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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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三维有限元分析软件 ＡＮＳＹＳ 和裂纹分析专用程序 Ｆｒａｎｃ３Ｄ，
针对中国实验快堆（ＣＥＦＲ）一段余热排放系统中的含裂纹管道进行了三维裂纹仿真模拟分析和
ＬＢＢ（Ｌｅａｋ －Ｂｅｆｏｒｅ －Ｂｒｅａｋ）评定。快堆管道工作时处于高温状态，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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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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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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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核电

和其他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成为能源开发和利

用的主线。核电具有运营成本低和可以规模化建

设等优势，在我国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并且通

过在土耳其、英国等国外核电建设项目竞标，积极

参与国际核电发展。核电的众多技术中，有关设

备结构运行安全的内容一直都是核电建设与发展

中的重点关注问题。

中国实验快堆是第四代核能系统的优选堆

型，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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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系统在蠕变范围内承受交变载荷

的作用，蠕变－疲劳的交互作用使系统使用寿命
比只在疲劳作用下的寿命很大程度的缩短［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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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对 ＬＢＢ 分析方法
和工程应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２ －４］。国内冯

西桥等［５ －６］都对核电管道进行了 ＬＢＢ 分析；朝鲜
在建的钠冷快堆（ＳＦＲ）已经对其设计的薄壁管道
采用 ＬＢＢ分析技术［７］。

１　ＬＢＢ分析评定技术

１．１　ＬＢＢ评定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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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的核心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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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分析的主要过程见流程图 １［８］。

图 １　ＬＢＢ评定分析流程

１．２　ＬＢＢ评定分析细则
选定了拟进行 ＬＢＢ 分析评定的一段管道模

型后，根据 ＬＢＢ设计细则可按照以下几个步骤对
含裂纹管道实施 ＬＢＢ评定［５］。

（１）确定无裂纹结构的载荷和应力。需要确
定在各种工况下的各种载荷，包括弯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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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应

力应变曲线、屈服极限和阻力曲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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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情况下需要对环向裂纹特别关注，因为环向

裂纹较轴向裂纹更危险，因此，一些 ＬＢＢ 分析程
序更强调研究环向的贯穿裂纹和表面裂纹。

（４）泄漏检测系统的分析：包括泄漏检测的
方法、灵敏性等。泄漏检测系统的分析应以试验

和反应堆的实测数据为基础，并考虑裂纹张开面

积、表面粗糙度和两相流等因素的影响。

（５）确定可以被泄漏检测系统检测到的最小
裂纹尺寸，一般取 １０ 倍的安全裕度。

（６）确定发生室温扩展的临界裂纹尺寸。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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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计算从开始泄漏到裂纹失稳的时间。
（８）进行总体稳定性分析，判断含裂纹的构

件是否发生塑性失稳破坏。

（９）进行局部稳定性分析，判断裂纹是否发
生脆性失稳断裂。

（１０）对分析结构进行全面评定，判断是否满
足 ＬＢＢ条件。

２　含裂纹核级管道分析模型

２．１　模型裂纹的蠕变疲劳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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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裂纹为沿周向的贯穿扇形裂纹，内壁裂纹

半长度沿周向从 ５ ｍｍ 到 ４０ ｍ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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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采用法国的规范 Ａ１６，
主要考虑结构的疲劳和蠕变问题。

对于第 ｉ 个循环，Ａ１６ 中裂纹蠕变疲劳扩展
公式为［１０］：

δ＝δ０ ＋（δｆｔ）ｉ ＋（δｃｐ）ｉ （１）
式中　δ０———初始裂纹半长度，ｍｍ

δｆｔ，δｃｐ———疲劳裂纹扩展和蠕变裂纹扩展长
度，ｍｍ

疲劳裂纹扩展部分的计算公式：

（δｆｔ）ｉ ＝Ｃ［（ΔＫｅｆｆ）ｉ］
ｎ （２）

式中　Ｃ，ｎ———Ｐ９１ 钢材料常数。根据 Ａ１６ 给出
的参考值，Ｃ取 ３．３６ ×１０ －１１，ｎ 取
２．６３

ΔＫｅｆｆ———有 效 应 力 强 度 因 子 幅，

ＭＰａ·ｍ１／２，它根据各个工况循环
的 Ｊ积分的变化幅度ΔＪ求得

对于蠕变扩展：

（δｃｐ）ｉ ＝∫
ｔ ｉ＋ｔｍｉ

ｔｉ
Ａ（Ｃｉ ）

ｑｄｔ （３）

式中　Ａ，ｑ———材料常数。根据 Ａ１６，选取 Ａ ＝
０．００８０５，ｑ＝０．７５

为保守起见，设定管道蠕变期间温度为 ５５０
℃。在此温度下，Ｃ为在该稳态蠕变下裂纹 Ｃ积
分，假设在每个工况循环内扩展是稳态的，Ｃ取
恒定值。简化后为：

δａｆｌ ＝Ａ（Ｃ）
ｑ ｔｃ （４）

式中　ｔｃ———每次功率循环所用的时间，ｈ／次，根

据工况计算 ｔｃ ＝１４．６ ｈ／次
２．２　分析参数

管道是夹套管结构，分析时对原结构进行简

化处理。简化后管道参数为：外径 １０８ ｍｍ，壁厚
４．５ ｍｍ。模型采用的是已经在国内外快堆得到
广泛应用的改良型 ９Ｃｒ１Ｍｏ 材料———Ｔ９１ ／Ｐ９１ 马
氏体不锈钢。Ｔ９１ 具有较好的力学性能，可以应
用于更薄的管壁以增加传热效率，减少管材的使

用，具有很好的经济性［１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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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在报道中还未见
研究［１２］。其中，材料 Ｔ９１ 的密度 ７７７０ ｋｇ／ｍ３，弹
性模量 ２．１８ ×１０１１ Ｐａ，泊松比０．３１。

该快堆有堆名义、停堆、部分功率和包络 ４ 种
工况，各种工况参数见表 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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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快堆各工况下的参数

项目 堆名义 停堆 部分功率 包络

温度／℃ ５１６ ２５０ ３９６ ５１６

内压／ＭＰａ ０．４６ ０．４ ０．４５ ０．６

扭矩／Ｎ·ｍ １０７５．２５ ２３９．９ ４５４．４９７ ７５２４．１１

弯矩／Ｎ·ｍ ２７２６ ４７７．５ ７２４．８ ３１２７

３　含裂纹核级管道 ＬＢＢ分析

３．１　管道模型的力学分析
确定了结构分析力学模型和工况相关参数

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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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将裂纹嵌入到模型中。其中，裂纹
形状是周向扇形穿透裂纹，内壁上裂纹半长度沿

周向从 ５ ｍｍ到 ４０ ｍｍ。
Ｆｒａｎｃ３Ｄ 是新一代裂纹分析软件，用来计算

工程结构在任意复杂几何形状、载荷条件和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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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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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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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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型选取管系受力最恶劣的一段；在裂纹引入过程

中，裂纹采用梯形参数，根据极坐标和转换坐标的

方法，准确确定引入后裂纹在内壁上形成的裂纹

长度大小。引入裂纹并划分网格后模型的整体图

和剖视图如图 ２ 所示（其中，裂纹为贯穿性裂纹，
初始裂纹长度 ａ＝５ ｍｍ）。

图 ２　含裂纹管道模型整体和局部图

３．２　断裂力学参数的处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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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二者均是在弹塑性条件
下的断裂力学参数，因此，直接运用有限元计算比

较繁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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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ｅ
得到。按照规定，分别计算含裂纹的模型在力学

载荷和热载荷作用下的 Ｊ积分，然后按照 Ａ１６ 中
公式进行转化。根据计算结果并通过数据拟合，

最后得到 ４ 种工况下 ＪＳ—ａ 和 Ｃ—ａ 的拟合关
系式分别为：

ＪＳ１ ＝－２７８７２．８３２ ＋６．９１８ ×１０
６ａ－４．０９７ ×

１０８ａ２ ＋９．０６１ ×１０９ａ３ （５）
ＪＳ２ ＝１２６．４４６ ＋１．９９４ ×１０

５ａ－１．０６０ ×
１０７ａ２ ＋３．５２３ ×１０８ａ３ （６）

ＪＳ３ ＝－３７３９．２２３８ ＋１．１ １２ ×１０
６ａ－６．２９１ ×

１０７ａ２ ＋１．４７３ ×１０９ａ３ （７）
ＪＳ４ ＝－２４６７３４ ＋９．５３４ ×１０

７ａ－９．３９４ ×
１０９ａ２ ＋３．４０９ ×１０１１ａ３ （８）

Ｃ ＝－２７８５２ ＋６．７８ ×１０６ａ－３．９ ×１０８ａ２ ＋
９．０６ ×１０９ａ３ （９）

式中　ａ———周向贯穿裂纹半长度，ｍｍ
ＪＳ１ ～ＪＳ４，Ｃ———相应 ４ 种工况下的断裂力

学参数

３．３　ＬＢＢ参数评定
３．３．１　裂纹扩展稳定性评定

根据式（５）～（９），按照 Ａ１６ 的 ΔＪＳ 方法，运
用公式：

ΔＪＳ１ ＝ＪＳ１ －ＪＳ２ （１０）
ΔＪＳ２ ＝ＪＳ４ －ＪＳ３ （１ １）
可以得到启停循环和功率循环下的裂纹参

数。再通过式（５）～（９）编程计算即可得到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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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参考 Ａ１６ 标准中核电材料 Ａ４２ 的 ＪＲ 阻力曲
线以及工况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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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图如图
３ 所示。可以看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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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中交点可知，
管道的临界裂纹尺寸为 ５３．４５ ｍｍ。

图 ３　临界裂纹长度的确定方法

当寿期末裂纹为 ２３．６５ ｍｍ 时，根据工况 ４
的式（９）求得相应的 ＪＳ 值为：ＪＳ ＝１３０．８５ ｋＮ／ｍ，
在此裂纹数值下，相对应的材料的 ＪＲ 值为：ＪＲ ＝

２０２４．９２ ｋＮ／ｍ。由于槡２ＪＳ ＜ＪＲ，所以裂纹在稳定
性上符合 ＬＢＢ准则的要求。
３．３．２　泄漏量和响应时间评定

关于钠泄漏量的测量，钠气溶胶探测器可以

探测灵敏度达 １０ ｐｐｂ 的钠浓度［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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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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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９］。由于 ＬＢＢ规定，临界裂纹长度要大于可
检测到的裂纹长度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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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时间可按下式估算：

ｔＬＢＢ ＝（Ｃ／２ －Ｌ）／Ｖ （１２）
式中　ｔＬＢＢ———响应时间，ｓ

Ｃ———临界裂纹半长度，ｍｍ，由上节可知 Ｃ
＝２６．７３ ｍｍ

Ｌ———可测裂纹半长，ｍｍ
Ｖ———裂纹扩展速率，ｍｍ／ｓ，取裂纹寿期末

的速率为 ２．６７ ×１０ －３ ｍｍ／ｓ
经计算得到响应时间 ｔＬＢＢ ＝１６３５ ｓ。在一般

工况下，从检测到泄漏再到采取措施的时间 ｔ ＝
４５ ｓ，所以 ｔＬＢＢ ＞ＳｔＴ。即响应时间 ｔＬＢＢ符合 ＬＢＢ评
定的要求。

４　结论

基于法国规范 ＲＣＣ －ＭＲ Ａ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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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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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含缺陷管道安全分析过

程中要综合考虑蠕变和疲劳对裂纹扩展的影响，

且蠕变影响较疲劳为严重。

（２）改良型 ９Ｃｒ１Ｍｏ 钢含裂纹管道计算结果
表明：当含有微裂纹的此管道在快堆高温环境下，

其寿期末裂纹的稳定性、泄漏量的可测性以及响

应时间等都符合 ＬＢＢ的评定标准，即该管道符合
ＬＢＢ评定准则。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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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