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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I 

 
摘    要 

 

齿轮滚轧成形工艺是一种先进的塑性成形技术，它不仅可以大大提高齿轮加

工效率和材料利用率，而且可以保证成型件组织流线不被切断，增强其力学性能，

因此，受到齿轮加工行业的广泛关注。然而，滚轧模具作为齿轮滚轧成形实验台

的关键部件，在齿轮滚轧成形加工中承受的轧制力比切削加工中刀具承受的切削

力大得多。在当前的大模数钢齿轮滚轧成形过程中，由于齿啮合作用带来的冲击

载荷大，若轧制工艺控制不当，时常发生滚轧轮轮齿断裂现象，这严重影响了成

型件质量及设备的正常运行。因此，为解决上述问题，开展滚轧轮材料性能试验

及滚轧轮轮齿裂纹扩展分析研究很有必要。 

本文以当前滚轧轮常用材料—冷作模具钢 DC53 为研究对象，主要进行了如下

几方面的研究： 

① 介绍了金属材料的疲劳断裂行为及特征，分析了疲劳断裂各个阶段形成机

理，并简要介绍了断裂力学基础理论以及不同裂纹形式的断裂判据； 

② 针对滚轧轮用冷作模具钢 DC53 材料，开展室温下单轴拉伸、断裂韧度、

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分别获得该材料的拉伸性能、断裂韧度、不同应力比下

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方程表达式，即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常数 C，m； 

③从线弹性断裂力学角度出发，利用三维断裂分析软件 FRANC3D 模拟计算

标准 CT 试样穿透型裂纹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及预估裂纹扩展寿命，并与理论计算

和试验结果对比，验证该疲劳裂纹扩展数值模拟方法的可行性与准确性； 

④ 利用三维断裂分析软件 FRANC3D，对含半椭圆形初始裂纹的滚轧轮轮齿

子模型进行模拟分析，计算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并基于最大周向正应力准则，

模拟滚轧轮轮齿裂纹的扩展轨迹，并和工况下滚轧轮轮齿断口形貌对比； 

⑤ 采用“损伤容限设计”的断裂力学理论，利用材料试验结果，对滚轧轮轮齿

的裂纹扩展寿命作出预测。 

本文通过材料试验、数值模拟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材料的角度探究

滚轧轮轮齿疲劳断裂的原因机理，对滚轧轮轮齿疲劳断裂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探

索，研究结果对滚轧轮的设计选材、修形及疲劳寿命预测、齿轮滚轧成形工艺参

数的优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关键词：齿轮滚轧轮，冷作模具钢 DC53，裂纹扩展，断裂韧性，应力强度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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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essing method of gear generated rolling is an advanced plastic forming 

technology, which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t has better processing 

efficiency, and better use ratio of materials. Due to the forming line of the formed parts 

has not been cut off, the formed parts have better mechanical properties. However, as 

the key part of the gear rolling forming bench, the rolling load of rolling tool is much 

greater than the cutting load of the cutting tool in the processing of steel gear generated 

rolling. If the rolling process is improperly controlled, the phenomenon of fatigue 

fracture of rolling tool often occurs during the gear production process, due to the 

impact load is great, which seriously affected the quality of the forming parts, 

equipment and the normal produc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test of material of the rolling tool and the crack 

propagation of rolling tool. 

In this work, the current common rolling tool material-DC53 is chosen be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is paper will study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① The fatigue fracture behavior of metal materials,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each stage of fatigue fracture, elastic fracture mechanics theory and the criterions of 

different kinds of fracture are briefly introduced; 

② Some mechanical properties parameters of cold work die steel DC53 , such as 

elastic modulus E , yield Strength 0.2 , tensile strength b  are obtained by uniaxial 

tensile test; The fracture toughness of DC53 is obtained by fracture toughness test; The 

crack propagation curves d / da N K   are obtained by fatigue crack propagation test 

with different stress ratio, and the expression of fatigue crack propagation rate also be 

obtained by the Paris fitting; 

③ Using the software FRANC3D, based on the linear elastic fracture mechanics, 

the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and fatigue crack propagation 

lifetime of the standard CT specimen are calculated. The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e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to validate the accurac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method; 

④ Boundary element analysis of rolling tool tooth model with a semi-ellipse 

initial crack is carried out with 3D fracture analysis software FRANC3D to calculat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of rolling tool tooth crack front. Then the crack propag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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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rolling tool tooth is simulated by the boundary element based crack automatic 

propagation function of FRANC3D, and then compare the simulation result with the 

fracture appearance in operating condition; 

⑤ Applying fracture mechanic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amage tolerance design, 

the fatigue crack propagation lifetime of the rolling tool tooth is estimated.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material test,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fatigue fracture mechanism of the rolling tool will be analyzed from the 

material perspective. The problem of fatigue fracture of rolling tool is detailed analyzed, 

which can be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design, repair and prediction of fatigue life of 

rolling tool, and optimization of process parameters of gear rolling. 

 

Keywords: Rolling tool, Cold work die steel DC53, Fatigue crack propagation, Fracture 

toughness,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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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课题工程背景及意义 

齿轮是机械传动的核心部件且广泛应用于汽车、农业、矿山等行业。随着科

技、工业的发展，各个工业领域对齿轮的需求量持续增加，相比于传统的切削加

工方法，齿轮滚轧成形技术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加工效率和材料利用率，而且可以

保证成型件组织流线不被切断，增强其力学性能[1,2]，因此，齿轮轧制成形技术由

于其独特的优势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在工业领域得到一定的应用[3,4]。然

而在齿轮轧制成形加工工艺的推广过程中经常遇到在轧制生产过程中发生滚轧轮

断齿现象，这对成型件质量及设备的危害较大，严重影响了生产的正常进行。如

图 1.1 所示为某齿轮滚轧成形实验台上发生断裂的滚轧轮。因此，为解决此类问题，

开展滚轧轮材料性能试验及滚轧轮轮齿裂纹扩展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图 1.1 断裂的滚轧轮 

Figure 1.1 The ruptured rolling tool 

 

滚轧轮轮齿断裂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主要有加工表面划痕、轮齿表面严重磨

损、齿根弯曲疲劳、齿根过渡部分的截面突变引起应力集中等原因[5]。针对某齿轮

滚轧成形实验台上发生断裂的滚轧轮的断口分析表明，该断裂失效的形式是由疲

劳断裂引起的。该设备滚轧轮材料是冷作模具钢 DC53，但该材料的断裂韧度以及

疲劳裂纹扩展性能的研究尚未见报道[6]。 

为从材料的角度探究该滚轧轮的疲劳断裂机理，本文首先对该材料进行参数

分析，开展滚轧轮常用材料 DC53 材料的室温单轴拉伸、断裂性能试验，获得材料

的拉伸和断裂力学性能参数，然后从线弹性断裂力学角度出发，探究疲劳裂纹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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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数值模拟方法，并采用此数值模拟方法研究含半椭圆形初始裂纹的滚轧轮轮

齿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分布规律，模拟疲劳裂纹的扩展轨迹，预估滚轧轮裂纹

扩展寿命，这对校核原始滚轧轮结构设计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提出改进设计方案

以及对滚轧轮的设计选材、修形及疲劳寿命预测、轧制工艺参数的优化等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工程实用价值，同时可以节省成本，缩短该齿轮成形方法推向市

场的时间。 

 

1.2 模具材料概述 
1.2.1 模具材料定义及分类 

模具是现代化工业大规模生产的重要工艺装备，模具在模锻件生产的经济性

和市场竞争等方面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模具是模锻件生产过程中至关

重要的工艺装备之一，模具材料是模具生产的基础。材料选择是否恰当将会对模

具生产和使用具有重要作用。模具的磨损、机械疲劳、塑性变形和断裂等典型失

效形式都直接与模具材料及其后续加工、热处理等密切相关，因此，模具材料对

模具寿命和使用性能要求影响巨大。 

通常，在生产使用过程中，人们按照模具材料的使用性能特点和工作温度不

同，将模具材料分为冷作模具材料、热作模具材料与高温模具材料。其中，一般

认为 400°C 以下温度环境服役的模具材料选用冷作模具钢，在 600 ~850°C 温度环

境服役的模具材料则选用热作模具钢或高速工具钢[7]。 

1.2.2 冷作模具钢材料性能要求 

冷作模具一般是在较低温度下工作的，因此模具材料必需满足在其服役温度

下良好的使用性能和工艺性能： 

① 强度和韧性 

模具在服役过程中需要承受不同形式的压力、冲击、振动、弯曲和扭转等复

杂应力，实践证明，根据模具的使用条件和性能要求，合理的选择模具钢的化学

成分、组织状态及热处理工艺，能够得到强度和韧性的最佳组合。 

② 耐磨性 

模具在服役中需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和摩擦力，模具材料需具备良好的耐磨性，

才可保证模具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形状与尺寸不变，持久耐用。 

③ 硬度 

硬度是衡量材料抵抗硬物压入其表面的能力性能指标，是影响耐磨性的主要

因素。一般模具的硬度越高，耐磨性就越好。 

④ 疲劳抗力与断裂韧度 

模具材料服役过程中，承受机械冲击和热冲击的交变应力作用，工作温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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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复杂多变，容易在模具表面产生微裂纹，因此，如果材料疲劳抗力高则不易

产生疲劳裂纹，或裂纹萌生后扩展速度慢、扩展量小。断裂韧度表征材料裂纹失

稳扩展抗力，断裂韧度高表明不易发生裂纹失稳扩展。 

⑤ 冷热加工工艺性能，冶金质量，淬透性 

模具钢需要有良好的冷热加工工艺性能，其次，冶金质量直接影响着模具的

可靠性、寿命和经济性，模具钢的淬透性越好，其淬透层越深，因此模具耐磨性

就越好。 

⑥ 良好的抗热性和稳定性 

模具在使用过程工作温度是在不断变化的，经常还要受到高温作用，因此，

需要模具材料具备良好的抗热性，以确保模具可以满足工作条件的需要 [8]。 

1.2.3 冷作模具钢 DC53 化学成分及主要合金元素对模具钢的影响 

DC53 又称 8Cr 冷作模具钢，是技术规范载于日本工业标准（JIS）G4404 中的

冷作模具钢，DC53 是日本大同特殊钢对 SKD11 进行改良的新型冷作模具钢[9]。它

克服了很多其他冷作模具钢高温回火硬度和韧性不足的弱点。DC53 的化学成分如

下表格 1.1： 

 

表 1.1  冷作模具钢 DC53 的化学成分(质量%) 

Table1.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cold-work die steel DC53 ( mass %) 

钢种分类 化学成分 

C Mn Cr Mo V 

8Cr 冷作模具钢 0.90 0.40 8.00 2.00 0.30 

 

各种主要合金元素的特点以及对模具钢的影响简单归纳如下： 

① 碳（C）Carbon 

与 Cr、Mo、V 元素结合形成碳化物。其中，固溶于基体中的碳在淬火时 

可以起到硬化马氏体的作用。 

② 硅（Si）Silicon 

硅在地球上是存在量最多的元素，在炼钢的过程中主要用于钢液脱氧，与镍

及珞共存起到改善淬透性的作用。硅固溶于基体中，而不形成碳化物，可以提高

基体强度和耐热性。 

③ 锰（Mn）Manganese 

锰在钢液精炼时可以起到脱氧脱硫的作用。其中一部分锰与硫结合并形成非

金属夹杂物硫化锰（MnS），残留于基体中，此夹杂物会降低材料的韧性。但有时

候为了改善材料的切削性能也会特意添加一些硫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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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铬（Cr）Chromium 

铬可以固溶于基体中，可以改善钢的淬透性。同时可以抑制回火软化。铬元

素的加入还可以提高钢的韧性、高温强度。铬元素易于和碳元素结合，可以形成

硬质碳化物，这些碳化物分布在钢的基体中，还可以改善钢的耐腐蚀性。 

⑤ 钼（Mo）Molybdenum 

钼元素与铬元素类似，钼可以固溶于基体中，提高钢的淬透性，改善钢的耐

热性和耐腐蚀性。钼最大的特点就是，固溶于基体中的钼在 500℃左右回火时会析

出微细的碳化物 Mo2C，可以使钢呈现出显著的析出硬化效果。其次，与钒、钨、

铬等元素相比，钼的二次硬化效果更好。 

⑥ 钒（V）Vanadium 

钒元素比较容易与碳元素结合形成碳化物，与钼和钨元素类似，高温回火过

程中会析出微细的碳化物 V4C3，可以起到二次硬化的效果。 

 

1.3 疲劳学与断裂力学 
1.3.1 疲劳学与断裂力学的发展 

疲劳学是一个包括了学多学科的研究分支。目前的已有的研究资料表明，19

世纪上半叶开始，人们就已经开始注意到材料疲劳的问题，研究疲劳的手段主要

为疲劳学和断裂力学两种[10]。 

1843 年，疲劳断裂的一些不同特征就已经被英国工程师 W.J.M.Rankine 发现

认识，同时，他也注意机械零件中存在应力集中的现象[11]。同时，所谓的“晶化理

论”开始在英国的材料领域生成，他们认为导致疲劳破坏的主要原因是材料基础的

微观结构的晶化。 

1852-1869 年．工程师 A.Wohler 对普鲁斯铁道部门全尺寸车轴和各种小型机

械构件的扭转、弯曲以及轴向加载的疲劳性能试验展开研究。他综合研究结果，

率先提出了应力幅-寿命（S-N）曲线描述构件的疲劳行为的方法，并且提出了“耐

久极限”的概念[12]。 

1910 年，O.H.Basquin 发现在双对数坐标中应力 S 和疲劳循环数 N 在很大的

应力范围内表现为线性关系，并首次公开提出描述金属应力幅-寿命（S-N）曲线

的这一经验规律。与此同时，Bairstow 进行多级循环试验，通过得到的滞后回线得

出了有关形变滞后的研究成果，给金属循环硬化和软化的早起研究做了很大贡献

[13]。 

20 世纪 20，30 年代，疲劳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领域，1926

年，英国的 H.J.Gough 发表了《金属疲劳》一书，1927 年，美国工程师 H.F.Moore

和 J.B.Kommers 也发表了类似的著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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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初期，Ewing 和 Humfrey 就开始对由微观小裂纹慢速扩展所引起的

金属疲劳现象做了描述，但当时还没有定量处理材料断裂的数学计算工具，因此，

尚不能直接用这些理论定量描述金属疲劳断裂现象。 

1957 年，Irwin 首次提出用应力强度因子 K 来描述裂纹尖端应力场奇异性的大

小，从而开拓了有关于有裂纹扩展引起的金属疲劳断裂失效问题的研究，这也就

是如今普遍使用的线弹性断裂力学的基础理论[15]。 

之后，Pairs, Anderson 和 Gomez 首次发现并提出，在恒幅循环加载的条件下，

疲劳裂纹在每一个应力循环作用下的扩展量与应力强度因子范围有直接关系[16]。 

1970 年，Elber 的试验结果首次发现裂纹闭合现象，他发现即使样品只受到循

环的拉伸载荷的作用，疲劳裂纹也存在闭合的情况。这个实验结果说明，疲劳裂

纹扩展的速率的影响因素可能不是应力强度因子范围的名义值，而是他的某种有

效值[17]。 

1970 之后几十年来，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裂纹尺寸对疲劳断裂破坏的影响以

及裂纹扩展过程中的裂纹闭合现象，并取得较多进展。与此同时，也有人开始尝

试建立存在大范围塑性应变情况下的疲劳裂纹扩展描述方法。 

恒定应力幅值循环载荷作用下的疲劳破坏研究是疲劳学和断裂力学的基础研

究内容。材料或构件断裂失效是最危险的失效形式之一，往往会造成较为严重的

后果。然而工况下构件的载荷情况、工作温度、腐蚀环境都是变化且复杂的，构

件的断裂还和材料自身的性质、原始加工缺陷、构件尺寸形状等有关，构件的断

裂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的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多种不确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这增加了疲劳断裂破坏研究的难度。因此，此领域内一个比较棘手的挑战是如何

建立能够有效处理复杂服役条件下的可靠寿命分析模型。近几年，人们在这些领

域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将相关理论用于工程实践还经常需要采用半经验的处

理方法。 

1.3.2 疲劳学和断裂力学的关系 

疲劳学主要研究循环载荷下材料或构件的疲劳强度和疲劳寿命问题。它是以

多年积累的疲劳试验、大量的断口分析、日常积累的构件服役经验教训和已经建

立起来的各种积累损伤理论为基础的。 

断裂力学主要研究带裂纹体的构件或者材料的强度问题。它主要包括以下三

个部分：（1）静态断裂部分，它主要研究带裂纹体的应力应变规律，在工程上主

要用来解决带裂纹体的剩余强度问题；（2）疲劳裂纹扩展部分，它主要探索裂纹

扩展机理、裂纹扩展理论模型以及裂纹扩展寿命问题；（3）腐蚀环境下的断裂力

学，其着重解决应力腐蚀开裂及研究腐蚀对加速裂纹扩展的影响问题。 

疲劳破坏破坏过程是从原子尺寸、晶粒尺寸到大型结构尺寸，跨越十几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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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十分复杂的过程，是工程界的一个难题。为研究方便，人们将疲劳断裂过程

按照裂纹扩展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8]： 

① 亚结构和显微结构发生变化，形成永久损伤形核； 

② 产生微观裂纹； 

③ 微观裂纹长大和合并，形成“主导裂纹”。一般人们认为，这一阶段是裂纹 

萌生与裂纹扩展的分界线，也就是疲劳学与断裂力学的分界线； 

④ 主导宏观裂纹的稳定扩展； 

⑤ 结构失去稳定性或者完全断裂。 

然而，在实际问题中，上述的整个疲劳断裂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般无

法准确将他们割裂开来。 

1.3.3 断裂力学在工程实践中的重要性 

断裂是固体材料在服役工作中，在机械力、热、介质、电等单独作用或联合

作用下发生破坏，从而发生局部开裂或整体分裂的现象，如压力管道的裂纹失稳

扩展、机械构件的断裂等，这些事故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重大损失[19]。因此，

断裂力学研究对工程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前景。 

现代工业中，由于冶金和制造技术的限制，很多构件甚至大型关键设备部件

不可能完全避免异物、夹杂、刀具划痕等缺陷。这些缺陷或小裂纹在重复载荷的

持续作用下往往会发生扩展，当达到裂纹尺寸达到临界状态时很快导致非稳态断

裂而失效。在现代社会，新材料和新结构的不断涌现及使用，断裂科学涉及的范

围不断扩大，如材料增韧和新材料的研制、生物和仿生材料的研制、大型机械结

构的破坏，建筑和核反应堆等结构的安全性等。断裂力学与现代科学和高科技技

术成果的结合，促进了断裂科学的产生、发展与深入，使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断裂己成为一个多尺度，跨学科的命题。 

断裂力学原理可用于为确保结构整体性和安全性的工程结构设计中。对既有

材料或结构系统的失效机理研究，有助于改善材料或结构的性能，从而设计和发

展新的抗裂材料。研究材料断裂的微观机理和规律，提高材料的强韧性，防止和

减少工程材料或部件的断裂，能显著减少经济损失，避免事故发生，具有巨大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20]。 

 

1.4 课题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以滚轧轮常用材料 DC53 为研究对象，结合材料室温拉伸、断裂试验和数

值模拟方法对滚轧轮轮齿的疲劳裂纹扩展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可对滚轧轮疲劳

断裂问题的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① 简要介绍了金属材料的疲劳断裂行为特征，分析了疲劳裂纹萌生、稳态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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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失稳断裂的形成机理，并简要总结了断裂力学基础理论以及不同形式的断裂

判据； 

② 针对冷作模具钢 DC53 材料，依据相应国家标准，开展室温下单轴拉伸、

断裂韧度、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获得滚轧轮用材料 DC53 的拉伸性能、断裂韧

度值、不同应力比下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拟合得到 DC53 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方程表

达式，即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材料常数 C，m； 

③ 利用三维断裂分析软件 FRANC3D 计算标准 CT 试样的穿透型裂纹前缘应

力强度因子及预测裂纹扩展寿命，并与理论计算和试验结果对比，以研究疲劳裂

纹扩展数值模拟方法的可行性与准确性； 

④ 利用三维断裂分析软件 FRANC3D，对含半椭圆形初始裂纹的滚轧轮轮齿

子模型进行模拟分析，计算裂纹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基于最大周向正应力复合

型裂纹断裂准则，模拟了滚轧轮轮齿裂纹的扩展轨迹，并和工况下滚轧轮轮齿断

口形貌对比； 

⑤ 采用“损伤容限设计”的断裂力学理论，对滚轧轮轮齿的裂纹扩展寿命作出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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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疲劳裂纹扩展基础理论 
 

传统的强度设计思想是把材料均视为无缺陷、无裂纹的均匀连续体[20]，而在

实际生产的构件中，总是存在着比如夹杂、气孔、疏松、裂纹等不同形式的初始

缺陷，因而材料的实际强度可能远远低于理论模型计算得到的强度[21]。与传统的

强度理论不同，断裂力学从构件内部具有初始缺陷这一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构件

在外部载荷作用下裂纹的扩展规律，从而提出带裂纹构件的安全设计准则[22]。本

章主要介绍了疲劳断裂特征、各阶段形成机理以及线弹性断裂力学基础理论，为

进行滚轧轮轮齿疲劳裂纹扩展分析提供理论基础。 

 

2.1 疲劳断裂特征 

疲劳断裂过程分为疲劳裂纹的萌生、扩展、失稳扩展直至断裂三个阶段。在

整个疲劳断裂过程中，在疲劳断口上留下有疲劳弧线、疲劳皮带、疲劳沟线、临

界裂纹长度、瞬断区大小等特征。我们在此将疲劳断裂的特征分为两个方面：微

观特征和宏观特征[23-25]。 

2.1.1 微观特征 

①  穿晶裂纹断裂 

在几乎所有的材料中，疲劳裂纹都是沿着穿过晶粒的路径扩展的。与应力腐

蚀和蠕变断裂相反，疲劳裂纹一般不沿着晶粒的边界扩展。这是因为，疲劳裂纹

扩展是循环滑移导致的，所以疲劳裂纹倾向于穿过晶粒扩展。晶粒边界对滑移的

约束在晶粒内是最小的。将微小试样置于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容易观察到这种穿

晶特征。 

②  疲劳条纹 

疲劳条纹指的是疲劳裂纹局部瞬时前沿线每一个载荷循环中的微观塑性变形

的残留，其法线方向大致和疲劳裂纹的扩展方向一致，条纹表示载荷历程的循环

特性，疲劳条纹的可见性与材料类别以及载荷历程有关[26]。断口上疲劳条纹的数

量和间距是进行疲劳断口定量分析的主要依据参数,其中，每一条疲劳条纹相当于

载荷的或者应变的一次循环给造成的裂纹扩展痕迹。疲劳条纹形貌见下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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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疲劳条纹 

Figure 2.1 Fatigue striation 

 

2.1.2 宏观特征 

①  无宏观塑性变形、平坦的疲劳断裂面 

疲劳断裂形成的断口通常显示两个不同部分：①疲劳裂纹扩展区，这部分是

几乎没有宏观塑性变形的。这主要是由于疲劳是在每一个循环中基本实现反向的

微观塑性变形的结果，因此宏观塑性变形的缺失就是很好理解的了；②最终断裂

区，即在载荷的最后一个循环中引起的最终断裂区域，它发生在当剩余的未开裂

截面再也承受不了载荷循环中的最大载荷的情况下。通常来说，最终的断裂可以

视为准静载荷断裂，他会呈现出宏观的塑性变形，塑性变形的大小与材料的延展

性有关。 

②  疲劳扩展条带 

疲劳扩展条带是疲劳裂纹扩展阶段形成的与裂纹扩展方向相垂直的弧形线，

它是疲劳裂纹瞬时前沿线的宏观变形痕迹，是金属疲劳断口上最基本的宏观形貌

特征 [27]。常规来说，可以用肉眼观测到，肉眼观察到的疲劳弧线像牡蛎壳或海滩，

因此也有人称之为牡蛎壳形条纹或海滩条纹，它们表示裂纹是如何扩展的，疲劳

弧线的形貌见下图 2.2。疲劳弧线是断口分析的主要凭证，也是诊断疲劳断裂的主

要依据。 

 

 

图 2.2 疲劳扩展条带 

Figure2.2 Fatigue propagation st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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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裂纹扩展方向垂直于最大主应力方向 

只要裂纹扩展速率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疲劳裂纹的扩展方向与最大主应力方

向垂直，且取决于零件的几何形状。因此，也就是说，对于循环拉伸载荷情况下，

裂纹扩展方向将和载荷方向垂直，对于循环扭转载荷条件下，圆柱棒材中的裂纹

将与其轴线成 45°夹角方向扩展。但对于有些材料，关于裂纹扩展方向和最大主应

力方向垂直的特征也会有例外情况出现。 

 

2.2 疲劳断裂各阶段形成机理 
2.2.1 疲劳裂纹萌生机理 

疲劳裂纹往往从试样的表面或者有缺陷处、或最大应力处起源，一般情况下

不管裂纹源区有没有材料缺陷，在裂纹萌生过程中都会经历循环滑移的过程，只

不过材料没有缺陷时该过程较长，有缺陷时该过程稍微短。循环滑移意味着循环

塑性变形，或者叫做位错运动。在实际生产工作中，大多数的工程材料中会存在

各种夹杂，如合金的熔炼过程中引入的各种杂质、二相颗粒以及更大的宏观夹杂，

如渣痕、焊接缺陷、大的疏松等材料缺陷。疲劳往往是在应力幅值低于屈服应力

作用下发生，在这样低应力水平下，塑性变形受限于材料中的少量的晶粒。因为

材料表面对滑移的约束较少，所以这种显微塑性常常先在材料表面的晶粒出现。

在材料的自由表面，材料仅出现在一侧，另一侧则是空气或者海水等环境。循环

滑移需要循环剪应力的作用，由于材料晶粒的各向异性，材料表面的晶粒中有一

部分比其他表面晶粒有更有利于循环滑移的条件。在外载荷的作用下这部分晶粒

出现滑移，在材料表面产生微观的滑移台阶。滑移台阶会导致有一部分边缘暴露

在工作环境中，对于大多数材料，新鲜的表面材料会立即氧化，被氧化物单层覆

盖。这层氧化层附着在新鲜表面表面，很难去除。另外一方面，载荷增加时的滑

移会带来滑移带中的一些应变硬化。然而，滑移台阶上的氧化层不容易去除，同

时滑移带中的应变硬化也不是完全可逆的，这使得在卸载时反向滑移尽管出现在

同一滑移带中，但将出现在相邻的平行滑移面上。循环加载作用下，金属表面的

滑移带会出现“挤出”和“挤入”现象，相应的金属内部产生孔洞，形成裂纹核。通常

疲劳裂纹在构件的表面上萌生，当构件表面经过强化工艺处理后，表面强度比内

部高时，疲劳裂纹则一般在硬化层下面萌生[27-29]。循环滑移导致的“挤出”、“挤入”

示意图如下图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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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表面

新鲜表面

挤入 挤出

滑移带

(a) (b) (c) (d) (e)

图 2.3 循环滑移导致裂纹形核 

Figure 2.3 Schematic of slip profile during cyclic loading 

 

2.2.2 疲劳裂纹扩展机理 

疲劳裂纹在材料表面萌生以后，疲劳裂纹的扩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第Ⅰ

阶段和第Ⅱ阶段，如下图 2.4 所示：   

 

 

图 2.4 疲劳裂纹萌生及扩展过程示意图 

Figure 2.4 Schematic of fatigue crack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① 第Ⅰ阶段，裂纹开始从疲劳核心由滑移带的主滑移面向金属内部扩展，其

中滑移面的趋向大致和主应力的轴线方向呈 45°角，这个阶段的微裂纹扩展速度非

常慢，在局部区域有可能会形成多条微裂纹，但大部分微裂纹在第Ⅰ阶段停止扩

展。伴随着载荷的继续施加，其中的某一些裂纹则会汇成一条主裂纹。整个第Ⅰ

阶段裂纹很短，断口形貌研究也比较困难。 

② 第Ⅱ阶段，由于晶粒很难滑移，裂纹的扩展方向逐渐变为和主应力轴线约

成 90°角，该阶段裂纹扩展速率开始变快，其中，大多数疲劳裂纹呈现穿晶扩展，

沿晶界扩展的很为少见。在这个扩展阶段往往在断口上有明显的疲劳条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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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裂纹深入材料后，裂纹扩展阻力取决于材料的总体性能，裂纹扩展也不再是一

种表面现象[30]。 

2.2.3 裂纹临界扩展失稳阶段机理 

当裂纹扩展到临界尺寸时，构件的剩余强度不足以抵抗循环载荷的作用，疲

劳裂纹扩展进入最终阶段—裂纹不稳定快速扩展。最后这个阶段和前两个阶段不

同，失稳断裂是损伤累计到临界值时的一种表现，也是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

达到材料的临界值时的一种突然发生的结果[31]。 

 

2.3 线弹性断裂力学基础理论 
2.3.1 裂纹类型 

在实际工程中，含裂纹构件，其受力变形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Ⅰ

型”裂纹张开型， “Ⅱ型”裂纹错开型、“Ⅲ型”裂纹滑开型[32]，如下图 2.5 所示： 

 

 

(a)Ⅰ型张开型            (b)Ⅱ型错开型           (c)Ⅲ型滑开型 

图 2.5 开裂模式示意图 

Figure2.5 Basic modes of crack surface displacement for isotropic materials 

 

上图所示的是从上表面贯穿到下表面的裂纹，这样贯穿的裂纹称为穿透性裂

纹。在这三种裂纹形式中，裂纹张开型的“Ⅰ型”加载模式是最常见的，也是引起脆

性破坏最危险的形式，因此，人们对“Ⅰ型”裂纹加载情况，受力情况与裂纹扩展形

式研究比较多。 

2.3.2 裂纹尖端附近的应力场和应变场 

Irwin 率先把平面状态下的含裂纹弹性体视为多弹性体，将裂纹视为边界，利

用弹性力学中平面问题的复变函数解法求解裂纹尖端附近的应力-应变场[32]。无限

大中心裂纹板单向受拉裂纹尖端附近应力场求解如下： 

对于一块远处受双向均匀拉力作用，且带有中心穿透性裂纹的无限大板，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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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属于“Ⅰ型”裂纹，利用复变函数法对该裂纹尖端附近区域应变场进行分析，得

出在该区域内任一点（其极坐标为 r, ,如下图 2.6 所示）其中，取 r≪a，则应力分

量表达式见式（2.1），裂纹尖端的应变表达式见式（2.2）[33]。  

 

σ

σ

2a

x
y

r

θ

σx

σy

τxy

 
图 2.6 带有Ⅰ型裂纹的无限大薄板，坐标的定义 

Figure2.6 Definition of the coordinate in the infinite thin plate withⅠtype crack 

 

 

x

y

xy

a 3
cos (1 sin sin )

2 2 22 r

a 3
cos (1 sin sin )

2 2 22 r

a 3
sin cos cos

2 2 22 r

     


    


    



  


  


 


             （2.1） 

  

x

y

xz

1 a 3
cos (1 ) (1 )sin sin

2G(1 ) 2 2 22 r

1 a 3
cos (1 ) (1 )sin sin

2 (1 ) 2 2 22 r

1 a 3
sin cos cos

G 2 2 22 r

      
 

      
  

    


          
          

  


         （2.2） 

式中，G—剪切模量； 

1







  


，平面应变

，平面应力

，  为本材料的泊松比。 

人们证明了对于很小的 r 值，这组方程在渐进意义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

裂纹尖端区域内，该方程得出的近似解的精度是很好的。 

对于这组应力场分量的方程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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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任何一个给定的值，当取 r 趋近于 0，即 r 0 时，所有的应力分量

都趋于无穷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裂纹尖端很近的地方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塑

性，因此称这个场为奇异场； 

② 在 x 的表达式中，有一个非奇异的有限项 ( ) 。但是一般情况下与方程

的第一项奇异项相比，该项数值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裂纹的上下表面，

也就是 180   °时，其结果需要加以注意； 

③ 由上述应力分量表达式可以看出，其表达式都包含了一个固定的因子

a  ，为了简便研究期间，Irwin 率先把它用K 表示，把其定义为裂纹尖端应力

强度因子，并以下标“Ⅰ”“Ⅱ”“Ⅲ”分别表示裂纹的三种开裂形式，因此对于单向受

拉的无限大板中心裂纹上式可以表示为下式（2.3）： 

x

y

xy

K 3
cos (1 sin sin )

2 2 22 r
K 3

cos (1 sin sin )
2 2 22 r

K 3
sin cos cos

2 2 22 r

   


  


  


   



 






Ⅰ

Ⅰ

Ⅰ

              （2.3） 

为了剖析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K 的物理意义，人们把应力强度因子K 表示

为： 

K aYFⅠ                        （2.4） 

式中，Y—形状系数，与构件几何尺寸、形状、裂纹形状、加载方式等有关； 

F—宽度修正系数，它表示构件宽度对K 的影响因子。其中，对于无限

大板，F 取 1，与上述表达式相符。 

不过，对于工程有限边界的处理中，K 的表达式的系数 F 和 Y 常常是很难分

开的，因此，人们经常用一个系数表示在K 解中。综上，应力强度因子K 的决定

因素有加载方式、应力值大小、裂纹大小及形状、构件的几何形状及尺寸等。 

2.3.3 裂纹断裂准则 

对于未开裂结构的剩余强度就是材料的极限强度，然而，一旦结构中出现裂

纹，由于应力集中现象的出现就会较大程度地降低材料的剩余强度。当结构承受

的载荷超出某一极限值时裂纹会扩展，之后裂纹开始快速不稳定扩展，直至构件

完全破坏。因此，在实际使用中，人们结合线弹性断裂力学建立了断裂判据来判

断裂纹的不稳定扩展点以及材料抵抗破坏的能力。 

① 单一型裂纹的断裂准则 

应力强度因子 K 表示了在外载荷作用下含裂纹弹性构件裂纹尖端的应力场分

布情况，它将影响裂纹尖端力学性状的因素综合考虑到一起。实践证明，用 K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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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量作为判断准则，来判断构件是否会由裂纹处发生断裂破坏是适用的。 

由 K 的表达式就可以看出，构件、裂纹、加载方式等确定之后， K 值会随着

外力、裂纹尺寸的增大而增大，当 K 值增大到一定程度是必然会导致构件的断裂

破坏。试验证明，对于同一种材料的不同构件，若开裂形式一致，且应力状态一

致，那么临近断裂时的K 值是相同的。人们将这一临界的K 值作为判据的临界值，

即对于Ⅰ型裂纹，当裂纹强度因子K 达到某一临界值，裂纹开始发生失稳扩展。这

一临界值称为本材料的断裂韧度。它是材料的一种机械性能属性参量，表征材料

阻止裂纹扩展的能力。因此，从物理意义上讲，KⅠ是描述裂纹尖端应力应变场的

参数，代表带裂纹件的工作状态，而则是材料本身的属性。所以，在一般使用环

境和载荷作用条件下，要保证带裂纹构件能安全使用，就必须将工作时的应力强

度因子KⅠ限制在临界值之下[34]。影响材料的断裂韧度的因素主要有： 

1) 工作环境条件（环境温度、环境介质）； 

2) 尺寸效应（材料的厚度、宽度、几何形状）； 

3) 材料的纤维方向（裂纹面取向）； 

4) 热处理状态。 

② 最大周向正应力理论准则 

工程实践遇到的断裂问题一般比较复杂，比如构件通常承受的载荷是不对称

的，裂纹方位也是不对称的，构件材料各向异性等都会导致构件裂纹前缘的 KⅠ、

KⅡ、 KⅢ均不为零的情况，即产生复合型裂纹。目前研究复合型裂纹比较流行的

有能量释放理论和最大周向正应力理论，能量释放理论假设裂纹产生后沿着产生

最大能量释放率的方向扩展，过程的数学计算比较复杂，但 Nuismer 利用连续假

设研究发现最大能量释放率理论的方向和最大周向正应力的方向相同[35]。而最大

周向正应力理论比较直观，它通过裂纹前缘的应力应变奇异性分析，在若干试验

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假设作为确定复合型裂纹开裂角度以及开裂载荷的依据，

以下对该理论作一简述。 

最大周向正应力理论作了两个基础假设[36]： 

1) 裂纹初始扩展沿着轴向正应力 最大的方向扩展 

若以Ⅰ、Ⅱ复合型裂纹为例，复合之后裂纹尖端附近应力表达式为： 

  0 0
0 0max

1
= cos (1 cos ) cos 3 sin

2 22 2 r
CK K 

    
     

Ⅱ     （2.5） 

由式（2.5）可以看出，在 r=0 处，各项应力分量均趋于无穷大，无法确定  的

极值，因此，在此处只能比较距裂纹前缘某一微小距离 0r r 的圆周上各点处的  ，

求其极值及其所在位置，从而确定出开裂角 0 ，裂纹的扩展方向可以由下式(2.6)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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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r r

2

2

0

0













      

  

                     （2.6） 

将式（2.6）代入式（2.5）可以得到式（2.7）： 

 0
0 0cos sin 3cos 1 =0

2
K K

     Ⅱ           （2.7） 

由于 =  无实际意义，不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开裂角 0 满足于方程（2.8）： 

 0 0sin 3cos 1 =0K K   Ⅱ                 （2.8） 

因此，可以推出开裂角 0 表达式为式（2.9）： 
2 4

0

2 2

2 2

3
arccos

9

8K K

K

K

K

K


 


 Ⅱ Ⅰ Ⅰ Ⅱ

Ⅰ Ⅱ

              （2.9） 

2) 当这个方向上的周向最大应力的最大值  
max 达到临界值时，裂纹开始扩

展，即 

max( )                          （2.10） 

将式（2.9）求得的开裂角 0 代入式（2.5）得到开裂条件为式（2.11）： 

  0 0
0 0max

1
= cos (1 cos ) cos 3 sin

2 22 2 r
CK K 

    
     

Ⅱ   （2.11） 

而 C 由Ⅰ型裂纹的断裂韧性来确定,即式（2.12）： 

0 0, , 0K K K   Ⅰ ⅠC Ⅱ                   （2.12） 

故，临界条件为式（2.13）： 

 0
0 0

1
cos (1 cos ) 3 sin

2 2 CK K K
     Ⅱ           （2.13） 

2.3.4 疲劳裂纹扩展性能描述 

人们把发生断裂前的疲劳寿命分为两个阶段：①裂纹起始阶段；②裂纹扩展

阶段。其中在第一阶段，裂纹形核以及微裂纹的小范围扩展主要发生在材料的表

面，当疲劳裂纹离开材料表面进入到材料内部时，第二阶段就开始了，也就是裂

纹扩展阶段。在第二阶段中，材料疲劳裂纹的扩展速度主要取决于材料抵抗裂纹

扩展的总体性能[37]。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在交变载荷作用下，裂纹长

度a随交变载荷循环数N的增加而增大，且a N 的变化曲线大致如下图 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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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裂纹扩展寿命 a N 曲线图 

Figure2.7 Schematic typical a N  curve 

 

其中，裂纹扩展速率d / da N ,即表示交变载荷作用下每循环一次所带来的裂纹

扩展增量，其中在疲劳裂纹扩展过程中，d / da N 是不断变化的，人们研究中发现，

d / da N 主要受裂纹扩展的驱动力和裂纹前端的交变应力场所控制，具体来说，主

要是以下两个参量： 

① 裂纹尖端的交变应力强度因子范围 K ： 

max minK K K                       （2.14） 

式中， maxK —交变载荷作用下在裂纹尖端产生的最大的应力强度因子； 

          minK —交变载荷作用下在裂纹尖端产生的最小的应力强度因子。 

② 交变载荷的载荷比 R： 

min min

max max

P
R

P




                       （2.15） 

随着人们研究的进一步进行，更多的实验结果表明，裂纹扩展速率d / da N 和

K 的曲线在双对数坐标内大致呈如下图 2.8 所示的形式： 

 
图 2.8 d / da N K  曲线示意图 

Figure 2.8 Schematic typical d / da N K  curve 

a

NO

10

10

10

10

1

10

10

10

Ⅱ Ⅲ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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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把d / da N K 关系曲线分为三个阶段，即低速裂纹扩展阶段Ⅰ区，中速

裂纹稳定扩展阶段Ⅱ区以及裂纹快速扩展阶段Ⅲ区。 

低速裂纹扩展阶段Ⅰ区又称门槛值区，在此区域的曲线存在一条渐近线

thK K   。 thK 被称为是门槛值，研究发现，当 thK K   时，裂纹不扩展。 

中速裂纹稳定扩展阶段Ⅱ区又称 Pairs 区，根据 Pairs[38],在此区域可以用一个

幂函数来描述裂纹扩展速率d / da N 与 K 之间的关系： 

 
d

d
ma

C K
N
                          （2.16） 

式中，C 和指数 m 是材料常数。因此将方程两边同时取对数发现，在双对数坐标

系中，该方程是一个直线关系： 
d

log( ) log log
d

a
C m K

N
                 （2.17） 

此时，m 是线性关系的斜率。Pairs 公式很简洁，并基本上反映了材料本阶段

的裂纹扩展速率d / da N 和 K 的关系，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此表达式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它没有考虑应力比 R 对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也没有考虑裂纹扩展Ⅰ区和

Ⅲ区的渐进行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后来人们也提出了修正模型，例如 Walker,

公式，Forman 公式，NASGRO 公式等[39]。 

裂纹快速扩展阶段Ⅲ区又称稳态撕裂扩展区，此区域内裂纹扩展速率很高，

一般处于 0.01mm/周的数量级甚至更高。一般情况下，消耗在这个区域内的裂纹扩

展寿命很短，因此该区域段的工程意义是很有限的。 

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影响构件疲劳裂纹扩展速率d / da N 的主要因素有[40]： 

1）材料产品类型； 

2）热处理工艺； 

3）构件厚度； 

4）工作环境，温度，腐蚀介质等； 

5）加载频率和波形等。 

 

2.4 本章小结 

本章简要介绍了金属疲劳断裂的微观及宏观特征、疲劳断裂各阶段形成的微

观机理、线弹性断裂力学理论、单一型和复合型裂纹断裂判据、疲劳裂纹扩展性

能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等，为后续滚轧轮轮齿裂纹扩展分析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及

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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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C53 断裂韧度及疲劳裂纹扩展试验 
 

当前，常用的滚轧轮材料为冷作模具钢 DC53，为了探究滚轧轮轮齿疲劳裂纹

扩展问题，必须获取室温下材料 DC53 的拉伸力学及断裂性能。本章以材料 DC53

为研究对象，通过室温单轴拉伸、断裂韧度、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分别获得

该材料常规拉伸力学性能、断裂韧度值、裂纹扩展速率性能；通过 Origin 软件进

行数据拟合，建立 DC53 在不同应力比下裂纹扩展速率表达式，为从材料角度探讨

滚轧轮轮齿断裂失效机理以及预测滚轧轮轮齿的裂纹扩展寿命打下基础。 

 

3.1 试验材料 

本文研究的材料是滚轧轮常用材料-冷作模具钢 DC53，试验样品原材料为轧

制成形的板材，合金成分在第一章中已经说明。 

试验前，依据国家标准，在板材的 1/4 厚度处取样。本试验在板材厚度的大概

1/4 处取样制备轴向和轧制方向一致的静态单轴拉伸试样，以及试样切口平行于轧

制方向的断裂韧性以及裂纹扩展速率的紧凑拉伸 CT 试样，具体取样方向见下图

3.1 所示： 

 

 

图 3.1 试样的取样方向示意图 

Figure3.1 Schematic diagram of sampling direction of specimen 

 

3.2 试验设备 

本文材料试验所需进行的单轴拉伸、断裂韧度、裂纹扩展速率试验均是在如

下图 3.2 所示的型号为：MTS Landmark370.10 的电液伺服疲劳试验机上进行。 

该测试系统由 5 个基本部分组成：载荷框架、液压动力系统、伺服控制系统、

计算机处理器以及测试软件和实现特定功能的各类夹具附件。本系统采用液压静

音油源来提供动力，可以实现静态 100 KN、动态 100 KN，加载频率0.01 ~ 5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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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位移、应变的测量误差不大于 0.5%，系统自身具备过载保护能力。控制系

统可以实现载荷、位移、应变的闭环控制。设备可以用于在正弦波、三角波、方

波、梯形波、斜波、程序块波状态下，对结构件、各种金属材料试样、各减震阻

尼材料等进行交变载荷下的拉-压疲劳、压-压疲劳、断裂韧度，也包括进行静态的

单轴的拉压等常规力学性能研究。本文章涉及到的试验都是室温试验，因此均在

室温下 10~25℃完成。 

 

             

图 3.2  MTS Landmark370.10 疲劳试验机 

Figure3.2 MTS Landmark370.10 fatigue test machine 

 

3.3 单轴拉伸试验 
3.3.1 单轴拉伸试验方法 

对材料进行单轴拉伸试验是检验金属材料力学性能的一种最基础、最重要也

是最可靠的一种方法，通过单轴拉伸试验可以测试得到材料的多项性能指标，这

些常数指标是材料使用设计的依据，也可以为进行断裂试验提供了相应的估算参

数依据。 

本试验依据国家标准《GB/T 228-2002 金属材料 室温拉伸试验方法》，测定材

料的弹性模量 E，屈服强度 s ，抗拉强度 b 。依照国家标准对试验样品图纸的规

定，将材料加工制作成如下图 3.3 所示的拉伸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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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单轴拉伸试样图纸 

Figure3.3 Uniaxial tensile specimen 

 

① 弹性模量 E 

弹性模量 E：胡克定律认为：材料在弹性变形阶段，其应力和应变成正比例关 

系，其比例系数称为弹性模量[41]。测试方法为：试样拉伸至断裂，在应力-应变的

拉伸曲线前段的线性段的斜率（拉伸曲线的示意图如下图 3.4 所示），即根据公式

（3.1）就可计算得到该材料的弹性模量。 

 

 

图 3.4 拉伸曲线图 

Figure 3.4 Schematic typical engineering stress-strain curve  

 

                        
/

/

F S
E

L L




 


                         （3.1） 

② 抗拉强度 b  

抗拉强度 b ：材料在进入屈服阶段之后所能承受的最大应力，对于无明显屈

服的金属材料，为试验期间的最大应力。 

③ 屈服强度 0.2  

抗拉强度 0.2 ：对于屈服现象明显的材料：当金属材料呈现屈服现象时，在试

应变 ε

应力σ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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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期间达到塑性变形发生而力不增加的应力点。对于有些钢材无明显的屈服现象，

通常以发生微量的塑性变形(0.2%)时对应的应力作为该钢材的屈服强度，称为条件

屈服强度。 

试验过程：本试验过程依据《GB/T 228-2002 金属材料 室温拉伸试验方法》

中的规定实行，试验设备即为以上描述的疲劳试验机 MTS Landmark370.10，加载

方向为轴向加载。试验采用位移控制的加载方式，位移控制速率为0.3mm / min 。

试验拉至试样断裂，试验过程中实时记录所加载荷、位移变化，以及试样标距段

的应变值，以便后期的数据处理使用。 

3.3.2 单轴拉伸试验数据统计和计算 

该试验准备了 3 根室温单轴拉伸试样，图纸如上图 3.3 所示，试样的原始标距

为 30mm。试验前，在圆柱试样的原始标距段大概的两端和中间处两个相互垂直的

方向上各测一次原始标距段横截面的直径，取其平均值，并计算出原始横截面积。

三根试样的原始标距测量值和原始标距段横截面积计算值如下表 3.1 所示，试验前

和试验后的的样品图片如下图 3.5 所示： 

 

表 3.1 单轴拉伸试样原始标距段直径及截面积 

Table 3.1 Table of original dimension and acreage 

试样编号 原始直径 1 

(mm) 

原始直径 2 

(m) 

原始直径 3 

(mm) 

平均直径 

(mm) 

原始截面积 

(mm2) 

01 4.92 4.94 4.96 4.94 19.17 

02 4.98 5.02 5.00 5.00 19.63 

03 4.86 4.92 4.90 4.89 18.81 

 

 

图 3.5 试验前和试验后的样品 

Figure 3.5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tensile speci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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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过程中，对试样所施加的载荷值由试验机上的载荷传感器直接读取，并

由计算机实时记录，试样标距段以内的变形由标距为 25mm 的室温引伸计测量，

试样伸长引起的位移变化由疲劳机液压缸下面的 LVDT位移传感器直接读取记录，

最终数据可以从计算机中导出。将导出的试验数据导入到 Origin 软件里，绘制出

的该试验的三根试验样品在此拉伸速率下的载荷-变形曲线如下图 3.6 所示，该试

验得到的材料的拉伸力学参数表如下表 3.2 所示： 

 
图 3.6  DC53 载荷-变形曲线 

Figure 3.6 The testing tensile force-displacement curve for DC53 
 

表 3.2 试样拉伸力学参数表 

Table3.2 Table of tensile property parameter  

试样

编号 

加载速率 

(mm/min) 

弹性模量 

E/(Mpa) 

屈服强度 

0.2 /（Mpa） 

抗拉强度 

b /（Mpa） 

断后延伸率 

01 0.3 212701 1438 1728 1.83% 

02 0.3 212806 1431 1647 1.73% 

03 0.3 212408 1457 1735 1.64% 

 

试验结果显示，单轴拉伸重复性试验一致性较好，为了更准确的描述冷作模

具钢 DC53 的力学属性，对进行的三根试样所处理得到的结果取平均数，则可以得

到 DC53 的弹性模量 E 212638MPa ，屈服强度 0.2 1442MPa  ，抗拉强度

b 1703MPa  ，断后伸缩率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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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断裂韧度试验 
3.4.1 断裂韧度试验方法 

本试验依据《GB/T 4161-2007 金属材料 平面应变断裂韧度试验方法》进行。

试验环境为大气环境下，室温。试验设备即为以上描述的疲劳试验机 MTS 

Landmark370.10，加载方式为轴向加载。依据国标要求和材料的基础拉伸性能参数，

绘制满足判据的标准紧凑拉伸（CT）试样，CT 试样图纸如下图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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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断裂韧度试验 CT 试样 

Figure 3.7 CT specimens of fracture toughness test 

 

由于疲劳试验机只能夹持一定尺寸的棒材或者一定厚度的板材，故进行断裂

韧度试验需要配套的试验夹具，试验夹具的结构应使摩擦力对测载荷的影响减至

最少，设计的试验夹具图纸如下图 3.8，断裂韧度试验试件的装配三维图如下图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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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断裂韧度试验夹具 

Figure 3.8 Clamping fixture of fracture toughness test 

 

图 3.9  断裂韧度试验试件装夹示意图 

Figure 3.9 Schematic diagram of specimen clamping in fracture toughness test 

 

试验前量测并记录好试样的相关尺寸数据，正确装夹 CT 试样，并正确安装

COD 规，之后应先对紧凑拉伸（CT）试样预制裂纹。预制裂纹开始时的最大疲劳

载荷应保证应力强度因子的最大值不超过本材料断裂韧度估计值的80%，最小值

应使应力比在-1 到 0.1 之间。本次试验预制裂纹采用 MTS 液压伺服疲劳试验机程

序自带的降K 的方法，采用正弦波加载，频率为 20Hz，预制疲劳裂纹的总循环周

次不超过 510 次，预制裂纹最终裂纹长度（从加载孔中心线至裂纹前端长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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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4mm，设置好一个最大的应力强度因子值作为预制裂纹结束阶段最终的值，本

试验设置预制裂纹最终最大 maxK 值为 0.515MPa m 。其中，在预制裂纹阶段需要注

意的是，应随时观察试样两侧裂纹的萌生情况，若一侧已看到裂纹显著扩展，另

一侧还看不到裂纹，则应停止疲劳加载，找出原因，并使两侧裂纹对称扩展。 

预制裂纹之后，用带有疲劳预裂纹的缺口试样，开始进行断裂韧度试验，其

中试样的加载速率P 应使应力强度因子速率KⅠ在 0.55~2.75 范围内，本试验中取力

的加载速率为 0.5KN/s，试验中自动记录载荷 P 及裂纹嘴的张开位移V ，直至试样

断裂，结束试验。 

试验具体步骤如下： 

① 测量试样的厚度 B 和宽度 W，并记录； 

② 在疲劳试验机上安装夹具并装夹试样； 

③ 在试样切口处正确安装 COD 规； 

④ 输入设定基本参数，测量试样的弹性模量； 

⑤ 开始通过控制 COD 规来实现预制疲劳裂纹； 

⑥ 检验裂纹长度和试样模量，合理则进行断裂韧度试验； 

⑦ 试样断裂以后，测量裂纹长度a并记录； 

⑧ 根据测试得到的P V 曲线进行数据处理和计算。 

3.4.2 断裂韧度试验数据统计和计算 

试验开始前，测量本试样需要的尺寸值，并记录。其中，从疲劳裂纹前缘位

置沿着预期的裂纹扩展线至试样无缺口边，分别在三个等间隔的位置上测量厚度 B，

并计算其平均值，宽度 W 是从加载孔中心线量起，至试样无缺口边，量取三次，

并取平均值，测量尺寸表如下表 3.3。 

 

表 3.3 CT 试样尺寸数据表 

Table3.3 Dimension of CT specimen 

厚度 B1/mm 厚度 B2/mm 厚度 B3/mm 平均厚度B /mm 

25.38 25.42 25.44 25.41 

宽度 W1/mm 宽度 W1/mm 宽度 W1/mm 平均宽度W /mm 

50.66 50.72 50.94 50.77 

 

试验中，试样在夹具上装夹以及在疲劳试验机上试验的图片如下图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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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试件装配图 

Figure 3.10 Schematic diagram of specimen clamping 

 

试样试验前和试验后的图片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试验前和试验后的 CT 试样 

Figure 3.11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CT specimens 

 

试样断裂后，用读数显微镜测量断口上疲劳裂纹长度，测量位置如图 3.12 所

示，在 B/4、B/2、3B/4 以及裂纹和两端面的交点位置，分别测得裂纹长度 2a 、 3a 、

4a 、 1a 、 5a ，取裂纹长度 2 3 41 3( )a a a a   ,并验算裂纹前缘满足不满足下述要求： 

① 2a 、 3a 、 4a 中任意两个测量值之差不得大于a的 10%。 

② 1a 、 5a 与a之差不得大于15%， 1a 、 5a 之差也不得大于a的10%。 

③ 裂纹面与 BW 平面平行，偏差在 10% 内。 

裂纹长度测量记录如下表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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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a 5a 2 a 3 a 4

1/2B
3/4B

1/4B

W

B

 

图 3.12 裂纹长度的测量位置 

Figure 3.12 The measurement position of the crack 

 

表 3.4 试样疲劳裂纹长度 

Table3.4 Length of the fatigue crack of specimen 

长度 a1/mm 长度 a2/mm 长度 a3/mm 长度 a4/mm 长度 a5/mm 平均长度 a /mm 

23.52 24.02 24.50 23.86 23.22 24.13 

 

经验算，疲劳裂纹长度平均长度为 24.13mm，且裂纹前缘是满足上述要求的，

因此数据可以用于断裂韧度的计算。 

根据国标方法规定，在记录的P V 曲线上求出裂纹长度的表观扩展值为 2% 

时的载荷，对于本试验使用的样品尺寸， / 2%a a  对应于 / 5%V V  ，即相当

于 / 5%V V  时候的载荷，记为 5P ，数据处理时，在记录曲线的线性段作直线OA，

并通过O点画割线 5OP ，割线斜率 5 0( / ) 0.95( / )P V P V ,其中， 0( / )P V 是直线OA的

斜率，割线和 P V 曲线的交点即为点 5P 。如果在 5P 以前，记录曲线上的没一点的

载荷都低于 5P ，则取 5qP P ，如果在 5P 以前，还有一个超过 5P 的最大载荷，则取

最大载荷为 qP ，对于本试验的P V 曲线及点 5P 附近的局部放大图如下图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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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DC53 断裂韧度试验 P-V 曲线 

      Figure 3.13 P-V curve of DC53 fracture toughness test  

 

因此，对于此试验中，在点 5P 以前，还有一个超过 5P 的最大载荷，则取最大

载荷为 qP ，则取 14.16qP  KN， max 15.15P  KN,则 max / 1.07 1.10qP P   ，因此按照

此数据计算的 CKⅠ 是有效的。 

对于该试验的紧凑拉伸 CT 试样 qK 的表达式为式 3.2。 
1

2( / ) ( / W)q qK P BW f a                  （3.2） 

式中， 
2 2 3 3 4 4

3

2

(2 )(0.886 4.64 13.32 14.72 5.6 )

(1 )

a a W a W a W a W a W
f

W
a W

    



/ / / / /
( )=

/

 

qP — 根据P V 曲线和割线方法计算出的符合条件的载荷 kgf(1N=0.102kgf)； 

B — 测定的试样厚度，mm； 

W — 测定的试样的宽度，mm； 

a— 测定的满足判据的裂纹长度，mm。 

将载荷、裂纹长度，试样厚度、试样宽度等数据代入表达式，计算可以得到

本次试验 qK 为式 3.3： 

 3/2 0.5
qK 71.55kgf / mm 22.18MPa m                （3.3） 

且裂纹长度为24.13mm，满足 0.45~0.55W,且载荷 max q/ = 1.07 1.10P P  ，满足判据，

因此本次试验符合判据，结果有效，即 0.5
C qK K 22.18MPa m  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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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 
3.5.1 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方法 

通过材料的断裂韧度试验可以获得本材料的 ICK 后，按照断裂力学理论就可以

大概估算出含裂纹结构件在所处的工作载荷下突然脆断的临界裂纹尺寸长度 ca 。

但是对于承受交变周期工作负荷的构件，虽然原始裂纹尺寸 0a 可能小于临界长度

ca ，但在交变载荷作用下裂纹会慢慢扩展，经过一定周期后，就会扩展到临界裂

纹尺寸 ca ，从而构件发生断裂。因此，需要通过研究裂纹扩展速率试验，获得d / da N

的变化曲线，进而可以计算研究构件或材料的疲劳裂纹扩展寿命问题。 

本试验依据《GB/T 6398-2000 金属材料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方法》进行疲

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试验在室温、大气环境条件下进行。试验设备即为以上描

述的疲劳试验机 MTS Landmark370.10，加载方式为轴向加载。依照国标要求和材

料的基础拉伸性能参数，本试验采用与断裂韧度试验试样形状相似的紧凑拉伸试

样，但厚度不同，此处厚度 B=12.5mm，具体图纸尺寸如下图 3.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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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 CT 试样 

Figure 3.14 CT specimens of fatigue crack growth rates test 

 

如上图所示，疲劳裂纹扩展试验试样和断裂韧度试验试样的差别就在于厚度

的差异，由于试验需要，不同的厚度需要不同厚度的夹具，以便保证试验的准确

进行，设计的试验夹具的尺寸图纸和上述断裂韧度试验夹具类似，加持厚度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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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mm 即可，在此不再赘述。 

与之前断裂韧度试验相同，试验前应先对紧凑拉伸（CT）试样预制裂纹，预

制裂纹采用逐级降K 的方法进行。 

预制疲劳裂纹之后，采用恒定载荷的方法控制疲劳裂纹扩展试验，加载载荷的

波形为正弦波，频率为10Hz ，应力比分别在 0, 0.3, 0.5R R R   下进行。其中，

试验过程中裂纹长度检测采用柔度法计算并记录。 

试验具体步骤如下： 

① 测量试样的厚度 B 和宽度 W，并记录； 

② 在疲劳试验机上安装配套夹具并装载试样； 

③ 在试样切口处正确安装 COD 规； 

④ 输入设定基本参数，测量试样的弹性模量； 

⑤ 开始预制疲劳裂纹； 

⑥ 检验裂纹长度和试样模量，合理则进行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试验过程

中要及时记录试验循环次数、载荷大小等信息； 

⑦ 根据测得的数据，进行数据处理和计算。 

其中，裂纹长度计算所用的是柔度法对于本试验采用的紧凑拉伸（CT）试样，

由解析法计算出的试样的柔度和归一化裂纹长度的关系通常可以用无量纲（EBV）

/P 和归一化裂纹长度 /a W 来表达。针对 COD 规装夹在试样上的测量位置，柔度

的表达式如式 3.4.： 

1

1

1
xU

EBV

P




                      （3.4） 

式中， E —弹性模量； 

          1V —测量点的位移。 

其中，柔度与归一化裂纹长度的表达式为式 3.5： 

32 4 5
0 1 2 3 4 5

a
C C U C U C U C U C U

W
                  （3.5） 

对于本试验中，COD 在试样上装夹测试的位置，查标准可以得到： 

0 1 2 3 4 51, 4.5, 13.157, 172.551, 879.944, 1514.671C C C C C C          

那么上式可以改写为式 3.6： 

2 3 4 51 4.5 13.157 172.551 879.944 1514.671
a

U U U U U
W

             （3.6） 

3.5.2 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数据统计和计算 

试验开始前，跟前述断裂韧度试验类似，依据国家标准分别测量三个试样的

厚度和宽度，测量尺寸表如下表 3.5、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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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CT 试样 01 尺寸数据表 

Table3.5 Dimension of CT specimen 

厚度 B1/mm 厚度 B2/mm 厚度 B3/mm 平均厚度B /mm 

12.54 12.52 12.48 12.51 

宽度 W1/mm 宽度 W2/mm 宽度 W3/mm 平均宽度W /mm 

50.76 50.72 50.82 50.77 

 

表 3.6 CT 试样 02 尺寸数据表 

Table3.6 Dimension of CT specimen 

厚度 B1/mm 厚度 B2/mm 厚度 B3/mm 平均厚度B /mm 

12.50 12.52 12.54 12.52 

宽度 W1/mm 宽度 W2/mm 宽度 W3/mm 平均宽度W /mm 

51.00 50.86 50.88 50.91 

 

表 3.7 CT 试样 03 尺寸数据表 

Table3.7 Dimension of CT specimen 

厚度 B1/mm 厚度 B2/mm 厚度 B3/mm 平均厚度B /mm 

12.52 12.52 12.54 12.53 

宽度 W1/mm 宽度 W2/mm 宽度 W3/mm 平均宽度W /mm 

50.80 50.84 50.82 50.82 

 

将试验得到的裂纹扩展速率d / da N 和应力强度因子 K 直接作图并拟合，如图

3.15 所示。图中符号“☆”“△”和“□”表示应力比 R 分别为 0，0.3 和 0.5 测得的试验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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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d / da N K  曲线 

Figure 3.15 d / da N K  curve 

 

下面拟应用 Paris 公式，分别对不同应力比下的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数据

进行回归分析。其中，Paris 公式为： 
d

( )
d

ma
C K

N
                         （3.7） 

式中，a— 裂纹长度； 

N  — 疲劳周次； 

d / da N — 单位循环的裂纹扩展量，即裂纹的扩展速率； 

K  — 应力强度因子范围； 

,C m  — 材料常数。 

所以，若对式（3.7）两边同时取对数，则有 
d

lg lg lg( )
d

a
C m K

N
                  （3.8） 

因此，对应力比 R=0 的试验数据将d / da N 和 K 在对数坐标里面绘出，可以

发现裂纹扩展速率d / da N 与应力强度因子 K 在对数坐标下呈现线性关系，斜率即

为m，截距为 lg C，将其绘出并线性拟合，得到图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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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R=0 时 d / da N K  曲线 

     Figure 3.16 d / da N K   curve，R=0 

 

对试验数据线性回归拟合可以得到 R=0 时，裂纹扩展方程为式(3.9)(3.10)，此

时相关系数 r=0.99515。 
d

lg 6.46354 2.66026 lg( )
d

a
K

N
                  （3.9） 

即,                     7 2.66d
3.439 10 ( )

d

a
K

N
                     （3.10） 

对应力比 R=0.3 的试验数据将d / da N 和 K 在对数坐标里面绘出，并线性拟合，

得到图 3.17： 

 
图 3.17 R=0.3 时 d / da N K  曲线 

      Figure 3.17 d / da N K   curve，R=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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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试验数据线性回归拟合可以得到 R=0.3 时，裂纹扩展方程为式（3.11）（3.12），

此时相关系数 r=0.99553。 
d

lg 6.8885 3.10969 lg( )
d

a
K

N
                 （3.11） 

即，                       7 3.11d
1.293 10 ( )

d

a
K

N
                  （3.12） 

对应力比 R=0.5 的试验数据将d / da N 和 K 在对数坐标里面绘出，并线性拟合，

得到图 3.18： 

 

 

图 3.18 R=0.5 时 d / da N K  曲线 

Figure 3.18 d / da N K  curve，R=0.5 

 

对试验数据线性回归拟合可以得到 R=0.5 时，裂纹扩展方程为式（3.13）（3.14），

此时相关系数 r=0.99411。 

  
d

lg 6.80081 3.13359 lg( )
d

a
K

N
                （3.13） 

即，                       7 3.134d
1.582 10 ( )

d

a
K

N
                 （3.14） 

应力比 R 为0，0.3和0.5时线性相关系数分别为 0.99515，0.99553 和 0.99411，

线性相关系数均在 0.99 以上，将不同应力比下的裂纹扩展速率d / da N 与 K 的关

系同时在对数坐标里面绘出并用 Pairs 公式拟合，如图 3.19 所示。其中，当
0.5K 14MPa m   ， 0R  时，疲劳裂纹扩展速d / da N 为 44.000 10 mm / cycle ；相

同 K 值 条 件 下， 0.3R  和 0.5 时，疲劳裂纹扩展速 率 d / da N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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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53 10 mm / cycle 和 46.160 10 mm / cycle 。当 0.5K 18MPa m   ， 0R  时，疲

劳裂纹扩展速率d / da N 为 47.750 10 mm / cycle ；相同 K 值条件下， 0.3R  和0.5

时，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分别为 31.141 10 mm / cycle 和 31.400 10 mm / cycle ,且发现

应力比 R 从 0 增大至 0.5 时，斜率m由 2.66026 单调增加到 3.13359，表明裂纹扩

展速率d / da N 随应力比 R 的增大而增大，这与前述的试验结果是相吻合的。综上

可知，Paris 公式能较好的描述冷作模具钢 DC53 的疲劳裂纹扩展行为。 

 

图 3.19 对数坐标下d / da N K  曲线 

Figure 3.19 d / da N K  curve in logarithmic coordinates 

 

通常可以从平均应力和裂纹闭合效应两个方面来解释应力比对合金疲劳裂纹

扩展速率的影响。前者的实质是指裂纹扩展由 K 和最大强度因子 maxK 共同决定。

而后者是指 Wolf 等提出的由裂纹尖端塑性引起的裂纹闭合效应，引入了新的参数

有效应力强度因子 e ffK ，认为疲劳裂纹扩展的先决条件是裂纹必须张开，所以认

为实际上控制裂纹扩展的是裂纹尖端的有效应力强度因子范围 e ffK  [42]。另外，

Vasudevan 认为，在平面应变的条件下，塑性导致的裂纹闭合效应对裂纹扩展速率

的影响很小，大部分情况下可以忽略[43]。因此，在周期应力的作用下，裂纹扩展

跟应力强度因子 K 呈正相关，对于相同 K 值的应力循环，应力比较大者（即平

均应力较大）在应力循环中导致的裂纹扩展速率d / da N 越大，裂纹扩展越迅速。

那么，也就是说在裂纹扩展速率d / da N 为某一定值时，应力比 R 越大，对应的 K

值越小。 

万方数据



3 DC53 断裂韧度及疲劳裂纹扩展试验 

39 

3.6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试验方法，获得冷作模具钢 DC53 的室温拉伸性能以及断裂性能参数，

试验结论如下： 

①  室温下，DC53 冷作模具钢的弹性模量 E 212638MPa ，屈服强度

0.2 1442MPa  ，抗拉强度 b 1703MPa  ，断后伸缩率 1.73%； 

② 室温下，DC53 冷作模具钢的断裂韧度 0.5
CK 22.18MPa m Ⅰ ； 

③ 对 DC53 冷作模具钢材料分别进行了应力比 0R  、0.3、0.5 条件下的裂纹

扩展速率试验，获得了裂纹扩展速率曲线，选择 Paris 公式对曲线进行描述，运用

Origin 软件对试验数据拟合，得到参数 ,mC 值，即裂纹扩展速率表达式，且试验结

果表明，裂纹扩展速率d / da N 会随着应力比R 、应力强度因子范围 K 的增大而

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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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裂纹扩展数值模拟方法研究 
 

利用 ANSYS 软件建立第三章中试验所用标准 CT 试样的有限元模型，施加相

应载荷和边界条件，并用 FRANC3D 软件对其不同载荷、不同裂纹长度下穿透型

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裂纹扩展寿命进行模拟，通过模拟结果与理论计算结果

以及试验数据对比，论证该数值模拟方法的准确性，为探讨滚轧轮轮齿的疲劳裂

纹扩展问题打下基础。 

 

4.1 三维断裂分析软件 FRANC3D 使用和原理简介 

三维断裂分析软件 FRANC3D（Fracture Analysis Code in 3Dimensions）是由美

国康奈尔大学断裂工作组（Cornell Fracture Group）研究开发的基于工作站的一套

分析软件。该分析软件由立体对象建模器 OSM(Object Solid Modeler),断裂分析器

FRANC3D(Fracture Analysis Code in 3Dimensions)以及边界元系统 BES(Boundary 

Element System)三个部分构成[44]。 

立体对象建模器 OSM 相当于断裂分析器 FRANC3D 的一个前处理模块，可以

生成 FRANC3D 可以读入的格式文件。断裂分析器 FRANC3D 是整个计算分析系

统的核心部分，它具有以下基本计算流程： 

① 完善几何模型 

可以对导入的模型进行修改，这一步最主要的功能是可以在模型的某个所需

预设位置加入所需不同形状、尺寸的裂纹。FRANC3D 在提供了一些使用较为广泛

的裂纹库，如椭圆形裂纹、圆裂纹、类似抛物线裂纹等，如下图 4.1 所示。用户可

以根据需要选取并生成多裂纹、非平面裂纹或其他任意形状的裂纹，之后可以将

裂纹设置为表面裂纹、内埋裂纹等不同形式。FRANC3D 在模型上施加的边界条件

可以通过继承的方式传递到网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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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FRANC3D 插入裂纹库 

Figure 4.1 Crack types in FRANC3D 

 

② 网格划分和求解 

在模型施加了边界条件和插入生成裂纹之后，FRANC3D 自动把模型的边线分

成若干段直线段，根据这些直线段确定将要划分的单元尺寸，网格划分可以根据

计算需要设置三角形或者四边形网格，也可以根据具体需要设置不同的网格尺寸。

一般情况下，裂纹区以及裂纹尖端附近的网格会较为细化，以便保持网格较好的

长宽比。网格进行重新划分之后，就可以利用边界元系统 BES 进行求解。本步骤

的运算时间取决于单元数的多少。 

③ 应力强度因子和裂纹扩展的计算 

FRANC3D 中对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是通过裂纹张开或者滑动位移

等一系列数据计算来的。比如对于Ⅰ型裂纹使用裂纹张开位移 COD 来计算求得Ⅰ

型应力强度因子，对于Ⅱ型裂纹使用裂纹滑动位移 CSD 来计算求得Ⅱ型应力强度

因子，对于Ⅲ型裂纹使用裂纹撕裂位移 CTD 来计算求得Ⅲ型应力强度因子。 

FRANC3D 对于裂纹扩展的确定之前，裂纹前缘被离散成很多散点，FRANC3D

默认采用最大周向应力准则二维平面应变方程来确定各个点的扩展方向，根据各

个点的应力强度因子的数值大小以及用户设置的最大扩展尺寸共同决定，比如，

对于Ⅰ形裂纹，每一步的裂纹扩展量表达式为式（4.1），示意图如下图 4.2； 

max
Im

b

I
i

ax

K
a a

K

 
  

 
                       （4.1） 

式中， maxa — 用户设置最大扩展尺寸； 

      IK —Ⅰ形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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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自定参数。 

 

图 4.2 裂纹扩展示意图 

Figure 4.2 Schematic of crack propagation 

 

这些点扩展之后的点通过多项式拟合连接成平滑的曲线，即为扩展之后形成

的新的裂纹前缘面。裂纹扩展之后，用户可以再次对模型重新划分网格，并计算

裂纹扩展之后的应力强度因子。 

因此，用断裂分析软件 FRANC3D 来研究疲劳断裂问题的过程大概为下图 4.3

所示： 

 

 

图 4.3 FRANC3D 进行疲劳断裂问题分析的过程 

Figure 4.3 The process of fatigue fracture analysis in FRANC3D 

 

4.2 标准 CT 试样穿透型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分析 

首先，为了保证模拟的可对比性，将采用和试验中样品相同尺寸的图纸进行

建模分析，因此根据第三章中图 3.7 所绘制的试样尺寸在 Solidworks 软件中建立断

裂韧度 CT 试样的三维模型。模型确定后，将其转化为 X_T 文件，导入到 ANSYS

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 里面进行前处理。ANSYS 的前处理过程，大致可分为模

局部偏转角

原始裂纹前端

单步扩展量

扩展后裂纹前端

建模
导入边界条件、
材料参数

网格划分
导入位置约束
和应力

OSM FRANC3D FRANC3D/BES

疲劳寿命预测 导入初始裂纹 断裂参数计算 裂纹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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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导入、网格划分和网格重新划分设置、边界条件定义、材料属性定义等几个阶

段。图 4.4 为厚度为 25.4mm 的标准 CT 试样模型在 ANSYS 里面的截图，在试样

下面的加载孔施加轴承载荷，载荷大小为 10KN,方向垂直于试样切口向下，试样

的另外一个加载孔施加圆柱副约束,此时的加载条件和试验过程中的加载情况基本

完全一致。其中，材料常数弹性模量已由第三章中材料的单轴拉伸试验测出

E 212638MPa ，泊松比 3  。图 4.5 为对疲劳裂纹状态的标准 CT 试样进行静

力分析得到的第一主应力图，可以观察到在机切口附近承受很大的拉应力作用，

有很大的应力集中。 

 
图 4.4 ANSYS 中试样计算模型 

Figure 4.4 Simulation model in ANSYS 

 

图 4.5 无初始裂纹标准 CT 试样最大主应力云图 

Figure 4.5 Major principal stress contour of no-crack CT spec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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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处理完成后，将模型以.cbd 格式文件由有限元软件 ANSYS 导出至三维断裂

分析软件 FRANC3D 中，保留加载和约束条件，以及加载和约束位置的网格布置。

为了减少运算量，在 FRANC3D 中在按照裂纹拟扩展路径上下对称厚度为 4mm 的

区域取子模型进行断裂韧度计算，图 4.6 为 FRANC3D 中 CT 试样子模型示意图。

结合试验过程，CT 试样的疲劳裂纹应该为从切口出发的裂纹面垂直于加载方向的

穿透型裂纹，裂纹插入位置如图 4.7 所示，该坐标下，坐标原点即为 CT 试样机切

口最前端所在直线的中点处，为了和试验结果对比，此处将疲劳裂纹长度设置为

3mm，疲劳裂纹起点为切口尖端所在直线，保证初始裂纹平面平行于 CT 试样的上

侧表面即在 zx 面上。建立初始裂纹时破坏了试样中间部分的网格，因此在对裂纹

面进行网格划分的同时，需要将试样的侧面网格重画。如图 4.8 所示为含初始裂纹

试样的边界元整体网格和裂纹面附近局部网格。 

 

 

图 4.6 FRANC3D 中 CT 试样的子模型 

Figure 4.6 The sub-model of CT specimen in FRANC3D  

 

 

图 4.7 FRANC3D 中 CT 试样初始裂纹建立位置 

Figure 4.7 The location of initial crack of CT specimen in FRANC3D  

 

万方数据



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6 

  

（a）子模型整体网格                     （b）裂纹面附近网格 

图 4.8 含初始裂纹 CT 试样的边界元网格 

Figure 4.8 Boundary element mesh of CT specimen with initial crack 

 

重划网格之后，进行裂纹前端应力强度因子分析之前，首先对子模型进行静

力分析求得裂纹前缘各节点对应的节点位移，之后根据节点位移便可计算出裂纹

前缘各点的应力强度因子[45]。图 4.9 为所得裂纹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分布曲线，其

中横坐标轴采用归一化裂纹前缘长度来表示节点裂纹因子所在的相对位置，即裂

纹前缘裂纹点到起始点的距离与整个裂纹长度的比值。 

 

 

（a）Ⅰ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K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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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Ⅱ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KⅡ 

     

（c）Ⅲ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KⅢ 

图 4.9 试样初始裂纹前缘Ⅰ、Ⅱ、Ⅲ应力强度因子 

Figure 4.9 Mode Ⅰ、Ⅱ、Ⅲ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of specimen initial crack front 

 

由图 4.9（ a）可知，此状态下的Ⅰ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KⅠ最大值为

0.514.79MPa m ，最小值为 0.511.03MPa m ，最小值出现在初始裂纹和试样端面交点

处，最大值出现在裂纹前缘试样厚度的中点处，且呈现出两端值小中间值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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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处附近值差异不大的分布规律；能解释该模拟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裂纹面和试

件表面自由边交叉点力学性能具有奇异性，表面的裂纹尖端点的应力强度因子具

有突变性，自由面的应力状态近似为平面应力状态，试样内部近似为平面应变状

态，因此试样内部的应力强度因子相对较大，这一点也和试验结果的裂纹在试样

内部扩展速率大于表面裂纹速率相吻合。 

由图 4.9（b）可知，此状态下的Ⅱ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KⅡ最大值为 0.04

0.5MPa m ,最小值为 0.50.37MPa m  ；同时，由图 4.9（b）可知，此状态下的Ⅲ型

裂纹应力强度因子KⅢ最大值为 0.50.013MPa m ，最小值为 0.50.012MPa m  。 

对此状态下裂纹前缘的三种应力强度因子分析可以发现，KⅡ、 KⅢ
值区间接近

于 0，且远远小于 KⅠ的值区间。因此，此时裂纹表现为Ⅰ型张开型裂纹，且裂纹

扩展方向基本垂直于此时施力方向，Ⅱ型滑开型和Ⅲ型撕开型裂纹基本可以忽略，

这一点也和试验结果相吻合。 

 

4.3 标准 CT 试样裂纹前缘Ⅰ型应力强度因子模拟值和理论值比较 

根据应力强度因子理论可知，Ⅰ型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的大小与加载方式、

载荷大小、裂纹长度以及构件、裂纹几何形状有关。本节运用 FRANC3D 模拟裂

纹稳定扩展，计算裂纹前缘的线弹性应力强度因子得到应力强度因子的边界元模

拟值,同时利用第三章中所述的标准 CT 试样贯穿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K 的计算表

达式 3.2 来计算K 的理论值,将两者进行对比。 

利用上节中含有长度为3mm的初始贯穿型裂纹的标准试样 CT 试样模型，分

别对加载孔施加轴承载荷大小为9KN 10KN 11KN 12KN 13KN、 、 、 、 ，方向相同，分别

计算裂纹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图 4.10 为恒定裂纹长度，不同载荷时应力强度因

子KⅠ的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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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不同载荷作用下 CT 试样初始裂纹前缘 KⅠ分布曲线 

Figure 4.10 Mode Ⅰ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of CT specimen initial crack front under different loads 

 

同样，利用上节中的标准试样 CT 试样模型，保证施加载荷情况不变，即对加

载孔施加轴承载荷大小为10KN，方向相同，依次插入长度为2mm、2.2mm、2.4mm、

2.6mm、2.8mm 及 3.0mm 的初始贯穿型裂纹，分别计算不同裂纹长度时裂纹前缘

的应力强度因子，图 4.11 为恒定载荷，不同裂纹长度时应力强度因子KⅠ的分布曲

线。 

 

图 4.11 不同裂纹长度时 CT 试样初始裂纹前缘 KⅠ分布曲线 

Figure 4.11 Mode Ⅰ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of CT specimen initial crack front under different crack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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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模拟得到不同状态下的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去掉离试样自由表面比

较近的一些值，将剩余的值取平均值与理论计算值作比较，此处取裂纹前缘中间

的 80%做平均计算，对比结果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 不同载荷、裂纹长度下的数值计算解与理论解对比表 

Table4.1 Table of comparison of numerical solutions and theoretical solutions for different load 

and crack length 

载荷 

F /（KN） 

裂纹长度 

a/(mm) 

FRANC3D 解 

KⅠ
/（MPa·m0.5） 

理论解 

KⅠ
/（MPa·m0.5） 

误差 

9.0 3.0 12.79 13.22 3.12% 

10.0 3.0 14.66 14.69 0.16% 

11.0 3.0 15.51 16.16 4.01 % 

12.0 3.0 17.28 17.63 1.93% 

13.0 3.0 18.67 19.10 2.21% 

10.0 2.0 13.75 13.91 1.11% 

10.0 2.2 13.98 14.06 0.56% 

10.0 2.4 13.58 14.21 4.38% 

10.0 2.6 13.92 14.37 3.11% 

10.0 2.8 14.26 14.53 1.8% 

 

综上，由表 4.1 可知，不同载荷和不同裂纹长度的情况下，数值模拟解和理论

解吻合的较好，误差均在 5.0%以下，因此，用该数值模拟方法进行裂纹前缘应力

强度因子分析是比较可靠的。 

 

4.4 标准 CT 试样疲劳裂纹扩展寿命预测及和试验结果比较 

裂纹扩展寿命指的是裂纹由初始裂纹扩展到临界尺寸的裂纹所经历的应力循

环次数。本节将依据裂纹扩展分析估算法对标准 CT 试样进行疲劳裂纹扩展分析，

选取应力比 R=0，结合 Paris 公式法对标准 CT 试样进行疲劳裂纹寿命进行估算，

并和应力比 R=0 的试验测试点比较。 

首先根据第三章 3.5 图 3.14 裂纹扩展速率试验的 CT 试样图纸在 Solidworks

中建模，并导入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进行相应载荷和约束的施加，过程与前两

节的前处理基本一致，在此不再赘述，其中载荷大小为5.8KN 。将前处理之后的

模型导入断裂分析软件 FRANC3D,插入长度为 2mm 的穿透型裂纹，对试样表面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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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划分网格之后依次进行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计算、裂纹自动扩展模拟，最终，

基于第三章试验测得的该材料的断裂韧度以及裂纹扩展速率表达式，即 Pairs 公式

拟合参数C,m，预测得到初始裂纹长度为2mm时，该试样裂纹扩展寿命约为2.8×104

次应力循环，将预测寿命与试验实测采集点进行对比，绘制出裂纹扩展尺寸与载

荷循环次数的关系，即a N 曲线，如图 4.12 所示： 

 

 

图 4.12 预测寿命与实测试验点比较 

Figure 4.12 Comparasion of prediced lifetime and measured data 

 

由第三章的 R=0 的试验数据可得，测得的试样寿命约为 2.4×104 次应力循环，

即此状态下估算的疲劳裂纹扩展寿命误差约为 16.7%，且从图中可以看出，试验数

据点基本位于预测寿命较小的误差范围之内，效果较好，证明前述由估算法得到

的疲劳裂纹扩展寿命 a-N 曲线误差较小，可用。 

 

4.5 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前一章进行的 DC53 断裂韧度以及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运用边界

元思想，利用 FRANC3D 软件对标准 CT 试样进行数值模拟分析。模拟结果表明： 

① 模拟分析得到标准 CT 试样穿透型裂纹前缘由Ⅰ、Ⅱ、Ⅲ型裂纹对应的裂

纹强度因子K K K、 、Ⅰ Ⅱ Ⅲ的数值和分布规律，所得数值模拟结论与试验观察结论以

及理论分析所得结论相一致； 

② 分别计算十组不同应力和不同裂纹长度下的Ⅰ型裂纹强度因子KⅠ值，所得

数值和理论计算结果比较，误差均在 5%以内，验证了此数值模拟分析方法的可靠

性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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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通过估算法获得试样裂纹扩展寿命 a N 曲线，对比裂纹扩展速率试验的

试验数据，结果表明，总寿命误差约为 17%，且过程中试验数据点基本位于较小

的误差范围之内，验证效果较好，表明通过估算法获得的a N 曲线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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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滚轧轮轮齿疲劳裂纹扩展模拟及寿命预测 
 

DC53 材料的室温力学性能（弹性模量、屈服强度、抗拉强度等）、断裂韧度KⅠC、

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表达式均已由第三章试验获得。本章运用上述试验结果，结合

最大周向正应力复合型裂纹断裂判据和第四章已验证的数值模拟方法，就含半椭

圆形初始裂纹的滚轧轮轮齿的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裂纹扩展轨迹进行模拟研

究,并对滚轧轮轮齿裂纹扩展寿命作出预测，期望能对滚轧轮的设计选材、修形及

疲劳寿命预测等提供一定的指导意义。 
 

5.1 齿轮轴向滚轧技术概述 
5.1.1 齿轮轴向滚轧成形原理简介 

传统的齿轮制造是以切削方式为主，如插齿、滚齿等工艺，然而此类方法一

直存在着诸多缺陷，如齿轮加工效率不高、材料浪费率高、成型件齿面强度不高、

齿轮成型件流线分布不合理等[46]。随着工业技术和材料科学的发展，以齿轮轧制

为代表的塑性成形工艺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在工业领域得到一定的应用。该

工艺方法不仅可以大大地提高齿轮成形效率和材料的利用率、减少后续加工工序，

而且可以使齿轮组织流线不被切断，进而增强齿轮的强度等力学性能。本章节主

要研究某齿轮滚轧成形实验平台的滚轧轮轮齿断裂问题，图 5.1 即该齿轮滚轧成形

实验台样机图片。 
 

 

图 5.1 某齿轮滚轧成形实验台 

Figure 5.1 The gear rolling experimental bench 
 

齿轮轴向滚轧成形的原理如图 5.2 所示。首先，齿坯被芯棒串在一起且固定，

而滚轧轮对称布置在齿坯串两侧。轧制时，两侧轧轮和齿坯的中心距恒定，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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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轧轮旋转，强制分度机构按照某传动比驱动齿坯旋转，同时，轴向液压缸推

动齿坯串进入轧制工位，齿坯受到滚轧力的作用产生塑性变形，从而得到成型件。 

 

 

图 5.2 齿轮轴向轧制原理图 

Figure 5.2 Schematic diagram of axial rolling 

 

5.1.2 齿轮轴向滚轧轧轮结构及具体参数 

滚轧轮作为冷轧齿轮装置中最重要的零件，其外形结构复杂、加工制造、热

处理难度较大、对选用的轧轮材料力学性能要求高，它的几何形状和精度直接决

定着被轧制工件的参数和精度。由于采用了轴向进给方式，轧轮一般由三部分组

成：切入部分、精整部分和退出部分[47]，如图 5.3 所示，轧轮的实物照片如图 5.4

所示。 

切入部分：齿坯成形的主要区域，该部分齿廓是渐开线。锥角 α 是其核心参

数，它不仅直接影响着齿坯金属的流动性能、轧轮寿命，而且还影响着轧制中的

径向力、轴向力和切向力的分配比例。本文滚轧轮的锥角 α 为 3.5°。精整段：对成

型件齿廓进行精整成形，该部分齿廓必须经过修正。退出段：其作用是防止轧轮

离开成型件时划伤已成形齿面，该部分齿廓为负变位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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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滚轧轧轮结构图 

Figure 5.3 Structure diagram of rolling tool 

 

轧轮的实物照片如图 5.4 所示：  

 

   

图 5.4 滚轧轧轮实物图片 

Figure 5.4 Picture of rolling tool 

 

本节涉及研究的轧轮的各个截面的具体参数为表 5.1： 

 

表 5.1 齿轮轴向滚轧轧轮各截面齿形参数 

Table 5.1 Table of rolling tool tooth profile parameter 

参数 代号 截面 A-A 数值 截面 B-B 数值 截面 C-C 数值 

模数 m 1.75 1.75 1.75 

齿数 z 128 128 128 

齿形角 α 20.0 20.0 20.0 

齿顶高 ha 1.15m 1.15m 1.15m 

径向变位系数 xn 0.8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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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代号 截面 A-A 数值 截面 B-B 数值 截面 C-C 数值 

齿根高 hf 1.15m 1.15m 1.15m 

分度圆直径 d 224.000 224.000 224.000 

齿顶圆直径 da 230.825 231.525 231.525 

齿根圆直径 df 222.775 223.475 223.475 

 

5.2 滚轧轮轮齿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分析 
5.2.1 滚轧轮轮齿边界条件的确定 

在非线性有限元分析软件 Deform 里对齿轮轴向轧制过程进行模拟分析，其中

滚轧轮齿数为 128，目标齿轮齿数为 46，根据实际工况对有限元模拟进行相应简

化，利用滚轧轮的公转来代替齿坯的旋转[48]，故设置轧轮的自转速度为 20rpm，

公转速度为 1280/23rpm，轧轮沿轴向的进给速度为 1mm/s。 

齿轮轴向轧制初期阶段，随着轧轮的轴向进给，坯料被逐渐咬入且在轧轮的

挤压作用下发生变形并逐渐形成渐开线轮廓。为了得到齿轮轴向滚轧时滚轧轮轮

齿的受力分布，现选取某一截面在一个滚轧周期内的应力进行研究，如下 5.5 所示。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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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g)                               (h) 

图 5.5 轴向滚轧模拟中轧轮轮齿咬入至退出坯料状态图 

Figure 5.5 State diagram of entry and exit in simulation of axial rolling 

 

本节研究滚轧轮轮齿断裂，为了保守起见，选取轧轮承受载荷最大时刻，所

对应的状态如上 5.5（e）。因此，此时滚轧轮切入段的受力简化之后示意图如下 5.6

所示，即受力情况为：滚轧轮切入段一侧靠近齿顶的一条细长受力区域 1S ，本节

取该区域宽度为 1mm，受力为法向压力 n1P 980MPa ，沿切向向上的摩擦力

1 n1P 0.2P  ，同时在滚轧轮切入段的对面侧在齿面中间附近也有一条细长受力区

域 2S ，为了计算简化，在此也取此区域宽度为 1mm，受力为法向压力 n2P 980MPa ,

沿切线方向向下的摩擦力 2 n2P 0.2P  。 

首先根据前述轧轮的参数在 Solidworks 里建立滚轧轮的三维模型，之后将其

转化为 X-T 文件导入到 ANSYS 软件中进行前处理设置。具体的前处理过程和第

四章中 CT 试样模拟的前处理类似，在此不再累述。其中，滚轧轮轮齿在 ANSYS

中所加载荷如下图 5.6 所示。为了减少计算量，节省计算时间，本节将模型简化为

单齿模型的一个子模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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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轧轮轮齿模型在 ANSYS 中载荷施加情况 

Figure 5.6 Load application of tool gearing model in ANSYS 

 

在 ANSYS 中对无缺陷轧轮子模型进行静力分析得到最大主应力云图，如图

5.7 所示，可以观察到在滚轮齿齿顶加载区域附近至齿面中间区域应力集中都很严

重。 

 

 

图 5.7 无疲劳裂纹标准 CT 试样最大主应力云图 

Figure 5.7 Major principal stress contour of no-crack CT specimen 

 

万方数据



5 滚轧轮轮齿疲劳裂纹扩展模拟及寿命预测 

59 

5.2.2 滚轧轮轮齿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计算 

将经过有限元软件 ANSYS 前处理过的模型导入到三维断裂分析软件

FRANC3D 中，并对其进行边界元网格划分。 

观察实际工况中轧轮断齿的断口上轮齿疲劳源，结合工程构件平面缺陷评定

理论[49]，将疲劳源简化成半椭圆型表面裂纹处理。 

轧轮轮齿添加的初始裂纹从 FRACNC3D 的裂纹库中选取，选取椭圆形裂纹形

状，长短半轴分别设置为 0.4mm、0.2mm。将椭圆形裂纹中心在该坐标系中的坐标

设置为（-1.35,111.30,48.00）。因为初始裂纹默认的是平行于 XY 平面，因此，此

时将裂纹分别绕 X 轴和 Y 轴旋转 90°。在软件中设置初始裂纹参数设置的对话框

如下图 5.8 所示。 

 

 

图 5.8 轧轮轮齿初始裂纹设置 

Figure 5.8 Setting of tool gearing tooth initial crack  

 

由于插入初始裂纹时破坏了轧轮轮齿的齿面网格，因此加入初始裂纹之后要

对齿面网格重画分。如图 5.9 所示，为含初始裂纹的子模型的边界元整体网格和初

始裂纹附近的局部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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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子模型整体网格                     （b）裂纹面附近网格 

图 5.9 FRANC3D 中轧轮轮齿子模型边界元网格 

Figure5.9 Boundary element mesh of sub-model of tool gearing tooth in FRANC3D 

 

重新划分网格之后，对模型进行静力分析，之后得到此时裂纹前缘的Ⅰ、Ⅱ、

Ⅲ型三种应力强度因子 KⅠ、KⅡ、KⅢ的分布规律，如下图 5.10 所示。 

 

 

（a）Ⅰ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K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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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Ⅱ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KⅡ 

 

    （c）Ⅲ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KⅢ 

图 5.10 滚轧轮轮齿初始裂纹前缘Ⅰ、Ⅱ、Ⅲ型应力强度因子 

Figure 5.10 Mode Ⅰ、Ⅱ、Ⅲ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of rolling tool initial crack front 

 

上图 5.10 裂纹前缘Ⅰ、Ⅱ、Ⅲ型应力强度因子分布曲线中横坐标采用归一化

裂纹前缘长度来表示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所在位置，即横坐标表示 0~1 的无量

纲量，纵坐标表示各应力强度因子 K，单位为 0.5MPa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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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中轧轮轮齿裂纹前缘Ⅰ、Ⅱ、Ⅲ型应力强度因子的数据和分布曲线分析

可以得知，此状态下的Ⅰ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KⅠ最大值为 0.513.95MPa m ，最小值

为 0.58.06MPa m ，且最小值出现在初始裂纹和试样端面交点处，最大值出现在裂

纹前缘中间附近处，呈现出两端值小中间值大的分布规律； 此状态下的Ⅱ型裂纹

应力强度因子 KⅡ最大值为 0.52.85MPa m ，最小值为 0.51.11MPa m ，呈现两端小中

间大的趋势，表现出和Ⅰ形裂纹应力强度因子相近的分布规律；且此状态下的Ⅲ

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 KⅢ最大值为 0.50.32MPa m ，最小值为 0.50.2MPa m  ，且基本

上呈现从大到小递减的变化规律。 

对此状态下裂纹前缘的Ⅰ、Ⅱ、Ⅲ型三种应力强度因子分析比较可以得出，

初始裂纹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KⅠ>KⅡ>KⅢ,且KⅠ和KⅡ在数值上比KⅢ大得多，因此，

裂纹刚开始主要是张开型断裂，其次是滑开型，表现最弱的是撕开型断裂形式，

裂纹更倾向于 KⅠ-KⅡ附合型裂纹。这也与实践过程中轧轮的轮齿断裂断口分析相符

合。 

 

5.3 滚轧轮轮齿疲劳裂纹扩展轨迹模拟 

此节中进行的在 FRANC3D 软件中模拟滚轧轮轮齿疲劳裂纹扩展轨迹的过程

是建立在 5.2 节计算滚轧轮裂纹前缘各处应力强度因子的基础上的，是其后续过程，

加载和约束条件以及初始裂纹位置和尺寸都与之前相同。 

其中，在三维断裂分析软件 FRANC3D 中对于裂纹扩展准则选用的是最大周

向正应力准则，即在模拟 KⅠ-KⅡ附合型裂纹扩展时，认为裂纹将沿着最大周向应力

的方向扩展。当某时刻最大周向应力达到断裂临界值时，即发生裂纹失稳扩展断

裂。 

对滚轧轮轮齿子模型进行初始裂纹自动扩展分析，令每扩展步最大扩展

0.3mm，设定总共 20 个扩展步，下图 5.11 为初始裂纹状态、裂纹自动扩展 3、6、

9、12、15 步裂纹形状的状态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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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裂纹                   经过三步扩展              经过六步扩展 

     

经过九步扩展            经过十二步扩展             经过十五步扩展 

图 5.11 FRANC3D 模拟轧轮轮齿裂纹扩展过程中裂纹形状的变化 

Figure 5.11 Variation of crack shape in the process of tool gearing tooth crack growth in FRANC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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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裂纹扩展第十五步扩展之后裂纹在轧轮轮齿齿面上的形状如图 5.12 所

示，裂纹扩展轨迹在轧轮轮齿侧视图方向如图 5.13 所示，第十五步扩展之后仿真

断口结果和工况下轧轮轮齿断裂断口的照片对比如下图 5.14 所示：  

 

 

图 5.12 第十五步扩展之后齿面裂纹形状的变化 

Figure 5.12 Variation of crack shape after 15 steps growth 

 

 

图 5.13 FRANC3D 模拟轧轮轮齿裂纹扩展轨迹 

Figure 5.13 Simulation of crack propagation path in FRANC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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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仿真断口形貌                       （b）工况下断口形貌 

图 5.14  FRANC3D 模拟轧轮轮齿断裂形貌和工况下断口形貌对比图 

Figure 5.14 Comparison diagram fracture surface simulation in FRANC3D and under conditions 

 

从以上仿真结果可以得出，裂纹从齿面初始裂纹处开裂，沿斜向下的方向扩

展，直至到达另一端齿面导致轮齿全部断裂，且发现裂纹向深度方向扩展的同时，

由齿面中部向两端横向扩展，并呈现出裂纹两端上扬的趋势，即裂纹在齿面上的

轨迹有向齿顶面扩展的趋势，仿真结果和服役中断齿的滚轧轮断口照片对比来看，

断口形貌非常接近。从裂纹扩展轨迹的模拟仿真结果也可以看出，起初裂纹沿纵

向扩展的速度比横向扩展的速度，但之后沿横向扩展的速度大于延纵向扩展的速

度，这一点也和服役中滚轧轮轮齿断裂的断口分析结果一致。然而，裂纹向纵向

方向扩展才是导致轮齿断裂失效的主要原因，因此裂纹纵向扩展的尺寸变化对于

滚轧轮寿命的评估工作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5.4 滚轧轮轮齿纵向临界裂纹尺寸确定及疲劳裂纹扩展寿命预测 

通常，结构使用寿命由结构疲劳裂纹形成寿命和疲劳裂纹扩展寿命两部分组

成。疲劳裂纹形成寿命目前主要通过疲劳理论的方法确定，是由微观缺陷到宏观

可检测裂纹所对应的构件寿命 [50]；而疲劳裂纹扩展寿命主要用断裂力学的方法确

定，是由宏观可检测裂纹扩展到临界裂纹而发生断裂破坏的寿命。结构损伤容限

设计认为几乎在所有构件中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缺陷和裂纹，在特定的交变载荷

作用下，在规定期限内如果要保证这些裂纹不允许扩展到引起结构断裂破坏的临

界尺寸，就很有必要预测构件的疲劳裂纹扩展寿命。 

本节根据结构损伤容限设计方法，并以线弹性断裂力学（LEFM）为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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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预测裂纹扩展寿命[51-52]。疲劳裂纹扩展寿命取决于初始裂纹长度 0a ，临界裂纹

长度 ca ，以及构件材料的裂纹扩展特性。FRANC3D 软件可以根据裂纹扩展规律进

行构件的疲劳裂纹寿命预测计算，其结果对工程使用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5.4.1 滚轧轮轮齿疲劳断裂纵向临界裂纹尺寸的确定 

对模型每一步扩展之后的模型进行重新划分网格，进行静力分析得到每一扩

展步的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并采用 Origin 拟合得到裂纹扩展过程中裂纹前缘

应力强度因子的最大值和裂纹扩展长度的关系曲线，如图 5.15。 

 

 

图 5.15 轧轮轮齿裂纹扩展过程中应力强度因子随长度变化曲线 

Figure 5.15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vary with crack length curve in the process of crack propagation 

 

由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当初始裂纹经十一步扩展之后裂纹前缘最大的应力强

度因子 KⅠ达到 0.522.07659MPa m ，而经过第十一步扩展到第十二步后裂纹前缘最

大应力强度因子 KⅠ达到 0.529.75988MPa m ，超过了该 DC53 材料的断裂韧度值，

即认为经过第十一步扩展之后的裂纹尺寸接近了该工况下裂纹失稳扩展的临界值，

滚轧轮轮齿将瞬间断裂。此时裂纹沿扩展方向的尺寸为1.85mm，即此工况下齿轮

纵向的临界尺寸大概为 1.85ca  mm，此数值可以为评价裂纹扩展寿命提供依据和

参考。 

5.4.2 基于 FRANC3D 的滚轧轮轮齿裂纹扩展寿命预测 

本小节继续沿用上一小节的滚轧轮轮齿模型及载荷条件，利用第三章中测得

的该材料拉伸试验结果、断裂韧度及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表达式，基于裂纹扩展“损

伤容限设计”的断裂力学理论进行计算，来获取裂纹扩展尺寸与载荷循环次数的

关系，即a N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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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RANC3D 中进行构件疲劳寿命分析时，软件提供了 NASGRO Version 4 

equation、NASGRO Version 3 equation 及 Pairs 公式三种估算模型，此处选择用 Pairs

公式法。由于实际工况中，滚轧轮轮齿承受载荷的应力比为 R=0，在此进行应力比

R=0 的寿命计算，具体参数设置如下：单位选用MPa mm ,由第三章 3.5 式 3.10

可知，应力比 R=0 时，Pairs 方程改写为： 

7 2.66d
3.439 10 ( )

d

a
K

N
     

即,材料参数 73.439 10C   ， 2.66m   。 

计算可得初始裂纹形状为椭圆且长短轴分别为 0.4mm，0.2mm，载荷情况和

5.2 中计算初始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时相同，应力比 R=0 时，裂纹扩展寿命预测

曲线如图 5.16 所示。 

 

 

图 5.16 裂纹扩展寿命估算曲线 

Figure 5.16 Crack length - cycles curve 

 

根据预测结果，在此状态下，该滚轧轮轮齿的裂纹扩展寿命大约为 9.4×104 次

应力循环，且从图中结果可以看出，裂纹扩展的初始阶段，裂纹扩展速率比较缓

慢，随着应力循环次数的增加，裂纹扩展速度以较高的速率增加，最终裂纹扩展

速率急速升高，构件发生瞬间断裂。 

假如保持插入裂纹纵向和横向尺寸以及应力比 R 不变，将载荷力的最大值 Fmax

降低至原载荷的 90%,重复以上计算步骤可以得知，在此状态下滚轧轮轮齿裂纹扩

展寿命约为 1.3×105 次应力循环，即约增加为原寿命的 1.4 倍；如果载荷的最大值

降低至原载荷的 80%，则此时滚轧轮轮齿的裂纹扩展寿命约为 1.8×105次应力循环，

即约增加为原寿命的 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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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保持载荷力的最大值 Fmax以及应力比 R 不变，将初始裂纹的纵向插入长

度变为 0.5mm，重复以上计算步骤可以得知，此时滚轧轮轮齿裂纹扩展寿命约为

6.1×104 次应力循环，即降低至原寿命的 65%；同样的方法，如果令初始裂纹纵向

插入长度变为1mm ，则滚轧轮裂纹扩展寿命约为 2.8×104 次应力循环，即降低至原

寿命的 30%。 

这个结果具有重要意义，它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裂纹扩展寿命的大部分

是消耗在很小的甚至实际上难以看得见的裂纹的扩展阶段；同时，在应力比 R 不

变的情况，如果降低最大载荷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提高其裂纹扩展寿命，在实际工

况中具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5.5 本章小结 

本章对齿轮轴向滚扎成形技术的成形原理及滚轧轮结构作了介绍，并对含半

椭圆形初始裂纹的滚轧轮轮齿进行数值模拟分析，首先，得到裂纹前缘的应力强

度因子分布规律，确定其裂纹扩展形式为Ⅰ-Ⅱ复合型裂纹；然后分步模拟了滚轧

轮轮齿裂纹的扩展轨迹，断口的仿真结果与工况下断口形貌比较接近；最后对滚

轧轮轮齿裂纹扩展寿命进行了预测，并分析了降低载荷以及初始裂纹尺寸大小对

裂纹扩展寿命的影响，同时提出延长滚轧轮使用寿命的建议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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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与展望 
 

6.1 总结 

齿轮滚轧成形加工相对于传统的切削方法加工具有诸多优势，在如今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然而滚轧模具作为齿轮滚轧成形技术的关键组成，在实际生产过

程中，轧制有色金属齿轮还具有一定的寿命，但在轧制钢齿轮时，多次发生滚轧

轮轮齿疲劳断裂现象，此现象对成型件质量及设备造成较大危害。本文以当前常

用的滚轧轮材料—冷作模具钢 DC53 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了室温单轴拉伸、断裂

韧度以及不同应力比条件下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研究，并利用所得试验结果，

对试验所用标准 CT 试样进行边界元法数值模拟分析，将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以及

理论计算结果比较验证。最后，结合 DC53 材料试验结果和已获验证的数值模拟方

法对滚轧轮轮齿裂纹扩展特性进行研究，模拟了滚轧轮轮齿裂纹的扩展轨迹，同

时对滚轧轮轮齿裂纹扩展寿命进行了预测。经过材料力学性能试验和模拟分析以

及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得到了几点对工程实际有价值的结论。全文总结如

下： 

① 通过对滚轧轮材料 DC53 进行室温单轴拉伸试验，测得 DC53 材料的弹性

模量E 212638MPa ，屈服强度 0.2 1442MPa  ，抗拉强度 b 1703MPa  ，断后伸

缩率 1.73%； 

② 对 DC53 材料进行了断裂韧度和不同应力比下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室温下，DC53 材料的断裂韧度 0.5K 22.18MPa m ⅠC ；Pairs 公式

能较好的描述不用应力比条件下 DC53 的疲劳扩展行为，并通过拟合得到不同应力

比条件下裂纹扩展速率的表达式；且试验结果表明，疲劳裂纹扩展速率d / da N 随

着应力强度因子范围 K 、应力比 R 的增大而增大； 

③ 简要介绍了线弹性断裂力学理论以及裂纹尖端附近的应力应变场分布规

律，整理并推导了有关公式，利用三维断裂分析软件 FRANC3D 模拟了标准 CT 试

样穿透型裂纹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并和理论值比较，结果吻合度较好；同时，

利用FRANC3D对标准CT试样的疲劳裂纹扩展寿命作出了预测并和试验结果对比，

吻合较好，误差较小，验证了此数值模拟方法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④ 简要介绍滚轧成形加工原理以及滚轧轮结构的基础上，根据非线性有限元

软件 Deform 对轴向轧制过程的模拟结果，提取滚轧轮轮齿边界条件，利用上述数

值模拟方法模拟分析了含半椭圆形初始裂纹滚轧轮轮齿裂纹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

分布规律，确定其裂纹类型为Ⅰ-Ⅱ复合型裂纹； 

⑤ 利用材料试验结果，并基于最大周向正应力复合型裂纹扩展判据，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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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轧轮轮齿疲劳裂纹的扩展轨迹仿真，仿真结果与服役中失效的滚轧轮齿疲劳断

口形貌比较接近；对滚轧轮轮齿裂纹扩展寿命作出预测，并分析降低载荷最大值

maxF 以及初始裂纹尺寸 0a 对裂纹扩展寿命的影响，将其应用于工程中可以估测含

初始裂纹的滚轧轮的剩余工作寿命，以保证生产效率和安全性。 

 

6.2 展望 

虽然本文对滚轧轮轮齿疲劳断裂分析作了一些工作，但众所周知，工程结构

或构件的疲劳断裂是一个永恒的课题，由于其过程本身复杂，对环境介质、载荷

条件、材料的热处理状态等影响敏感[53]，加之课题研究时间和试验条件有限，还

需在如下几方面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① 由于试验条件的限制，未来可以在材料的显微组织研究方面加入金相显微

镜、扫描电镜（SEM）、透射电镜（TEM）以及断口形貌观察等以便从微观层面更

好的进行材料断裂韧度和疲劳裂纹扩展行为研究； 

② 本文的疲劳裂纹扩展分析是建立在材料符合线弹性断裂力学的假设上的，

但在实际中裂纹尖端必定存在一定范围的塑性，为了使研究结果更进一步的接近

实际情况，考虑裂纹尖端的塑性修正是非常有必要的； 

③ 在获取滚轧轮轮齿的边界条件时，简化了边界条件，应该在有限元模拟和

试验的基础上，获得更精确的载荷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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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谨向罗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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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的精神让我终身受用；感谢严兴春老师三年来对我学习和生活上的帮助和关

怀，他广博的知识面、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幽默活泼的风格让我感受到了科研

的乐趣、实验室大家庭的温暖。在毕业论文的开展中，严老师的诸多宝贵意见和

指导对我毕业课题的顺利完成起到很大的帮助；感谢江桂云老师的谆谆教导，江

老师学术渊博、科研态度严谨，在生活中就像一位兄长，让我明白在科研的道路

上，一样可以活得多样、精彩。 

同时，我要感谢实验室马玲博士、马自勇博士、杜伟奇博士以及 Waheed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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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 

最后，衷心感谢参加评审和答辩的所有专家、教授、老师们！感谢你们的宝

贵建议，愿你们工作顺利，生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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