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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FRANC3D的采煤机行走轮齿根裂纹扩展特性研究

负瑞光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上海200030)

摘要： 运用裂纹分析软件FRANC3D对采煤机行走轮齿根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进行数值求

解，对齿根裂纹扩展路径进行模拟，并将仿真结果与实际相结合，验证FRANC3D软件仿真分析的

有效性。通过实验方法测定行走轮材料的断裂韧性Km结合FRANC3D软件估算裂纹失稳扩展的

最小尺寸，为裂纹扩展特性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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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rack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procket

Root for Shearer Walking Wheel Based on FRANC3 D

YUN Ruiguang

(Shanghai Branch，Tiandi Science＆Technology Co．，Ltd．，Shanghai 200030，China)

Abstract：The crack stress analysis software FRANC3D has been used to solve the numerical calculation of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of the front edge on the crack propagation of sprocket tooth root for shearer walking wheel，the crack

propagation route of the tooth root has been simulated，the validity of FRANC3 D software simulation analysis has

been verified by combining simulation results with practice．The fracture toughness KIc of the wheel material has

been determined by experimental method，the minimum size of crack propagation has been estimated by FRANC3 D

software，which provided a feasible analysis method for the study of crack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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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裂纹的来源可分为两类：一是先天性裂纹，即工

程结构在加工制造过程中材料内部或表面本身存在

的裂纹缺陷；二是疲劳裂纹，即在交变应力作用下，

在应力集中处萌发的裂纹缺陷。裂纹缺陷会导致晶

体开裂，在交变应力作用下致使裂纹逐步扩展，直至

失稳扩展即瞬间断裂。当工程结构中出现裂纹时，

仍然具有一定的裂纹扩展寿命，约占整个使用寿命

的20％，所以对于裂纹特性的研究具有实际的工程

意义⋯。

裂纹特性主要指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K和扩

展轨迹。目前裂纹特性的的仿真软件主要是

FRANC3D软件，通过预制三维裂纹，结合ANSYS分

析软件可以进行应力强度因子墨的求解和裂纹扩

展轨迹的预测等旧J。目前对FRANC3D软件的应用

及仿真结果有效性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对采煤机

行走轮齿根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墨的求解和裂

纹扩展轨迹的模拟，与实际计算结果和实际扩展路

径相比较，验证基于FRANC3D软件对裂纹特性仿

真分析的有效性。

1裂纹扩展相关理论

1．I裂纹类型

如图1所示，依据裂纹平面受力情况，裂纹可以

分为I型裂纹或张开型裂纹、II型裂纹或滑开型裂

纹、III型裂纹或撕裂型裂纹，其中最常见且最容易

发生脆断的是I型裂纹。对行走轮齿根裂纹进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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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分析，其裂纹平面主要承受拉应力，且与裂纹面垂

直，故可将齿根裂纹简化为I型裂纹一1。

(a)I J删裂纹 (h)II』州裂纹 ㈠)IfI¨．1裂j《

图1裂纹类型图

1．2裂纹前端应力场

图2为采煤机行走轮齿三维模型，在笛卡尔坐

标系下I型裂纹前缘某点的应力分量公式为⋯：

一去。s导(hin知挈)
叽=去。s导(⋯in争挈)㈩

K，0．0．30
Lr 2万08虿81n虿81n虿

式中：盯。、盯。丁。为应力分量；E为弹性模量；K。为I
型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0前缘某点角坐标；r为

径向坐标。

由式(1)可知，当径向坐标r为0时，裂纹尖端

的应力出现奇异点为无穷大，按照传统的强度判断

准则零件已经失效，但事实不然，故无法再用应力来

表示应力场强度，而是用有限量K。表示，K．即应力

强度因子⋯。

Irwin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断裂准则：

K。=K。： (2)

式中：K。为材料的断裂韧性，是材料的固有属性。

当K。≤K㈦时，裂纹不会发生失稳扩展，当K．>

‰时，裂纹失稳扩展，结构瞬间断裂。
应力强度因子一般可写为：

K．=盯√盯n (3)

式中：盯为名义应力；口为裂纹尺寸。

2基于FRANC3D软件裂纹特性的仿真分析

2．1 FRANC3D软件仿真过程

FRANC3D软件对裂纹特性的仿真过程可归纳

为以下步骤：

1)绘制行走轮三维模型；

2)将三维模型导入ANSYS中，添加材料属性、

施加边界条件。4 J；

3)在FRANC3D软件中引入有限元模型，添加

初始裂纹，再结合ANSYS重新进行网格划分；

4)进行应力强度因子K．的求解；

5)进行裂纹扩展路径的模拟分析。

2．2仿真模型建立

图2为采煤机行走轮齿三维模型，行走轮节距

176 mm，模数为56．02 mm，分度圆直径为616．22

mm，齿顶圆直径为716．22 mm，齿根圆直径为

496 mm。

图2轮齿三维模型图

2．3 ANSYS应力求解

在ASYS中进行静强度仿真分析，首先添加材

料属性，然后施加载荷为625 kN，力的方向垂直于

节点所在的齿廓，轮齿根部施加全约束，如图3所

示。最终求解结果如图4所示，即不考虑齿顶加载

节点处的应力集巾，其齿根处最大弯曲应力为

665 MPa。

图3边界条件施加图

图4轮齿应力图

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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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基于FRANC3D应力强度因子墨求解

如图5所示，在行走轮轮齿根部预制半径为5

mm的初始裂纹，对K进行数值求解，K最大值为

8．1×10
7

Pa√m，如图6所示。已知盯=665 MPa，

口=5 mm，根据式(3)可得K，=8．3 x 10
7

Pa~／m，与

仿真结果偏差约3％。

图5裂纹引入操作图

图6裂纹前缘应力强度因子图

2．5基于FRANC3D裂纹扩展轨迹模拟

为了模拟裂纹扩展轨迹，需要在齿根预制一个

初始裂纹缺陷，文中选取半径为2 mm的初始裂纹，

对裂纹逐步扩展，裂纹尺寸在纵向上逐渐贯穿整个

齿厚，在横向上逐渐贯穿整个齿面”o，如图7所示。

图8为裂纹周边ANSYS应力云图。图9为行走轮

实际断裂情况，裂纹扩展轨迹与模拟扩展轨迹基本

一致。

■一(a)初始裂纹状态

曩A
(f，)jJ。眨』li的裂纹

图7裂纹扩展路径图

a)初始状态

3结论

(b)扩爬Jrj

图8裂纹周边应力云图

图9行走轮齿根断裂图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FRANC3D软件对工程结

构裂纹特性的分析与实际基本吻合，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通过FRANC3D可以求出任何复杂不规则

结构形态下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再结合断裂准则，

进行失效判断。通过FRANC3D可预测任何复杂不

规则结构形态下裂纹的扩展轨迹，为设计者提供参

考，对轨迹中薄弱位置进行加同。

(下转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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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K；2一弹簧；3一{‘口fF；4一jff§板；5一铰自l

图4刹车自锁装置示意图

图5打磨旋转平台实物图

面正对操作工，抬脚保持刹车常锁状态。

4结论

1)本装置改变了在采煤机导向滑靴打磨工序

中，以往以人力和行车为主的旋转和翻身作业方式，

旋转装置可实现360。的灵活转动，解决了翻身难，

耗时长的问题；同时具备防倾装置和自锁装置，安全

系数高，降低了打磨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隐患，符合安

全生产的要求。

2)该装置通过实际操作验证，结构简单、操作

便捷，打磨效率能提升30％以上，主要体现在工件

旋转和翻身作业上，同时也减少了环境污染，保护了

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降低了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

3)该装置可应用到采煤机其他中小件类铸钢

类零件的打磨工序上，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在推广

过程中，其旋转结构可通过优化设计，以电动机带动

齿轮啮合回转装置来驱动工作台的360。回转，可进

一步降低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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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0页)
参考文献： [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1]程勒，赵树山．断裂力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5]贾光明，王启智．三维断裂分析软件FRANC3D[J]．计算力学

[2]贾学明，王启智．三维断裂分析软件FRANC3D[J]．计算力学 学报，2014，21(6)：764-768．

学报，2004，21(6)：764-768． 作者简介：贫瑞光(1965一)，男，高级工程师。1988年毕业于重庆

[3] 于世光，朱如鹏．三维齿轮轮齿断裂数值分析与扩展模拟[J]． 大学矿业机械专业，现主要从事采煤机械研发与管理等工作。

机械制造与研究，2008，37(6)：75-78． (收稿日期：2018—05—02；责任编辑：边永梅)

[4] 姜年朝．ANSYS和ANSYS／FE—SAFE软件的工程应用及实例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