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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三维裂纹仿真分析和防断裂设计问题一直是断裂理论和工程应用研究的

主要课题。管道系统是核动力工程中的关键部件。本文运用三维有限元分析软

件 ANSYS 和三维裂纹分析专用程序 Franc3D，针对中国实验快堆(CEFR)一段余

热排放系统中的含有裂纹的管道进行了三维层次的裂纹仿真模拟分析以及

LBB(Leak-Before-Break)评定。 

快堆管道工作时处于高温状态，因此，本文采用适用于高温环境下的材料

和法国结构安全设计规范 RCC-MR.A16 标准文件。研究的管道材料为 9Cr1Mo

钢的改良型—T91/P91 管材。分析模型为含裂纹的三维结构，且包括管道高温工

况和蠕变效应。仿真计算结果表明针对所研究的工况，蠕变较疲劳对三维裂纹

扩展的影响更大。采用 T91 钢的管路系统能够满足相关规范中的 LBB 设计准则。

本文研究为快堆管道选材、含缺陷管道安全评估和高温完整性评定提供设计参

考。 

分子动力学主要是以分子模拟为主，它主要是是用牛顿力学进行计算分子

体系的运动规律，按照给定的温度和初始原子速度，计算在不同载荷下模拟模

型的各种宏观性质。本文根据分子动力学模拟软件 LAMMPS 对 I 和 II 混合型三

维裂纹进行不同温度和加载速率情况下的裂纹分子动力学扩展模拟。最后的得

到在不同温度和加载速率下裂纹尖端的原子运动情况，以及模型中相变规律。 

关键词：三维裂纹；蠕变疲劳；先漏后破（LBB）；核级管道；T91/P91；分子 

        动力学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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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ree-dimensional crack behavior simulation analysis and anti-crack fracture 

design have been a main subject in fracture theory an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Piping system is a key part of nuclear power engineering. Utiliz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 ANSYS and the specialized crack 

analysis programs Franc3D, three-dimensional crack behavior and leak before break 

(LBB) case were simulated and evaluated of a pipe with a crack in waste heat exhaust 

system of China Experimental Fast Reactor (CEFR). 

  In fast reactor, the piping is working under a high temperature. Therefore, the code 

RCC-MR.A16 was adopted in this article that is suitable for materials and structural 

safety design at high temperature. Material used in this article is modified 

9Cr1Mo-T91/P91. The analysis model of pipe section was built in three-dimensional 

entity structure containing a cracks and the high temperature and creep effects were 

consider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creep contributes more effect on crack 

growth than fatigue.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n LBB of studied T91 steel pipe with a 

crack-like defect can satisfy the need of LBB design guidelines.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be referenced in pipe material choose, safety assessment and structural integrity 

evaluation of a pipe containing defects at high temperature in a fast reactor design. 

Molecular dynamics is mainly dominated by molecular simulation, Newtonian 

mechanics is the main motion rule to calculate the molecular system.according to 

the temperature and the initial atomic speed, the simulation calculate 

various macroscopic properties of the simulation model under different loads. In this 

paper,using simulation software LAMMPS,we made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crack extens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ifferent temperature and loading rate. Finally we get model transformation rules and 

the atomic motion situation of crack tip under different temperature and loading rates. 

Key Word: three-dimensional crack; creep-fatigue; LBB; Nuclear pipelines；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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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课题工程背景 

1.1.1 全球核电发展 

核电站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它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类使用的常规

能源带来危机。常规能源普遍是指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和木材等，它们

不仅有一系列的危害环境问题，还有日益衰竭的能源危机；而水电资源又有诸

多限制。目前为止，新能源还处于发展阶段，生产规模较小，使用范围较窄，

还需要系统研究和开发才能提高使用效率[1]。核电资源处于常规能源和新能源发

展之间，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并且对环境的影响很小。根据国际能源组织统

计，2007 年核能在全球主要供给能源中占的比例是 5.9%，接近化石能源和生物

质能源，远远高于水电所占的 2.2%的份额；同年，在电力供应方面核电由于所

占的 13.8%份额而跻身于三大能源之列，另外两个是热能和电能[2]。 

《2014-2019 年中国核电设备市场调查及投资评估报告》中显示：直到 2014

年 3 月下旬，全球范围内正在运行核电站 434 台，总的发电容量是 374.35GW；

在这四百多台中，美国占有 23%、法国占有 13.4%、俄罗斯占有 7.6%、韩国占

有 5.3%、印度占有 4.8%、中国占有 4.6%、加拿大占有 4.4%。与此同时，全球

范围内正在建设的核电机组一共有 71 台，总的发电容量 79.94GW；以后计划建

设核电站机组 173 台，发电为容量 188.76GW；截止现在，全球范围内有 10 多

个国家正在研发和设计核电，包括埃及、印度尼西亚和波兰等国[3]。从中可以看

出，全球核电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因为核电事故（例如 2011 年日本福岛核事故）

而改变。 

从前苏联在 1954 年第一次运用核能发电以来，核反应堆堆型已经从第一代

发展到第四代。并且核电站的电功率也从 90MW 发展到了 1200MW。1976 年美

国三里岛、1986 年苏联切尔诺贝利和 2011 年日本福岛的核电事故使公众对核电

站的安全性有很大的担忧。而第四代核电堆型在安全性、经济实用性、核废料

利用和防止核技术扩散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第四代核反应堆主要有一下六

种概念堆系统：气冷快堆系统（GFR）、熔盐反应堆系统（MSR）、铅合金液

态金属冷却快堆系统（LFR）、液态钠冷却快堆系统（SFR）、超临界水冷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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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SCWR）和超高温气冷堆系统（VHTR）；现在法国公共原子能委员会和反

应堆供应商阿海珐集团共同设计建造一座领先世界技术的钠冷快堆原堆型。世

界第二大公共事业公司法国电力集团（EDF）也参与了该项目。中国实验快堆

（CEFR）也在 2010 年达到首次临界，并于 2011 年实现并网发电[4]。 

1.1.2 中国核电发展现状 

我国核电发展最早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 1985-1987 年期间陆续开始建

造核电站。然后在 1996 年至 2000 年期间先后建设了八台核电机组：秦山二期、

岭澳核电站和田湾核电站等。这些工程分别于 2002 年至 2007 年建成。2005 年

国务院颁布《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 2005-2020》，在这份报告中提出了“积极发

展核电”的发展策略。从此以后中国核电迅速发展起来。2005 年 12 月至 2010 年

底，我国共核准 10 个核电站工程，其中包括 34 台机组，核准发电总规模达到

37.22GW。至今，已有 6 台建成，28 台在建。2012 年国家核安全局发布《福岛

核事故后核电厂改进行动通用技术要求》，提出要深层次加强核电厂的安全性。 

在核电发展历程中，第四代核电堆型的开发、研究和建设符合世界核电发

展。由于其可将铀资源的利用率从单纯发展压水堆的 1%提高到 60%-70%，国际

社会认为通过研发和设计快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世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和绿色发展问题。中国第一座快中子反应堆——中国实验快堆（CEFR）于 2010

年首次达到临界。2012 年 12 月 9 日，世界首座具有第四代核电特征的高温气冷

堆核电站在石岛湾核电厂重新开工建设，并且它是由中国自主研发的，预计在

2017 年底前投入生产并发电。 

1.2  LBB（破前漏）分析技术 

1.2.1 LBB 分析技术概述 

全世界有核国家的核安全法规都有如下三个安全功能的要求：首先在任何

情况下都能做到停堆，其次就是要将剩余发热安全导出，最后是放射性包容，

即在最坏的情况下，堆芯已经融化，放射性物质溢出，安全壳也能够将放射性

物质包住不要影响到公众和环境。美国三里岛核电事故促成了之后核电对于严

重事故管理等一系列技术的进步，切尔诺贝利事故产生了纵深防御理念，福岛

核事故使股友安全性和非能动安全性成为了主要注重方向。核电史上的三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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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严重的核事故给社会公众很多思考。停堆并不是安全的全部，这几次大事故

都能做到安全停堆，只是余热没有及时导出，造成了堆芯过热酿成事故。我国

实验快堆中采用余热排放系统通过自然对流和自然空气循环排出余热。 

    本文就是选取余热排放系统的一段管道进行先漏后爆（leak-before-break，

LBB）分析。LBB 概念最早是 Irwin 提出，主要用于压力容器缺陷的评定。20

世纪 60 年代后慢慢扩展到核管道以及化工管道的安全评定。经过大量的研究表

明，对于核电高能管道，最具危险性的失效方式是先出现泄露，然后才会完全

断裂失效。这种研究否定了核电高能管道双端剪切断裂（指管道突然完全断裂）

的失效方式[5]。随着 LBB 分析技术的逐渐完善，LBB 技术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

具有降低结构造价和方便维护的特点。慢慢的，世界各国都对该分析方法有了

较多的研究[6-9]。 

    目前德国先进核电厂全部采用该分析技术，美国大部分核电厂高能管道采

用 LBB 分析技术[10]，日本在首座快中子反应堆的一回路冷却系统采用了 LBB

分析技术，GE 公司也将 LBB 分析技术用于蒸汽管道。而在压水堆 AP1000 和快

中子反应堆中 LBB 分析技术已经得到广泛应用[11]。 

1.2.2 LBB 分析技术主要内容 

     LBB 分析的技术目的是用于测量通过管道上穿透裂纹的冷却剂泄漏量。分

析的前提一般采用稳定裂纹模型，并且认为管道不发生双端剪切断裂。因此，

裂纹的稳态扩展、裂纹扩展量和可测裂纹尺寸的计算是 LBB 分析的核心。在核

反应堆的设计和建设中，LBB 分析主要用于一回路主管道和辅助管道中，比如

波动管道、蓄压器管线和余热导出管线等。针对管道结构进行 LBB 评定分析的

主要过程参见流程图 1
[12]。 

   选定了拟进行 LBB 分析评定的一段管道模型后，根据 LBB 设计细则可按

照下面几个步骤对含裂纹管道实施 LBB 评定： 

（1）确定无裂纹结构的载荷和应力：该步骤要明确在各种工况下的每个载

荷，例如弯矩、内压力、轴向力、热应力等。计算相应的应力分布； 

（2）获得材料性质：LBB 分析中要经常用到材料的各种性质以及有关性质

变化曲线。 

    （3）确定裂纹位置、形状和大小：在直管道中，一般以环向和轴向的表面

或贯穿裂纹为主，大数情况下需要对环向裂纹特别关注，因为环向裂纹较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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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安全性更低，因此较多 LBB 安全评定更加注重探讨环向的贯穿裂纹和表面

裂纹； 

（4）泄露检测系统的分析：包括泄露检测的方法、灵敏性等。泄露检测系

统的分析主要是以实验和反应堆的实测数据为判断依据，并综合考虑裂纹张开

面积、表面粗糙度和两相流等因素的影响； 

（5）确定能够被泄露检测系统检测的最小裂纹尺寸：大致取十倍的安全裕

度； 

（6）计算裂纹最终发生失稳扩展的临界裂纹尺寸； 

（7）计算从冷却剂开始能被检测出泄露到裂纹最终失稳的时间长度； 

（8）进行总体稳定性分析：判断所分析的含有裂纹的结构最终能否发生塑

形失稳破坏； 

（9）进行局部稳定性分析：判断所分析的裂纹最终是否能够发生脆性失稳断

裂[13]。 

 

 

 

 

 

 

 

 

 

                       

                        图 1  LBB 评定分析流程图 

1.3  计算机分子模拟    

     计算机分子模拟是以计算机及计算机技术为工具和手段，运用计算数学的方

法，解决复杂物理、化学和生物等问题的一门应用科学。计算机分子模拟为复

杂体系的规律和性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手段，对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 

是 

贯穿裂纹长度 
    2a 

     

 可测裂纹长度 
      2L 

临界裂纹长度 
    2C 

 

 L<C 

剪切断裂 

否 

LBB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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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分子动力学模拟 

   分子动力学模拟（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MD）是研究庞大凝聚态

系统的模拟方法。该方法可以研究原子的运动轨迹，并观察到原子运动过程中

的各种微观细节。在分子模拟中，我们运用经验势来代替原子间相互作用势，

并假定原子的运动遵从给定的运动速度或位移。在分子的一系列位移中，我们

确定分子的运动情况是通过牛顿运动方程积分来确定每个分子的运动情况。MD

所涉及到的模型物理意义简洁，对复杂抽样要求不高[14-16]。 

1.3.2 运动的数值积分 

计算机分子模拟的本质是依靠计算机计算速度高和计算精确地优点，对成

千上万的运动方程数值积分。积分的方法多种多样，有比较简单和稳定的 Verlet

算法[17]。该算法根据方程 

      )()()(2 2 tatttrtrttr                    （1.1） 

算出，缺点是上式中的等式右面三项含有两个大项一个小项，易形成精度损失，

并且不显示速度项。积分方法还有显示速度的 Velocity-Verlet 算法[18]。该算法计

算量适中，给出了相识速度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Leap-frog（蛙跳）算法是

Verlet 算法的一种改良，该方法的优点是包含速度项并且计算量较小。缺点就是

不能同时计算出位置和该位置的速度[19]。Beeman 算法[20]也和 Verlet 算法有一定

的联系，只是它用了更精确的速度表达式，所以计算量较大。Gear（预测矫正）
[21]算法主要运用 Taylor 展开式，根据粒子位置和速度的 Taylor 展开式算出加速

度，用该加速度和由力计算的加速度的差来校正位置和速度。该方法不足也是

占用计算内存大。 

1.3.3势能函数 

原子间作用势又叫势能函数，分子动力学模拟是用势能函数来决定粒子间

作用力，所以在模拟过程中为了确定粒子位移，和速度，势能函数的选择对精

度的影响尤为重要。势能函数的形成过程是对势到多体势。 

（1）对势 

分子动力学模拟最早用的势能函数是对势，对势包括间断对势和连续对势。

20 世纪 50 年代初，Alder 与 Wainwright
[22]采用间断对势：当原子距离小于特定

距离时，原子间作用势为无穷大；当原子距离大于特定距离时，原子间作用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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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零。连续对势包括：Lennard-Jones(L-J)势[23]、Born-lande（B-L）势[24]、Johnson

势[25]和 Morse 势[26]。对势虽然简单并能描述一些物理现象，但是其在计算过程

中出现 Cauchy 关系，即弹性常数 C12=C44，而这和实际不符。 

（2）多体势 

    多体势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1984 年 Daw 和 Baskes 第一次提出计算

原子之间相互作用的嵌入原子法（EAM）。随着多体势的发展，EAM 势已经能

够很好地处理面心立方体结构（fcc）金属和体心立方体结构（bcc），它计算的

结果和模拟的结论与实验值符合程度很高。在 EAM 势中，系统总势能是对势和

嵌入能之和[27]： 

                         
 i

i

jij

F
,,i

ij
2

1
E                        （1.2） 

    其中第一项是对势，它是原子 i 和 j 之间的距离 rij 的双指数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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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其中 A，B，ɑ，β 是可调参数，re 是相邻原子间的平衡距离，κ，λ是截断参

数。第二项是嵌入能，它是关于原子 i 周围电子密度 ρi 的函数。 

    与 EAM 势函数相关的势函数还有很多[28-29]，比如紧束缚势（TB-SMA）、

Finnis-Sinclair 势、修正性嵌入原子核法（MEAM)
[30-32]和幂指数形式的多体势等。 

1.3.4分子动力学模拟的各种平衡态系综 

    分子动力学模拟的前提是模型在一定的系综（在一定的宏观条件下，很多

性质和结构完全一样的、在不同运动状态下的、各自无联系的系统的综合）下

达到平衡态。平衡态系综包括微正则（NVE）系综、正则（NVT）系综、等温

等压（NPT）系综和等压等焓（NPH）系综。 

NVE 系综的系统原子数目 N，体积数值 V 和能量大小 E 恒定不变，是一种

孤立保守的系综。在调节系统能量方面，该系综对系统先给定一定能量，然后

对速度进行标度来调节能量大小。该系综需要很长时间使系统达到需要的平衡

状态。 

NVT 系综的系统原子数目 N，体积数值 V、温度大小 T 和总动能恒定不变，

其中总动能为零。系统的温度控制是通过虚拟热浴来实现的：给定系统固定的

动能或者对运行方程施加一定约束力。 

NPT 系综的系统原子数目 N，压力数值 P 和温度大小 T 恒定不变。该系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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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T 的控制和 NVT 系综一样；压力 P 和体积 V 是共轭量，所以，为保持压力

P 恒定不变，我们可以标度系统体积 V。 

NPH 系综的系统原子数目 N，压力数值 P 和焓值大小 H 恒定不变。由于要

保持压力和焓值恒定不变比较难，所以该系综应用不多。 

1、平衡态系综的控温方法 

    温度控制方法大致有下面几种不同方法： 

    (1) 速度标度法[33]
 

对于一个系统，温度和动能满足下列关系式： 

         2/32/m
i

2
TKNNvE Bc

N

ii                （1.4） 

其中，N、NC、KB和 vi分别是原子数、约束数、玻尔兹曼常数和原子速度。

从式子中可以看出控制温度的方法是控制速度—对速度标度。当速度乘以标度

因子 λ后，每一步温度变化量为： 

                  tTT )1( 2                             （1.5） 

其中因子 λ=（T/T(t))
1/2

,T 为系综需要需要达到的温度。 

   (2) Berendsen 热浴法[34]
 

1984 年，Berendsen 提出为了保持体系的温度恒定，可以假设系统和一个虚

拟热浴相连。该方法也需要对速度进行标度，优点是系统温度可以在期望值附

近波动。每一步温度的变化量为 

         tb

t T-TT



                          （1.6） 

其中 Tb 为虚拟热浴温度，κ为耦合参数，一般取 0.4ps，δt 为模拟步长。则

由式子 1.6 知标度因子为： 

      1/T1 b

t2  tT





                       （1.7） 

除了以上两种方法外，控制温度的方法还有 Gaussian 热浴法[35]和

Nose-Hoover 热浴法[36-37]等。 

2、平衡系综的控压方法 

压力控制方法大致有下面几种不同方法： 

(1) Berendsen 控压方法[34]
 

该方法假设系统和一个类似虚拟热浴的“压浴”相连，并对模拟元胞的体积进

行标度。假定标度因子大小是 λ，则原子坐标的标度因子大小是 λ
1/3，该方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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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于各向同性或者各向各异的系统。该方法的缺点是当元胞收到剪切压力时

候，无法实现模拟。 

 (2) Anderson 控压方法[38]
 

该方法是被 Anderson 首次用于模拟。在分子动力学模拟中，平均体积的大

小可以通过内部压力和期望都达到平衡时确定。该方法适用于每个方向的压力

都一样，并且元胞的形状是立方体并一直都是。该方法需要两个坐标系：单位

坐标系和真实的坐标系。压力的计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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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3) Parrinello-Rahman 控压方法 

在 1981 年，为了克服上述两种方法的缺陷，Parrinello 和 Rahman 提出了 P-R

方法。该方法在分子动力学模拟中的到的广泛的应用[39-40]。 

1.3.5 分子动力学模拟的各种边界条件类型 

分子动力学模拟的边界条件包括周期性边界条件、固定边界条件、柔性边

界条件和自由边界条件等。周期性边界条件是用相对较小数量的原子来模拟物

质的宏观性质。它的特点是沿一定方向的元胞周期性排列。但是对于有些模拟，

所有方向都是周期性的边界是不恰当的，比如研究原子团簇或者分子表面的吸

附力时候，需要非周期性边界条件。我们要根据模拟对象的特点以及边界条件

的优缺点，综合分析后选用合适的边界条件进行模拟。 

1.3.6分子动力学模拟在裂纹扩展方面的应用 

断裂力学可以一定程度的评定一些构件的力学特性，并在构件的使用寿命

和结构简化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但在材料的微观尺寸变化情况方面不尽如意。

分子动力学模拟方法研究材料在微观尺寸下的变形和断裂破坏过程取得了可喜

的成果。 

吴映飞等[41]对 bcc-Fe 在 I 型裂纹情况下裂纹尖端的结构演化过程做了相应

模拟，得出在裂纹扩展过程中，裂纹尖端区域的变化情况和初始裂纹的条件有

关，并受到温度和外载荷的影响。 

Majid Karimi 等[42]采用嵌入原子方法（EAM）研究了脆性晶体的裂纹扩展

情况。通过对三维薄板模型的研究，作者对脆性晶体在含有 I 型裂纹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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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替代杂质点缺陷对裂纹尖端的扩展影响情况：具有较小原子半径的替代

缺陷能够强化材料性能；具有较大原子半径的替代缺陷根据缺陷相对于裂纹尖

端的位置情况，对裂纹扩展破坏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差异。 

Tian Tang 等[43]人通过 EAM 方法研究了单晶镁的裂纹扩展过程。结果表明：

样品的尺寸，加载速率和温度大小对孪晶形核和裂纹的峰值应力点有较大的影

响。 

N.Miyazaki 等[44]人利用 Johnson 连续对势研究了 ɑ-Fe 单晶材料的边界塑形

变形的过程。该实验在循环加载的过长中，说明了疲劳裂纹的扩展本质：裂纹

愈合、位错发射引起的空洞和位错的吸附作用。 

Dongbin Wei 等[45]人模拟了微观裂纹的愈合过程。研究结构表明：温度因素

是微裂纹愈合的首要影响因子。并且边界条件对模拟结果的正确性有较大的影

响。 

郭雅芳等[46]人通过分子动力学模拟的方法对裂纹的扩展进行了研究。在体

心立方铁中，I 型裂纹在较低温度下为脆性解离扩展，当温度提高后才能观察到

位错发射。 

1.4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是对改良型 9Cr1Mo 不锈钢在核级

管道应用中的 LBB 评定，二是三维裂纹分子动力学模拟。通过阅读文献，很多

学者对核级管道的安全性能比较关注。尽管福岛核事故发生以后，各国的核电

事业发展缓慢，但是随着近几年的发展，我国正在逐步进行核电重启，核电安

全尤其重要。本文前半部分主要针对快堆中的余热排放系统的一段管道进行三

维裂纹分析，然后按照法国结构安全设计规范 RCC-MR A16 规范，对该管道进

行 LBB 分析。本文后半部分主要是用分子动力学软件 LAMMPS 软件进行编程，

然后对建立模型进行力学分析，模型含有 I 型和 II 型混合边缘裂纹，通过对裂

纹尖端进行观察，来分析三维裂纹在不同温度和加载速度下微观扩展机理。 

通过以上的准备和模拟分析，完成的主要内容有： 

（1) 通过对含有三维裂纹的核级管道的 LBB评定，得到了 T91 在快堆余热

排放系统体系中的临界裂纹尺寸、寿期末裂纹长度以及响应时间。通过以上数

据分析管道在高温条件下疲劳裂纹扩展中各因素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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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文通过对 T91在高温条件下的 LBB 评定，分析结果为改良型 9Cr1Mo

钢材在核动力工况下的应用提供了一定的设计参考。为快堆机构的高性能、多

级优化以及经济性提供了帮助。 

（3) 通过对三维裂纹在不同温度和加载速率作用下的扩展情况的分子动力

学模拟，本文分析温度和加载速率对 I 和 II 混合型裂纹扩展的影响。并在微观

方面对裂纹扩展进行了相应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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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温高压核能管道的 LBB分析 

2.1 研究目的 

    LBB 分析的技术目的是用于测量通过管道上穿透裂纹的冷却剂泄漏量。分

析的前提一般采用稳定裂纹模型，并且认为管道不发生双端剪切断裂。因此，

裂纹的稳态扩展、裂纹扩展量和可测裂纹尺寸的计算是 LBB 分析的核心。在核

反应堆的设计和建设中，LBB 分析主要用于一回路主管道和辅助管道中，比如

波动管道、蓄压器管线和余热导出管线等。本文通过计算机模拟，目的是通过

对高温高压核能管道的 LBB 安全分析，促进我国对该体系的完善，为以后核电

安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2.2 研究内容 

    本文采用适用于高温环境下的材料和法国结构安全设计规范 RCC-MR.A16

标准文件。研究的管道材料为 9Cr1Mo 钢的改良型—T91/P91 管材。分析模型为

含裂纹的三维结构，且包括管道高温工况和蠕变效应。仿真计算结果表明针对

所研究的工况，蠕变因素比疲劳因素对三维裂纹的扩展影响更严重。采用 T91

钢的管路系统能够满足相关规范中的 LBB 设计准则。本文研究为快堆管道选材、

含缺陷管道安全评估和高温完整性评定提供设计参考。 

2.3 研究方法 

2.3.1 LBB 分析规范和计算方法 

1、LBB 分析规范 

    全球核电标准和系列主要有美国 ASME、法国 RCC、德国 KTA 和 ETC。本

文主要以法国RCC系列中的RCC-MR A16为标准，采用有限元分析软件ANSYS

和三维裂纹分析软件 Franc3D 进行结构和力学参数分析。 

2、RCC-MR A16 规范 

RCC-MR A16 规范是法国核电规范 RCC 系列（RCC-C、RCC-E、RCC-M、

RCC-M、RCC-MR 和 RSE-M）中的一种。法国在建造和运行他们的狂想曲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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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凤凰堆和凤凰堆的过程中，都运用了该核电规范。由于近年来第四代核电站

的快速发展，一些核电规范都有了一定的局限性。RCC-MR 针对不同核电项目

建设不断升级。它是美国核电准则 ASME 标准和法国实验快堆发展经验的结合。

本文将按照 RCC-MR A16 规范进行相关的 LBB 分析。 

A16 是 RCC-MR 标准的一个附表。它包括 LBB 评定、疲劳裂纹扩展、蠕变

疲劳裂纹扩展和裂纹扩展评定方法等。该标准时法国原子能委员会、NOVATOME

和电力公司联合研究，并得到了工程案例的验证。 

3、分析过程计算软件 

    在 LBB 分析过程中，研究主要内容是模型力学载荷的施加以及临界裂纹的

确定。其中，模型的结构分析采用经典分析软件 ANSYS 软件；裂纹计算工程中

采用三维裂纹分析专用程序 Franc3D。由于在确定临界裂纹过程中，对裂纹的分

析精度要求较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三维裂纹分析方法来提高实验

的精度。 

    本研究将选用中国实验快堆中国实验快堆(CEFR)一段余热排放系统中的含

裂纹管道进行了三维裂纹仿真模拟分析和 LBB(Leak-Before-Break)评定。由于

A16 中在进行裂纹评定的时候，需要知道模型单独在力学载荷和温度梯度作用下

的裂纹力学参数，所以本研究运用 ANSYS 软件对模型进行静力学分析和热应力

分析，然后，把分析过的模型导入 Franc3D 中进行裂纹分析。 

Franc3D 是最新的裂纹扩展分析软件，它可以计算结构在很多复杂几何形

状、不同载荷条件和不同裂纹形状下的三维裂纹扩展和疲劳寿命问题。它采用

流程向导方式进行操作（见图 2.1），并使用多种单元类型对裂纹区域进行网格

划分；采用 M-积分和位移法等方法来计算应力强度因子，能够考虑温度、裂纹

面牵引和残余应力的影响，有很高的精确度。 

          

              图 2.1 裂纹引入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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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3D 采用有限元法来计算断裂力学参数，其工作流程如下： 

   （1）利用模型设计不同的有限元模型：一般情况下，我们选取模型包含裂

纹的一部分，并称其为子模型；然后只对该子模型引入裂纹，此方法可以提高

计算机的计算效率； 

   （2）引入裂纹：FRANC3D 读取子模型，然后利用软件的不同裂纹设置来

引入不同裂纹，其中包括圆孔、椭圆裂纹和梯形裂纹等，然后对子模型进行网

格重新划分，最后含有裂纹的子模型和另外的模型进行合并； 

   （3）进行有限元计算，经过软件处理过的带有初始裂纹的网格会重新给有

限元软件进行计算，如：ABAQUS、ANSYS、NASTRAN 等，本研究则是 ANSYS

软件。 

2.4 计算方法 

    在进行 LBB 分析的工程中，我们需要得到管道的裂纹位置和形状、可被检

测的最小裂纹尺寸和临界裂纹尺寸等。其中重点是计算裂纹的临界尺寸，这需

要对裂纹的扩展进行研究。由于核级管道基本都是在高温高压的状况下，所以

在对裂纹扩展进行计算的时候要考虑到高温蠕变的影响。在若考虑蠕变的情况

下，分析裂纹扩展需要裂纹疲劳扩展断裂力学参数 Js 和裂纹蠕变扩展断裂力学

参数 C
*。二者可以通过 A16 准则中的先进参考应力应变方法得到，该方法需要

三维裂纹尖端的 J 积分。该数据可以通过 Franc3D 软件得到。   

2.4.1 参考应力应变 

LBB 分析过程中，我们只研究贯穿裂纹泄露。在 A16 中，对于管道而言，

环向贯穿裂纹简图如下： 

                 

                      图 2.2 环向贯穿裂纹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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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h 为管道壁厚度，2ri 为管道内径,2β 为贯穿裂纹尖端线形成的圆心角。 

   由于材料在高温下塑形会造成弹性应力的重新分布，在 A16 中，分别定义了

等效弹性应力 σeqel和等效塑性应力 σeqpl，参考应力 σref 可以通过二者计算得到。

通过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参考应变可以由下式得到： 

                           e q p le q e l  plelref                    （2.1） 

    其中，εel(σeqel)和 εpl(σeqpl)分别表示等效弹性应力和等效塑性应力下的应变。

三者关系在材料应力应变曲线中表示如下： 

                  

                        图 2.3 材料应力应变曲线示意图 

    其中，εref 为参考应变。弹性应变和塑性应变为: 

                         E/e q e lel                               （2.2） 

                         E/- e q p le q p lpl                          （2.3） 

    对于等效弹性应力 σeqel和等效塑性应力 σeqpl，A16 中计算式如下： 

       

      

 b1m2b2m1b2m2b1m1

b2b1

2

b2

2

b1

2

12m2m1

2

m2

2

m1

2

eqel

s5.0-s
3

1

-4s-s









‘‘

‘‘

      （2.4） 

       

     

 b12m2bm1b22m1bm1

b2b1

2

b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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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12m2m1

2

m2

2

m1

2

eqpl

s5.0-s
33

2

-
3

2
4s-s

















  （2.5） 

    其中 s1m，s
’
1m是弹性和塑性相对应的轴向膜应力，σ1b 为轴向弯曲应力，σ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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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环向弯曲应力，σ2m为环向膜应力，σ12 为剪应力。 

在 A16.8414 和 A16.8420 中，根据参考应力应变方法，图 2.2 中环向贯穿裂

纹的各个参数计算式可由以下各式求得。 

轴向膜应力 

gb

el

m1inm1
f

1
fs  ‘                    （2.6） 

gb

pl

m1m1
f

g
s                        （2.7） 

其中，fin、fel 和 fpl 为相关系数，取值见 A16.8421.3。fel、σgb、g 和 σ1m的计

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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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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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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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弯曲应力              0b1                           （2.12） 

环向弯曲应力              0b2                           （2.13） 

环向膜应力                
h

r
P m

m2                       （2.14） 

剪切应力                 




















-1hr2

M

2

m

1
12             （2.15） 

以上各式中 P、N1、M1和 M2 是在实际工况中的力学载荷，各个数值见下一

章。ginf 为相关参数，取值见 A16.8414.2。 

zkq  20150910

万方数据



2 高温高压核能管道的 LBB 分析 

 16 

2.4.2 裂纹疲劳项和蠕变项的计算 

在 A16 中，对高温高压管道的 LBB 分析采用分别计算裂纹疲劳扩展和裂纹

蠕变扩展的方法来确定临界裂纹。计算公式如下： 

    



N

i

1i

                         （2.16） 

    ii dt

da

dN

da

















 0i a

                 （2.17） 

 其中 δi 是第 i 分循环裂纹的扩展量，a0 是指初始裂纹半长度，单位为 mm。

da/dN 和 da/dt 表示疲劳裂纹扩展和蠕变裂纹扩展长度。单位为 mm。 

1、疲劳裂纹扩展量的计算 

     疲劳裂纹扩展量的计算公式为： 

                 n
e f fKC

dN

da
                     （2.18） 

    其中，ΔKeff 为有效应力强度因子幅，计算式为： 

                se f f JEqK                      （2.19） 

ΔJs为工况循环下的 J 积分的变化幅，q 为和加载速率 R 有关的系数，C 和

n 为相应的系数，对于 T91，各系数见 A16.18R.2。 

在管道运行的不同工况可以分为：堆名义工况、停堆工况、部分功率工况

和包络工况，其中包络工况的载荷是正常工况下的载荷和安全停堆地震载荷

（SSE）总和。在所有工况中，疲劳载荷分为两种：启动和停堆引起疲劳载荷和

工况功率变化造成的疲劳载荷。 

对于启停循环情况： 

                 211 sss JJJ                        （2.20） 

其中 Js1 是停堆是裂纹的 J 积分值，Js2 是启动工况下对应的裂纹呢 J 积分值。 

对于功率循环情况： 

                4s3s2s J-JJ                         （2.21） 

其中 Js3 和 Js4 分别对应功率循环中最高功率和最低功率对应的裂纹 J 积分。

各个工况下的 J 积分值将在下一章研究。 

下面介绍裂纹在不同情况下断裂力学参数 Js 的计算公式。 

（1）仅仅在力学载荷作用下： 

                    










 




me

ref

me

refme

els

E
JJ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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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22

ref

2

ref /5.0 y  ， yrref L   ；σy 为屈服极限。 

    在上式中 Lr 可由下面计算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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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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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而 qm，qp，

μep 和 μem1 是和不同裂纹类型相关的参数，见 A16.8430。 

（2）仅仅在温度梯度作用下： 

                       2th

els JJ thK                        （2.24） 

其中，Kth 为修正因子，它的表达式为： 

            































th

th

th

th
th

EE
MaxK








28.028.1,5.01       （2.25） 

（3）在力学载荷和温度梯度共同作用下： 

                        2* th

elth

me

ss JKJJ                   （2.26） 

其中 K
*
th 为修正因子，根据不同条件，该修正因子和 Kth1 有一定关系，详情

见 A16.8415.11。 

2、蠕变裂纹扩展量的计算 

蠕变影响下裂纹扩展量的计算表达式为： 

                dtCA
dt

qtt

t
i

mii

i




 *)(
da

                    （2.27） 

其中 A 和 q 都是材料性能参数，具体取值参考 A16。对裂纹蠕变扩展采取

简便计算，设定在每个循环过程中裂纹蠕变扩展是稳态扩展，C*取恒定值。那

么上式简化处理后为： 

                c

q
tCA

dt
*

da
                         （2.28） 

其中 tc 为每一次功率循环所用的平均时间。 

（1）仅仅在力学载荷作用下： 

              










 
 



r e f

r e fE
JKJ




me

elC

me

elC                 （2.29） 

（2）仅仅在温度梯度作用下： 

                   2
thC

th

elC  KJ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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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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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力学载荷和温度梯度综合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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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A16 采用参考应力应变进行 LBB 分析，这是国际上唯一关于疲劳蠕变裂纹

扩展的规范。本文章分析裂纹疲劳蠕变扩展主要采用 A16 的准则。 

    通过以上介绍，本论文在裂纹疲劳蠕变扩展量的计算大致分为以下几步：

1.通过有限元软件 ANSYS 和三维裂纹裂纹分析软件计算在不同工况下裂纹 J 积

分，然后通过转化公式得到 A16 中所需的断裂力学参数；2.通过得到的参数经过

拟合之后得到参数和裂纹长度的拟合关系式，并应用 VB 程序得到裂纹的扩展尺

寸。 

2.4.3 临界裂纹的计算 

临界裂纹的求解方法是按照 J 积分稳定评定图来计算，J 积分稳定评定图是

通过材料的裂纹扩展阻力曲线 JR-Δa 和曲线 Js-a 的切点来判定裂纹的失稳点。失

稳点的应力就是失稳应力，对应的裂纹是临界裂纹。 

裂纹失稳的表达式为： 

                
 

da

aR )(dJ

da

adJ s 
                      （2.33） 

根据上式可以看出只要以裂纹长度为横坐标，以 dJR/da 和 dJs/da 作为纵坐

标，两个曲线的交点就是失稳点。当裂纹小于失稳点时候，裂纹按照一定机理

进行扩展；当裂纹长度一旦大于失稳点值，裂纹就快速扩展，最总导致裂纹的

失效。 

2.4.4 裂纹泄漏量的计算 

当计算裂纹泄露量时候，一般近似把裂纹看成椭圆形，见图 2.5。 

 

 

 

 

万方数据



2 高温高压核能管道的 LBB 分析 

 19 

 

 

 

                      
                 

 

                                   

                    图 2.5 裂纹张开尺寸示意图 

水力直径计算式为：          
2

 
HD                          （2.34） 

流体层流速度为：            
h

D

Na

H






48

P
V

2

m                       （2.35） 

其中：μNa 是动力粘度，h 是管道壁厚。 

雷诺数为：                  
Na

HmNa
e

DV
R



 
                     （2.36） 

流量为：                   VAQ L                             （2.37）  

其中：裂纹张开面积         
 
2

aa
AL





                      （2.38） 

当雷诺数 Re<2300 时，       V=Vm                               （2.39） 

当雷诺数 Re>2300 时，       








 





H

Na
D

h

P


 5.1

2
V                  （2.40）                

2.5本章小结 

LBB 技术主要是分析在不同载荷条件下核电反应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对

核反应堆机构中的压力容器和管道进行 LBB 分析时候，被分析的结构要满足一

定的条件。美国核管会[47]认为 LBB 分析只能针对一些大口径管道，但西班牙对

一些小口径管道也进行了 LBB 分析，并发现他们所用准则能达到管道的安全准

则。目前，LBB 分析还不够完善，随着研究的深入，LBB 必将能够得到较大的

完善。 

本章介绍了法国核电所用的一套 LBB 分析准则—RCC-MR A16。该规范对

含有裂纹的高能管道提出了一套 LBB 分析准则，主要是在针对疲劳蠕变的情况

作了相关规定。本文的研究主要以 A16 为基础，运用力学分析软件 ANSYS 和

三维裂纹分析软件，对核反应堆的管道进行 LBB 分析。在该分析中，疲劳蠕变

  2a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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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扩展是重点，该节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理论规定，并介绍了临界裂纹扩展尺

寸确定方法和裂纹泄漏量的计算方法等。 

其中疲劳蠕变裂纹的扩展量计算是按照 A16 规定，通过计算在两种情况下

的 J 积分，然后通过不同转化公式，计算出在管道受到力学载荷和高温温度梯度

共同影响的情况下的 J 积分和 C*值。然后，通过拟合不同裂纹长度下的 J 积分

和 C*值，我们得到不同工况下的力学参数 Js、C*和裂纹长度的拟合关系式，然

后按照 J 积分稳定评定图来确定临界裂纹的尺度。以上是 LBB 分析中的主要内

容，是 LBB 分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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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道模型的 LBB 分析 

3.1 计算模型的建立和相应的参数 

3.1.1 进行 LBB 分析的管道 

模型原型选取自中国第四代核反应堆——中国实验快堆中的事故余热排放

系统的管道。快中子反应堆将铀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到了 60%-70%，对核电可持

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快堆中事故余热排放系统采用直接冷却主容器内钠的非

能动系统，系统的安全可靠性直接影响快堆主容器的性能。为保障快堆余热排

放系统的安全，采用先漏后破（LBB）设计理念对系统进行分析评估和结构优化

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 

实验快堆中的事故余热排放系统采用夹套管结构，如图 3.1；其结构参数是

Φ108*4.5（Φ159*6），内管是液态钠，套管为常压空气。管道参数见表 3.1。 

           

                             图 3.1 夹套管结构简图 

                             表 3.1 夹套管结构参数 

公称通径 

（mm） 

外径 

（mm） 

壁厚 

（mm） 

保温层 

（mm） 

管道质量 

（kg/m） 

150 159 6 7.07 22.94 

100 108 4.5 - 11.64 

3.1.2计算模型的建立 

通过管道系统整体结构分析，本研究选取快堆余热排放系统中受力较严重

部位的一段管道[48]。裂纹为沿周向的贯穿扇形裂纹，内壁裂纹半长度沿周向从

5mm 到 40mm。快堆一般采用液态钠作为冷却剂，此时管内温度已经达到或超

过管材的蠕变温度。模型采用的是已经在国内外快堆得到广泛应用的改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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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r1Mo 材料-T91/P91 马氏体不锈钢。T91 具有很好的耐高温强度和较强的蠕变

性能，该特点减轻了锅炉和管道部件的重量，提高了抗热疲劳的性能，与其它

奥氏体钢相比不仅有很好的热传导性而且还有较低的膨胀率。相同情况下相对

其他奥氏体钢可以运用更薄的管壁来增加传热效率，减少管材的应用，具有很

好的经济性[49]。 

对于奥氏体不锈钢管材，基于 A16 的 LBB 分析已经被应用；但是对于改良

型 9Cr1Mo 材料的 LBB 分析在各个报道中还没见研究[50]。其中，材料 T91 材料

的密度为 7770 kg/m
3，弹性模量为 2.18×10

11 
Pa，泊松比为 0.31。T91 材料的其

他参数见表 3.2。    

             表 3.2  T91 材料的主要物理性能 

温度 

（℃） 

弹性模量 

(GPa） 

热传导率 

(W/mk) 

线膨胀系数 

(10
-6

/℃) 

20 218 26 0.0 

50 216 26 10.6 

100 213 27 10.9 

150 210 27 11.1 

200 207 28 11.3 

250 203 28 11.5 

300 199 28 11.7 

350 195 29 11.8 

400 190 29 12.1 

450 186 29 12.1 

500 181 30 12.3 

550 175 30 12.4 

 

3.1.3 模型在实际工况下的运行参数 

     在快堆中，反应堆运行的工况可以分为四种情况：堆名义运行工况、部分

功率工况、停堆工况和包络工况。其中包络工况是指其中包络工况的载荷是正常

工况下的载荷和安全停堆地震载荷(SSE)总和。 

     在不同工况下的具体参数见表 3.3 和表 3.4。 

                 表 3.3 不同工况下管道的运行参数 

 

 

 

 

 

工况 

载荷 

堆名义

工况 

停堆 

工况 

部分功率

工况 

包络 

工况 

温度 T（℃） 516 250 396 516 

压强 P（MPa） 0.46 0.40 0.4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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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4 管道在不同工况循环下的参数 

   不同 

   工况 

温度变化范围

（℃） 

循环 

次数 

 寿期内工况

时间 

启动循环 250-516 1000 小于 300h 

部分功率循环 396-516 12000 20 年 

额定功率循环 516 12000 20 年 

停堆循环 516-250 1000 小于 300h 

3.2 确定裂纹位置以及裂纹形状 

     根据中管道立线图和不同载荷条件下引起的应力强度分布变化图[51]，可以

确定管道体系的受力最恶劣点（823.79,0,158.240）。假设在此点，裂纹的形状

为贯穿裂纹，裂纹管道简图如图 3.2. 

 

               

                      图 3.2 有环向贯穿裂纹的管道 

在该研究中我们假设内壁上贯穿裂纹的原始长度从 10mm 至 80mm。由于在

LBB 分析中，分析重点是泄漏量和临界裂纹的确定，所以裂纹从初始裂纹扩展

到能检测到泄露的过程我们不做研究。 

运用 ANSYS 软件建立相应的有限元模型，并进行静力学分析和热力学分

析。在分析过程中，按照表 1 运用接触技术对模型施加扭矩和弯矩；并运用间

接法对模型进行热力学分析；然后应用 Franc3D 软件把裂纹嵌入到模型中。 

由图 3.2 可知裂纹长度 L=r*2θ，所以根据 Franc3D 软件的插入裂纹：采用梯

形参数，根据极坐标和转换坐标的方法，准确确定裂纹在管道中的位置和大小。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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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好网格的管道模型裂纹整体图和剖视图如图 3.3。                                            

 

                                                            

                                                

 

 

 

    

 

 

 

 

                 

 

图 3.3 管道三维裂纹的网格划分 

3.3 不同工况下断裂力学参数的计算 

3.3.1 各个工况下的力学参数 

对于该余热排放系统的管道，所受力学载荷包括内压力、拉力、扭矩和弯

矩等。受力示意图如图 3.4。 

     

                 图 3.4 管道模型受力示意图 

参照文献[51]可知在不同工况下，管道所受的力学载荷情况如表 3.5。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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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5 各个工况下管道模型所受载荷参数 

3.3.2 各个工况下的力学参数计算 

     在 A16 中，对于疲劳蠕变的裂纹分析，要分别考虑在疲劳条件和蠕变条件

情况下裂纹的扩展。根据有限元分别计算裂纹在疲劳和蠕变影响下的裂纹力学

参数 Jel，然后通过转换公式转变成 A16 中 LBB 分析所需的断裂力学参数 Js 和

C*。其中，在模型仅仅收到温度梯度作用下时，通过间接法分析热应力后再引

入裂纹；在模型仅仅收到力学载荷作用下时，通过接触法施加扭矩。在四种不

同工况下，把表 3.5 中数据代入公式（2.12-2.15）中，按照转化公式得到所需的

断裂力学参数。 

    对于疲劳和蠕变裂纹扩展，分析时需要分别用到参数 Js 和 C*。由于二者都

是在弹塑性条件下的断裂力学参数，因此，按照传统方法直接进行有限元计算

比较麻烦。根据 A16 的计算公式，二者可以通过 Franc3D 计算的不同工况下裂

纹尖端的 J 积分 Jel得到。按照规定，分别计算含裂纹的模型在力学载荷和热载

荷下作用下的 J 积分，然后按照 A16 中公式进行转化；由于管道会在四种工况

下受载荷作用，并且断裂裂纹参数和裂纹长度有关，所以以下内容按照 A16 中

相关公式，分别计算管道在不同裂纹尺寸下的断裂力学裂纹参数，根据计算结

果通过数据拟合，最后可以得到四种工况下 JS-a 和 C*-a 的拟合关系式。 

（1）堆名义工况下裂纹参数计算 

堆名义工况下，管道温度在 516℃。该温度超过材料蠕变温度，分析裂纹扩

展的时候要考虑蠕变的影响。根据裂纹尖端的 J 积分数据和公式（2.22-2.26）得

到的计算结果如表 3.6 和表 3.7。 

 

 

项目 
堆名义 

工况 

停堆 

工况 

部分功率 

工况 

包络 

工况 

 温度（℃) 

内压（MPa） 

轴向力 N（N） 

扭矩M1（N·m） 

弯矩M2（N·m） 

516 

0.46 

282.6 

1075.25 

2726 

250 

0.4 

38.13 

239.9 

477.5 

396 

0.45 

76.052 

454.497 

724.8 

516 

0.6 

1153.7 

7524.11 

3127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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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6 堆名义工况下裂纹 J 积分参数 

                   

                   表 3.7 堆名义工况下裂纹 C*参数 

 

通过表 3.6 和表 3.7 的数据，并用 origin 拟合得到参数 Js 和 C
*相对于裂纹尺

寸 a 的曲线拟合图。如图 3.5 和图 3.6。 

裂纹尺寸 

（m） 

三维裂纹 

尖端 Jel
th

 

三维裂纹 

尖端 Jel
me

 

参数 

qb 

参数 

Lr 

参数 
  

Js 

（N/m) 

0.005 7873.9 100847.7 0.753 0.173 0.015 31394.4 

0.0075 13029.1 137164.9 0.670 0.179 0.015 47712.8 

0.01 20015.9 132715.6 0.604 0.184 0.016 61066.2 

0.0125 23150.5 117998.9 0.549 0.191 0.018 64397.5 

0.015 40111.0 161549.3 0.504 0.197 0.019 103414.4 

0.0175 58963.3 115597.5 0.466 0.204 0.020 124755.2 

0.02 104026.5 129082.5 0.433 0.211 0.021 199155.8 

0.0225 158130.6 95307.29 0.404 0.219 0.023 267202.9 

0.025 230165 127574.6 0.379 0.226 0.024 384591.9 

0.0275 377571.9 109663.6 0.357 0.234 0.026 582427.6 

0.03 316575 79693.2 0.337 0.242 0.028 481660.6 

0.0325 565846.3 169493.1 0.320 0.251 0.030 878049.8 

0.035 513618.7 115146.4 0.304 0.259 0.031 774643.9 

0.0375 773025.7 79683.1 0.289 0.268 0.033 1096293 

0.04 1441810. 77791.5 0.276 0.277 0.036 1972364 

裂纹尺寸 

（m） 

三维裂纹 

尖端 Jel
th

 

三维裂纹 

尖端 Jel
me

 

参数 

qb 

参数 

Lr 

参数 
  

C
* 

（N/m) 

0.005 2426.3 24.9 0.859 0.168 0.014 3082.2 

0.01 7067.2 221 0.753 0.173 0.015 9286.2 

0.015 12467.9 391.7 0.670 0.179 0.015 16397.1 

0.02 25591.7 372 0.604 0.185 0.016 32856.1 

0.025 36244.5 397.7 0.549 0.191 0.018 46249.4 

0.03 57593 317.9 0.504 0.197 0.019 72572.4 

0.035 71621.5 349.9 0.466 0.204 0.020 90164.5 

0.04 143664 360.5 0.433 0.211 0.021 179465.7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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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5 堆名义工况下 Js-a 拟合曲线 

  
图 3.6 堆名义工况下 C*-a 拟合曲线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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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后，得到堆名义工况下 JS-a 和 C*-a 的拟合关系式为： 

  310297

1 10061.910097.410918.632.278728 aaaJ S       （3.1） 

  39286 1002.8107.31099.697.27078C* aaa             （3.2） 

（2）停堆工况下裂纹参数计算 

停堆工况下，模拟管道的温度为 250 摄氏度，该温度远远小于材料 T91 的

蠕变温度。所以在该工况下只需计算断裂力学参数 JS，根据（2.22-2.26）计算结

果如下表 3.8。 

               表 3.8 停堆工况下裂纹 J 积分参数 

通过表 3.8 的数据，并用 origin 拟合得到参数 Js 相对于裂纹尺寸 a 的曲线拟

合图。如图 3.7。 

裂纹尺寸 

（m） 

三维裂纹 

尖端 Jel
th

 

三维裂纹 

尖端 Jel
me

 

参数 

qb 

参数 

Lr 

参数 
  

Js 

（N/m) 

0.005 91324.32 392.26 0.753 0.035 0.001 9457.832 

0.0075 124212.0 647.91 0.670 0.044 0.001 13456.96 

0.01 120183.2 995.63 0.604 0.054 0.001 14702.79 

0.0125 106856.1 1152.64 0.550 0.066 0.002 14148.21 

0.015 59599.4 1997.31 0.504 0.078 0.003 12111.10 

0.0175 104681.5 2936.93 0.466 0.091 0.004 19699.13 

0.02 116892.9 5169.39 0.433 0.105 0.005 27032.11 

0.0225 86307.3 7854.38 0.404 0.121 0.007 29178.97 

0.025 115527.4 11435.96 0.379 0.137 0.009 41033.77 

0.0275 99307.7 18707.58 0.357 0.154 0.012 52596.17 

0.03 72167.7 15757.75 0.337 0.173 0.015 42230.56 

0.0325 131025.5 28089.67 0.320 0.193 0.018 75873.63 

0.035 104273.0 31697.40 0.303 0.213 0.021 77015.16 

0.0375 72158.43 38367.53 0.289 0.235 0.026 80684.48 

0.04 70445.5 71554.80 0.276 0.257 0.031 131880.6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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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停堆工况下 Js-a 拟合曲线 

拟合后，得到堆名义工况下 JS-a 的拟合关系式为： 

          39286

2S 10523.310060.110994.146.1264 aaaJ   （3.3） 

（3）部分功率工况下裂纹参数计算 

部分功率工况下，模拟管道的温度为 396 摄氏度，该温度也小于材料 T91

的蠕变温度。所以在该工况下只需计算断裂力学参数 JS，根据公式（2.27-2.32）

计算结果如下表 3.9。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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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9 部分功率工况下裂纹 J 积分参数 

    通过表 3.9 的数据，并用 origin 拟合得到参数 Js 相对于裂纹尺寸 a 的曲线拟

合图。如图 3.8。 

 

 
               图 3.8 部分功率工况下 Js-a 拟合曲线 

裂纹尺寸 

（m） 

三维裂纹 

尖端 Jel
th

 

三维裂纹 

尖端 Jel
me

 

参数 

qb 

参数 

Lr 

参数 
  

Js 

（N/m) 

0.005 91324.3 1244.5 0.753 0.056 0.002 13046.18 

0.0075 124212.0 1846.8 0.670 0.060 0.002 18284.77 

0.01 120183.2 2980.0 0.604 0.063 0.002 21467.58 

0.0125 106856.1 4135.6 0.550 0.067 0.002 23175.53 

0.015 59599.4 7166.0 0.504 0.071 0.003 23673.50 

0.0175 104681.5 10535.8 0.466 0.075 0.003 37426.48 

0.02 116892.9 18568.8 0.433 0.079 0.003 55198.13 

0.0225 86307.3 28221.6 0.404 0.083 0.003 66429.44 

0.025 115527.4 41082.93 0.379 0.088 0.004 94472.75 

0.0275 99307.67 67314.37 0.357 0.092 0.004 132130.5 

0.03 72167.67 56552 0.337 0.097 0.005 107694.5 

0.0325 131025.5 100961.5 0.319 0.101 0.005 192985.9 

0.035 104273.0 91587.0 0.303 0.106 0.006 170577.9 

0.0375 72158.4 137917.0 0.289 0.110 0.006 225617.2 

0.04 70445.5 257237.3 0.276 0.114 0.007 388695.8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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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后，得到堆名义工况下 JS-a 的拟合关系式为： 

   310287

3 10473.110291.610112.1238.37392 aaaJ S    （3.4） 

（4）包络功率工况下裂纹参数计算 

包络工况下，模拟管道的温度为 516 摄氏度，该温度大于材料 T91 的蠕变

温度。所以在该工况下需计算断裂力学参数 JS和 C*，由于该工况下的 C*和堆

名义工况下的数据一样，在这里不在赘述。根据公式（2.22-2.32）计算断裂力学

参数 JS 结果如下表 3.10。 

              表 3.10 包络工况下裂纹 J 积分参数 

通过表 3.10 的数据，并用 origin 拟合得到参数 Js 相对于裂纹尺寸 a 的曲线

拟合图。如图 3.9。 

裂纹尺寸 

（m） 

三维裂纹 

尖端 Jel
th

 

三维裂纹 

尖端 Jel
me

 

参数 

qb 

参数 

Lr 

参数 
  

Js 

（N/m) 

0.005 100847.7 324799.3 0.753 0.612 0.136 544869.9 

0.0075 137165.0 513964.8 0.671 0.681 0.159 861533.7 

0.01 132715.7 757443.7 0.604 0.752 0.180 1240178.0 

0.0125 117999.0 1033620 0.550 0.822 0.202 1662874.8 

0.015 161549.4 1352976 0.504 0.893 0.222 2212521.6 

0.0175 115597.5 1545016 0.466 0.964 0.241 2487015.7 

0.02 129082.5 2204370 0.433 1.036 0.259 3545666.7 

0.0225 95307.2 7749920 0.404 1.107 0.275 11961147. 

0.025 127574.6 11279323 0.379 1.178 0.290 17553826 

0.0275 109663.6 18518100 0.357 1.250 0.305 28748155 

0.03 79693.25 17032933 0.337 1.321 0.318 26578103 

0.0325 169493.1 27736800 0.320 1.393 0.330 43789578 

0.035 115146.5 50727467 0.304 1.466 0.341 79684309 

0.0375 79683.07 37593433 0.289 1.537 0.351 59402072 

0.04 77791.48 70675833 0.276 1.609 0.361 111772553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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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9 包络工况下 Js-a 拟合曲线 

拟合后，得到堆名义工况下 JS-a 的拟合关系式为： 

    
3122108

4 10409.310394.910534.92467340 aaaJ S    （3.5） 

3.3.3裂纹扩展量的计算 

 根据各个工况下的 JS-a 和 C*-a 公式，并运用 A16 的 ΔJs 方法，即公式

（2.20-2.21），可以得到启停循环和功率循环下的裂纹参数。有公式（3.1-3.5）

和上节的计算结果得到 ΔJs1 和 ΔJs2 的拟合曲线如图 3.10 和图 3.11。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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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0 启停循环下ΔJs1-a 的拟合曲线 

 
             图 3.11 功率循环下ΔJs1-a 的拟合曲线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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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循环下的拟合曲线关系式分别是： 

     310297

1 1074.81099.3107.68.279992J aaas        （3.6） 

     31221086

2 104..3103.9104.9104.2J aaas          （3.7） 

通过以上拟合曲线，利用 VB 程序语言编程，最后得到在裂纹在疲劳循环载

荷作用下的寿期末裂纹扩展量为 12.24 mm。而在考虑蠕变疲劳循环情况下，寿

期末裂纹扩展量为 23.65 mm。从中可以看出蠕变裂纹扩展确实对裂纹扩展有重

要的影响。 

3.4 临界裂纹尺寸的计算和裂纹稳定性评定 

   根据 2.4.3 节中 J 积分判定图方法，参考 A16 标准里核电材料 A42 的 JR

阻力曲线以及工况四情况下的 Js 曲线得到 dJR/da 和 dJS/da 曲线，综合绘制后得

到两者的的相交图如图 3.12 所示。根据图 3.12 可知，随着裂纹长度增加，裂纹

尖端的 J 积分值呈加速增大趋势；由图中交点可知管道的临界裂纹尺寸为

53.45mm。 

      

                    图 3.12  临界裂纹长度的确定图 

当寿期末裂纹为 23.65mm 时，根据工况四的公式（3.5）求得相应的 JS 值为：

JS=130.85 KN/m。在此裂纹数值情况下，相对应的材料的 JR 值是：JR=2024.92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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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m。由于 

                         Rs JJ 2                        （3.8） 

所以裂纹在稳定性上符合 LBB 准则的要求。 

3.5泄漏量和响应时间的计算和评定 

   关于钠泄漏量的测量，钠气溶胶探测器可以探测灵敏度达 10ppb 的钠浓度[52]。

规范 A16 中，钠泄漏一般取安全因子 St=10。基于保守估计，当周向贯穿裂纹半

长为 9 mm 时，可以探测到泄漏[53]。由于 LBB 规定，临界裂纹长度要大于可检

测到的裂纹长度的两倍。所以，泄漏量的评定满足 LBB 的评定要求。 

响应时间是指从检测出钠泄漏到裂纹扩展至裂纹失稳的总时间。响应时间可按

照下面公式估算[54]： 

                      VLCtL B B /)2/(                           （3.9）       

其中，tLBB 是指响应时间，单位是 s；C 是指临界裂纹半长度，单位是 mm，

由上节可知 C 为 26.73mm；L 为可测裂纹半长；V 为裂纹扩展速率，取裂纹寿

期末的速率为 2.67×10-3mm/s。经计算得到响应时间 tLBB 为 1635 s。一般工况下，

从检测到泄漏到采取措施的时间 t 是 45s，所以 tLBB＞St×T。即响应时间 tLBB 符

合 LBB 评定的要求。 

3.6 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法国规范 RCC-MRA16，本文运用 ANSYS 和 Franc3D 等软件通过

编程计算和三维力学分析，对含有三维裂纹的核级管道进行了 LBB 评定。结果

表明： 

(1) 通过对含有三维裂纹的核级管道进行蠕变和断裂力学分析，可知裂纹在

疲劳循环载荷作用下的寿期末裂纹扩展量为 12.24 mm。而在考虑蠕变疲劳循环

情况下，寿期末裂纹扩展量为 23.65 mm。所以含缺陷管道安全分析过程中不仅

要考虑疲劳对裂纹扩展的影响而且要重点考虑蠕变对其影响；且蠕变影响较疲

劳影响更为严重。 

(2) 改良型 9Cr1Mo 钢(即 T91)含裂纹管道计算结果标明：当含有微裂纹的

此管道在快堆高温环境下，寿期末裂纹为 23.65mm 时，且此时求得相应的 JS值

为：JS=130.85 KN/m。在此裂纹数值情况下，相对应的材料的 JR 值是：JR=2024.92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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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m。由于 Rs JJ 2 ，所以裂纹在稳定性上符合 LBB 准则的要求；临界裂

纹长度要大于可检测到的裂纹长度的两倍。所以，泄漏量的评定满足 LBB 的评

定要求；响应时间 tLBB为 1635 s。一般工况下，从检测到泄漏到采取措施的时间

t 是 45s，所以 tLBB＞St×T。即响应时间 tLBB符合 LBB 评定的要求。 

   (3) 本文对改良型 9Cr1Mo 钢材在核动力工程工况下的分析结果为该材料用

于核级管道提供了设计参考。应用改良型 9Cr1Mo 能简化快堆回路结构，这为快

堆结构的高性能、多级优化以及经济性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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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维裂纹扩展的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 

分子模拟已经成为计算机模拟的重要手段，它主要对不同的实验现象进行

解释和预测。它为实验分别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可行性研究。并且分子模拟通过

对微观尺寸的研究可以得到一些宏观实验无法或者难以发现的实验内容。分子

模拟已经慢慢变成和实验同等重要的分析方法。本章主要是运用分子动力学模

拟方法对改良型 9Cr1Mo 钢的基体相 ɑ-Fe 进行 I 型和 II 型混合裂纹扩展的结构

特性研究。 

分子动力学模拟是根据分子间作用力的力场和牛顿力学原理形成的计算方

法。基本思想是：通过力场得到分子间作用势，然后根据牛顿经典力学计算各

个原子的运动轨迹，最后使用统计力学计算出系综的力学、热力学和动力学等

物理性质。本章主要运用分子动力学模拟软件 LAMMPS
[55]编译程序进行三维裂

纹扩展研究，在 I 型和 II 型混合裂纹情况下，分析温度和加载速率对三维裂纹

扩展的影响。 

4.1 LAMMPS软件简介 

LAMMPS 即 Large-scale Atomic Molecular Massively Parallel Simulator。

LAMMPS 提供多种势函数对三种不同形态下的原子分子体系进行不同系综下的

模拟。LAMMPS 软件没有图形界面，它只是 Sandia 实验室开发的开源代码，模

拟计算都是在计算机终端执行。软件计算的时候需要用户自己编写一个输入 in

文件。如果需要还需要一个 data 文件。 

4.1.1分子动力学的计算步骤 

一般计算机对分子系统进行分子动力学模拟需要四步： 

   （1)建立模型所需要的模型 

分子动力学模拟的第一步工作是建立模型。模型建立过程中需要设定分子

模拟的系统势函数。势函数包括对势和多体势，具体势函数见绪论。在模型确

定后，就可以知道在系统模拟中的具体守恒量。比如在微正则系统的模拟过程

中能量、动量和角动量等物理量都是守恒量。为了计算的方便，分子动力学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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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是立方体，采用周期性条件等。 

   （2）初始条件的设定 

只有确定粒子的初始位置和速度，分子动力学模拟才能对系统微分方程组

进行数值求解，不同算法对初始条件的要求不同。初始条件的合理设置能够在

计算过程中加快系统到达平衡状态的进程。 

（3）趋于平衡过程 

    按照势函数的运动方程、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我们就能开始分子动力学

模拟的计算。在计算过程中,我们通过增多和减少系统能量可以使系统达到所需

能量值。最后通过对运动方程进行积分，使系统有确定的能量值，即达到平衡

态。这段过程称为弛豫。 

    在整个计算过程中，时间步长的大小选择至关重要。时间步长太长，误差

就会比较大；时间步长太小，系统过程中的弛豫时间就会很长。对于时间步长

的选择，需要一定的经验。 

（4）计算宏观物理量 

    在分子动力学模拟的最后阶段，我们主要关注模拟计算的宏观物理量。这

需要沿着空间轨迹求平均来计算。物理量的输出通过计算代码进行文件输出。

在分子动力学模拟计算工程中，温度和势能等都是需要检测的物理量。 

4.2 分子动力学模拟过程 

4.2.1 建立计算模型      

    在第三章已经介绍了改良型 9Cr1Mo 钢的优越性，以及对该改良型 9Cr1Mo

钢的 LBB 分析。微裂纹对于钢材的塑性变形和断裂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断裂

力学可以评价管道的力学性能和构件的使用寿命，但是却不能诠释在微裂纹尖

端材料的变形机理和裂纹的扩展情况。 

      本章就是运用上述分子动力学方法来研究裂纹尖端的扩展机理。普通碳

钢的晶体结构是铁氧体，它是一种体心立方(BCC)结构，添加镍，该元素会把体

心立方(BCC) 结构转化为面心立方(FCC)结构，从而形成不锈钢。基体相ɑ-Fe 是

体心立方（bcc）结构，如图 2。晶格间距是 2.8664Å。本章内容主要是对 I 和 II

混合型边缘裂纹进行三维裂纹分子动力学模拟，其中模型在 z 方向是周期性边界

条件。在所建模型中裂纹沿 x 方向扩展，模型的示意图见图 4.1 和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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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1 体心立方晶格结构图以及ɑ-Fe 的体心立方晶格结构 

          

                   图 4.2 三维裂纹扩展模型示意图 

    其中 W=858Å，T=5.7Å，H=297.4Å，a=57.2Å。运用编程，通过 create-atoms

命令定义一个如示意图大小的区域，然后运用 create-box 命令定义 5 个模拟盒子；

最后在模拟盒子的晶格阵点上创建原子，经过原子的创建本模型一共包括

125610 个原子。建立的计算模型如图 4.3，建立模型的程序代码见附录 A。 

        

             图 4.3 模拟模型整体俯视图和裂纹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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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模型的边界条件 

本章模拟的模型边界为 s s p,即 x y 方向为自由边界，z 方向为周期性边界；

并且每 5 步创建一个 pairwise neighbor list；原子间势函数选择纯相的势函数

Fe_mm.eam.fs。整个模型是采用微正则系综，并运用多体势—嵌入原子法

（EAM）。由于是模拟 I 和 II 混合型裂纹，所以该模型在 y 轴方向收到正反两

个方向的应力，在 x 轴方向收到相反方向的作用力，受力示意图如图 4.4。 

          

               图 4.4 模型边界条件示意图 

4.2.3 模型模拟过程中的模拟参数 

    该模拟过程主要是模拟在不同温度和加载速率情况下裂纹微观尺寸的扩展

状况。本模拟用 fix 命定设定温度为 300K、500K、700K 和 900K，模拟时候温

度可以上下浮动 10K，最高温度超过了材料的蠕变温度。加载载荷是施加在不同

模拟盒子上，每个模拟对象最总载荷大小相等。加载速率快慢通过时间步长内

模拟盒子数值大小和时间步数共同确定。时间步数和每步速率大小如表 4.1。 

                       表 4.1  模型计算过程中参数 

  时间步数（步） Vx（Å/ps） Vy（Å/ps） 输出频率(次/步） 

500 4.5 7.5 100 

1000 2.25 3.75 100 

3000 0.73 1.25 100 

5000 0.45 0.75 100 

10000 0.225 0.375 1000 

15000 0.15 0.25 1000 

20000 0.1125 0.1875 1000 

 

V1>0 

V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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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计算结果 

    该模型的初始裂纹的晶体取向为(010)[001]，研究的模型包含 125610 个原

子。由于在[001]方向（即 z 轴）上采用的周期性边界条件，x 轴和 y 轴是非周期

型边界条件，所以模拟实验是在平面应变条件下的实验。 

4.3.1 模拟过程中温度的变化 

建立计算模型并设定好边界条件后，即可通过PC电脑的命令行程序 cmd.exe

来运行 LAMMPS。   

   

           图 4.5 时间步长为 1000 的实验温度变化 

图 4.5 是选取模拟实验中时间步长为 1000 的温度变化。其他情况不在这里

一一赘述。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模拟过程中模拟盒子的温度在没有弛豫时，温

度很高，经过 100 步弛豫后通过 fix 命令，模拟盒子的温度很快达到了各自的模

拟温度。并且，温度在各自温度允许的范围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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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不同温度和加载速率下裂纹尖端原子的运动情况 

   

 

 

 

 

 

 

 

 

 

 

 

 

 

       

       a：300K         b：500K         c：700k         d：900k 

              图 4.6 不同加载速率情况下裂纹最终扩展情况 

图 4.6 显示了不同载荷加载速率下裂纹的最终扩展情况，其中加载速率的控

制是按照不同时间步长数来控制。图 5 中分别显示了不同温度下步长为 500 步，

1000 步，3000 步，5000 步，10000 步，15000 步和 20000 步的模型原子结构图。

图中蓝色为 Fe 的体心立方结构（body-centered cubic，bcc，α相），绿色为亚稳

态面心立方结构（face-centered cubic，fcc），红色为六角密排结构（hexagonnal 

close-packed，hcp，ε相）。 

从图中可以看出，相同温度下，随着加载速率的增加，裂纹尖端的张开位

移越大，也就是裂纹尖端的塑形变形越大。并且面心立方结构滑移带较多的出

现在裂纹尖端塑形变形区域。根据统计，体心立方结构和亚稳态面心立方结构

结构在模型中的百分比例见图 4.7 和图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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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bcc 立方结构百分比变化图   图 4.8 fcc 立方结构百分比变化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低加载速率情况下，bcc 立方结构所占百分比和温度成

反比，随着加载速率增大，该比例经过短暂的正比之后又变成了反比，最后对

着加载速率的继续增大，bcc 立方结构所占百分比呈下降趋势。而 fcc 立方结构

百分比在低加载速率情况下波动较大，随着加载速率的增大，逐渐呈现相对稳

定的状态。对于模拟过程中出现大量亚稳态的面心立方结构的原因是：Fe 的体

心立方结构到六角密排结构和体心立方结构到面心立方结构的相变压力很接

近。 

4.3.3 不同温度下裂纹尖端原子的运动规律 

在不同温度情况下，裂纹尖端位错滑移带的情况不同。 

 

 

 

 

 

 

 

  

 

          图 4.9  时间步长为 15000 步时不同温度下裂纹的扩展情况 

图 4.9 是选取试验中实验步长为 15000 步（即相同加载速率）的裂纹尖端原

子图像。四幅图分别是在温度为 300k、500k、700k 和 900k 下的最终裂纹扩展

交叉滑移带 滑移带 

Hcp 结构 Hcp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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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从图中可以看出：一定的加载速率，在 300k 和 500k 时，滑移带主要集中

在裂纹尖端区域；随着温度提高到 700k 和 900k 的时候，裂纹尖端的滑移带较

少，而亚稳态 fcc 结构不再像 300k 和 500k 时那么集中，而是稍微均匀分布在整

个模型中。这也说明了沿晶蠕变断裂机理：随着蠕变持续进行，晶界滑动和晶

界扩散变得比较充分，渐渐促进空洞、裂纹沿晶形成和发展。并且，从 300k 到

900k，整个模型的亚稳态 fcc 结构百分比是逐渐增加的，分别是 2.6%、2.5%、

1.3%和 1.0%；模型的 bcc 结构百分比是逐渐减少的，百分比从 92.2%一直降低

到 83.1%；并且在 700k 和 900k 的时候，在裂纹扩展过程中裂纹尖端出现了六角

密排结构。 

4.4 误差分析 

在进行 LAMMPS 进行模拟的过程中，模拟结果精度的主要原因有下面几个

方面：(1) 分子模拟的原子个数；(2)截断半径的选取；(3)模型系统弛豫过程

的设置；(4) 模拟计算步长的选定。 

4.5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借助住分子动力学模拟了ɑ-Fe 在 I 和 II 混合型三维裂纹的扩展情

况。在模拟过程中，通过分析动力学软件 LAMPPS 建模，并通过编程设定了不

同温度和加载速率。本章分析了在不同温度和加载速率情况下，裂纹扩展情况

以及裂纹扩展中相变的转化规律。结果表明：裂纹扩展的微观机理是在外载作

用下，裂纹尖端首先沿着晶体一定方向发出位错。随着外在载荷的变化，裂纹

尖端位错不断发射形成位错塞积，裂纹长度也在慢慢变化。并在裂纹扩展过程

中会有裂尖钝化现象出现。裂纹扩展过程中，裂尖原子的相变和加载速率的关

系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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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和展望 

5.1 论文的主要研究成果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对含有三维裂纹核级管道的 LBB 评定以及对三维裂纹扩

展的微观分析。对于三维裂纹的安全评定中，本文采用改良型 9Cr1Mo 材料，按

照法国核电规范 RCC-MR A16，运用力学分析软件 ANSYS,、三维裂纹分析软件

Franc3D 软件和编程程序对含有裂纹的核级高温高压管道进行 LBB 评定；而在

三维裂纹微观分析过程中，本文采用分析动力学模拟软件 LAMMPS 进行裂纹微

观扩展机理研究，并分析了在不同温度和不同加载速率作用下裂纹扩展情况。

研究结论如下： 

（1）通过对含有裂纹的核级高温高压管道进行 LBB 评定，可知含有裂纹缺

陷的管道的失效分析中要综合考虑蠕变和疲劳对裂纹扩展的影响，并且蠕变影

响比疲劳影响更严重。 

（2）该实验的管道材料是改良型 9Cr1Mo 钢材，按照 A16 规范对该钢材进

行了高温高压下的 LBB 评定。通过计算临界裂纹、寿期末裂纹和响应时间等力

学参数，得到该材料符合 LBB 评定准则 

（3）由于改良型 9Cr1Mo 钢材相比其他材料能够有更高的传热效率，所以

具有和高的经济效益。通过本文分析得到改良型 9Cr1Mo 符合 LBB 评定，这在

该材料在快堆回路结构中的应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不能作为设计准则），

为快堆的结构多级优化提供了依据。 

（4）本文也借助分子动力学软件对三维裂纹扩展机理进行了微观研究。该

研究主要是对 I 和 II 混合型裂纹在不同温度和加载速率情况进行裂纹扩展机理

研究。通过实验发现，裂纹尖端出现的大量亚稳态 fcc 结构与加载速率关系较大；

而温度对于只是对亚稳态 fcc 立方结构的平均分布有影响。较小的加载速率会使

裂纹尖端 fcc 立方机构大量集聚，而温度变化只是让该结构在整个模型中分布均

匀性有所改变。 

5.2 展望 

本文主要对三维裂纹进行了宏观 LBB 评定和微观分子动力学研究。由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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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条件和本人时间和水平有限，本文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对于不足之处还有待

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在对改良型 9Cr1Mo 材料进行 LBB 评定时候，采用数据均是来自快堆

余热排放系统的参考数据，所以该实验的 LBB 评定只可作为核电回路的设计参

考，不能作为设计准则。 

（2）通过对该材料的 LBB 分析，我们以后还需要对不同结构进行进一步研

究，讨论该材料在其他核电结构中的安全性。 

（3）对于三维裂纹的微观分子动力学研究，由于时间的限制，以后对于 I

和 II 混合型裂纹的扩展还需要进行疲劳分子动力学研究； 

（4）模型的原子类型也需要通过编程使用多相合金原子，建造合金模型，

编写合金相势函数，并且在进行分子动力学研究时候，模型形状还有待提高，

比如编程出类似管道的接近实际模型，进一步分析不同参数下的裂纹扩展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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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A 
 

#Input for MD Crack Growth 

 

dimension       3  

units            metal 

boundary         s s p    

atom_style       atomic 

neighbor        2.0 bin     

neigh_modify     delay 5 

  

# create geometry 

 

lattice  bcc 2.86 

region  box block 0.0 300.0 -52.0 52.0 -1.0 1.0        

 

 

create_box 5 box 

create_atoms 1 box 

 

mass  1 55.845 

mass  2 55.845 

mass  3 55.845 

mass  4 55.845 

mass  5 55.845 

 

pair_style eam/fs 

pair_coeff * * Fe_mm.eam.fs Fe Fe Fe Fe Fe  

 

 

# define groups 

region  upper block INF INF 50.0 INF INF INF  

region  lower block INF INF INF -50.0 INF INF  

 

group   upper region upper 

group   lower region lower 

group boundary union lower upper 

group   mobile subtract all boundary 

 

 

  

region  leftupper block INF 20.0 0.0 INF INF INF  

region  leftlower block INF 20.0 INF 0.0 INF I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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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leftupper region leftupper 

group  leftlower region leftlower 

 

set  group leftupper type 2 

set  group leftlower type 3 

set  group lower type 4 

set  group upper type 5 

 

# initial velocities 

 

compute new mobile temp 

compute 2 all stress/atom 

 

velocity mobile create 900.0 4928459 temp new  

fix 4 mobile temp/rescale 10 900.0 900.0 10.0 1.0  

fix  1 all nve 

fix     2 boundary setforce NULL 0.0 0.0   

 

timestep     0.001   # 0.003 

thermo  100 

thermo_modify temp new 

 

neigh_modify exclude type 2 3 

 

velocity  upper set 4.5 7.5 0.0  

velocity  lower set -4.5 -7.5 0.0      

velocity  mobile ramp vy -7.5 7.5 y -50.0 50.0 sum yes 

velocity  mobile ramp vx -4.5 4.5 y -50.0 50.0 sum yes 

 

 

dump 1 mobile atom 50 dumpL1.lammpstrj 

dump 2 mobile custom 50 Ensight.lammpstrj id type x y z c_2[1] c_2[2] 

 

dump_modify 2 format "%d %d %10.5f %10.5f %10.5f %12.2f %12.2f " 

run  500 

undump 1 

undum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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