置不仅用于焊缝，而且同样可以用于管道本体、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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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器的疲劳性能试验。该试验装置能够适应的管道长度卜6米，管道直径6-24”，

加载频率为0．卜30HZ。

3．4立管环缝失效计算方法

几乎所有深水油气FR所在海区都具有恶劣的流场环境，内流和外流共同作

用，涡激振动是引起海洋深水管疲劳失效的主要因素。立管环缝疲劳设计包括4

个环节，分析、确定缺陷容许尺寸、焊接和试验H2。4 3|。

可以采用2种方法进行立管失效计算，即传统的S—N方法和断裂力学FM

(Fracture Mechanic)方法。

FM分析必须具备以下3个条件：

(1)初始缺陷尺寸，取决于检验能力；

(2)材料的裂纹扩展数据；

(3)裂纹扩展模型。

否则，FM分析必须采取保守假设。

S-N方法只需要以下2个条件：

(1)疲劳试验测试数据；

(2)局部应力，也就是S-N曲线和应力集中因子SCF(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

采用FM分析计算获得的立管寿命比S—N方法的要短。原因是用于S—N方法

的焊缝质量优良，初始缺陷尺寸通常为0．卜0．2mm，这是超声探伤UT不能识别

的尺度。现有技术能够检测的根部焊道缺陷极限是0．5mm，一般是2mm，这是用

于FM计算的缺陷尺度。

所以，如果焊接过程稳定一致，焊接质量得到严格控制，进行了相关的足够

的疲劳试验，那么就可以排除其他方法，而采用S—N方法进行疲劳设计H 4|。

3．5现行环缝疲劳设计标准存在的问题

将钢管标准BS7608环缝接头视为与桥梁标准BS5400的钢板接头等同，意味

着至少需要采用S-N曲线之中双面焊的最低曲线。但是，因为经济性和实施的原

因，海底管线、立管、系索钢管等现场焊接通常采用单面焊。当时的焊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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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保证根部焊道质量，影响疲劳强度。于是，制定标准时，对背面不加衬挚单

面焊给与惩罚，划归为与角焊缝接头相当的水平。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BS7608标准的F2类接头(即背面不加衬挚单面焊)的

设计准则，并非以实际疲劳试验数据为基础，而是为了促使相关行业采用更好的

焊接方法，所给出的严重惩罚性猜测。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种惩罚过

于苛刻。对于环缝而言，采用现代化的自动焊接技术，以及控制管道组对精度，

完全可以获得充分熔透、形状良好的根焊焊道。

20世纪90年代，因为张力腿平台(TLP)系索钢管和立管应用的需要，TWI

加强了单面环缝焊接研究。TLP系索钢管研究表明，对于背面不加衬挚单面焊

环缝接头例如F2类，根据BS7608标准S—N曲线所得到的许用应力，实际上可以

增加50％，相当于D类接头，至少可以达到E类接头。

TWI的发现因为钢悬链线立管SCR的迅速发展而具有重大意义。SCR与TLP

系索钢管相比尺寸和厚度均小，背面不加衬挚单面焊环缝足够高的许用应力，使

得SCR能够承受比TTR大的浮体移动、波浪、水流的疲劳载荷。

3．5本章小结

(1)对海洋管道铺设方法进行了阐述，分别为S型铺设、J型铺设、卷筒铺

管和拖曳铺设。指出了四种铺管方法所需条件及利弊

(2)指出对于SCR立管，J型铺设是广泛使用的方法。同时由于SCR立管对

环缝性能有更高的要求，故焊接施工中的组对、焊材、焊接工艺等有更加严格的

要求。

(3)对SCR立管使用J型铺设中的焊接方法进行了阐述。在现场焊接中，J

铺采用2G位置焊接，必须采用单面焊双面成形技术，比较难以获得高质量焊缝。

(4)分析了J型铺管SCR立管系统横焊工艺。包括焊接坡口的设计、管道

装配组对的要求、焊接方法、焊接材料以及焊接设备。

(5)立管环焊缝质量检验可由CTOD实验或全尺寸疲劳试验实现。CTOD实验

装置主要为微机控制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加载载荷；微机控制高频疲劳试验机，

预制疲劳裂纹。对中国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全尺寸环缝疲劳试验装置进行了简单

说明。

(6)立管环缝失效计算方法有两种：S．N法和FM法。因为用于S-N方法

的焊缝质量优良，初始缺陷尺寸通常为0．1-0．2mm，这是超声探伤UT不能识别

的尺度。故采用FM分析计算获得的立管寿命比S—N方法的要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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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焊接缺陷对立管环缝裂纹扩展及疲劳性能影响的研究

4．1断裂力学简介

4．1．1金属结构裂纹扩展条件

金属焊接结构的失效断裂，其中包括脆性断裂事故，总是以裂纹或宏观缺陷

作为“源头”开始的。裂纹通常在应力远远低于盯。的条件下，受到疲劳载倚的

作用逐步扩展开。结构的断裂应力与裂纹或缺陷的存在有关。一方面，裂纹削弱

了结构的强度，导致裂纹越长，所引起的应力集中越严重，裂纹扩展速度就越快；

另一方面，随着裂纹尺寸的增加，结构的断裂强度进一步降低。

为了找出一定尺寸的裂纹(及其扩展速度或速率)与结构断裂强度之间的关

系和规律，从而发展出了断裂力学。基于不同结构材料对裂纹扩展阻力不同，提

出了断裂韧性的概念。断裂韧性反映的是结构抵抗裂纹扩展的能力，尤其是抵抗

裂纹发生失稳扩展的能力。理论研究和实验均已表明，当材料一定的时候，裂纹

的扩展能力与裂纹尖端附件区域的应力场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断裂应力。，与裂

纹尺寸口的平方根成反比关系：

-。t、／掣干√孚 限t，

从而，矿√翮=√2砟。其中，盯√翮是与材质无关的力学参数，用K，表示：

K，三仃压 (4—2)

断裂力学的线弹性分析结果表明，K，是无限大均质板中裂纹尖端应力场参

量，一般称其应力强度因子。

√27咋为与材质有关的常数，用K忙表示：

足，c=√2砟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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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材料发生断裂(扩展)的条件为：

KI=Klc

4．1．2裂纹类型

(4-4)

根据裂纹面和裂纹扩展方向的关系，将裂纹分成三种情况：I型、II型、III

型。

I型裂纹是张开型裂纹，裂纹面与受力方向垂直，裂纹扩展方向与受力方向

垂直，焊缝办和受力方向垂直。II型裂纹为滑开型裂纹，裂纹面和裂纹扩展方向

均与受力方向平行。III型裂纹为撕开型裂纹，此时裂纹面平行于受力方向，裂纹

扩展方向垂直于受力方向。以上三种裂纹，若是贯穿全部板厚，则称其为贯穿裂

纹；若只存在于板表面，则称其为表面裂纹；若在板厚内部者，则为深埋型裂纹。

其中，以I型裂纹最为有害，危险性最大H 6。。

4．1．3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t

crack
砀麓叶审}

图4-1张开型贯穿裂纹 图4-2裂纹尖端附近区域的应力场分析

Fig．4—1 Through crack of open type Fig．4-2 Stress of crack tip

如图4—1，为一张开型裂纹，此裂纹尖端附近区域中某处的应力可见图4—2．

此图表达了在距裂纹尖端尺寸为r，与x轴成口角处的应力状态n 7l。

对于r》a(a为裂纹半长)，裂纹尖端附近应力场分量为：

％：告厶(臼) (4-54-b)％2了=，F【剀 L )

～厶)Ⅱ。

对于张开型裂纹，应力分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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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分量：

旷去cosc扣sin争等 泠6，

咿去cosc争咖知等， ㈤7，

L，：皂cos旦sinocos 30
(4—8)～2赢∞s虿81n 2∞s 2
¨嗡’

铲志去cos争u’H⋯’脚n知争 江9，

旷赤去cos争。。川⋯’坶n知了30，(4-10)
y：土善c s一0·一0 c一30 (4—11)OSln OSy=———芦圭=C S一 一C—— L q一

2G 02册 2 2 2

F其中，G=—∑ 切变弹性模量
2(1+u)

u’=D 平面应力条件下的泊松比

u’：』L平面应变下的泊松比
1一u

K，=盯压I型裂纹的应力场强度因子

4．1．4疲劳寿命的计算

在交变载荷的作用下，结构的裂纹可能扩展直到发生疲劳断裂。描述疲劳裂

纹扩展规律的方程可表示为：

—d—a：f(AK) (4—12)
dN

其中，N是裂纹扩展寿命

AK是应力强度因子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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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量

l叼(a之，

图5-3应力强度冈子

Fig．5-3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大量的实验表明，当应力强度因子赵小于某一极限值赵，。时，裂纹不会扩

展。这个赵曲称为应力强度因子门槛值。当赵>AK曲时，裂纹扩展，lg-黑ar与
d／V

lg从基本成线性关系，这一阶段称为亚临界扩展。当AK继续增大，使裂纹扩
展快速增大，直到结构发生疲劳断裂，这一阶段称为失稳扩展。见图5．3。鉴于

失稳扩展的时间很短，结构的疲劳寿命主要是指亚临界扩展阶段H8‘。描述疲劳寿

命的公式，通常采用的是Pairs公式：

一da：C(似)m (4一12)——=【一I△凡I¨ Lq—lZ J

dN

其中，C、m是与材质有关的常数。

在横幅加载时，可变化为：

C肌⋯da万 泠12)

其中， a。为初始裂纹长度；

a，为临界裂纹长度；

No为裂纹扩展至口。时的循环次数，当a。为初始裂纹长度时，Ⅳo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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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疲劳裂纹扩展模型及边界条件

本节为在循环载荷下SCR环焊缝裂纹生长的数值模拟。数值模拟是以有限

元和断裂力学为基础，模拟裂纹的生成并随着裂纹生长更新网格划分。非线性分

析包括三位模型实体网格、材料的弹塑性特征及断裂力学的线性理论。

图4—4立管焊接尺寸图

Fig．4-4 Dimensions of welding riser

如图4—4所示模型是一个中间为环焊缝，名义直径为6．5Ⅳ的立管。外径是

162mm，厚度t为15mm。对接焊的几何尺寸分布如图l所示。焊接角为60。，

焊缝根部问隙为3．5mm，高度2mm。按照全尺寸模型，焊缝的外表面与立管的

外表面齐平。 ．

全尺寸模型是API 5L X．60等级的钢管。数值模拟中的弹性

E=2．1×105Ⅳ／mm2、泊松比y=0．3。屈服强度cr0=486．42N／mm2和

583．97N／mm2，分别对应母材和焊缝区。模型一端固定，一端受弯矩作用。针

对焊接中两种典型的焊接缺陷：焊接未焊透、焊接为溶合进行了研究。

表4-1焊接用X60钢管化学成分(wt％)[30]

Table．4-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X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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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焊接未熔合的裂纹扩展形态

图4-5 W{妾术熔合巧：意降

Fig．4-5 I．ack of fusion

蜘el D妊p}蜉

图4-6模拟仿真裂纹I划

Fig．4—6 Simulation crack picture

嘲M嘲瓣誊扣铲}哿一

劁4 7’j0效移嘶j隆J

Fig．4-7 View of the equi,,’alent defect

焊接标准允许焊缝中有小尺寸缺陷，全尺寸模型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见图

4．5。模拟的目的就是研究所所对应的环焊缝的标准适当与否。在管道焊缝未融

合情况下的疲劳寿命。如下图所示，为焊缝中的缺陷瞄6|。按照BS7910中的E标

准：缺陷中心距离最近的表面7．5mm，图中的矩形框面积为28mm2。见图4．6。

4．3．1相同位置不同应力幅的裂纹扩展形态对比

应用三种不同的应力幅得到了疲劳裂纹的生长形态及曲线。

首先定义“上”、“下”、“左”、“右”分别代表裂纹竖直和水平方向的两个端

点，如图6．4所示。通过计算求出该四点向相应方向的扩展长度，得出裂纹扩展

的形态变化。其中，扩展长度为抓i二iFi五_二了了‘匹习；轴向扩展长
度为z。一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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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裂纹三点的定义 图4-9裂纹三点扩展方向

FigA-8 Definition of crack po血 F噜．4-9 Direction ofpropagate

当裂纹处于管道拉应力最大位置时，分别加载不同应力幅：42MPa、1 26MPa、

210MPa，得到下面六张图。因裂纹处于管道对称位置，故“左”、“右”两点的

形态相同，在此只列出“左”点情况，“右”点隐去不表。

1
图4-10不同应力幅下，上点轴向扩展艮度

Fig．4-10 Up point propagate length under different stress ampl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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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裂纹扩展次数

图4-11不同应力幅下，下点轴向扩展长度

Fig．4—11 Down point propagate length under different stress amplitude

E-O 001

E

世
业
业-0．002
塑
詹

器．o埘

-0．O¨

1 2 3 4 5 6

裂纹扩展次数

图4-12不同应力幅下，左点轴向扩展长度

Fig．4—12 Left point propagate length under different stress amplitude

可以看出，虽然图线变化较为起伏，但无论应力幅如何变化，上点轴向扩展

长度为IMaxl上=O．01mm；左点轴向扩展长度IMaxl左=O．004mm、下点的轴向扩展长

度IMaxl下=0．016mm。不同应力幅下的轴向方向增长值在0．01mm级单位以内，可

以视为裂纹在平面内扩展。

不同应力幅下上下左三点的扩展长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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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五r毒≯却

图4-13应力幅为42MPa的三点扩展长度

Fig．4-13 Three points propagate length under42Mpa

爱竣丰爱?’、粒

图4-14应力幅为126MPa的三点扩展长度

Fig．4-14 Three points propagate length under 126Mpa

￡
∈

魁
出
皑
k

2 3 ‘

裂纹扩展次致

图4-15应力幅为2101『lPa的三点扩展长度

Fig．4-15№points propagate length under 2 1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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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不同鹿力幅卜．j点最终扩展I===度

Table．4—2 Three points propagate length under different stress amplitude

呵以看出，相同应力幅下，上下左三点扩展长度的最大差值分别为0．38mm、

0．36mm、0．43mm，其中上点扩展长度稍长，左点次之，下点扩展长度最小。上

点不同应力幅下的最大差值为0．07mm，下点不同应力幅下的最大差值为

0．02mm，左点不同应力幅下的最大差值为0．05mm。相差在0．01mm级内，可以

视为相等。

42MPa 126MPa 210MPa ‘裂纹侧视图

图4-16不同应力幅‘卜．裂纹扩展最终形态图

Fig．4-16 Crack propagate view under different stress amplitude

上图为从相同角度、相同放大倍数观察的裂纹图像，裂纹面积几乎相同。

结合轴向力方向的裂纹扩展长度在0．01mm级单位内，可以说裂纹扩展形态

与应力幅无关，不同应力幅下，相同位置的裂纹扩展形态相同。裂纹上点，即相

对应力较大的位置扩展长度稍大，扩展长度随应力的减小而变小，两者最大相差

约0．4mm。裂纹在平面内扩展，扩展形态近似圆形。可以得出结论：

●未熔合的裂纹，上点扩展长度最大，下点最小。这与所处平面对应的应

力大小相对应，应力大则扩展长度大。裂纹以近似圆环的形状向外扩展，

在应力大的位置，扩展长度稍大，但最大相差在0．4mm左右。不同位置

的裂纹相同测量点扩展长度相差很小。

·裂纹在径向的生长远大于轴向的生长，与所受载荷为弯矩相吻合。

4．3．2相同应力幅下不同位置裂纹扩展形态对比

以126MPa应力幅为例，计算裂纹处于不同位置时的扩展形态。以管道中心

为原点，水平方向起始，分别计算对应角度为30。、60。、90。时的裂纹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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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

图4一17不同位置的裂纹定义

Fig．4-17 Definition of different location

图4—18不同位置，上点轴向扩展长度

Fig．4-18 Up point axial propagate length in different position

l：：|。．．．．．二二：：：-二；．

图4-19不同位置，下点轴向扩展长度

Fig．4-19 Down point axial propagate length in different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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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裂纹扩展次数

图4-20不同位置，左点轴向扩展长度

Fig．4—20 Left point axial propagate length in different position

l 2 3 ● 5

裂纹扩展次敷

图4-21不同位置，右点轴向扩展长度

Fig．4-2 1 Right point axial propagate length in different position

表4-3轴向扩展长度

Table．4-3 Axial propagate length

300 O．21 ．0．095 ．0．21 0．055

可以看出，虽然图线变化较大，但实际数值的变化均在O．1珈．01ram级内，
上点轴向扩展长度为lMaxla：=0．21mm；左点轴向扩展长度IMaxl左=0．21mm、下点

的轴向扩展长度IMaxl下=O．01mm，右点的轴向扩展长度IMaxlv---0．01ram。可以视

为裂纹在平面内扩展。随着角度的增大，裂纹在轴向力方向以o．1mm的级别扩

展增大，基本属于平面内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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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 3 4 5

裂纹扩展次数

图4—22不同位置，上点扩展K度

Fig．4-22 Up point l propagate length in different position

2 3 4 5

裂纹扩展次数

图4—23不同位置，下点扩展长度

Fig．4-23 Down point l propagate length in different position

3 4 5

裂纹扩展次数

图4-24不同位置，左点扩展长度

Fig．4-24 Left point l propagate length in different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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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扩展次数

图4—25不同位置，ti点扩展K度

Fig．4-25 Right point propagate length in different position

表4-4扩展K度

Table．44 Propagate length

30。 4．82 4．37 4．42 4．7S 0．45

60。4．79 4．50 4．62 4．73 O．29

90。4．82 4．50 4．72 ．4．77 0．32

最大差值0．03 0．13 O．30 0．04 ＼
横向对比，相同位置的裂纹，上点扩展长度最大，右点次之，下点扩展长度

最小，最大相差0．45mm。裂纹以圆环方式扩展，同时下、左两方向稍短。纵向

对比，只有左点扩展的差值较大。角度的变化对下、左两个方向的扩展形态影响

较大，随着角度的增大，裂纹下、左两方向扩展长度稍有增大。

4．4未焊透的裂纹扩展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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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6未焊透疲劳裂纹扩展示意图

Fig．4-26 Incomplete penetration crack propagate view

本节研究未焊透情况下，裂纹扩展形态。首先以裂纹处于最危险位置为例，

进行研究。裂纹的扩展形态如上图所示。因为模型对称，故取一半，对“上”“左”

两点进行分析。

4．4．1相同位置不同应力幅的裂纹扩展形态对比

图4-27不同应力幅下，左点轴向扩展长度

Fig．4-27 Left point propagate length under different stress ampl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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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8不同应力幅下，上点轴向扩展长度

Fig．4-28 Up point propagate length under different stress amplitude

对于左点，应力幅为42MPa和126MPa时，以“负一正一负一J下一负一正

一正”的方式扩展；在应力幅为210MPa时，以“正一负一正一负一正一正一J下”

的方式扩展。三种应力幅下，最终轴向扩展值分别为0．036mm、0．01mm、0．028mm；

最大扩展绝对值分别为0．036ram、0．03mm、0．028ram。对于上点，不同应力幅

下的裂纹轴向扩展初期办为“负一正”，而后可视为为正向扩展。三种应力幅下，

最大扩展绝对值分别为0．104mm、0．17ram、0．108mm。在初始扩展时，裂纹轴

向的扩展不稳定，多有动荡，且有单步扩展长度最大，在扩展后期稳定向正向扩

展。同时，裂纹轴向扩展长度均在0．1mm级以内，仍可认为是平面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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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9应力幅为42MPa的两点扩展长度

Fig．4-29 Two points propagate length under42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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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0虑力幅为126MPa的两点扩展K度

Fig．4-30 Two points propagate length under 126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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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1应力幅为210MPa的两点扩展长度

Fig．4-3l Two points propagate length under 210Mpa

左右两点的扩展长度在小数点后两位还保持一致，两点的扩展长度完全相

同，加上裂纹在平面内扩展的因素，可完全以认为裂纹以等长在平面内扩展。

4．4．2相同应力幅下不同位置裂纹扩展形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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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2不同位置的裂纹定义

Fig．4-32 Definition of different location

与之前的定义相同，以管道中心为原点，水平方向起始，分别计算对应角度

为30。、60。、90。时的裂纹扩展形态。 ；

图4—33不同位置，上点轴向扩展长度

Fig．4．33 Up point axial propagate length in different position



第四章焊接缺陷对矿管环缝裂纹扩腱及疲劳‘降能影响的研究

O．20

O．15

E
E 0．10

一一0．05

0．00

·0．05

O 2 3 4 5 6 7 8

锭’￡{『；r￡玖敖

图4-34不同位置，左点轴向扩展艮度

Fig．4-34 Left point axial propagate length in different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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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5不同位置，右点轴向扩展长度

Fig．4-35 Right point axial propagate length in different position

左右两点的轴向扩展比较规律，在30。时扩展长度最大，60。次之，90。

的最小。总的来说，可以认为裂纹在第一步扩展的长度最大，初期扩展方向多有

反复，但就数值来看，仍在O．1mm范围内，可以视为平面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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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6不同位置，左点扩展长度

Fig．4-36 Left point propagate length in different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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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7不同位置，上点扩展长度

Fig．4-37 Up point propagate length in different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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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8不同位置，右点扩展长度

Fig．4-38 Right point propagate length in different position

裂纹处于90。位置时三点扩展长度较大，30。位置时的扩展长度最小。初

始三个位置的扩展相同，而后扩展长度开始不同，在最后两步的差值最大。这与

90。位置所受应力最大相对应。随着应力下降，扩展长度也随之减少。

4．5疲劳寿命的计算

使用FRANC3D软件，计算危险点的寿命。即上一节中90。裂纹的扩展寿命，

采用pairs公式：

熹：地)m
d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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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卞5．37。10“3，m=3．19

表4—5不同应力幅下，朱熔合、朱焊透的疲劳寿命

Table．4-5 Crack fatigue life under different ampl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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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9仿真结果与BS7910标准对比

Fig．4-39 The simulation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BS79 1 0 standard

4．6本章小结

(1)使用FRANC3D软件，对立管受弯矩载荷作用下的疲劳裂纹扩展形态

及寿命进行了仿真，并将疲劳寿命与BS791中的E标准进行对比。仿真结果表

明，未熔合、未焊透的疲劳寿命均高于E标准，BS7910中的E标准寿命有些保

守。

(2)通过对裂纹扩展形态的仿真标明，未熔合的等效裂纹，裂纹在轴向方

向的扩展长度很小：在最危险点的轴向扩展绝对值最大为0．025ram。随着角度的

降低，裂纹在轴向的扩展长度增大，但最大绝对值仅为0．21ram，裂纹在平面内

扩展。

(3)未熔合的裂纹，上点扩展长度最大，下点最小。这与所处平面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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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大小相对应，应力大则扩展长度大。裂纹以近似圆环的形状向外扩展，在应

力大的位置，扩展长度稍大，但最大相差在0．4mm左右。不同位值的裂纹相同

测量点扩展长度相差很小。应力幅的变化、裂纹位置的变化对裂纹扩展形态无影

响。

(4)通过对裂纹扩展形态的仿真标明，未焊透的等效裂纹，裂纹在轴向方

向的扩展长度很小：最大轴向扩展绝对值最大为0．2mm，虽然和未熔合情况对比，

大了一个数量级，但相对裂纹整体尺寸而言，亦然很小，裂纹在平面内扩展。这

与巴西COPPE／UFRJ研究结果相吻合。

(5)未焊透的裂纹在临近内管壁处扩展长度(左、右)大于上点，最终扩

展长度大lmm左右，最终形态为近似圆形。

(6)在相同E标准下，对于焊接未熔合的缺陷寿命比未焊透的缺陷寿命高

15％左右。

(7)裂纹在径向的生长远大于轴向的生长，与所受载荷为弯矩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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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组对偏差对立管环缝疲劳性能影响的研究

5．1立管组对偏差

良好的疲劳性能要求焊件高质量装配，从而保证高性能焊缝、控制应力集中

因子(SCF)。立管使用的无缝管是轧机滚轧而成，其正常公差已经在API中作

出规定。API公差范围很宽，在极限情况下，对于高疲劳抗性立管而言，将会出

现焊接接头组对偏差超过可接受值的情况。该潜在问题促使工程人员在制造时指

定了更紧的公差。管道制造方法其实并不允许轻易缩紧公差，而且这样做其实也

会导致管道成本的提高。幸运的是，尽管很难保证绝对公差，但是，保证同一批

次的一致性还是可以的，因为一旦轧机安装完毕开始工作，轧机就会生产出尺寸

类似的管子。此外，大部分的制造商都能够生产出尺寸精确管子，他们会在管线

生产出来后进行测量以保证其数据可以满足安装尺寸㈨3。

其中影响轴心差的因素有：

·椭圆度

●直径

●壁厚

环焊缝上的应力集中因子来自管道的未对齐。从而会引起局部的二次弯曲应

力，使得管道本身的平面名义应力增大，比如：管道中的名义弯矩和轴向力。但

在安装管道、对其焊缝的过程中，不考虑管道的角度偏差。因此，由管道未对齐

而造成的组对偏差(hJgh．10w，简称hi．10或h)是主要的因素。SCF(应力集中

因子)可以解释这种情况。SCF可以通过有限元模型直接解出，也可通过对参数

的研究获得。SCF不考虑根焊缝处划痕和组对时的角度因素。

．璺舅《一、Tension一七霹融写一
Hi／Lo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structural iotegrity of girth, welds

图5-1组对偏差造成的轴向力和弯矩增人

Fig．孓l Misalignment caused the increase of axial force and bendingmom锄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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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管道安装时的对准和焊接中的支撑，可以通过一个内部对口器或者外部

组对机构来实现，该机构能保证两端的部件以紧密的角度和组对偏差焊接在同一

中心轴线上。之后需要检测外表面，如果进入方便的话，还需要检测内表面。

为确保合适的立管焊缝疲劳性能，理论上要求高低偏差小于0．5mm是必须

的，这样生产过程中管子组对高低偏差就0邑1J,于1mm。如此就可以减小应力集

中导致的应力集中因子，进而可以得到高质量的立管焊缝婶7|。

本章将针对在轴向力、弯矩下，组对偏差为0．5mm、1．Omm、1．5mm三种

情况的SCF值进行计算分析。

5．2应力集中因子计算方法

对于优良的焊接结构，热点应力一般在焊趾部位，亦即结构的最大应力。由

结构应力与焊接几何尺寸的综合作用所形成的热点应力极易成为疲劳裂纹的起

源。由此，对热点应力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热点应力与结构的焊接缺陷、局部

细微尺寸所引起的应力集中无关∞引。

5．2．1应力集中因子定义

应力集中因子(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SCF：一O'hs
O"N

其中，仃船是热点应力；仃．v是名义应力

名义应力即在不存在组对偏差、椭圆度等影响因素情况下(即理想情况)，

所对应位置的轴向应力值畸9|。
●

汹沁j}j／’
撤妊随jl

＼． 的J影夕J

图5-2热点应力

Fig．5-2 Hot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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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为在轴向力作用下，焊缝区由于组对偏差形成的热点应力。图中由右

向左表面上的应力逐渐增大，并在焊趾部位有大幅度的增加。焊趾部位的总应力

不只包括热点应力，从而在求取热点应力时采用线性推导法(图中斜直线所示)。

5．2．2热点应力计算

对于采用有限元计算热点应力，国际焊接学会(IIW)推荐用如下方法咖1：

(1)热点应力处的有限元网格长度≤O．4t(t为壁厚，下同)时，读取距离
焊缝0．4t和1．0t处的节点应力，并线性化(线性外推法)：

‰=1．67。Oro．4q—O．67一orl．叶

(2)热点应力由距离焊缝O．4t、O．9t、1．4t三处节点应力决定，

防止计算热点应力时引入非线性的结构应力(二次外推法)：

(5-1)

此法是为了

D|鼢=2．52·仃o．4f一2．24·Or09．，+0．72·q．钾 (5·2)

(3)热点应力处网格粗分且高阶单元的长度等于壁厚，则从中间点或面中

心估算热点应力值(线性外推法)：

or脑=1．50·Oro．5．f—O．50·仃1．5．f (5-3)

本章即采用IIW推荐中的第二个方法进行热点应力计算。

5．2．3应力集中因子计算公式

≤慝
图5-3 00R示意图

Fjg．5-3 OORpicture

左图为椭圆度OOR，中图为考虑了OOR，组对偏差hi(high-low)以及管壁

厚度变化情况下的轴线差。右图为管道装配偏差测量仪器。

Connel ly—Zettlemoyer∞¨考虑了椭圆度、管壁厚度的影响因素，提出了SCF

计算公式(以下简称CZ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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鼢“o+2石意‘裔tthin] (5-4)

如加l+o．7f篮r
L ／

其中，t加以为管壁最薄处；t胁m为管壁最厚处；

e是轴心差，即左右管道轴线的垂直距离，

如果只考虑组对偏差的影响因素，则：

e=h

5．3环缝应力集中因子有限元分析

5．3．1立管组对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e：OOR+!坐丛二血
2

使用ANSYS中SOLID95单元进行有限元分析。SOLID95是比3一D、8节点固

体单元SOLID45更高级的单元。它能够吸收不规则形状的单元而精度没有损失。

SOLID95单元有可并立的位移形状并且对于曲线边界的模型能的适应性很好。

SOLID95单元由20个节点定义，每个节点有三个自由度：在节点X，Y，Z方

向的平移。单元可能有任何的3一D方位。各种打印输出控件均可用。获得更多的

细节信息可见ANSYS，Inc．Theory中的Reference SOLID95。

管道模型可见图5-4．参数可见表5-1。

图5-4为从不同角度观测的管道模型。图5-5中两条红线之差即为组对偏差

h。

表5-1计算SCF的模型基本参数

Table．5-1 Basic parameters for calculation S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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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模型样貌

F追．5-4 Model picture

5．3．2收敛准则

么蚕嚣嚣露露溺嗣豳离露麓弱
黧熏蒸缀虽蕙曩

图5—5组对偏差h

F适．5-5 Misalignment of h

由Romeijn提出的收敛准则，对单元有限元模型进行网格加密。如图5-6、

5．7所示，单元密度值分别为单倍和双倍轴71。单倍和双倍网格的最大相差3％，

从计算精度和时间成本上考虑，可以采用单倍网格建模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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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单倍网格模型

Fig．5-6 Single grid model

f。e

’。5

T。{

l。2

巡

象 ¨。

e§；

。}e

。§4

0 82

图5—7双倍加密网格

Fig．5-7 Double grid model

·}0 0 j0 leC S0 2ee 2S0 30 0 35e {Ce

角赝

图5-8单、双倍网格计算所得$CF值对比

Fig．5-8 Comparison SCF in different grid

5．4环缝应力集中仿真结果分析

5．4．1组对偏差对应力集中的影响

分别在组对偏差为0．5mm、1．0mm、1．5mm，受轴向拉力、弯矩作用下，计算

了管道的SCF。图5—9为模型基本图形。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管道对接焊中，左

侧管子上端轴向应力较大，下端轴向应力很小。右侧管道与之反对称。应力集中

发生在左侧管子上部和右侧管子下部。在管道中间部位，轴向应力几乎与远离焊

接部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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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管道轴向虑力分布图

Fig．5-9 Axial stress distribution at pipeline

以组对偏差为0．5mm为例进行分析。按照11w(2)法(以下简称IIW法)

中的规定，在t=15mm情况下，分别读取距离管道焊趾6mm、13．5mm和21ram处，

管道受轴向拉力状态下，求得沿管道周向外表面的轴向应力，见图5—10、5—1l、

5—12。

图5-10距离焊趾6mm轴向应力

Fig．5-10 Axial stress，distance 6mm to the weld 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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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距离焊趾13．5mm轴向应力

vig§n Axial stress，distance 1 3．5mm tO the weld toe

圈5—12距离焊趾21sin轴向应力

FiS．5-12 Axial 8tre88，distance 21ram to the weld toe

横坐标是以管道外表面中间部位为起点，绕管道一周的距离。因应力集中因

子与轴力的大小无关，只与应力比值有关，故在观察图时，重点在于数值的比较。

可以看出，应力集中因子很有规律的呈正弦分布，轴向应力在最管道上端达到最

大值，轴向应力在接近焊趾方向有小幅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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堙
LL

箔

-．St} 0 50 100 ’50 200 250 3Ce j50 4eO

角度

图5-13 IIW法、焊趾处SCF沿周向分布

Fig．5-13 IIW method，SCF distribution along the circumferentialat weld 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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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 CZ法、焊趾处SCF沿周向分布

Fig．5-14 CZ method，SCF distribution along the circumferential at weld toe

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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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 IIW法与CZ法的差值

Fig．5-15 Different between IIW and 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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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11w法，计算得出在焊趾处SCF沿管道周向的分布图，见图5—13。与

前几张图相似，SCF依然呈正弦分布，环绕管道一周为一个周期。在管道最上端

达到最大值1．05308，在管道最下端有最小值0．93951。采用CZ法分析SCF见图

5-14，与11w法相同，SCF呈J下弦分布，在管道最上端达到最大值1．05098，在

管道最下端有最小值0．94902。CZ法与I 1w法相差很小，吻合度和好，两者几乎

相等，差值均在O．0l以内。

5．4．2轴向拉力作用下不同组对偏差对应力集中影响的比较

坦
也

箔

．50 O 50 100 150 200 2SO 300 350 ‘0口

角度

图5-16 IIW法不同组对偏差的SCF值对比

Fig．5-16 IIW method，comparison SCF of different misalignment

表5-3 IIW法不同组对偏差的SCF极值

Table．5-3 IIW method，extremum of comparison SCF at different misalignment

图5—16以IIW法分析组对偏差为0．5mm、1．0mm、1．5mm的SCF。横坐标为

以管道中间位置为0。，管道中心为圆心，绕外表面一周的SCF分布。无论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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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对偏差，SCF均在管道最下端达到最小值，最上端为最大值，在O。和180。

的位置为l；SCF均为规律的正弦函数分布：周期相同，相位角相同，幅值与组

对偏差值成线性关系。

趔
LL

箔

．S8 e 50 ’00 1 50 230 2SO 300 350 400

角度

图5-17 CZ法不同组对偏差的SCF极值

Fig．5-17 CZ method，cxtrcmum ofcomparison SCF at different misalignment
{

表5-4 CZ法不同组对偏差的SCF极值

Table．5-4 CZ method，extremum of comparison SCF at different misalignment

分别针对组对偏差为0．5mm、1．Omm、1．5mm，采用Cz法计算得出的SCF值。

与IIW法结果类似，除去数值稍有变化，CZ法的结果分布规律与IIW相同。当

组对偏差较大时，比如1．5mm时，差值达到2．19％，相对0．5mm时的差值已经扩

大一倍多。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是不允许出现如此大的组对偏差，最大允许

值在0．5mm以内，1．5mm的偏差只用于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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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弯矩作用下不同组对偏差对应力集中影响的比较

图7一18为不同弯矩下的SCF值。在应用数值仿真和11w法后计算得出0。、

180。、360。的SCF值远大于其他SCF，将其值改为l。观察图形可以看出，弯

矩作用下的SCF值分布为『F弦函数，在54。～57。、99。～102。、213。、249

。"'252。、291。"294。的值稍有变化，但对最大SCF值基本没有影响。鉴于

组对偏差1．5mm时的SCF最大值有偏差，根据原有数据，在此按照曲线走向修改

为1．29。

趔
也
o
∞

．SO O． 50 1§0 'SO 201} 250 300 350 4eO

角度

图5-18不同弯矩作用下的SCF

Fig．5-18 SCF at different moment

在弯矩作用下的，使用11w法计算得到的SCF分布，与CZ法计算的结果相

差较大，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其中，使用命令流，在ANSYS中建立模型及加载弯矩的方法如下[62]：

／prep7

cylind，1，2，0，10

k，99，0，0，10

mp，ex，1，2．1e5

mp，prxy，1，0．3

r，2，le一7

et，1，45

et，2，21

keyopt，2，3，0

lesize，all，0．2

vme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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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el，S，，，99

type，2

real，2

kmesh，all

allsel

nsel，S，loc，Z，9．98，1 0

nplot

cerig，node(O，0，1 0)，all，a11，，，，

allsel

／solu

f,node(O，0，1 0)，my,1

finish

／sol

nsel，S，loc，Z，0

d，all，all

alIsel

solve

5．5应力集中因子对环缝疲劳寿命的影响

采用IIW法所得数据，研究应力集中对疲劳寿命造成的影响。

表5-6不同外载荷卜．的SCF

Table．5-6 SCF at different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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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S710不同等级缺陷-卜．的疲劳寿命曲线

Fi5-19Fatgue lif of iferent levl in S7 1 0

908规定，：见图5—19。由图可知，lg(应力幅值)和lg(寿命)成反比。

在应作用下，由于组对偏差造成的应力集中，会使焊接部位的热点应力相应

增大大比例与SCF值相同。从而可知，疲劳寿命会相应的减少。按照此规律

可以得出不同组对偏差下，各种外加载荷对疲劳寿命的影响。可以设定得出

应力和寿命的函数关系：

k·lgN+b

代表应力幅；N为疲劳寿命；K和b分别为函数的斜率和截距。K值

为固b由不同的缺陷等级而不同。计算得出k≈一O．31396。

不同条彳，|：下的疲劳寿命

Tae．5-7Fatgue lif of iferent conitions

计算得出不同SCF下的疲劳寿命与无组对偏差时的百分比。b值没

有分算出，因为在计算中不会产生影响。该表没有考虑由于组对偏差造成裂

时，寿命减少了3％左右，如果考虑疲劳裂纹扩展长度的减少因素，疲劳寿

命会。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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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BS7608的E标准，裂纹处于壁厚中心，距离最近表面只有5mm的

情况，0．5mm的组对偏差可使裂纹扩展长度缩短10％。若从这点考虑对寿命的影

响不会小于应力集中对寿命的影响，具体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5．6本章小结

(1)首先考虑最对偏差的情况下，

真模型。成功模拟出在不同外加载荷下，

而对疲劳寿命的影响进行了估计。

建立了管道受轴向拉力、弯矩的数值仿

管道组对偏差造成的应力集中因子。进

(2)组对偏差发生时，在相对“矮”端，应力沿轴向，向管道焊接方向增

大，即应力集中发生在管道较矮一侧。在“高”端，在组对偏差值最大处，较矮

一侧SCF最大，在较高一侧最小。

(3)环绕管道周向，距离焊缝较短范围内(15mm)，轴向应力分布呈J下弦曲

线，计算得出的SCF值亦为正弦分布；

(4)在组对偏差值增大的同时，SCF值随之增加，在小范围内(0-1．5mm)，

组对偏差与SCF呈正比例关系。

(5)组对偏差造成的应力集中，会导致热点应力随之增大，，会对疲劳寿命

产生3％以上的影响。提出组对偏差对疲劳寿命影响的计算公式。

(6)本章没有考虑焊缝处残余应力、组对偏差造成的裂纹可扩展长度的减

少对疲劳寿命的影响，这两点因素对疲劳寿命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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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

(1)数值模拟结果表明，焊接未熔合、未焊透下的缺陷所导致的裂纹在所

受轴向力方向的扩展长度很小，可以认为裂纹在垂直于受力方向的平面内扩展。

这与巴西COPPE／UFRJ所做实验结果相一致。未溶合裂纹以圆环形状扩展，未焊

透裂纹以椭球形向外扩展。

(2)现行疲劳标准保守，需要进行研究改进。相同等级下的焊接缺陷，焊

接未熔合的缺陷寿命比未焊透的缺陷寿命高约15％。

(3)即使不考虑组对偏差造成的裂纹可扩展长度的减小，组对偏差造成的

应力集中相当于增大了应力幅，在偏差0．5rnm时会使寿命减少5％。由组对偏差

造成的应力集中对疲劳寿命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

(4)对管道在高压深水(HPHD)中，在内压和外加载荷的作用下的应力情

况进行研究校核。结果表明，在远离几何突变区域的应力小于许用应力，在接近

几何突变区域的应力小于许用应力，校核结果为安全。为HPHD中的同类管道校

核提供了依据。

本论文工作还存在以下不足，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1)以弯矩为疲劳载荷，进行了裂纹扩展形态和寿命的仿真。没有考虑到

波、浪、流的影响。将波浪流与弯矩共同作用下的进行疲劳寿命的仿真计算，是

后续研究的重点。

(2)由于时间和知识有限，对于弯矩作用下SCF呈现不规则性的原因并没

有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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