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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FRANC．3D的7075铝合金裂纹扩展仿真分析
吴中怀，吴运新，袁海洋，龚海

(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研究了7075合金在使用过程中的裂纹失效问题，利用j维裂纹扩展软件FRANC3D对该材料构件进行计

算仿真，通过改变边界条件以及初始裂纹位置，得到不同条件下的仿真结果。通过对仿真结果进行处理．验证了

FRANC．3D软件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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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of Crack Propagation on 7075 AI Alloy Based Oil FRANC-3D

WU Zhonghuai，WU Yunxin，YUAN Haiyang，GONG Hai

(College ofMechanie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Cem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crack failure problems of 7075 AI alloy,FRANC-3D(Fracture Analysis Code in 3D

imensions)was used tO simulate the process of crack failure．By changing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original crack position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were obtained．The reliability ofFlUNC．3D was proved．

Key words：FRANC一3D；fi-acmre mechanics；crack propagation；7075Al alloy

近年来，随着对飞机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飞机

结构的设计准则已从静强度法、破损一安全法发展

为耐久性和损伤容限设计法：选材准则也从评价材

料强度与刚度发展到对材料裂纹扩展特性和裂纹韧

度等要求上【”。为了适应上述设计准则和材料要求．

美国等国家研制了7000系列高纯先进铝合金，

7075作为其中强度最好的合金，拥有如下特点：①

高强度可热处理合金：②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③

易于加工，耐磨性好；④抗腐蚀性以及抗氧化性好，

这些特点使其能够在许多新状态下应用，用以解决

飞机制造中新设计概念的诸多要求。

传统疲劳分析方法描述的是没有初始裂纹的结

构在承受交变载荷作用下。产生宏观裂纹及裂纹扩

展直至结构断裂全过程：而断裂力学方法描述的是

结构具有初始裂纹缺陷，其在承受交变载荷作用下，

裂纹扩展至失稳状态的规律。相比于传统疲劳分析

方法，断裂力学方法研究结构具有以下两个优点[21：

①承认初始缺陷的存在更符合实际情况；②评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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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断裂力学方法预测7075铝合金的疲劳寿

命，需要以下3个条件阱：①初始裂纹尺寸ao；②材料

断裂韧性疋；③应力强度因子随裂纹尺寸变化的关

系K一Ⅱ曲线，并由此得出的裂纹尺寸与载荷循环次

数关系出，v曲线。其中初始裂纹尺寸ao可以直接从

工件测量得到，断裂韧性可以使用压痕法等方法得

到，只有应力强度因子随裂纹尺寸变化关系比较难

确定。因此．应力强度因子随裂纹尺寸的变化关系是

分析裂纹寿命问题的关键。

为得到裂纹扩展过程中应力强度因子与裂纹尺

寸关系，本文运用专、世三维裂纹扩展软件FRANC3D

对7075T6铝合金模型进行仿真分析。
‘

1 FRANC一3D软件介绍及相关原理

FRANC．3D是由美国Comell大学断裂工作组

开发的一套具有独立建模、应力分析、应力强度因

子计算等功能的免费裂纹分析软件。它由立体对象

建模器OSM(Object Solid Modeler)、断裂分析器

FRANC-3D(Fracture Analysis Code in 3Dimensionsl

以及边界元系统BES(Boundary Element System)3

个部分组成。下面就其裂纹扩展分析原理作简要说明。

1．1应力强度因子计算

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是断裂力学关键问题之

一，其主要计算方法有解析法和数值法[41。数值法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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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主要是有限元法、有限体积法和边界元法，包括

了位移相关法、虚裂纹闭合法以及J积分法等方法。

FRANC．3D是通过位移相关法计算应力强度因子

的：对于I型裂纹．使用裂纹张开位移方法计算应力

强度因子；对于II型裂纹，使用裂纹滑动位移方法计

算应力强度因子；对于III型裂纹，使用裂纹撕裂位移

方法计算应力强度因子．如图1所示。

图1距离裂纹前缘～定距离的裂纹位移和裂纹

前缘应力强度因子有关

Fig．1 Crack displacements calculated at a measured

distance from the crack front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tress intensify factors at the crack front

1．2裂纹断裂判定依据及裂纹扩展过程

对于复合型裂纹，其断裂判据准则主要有3种，

即最大周向应力准则、能量释放率准则和应变应变

能密度因子准则【4】。F1认NC．3D采用最大周向应力

准则作为断裂判断依据确定裂纹扩展方向，即裂纹

将沿最大周向应力同时剪应力为零的方向进行扩

展。当此方向最大周向应力达到临界值时。裂纹进入

失稳扩展阶段。裂纹在未扩展前，其前缘单元已经

被离散化为许多点，然后使用最大周向应力准则二

维应变方程确定这些点的扩展方向。它们的扩展尺

寸则由各点的相对应力强度因子大小和用户定义最

大扩展尺寸共同决定，以I型裂纹扩展为例，如图2

所示，其裂纹扩展量为：
矿

儡=‰。[孑L】6

图2裂纹扩展示意图

Fig．2 Crack propagation schemes

式中：‰为最大扩展尺寸；K。为I型裂纹应力强度
因子；B为自定参数。

这些扩展后的点通过多项式拟合成一条平滑曲

线，并重新组成新的裂纹面，以椭圆裂纹为例，新裂

纹面形成过程如图3所示。

新形成的裂纹项点

缘

． 相连以形霉新的裂纹面

、鲞j
’·．／

新形成的顶点由平滑适宜的曲线相连

图3新裂纹面形成过程

Fig．3 Process of forming new crack on surface

2 7075铝合金裂纹扩展计算仿真

2．1建立实体模型

采用专业裂纹分析软件FRANC．3D进行裂纹

分析，图4为采用FRANC．3D软件计算一个裂纹扩

展的步骤阿。

压砜
添加初试裂纹．材料参数以及边界条件

[i——也掣洌
蟹臀l巨商半生参

l是

l夏蔓堕塑堡堕璺三茎丝堑壅苎查鱼堡型I
图4 FRANC．3D断裂问题分析步骤

Fig．4 Fracture analysis steps of FRANC·3D

实体模型建立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运用

立体对象建模器OSM(ObjectSolidModeler)建立模

型；另外一种是使用其他实体建模软件如ANSYS、

UG等建立模型．然后导人OSM，转换成为FRANC．3D

可以读取的格式。

本文采用立体对象建模器OSM直接建立口字

形以及日字形模型．实体模型如图5所示。

2．2添加初试裂纹

初始裂纹的形状选择为四分之一的表面圆形裂

纹咖，其尺寸设置为lmm，对于日字形模型，初始裂

纹分别设置在距离左端面10、15、20、25、30、35、40、

10 Hot Working Technology 2012，V01．41，No．08

万方数据



下半月出版 Material&Heat Treatmentl材料热处理技术

■■
(a)日字型 (b)口罕型

图5 OSM宴体模型

Fig，5 OSM physical model

45以及47mm处；对于口字形模型．初始裂纹设置

在距离左端面25mill处。

在FRANC一3D中添加裂纹的方式有两种：一种

是手工添加，即裂纹尺寸、位置、形状均有操作者自

由决定；另外一种是自动添加．即使用FRANC．3D

提供的裂纹库，从中选取需要的裂纹形状，并设定位

置、尺寸参数。因为欲模拟的裂纹形状为四分之一表

面圆形裂纹．所以本文采用FRANC．3D裂纹库添加

裂纹并设置裂纹参数。

2．3设定材料参数

在材料参数设定的选项中，可对杨氏模量、泊松

比、断裂韧性、密度、导热系数以及热导率等参数进

行设定[7／。由于模拟过程不考虑温度场的影响，因此

仅需要设定材料的力学参量。其值分别设置为嘲：杨

氏模量E=71GPa，泊松比P--0．33，断裂韧性为917，

密度为2．74×10。9 kg／m3。

2。4计算裂纹强度因子及疲劳寿命

当应力强度因子达到断裂韧性时，裂纹进人失稳

扩展阶段，裂纹扩展停止m。裂纹停止扩展后，可由

FR ANC．3D直接得出应力强度因子随裂纹尺寸变

化的关系K-a曲线图，然后利用FRANC-3D提供的

寿命预测功能．得出裂纹尺寸与循环次数舻Ⅳ曲线

图，特别指出。FRANC．3D提供了Forman—Newman-

deKoning、Paris和Sinh预测模型，使用者可根据需

要选取合适的模型。本文采用Paris预测模型，设置

参数包括【8】：Paris系数C=8．8308×10。11、Paris指数

n=3．3219、屈服应力y=503 MPa。

3仿真结果及讨论

当裂纹扩展至临界失稳状态时．裂纹自动扩展

停止。利用FRANC．3D得到扩展过程中的应力强度

因子一裂纹长度曲线．并通过Paris模型得到裂纹长

度一盈利循环次数曲线，导H；数据，利用MATLAB

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如图6所示。可看出，随着应

力强度的减少。裂纹扩展至失稳状态所需的循环次

数呈指数形式增加；当应力强度降低至某一数值时，

裂纹将永远不会扩展至失稳状态，即不会发生断裂

失效。

循环次数

图6裂纹临界失稳时应力强度一循环曲线

Fig．6 Stress s仃ength—circle culwe of crack bucking critical

图7为不同应力强度时日字型模型与口字形模

型裂纹长度一循环次数对比曲线。可看出，在相同位

置相同应力的条件下，日字型模型扩展至相同裂纹

长度时比口字形模型需要的循环次数多，即日字型

模型的抗裂纹能力比口字形模型强。

3．0
瘩

曼2．5

篓2．o
鼎
烈l 5

1,0

】02 1伊 104

循环次数

图7不同应力强度时日字型模型与口字形模型

裂纹长度一循环次数对比曲线

Fig．7 Comparison of Th glyph model and buccal glyph model

on crack length-cycle times C1．Lrves with different stress

图8为日字型模型在25 MPa时．不同位置扩

展至临界失稳状态需要的循环次数曲线。可看出，随

初始裂纹至左端面距离／ram

图8日字型模型25MPa裂纹临界失稳时

循环次数一裂纹位置曲线

Fig．8 Cycle times—crack position curve of Th glyph model with

s仃。85

Intcnsity。f25MPa(下转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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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粗大化倾向。采用外加纳米陶瓷颗粒法，若能让管

线钢液中稳定存在的外加纳米陶瓷颗粒分布于奥氏

体基体或晶界上．可望有效抑制大线焊接时焊接热

影响区(HAZ)的奥氏体晶粒长大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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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l 1页)着筋板的引入，各部位抗裂纹能力增

加程度不同。

上述仿真结果表明，构件存在应力强度下限．当

应力强度低于此值时。构件不会发生裂纹断裂失效，与

实际分析相符．这证明了FftAl叮C．3D预测结果的正确

性。筋板的引人．使得构件的抗裂纹能力整体提高，且

不同部位的抗裂纹能力提高程度不同．大体趋势如

图8所示，该结论可在引入筋板增加构件寿命时作为

参考，当采用引入筋板增强构件寿命时，应尽量使易

产生裂纹位置处于筋扳对构建寿命增加最大的地方。

4结语

(1)通过对仿真结果进行处理。验证7

FRANC．3D软件的可靠性。

(2)筋板的引入，使得构件的抗裂纹能力整体

提高，且不同部位的抗裂纹能力提高程度不同。

参考文献：

【1】 牵行旦．仿美7075高强度铝合金【J]．上海金属，1992．13(4)：

13·22．

【2】 淳庆，邱洪兴．3种钢桥细节基于断裂力学方j去的裂纹扩展研

究【J】．公路交通科技，2008，25(9J：100-101．

【3】 哈宽富．断裂物理基础【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4J FRANC3D Coneepts and Users Guide f￡Bj．ktt'p：／／www睡，
cot'ncll．edu／，2003，

【5】OSM Menu and Dialog Reference[EB]．http：／／www．cfg．eornell．

edW．2003．

[6】 FRANC3D&OSM advanced tutorial fEel．http：／／www c培

comell．edu／．2003．

【7] FRANC3D Menu and Dialog Reference【EB]．http：／／www c龟

e．omell edu／，2003．

[81 Pam≮k J．John R J，John Porter W．Investigation of variability

in fatigue crack nucleation and propagation in alpha+bern

Ti·6AI．．4V[J]．Procedia Engineering，2010．326：1839．1847田

《热加工工艺》2012年第41卷第08期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