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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船舶纵骨节点往往存在焊接缺陷，焊接缺陷将引发裂纹，大大降低构件的疲劳性能。本文基于断裂力学

理论，将焊接缺陷等效成半椭圆型表面裂纹，采用FRANC3D和ABAQUS联合仿真的方法，研究带初始裂

纹的船舶舭部纵骨与横舱壁连接节点裂纹的扩展寿命评估方法。分析了初始裂纹位置、形状、裂纹面角度对

裂纹扩展寿命的影响规律。并根据纵骨节点试验中的初始缺陷的位置，采用此联合仿真方法模拟了裂纹扩展

过程。结果表明初始裂纹位置、形状对扩展寿命影响较大，随着初始裂纹向腹板靠近，寿命变短，裂纹扩展

寿命随着初始裂纹形状比的增大而增大。初始裂纹角度对疲劳寿命影响不明显，随着角度增大，寿命变长。

通过对试验中初始缺陷的等效简化，在裂纹稳定扩展阶段，仿真得到的裂纹扩展寿命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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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 言

船舶结构属于大型焊接结构，而焊接往往会带来焊接缺陷。对于表面缺陷来说，缺陷的位置、形

状、大小会对整个结构的寿命产生影响。例如对于船舶纵骨与横舱壁的连接节点，有研究发现裂纹容

易在舱壁加强筋与纵骨面板焊接的焊趾处产生[1]。如果面板存在焊接缺陷，裂纹将在缺陷处产生并扩

展至整个结构失效。为了保证船舶结构的安全性，有必要对带有缺陷的船舶节点进行疲劳强度评估。

目前，对船舶疲劳强度评估主要是基于S-N曲线和Miner线性累积损伤的方法【2。6]。但是这些方法

忽略了焊接缺陷的存在，不能对含初始缺陷的结构进行剩余疲劳强度的评估。基于S-N曲线法的不足，

以断裂力学为基础的裂纹扩展研究己成为热点[_卜91。

关于裂纹扩展，主要集中在二维模型中裂纹扩展问题的研究上[10-12]。研究多将模型简化为平面应

力模型，裂纹前缘简化为一点，网格重划分技术易于实现，目前二维模型裂纹扩展数值模拟仿真技术

己较为成熟。对于三维模型中的裂纹扩展问题【1 3。”]，裂纹面为空间曲面，裂纹前缘是一条三维空间曲

线，重点是如何准确计算裂纹前缘每一点的应力强度因子并确定其扩展方向。对于I型主导的裂纹扩

展，一些学者通常将复合型裂纹扩展准则简化为平面扩展准则¨61，即认为裂纹前缘沿裂纹平面方向扩

展，简化了裂纹扩展过程。除了上述研究，如何实现三维模型中网格自动重新划分，保证裂纹前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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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质量也是研究的重点【l丌。

本文选取中国船级社《船体结构疲劳强度指南2015))081推荐的容易发生疲劳的位置·—舭部纵骨

与横舱壁连接节点，建立三维有限元模型，并假设焊趾处存在表面缺陷。基于断裂力学理论，将缺陷

等效成半椭圆形表面裂纹，采用FRANC3D和ABAQUS联合仿真的方法，研究了初始裂纹位置、形状、

角度对裂纹扩展寿命的影响规律。然后根据节点试验中的初始缺陷位置，采用该仿真方法模拟裂纹扩

展过程。

1裂纹扩展仿真

图l所示为裂纹扩展仿真流程。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ABAQUS前处理部分和FRANC3D裂纹扩

展部分。在前处理部分，主要是建立三维有限元模型，划分裂纹扩展区，施加边界条件和载荷。如果

模型规模较大，需要采用子模型技术，将裂纹扩展区作为子模型导入FRANC3D中完成裂纹扩展，这

样可以大大提高裂纹扩展分析效率。

f⋯一‘一篇凶．赫施一⋯一‘!

图1裂纹扩展仿真流程图

裂纹扩展部分包括两个过程，首先在导入的模型(整体或局部)中引入初始裂纹，定义裂纹几何

尺寸，在裂纹尖端生成奇异性网格，将裂纹前缘离散成i个节点，并调用有限元软件ABAQUS进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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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分析。然后通过FRANC3D读取ABAQUS计算结果文件，计算应力强度因子和每个离散点的扩展角

度Oi。接下来是确定每个离散点的扩展距离，这里选择固定步长扩展方式：选取位于裂纹前缘所有节

点的应力强度因子中值上的节点为特征点，并赋予扩展步长Aa，。，则其他点的扩展步长为

△呸=△以。。(△K／△疋。)“，其中m为材料常数，△墨为第i点的应力强度因子，赵，。为裂纹前缘中值点

应力强度因子。通过每个节点的扩展角Oi和扩展步长△口f，确定新的裂纹前缘位置，然后对新的裂纹前

缘光顺处理，如图2所示。如果裂纹长度达到临界裂纹尺寸a，，即a，=a。+∑△口，≥口，，那么终止裂纹

扩展，计算裂纹扩展寿命，否则继续更新裂纹，调用ABAQUS进行下一步循环。

缘光顺化

图2裂纹扩展过程

在模拟节点裂纹扩展时涉及到2个关键问题：(1)初始缺陷等效：(2)裂纹扩展准则。

1．1初始缺陷等效

船舶焊接结构中的缺陷种类繁多，形状各异：有单个的，也有密集的，有表面的，也有深埋于内

部的。在进行疲劳寿命评估时，基于断裂力学的损伤容限法提出了将各种形状的缺陷等效为裂纹类缺

陷。对于常见的表面缺陷，本文采用如下简化原则：

设缺陷沿自由表面的最大长度为S，沿板厚方向的最大深度为D，若D<S／2，则把该缺陷等效成

长半轴c=S／2，短半轴口=D的半椭圆形表面裂纹，如图3所示。

图3初始缺陷的等效

1．2裂纹扩展准则

对于二维模型，裂纹尖端始终是平面上的一点，这一点的应力强度因子决定了裂纹扩展状态，裂

纹扩展仿真不存在前缘界定的难题。当裂纹前缘是一条空间曲线时，需要确定裂纹前缘所有节点的扩

展方向，然后结合扩展步长拟合得到新的裂纹前缘。确定裂纹扩展方向，这里采用的方法是，以裂纹

前缘的曲线为基准，在每一个离散点上定义一个与该点切线方向正交的平面，以该离散点为坐标原点，

在该平面建立直角坐标系，然后使用最大周向应力准则二维平面应变方程确定离散点的扩展角度，三

维裂纹尖端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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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前缘

由断裂力学理论【19】，可得到I型和II型复合加载的各向同性、线弹性材料裂纹尖端附近的周向应

力场为

q=面gI c。s(3-cos)+丽gll sin(3cos0-1) (1)

％=去cos 1+cos0’)一面3Ka cos争护 ㈣

铲孺gI c。s詈sm口+而gll c。s詈(3c刚一·) (3)

式中，Kx、局1分别为I、II型裂纹应力强度因子，，．和0为裂纹尖端的极距和角度，以是沿着轴向的应

力，％是沿着周向的应力，最大周向应力准则认为裂纹向周向应力最大的方向扩展，则裂纹扩展方向

确定条件为

鲁k=o (4)

．020-o<0 (5)

将式(2)对0求导可得：

KI sinOo+‰(3cosl90-1)=0 (6)

从而求得裂纹开裂角： 忙os一1[帮] ㈩

公式成立的条件为：-兀≤oo≤兀且墨>0。

2无限大体三维应力强度因子验证

在对复杂船舶节点进行裂纹扩展分析前，本文建立简单的三维模型，验证FRANC3D计算应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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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因子的精度。试样尺寸为150 mm×80 mmx20 mm，两端受垂直于裂纹面的远场均匀拉应力10 MPa，

如图5所示。中间预置椭圆形表面裂纹，椭圆裂纹长半轴c=O．5 mm，短半轴a=0．2 rnm，如图6所示。

由于裂纹尺寸相对于模型尺寸较小，可用无限大体内埋椭圆裂纹公式‘201来计算应力强度因子。

图5不含裂纹的三维模型 图6椭圆形表面裂纹

将FRANC3D计算出的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与应力强度因子手册[201进行对比，如图7所示，

点A和点B分别为椭圆形裂纹与结构表面的两个交点，无量纲裂纹长度三。表示裂纹前缘节点到裂纹

表面点A的椭圆弧长度与A到B整个裂纹前缘弧长度的比值。最大的偏差值出现在裂纹前缘中点处，

为3．9％。可见FRANC3D求解三维应力强度因子的精度较高，能够满足工程应用的精度要求。

F

l
壹
琶
运

0 0．2 0．4 0．6 0．8 l

无量纲裂纹长度Lc

图7三维应力强度因子求解

3 纵骨节点裂纹扩展寿命影响因素分析

3．1模型尺寸、载荷及边界

本文选取中国船级社《船体结构疲劳强度指南2015))推荐的容易发生疲劳的位置：舭部纵骨与横

舱壁交界处，整个模型长1 500 mm，宽400 miil，高800 111111。横舱壁和外底板板厚为10 mm，纵骨采

用HP 200)(9球扁钢，面板宽度28 mill，加强筋尺寸为150x10，与纵骨面板连接处采用软踵与软趾，

模型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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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舭部纵骨与横舱壁连接节点

为了模拟船舶舭部真实载荷条件，模型两端铰支，加强筋上部开孔，可以实现对整个模型的垂向

加载。根据《指南》[181中的插值方法，当垂向加载力为105 kN时(如图9所示)，靠近横舱壁焊趾处

(内趾端)的热点应力为220 MPa，如图10所示。插值点距焊趾距离为0．5 t和1．5 t，其中t为纵骨面

板厚度。由于纵骨采用球扁钢，面板厚度不均匀，本文采用IACS《散货船共同结构规范》中提出的等

效方法将其等效成L型材，等效后面板厚度为23 mm。

图9纵骨节点有限元模型

距焊趾的距离／mm

图10 内趾端热点应力线性插值

3．2扩展模型的建立与断裂参量的选取

通过静力计算发现靠近舱壁焊趾处的应力大于远离舱壁的一端，因此选取该区域作为裂纹扩展区，

建立子模型。通过对子模型进行网格划分，裂纹扩展部分仅限于子模型内，可以减少数据的传送和处

理量，提高分析效率。整个子模型分析流程如图1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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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裂纹扩展子模型

进行裂纹扩展分析时，裂纹扩展规律选用Paris公式。相关材料参数为：杨氏模量E=2．06×105 MPa，

泊松比／z=0．3，应力强度因子门槛值吣h=148．6 MPa·nuno～，临界应力强度因子＆=4 110 MPa·mmn5，

裂纹扩展系数C=5．21×10。3，裂纹扩展指数m1_3 E211。等效应力强度因子为

r—————————————●
Kff=√砰+K：+K孟 (8)

式中，／q，墨I，／q11分别为I型、II型、III型裂纹所对应的应力强度因子。

3．3初始裂纹位置的影响

由于船舶节点在焊接的过程中，初始缺陷出现的位置并不相同，初始缺陷位置对疲劳裂纹扩展寿

命的影响也存在区别。通过将初始缺陷等效为初始裂纹，本节研究初始裂纹位置对裂纹扩展寿命的影

响规律，分别建立如图12所示6个位置的初始裂纹分析模型。每个位置到焊趾处的垂直距离为9 mm，

每个位置间距相等，为2 mm，从球头到腹板沿直线分布，其中位置3位于面板中间。初始裂纹深度

a=0．5 n31Tl，形状比a／c=0．8。

图12不同位置的初始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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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给出了不同裂纹位置时裂纹深度和载荷循环次数的关系曲线，随着初始裂纹位置由球头一侧

到腹板一侧时，裂纹扩展速率变快，扩展寿命变短，裂纹位置对裂纹扩展寿命的影响较大。在焊接过

程中，要避免在球扁钢腹板处产生缺陷。

I
寇
聪
《
碟

1×105 2x105 3×105

载荷循环次数

图13不同初始裂纹位置下裂纹扩展寿命

3．4初始裂纹形状的影响

为了分析初始裂纹形状对裂纹扩展寿命的影响，取位置3位于子模型正中的初始裂纹，固定初始

裂纹深度a=0．5 mill，不同的形状比a／c，分析得到在稳定扩展阶段裂纹深度随载荷循环次数之间的关

系，如图14所示。

I
禽
聪
《
碟

0 l×10’ 2x103 3×10’

载荷循环次数

图14不同形状比下裂纹扩展寿命

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形状比a／c从0．3增大到1的过程中，裂纹扩展速率逐渐减小，疲劳寿命越

长，初始裂纹形状对节点寿命影响较大。

3．5初始裂纹面方向的影响

初始裂纹面方向，受外载荷和材料局部特征的影响。为了探讨不同的初始裂纹面方向对裂纹扩展

的影响，建立了5个不同方向的初始裂纹，目分别为00、5。、10。、150和200，裂纹位置位于位置3，

初始裂纹深度a=0．5 ITLrn，形状比a／c=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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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循环次数

图15不同初始裂纹角度F裂纹扩展寿命

图15给出了裂纹深度随载荷循环次数的关系曲线，由曲线可以看出初始裂纹角度对裂纹扩展寿命

影响不明显，总的来说角度变大寿命变长。

本节将缺陷等效成初始裂纹，系统地分析了初始裂纹位置、形状、裂纹面方向对纵骨节点裂纹扩

展寿命的影响，研究表明初始裂纹位置和形状对裂纹扩展寿命影响较大，在焊接过程中，要避免在球

扁钢腹板一侧产生初始缺陷。

4纵骨节点疲劳试验

4．1试验目的及过程

对含初始缺陷的纵骨节点开展疲劳试验，旨在研究裂纹扩展过程，得到裂纹扩展寿命曲线，通过

与仿真结果对比，验证仿真方法的准确性。整个模型试验装置如图16所示，在纵骨腹板端部通过销轴

与设计工装相连固定在试验台上，上端通过双边双孔夹头与MTS作动器连接，实现整个试件的垂向加

载。疲劳试验之前进行了一系列的静力加载试验，一方面通过重复试验减小焊接残余应力的影响，另

一方面通过与仿真结果对比验证焊趾处的应力分布，在距焊趾5 Im、10 mm、15 mm、30 mm和40 mm

分别布置5个应变片，将测得的应变值与仿真结果对比。图17表明试验值与仿真结果吻合较好，验证

了仿真的有效性。

图16疲劳试验加载及工装

lo 20 30

距焊趾的距离／mm

图17内趾端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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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向加载采用MTS伺服液压试验机，通过伺服液压控制的作动器进行循环载荷的加载，施加的

载荷形式为正弦载荷，循环载荷最大值为105 kN，应力比R=O．1，加载频率1．2 Hz。裂纹监测采用倍

率为50～500的光学显微镜，并通过在热点处涂少量红墨水观测裂纹萌生情况，在观测到裂纹萌生后

定期测量裂纹长度，记录裂纹长度和相应的载荷循环次数。

4．2试验结果分析

裂纹在内趾端有初始缺陷的地方萌生，如图18所示。通过显微镜的观测可以发现微小裂纹，当发

现裂纹长度为0．36 ITlnl时，对应的载荷循环次数为50048次。当裂纹长度扩展为肉眼可见的1．3 mm时，

此时的载荷循环次数达到65 3 14次。纵骨面板上，始终只观测到一条初始裂纹，并扩展成主裂纹。当

裂纹尖端扩展到腹板时，裂纹扩展速率逐渐变大，裂纹发生失稳扩展。

经过测量，初始缺陷位于球扁钢面板正中，距离焊趾端部2 irlm，裂纹沿自由面长度3 1Tim，最大

深度1 mm，p=00。采用上面的等效方法，将缺陷等效简化成半椭圆型表面裂纹，初始裂纹深度a=1

mm，半长c=1．5 miil，等效后的裂纹位置如图19所示。

图18初始缺陷位置及裂纹萌生 图19初始缺陷等效简化

裂纹扩展采用最大周向应力准则，设置裂纹每步扩展0．2 mm，扩展到裂纹尖端到达球扁钢腹板。

由于球扁钢的不对称性，靠近球头的裂纹尖端扩展速率要小于靠近球扁钢腹板一侧的裂纹尖端速率。

图20给出了仿真得到的裂纹扩展寿命与试验结果的对比。

载荷循环次数

图20试验和仿真裂纹扩展寿命

从图中可以看出，当裂纹尺寸扩展到9 mrn左右时，仿真预测的扩展寿命和试验吻合较好。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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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达到9 mm以后，两者偏差较小。当裂纹长度为25 mm时(长度为球扁钢面板宽度的89％)，两者的

裂纹扩展速率逐渐加快，均表现出失稳扩展的趋势，此时整个结构的承载能力下降，因此可以以裂纹

尖端扩展到球扁钢腹板时作为整个结构失效的判定准则。

5结论

本文基于断裂力学理论，将焊接缺陷等效成半椭圆型表面裂纹，研究了带初始裂纹的船舶舭部纵

骨与横舱壁连接节点裂纹扩展寿命评估方法，得出以下结论：

(1)通过计算三维模型表面应力强度因子，采用FRANC3D计算的应力强度因子和手册值相比误

差较小，证明该方法的准确性和可行性。

(2)初始裂纹位置、形状、角度对节点裂纹扩展寿命有影响。其中裂纹位置、形状的影响大于初

始裂纹角度的影响。随着初始裂纹位置由球扁钢球头一侧移向腹板一侧时，裂纹扩展速率变快，扩展

寿命变短，变化幅度较大。在相同的裂纹深度下，随着裂纹形状比a／c的增大，裂纹扩展寿命变长。随

着初始裂纹面角度增大，节点疲劳寿命变长。

(3)通过试验和仿真结果对比得出，在裂纹稳定扩展阶段，用该仿真方法评估节点裂纹扩展寿命

能得到较好的结果。当裂纹尖端扩展到球扁钢腹板时，裂纹扩展速率变快，表现出失稳扩展的趋势，

可以以裂纹尖端扩展到球扁钢腹板时作为整个结构失效的判定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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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lding defects widely exist in ship welding joints and initialize cracks，greatly reducing the fatigue

properties of the welded members．Based on the theory of fracture mechanics，the welding defect is regarded

as a semi-elliptical surface crack．Then the predicting method of crack propagation life for the juncture of

bilge longitudinal and transverse bulkheads with initial cracks is investigated with the finite element program

ABAQUS and a 3D fracture analysis software FRANC3D．The influence of the initial crack loc撕on，crack

shape and crack orientation on the crack growth life is discussed，and then 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of initial

defects in the fatigue test，the simulation method is used to simulate the crack propagation proces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s of initial crack location and crack shape on crack growth life is significantly．The crack

propagation life decreases when the initial crack position moves to the web．Fatigue life i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rack shape ratio．The propagation life is insensitive to initial crack orientation．As the angle

increases，the life becomes longer．By comparison，the crack growth life of the simulation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the long crack propagation stage．

Key words：longitudinal joints；initial defects；propagation life；fracture mechanics；numerical simulation；

fatigue test

作者简介

张淞男，1995年生，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船舶疲劳强度评估方法研究。

徐铁柱男，1992年生，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船舶疲劳强度评估方法研究。

甘进男，1982年生，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船舶与海洋工程结构安全性研究。

吴卫国男，1960年生，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船舶与海洋结构安全可靠性研究。

·通讯作者：甘进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