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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焊U肋内侧焊缝初始裂纹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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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正交异性钢桥面板双面焊U肋的内侧焊缝疲劳失效模式开展疲劳试验，基于断裂力学理论，采

用FRANC3D-ANSYS交互技术研究U肋内侧焊趾初始裂纹的扩展特性及裂纹的初始角度效应，得到初始

裂纹具备扩展能力的有效角度区间，推导并给出相应的拟合计算公式。研究结果表明：双面焊U肋构造具

有裂纹在内侧焊趾萌生并沿腹板厚度方向扩展的疲劳失效模式，裂纹初始角度具有不确定性；裂纹为 I型

主导的 I-II-III复合型裂纹，初始角度越大的裂纹，II-III型特征越强；裂纹初始角度主要影响结构在裂纹扩

展阶段的疲劳寿命分布，初始角度较大的裂纹在经历扩展速率快速增长阶段后，会更快地达到失稳扩展；

裂纹能否扩展不能直接通过有效应力强度因子去判定，可结合初始裂纹扩展的有效角度区间判断，区间大

小与裂纹形状比呈分段线性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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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itial crack characteristics of inside weld in both-side

welded U-r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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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fatigue test was carried out on the fatigue failure mode of the U-rib inside weld toe in both-side

welded rib-to-deck joints. Based on fracture mechanics theory, the initial crack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itial angle effect were studied by using FRANC3D-ANSYS technology. A fitting formula of the initial crack

收稿日期：2021−01−01；修回日期：2021−03−09

基金项目(Foundation item)：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578047，51778043)；中国铁路总公司科技研究开发计划项目

(2014G004-B)；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特大研发项目(2014-ZJKJ-03) (Projects(51578047, 51778043)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Project(2014G004-B) supported by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Railway

Corporation; Project(2014-ZJKJ-03) supported by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 Ltd. Technology Mega R&D

Funding Program)

通信作者：雷俊卿，博士，教授，从事大跨度桥梁结构理论及钢桥疲劳研究；E-mail：jqlei@bjtu.edu.cn

DOI: 10.11817/j.issn.1672-7207.2021.10.021

引用格式：郭殊伦, 雷俊卿, 黄祖慰 . 双面焊U肋内侧焊缝初始裂纹特性研究[J].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52(10): 3581-
3594.
Citation:GUO Shulun,LEI Junqing,HUANG Zuwei. Study on initial crack characteristics of inside weld in both-side welded U-rib[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1, 52(10): 3581-3594.



第 52 卷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growth effective angle range was derived, and only in this range the initial cracks could grow.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fatigue failure mode of crack appearing at the U-rib inside weld toe and propagating along the

thickness direction of the web, the initial crack angle is uncertain. The crack belongs to I-II-III composite mode

dominated by mode I, and the features of II-III mode are more obvious when initial crack angle is larger. The

initial crack angle of the inside weld toe of U-rib mainly affects the fatigue life distribution of structure at the crack

growth stage, and the crack with larger initial angle enters unstable propagation relatively quickly. Whether the

crack propagates or not cannot be judged by the effectiv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and it can be judged by the initial

crack growth effective angle range. The initial crack growth effective angle range is linearly negative correlated

with the crack shape ratio in the form of a piecewise function.

Key words: both-side welded U-rib; fracture mechanics; crack propagation simulation; initial crack angle

正交异性钢桥面板在底部设置了纵、横向正

交垂直的加劲肋，可满足2个方向上不同的刚度需

求，具有强度高、质量小、跨越能力强、制造容

易和施工便利等优点，在工程中得到了普遍应用。

但在车辆荷载的反复作用下，其疲劳开裂问题突

出[1−6]，对于具有闭口纵肋的构造来说，连接纵向

U肋与顶板的焊缝是正交异性钢桥面板中最易发生

疲劳破坏的部位之一[7−12]。

焊根位置未熔透是导致传统单面焊构造细节

疲劳开裂的主因，其主导疲劳失效模式为顶板焊

根开裂并沿顶板厚度方向扩展[13]。针对该问题，国

内外研究者研发了正交异性钢桥面板自动化U肋

内焊系统，推出U肋与顶板新型双面焊构造以提

升该细节的疲劳性能，并成功运用于实际工程

中[14−16]。然而，目前对于双面焊构造的疲劳开裂问

题尚缺少深入、系统分析，与单面焊相比，双面

焊构造疲劳破坏模式上最大的不同在于：当熔透

率满足一定要求时可基本消除焊根开裂，但存在U

肋内侧焊趾开裂并沿腹板厚度发展的疲劳破坏模

式[17]，这是单面焊构造所不具备的。这种裂纹位于

桥面板下方闭口肋内部，常规巡检难以检出，检

出时裂纹一般穿透钢板，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桥梁

耐久性问题，进而影响运营质量[18]。

断裂力学的发展为疲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

论基础和有效工具，国内外学者基于断裂力学理

论对正交异性钢桥面板U肋与顶板焊接构造的疲

劳裂纹扩展特性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其中鲜有对

于初始裂纹角度问题的分析。由于内焊过程的复

杂性和随机性，焊接裂纹等初始缺陷难以避免，U

肋内侧焊趾的初始裂纹也可能具有较强的几何不

确定性，且目前对于新型双面焊构造下的U肋内

焊趾疲劳开裂问题认识不足，亟须对该细节的疲

劳裂纹扩展特性进行研究。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作者基于三维断裂力学

理论，结合正交异性钢桥面板足尺节段疲劳试验，

研究U肋与顶板双面焊构造的U肋内侧焊趾疲劳

裂纹扩展特性，重点研究初始裂纹角度因素的影

响。研究成果有助于研究者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该

细节处的疲劳裂纹扩展问题，并为相关研究提供

依据和参考。

1 疲劳裂纹扩展理论及方法

1.1 表面裂纹特征化

图1所示为典型的半椭圆表面裂纹。国际焊接

学会(IIW)指出，当不明确面状表面缺陷具体形状

尺寸时，可采用半椭圆形对其进行模拟[19]，裂纹深

度为a，表面长度为2c。

1.2 基于断裂力学的疲劳裂纹扩展理论

断裂力学中，KNOWLES 等[20]提出的 M 积分

比 J积分能更有效地反映裂纹扩展规律，本文选取

M 积分计算应力强度因子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SIF)。在此基础上采用BS7910所推荐的有效应力

强度因子幅值计算公式来体现3种应力强度因子的

图1 半椭圆形表面裂纹

Fig. 1 Semi-elliptical surface c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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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影响[21]，并采用应用较广泛的最大周向拉应力

理论计算裂纹面扩展角度，表达式如下：

ΔKeff = ΔK 2
I + ΔK 2

II +
ΔK 2

III

1 - v
(1)

θ = 2arctan ( 1 - 1 + 8( KII /KI )
2

4 ( KII /KI ) ) (2)

式中：v为泊松比，此处取 0.3；ΔKI，ΔKII 和ΔKIII

分别为 I， II 和 III 型裂纹对应的应力强度因子

幅值。

采用NASGRO扩展模型计算裂纹的扩展速率，

NASGRO基于FORMAN模型进行了改进，考虑裂

纹张开效应、应力比、扩展门槛值及断裂韧性的

影响，因而比 PARIS 和 WALKER 模型更加全面，

其表达式如下[22]：

da
dN

= C
é

ë
ê( 1 - f

1 - R )ΔK
ù

û
ú

n ( )1 -
ΔK th

ΔK

p

( )1 -
ΔKmax

Kc

q
(3)

式中：R为应力比；ΔK为应力强度因子幅值；C，

n，p和q为与材料相关的参数；ΔK th为应力强度因

子幅值门槛值；Kc为材料断裂韧性；Kmax为最大应

力强度因子；f为裂纹张开函数，具体形式可见文

献[23]。以上参数可根据相关数据库进行选取和计

算，本文选取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数据库

结果。

裂纹扩展采用指定应力强度因子中值节点扩

展步长的方式[23]，其原理如图2所示。指定中值节

点 i处的扩展可由下式计算：

Δai = Δamedian

æ

è

ú

ú

ú
úú
ú

da
dNi

da
dNmedian

ö

ø

÷

÷

÷
÷÷
÷ (4)

式中：Δa为扩展步长；da/dN为扩展速率；下标 i

和median分别表示裂纹前缘第 i点及应力强度因子

中值点。

1.3 FRANC3D-ANSYS交互技术

裂纹前缘位置更新及网格划分可运用ANSYS

或ABAQUS等有限元软件实现，但过程较为烦琐

且难以控制网格质量。FRANC3D软件可简单、高

效地进行裂纹网格划分，并已在航空、机械等领

域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运用 FRANC3D-ANSYS

交互技术对疲劳裂纹的扩展过程进行模拟，交互

流程如图 3所示。FRANC3D能够方便地对原模型

进行切分并导入ANSYS进行合并计算，从而显著

减小工作量，可在裂纹前缘生成高质量的对称单

元环形式网格(template)以尽量消除计算误差，并

对结果进行光顺化处理，显著提升了计算精度。

2 疲劳试验及数值模拟方法验证

2.1 试验概况

试件共 3 个 ( 编号为 T1， T2 和 T3)，采用

Q345qE钢材，其为某大桥正交异性钢桥面板中的

双面焊U肋节段，截取顶板宽度为 700 mm，长度

为 300 mm，U肋与顶板采用双面焊全熔透焊接方

式以彻底消除焊根开裂的影响，细部尺寸、约束

加载装置、焊缝形式及试验现场布置如图 4所示。

加载方式及设备参照曾志斌等[24]的试验进行安排，

作动器荷载通过分载梁传递至U肋外侧顶板(图 4

图2 指定中值点扩展

Fig. 2 Specified median extension

图3 FRANC3D-ANSYS交互流程

Fig. 3 Interaction process of FRANC3D-AN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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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而使U肋内侧焊趾附近受拉弯应力，以考察其

疲劳开裂性能。根据静载试验结果取65 kN作为疲

劳荷载最大值，应力比为0.031，频率为4 Hz。

2.2 疲劳破坏现象

裂纹位置及扩展情况如图 5(a)所示。试件T1，

T2和T3均于U肋内侧焊趾外推 0~2 mm范围内起

裂，裂纹沿腹板厚度方向扩展，最终导致U肋与

顶板的连接失效。文献[25]对 9个双面焊U肋试件

进行疲劳试验也得到了与本文相似的结果。试件

整体断面与腹板表面基本垂直，但初始裂纹面区

域与腹板表面的夹角具有不确定性；初始裂纹的

形状近似为半椭圆或半圆。通过实测并计算初始

裂纹区与腹板表面法向的夹角，规定垂直腹板表

面为 0°，偏向顶板方向为正，反之为负，测得初

始裂纹区与腹板表面法向夹角的最大值约为+16°，

最小值约为−10°，分别如图5(b)和5(c)所示。

2.3 疲劳裂纹模拟方法验证

2.3.1 标准试样验证

试验得到的裂纹均为表面裂纹，以梁长锦等[26]

选用的含表面裂纹的标准拉伸钢板试样作为验证

算例。对文献[26]中 2组试样的表面裂纹应力强度

因子进行计算，结果如图6所示。从图6可以看出

运用FRANC3D-ANSYS交互技术可以合理计算表

面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

(a) 试件尺寸(单位：mm)；(b) 约束及加载装置；(c) 双面焊全熔透构造；(d) 试验现场布置

图4 试件及试验布置

Fig. 4 Specimen and arrangement of test

(a) 裂纹位置及扩展情况；(b) 裂纹正向初始角度；(c) 裂纹负向初始角度

图5 试件的疲劳破坏现象

Fig. 5 Fatigue failures of speci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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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本文试验验证

裂纹的扩展路径及形状变化对比结果如图7和

图 8 所示。从图 7 和图 8 可以看出 FRANC3D-

ANSYS交互技术能够合理模拟裂纹扩展路径及形

貌变化特征。

综上，可以借助 FRANC3D-ANSYS交互技术

对裂纹扩展特性进行分析。

3 裂纹扩展数值模拟

3.1 计算模型

运用ANSYS按照试件实际尺寸建模，统一采

用六面体网格划分，单元类型为Solid185。图 9所

示为在FRANC3D中切分子模型，于U肋内焊趾中

点垂直外推1 mm处插入初始裂纹，采用三层对称

单元环的形式划分裂纹前缘网格以保证计算精度，

单元环最内圈采用 15节点楔形体单元，中间层采

用 20节点六面体单元，裂尖与全局模型过渡区采

用 13节点金字塔单元，单元环外部全局模型采用

10节点四面体单元，初始状态下单元数为166 532

个。裂纹插入位置及前缘网格划分如图10所示。

3.2 初始裂纹参数

根据试验结果及文献[27]，半椭圆表面初始裂

纹深度一般不超过 0.5 mm，可取该值作为初始裂

纹深度以反映最不利情况。初始裂纹几何参数如

表 1 所示，其中，ω 为初始裂纹形状比，ω =

a0 / (2c0)， α0 为初始角度，其相关定义如图 11

所示。

(a) 裂纹实际扩展路径；(b) 裂纹模拟扩展路径

图7 裂纹扩展路径对比

Fig. 7 Comparison of crack growth path

(a) 一组；(b) 二组

图6 应力强度因子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S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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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裂纹扩展

计算模型如图 12所示。采用与试验相同的方

式对U肋下半部进行固定约束，并在两侧顶板对

称垂直加载。最大拉应力位于U肋内焊趾处，当

荷载为 65 kN 时，最大表面拉应力模拟值为

340.52 MPa，小于且接近屈服强度345 MPa，选取

2~65 kN作为弹性阶段最不利荷载幅进行加载，应

力比 R=0.031。初始裂纹前缘单元环网格半径取

(0.02~0.1) × min (a0, c0)；裂纹扩展时，单元环网

格半径取 (0.1~0.6 ) × min (Δai, Δci)，扩展步长取

裂纹最小特征尺寸的15%。

(a) 裂纹实际扩展形状； (b) 裂纹模拟扩展形状

图8 裂纹扩展形状对比

Fig. 8 Comparison of crack shape in growth

图9 子模型切分

Fig. 9 Local model dividing

(a) 裂纹前缘单元环网格；(b) 初始裂纹

图10 裂纹位置及网格

Fig. 10 Position and mesh of crack

表1 初始裂纹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initial cracks

裂纹编号

C1

C2

C3

C4

C5

几何参数

a0/mm

0.5

0.5

0.5

0.5

0.5

c0/mm

2.500

1.000

0.500

0.335

0.250

ω

0.10

0.25

0.50

0.75

1.00

图11 初始裂纹角度定义

Fig. 11 Definition of initial crack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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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裂纹扩展特性分析

4.1 裂纹前缘计算点选取

裂纹前缘计算点如图 13所示，取裂纹前缘A，

B，C，D，E 和 F 点作为计算点，分别对应 θ为

0.5π，0.4π，0.3π，0.2π，0.1π和 0。其中，表面点

及其附近较小区域不符合平面应变假设，计算结

果存在一定的误差，根据应力强度因子手册[28]的建

议，可根据偏于内部的计算值进行小范围外推得

到较为准确的结果。

4.2 基于初始角度的裂纹扩展

4.2.1 试验现象分析

当试件剩余断面不足以承受外荷载(剩余断面

应力达到或超过了材料的静强度)时，裂纹将出现

失稳扩展，从而引发截面瞬断[29]。试件断口如图

14所示。从图 14可知：断口存在明显的瞬断区，

其形貌较为粗糙，与疲劳条带部分区别显著，后

者平均宽度占断口总宽度的0.5~0.6。

以半圆形初始裂纹C3为代表，在不同的初始

角度下对裂纹扩展过程进行计算。用归一化裂纹

深度D = a t /t衡量裂纹的扩展程度，其中 a t为裂纹

前缘最深点在腹板横截面上的投影深度，t为腹板

厚度。为尽量避免裂纹扩展过程中表面点计算误

差的干扰，选取裂纹前缘A点和E点进行分析。有

效应力强度因子幅值 ΔKeff 的变化情况如图 15 所

示。从图 15可见：不同初始角度的裂纹应力强度

因子整体发展趋势相近，当D在 0.3~0.4之间时出

现一定程度的离散，结合试件疲劳条带形状可认

为此时裂纹进入失稳扩展；当D在0.4~0.5之间时，

图12 试件的ANSYS有限元模型

Fig. 12 ANSYS FEM model of specimens

图13 裂纹前缘计算点

Fig. 13 Calculation points on crack front

图14 试件断口

Fig. 14 Fracture section of specimen

裂纹前缘位置：(a) A点；(b) E点

图15 有效应力强度因子幅值发展曲线

Fig. 15 Development curve of equivalent SIF ampl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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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强度因子的离散程度再次显著增大，在D=0.5

左右扩展模拟终止。模拟结果与试验中试件的断

口特征基本一致。不同初始角度的裂纹达到失稳

时的归一化裂深具有一致性，与初始角度无关，

进一步表明裂纹失稳及截面瞬断取决于剩余截面

抵抗外荷载的能力，且通过应力强度因子的整体

变化趋势判断，裂纹沿长度方向的扩展是后期导

致截面剩余面积减小的主因。

4.2.2 裂纹扩展阶段的疲劳寿命分布

这里仅以最深点A的扩展速率为例进行展示，

如图 16所示。按速率变化情况可将裂纹最深点扩

展过程分为 3个阶段：扩展速率快速增长阶段(第

一阶段)、平稳下降阶段(第二阶段，缓冲段)和失

稳阶段(第三阶段)。根据计算结果，统一将 D =

0.35作为本文算例中裂纹达到失稳时的归一化裂

深，此时所对应的疲劳寿命记为扩展阶段的全寿

命N；用Nu表示扩展速率快速增长阶段的寿命，Ns

表示速率平稳下降阶段寿命，则有N=Nu+Ns。裂纹

最深点扩展速率随荷载循环次数的变化如表 2

所示。

由图16和表2可知：在裂纹扩展速率方面，α0

对第一阶段影响显著，当 || α0 较大时，裂纹初期扩

展速率较小，但速率增幅较大，该阶段内裂纹与

外界的能量交换速度快，周边应力状态不稳定；

第二阶段裂纹扩展速率较为平稳，几乎不受 α0 影

响。在疲劳寿命方面， || α0 越大，Nu/N就越大，相

应的Ns/N就越小，意味着 || α0 较大的裂纹在整个扩

展过程中的不稳定性更强，缓冲段占比更小，裂

纹经历速率快速增长期后会相对更快地达到失稳，

进而导致截面瞬间破坏。可见双面焊U肋内侧焊

趾的初始裂纹角度主要影响构造的疲劳寿命分布，

初始角度较大的裂纹会对桥梁检测周期的制定、

维修加固等工作带来不利影响。研究中应全面考

虑裂纹的初始角度因素，在进行预制裂纹扩展试

验或数值模拟等之前，应合理设置初始裂纹角度。

4.3 初始裂纹角度

以半圆裂纹 C3 为例，用 |KII /KI |和 |KIII /KI |反
映3种应力强度因子的大小关系，得到裂纹前缘在

不同初始角度下的应力强度因子变化规律如图 17

所示。分析结果可知：

1) 裂纹整体上属于 I型主导的 I-II-III型复合裂

纹，在某一初始角度下可视为纯 I 型，该算例中

α0为 + 5°左右，记该特征角度为α0 - p；

2) 裂纹的 || α0 越大，II和 III型特征越明显。当

|| α0 较大时，KII 在表面和最深点均具有较大占比，

此时，裂纹前缘不同位置所处的应力差异较大，

但总体上仍为 I型主导的裂纹；KIII 自裂纹最深点

向表面逐渐增大。具备一定初始角度的深处和表

面附近裂纹在扩展过程中，分别在KII和KIII的主导

作用下发生偏转，如图18所示。

裂纹的最初扩展状态是指初始裂纹经历最初1

次荷载循环前后的变化状态，根据裂纹扩展门槛

表2 裂纹扩展速率变化

Table 2 Change of crack growth rate

α0 / (° )

−40

−20

0

20

40

扩展状态

(Nu/N)/%

68.3

67.3

50.8

66.7

72.2

扩展速率迅速增长，受初始角度影响大

扩展速率变化/%

+561.0

+221.4

+143.2

+143.5

+225.4

平均速率变化/%

+258.9

(Ns/N)/%

31.7

32.7

49.2

33.3

27.8

速率缓慢减小，扩展平稳，几乎不受初始角度影响

扩展速率变化/%

−9.6

−9.7

−12.0

−9.9

−5.5

平均速率变化/%

−9.3

图16 裂纹最深点扩展速率

Fig. 16 Development curve of equivalent SIF ampl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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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ΔK th 的定义，可通过对该状态进行计算来判断

裂纹在给定荷载幅下是否具备扩展能力。根据

ASTM数据库结果，得到Q345的同性能钢材在R=

0.031 时对应的 ΔK th = 168.9 MPa · mm0.5，在最不

利荷载幅下，对不同 α0 裂纹的最初扩展状态应力

强度因子幅值进行计算，结果如图 19所示。从图

19可知：

1) 以α0 - p为基准，裂纹前缘ΔKI随 | α0 |的增大

而减小，ΔKII 和 ΔKIII 随 | α0 |的增大而先增大后减

小，且始终小于ΔK th，可知U肋内焊趾初始裂纹的

扩展由ΔKI > ΔK th引起，ΔKII和ΔKIII在裂纹最初扩

展时仅对扩展角度产生影响；当 | α0 |超过一定值

时，ΔKI，ΔKII 和ΔKIII 均小于ΔK th，此时，初始裂

纹不扩展。

应力强度因子比值：(a) |KII /KI |；(b) |KIII /KI |
图17 应力强度因子比值曲面及等高线图

Fig. 17 SIF ratio curve surface and contour map

(a) KII主导作用下的偏转；(b) KIII主导作用下的偏转

图18 裂纹偏转

Fig. 18 Crack deflection

裂纹前缘位置：(a) A点；(b) B点；(c) C点；(d) D点；(e) E点；(f) F点

1—ΔKI；2—ΔKII；3—ΔKIII；4—ΔKeff；5—ΔK th；6—α0 - p。

图19 裂纹最初扩展状态的应力强度因子幅值

Fig. 19 SIF amplitude of crack at beginning of propa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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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ΔKeff 与ΔKI 的变化趋势相似，说明ΔKeff 可

以合理反映裂纹扩展过程中应力强度因子的整体

变化规律；但在 | α0 |较大的裂纹中(包括焊接裂纹

或其他外因导致的裂纹)，当ΔKI，ΔKII 和ΔKIII 均

小于ΔK th 时，仍可能有ΔKeff > ΔK th，故有效应力

强度因子幅值不能作为评估裂纹扩展与否的依据，

在相关研究中应分别通过3种应力强度因子幅值与

裂纹扩展门槛值来判断裂纹是否扩展。

4.4 初始裂纹扩展的最大有效角度区间

从前文分析可知，初始裂纹仅在某个有效角

度区间内扩展。裂纹的几何参数、裂纹处应力状

态及钢材类型均有可能对该区间产生影响。本文

以形状比为参数对有效角度区间进行分析。

4.4.1 形状比参数分析

取 0.5 mm作为工程中初始裂纹最大深度[27]以

反映最不利情况。根据前文分析，运用ΔKI和ΔK th

的大小关系去判定双面焊U肋内焊趾处初始裂纹

的扩展情况，以裂纹C1~C5为计算对象，有效角

度区与裂纹形状比的关系分别如图 20 和图 21

所示。

由图20和图21可得出：

1) 以|Δα0 - e | = | α0 - max - α0 - min |定义U肋双面焊

内焊趾初始裂纹扩展的有效角度区间，α0 - max 和

α0 - min分别为区间的初始角度上下限。初始裂纹仅

在 |Δα0 - e |内具备扩展能力，角度位于区间外的初

始裂纹在结构弹性阶段内不扩展；该区间由裂纹

前缘各点的ΔKI与母材ΔK th的大小关系决定；初始

裂纹的 α0 - p 不随形状比改变；在同一应力比下，

|Δα0 - e |随ω的增大而减小。在各形状比下，U肋内

焊趾初始裂纹的|Δα0 - e |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2) 扁长形裂纹(ω < 0.5)在一定的初始角度范围

内沿表面长度方向不扩展，仅在深度方向上发生

局部扩展，或前者的扩展程度比后者的小，窄深

形裂纹(ω > 0.5)则与之相反。裂纹局部扩展行为如

图 22所示，该过程中裂纹形状比发生变化，逐渐

趋于整体扩展。

4.4.2 有效角度区间的数学模型推导

在推导 |Δα0 - e |~ω的数学模型前需对函数类型

进行确定，以保证模型的真实合理性。推导基于3

个近似假设。

1) 选点假设。从图 20可知：①随着 | α0 |的增

大，初始裂纹表面点的应力强度因子减小速度比

其他点的大(ω=0.1的裂纹除外，但此时表面点的

应力强度因子始终比其他点的小)，该现象使得

|Δα0 - e |与表面点的应力强度因子幅值无关；②当

ω < 0.5时，|Δα0 - e |取决于裂纹最深点ΔKI 与母材

的ΔK th；当ω > 0.5时，|Δα0 - e |取决于近表面区域

形状比ω = a0 / (2c0)：(a) ω=0.1；(b) ω=0.25；(c) ω=0.5；(d) ω=0.75；(e) ω=1

图20 初始裂纹扩展的有效角度区间

Fig. 20 Effective angle range of initial crack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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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表面点)的裂纹前缘最大ΔKI 与母材的ΔK th；

当 ω = 0.5 时，|Δα0 - e |由以上两者共同决定。因

此，近似假设 |Δα0 - e |由最深点 A 和近表面点 E

(θ/π = 0.1)的ΔKI与母材ΔK th的大小关系决定。

2) 线性假设。①不同初始角度裂纹的ΔKI - A和

ΔKI - E 分别在ω < 0.5和ω > 0.5时随ω近似呈线性

变化(如图23所示)，当荷载工况确定时，可假设其

斜率 kA 和 kE 均为定值；②可近似假设ΔKI 在接近

ΔK th时随α0呈线性变化(如图24所示)。

3) 对称假设：根据图 20，除表面点外，可近

似假设裂纹前缘任一点处的ΔKI 在任意ω时关于

α0 - p对称分布，且α0 - p不受ω影响。

根据近似假设可得到如图 25 所示的几何模

型，图25中ω i (i = 1, 2,⋯)表示不同的形状比，且

ω1 < ω2。

根据假设 1)，可知 |Δα0 - e |~ω应为分段函数形

式。首先将ω=0.1 和ω=1 作为讨论的形状比上下

限，应以ω=0.5作为分段函数分界点。再根据假设

2)，结合图25中的几何关系可推出：

Δ |Δα0 - e | = {2cotγ | ω1
· Δ (ΔKI - A), 0.1 ≤ ω < 0.5

2cotγ | ω2
· Δ (ΔKI - E),ω ≥ 0.5

(5)

根据假设2)，结合图23，可得到

图21 初始裂纹扩展的有效角度区间与形状比的关系

Fig. 21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ective angle range of

initial crack growth and shape ratio

表3 不同形状比的初始裂纹扩展有效角度区间

Table 3 Effective angle range of initial crack growth

with different shape ratios

裂纹编号

C1

C2

C3

C4

C5

a0/mm

0.5

0.5

0.5

0.5

0.5

α0 - p/(°)

+5

+5

+5

+5

+5

ω

0.1

0.25

0.5

0.75

1

||Δα0 - e /(°)

134.5

127.9

108.5

98.5

92.8

(a) 裂纹沿深度方向局部扩展；

(b) 裂纹沿长度方向局部扩展

图22 裂纹初始角度及形状比对扩展行为的影响

Fig. 22 Effect of initial angle and shape ratio of crack on

propagation behavior

裂纹前缘位置：(a) A点；(b) E点

图23 应力强度因子幅值随裂纹形状比的变化

(线性假设①)

Fig. 23 Change of SIF amplitude with crack shape ratio

(linear assumption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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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ΔKI ) = {Δ (ΔKI - A) = kA · Δω, 0.1 ≤ ω < 0.5

Δ (ΔKI - E) = kE · Δω,ω ≥ 0.5
(6)

将式(6)代入式(5)，可得到

Δ |Δα0 - e | =
ì

í

î

êê
êê

2cotγ | 0.1 · kA · Δω, 0.1 ≤ ω < 0.5

2cotγ | 0.5 · kE · Δω, ω ≥ 0.5

Δω = ω2 - ω1, 0.1 ≤ ω1 < ω2

(7)

根据假设 2)及图 23可知 kA和 kE在荷载工况确

定时为定值且小于 0，故 |Δα0 - e |与ω以ω = 0.5为

分界点呈分段线性负相关，根据式(7)可得拟合公

式的一般形式：

|Δα0 - e | = {k1ω + b1, 0 < ω < 0.5

k2ω + b2, ω ≥ 0.5
(8)

式中：k1，b1，k2 和 b2 为与初始裂纹ΔKI 及材料门

槛值ΔK th有关的常数。Q345钢材正交异性桥面板

U肋内侧焊趾初始裂纹扩展的最大有效角度区间拟

合结果如图26所示，在最不利应力工况下，有k1 =

-66.286，b1 = 142.41，k2 = -31.4，b2 = 123.48。

式(8)基于材料弹性阶段内的最大应力幅及工

程上一般认为的最大初始裂纹深度得出，计算结

果反映了该条件下 |Δα0 - e |的最大值，也可采用相

同方法给出特定材料及应力水平下的 |Δα0 - e |。该

拟合计算式有助于研究者在裂纹扩展计算中合理

设置初始角度，全面考虑初始角度因素，有助于

加深对疲劳裂纹扩展特性的理解，也可为裂纹检

测周期的安排、维修加固对策的制定提供合理参

考依据。

5 结论

1) U肋与顶板双面焊构造存在U肋内焊趾开裂

并沿板厚方向扩展的疲劳破坏模式，最终裂纹的

失稳扩展引发腹板截面的瞬断导致连接失效；初

始裂纹的角度具有不确定性。

2) U肋内焊趾裂纹为 I型主导的 I-II-III型复合

图25 初始裂纹扩展的有效角度区间几何推导模型

Fig. 25 Geometric derivation model of effective angle

range of initial crack

图26 初始裂纹扩展的有效角度区间拟合结果

Fig. 26 Fitting result of initial crack growth effective

angle range

不同ω的ΔKI：(a) 0.1≤ω≤0.5，ΔKI - A；(b) ω≥0.5，ΔKI - E

1—ω=0.1；2—ω=0.25；3—ω=0.5；4—ω=0.75；

5—ω=1；6—ΔK th；7—α0 - p。

图24 应力强度因子幅值随裂纹初始角度的变化

(线性假设②)

Fig. 24 Change of SIF amplitude with initial crack angle

(linear assumption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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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裂纹的初始角度越大，II-III型复合开裂特

征越强，KII和KIII分别影响裂纹在腹板厚度和结构

表面方向上的扩展角度。

3) U肋内焊趾裂纹最深点的扩展速率在扩展过

程中表现出“快速增长+平稳下降(缓冲)+失稳”的

三阶段特性。在扩展速率方面，裂纹初始角度仅

对第一阶段产生显著影响；在疲劳寿命方面，裂

纹初始角度主要影响结构的疲劳寿命分布，初始

角度越大，缓冲段在总疲劳寿命中的占比就越小，

裂纹经历第一阶段后会更快地达到失稳扩展，进

而引发截面瞬断，这对于裂纹检测周期的制定、

维修加固安排等工作都更为不利。

4) U 肋内侧焊趾初始裂纹是否扩展由 ΔKI 与

ΔK th的大小关系决定，有效应力强度因子幅值可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裂纹的扩展规律，但不能作为裂

纹是否扩展的判据。

5) U肋内侧焊趾初始裂纹仅可在某一有效角度

区间内扩展。以初始裂纹深宽形状比 0.5为分界，

有效角度区间大小与形状比近似呈分段线性负相

关，据此给出的拟合计算公式可为裂纹扩展研究

提供一定的基础和依据，也可用于判断焊接裂纹

或其他相似面状缺陷的扩展行为。本文在Q345钢

材前提下主要针对区间的最大值进行了研究，不

同钢材种类及应力水平下的具体公式有待于进一

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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