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利水电技术第51卷2020年第4期

张志韬，顾浩，王海军，等．半圆弯拉下岩石内裂纹扩展规律数值模拟研究[J]．水利水电技术，2020，51(4)：193-

202．

zHANG zllitao，Gu Ha0，wANG Haijun，et a1．Numerical simulation of imemal crack pmpagation in rocks under semi·circle bending[J]．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Engine甜ng，2020，51(4)：193·202．

半圆弯拉下岩石内裂纹扩展

规律数值模拟研究

张志韬1，顾 浩2，王海军1，汤 雷1，刘鑫娜2，戚海棠2

(1．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南京210029；

2．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江苏南京210098)

摘要：岩石内部固有缺陷的存在和扩展是导致其断裂的重要因素，半圆弯拉试验是该领域的重要实

验。为研究半圆弯拉下含三维内裂纹试件扩展路径及断裂特性，基于Franc3D有限元自适应网格划分

技术开展含三维内裂纹scB试样数值模拟，结果表明：(1)基于Fmnc3D软件的三维裂纹扩展与室内

试验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该软件是三维裂纹数值模拟的重要工具。(2)通过M积分得到裂纹尖端应力

强度因子，分析得出对称加栽模型为K。与底部加载跨距呈正相关的I型断裂模式；非对称加载模型

中出现复合断裂模式，随着右侧加载跨距的增加，K．先降低再升高，KⅡ及Km先变化至o，再逐渐升

高。(3)基于最大拉应力准则得到裂纹扩展路径，对称加载模型在I型断裂模式下进行平面扩展后破

坏，非对称加载模型出现复合断裂模式，伴随翼型起裂并扩展至破坏。(4)定量分析对称加载模型裂

纹内部扩展规律得出，裂纹下端扩展速率最大，上端扩展速率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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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阳ct：In order to study the pmpagation path and fractur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ck specimen诵th 3一D intemal cracks，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the SCB specimens containing 3-D intemal cracks is c删ed out based on the technique of finite element

ad印tive mesh generation of Franc3D．The result shows that(1)the result fbm tIle Fmnc3D．based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the 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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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瑚Ick pr0州ion is better consistent诵tIl that h_om tlIe indoortest，帅d tllen tlIe sofhare is锄imponaIlt t∞l f缸tlle numerical

simIIlati∞of 3-D cmck；(2)thmugh M-integral，the stress intens“y fktor at c瑚Ick tip is obtained，锄d tllen it is obtained fmm

tlle relevant analysis that the symmetric loading model is the fiacture·mode I tllat K I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bott锄load-

ed sp肌，while composite fhcture modes 0ccur in tIle鹊ymmetric loading model．Along winl the incre船e of the rigllt-side Ioaded

sp釉，KI is decre船ed砒Iirst柚d then incre鹊ed肌d KⅡ，KⅢis ch舳ged to O蛐d tllen gradually incre鹪ed；(3)tlIe cmck

pmpagation path is obtained in accord柚ce winl the m瓢imum ten8ile stress criterion，fmm which the symmetric loading modelis

destnlcted after pl锄ar propagati蚴under tlle fractudng mode I，while composite fi∞ture modes occur in the鹊yTr蚰etric loading

model，which are extended to destmction along埘th“nged-cracking；(4)it is obtained fbm tlle relev粕t qu舳titative明alysis 0f

the intemal pmpagation law 0f the symmetric loading model that the pr0弘州ing rate at tIIe lower end of crack is the largest，while

tlIe pIopagating Iate at tlle upper end is the smaUesL

鲫or凼：rock fracture；se“-circul舶ending；Franc3D；pmpagati0TI path；3-D crack

0引言

半圆形弯曲(SCB)试样因其简单的几何结构、制

造工艺、试验操作，广泛应用于岩石等脆性材料的断

裂行为研究[1|。如FENG等[2]利用SCB试验，研究

了温度对砂岩I型断裂韧性及断裂特征的影响。

WANG等[3]利用SCB试样对天然裂缝与水力裂缝的

相互作进行了物理实验研究。JIANG等[4]利用石膏类

3D打印材料进行SCB试验，与岩石材料具较一致的

断裂路径。HUANG等[5]用带缺口SCB试件探究了沥

青混合料的抗折性能。赵毅鑫等[6]采用半圆弯拉法

展开对煤样抗拉及断裂性能的研究。ALIHA等[7“]

通过控制试样形状及加载参数对不同类型的三点弯

曲的PMMA板进行了实验和理论研究。并利用SCB

试件开展了沥青混合料的混合型断裂韧度特性指标

研究。

在理论及数值研究方面，uM等[9]于1993年提

出了切口SCB试件的应力强度因子的方法，为混合

模式下断裂性能研究提供手段。FAYED等[1o]采用有

限元程序对带边缘裂纹SCB的L／Ⅱ型应力强度因子

(SIF)进行了计算。zHAO等[11]用离散元模型对含底

部切槽的半圆弯拉试样的动态断裂韧性进行了数值

模拟；EFTEKHARI等⋯利用扩展有限元方法，讨论

了在混合加载下带切口ScB试样的扩展路径及断裂

性能。刘华博[12]借助PFC3D离散元软件构建了花

岗岩数值模型，对单轴压缩下三维裂纹的起裂、扩

展、微裂纹生长曲线等过程进行数值分析。Fu

等[13。14】利用FLAC3D对新型岩石状树脂内单一裂

纹在单轴和双轴压缩作用下的渐进破坏过程进行了

三维数值模拟。

在理论和数值分析方面，当前研究多局限于表面

和穿透裂纹。但是岩石等材料的裂纹多以三维内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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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存在，对其断裂破坏性能影响巨大。而对于三维

内裂纹任意扩展路径的模拟，建模、理论分析、网格

处理都十分复杂。导致三维内裂纹扩展路径模拟一直

是断裂力学的难点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将利用h蚴c3D软件，建立

含竖向内裂纹对称加载模型和非对称加载模型，基于

M积分给出了内裂纹尖端I、Ⅱ、Ⅲ型K的分布规

律，对该试样模型的断裂模式、扩展路径、破坏形

态、扩展速率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为三维内裂纹扩展

路径模拟、断裂特性研究提供数值基础，为相应的工

程实际问题提供参考。

1 仿真手段及数值模型

1．1 Franc3D

为计算工程结构在任意复杂的几何形状、

载荷条件和裂纹形态下的三维裂纹扩展．美国

FAc公司联合康奈尔大学开发了Franc3D软件，

利用该软件，可以展开准静态模式下任意三维

裂纹的数值模拟。该软件常规工作流程如图1

所示，对Franc3D详细功能不做详细赘述，详

见文献[1 5—1 8]。

匦篷垂至至重引重新划分网格
鏊茎售享卜—-(宜强度因子J I：：：!竺竺J

合并

模型

ANSYS／ABAOUS／

NASTRAN

应力分析

图1 Franc3D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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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数值模型及研究方案

1．2．1 数值模型

本文建立两组含三维内裂纹模型如图2所示。试

件为半圆状，半径尺为50 mm，厚度￡为50 mm。内

裂纹形状为圆形，特征尺寸口为10 mm。内裂纹深度

^为15．0 mm。其中2Js为底部加载跨距，Js。为左侧

加载跨距，S：为右侧加载跨距。

■ ■

一

拈
一

(a)对称加载模型

■ ■

Sl ＆

(b)非对称加载模型

图2三维内裂纹模型试样设计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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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研究方案

本次研究方案中。对称加载模型A组保持。佃、

￡／尺不变．探究Js／尺的变化对三维内裂纹的扩展特征

及断裂特性的影响。非对称加载模型B组保持口／R、

￡／尺、．s，肚不变，探究|s2／尺的变化对三维内裂纹的

扩展特征及断裂特性的影响。研究方案如表1所列。

需要说明的是．后文中为验证Fmnc3D模拟裂纹扩展

路径的准确性建立的两种数值模型，仅作为参考模型

并未列入研究方案中。

图3给出了带预制内裂纹半圆弯拉试样的网格模

型。有限元数值模拟中设置的相关参数列出如下：

①材料为各向同性弹性材料，弹性模量E=17．92

GPa，泊松比矽=o．192，密度p=2．3 g／cm3；②模型

上部施加!y方向的应力边界；③模型底部施加y方向

固定的位移约束。

2数值模拟

2．1．1 SIF计算原理

对于应力强度因子采用M积分的方法来计算，

假设两个平衡状态叠加的交互．，积分[1州为

歹=m盯：1)+盯；：，)坚拦一
(∥”邝∞啪u I挚 (1’

t，=∥’+产’+M‘1，2’ (2)

对线弹性材料，应变能密度形=盯ij占；，／2。根据

Betti互等定理，有

表1研究方案

形“’2)-盯；”s；2)-盯；2’占∥ (3)

尺 口 ￡ ．s 2S S， S， S2
模型类型 模型编号

／mm ／mm ／mm 尺 R 尺 ／mm ／mm／mm

A一1 50 10 50 0．2 O．5 50

对称加载 A一2 50 10 50 0．2 O．6 60

(A组) A一3 50 lO 50 0．2 O．7 70

A一4 50 10 50 0．2 0．8 80

B—l 50 lO 50 O．2 0．1 25 5

B一2 50 lO 50 O．2 0．2 25 10

B一3 50 10 50 0．2 0．3 25 15

非对称加载 B一4 50 10 50 O．2 0．4 25 20

(B组) B一5 50 lO 50 0．2 0．5 25 25

B一6 50 10 50 O．2 0．6 25 30

B一7 50 10 50 0．2 O．7 25 35

B一8 50 10 50 O．2 0．8 2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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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b)正视 (c)俯视

．，‘1)

——

．，‘2’

=』
r

=＼
r

(d)左视(内裂纹尖端位置)

图3数值模型

硝’等卅钆峥(4)
嘭，警州2慨撼山 (5)

驴％"’等硝等一粕够‰黪≯魄挚(6)
两个平衡状态下利用能量释放率G与应力强度

因子K的关系．有

G=‘，=孚(Kfl)+磷2))2+字(K(Ⅱl’+K∥+
害(KnKⅣ (7)

∥)．孚(K：1))2+字(K(Ⅱ1))2+半(K岔))2(8)
严’=字(K：2))2+字(K皆))2+半(K酱))2(9)
196

∥)_2[字K嘲2，+字K(Ⅱl，Kn
半K口’K引 (10)

通过选取特定辅助场，可由式(10)，利用远场

的交互M积分得到裂纹端部应力强度因子KI、K。

和KⅢ的解。选取状态1为问题的真实状态K‘I¨=

K．，状态2由纯I型裂纹的渐进解表示，且取

K‘12’=l，K罾’=o，K岳’=o (1 1)

由式(10)和式(11)可得

M¨’2’=2与兰KI (12)

所以

K一=意铲¨’2k赤亭¨’2’(13)
同理可得

Kn=打‰∥1’扪=志事¨，2’(14)
KⅢ=乏南胪’=群万驴’(15)

式中，厂为远离裂尖的积分曲线；6，，为克罗狄克符

号；9为光滑函数；盯：¨、s∥、M；¨均为有限元解；

盯：引、占：¨、配：2’分别为纯I、Ⅱ、Ⅲ型裂纹问题的裂
尖渐近解。

由式(6)、式(13)、式(14)、式(15)可得到裂

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
2．1．2 r应力计算原理

r应力在williams[201线性弹性裂纹尖端应力场

的级数展开中，第二个非奇异项称为弹性r应力，

表示平行于裂纹面作用的应力。FRANC3 D用的是丁

应力求解的一般办法，具体可参阅文献[21—22]的

研究。

2．2室内试验验证

在进行数值模拟之前，首先开展Franc3 D软件进

行任意裂纹扩展路径模拟的准确性验证。为验证纯内

裂纹扩展路径的合理性，首先对比文献『23]，建立

单轴拉伸下含水平内裂纹模型，数值模拟结果证明

Fmnc3D在三维内裂纹扩展路径的一致性。为验证本

研究建模的正确性，基于ABAQus初始模型，利用

Franc3D分别对p=0。、IB=30。、p=54。三种底部切

口角度的砂岩SCB试样进行建模，数值模拟结果与

文献[4]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综上可知，在确保数值

模型正确的前提下，Franc3D可准确模拟三维内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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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点弯拉下扩展断裂的全过程。数值模拟与室内试

验结果如图4所示。

厂弋

L一
(a)文献[23】对比结果

(b)文鲥4]对比结果

图4室内试验与数值模拟对比结果

2．3 SⅡ’计算结果

利用M积分可同时计算出三种断裂模式的应力

强度因子(KI、KⅡ和KⅢ)，应力强度因子描述了裂

纹尖端附近应力奇异性的严重程度，而r应力也能

显著影响裂纹的萌生和裂纹的扩展路径，Franc3D可

以同时给出KI、K¨、KⅢ、丁应力的数值。

2．3．1 对称加载模型

由本节应力强度因子分布可知，A组模型均为

I型断裂模式．此处仅以A—l模型的SIF分布加

以分析论证。以试样内裂纹尖端K⋯，为基准，定义

K。／I K。⋯『为归一化应力强度因子，其中n=I、

Ⅱ、Ⅲ。绘制A—l模型归一化应力强度因子沿裂纹

尖端一周的曲线如图5所示。

分析应力强度因子，得到规律如下：

(1)相对于K。的数量级，KⅡ、KⅢ的数值几乎可

以忽略为零．这说明起裂前，裂纹面处于极大的张拉

作用下，所以裂纹更倾向于沿原裂纹面进行扩展，这

与后文路径模拟中裂纹沿平面扩展相一致。

(2)裂纹下端K。最大，上端KI最小，这与后文

数值模拟中裂纹下端扩展程度大，上端扩展程度小相

一致。

为探究S／R的变化对I型断裂模式下三维内裂

水利水电技术第51卷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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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0．2 0．4 O．6 O．8 1．O

相对周长

图5相对应力强度因子

纹的扩展特征及断裂特性的影响．绘制四组模型起

裂前归一化I型应力强度因子和丁应力如图6和图7

所示。

分析四组模型，得到规律如下：(1)由图6可

知，固定口／R、￡／R不变，裂纹前缘K．随着．s／尺的

增大而增大，此规律与带切口SCB试样规律⋯相同。

(2)由图7可知，纯I型断裂模式下，r应力恒为负

值，这与文献[24—25]指出的在纯I型断裂模式下，

丁应力为负时的裂纹扩展是稳定的．且扩展方向不发

生偏转相一致。裂纹下端丁应力随Js／尺的变化程度

较裂纹上端更为剧烈。

相对周长

图6 I型相对应力强度因子

2．3．2非对称加载模型

首先给出归一化应力强度因子变化规律如图8所

示，分析如下：

(1)根据图8(a)一图8(c)的K I、KⅡ、KⅢ分布

规律可知B一4、B一5模型与对称加载模型K分布规

律一致，判断其为纯I型断裂模式，说明沿模型中心

方向的小范围偏心作用对加载模式的影响较小。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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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甚
篁
1
县

相对周长

图7归一化7．应力

观察K分布并结合后文数值模拟出现的翼型裂纹形

态，笋0断B一1、B一2、B一3、B一6、B一7、B一8

模型为复合型断裂模式。

(2)分析图8(a)可知，随着S：／尺的增加，KI

先降低再升高。需要注意的是，从模型B一3可以

看出，裂纹下端K．的升高要优先于上端，同时下

端的I型作用升高程度更大。B一1、B一2、B一3

模型的裂纹上端I型作用最强，下端最弱。余下模

型与之相反。

(3)通过图8(b)可以看出，随着S，／R的增加，

Ⅱ型作用先变化至0．再逐渐升高，且剪切作用方向

发生改变。需要注意的是，S，他数值较小时，Ⅱ型
作用更强。B—l、B一2、B一3模型的裂纹下端Ⅱ型

作用最强，B一6、B一7、B一8模型的裂纹上端Ⅱ型

作用最强。

(4)通过图8(c)可知，与Ⅱ作用类似，随着S，／R

的增加。Ⅲ型作用先变化至0。再逐渐升高。该组所有

模型中，Ⅲ作用在裂纹尖端相对周长0、0．5、1．O附近

处达到峰值。

(5)此处并未给出归一化r应力图像，需要说明

的是目前的理论研究中对r应力的讨论多基于I型

或I一Ⅱ型加载模式下的二维问题．对纯三维内裂纹

问题下的r应力的讨论分析并不常见。探讨r应力

对纯三维内裂纹扩展机制的影响也是后续数值研究中

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2．4裂纹扩展准则及扩展机理

Franc3D提供了最大拉应力汹1(mts)、最大剪应

力(mss)、广义应力(gs)、能量释放率[271(serr)、平

面扩展五种准则。其中最大剪应力(mss)、广义应力

(gs)和应变能释放率(serr)准则，可用于高剪切和材

料允许剪切为主的裂纹扩展的情况。裂纹的局部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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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周长

(b)Ⅱ型

嚣警℃
O O．2 O．4 O．6 O．8 1．O

相对周长

(c)Ⅲ型

图8 非对称加载模型相对应力强度因子

方向由“扭结”角决定(见图9)。而平面扩展准则将

默认扭结角度为零，忽略了K。的作用。

本试样的数值模拟中，采用最大拉应力(mts)、

准则，M鸭理论预测裂纹将沿“环向”应力最大的方

向扩展。针对本模型具有的各向同性材料特性，环向

应力与I型应力强度因子鼢，相关，其中

鼢，=盯∞历F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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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扭结角示意

准静态模型下。开裂方式由下式决定

鱼婴血盟：o (17)
d卯

叠加张开型I和滑移型Ⅱ裂纹尖端附近应力场。

并用极坐标形式表示如下

cos—■ sm—了卜庶‘3-cosp)+蒜岛(3cos¨1)
p

{"睾瞰⋯础)_3酗叫 (18)卜2蒜‘K(1+cos口)一3舢口] u酬

咖导
卜蒜嘀幽¨球3cos弘1)]

取开裂角为p。，将(18)代人式(17)可得

c。s导【KI sinp+KⅡ(3c。s臼一1)]_o (19)

由c。。昙：o，可解得p：±1T，此解在物理上不

可能存在，因为裂纹不可能沿反方向扩展。

另一组解可由KI sin伊+KⅡ(3cosp一1)=0求得。

令A：KⅡ／KI，将该公式以p角为未知数解出为吩2arctan学 (20)

由于1 pI应小于∥2(否则裂纹将折向反方向扩

展)．为保证这一条件．式(20)只取负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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吩2盯咖n掣罂 (21)

裂纹尖端应力场如图10所示。

∥焱
＼ ／ 仃ppm“

～＼∑久舭
一

裂纹尖端

图10裂纹尖端应力场

M积分计算出的应力强度因子用于预测裂尖的

扩展方向和扩展程度，此过程分三个步骤：(1)基

于极坐标下的裂纹前缘各个节点的应力状态计算其

局部扭结角度；(2)使用准静态模型计算各个有限

元节点局部裂纹扩展的相对量；(3)利用多项式曲

线推断和平整裂纹面。裂纹前沿扩展机理如图11

所示。

2．5裂纹扩展模拟结果

图12和图13给出了两组模型裂纹扩展与破坏路

径(以模型A一1、B一8为例)，便于读者更好的从

整体上把握试验断裂过程。然后详细展开对裂纹扩展

路径、破坏过程、裂纹扩展速率的分析。

通过观察两个模型内裂纹扩展路径及破坏过程．

得到规律如下：

(1)A一1模型内裂纹在I型断裂模式下进行平

面扩展，裂纹下端先到达试样底部．之后裂纹迅速

向四周扩展，最后形成贯穿裂纹使试样断裂成对称

的两部分。

(a)计算局部扭结角

水利水电技术第51卷2020年第4期

(b)计算局部扩展距离 (c)拟合并外伸

图11裂纹前沿扩展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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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 Step4

(a)模型A．

StepO Step4

Step6 Stepl4 Step2

(b)模型B*8

图12模型裂纹扩展破坏过程

n
L一

■●●●—————-
(a)模型内部

蓁孱
(b)裂纹扩展总路径

图13模型裂纹扩展破坏路径

(2)B一8模型在复合型断裂模式下产生内裂纹

起裂，裂纹上下尖端出现翼型包裹状裂纹，在KI均

为正值的情况下，翼裂纹方向相反，说明该模型上下

裂纹尖端剪切作用方向相反，这与图8(b)中KⅡ的分

布规律相符。裂纹下端K．较大，所以下翼裂纹率先

到达模型底部，之后裂纹面向四周扩展．最后沿着上

翼裂纹尖端形成的贯穿裂纹使试样断裂成不对称的两

部分。图12(b)可以观察到断裂面有向模型顶部倾斜

的趋势，这可以称之为剪应力的“修正”．其作用就

是使偏转的裂纹回到一个与外加场引起的最大主拉应

力相垂直的一个稳定的平面上，最终由I一Ⅱ混合型

朝向纯I型转变。

2．6裂纹扩展速率

为定量分析A组对称加载模型裂纹起裂到即将

扩展至式样底部的扩展规律，选取该阶段进行分析。

为得到精确解。扩展步长默认为裂纹半径的15％～

20％，裂尖单元环半径默认为裂纹半径的10％。本

阶段设置扩展步长为裂纹半径的15％．为0．75 mm，

保持不变。裂尖单元环半径为默认值。取裂纹下端

(A点)、上端(C点)、右端(B点)处为定量观测特

征点，获取每一扩展步的扩展距离．该阶段裂尖特征

点随每一扩展步的变化规律如图14所示。

由图14可知，裂纹下端(A点)扩展速率最大，

裂纹上端(c点)扩展速率最小。且A、c两点的扩

展速率有增大的趋势，B点的扩展速率几乎保持不

变。同时可以观察到模型A一2的内裂纹仅用4步

水利水电技术第51卷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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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4扩展步长与扩展前沿示意

[2]

[3]

[4]

[5]

就扩展至模型底部，在四组模型中，其裂纹尖端扩

展速度最快。 『6]

3结论

利用Franc3D软件对三点弯拉下含三维内裂纹模

型进行数值模拟。通过对对称加载、非对称加载两组

模型的讨论．开展三维内裂纹扩展规律及断裂特性的

研究．得到结论如下：

(1)基于Franc3D软件的数值模拟与室内试验结

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该软件是三维裂纹扩展数值模

拟的有力工具。

(2)通过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得出对

称加载模型均为I型断裂，且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

与底部加载跨距呈正相关，丁应力恒为负值，与带切

口SCB试样规律相同。非对称加载模型中出现复合

断裂模式，随着右侧加载跨距的增加，K，先降低再

升高，KⅡ／KⅢ先变化至0，再逐渐升高。

(3)基于MTS准则对两组试样裂纹扩展与破坏过

程进行模拟，对称加载组内裂纹在I型断裂模式下进

行平面扩展，形成的贯穿裂纹导致试样断裂成对称的

两部分。非对称加载组出现复合断裂模式，裂纹上下

尖端出现翼型包裹状裂纹．最后沿着上翼裂纹尖端形

成的贯穿裂纹使试样断裂成不对称的两部分。

(4)定量分析对称加载模型裂纹扩展至式样底部

的扩展规律，得出裂纹下端扩展速率最大，裂纹上端

扩展速率最小，且加载跨距与试样半径比为0．6时，

裂纹尖端扩展速度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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