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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FRANc3D和ABAQus联合仿真的方法，对带初始预制裂纹的Q235钢cT试样进行

疲劳裂纹扩展及寿命预测和分析．在ABAQUs中施加不同应力水平的载荷，建立CT试样有限元

模型，并运用FRANC3D软件对CT试样进行疲劳裂纹扩展模拟分析及寿命预测．同时运用Paris

公式对疲劳裂纹扩展寿命进行理论计算，为了验证仿真和理论计算结果，设计了相应的CT试样疲

劳裂纹扩展实验，结果表明疲劳寿命仿真值与实验值更为接近，同时验证了基于FRANC3D和

ABAQUS联合仿真法来模拟CT试样三维疲劳裂纹扩展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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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 言

疲劳与断裂是引起工程结构件失效的最主要

的原因之一L1J，而随着数值技术的发展，仿真技术

在疲劳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得到重视．国内外诸多

学者运用不同仿真方法对疲劳裂纹扩展进行了大

量研究，主要包括边界元法、无网格法，以及有限

元法．但边界元法、无网格法一般仅适用于静态、

准静态二维裂纹扩展问题．对于结构件裂纹模拟

方法运用最多的仍是有限元法．尹奇志等比。对含

中心裂纹和含圆孔边裂纹的平板的应力强度因子

进行了有限元计算，结果表明其ANSYS解与解

析解都比较接近，验证了有限元法的可行性．乐京

霞等[31基于含中心裂纹平板的应力强度因子的理

论解和实验数值，说明了相比于传统位移插值法

通过相互积分法所求得的应力强度因子更为精

确．然而，在目前仅采用有限元法对三维疲劳裂纹

扩展的仿真工作中仍存在很多的不足和局限性，

即使是目前比较流行的扩展有限元法和内聚力单

元法，其模拟裂纹扩展的理论和方法仍有很多待

完善的空间．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运用其他专业

软件与有限元软件结合对三维疲劳裂纹进行仿真

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FRANC3D(frac—

ture analysis code for 3D)作为一种专门分析裂

纹扩展的软件，专门用来计算在任意复杂的几何

形状、载荷条件和裂纹形态下的三维裂纹扩展和

预测工程结构疲劳寿命．选取工程上常用的Q235

钢紧凑拉伸(coppact tension，CT)试样标准件为

研究对象，采用FRANC3D和ABAQus联合仿

真的方法，在ABAQUS中建立CT试样有限元

模型；并在FRANC3D中施加应力水平不同的载

荷，对Q235钢CT试样进行疲劳裂纹扩展模拟

分析及寿命预测．最后，设计相应的CT试样疲劳

裂纹扩展实验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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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T试样疲劳裂纹扩展方法

图1为CT试样疲劳裂纹扩展模拟工作流程

图．主要包括两大部分：ABAQUS建模分析和

FRANC3D裂纹扩展．

图1疲劳裂纹扩展模拟工作流程

2 CT试样模型

2．1 CT试样尺寸的确定

表1为低碳钢Q235的基本参数．疲劳裂纹

扩展研究一般采用CT，由于该试样尺寸符合相

关标准，且易于获取准确的试验数据，同时也有利

于进行相应模拟工作，所以选取CT试样进行疲

劳裂纹仿真分析．根据文献[4]两个关于金属疲劳

试验和疲劳裂纹扩展方法的两个标准，针对所给

CT试样建议标准尺寸．CT试样二维图和不含预

制裂纹的三维模型见图2．
表1 Q235钢材料力学性能基本参数

材料名称 Q235

屈服强度／MPa

抗拉强度／MPa

密度／(kg·m-3)

弹性模量／GPa

泊松比

热处理方式

热处理金相组织

300

440

7 850

208

O．28

热轧

铁素体+珠光体

图2 CT试样图

2．2 CT试样有限元分析

图3为不含预制裂纹的CT三维模型，在

ABAQUS中定义相关载荷和边界条件．上下加

载孑L中心分别与上下加载柱面定义耦合(cou—

pling)约束关系，下加载孔中心约束xyZ方向的

平移和转动．①分析步在y方向施加大小为6 kN

的拉伸载荷作用于上加载孔中心；②分析步变为

在y方向施加大小为1 kN的拉伸载荷作用于上

加载孔中心．整体模型网格采用C3D8R(八节点

六面体线形减缩积分)单元划分，共得到33 648

个C3D8R单元．

图3 CT试样载荷和边界条件

3 疲劳裂纹扩展模拟

线弹性断裂力学理论认为，当外载作用时，裂

纹尖端附近会产生弹性应力场，应力强度因子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IF)是反映裂纹尖端弹

性应力场的强弱，通常用K表示，量纲为

[应力][长度]“2．裂纹的基本类型有三种，分别是

工型(张开型)，Ⅱ型(滑移型)和Ⅲ型(撕开型)裂

纹．其中工型(张开型)裂纹是在正应力的作用下，

裂纹上下表面位移使裂纹张开．张开型裂纹是工

程中最常见、最易于引起断裂破坏发生的裂纹．对

于有限尺寸的构件，工型应力强度因子K表示为

K一知“五 (1)

式中：仃为与裂纹面垂直的正应力；n为裂纹尺寸；

厂为几何修正系数，反映构件和裂纹几何尺寸对

裂尖应力场的影响．

标准CT试样裂纹属于I型裂纹，其应力强

度因子K I具体表示为

Kz一赤g(影) (2)

g【万)一

(2+口)(0．886+4．6锄一13．3孙2+14．72a3—5．6a4)
(1一a)3／2

(3)

式中：g(够)为形状因子；w为cT试样宽度，从
加载孔中心面到试样右边缘的距离，裂纹比a一

口／w，仅当o．2≤口≤1．o时，上述等式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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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标准CT试样应力强度因子幅度△K表

示为

△K一茄g(专) ㈤

在线弹性断裂力学范畴内，疲劳裂纹扩展速

率Paris公式为

出／dN—C(△K)” (5)

式中：d盘／dN为裂纹扩展速率；n为裂纹尺寸；N

为疲劳循环次数．Q235钢材料疲劳裂纹扩展性能

的基本参数C，m和断裂韧性Kc分别采用董达

善等睁61用三点弯曲实验测定得．取C一4．555 2

×10一17，m一4．198 7，Kc一191．4 MPa佤
将Paris公式积分，可得到疲劳裂纹扩展寿

命公式N为

N—E志 ㈣N—I”了善等焉 (6)
J nn、一＼L、』1／

式中：预制裂纹总尺寸no一18 mm，裂纹最终尺寸

盘。一28 mm．

3．1疲劳裂纹扩展方向

本文采用最大周向应力(maximum tensile

stress)准则，该准则假定：①裂纹沿着周向应力最

大的方向扩展；②当此方向的周向应力大于临界

值时，裂纹开始扩展．

由断裂力学理论可得，裂纹尖端周向应力场

为

鳓一。法(丢⋯导+丢⋯挈)+
去(扣导+扣挈) ㈣

鳓一去(丢sin导+÷sin挈)+
去(丢⋯导+丢⋯挈) ㈣

确定裂纹扩展方向的条件为

等I。一o (9)
a19”

。 、～

等l。<o (10)
a臼2”、。

⋯7

且满足鳓一O，根据式(7)～(10)可以得出裂

纹扩展开裂角的计算表达式为臼-ar⋯s丝≮浮铲Ⅲ，
在本次分析中，CT试样在由拉伸载荷所产

生的正应力的作用下，裂纹上下表面位移使裂纹

张开，属于I型裂纹．Ⅱ型应力强度因子KⅡ值很

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只需考虑工型应力强度因

子KI值，K I简记为K．

3．2疲劳裂纹扩展增量

在FRANC3D中，三维裂纹前沿是由一系列

外推节点组成的空间曲线，见图4．对于每个节

点，相应的裂纹增量△以。。aei是人为所设置裂纹增

量△盘⋯，的一个比值．这个比值与裂纹前沿的应力

强度因子有关．血。池；与△口⋯，具体的关系式为

△cz。。a。i==△cz。。。，(装)”c·2，
式中：△口。池．为裂纹前沿节点i的裂纹增量；△n一，
为用户定义的上一个裂纹前沿到下一个裂纹前沿

的裂纹增量；△K。oae．为裂纹前沿节点i的应力强

度因子幅度；△K。。⋯。。为整个裂纹前沿应力强度

因子幅度的平均值；指数咒为用户自定义参数，一

般指数，z选取与Paris式(5)中参数m相同的值．

冈4 L”r试样裂纹扩展前沿曲线

3．3定义初始裂纹

在FRANC3D中定义初始预制裂纹参数，选

取裂纹尖端单元几何半径为O．1 mm，以便较为

精确地计算出此时裂纹尖端的应力强度因子

值口。8]．在定义完初始预制裂纹参数后，

FRANC3D会自动完成网格重划分，含有初始预

制裂纹的CT试样网格化模型见图5．

一
图5 含有初始裂纹的CT试样l网格化模型

网格划分完成后，调用ABAQUS进行静态

裂纹有限元分析，得到含初始裂纹CT试样的应力

云图和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因子曲线，见图6～7．

由图6可知，裂纹尖端存在明显的应力集中

现象，裂纹尖端的应力值为1 315 MPa·m“2．由

图7a)可知，沿试样裂纹尖端z方向的裂尖K I值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K．曲线在裂尖Z方向的两

翌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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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l三

畦

L
曰

图6 含初始裂纹的CT试样应力云图(单位：MPa)

骤焉毳笼薹：：}‘’‘。21r一一：’4“M1。‘‘“‘l孤

茎冀Uo、
图7 含初始裂纹的CT试样裂尖KI和KⅡ曲线

端节点处KI达到最小值为22．10 MPa·mw2，在

裂尖Z方向中点节点处应力强度因子值

K。。de'。。ddl。为25．47 MPa·m“2，达到最大值．这是

主要是由于在进行仿真计算应力强度因子值时，

越靠近裂尖Z方向边缘处的K I值受到有限元模

型边界和载荷条件的影响越大，而裂尖Z方向中

点节点处的K I值受到模型边界和载荷条件的影

响较少，它能较为准确地模拟出三维裂纹尖端应

力强度因子值．同时，也可以采用整个裂尖Z方

向所有节点的应力强度因子均值K。⋯。一25．03

MPa~／仇作为当前裂纹尺寸下K I的仿真值．但

是这种方法得到的K I值的方法会受有限元模型

边界条件的影响，对后续疲劳裂纹扩展寿命计算

误差的影响逐渐增大，不宜采用．所以选择裂尖Z

方向中点节点处应力强度因子值K。畦．mi删。作为

此裂纹总尺寸为18 mm下的裂纹尖端应力强度

因子仿真值，大小为25．47 MPa·m“2．由图7b)

可知，，沿试样裂纹尖端z方向的裂尖KⅡ值并不

是完全一样的，但均是在零值附近波动，这可能是

受边界条件的影响而出现KⅡ值，可以忽略不计，

从而也验证了CT试样属于I型裂纹，后续分析

用K表示沿试样裂纹尖端Z方向的裂尖K．值．

初始预制裂纹总尺寸a。一18 mm，根据式(2)

和(3)计算出此时应力强度因子理论K值为

23．46 MPa·mV2，与应力强度因子仿真值的相

对误差为8．58％．理论K值和其仿真K值曲线

呈现图7a)的位置关系，主要是由于在计算理论

K值时，认为CT试样为刚性体，忽略了试样的边

界和载荷条件对计算K值的影响，导致理论K

值较仿真K值偏小．而采用FRANc3D和

ABAQUS联合仿真法求解CT试样K值时，一

方面对CT试样全局进行网格单元细化，尤其在

包含裂纹尖端区域采用奇异性单元并在裂纹前沿

区域采用相应的过渡单元进行网格细化，提高了

计算精度；另一方面，该联合仿真法充分考虑了试

样的边界和载荷条件等诸多因素对计算K值的

影响，进一步减少了仿真误差．所以在当前及后续

裂纹扩展步中，都选取裂尖Z方向中点节点处应

力强度因子值K。豳，。iaa-。作为CT试样应力强度因

子仿真值．

3．4疲劳裂纹扩展仿真

完成初始预制裂纹模拟后，对CT试样疲劳

裂纹扩展速率模型选取经典的Paris式(5)定义

裂纹扩展的Paris参数，见表2，分别施加幅值为6

kN和1 kN，应力比R均为o．1，频率为40 Hz的

正弦波载荷，见表3．

表2疲劳裂纹扩展Paris参数

扩展速率 女黼r 参数 阈值△Kth／断裂韧性Kc／
模型

箩默u
m (MPa．m1／2)(MPa．ml／2)

Paris公式4．555 2×lO一17 4．198 7 3．16 191．4

裂纹扩展从初始扩展步O～20分为20个扩

展分析步，给定每个分析步裂纹扩展步尺寸△以⋯。

一o．5 mm，根据式(12)可知，由于后续每个分析

步裂纹扩展步裂纹前沿的每个节点扩展尺寸是人

为所设置裂纹增量的一个比值，这个比值随每一

步裂纹前沿的应力强度因子幅度变化而发生变

化，从而使得某扩展步裂纹前沿每个节点扩展尺

寸不相同．从步1～8分8个分析步，每一步裂纹

前沿都呈现曲线状，且曲线形状各不相同，见图8．

完成当前某个分析步后，FRANC3D继续调

用ABAQUS进行动态裂纹有限元分析完成裂纹

扩展和网格重划分，同时计算此时裂纹尖端应力

强度因子幅值△K，得到裂纹扩展裂尖△K曲线，

直至完成20个分析步的裂纹扩展．在上述疲劳载

万方数据



· 510 ·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 2020年第44卷

L

俐8 前8步C J、试样披劳裂纹扩展不慈J冬【

荷谱的循环作用下，裂纹扩展速率逐渐增大，裂尖

应力强度因子幅值△K也逐渐增大，每一步的裂

纹尖端△K曲线与图7的初始预制裂纹的K曲

线相似：呈现裂尖Z方向两端边缘处较小，在裂

尖Z方向中点处达到最大值，见图9．主要原因有

两个，①靠近裂尖Z方向两端边缘处的K值受到

有限元模型边界和载荷条件的影响较大；②受式

(12)的影响，某步裂纹前沿每个节点扩展尺寸不

相同，这两个原因必然会导致裂尖Z方向的△K

值大小不尽相同．

仁=二二：-二。；

尹；=j弋
图9 载荷作用下前8个裂纹扩展步的裂尖△K曲线

完成步O～20分20个分析步的裂纹扩展，预

估出在载荷I作用下裂纹由初始长度为18 mm

扩展到28 mm的疲劳裂纹扩展仿真寿命值为
97 276次，并绘制矿N曲线，见图10．同样，可以

模拟出在载荷Ⅱ作用下裂纹由初始长度为18 mm

扩展到28 mm的疲劳裂纹扩展仿真寿命值为
179 960 774次．

c
28

差26

苎：：
姜；；

l 8
0 2 4 6 8 I O

渡菪裂牧，最寿带j月淑

图10载荷作用下CT试样疲劳疲劳裂纹扩展口N曲线

4 CT试样疲劳裂纹扩展寿命理论值

在CT试样疲劳疲劳裂纹扩展属于线弹性断

裂力学范畴，因此可以采用Miner线性累积损伤

理论来计算CT试样疲劳裂纹扩展寿命理论

值∽o．该理论原理如下．

损伤在各应力水平下随循环次数增加线性增

加．如果材料在仃i载荷水平下经过Ni个循环破

坏(i一1，2，⋯，咒)，当材料在该载荷水平下作用了

”．次("<Ni)，则此时的损伤率为

D。一詈 (13)
』V；

当各级载荷作用使材料产生的损伤达到极

限，D值等于1，材料发生破坏，根据式(13)，得到

Miner线性累积损伤公式为

D一善意一是+是+⋯+惫一，
(14)

首先计算仅在载荷I作用下，根据式(3)、式

(4)和式(6)计算裂纹由初始长度为18 mm扩展

到28 mm的疲劳裂纹扩展寿命为N，一119 540

次循环；再计算仅在载荷Ⅱ作用下，依然根据式

(3)、式(4)和式(6)计算裂纹由初始长度为18 mm

扩展到28 mm的疲劳裂纹扩展寿命为Nz一
221 170 ooO次循环．

CT试样疲劳裂纹疲劳载荷谱的一个谱块为

一个载荷I和一个载荷Ⅱ的组合．令CT试样疲

劳裂纹扩展寿命理论值(1／2)N。—咒，一咒z，运用

Miner线性累积损伤公式为

D一寿+是一丢Nc(击+走)一，c¨，
从而CT试样疲劳裂纹扩展理论寿命N。为

N。一群鼍一238 950次 ⋯)

即理论上，在载荷工和在载荷Ⅱ分别作用
119 475次，共计238 950次后，CT试样疲劳裂纹

由初始长度为18 mm扩展到28 mm．同样，根据

在载荷工和在载荷Ⅱ分别作用下的仿真寿命，可

以得出：采用上述的仿真方法，在载荷I和在载荷

Ⅱ分别作用97 223次，共计194 447次后，CT试

样疲劳裂纹由初始长度为18 mm扩展到28 mm．

5 CT试样疲劳裂纹扩展实验

5．1 实验过程

为了验证仿真结果，本次工作设计了一组

CT试样疲劳裂纹扩展实验，实验CT试样的几何

形状和几何尺寸同仿真模型完全一致．CT试样

的材料为Q235钢，材料参数上述表1已给出；试

样形状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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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l疲劳裂纹扩展实验CT试样

整个CT疲劳和实验工装见图12a)，在CT

试样下加载孔通过销轴与设计工装相连固定在实

验台上，上加载孔通过销轴与MTS作动器连接，

从而实现整个试件的垂向加载．垂向加载采用

MTS_322伺服液压试验机，通过MTS作动器进

行循环载荷的加载，分别施加幅值为6 kN和

1 kN，应力比R均为o．1，频率为40 Hz的正弦波

载荷其中谱块两谱块均是应力比R为o．1，频率

为40 Hz的正弦波．

采用图12b)的疲劳裂纹监测方法，裂纹监测

采用1 600万像素高清工业显微镜相机记录裂纹

的扩展情况，并通过带有刻度的菲林片记录裂纹

的长度，其精度为o．01 mm．观测裂纹扩展情况，

定期测量裂纹长度和相应的载荷循环次数，记录

裂纹由初始长度为18 mm扩展到28 mm的疲劳

裂纹扩展寿命．

图12疲劳试验装置、工装和方法

5．2 实验结果

进行了一组五个CT试样疲劳裂纹扩展实

验，剔除2个分散性较大的实验数据，保留3个较

为集中的实验数据较为集中．cT试样疲劳寿命

见表4．

表4 cT试样疲劳裂纹扩展寿命实验数据汇总

注：。o一实验前测量CT试样预制裂纹尺寸；a。一实验后测得的

CT试样裂纹最终尺寸；N，一试样i对应的疲劳实验裂纹扩展寿

命．

由表4可知，考虑到疲劳实验存在误差，对三

组CT试样疲劳裂纹扩展寿命进行加权平均计

算，得到最终CT试样疲劳裂纹扩展实验寿命约

为170 215次．实验寿命是试样在实际情况下承

受循环载荷的寿命，可以作为疲劳安全性的依据．

试样疲劳裂纹扩展理论寿命为238 950次，比其

实际寿命多40％，这可能是因为理论计算中假定

试样为刚性体，忽略了试样的边界和载荷条件等

原因导致其疲劳寿命偏大；以此寿命设计的工程

结构件可能在正常服役过程中就会出现失稳断裂

等重大安全事故，不宜采用．试样疲劳裂纹扩展仿

真寿命为194 447次，比其实验寿命多14％，仿真

寿命与实验寿命较为接近，可以接受．这主要是由

于本文中所建立的有限元模型考虑了试样的边界

和载荷条件等诸多条件从而使得疲劳仿真寿命与

理论寿命接近，可以作为疲劳安全设计的参考．从

而验证了相比于理论寿命值，通过合适的仿真方

法所得到了仿真寿命值与实验寿命值更为接近，

可以作为疲劳安全设计的依据．

6 结 论

1)整个裂尖Z方向所有节点的应力强度因

子均值K。⋯。。。和裂尖z方向中点节点处应力强

度因子值K noa。．mi删。都可以作为每一个扩展步下

的应力强度因子仿真值，来预测CT试样的疲劳

裂纹扩展寿命．但K。。⋯会受有限元模型边界条

件的影响，对后续疲劳裂纹扩展寿命计算误差的

影响逐渐增大，不宜采用．而K。北⋯叫。受有限元

模型边界条件的影响较小，更能体现出三维裂纹

的特性，更接近实际，其作为某扩展步下应力强度

因子仿真值是最合适的选择．

2)对于厚度B一7．5 mm，从加载孔中心面

到试样右边缘的距离W一50 mm的Q235 CT试

样进行了疲劳裂纹扩展寿命的预测，试样由初始

长度为18 mm扩展到28 mm的疲劳裂纹扩展实

验寿命、理论寿命和仿真寿命分别为170 215次，

238 950次和194 447次．理论寿命和仿真寿命相

对于实验寿命，误差分别是40％和14％．

3)将疲劳裂纹扩展理论寿命和仿真寿命分

别与其实验寿命对比，通过理论寿命公式得到的

理论预测值远大于真实疲劳寿命值，预测结果不

安全；通过ABAQUS+FRANC3D联合仿真方法

所得到了仿真预测值与真实疲劳寿命值较为接

近，可以接受．同时也验证了基于FRANC3D和

ABAQus联合仿真法来模拟cT试样三维疲劳

裂纹扩展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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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dimensional Fatigue Crack Propagation Analysis and Life

Prediction Based on Co—simulation of FRANC3D and ABAQUS

XIoNG Xunl’2’3’ YANG Yin譬1’2’3’ WANG Zhoul’2’3’ GAN Jin4’

WANG Xiaolil’2’3’ GAI Wenyue4’ LI Yan91’2’3’

(Sc五ooZ o，A“￡omo￡i口已E咒gi咒PPri7zg，W甜矗盘咒U咒i口Prs主￡y o厂：rPc矗咒oZogy，Ⅵ，k矗n咒430070，C^i咒n)”

(H甜6PZ Kgy L口60r口芒or∥D厂Ad甜以咒ced T8c^咒oZogy o厂A“芒07竹。芒i口P Compo咒P挖≠s，

V阮矗n咒己砌i到Prsi￡y o，TPf^咒oZogy，V阮^n行430070，C矗i咒口)∽

(H“6ei CoZZn60rn￡i可e工行7zo口n￡io咒Ce72￡已r．厂0r A“￡07咒o￡i口P Co”z户。规P，z￡s TPc忍扎oZogy，

W乱^口咒L耽i训gr5：￡y o厂TPf矗咒oZogy，’yM^以卵430070，C矗i7z口)∞

(Sc五ooz o厂Tr盘咒s户or￡n￡iD咒，V阮五盘咒L耽i口P，-si￡∥o厂T8c五咒ozogy，WM九盘咒430063，C^主n口)4’

Abstract：The co—simulation method of FRANC3D and ABAQUS was used to predict the fatigue crack

propagation and life of Q23 5 steel CT specimens with initial pre—cracking．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CT specimen was established by applying 10ads with different stress 1evels in ABAQUS，and the fa—

tigue crack propagation simulation analysis and 1ife prediction of CT specimen were carried out by u—

sing FRANC3D software． Meanwh订e，Paris formula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fatigue crack growth

1ife． In order to verify the simulation and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results， the corresponding fatigue

crack growth experiment of CT specimen was desig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mulation value of

fatigue 1ife is closer to the experimental value，and the rationality of simulating three—dimensional fa—

tigue crack propagation of CT specimen based on FRANC3D and ABAQUS is verified．

Key words：CT specimen；three—dimensional crack；propagation 1ife；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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