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灏盘类试祥崧瓣石的力学髋藏测试串有罄广泛靛应掰。如癍用于岩石断裂

韧度测试的人字型切槽巴西圆盘(CCNBD)，中心穿透直裂纹巴西圆盘(csTBD)，

应用予糍石抗拉强发狈4试中的巴薅圆盘试样和平台巴西圆擞(FBD)等试样。

试样袋宠窝应力强度滚子煞数蕊分爨鼹实验蠢鬟要瓣意义。 ，

本文从二维和三维分析两种角度，对一种新颖的岩石动态韧度试样CSTBD

试样进行了完全的幼态有限元分析，分析了载荷类型、材料性质对试样幼态应

力强度嚣子熬影响。困醇本文分叛7迭搬积分法应瘸予线撵蛙动态应努潍度因

子计算的可行性与精度，并建议麓予实验数据瓣处理中。

谯对静态平台聪缩巴西圆盘(FBD)进行的数值分析的熬础上，本文分析了

SHPB动态劈裂拉伸窳验中巴西圜擞和平台巴蹶嘲蠹的动态威力场，弗对结果进

李亍了滋较。

本文还对国际澍石力学学会(ISRM)95年方法推荐的CCNBD断裂韧度试

样采用考虑切槽宽魔的模型进行了计算，得耋H～些有意义的缩论。

关键词：动态起裂韧度 中心穿避直裂纹巴西嘲盘试样(CSTBD) 人字溅切槽

巴西圆盘(CCNBD) 平农巴西圆盘(鹣砩． 动态应力强度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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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Analysis of Dynamic and Static Stress and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for Disc Specimens under

Diametric Compression

Solid Mechanics

Graduate Student Dai Feng Supervisor Wang Qi-zhi

Disc specimens have great application in testing the mechanic properties ofrock，

such as the cracked chevron notched Brazilian disk(CCNBD)and the cracked

straight-through Brazilian dise(CSTBD)used in testing rack fracture toughness，the

Brazilian disc and the flatted Brazilian dise(FBD)used in testing rock tensile

strength．Numerical results of the stress and the slress intensity factor to the

specimen ale crucial for testing procedures．

A comprehensive finite dement method study is conducted on the novel

specimen used for dynamic fracture-initiation toughness testin}一CSTBD，to know’

the effects of the load types and the material properties to the dynamic stress

intensity factor．Both tWO-dimensional and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is performed

to prove the feasibility and the precision ofthe superposition integral method used攮

calculating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We suggest that the superposition integral

method be used in dealing with the data oftesting．

On the base of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ic FBD under diametric compression，

numerical analysis and compare are performed 011 the dynamic stress field of the

Brazilian disk mad FBD used in the testing tensile strength under SHPB．

Using the modal taking into effects of the notch width．，this paper also compute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of CCNBD suggest by ISRM for rock fracture toughness

test，And some conclusions have been made in this research。

Key Words dynamic fracture-initiation toughness CSTBD CCNBD

FBD dynamic stress intensity fictor FRANC3D software

superposition integra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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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1．岩石动态断裂研究和测试现状和巴西圆盘动态劈裂拉伸实验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以法国人Talobre的岩石力学著作的出版为标志，

岩石力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地质，土木，矿业和资源工程中，经常会遇到岩

石掘进与开挖、岩爆和突出、边坡稳定以及地震等，天然岩石存在裂纹，在一

定的条件下，裂纹将会扩展，这些都涉及了岩石材料的强度和破裂等问题，因

此很自然的将断裂力学引入到岩石力学中⋯。

岩石断裂力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理论和工程应用都有广泛的需求。

在工程上，具体表现在岩石破碎节能、地震预报研究、水利工程防护、流力致

裂开发油气、矿块崩落条件、工程爆破设计、凿岩过程分析、以及锚喷机理分

析等方面。在理论研究上主要有岩石断裂韧度的准确测定、岩石断裂机理、在

各种加载速率下岩石的动态断裂以及岩石断裂面的形貌研究等等“1。

断裂模式分为张开型，滑移型，撕开型，而以张开型最为普遍，危害也最

大。因此我们的断裂韧度测试主要着眼于张开型裂纹的断裂韧度。对于岩石静

态断裂韧度的测试已有比较成熟的方法，如国际岩石力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ock Mechanics—Is蹦)先后提出了2个用于测定岩石断裂韧度

的建议方法o。3。而岩石动态断裂韧度的测试方法则连建议方法都没有。这是因

为，与静态和准静态断裂问题比起来，动态的断裂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

验上都要要困难的多。由于惯性，载荷是以应力波的形式传播的，而裂纹的扩

展形成了新的自由面，其扰动也是以应力波的形式传播的，应力波与裂纹的相

互作用等使得动态问题大大复杂化。

动态断裂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研究在冲击载荷作用下，稳态裂纹的起裂

问题；二是研究裂纹的快速扩展及止裂问题01。从工程结构安全而控制动态断裂

来说，相应的形成了两种策略，就是起裂控制和止裂控制。本文的一个主要内

容是考虑岩石动态起裂韧度，这属于断裂动力学第一类问题。材料的动态断裂

韧度为裂纹体在动载作用下．动态应力强度因子的临界值．是材料的韧性参

数．它作为现代损伤容限设计中的材料参数。可以弥补设计中的材料基本参数

没有考虑惯性效应及加载速率的影响，从而不能预测动载作用下材料及结构的

安全性等不足．

动态断裂研究中一般的试验设备有摆锤和落重式试验机，应用最广泛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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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方法是夏比(Charpy)冲击试验．但它对试样、支座和摆锤结构等都提出了严

格的要求。同时，该方法由于加载方式的限制，加载速率不可能达到太高，测

得的载荷稳定性很差，在确定载荷的大小时易引起较大误差；更关键的是，材

料的动态断裂韧度计算是采用准静态的理论。有时并不能准确反映材料的真实

行为。因此，这种传统的测试技术有很大的局限性。近些年来，人们又发展了

新的动态加载技术。Hopkinson压杆技术是一种广泛应用于高应变率下，材料动

态本构关系及动态性能参数测定的装置，该装置起源于四十年代“3，八十年代初

期被用在研究裂纹体的动态断裂”1。利用Hopkinson压杆技术加载来测试材料动

态断裂韧度的研究已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Ruiz”1等人对于摆锤加载方式及

Hopkinson压杆加载方式进行过比较，指出Hopkinson压杆加载方式可以克服摆

锤加载方式的诸多缺点，同时可以达到较高的加载速率，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加载

方式。

要测定材料的动态起裂韧度，就必须确定动载作用下裂纹起裂时材料的动

态应力强度因子值。众所周知，在动态加载过程中，动态应力强度因子随时间

瞬态变化，应力强度因子的直接测量困难。对于一些透明材料， Kalthoff03等

人使用散焦法测试动态应力强度因子，并用每秒100万幅的的高速摄影机记

录．确定起裂时的动态应力强度因子值。Dally。1等人使用动态光弹法，并用高

速摄影机确定动态应力强度因子随时间的变化过程。散焦法及光弹法试验过程

非常复杂，且需要昂贵的仪器和设备，费用很高。

近来在材料动态断裂韧度测试中采用间接方法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的实

验一数值法应用较多。该方法首先测定试样的冲击载荷时间历史及起裂时间，再

借助于数值方法，如有限元法，或有限差分法对试样进行完全的动态分析，从

而求得动态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历史，并确定出起裂时对应的应力强度因子值，

从而得到断裂起裂韧度。实验一数值法的应用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它的特点

是需要编制动态有限元程序，计算工作量较大。尤其是进行三维动态有限元计

算时占用的机时更长。为了使材料动态断裂韧度的测试方法简单易行，适用于

工程应用和规范化，对一定几何形状的试样应该有一个较简单的动态应力强度

因子计算公式。但由于动态问题的复杂性，有限尺寸试样的应力强度因子解析

解至今也还未获得．所以，许多学者致力于寻求动态应力强度因子的近似公式。

如william“51的弹簧质量模型，Mizanaki“61的线弹簧模型．Kishimoto“71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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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h解的基础上的级数解．Nishoka“4等人由裂纹张开位移确定动态应力强度因

子的近似公式等。然而，现有的近似公式也多限于三点弯曲试样或者单点弯曲

试样，对于剐的一些试样，特别是一些新颖的试样，要褥到精度良好的近似公

式也不容易。

在线弹性框絮内，实验孛常常要对一缝试榉溺得多种冲击载薷醢线，特莉

烧在考虑加载速率的效_溆的时候。这样，使用数值方法计算动态应力强度因子

辩需要对淘一分耩模餮，避行多次蠡每骞戳元计算，计算代价丈，对试验结采静

实时处理有一定的困难，在工程J溆用上受到限制。一些学者使用迭加积分法n”州

来藏多谛舞，懿Weisbrod和弼溉l“赶先诗雾懑动态瘢力强庭因子的肇经狰赘响应，

然后与实测载荷器积来得至4应力强度因予的响应曲线。Yamauchi等㈨先计算出

动态痤力强褒嚣子豹攀缎酴跃鹅痰秀与蜜溅载饕豹微分卷积(校簿美拳积分)

来得到威力强度因予的响应曲线．使用迭加积分法可以肖效的减少重复的数值

{：l_-冀，获嚣大大节约诗冀栈价。一 ．． ．i

．用予渤态断裂韧度测试的试样多为蠢点弯曲试样，对三点弯曲试样的冲击

特性磅究豹较为全覆‘”“。近来疆本豹￥鞠蠲ehi等f：l}傻蔫珏。涨inson嚣耪对孛

心直裂纹巴西圆擞(Cracked Sl!∞tight-Through Brazilian Disc--CSTBD)试样实施

擎纛渖蠢，测试熊羝裂黢囊释放察G鞋及动态鼗聚镪度。对手辫夏耪羚}来说，

圆盘试样有基于崧芯的特点，易子制作。基于我们对CSTBD试样I}勺初步研究瞄1，

我粕赘CSTBD试样引入辫魂态溅试颁域。佟戈溅定岩器凌态鼗裂钢度熬试榉，

拣不同予前人惯用的三点弯曲试样和短嘲榜试样。对于一种新颖的试样而言，

分撰其动态畹瘟特性无疑是鍪要豹，本突主要扶数僮分凝氖度磺究其动态瘫杰

强度因予的响应特性。 r

岩露的贯一个薰要力学参数楚强度。、岩露类材料黪抗莲性熊好，拣控性能

却极差，这是岩石类材料与其它材料在力学性质方面的一个重黧区别。因此，

豢石靛抗控强度的确定受受人们关注。

由予赢接拉伸的困难，在抗拉强度试验中，通常采用巴西圆盘劈裂试验方

法；亦称巴嚣试验(Brzilian test)。这怒岩=嚣力学实验娥程推荐的抗控强度测

_j式方法。该方法将圆盘试样，警于压力机的承趱板间，然后径向加载试样，试

撵会产生张拉破坏，从瑟求锫其抗拉强发。

巴磷实验测岩石、滟凝土等材料的抗拉强度的方法囱诞生以来一盥得至0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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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应用【2”。近年来有学者将巴西圆盘艨用到动态挝仲强度的测试中来，如吴

蠕；拔和刘远惠”71用动力三轴仪对石灰岩，Zhao和L产1用气压一液聪联动加载机
慰葱爨老进行了巴瑶鑫盘瓣动态疆究，终到了拉镑强发与热载率静关系，又辩在

不同的加载率下进行了巴磷黼盘实验。

对于更高加载速率下的动态强度，一般使用分离溅Hopkinson滕杆(SHPB)

来烟载。它采用贴子弹性愿籽中部豹应变片铡撂的加载波形，剥用闼接的方法推

算蠢夹在两囊；l荦之闻瓣试梯豹动态瘟力纛变关系，遴湃了浠壹终翔下童接溺爨

试样中应力威变的困难。Hopkinson杆实验装置自1949年由Kolskyo”提出以

来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并融经大量应用予岩石、陶瓷域混凝土等脆性材料在高

藏交率下熬动态力学蛙能懿疆究之孛。Johnston秘c．Ruiz鼬1，J．簿。Tediscou⋯3，

D．j．Parry等m’都使用了分离式Hopkinson压杆进行了巴西圆盘嶷验，测材料的

幼态拉伸强威。然而，SHPB实验所得数据不足以反映试样破坏时的应力状态。

因此嚣要对SHPB的巴疆实验实验进行数值分板o””，煞人的工{乍袭明，有限元

模羧可戳有效游反获SHPB实验串试襻豹应力窝痤交获态。对銎鞭嚣盎试稃在

SHPB实验中的成力状态进杼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同时，为了避免常规巴西圆盘施力点高度应力集中容易引起试样压碎或屈

鼗甚至酸蓼豹映蠢，王等入转∞5】迩对跫强实验终爨改进，在嚣夔审葶|入嚣令壤

飘平行的平丽作为加载面，使巴西圆盘试样变成了平台圆盘试样(FBD)，并进

行了详细的数值分析，得剥了平台圆擞测强度的计辣公式。作者140l考虑实验机

釉试襻豹接皴馕援，分骥耪极端豹边葵条{孛，怼平螽巴嚣圆盘避镗了更详尽豹

眷黻元分裾，并修正了计箨公式的系数。我们试图瓣FBD弓l入到动态领蠛静撬

{立强度的测试中，在中等加载速率下已经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1。更进一步，

我们希望能谯SHPB进行平台巴西圆盘试样铡定抗拉强度。本文同时将对平台巴

透嚣盘谈群鞘踞实验孛驹趣力获态遴移分辑。

2． 本文研究内容和警要工作
岩葛在≯争鑫载萄作瘸下熬力学行为誉嚣子静态装棼下靛行为。岩葛在静态

载荷下的断裂韧度》”和摭控强度嘲已缀有比较成熟的测试标准。餐是对冲毒载

荷作用下，澍石的动态越裂韧度和动态抗拉强度的测试还处于摸索之中。基于

我们对静态载蘅下岩露羝裂韧度Ⅲ“”’和抗拉强度”+”1删的研究，拟使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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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kinson压杆单点冲击中心直裂纹巴西圆盘(CSTBD)试样，并采用实验与动

态有限元相结合的方法测起裂韧度：使用SHPB对径冲击平台巴西圆盘试样测动

态抗拉强度。本文主要是针对实验需求的一些数值计算方面的成果。

实验一数值法测定起裂韧度，一个关键是要得到试样高精度的动态应力强度

因子，这就需要动态有限元来标定。同时，作为一种新颖的试样，其冲击响应

特性无疑是值得研究的。本文将从二维和三维两个角度，对CSTBD试样进行完

全的动态有限元分析。使用SHPB对径冲击巴西圆盘或者平台巴西圆盘测拉伸强

度，用的是准静态下的公式，因此，试样的动应力分布需要接近准静态下的平

衡。本文将进行这方面的分析。同时本文还对国际岩石力学学会(ISRM)95

年方法推荐的CCNBD断裂韧度试样采用考虑切槽宽度的模型进行了计算，得

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本文的主要工作如下：

(1)用ANSYS对CSTBD动态应力强度因子进行二维动态有限元分析，重点考虑载

荷类型和材料性质对动态应力强度因子曲线的影响。

(2)使用ANSYS由二维裂纹面网格快速建立三维裂纹体网格，并给出了三维动态

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考题。

(3)对CSTBD动态应力强度因子进行三维动态有限元分析，重点考虑裂纹前沿动

态应力强度因子的变化。

(4)将数字信号处理领域的迭加积分法(卷积和杜阿美尔积分)引入到线弹性应

力强度因予的求解中来，从理论和计算两个方面验证迭加积分法的可行性。

(5)动态起始韧度的测试中，提出单位冲击响应曲线和单位阶跃响应曲线的概

念，以方便数据的快速处理。(以上部分内容写入论文一)

(6)使用FRANC3D软件对ISRM95年建议方法的标准试样考虑切槽的模型(参

考试样制作给出标准槽宽)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试样切槽的宽度对实验的

影响。(这一部分内容写入论文二)

(7)考虑实验机和试样的接触情况，分四种极端的边界条件，对平台巴西圆盘

的应力、位移、应力强度因子进行了详尽的有限元分析。(这一部分内容写

入论文三)

(8)研究了平台巴西圆盘试样用于动态抗拉强度测试的可行性，计算了动态应力

分布，并与常规巴西圆盘的动应力分布进行了对比。



孛心穷透蠹装绞墨鞭凝鑫(CSTBD)试榉攀点挣蠢熬实骏琢理藉计舞方瀵

2． 中心穿透直裂纹巴西圜盘(CSTBD)试样革点冲击的

实验漂理和计算方法

2．1实验方法襄原理

采用燕验～数值法来测量动态起裂韧度，其原理怒利用作用擞试样上的冲街

载麓，借勤予数毽方法，魏有隈元法，进静完全鹣渤态努辑，计簿斌群裘尖懿

动态瘟力强魔透予，盘实验实溅煞莛凝辩蠲确定趣裂对对痤静建力强痰因子蕊，

从而得到动态起裂韧度的。

翟1爨零为Hopkinson送姆单点冲赘CSTBD蠛样的示意翻12¨。

r=二习1．．．．．．．．．．．．．．．J
撞击秆

潮1 Hopkinson基耪擎杰净丧CSTBD试弹

绞

撞击挂烂蚩与其棚湖巍经的输入枵，在输入枵上产生压缩殿力波，压缩威

力波传攒慧输入挺与试榉的接触箍射，～郝分返醚输入凝，勇～部分健绘试撂，

并对试释施嬲狰毒载蔫，使褥试祥怒裂。赂在辍入稀上戆应变片，霹疆溺褥入

射杆上由于成力波的传波而产生的入射应变脉冲信号8，和反射_|燕燮脉冲信母8，

经避趣动态癍交仪放大籍输入绘波形嚣贮爨，霉瓣入绘诗算橇迸搔数据文黪建

毽。

测得了入射应变液殿发射应交波髓，对蔽根据一缭应力波璎论求得输入稀

与试榉接嫩蘧处豹载蘅P圾经移u，特别要注意入射波与反射波沿时间轴平移

蘑粒嚣零点的重舍。

尹(0=!谢(岛+t)

”◇)*#泰《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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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A分别为输入杆的弹性模量和横截面积，C为输入杆的一维弹性

波速。

测定起裂时间由电阻应变片确定，当试样承受载荷作用时，应变片上所测

得的应变最大值对应的时间减去应力波从裂尖传播至应变片所需时间就是起裂

时间。

2．2动态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
2．2．1 动态裂纹裂尖场的奇异性

受动态载荷的线弹性均匀(不必是各向同性)介质，在裂纹顶端应力也存

在着和静态类似的，“”阶的奇异性。这一性质不因为载荷快速变动和裂纹迅速

传播而变化，所以动态应力强度因子可以定义为【51：

足夕(f)=l脚d2m't7，(，，0，f) (3)

，为裂纹面上一点距离裂尖前的垂直距离。盯。为垂直于裂纹面的应力。

对外载荷随时间变化但裂纹是稳定的情形，Sih“33的分析表明，其裂尖应力

场和位移场的表达形式与静态加载时类似，即：

口j％矗 i．j取x’Y

平面应变下，由位移法求动态应力强度因予的公式是：

明f)-尚厚 (4)

式中：K少(f)为式(3)所定义的动态应力强度因子，U，为垂直于裂纹面方

向的位移；E，u分别为材料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尽管表达形式和静态情况下

一样，但由于上两式中的应力场和位移场都是时间的函数，因此和静态场有着
本质的不同。

2．2．2动力学方程的求解

本文求解动态应力强度因子使用的是大型有限元程序ANSYS““。对于平面应



中心穿透赢裂纹巴两圆盘(CSTBD)试样单点冲击的实验原理和计算方法

交情琵下，可以燧式(4)逶过裂尖动态张嚣位移来求解爱声◇)。动态位移场可以

通过求解动力学方程得到。

f掰】{掰；+fc】{拜，+f鬈】{辩)={歹) (5)

其中fM】为总体质爨阵，【C】为阻尼阵，【明为总体刚度阵，扣)，{“)，姐)

分别为节点豹加速度矢爨、速度矢量和伎移矢量，{，}为节点力矢量。

ANSYS求解动力学方程用的蹩Newmark逐步税分法，H．血时刻由运动方程

蠢：

【M】扣-+m)+【C】∞，+w)+【K】扣，+。)={，+。) (6)

逮发翻袋移由下焱绘出：

{“，+枷)={“，)+【(1一口){甜-)+a(u，+4)】4r 2 0《髓≤l (7)

{“，+。)={甜，}+At{U·)+【(÷一f1){lf，)+fl{u r+a}I搬2 0墨2声sl (8)
上

式巾群，筘失控副雾法精度髑稳定搜熬嚣令参数。ANSYS可以调整积分参数

删。∥的取值，缺省时，口=0．5050，∥=0．25250初始位移协)，初始德度{“)

爨知，《以出(5)式愆副翅始热速度{≈}，再掇挺≤6一lO)式，求出下一鼹刻的

位移、速度、加速度，依次类推得到所有时间离散点上位移、速度、加速度值。
出(7)，(8)式憋理可褥：

{“，+脚)=口。{(“，+。)一{“．)}一口I{“)一“，{村} (9)

鞋¨球={鞋}+a6{抒}+掰，lu} (1国

撼式(9)，(10){弋入(6)

(玎o【^f】+口．【c】+【KNu，+。}={厂}+【Jl，】(ao{虬)+口：{”，)+口，{u1)+

c矗．{辑}+疗。{群，}+日，{群} (11)

戏呶一击㈡=去确=去，铲去乩铲言一t
如盎_=A-t(一一2)， 吼=4，(1一回，鸽=尉，

求解(11)式，就可以得Nu。，然届根据(9)、(10)就可以得到玑m和U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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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STBD动态成力强度因子的二维有限元分析

3。{：维动态鸯隈元数壤羧验
势了棱验ANSYS计算动态威力强度巍予程痔静霹嚣鼗，本文计葵了一个

经飙韵例子即Chen的问题14鳓。Chen的问题魁一个受阶跃载荷线弹性中心裂纹

援(平搿成交)，叛长40mm，竟20mm，中心裂纹2a=4，8mm，弹靛模量E=2x105MPa，

游裣滋牡*0。3，妒=5000kg／m'，稷分步长0．2ps

鑫游惩麓辩称瞧，取1／4建搂，筵翻分355个A节煮擎愆(PLANE82)，1104

个节点，裂尖分布8个奇异单元。阁2趋用ANSYS计算的援量纲动态威力强

度因孑巍Chen豹结鬃懿瑟我，魏线穰唆会，耩凌缀好。

3

2

1

O

—l
：一一C?5 臻j沁髓!

t／搬

图2有限宽中心裂纹板的动态艨力强度因子

3．2 CSTBD试样的动态应宠强度透予

考验了ANSYS计算二维的幼杰应力强度因子的精度艏，分析CSTBD试样

的动态威力强度因子。试样蛊径为36mm，裂纹长度18mm，岸发炎6mm。筏满岩

密疫P。2700kg，掰，，弹毪楼嚣E=60GPa,澹羧爨打=0．3，糖精瞧矮敬巍文熬

f46]e

施加试样的躐荷为以下三种：

(t)p(t)=poll(t) (黔获鼗饕)

(2)p(t)m P。t／C (线性簸旖)

(3)p◇)；P。sin(t <菱弦载蘩)
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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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TBD动态成力强度因子的=维有限元分析

其中￡∽为革位阶跃载穗，P。=10kN，C取40，80#S两稀情况，载葡三
中f。分别取80u S。

对于单点冲击CSTBD试样，由对称性取其一半建模。实验着重考虑的是靠

远洚爨柽一瓣戆裂尖熬越裂，皮交片也只是贴在这一侧熬裂尖，故仅蒺对这一

侧的裂尖布置奇肄单元，网格划分如图3，共355个八节点单元(PLANE82)，

1104今节杰，裂尖分蠢8个奇异擎元。佟者溺薅镌捡验了嚣逮裂纹嚣辩毒鬟惫

异单元的情况下的动态J陂力强度因子，网格划分如图4，经过计算比较，图3和

图4两种网格计算结栗几乎一致，因此戬看的计算我们浆甭图3的礴格。

图3 cSTBD网格划分 图4 CSTBD网格划分(考虑两个裂尖)

图5和图6分别表示在第一类载荷(阶跃载荷)作用下和第二类载葡(线

性载荷){筝角下试样麓态瘦力强度因子与将动态载蓑我入准静态诗雾公式求褥

的凇静态成力强度因子之比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从图5可以看出，在阶跃载荷作用下，动态废力强度因予在载荷的初始阶

段小予准熬态应力强度嚣子，但随黄时阀的增大又将大予准静态应力强度因子，

最大值约为准静态应力强度因子的两倍。文[22]对三点弯曲试样受阶跃载荷作

臻下懿穗波豹分耩邀褥到了类钕豹绥论。麸毙量熬鼹轰寒看，这是幽子在载旖

作用的初始阶段，外力功不全用来产生试样的应变能，提高裂纹尖端场的应力，

而艇要在试样内产生动能。这样，程初始除段动淼应力强度嚣予将甄子对反涎

刻豹准静态应力强度因予。随着时间的增大，动能将会转化为势能，并与外力

功～起提高动态应力强度因子。这时，动态应力强度因子高予对应辩亥《的准静

悫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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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6 K，Ct)IK。醚酵潞囊耗嫠线(线性载荷)

爨臻6可鏊蓉盥，在线性鼗莜捧瑶下，对子瘊诗算的嚣稀不霹懿瓣鼗速率，

动态成力强度因子之耽缱酵阉的受证魏线完全鬟合，并不瀚载荷速率豹褒化雨

变化。也就是说，在线性载荷作用下，动态威力强度因子与准静态应力淑度因

予之比随时阕载变化避数与力E载的速率没有关系。这萃申特性嶷有普遍性。文E22]

在对三点弯蘧试稃黪努辑努辑熟蘩礁上浚弹簧一餍量模墅采解释这霉熬瑗壤。敷

2

§

l

5

O

5

1

0

O

』蹴≥o一髯

一

?

6

S

4

3

2

{

O

l

氇执瓯

莰n

m莰

m

j

∥澎吾一一茹



CSTBD璐态癣力强度嚣予豹二维有限元分橇

弹簧一质量模型建立三点弯曲试样的动态应力强度因予已经比较成熟，而对于

CSTBD试样，暂时还没有以弹簧一质量模溅为基础的分析公式。因此在这里，笔

菇给出另一秘艨鼹静{正明。

设两类线性载荷分澍为：P，=at；P：=bt。a,b楚与}无关静常数。

对于此必线性时不变系统，线弹性体的动态应力强度因子可以使用杜阿荧

尔积分来求解“4(详细见第赢章)。即：

墨◇=l矗◇一f)p(r)dr (12)

式中^O—r)为应力强度因子的单彼阶跃响应，对于给定的试样，其值为一

定值。p(r)为载荷的导数。注意到线性载荷的导数为常数。因此脊：

踅，。(f) Ih(t-r)≥，(r)露r
K，2‘‘’

{^(f一，)；：(，)d，
瓣予难静态下动态斑力强发因子窝羧麓蓬递：

监；盟：一a
K☆2 P2 b

㈣，(1霹)：器=惫

(13)

(14)

(15)

由(15)：鱼盟：坠煦 ㈤
爱☆2 K越

’

从上面式(16)可以看出，在线舷载荷作用下，动态应力强度因子与准静

态应力强度因子之比的确与载荷的速率派关。由于K，(t)／K。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激疆{王一速率熬线毪载凌标定，困鼗瓣予求线性{串逡载袭终矮豹试样豹动态

成力强度因子，只要在K，(O／K。随时阕变化的鳆线上找到对应噼粼的值再乘良

相应的准静态值就可以了。值得一提的是，从上面的推导可以看出，这一结论

适用于任何线性对不变系统。

闻靖获蕊嚣匏分耩穗爵戬看出，将载稳历史筏入准静态公式求褥豹准静态

成力强度因子与试样内真实的动态应力强度因子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完全不同。

即便是对于线性载荷，也需要在相应的准静态值的熬础上乘以一个系数。因此

疗一6
II

如～打磅～”

一一

一鲤如牙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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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长时间里使用准静态公式求得的准静态应力强度因子并不能代表试样内真

实的动态应力强度因子，要确定试样内的动态应力强度因子，必须要进行完全

的动态分析。

从动态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公式，以及有限元方程可以看出来，材料的性

质。如弹性模量、泊松比、弹性波速，对试样的动态应力强度因子是有影响的，

有计算分析表明，泊松比对动态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很小，而弹性波速对动态

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很大，本文对此进行计算。

考虑泊松比分别为u=O．25和u=0．3两种情况，其余参数与前例一致，施加

第三类载荷(周期载荷)。计算的动态应力强度因子历程如图7。可见泊松比影

响是比较小的。

≈
童
毒

6

5

1

O

-1

A ——泊松比为0．3
⋯⋯-泊松比为0．25

j厂．≮
f／ps t

l 20 40 60 80

表l三种材料力学性能性能

材料 弹性模量 密度 弹性波速近似值

E{(狰a p／kgm。 co／ms。1

40Cr 2lO 7800 5189

硬铝 7l_3 2790 5055

大理岩 16 2600 2481



CSTBD动态成力强度因子的=维有限元分析

考虑表l所永三种材料的CSTBD试群试样，凡侮尺寸良及裂纹长度与静述

一致，冲击载萄同样取第三类的周期绒荷。其中，40Cr材料性能取自文献【47】，

硬锅材料性能取囱文献【48】，大理岩材料性能取自文献【35】，u都取为0．3

溪8绘蹬了上述三秽糖料CSTBD受正弦载蓑狰壹下豹动态应力强发因子魑

线。可见，对于波速比较慢的大理岩。其动恣应力强度因子的响应比较慢一魑，

在穗当长瓣辩阕肉懿德蒸笼40Cr帮磴铝褪糕嚣试群靛藿簧枣。对予弹经波速魄

较接近的40Cr和硬铝材料的试样，其应力强度因子的响成曲线也很类似，因此

可l；圭看出变要是稀料的弹性波速影响动态威力强度阂予德。事实上根据我们的

计算，专孝料的弹性摸量秘密度对动态应力强度因予豹影响，比泊松比螟明显的

多。但是巍应力波速相同的时候，即E／p相同时，动态成力强度因予的响应益

线完全重会。这可以对Kalthottf81提凑豹剩磁三点弯遗试棒测试毒孝鞑动态起裂秘

度的关键曲线法的合理性进行解释。

％

萎

8

7

2

l

0

—1

-2

圈8三种材料SCTBD试样的动态应力强度因子

铝

对于弹性波速接近的材料，在同等条件下的动态应力强度因子的响应曲线

是饭接近的。因此对予某些不荔获取或者难戮魏工的奉孝辩，可蔽使确弹性波速

接近的替代材料来进行实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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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STBD动态应力强度因子的三维动态有限元分析

动态起裂韧凌测试中动态成力强度因子熬计算过去较多的集孛在二维计算

上西。对试样进行三维分桥静魄较少。任何裂纹，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三维的，

二维只是三维的简化。很多情况下，二维理论不可能和实际符合的很好。而且

对于～种较新颖的试样来说，进行三维裂纹的分析，无疑怒有必要的。本章将

霹CSTBD送霉亍三缀豹有限元努耩，绥致蠡每考纛裂尖豹动态瘦力强度嚣予。

兰维裂纹体的分析，特别鼹骚得到高精度的裂纹参数成力强度因予，需要

比较精细的工作。作者所在的课题组对三维裂纹体静态情况下应力强度因子的

磅究悉蠢较多酶积累【3^捌。终鬈毪徽了一些工作【4”，对ISRM95年建议方法标

准试榉CCNBD，使用考虑切槽宽度的模型逡行了更精细的三维分析。遮一部分

工作请参见论文二。

三维裂纹问题的瞬态分析是断裂力学中的薰要内容。￡毂于问题的复杂性，

三维袈绞动态痤力强度因子豹诗舞至今滏寒宠簧．chenl钢最警鸯鞭差余法(国鹾)

研究了内埋圆片裂纹、椭圆片裂纹和半椭圆表面裂纹，由于有限差分法不能很

好地描绘裂纹前沿的奇异应力场，此法没有得到广泛成用。

Sladekpo!,Zhangisll，WentS2：s3]g]边．器嚣法散了类钕茨工馋。然藤，在数篷圣{+镎孛应

用最广泛并且己组建了多套大型商业亿程序躺有限元法，鬣今在三维裂纹的瞬

态分析方面很少有文献发表15⋯。

本章使用有限廷程序AHSYS，研究三维裂纹体的瞬态嗨应，并对CSTBD

试释送行三维动态露限元分耩。

4．1三维裂纹横型的建立和网格剃分及算例

葛二缍裂纹体一样，三维裂绞俸蔫缘缀套憋区域墨戆疲力其骞，瓣羚憝奇

异性，在三维裂纹体有限元模型中捕捉这种威力奇异性，模拟高精度的裂纹尖

端场，～直是断裂力学计算的～个重点和难点。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

很多学蠹提出在裂纹尖溃布置奇黪单元(1／4麓点单元)即谭默褥到线费性的奄

舅应力场。这种方法非常适合线弹性分拆，霹|；；l得到精度缀麓的断裂力学参数。

1／4节点方法应用广泛，被许多通用程序所采纳。我们用ANGYS求解应力强度因

子同样应用了1／4繁点技术。

ANSYS软{孛只蔻提供了二缨裂绞阕惩懿鸯限元舞疆鑫动麓势(鲻c④《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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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没有直接生成三维裂缎单元的办法。贾学明和墨窟智㈤使用ANSYS子模

型技术，首先阁常规单元对模型进行～次分析，再取出所关一tl,的裂纹区域进行

羹仔细豹分据。其中，对予模型摹元豹形簸在裂纹j；蓼绦布置l愆节点单元，模

拟裂纹端部的磁力稀位移裔髯性。在静态下，使蘑予模型技术予三维裂纹体丽

格划分是一种很好的方法，然而，对予动态断裂一烈问题(外载街变化，裂纹

稳定)，ANSYS子模型法不能实施。因此必须要考虑新的方法。

本文健茂ANSYS提筷煞各稳阏榛麓分王其，絮：鑫由溺赣戴分、浃毒重弼穆

划分、扫掠(sweep)网格划分和过渡网格划分等来划分三维裂纹体网格。充分

利用ANSYS提供的限于平面问题的KSCON命令。对于由面经过拖拉、旋转、

镶移(VDRAG、VROTAT、VOFFST、VEXT等系捌翕令)等方式生成的藏杂三维实体

褥言，可先在原始面上生成壳(或

MESH200)单元形式的面网格。然后

在生成体的网时自动形成三维实体

瀚格；对予殴经彩成荮7麓三维复

杂实体，如聚葳在某个方向上的拓

扑形式始终保持一致，则可用(人

工藏全壹动)稳掠网疆翅分<￥S#E静

命令)功能来划分网格；这两种方

式形成的单元几乎都是六面体单

元。逶常，采髑扫掠方式形成网格

建一种菲霉始鹣方式，怼予复杂几

何实体，经过一些简单的切分处理，

就可以自动形成规整的六蕊体网

貉，宅魄浚射瓣辏翔分方式其有蔓

蹦9有限圆柱体内埋同心劂片裂纹网格

大的优势和受活性。对裂纹体的建模柬说其有更重臻的意义，因为先对面划分

网格可以自如的使用AN趴S提供的针对二维裂纹问题划分1／4节点的KSCON

螽令。

下面戬露限圆柱体肉城同心圜片袋纹为铡，来说明阐格的划分。出对称馁

取1／4建模，先建立一个对称面，再幽VROTAT旋转90。成体。对称面上使用

MESH200单元(KEYOPT(1)=7时为平耐8节点四边形单元)划分网格，MESH20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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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种“实际”的单元，只是一种主要用于预划分线、面或体的哑单元，其

中keyopt(1)的值决定单元是线、面或体单元和有多少个节点。裂纹尖端使用

KSCON建立奇异单元，共划分205个单元，646个节点。再用VSWEEP命令沿中

心角每隔10’扫掠成体网格，共得到2255个SOLID95单元(20节点六面体单元)，

8996个节点。如图9所示。扫掠形成的各个截面上的单元网格划分是完全一样

的。使用扫掠划分网格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MESH200单元的KEYOPT(1)选

项确定了面上单元的形状，必须与定义的体单元协调。此例中8节点四边形单

元对应20节点六面体单元，若定义为其它的单元如四面体单元，则扫掠失败。

当体单元全部划分完毕，我们可以用ACLEAR命令清楚MESH200单元，也可以把

他们留下来以备将来可能重划分单元。因为不管你是否去掉它们，MESH200单元

不会参与求解的。

对于更复杂一些裂纹体的网格划分，可以采用混合网格划分来布置裂尖奇

异单元。混合网格划分即在几何模型上，根据各部位的特点，分别采用自由、

映射、扫掠等多种网格划分方式，以形成综合效果尽量好的有限元模型。下面

我们以一个例题来说明裂纹体的建模、分网，并检验计算的精度。

例题：突加载荷p(，)=tToH(t)下立方柱内埋圆片裂纹

一立方柱(2wl×2w2×2h)内埋圆片裂纹(裂纹半径为口)，在垂直与裂纹

面的远场受阶跃冲击载荷p(r)=盯。H(t)作用，如图10所示。a／w．=O．5

W。／W：=1，h／w。=2，泊松比为0．2。计算结果应力强度因子以K，(t)／K。无量纲

化，时间以c1“矗无量纲化。Ko=2ao a历z，cI=J瓦揣为纵波波速。
由对称性，取1／8建模。网格划分如图1l。本例裂纹体网格的划分单用扫

掠是不够的，需要采用混合网格划分。具体实施是化出圆柱体，类似图9进行

扫掠网格划分。在剩余的六面体内进行自由网格划分。采用带中节点的六面体

单元进行自由分网(自动退化成适合于自由划分形式的单元)，此时，在该区域

与已进行扫掠网格划分的区域的交界面上，会自动形成金字塔过渡单元(无中

节点的六面体单元没有金字塔退化形式)，自由划分的SOLID95单元会在已经用

SOLID95划分六面体单元的边界上产生金字塔过渡单元，而其它地方全是四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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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ANSYS中的这种金字塔过渡单元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如果其邻按的六面体

单元无中节点，则在金字塔单元四边形颟的四条单元边上，自动取消中间节点，

骇傈诞网辫静协调娃。最囊ETCHNG会令将那些SOLID95的退化覆体单元转换成

SOLID92四磷体单元，这样做可以提商计箨效率。图12为本文计嚣绪果和文献

[5卜52]计算的结果比较，可见吻合的很好。

图10蠹淫鋈冀裂纹嶷方程 黧ll内堙黧垮裂绞立方较潮揍翻分

圈12 立方柱内埋圆片裂纹的动态应力强度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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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STBD试样的动态应力强度因子

下斌鸯惠CS’I'8t)试样，凌径9=36rm，蓉}绞妖度2a=lSr推n，诗冀中采愆了不

霹的试糕厚度(B=6n麓：【}，10ram，14tin)。材料参数为：释经摸蘩E=60GPa，澧捡

诧p=0．3，密魔p=2700kg／m，。躐荷为阶跃绒翰布载荷p(t)=pH(t)，两样由

予试样尺寸和边界祭传的对称性，取试样的1／4建立模型。三维的窍照嚣鼹辫

慕矮{；蓼瓣掰透方法，耀mesh200鼙

元在瑟上预麓分攀嚣，蠢萎惫羚零

元，然瞄扫掠成整体湖格。如图13

爨示，礴瀑元搂型蓐发方蠢上予蚜

分为4艨，每艨8个资异单元，懿

32个奇辩单元。总藏划分1356个

单元，5301个节点。缚个截露上游

翻貉帮强3二缍套羧嚣鼹辏跫寇全

一样戆，二维静秘播只是没露簿凄

上的分膦。
’

辫13 CSTBD试榉三维秘格翎分

圈l《，ls，{6分粼是B=6mm，tomm，14mra熬CSTBD试榉裂绞藏缘不瓣患，

以及按二维阏联处溅掰褥戮翁动态艨力强度戮予爱◇随鼹瓣变豫蓝线。鬻中

2z／l}o代表试样厚度中央，2z／胁1代表试样表渐。应力强度因予的计算缩果以

K8 2

餮瓣裂绞藏缘攀弱点魏动态藏力强度运予(B=6mm)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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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三维的计算和二维计鳟的动态应力强度因子曲线的趋势

相当一致，这也说唆了CSTBD锬孀二维分柝农一定的可行缝。然露，动态应力

强度鞠子在厚度方向是有交纯瀚，越是靠近边界，移按照平面应交处毽所得簧

的曲线相差越大，这可能是受表面瑞利波的影响。厚度较大的试样，其动态应

力强度因子(特别魑中心点的威力强度因子)与平面应变假的误差就越大。在

麸零开始稳奎长静一段瓣润垂，中心熹楚静动态瘟力强凄鬻予蘧线鄂在葵余点

的上方，也就是说中心点处的动态应力强度阑子值最大，遮也验证了文献[23]

对三点弯曲试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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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算动态应力强度因子的迭加积分法
5。{迭舾骧理和线性时不变累统的撩念糊性覆

由予线弹性断裂力学是建立谯弹性理论基础上的，所以当裂纹题受几种载

荷联合作用时，其裂尖应力场或位移场可以通过对每种载荷作用下的场作线形

迭加两求褥，即应力强度因子具有可加性。例如，单边裂纹掇受拉伸载赞P秘零

豹联合髂属，记该裂纹髂在P帮窜分剐俸臻下静瘦力强度透予分裂为群耪甄，

则总的威力强度因子为：K=K，+耽．

上面说述的是对静态应力强度因子求解的迭加原理，对于动态应力强度因子

懿求瓣，同样霹激缓建迭燕琢理，不过要考惑孵凌戆{擘震，藏是谈在嚣域上考

虑迭加原理。只有线性时不变的系统，求解其响应<例如威力强度因子)时才

能使用港加原理。

系统按英特性可以分为线性系统_帮菲线性系统甄类。一般来说，线性系统

是由线梭元俘组成的系统，菲线穗系统戴是含巍菲线性元绛的系统。酝谫线经

系统是同时具有齐次性和迭加性的系统。表示，当输入激励改变为原来的·k倍

时，输出响应也相应地改变为原来的k倍，这照k为任意常数。迭加性表示，

当袁死今激藏同霹佟翅子系统上龚誊，系统熬慧拣斑等予各个激颡分剐{筝耀予系

统所产生的分量晌磁之和。

系统又可根据其中是否包含肖随时间变化参数的元件而分为时不变系统和

露交系统。对不变系统又稼菲时变系统或定常系统，它的镁绫不照时间变豫，

或者说，它具有晌成的形状不随激励施热静时闽不同丽改变的特往。系统是否

线性和照否时变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概念，线性系统可以是非时变的或者是

时变的，非线性系统也可以是非时变的或者是时变的。

系统豹嫡应哥毅把它分为零输入稿盛窝零羧态穗应嚣部分。零输入鹣藏是

系统在溉输入激励的情况下仅由初始条件引越的响应；零状态响应是系统在无

初始储能或称为状态为零的情况下，仅由外加激励源引起的响应。

对予复杂信号激藏下熬线梭瓣不变系统，为求解该系绫兹菲齐次方疆，除

用直按解方程法和变换域法外，还可以在露域中应用迭加积分法。此法怒将激

励信号分解为一些用较为简单的时间函数表示的单元信号，分别求取这种简单

信号激励下的系统响应比较容易，然后根据线悭对不变系绫的特性，将对各单

元信号的骟应避幸亍遮热蠢褥总静零状态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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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信鼍在时域牵的分解

激磁傣号农鞋域中分勰必单元信号，逶鬻袁溅耱办法。一种是熬函数分解

为一系列脉冲函数，系统对各脉冲函数响应的总和就是零状态响应。当然，为

了能得到猴确的结果，脉冲宽度应无限趋小，求和的过程也就相应地变成取积

分。这个积分称为卷积积分。筠一种分解法楚把函数分解为一系捌阶梯形溺数，

系统对这蹙函数豹哦应熟慧帮遣是零状态晌瘫。

(1)任意函数寝示为冲激函数的积分

／(f)

f(t，)

，(o)

【 4f 八⋯∥>么
一 i一4￡<

上 ：s．
么

仁

鹬钔

圈17任意信号表示为冲激信号的无限和(积分)

羧蚕|7的分缕方式，将任意信号，(f)静波形近似写佟矩形窄脉冲信号的迭

加。设在t，时亥《波分解之短形脉冲嶷度为，镶>，宽度必瘦，，此脉净熬表达式必

f(t。)【s(f～t1)一占(f—t，一4^)】

从^=—o。到，．=，，将许多这样的矩形脉冲单元进行迭加求和，即得厂(r)之近似

袭达式为

朐m∑t，(，1)【印。)叫H。咄)】-宠f(t，)竣尘等尘兰蜴¨17)
拜重闻阀隅原，取褥越小，这静邋似表示繁米的误差就越小。当At；呻0时取极限，

式子两边将趋于完全相等。我们有

朋谗焘熙)坠告警土鲣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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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f(tt)占(卜，-)at。2 I。们-矽(f一^)at (18)

这爱是售号静冷激丞数分熬式。若将藏辍分式孛瓣交爨t，改舞t，瑟涛鼗察嚣裂

￡改为f。，积分上限改为观察时间岛并考虑f(t)为因暴函数(即t<O时厂(f)=O)，

则式(18)便W写为

f(to)=l"f(t)6(to—t)dt (19)

注意到单位冲激函数是偶函数，故有：

f(t。)=【‘f(t)6(t—to)dr (20)

(2)任意函数表示为阶跃溺数的积分

任意波形信号还可以分解为阶跃函数的无限项和式的情况。如图18，将任

意波形苁磅j糖似地写作阶跃信号的叠加。由圈示可见，在f=0时剿出现的阶跃

溺数力，(够疗(f)。鼗嚣，在{壬惑对蒸t，掰产生豹分瓣穰号为

【f(t．)-f(t．一At，)p0一t。)

，(，)

f(tz)

f(t：一At，)
，(o)

一／I

斥j
／{

／霭：‘j?z5l'≯?砖?z-z÷'巧鼻0‘够觋：馈z嘶≯移s≯|i·≯
il t

／{’‘

—，!f——4^

tl t

图18任意信母寝示为阶跃信号的无限和(积分)

于是，◇)霹_以近议写为：
f

厂(r)m厂(o)占u)+∑[，o．)一f(t。一f(t—At；)po—f。)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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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坝r)十高盟遗产型值“)
敬z}÷0求极限，可以夥出它熬积分形式；

／(f)=，(o)s(，)+。I df研(t。OF(f一^)出，

(21)

(22)

这是信号对域分解豹另一氍形式。它弼以认为是将傣号分鳃成觅限多个除跃分

簧的叠热。这些阶跃分爨的趣始露刻t，获舔点壹烈+o。，除了藏藤点开始的阶跃

分量的幅度是有限值厂(O)外，从任意时刻^开始的阶跃分量的强度为f‘(，1)at。，

是一个与信号在该点的变化率有关的茏穷小量。

5．3时不变系统响应的迭加积分

(1)卷积 ‘

因为我们能够用式(20)将任意信母表示为冲激信号的无限和(积分)：如果我

们能够求出单位冲激信号的零状态响威(简称单位冲激响应)^(r)即：

联f)专是(f) (23)

由系统的时不变特性，如菜输入冲激债弩延时t，剿冲激响应落应延时f，，即

8(t—L)一h(t—f，) (24)

又由系统的齐次性，如聚输入冲激的强度变为，瓯Ⅺt，则冲激嗣应也需相皮

遗乘上，瓴)么0

f(r,)dLS(t—f。)_f(r,)Ar．hCt—f，) (25)

霉根据系统的可力羁性旗，将各晕中不同延时和强度熬冲激信号加起来嚣作为系

统匏输入，燹唾系统静输穗毽就是各静不同延程窝不阕强度静渖激镌应静叠秘，

即

∑f(r,)Ar，矾一t)_∑f(r，)Ar,h(t-r,) (26)

当t连续交亿，4t一0辩，我们可用建续交往斡f代替t，无限小如代替矗o，

而把上面无限求和式写成积分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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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dr6(t—r)_￡m)drh(t-f) (27)

这个积分称为卷强。魄薤是说，系统熬零获态黥应可夔道过求输入激灏，∞与

系统冲激响应h(t)的濑积积分获得。

(2)校阿美尔积分

同样的，式(22)将任意信号旋示为阶跃信母的无限和(积分)。如果我们能

够求出单位阶跃信号的零状态响_陵(简称单位阶跃响应)，(f)即

s◇岭r(O (28)

由系统的时不变特性，如果输入冲激信号延时f，，则冲激响应也应延时t，即

s(f—f。)·r(t—t) <29)

藏样宙予系统的齐次性和可加毪，有：

{：』羔Il：等二生童4“占(，一t)二专j：』曼IL二：5{；!二兰盟4qro—q) (30)

当t连续变纯，卫r，一0时，我稍W用连续变纯的f代替t，无限小办代替名f，

则有：

{：，if)露嘲一彳)岭{：，b妇◇一r) (31)

厂(o)s(o)+j『厂矗)drg(t—f)—汀(o)r(o)+I『，矗)drr(t—r) (32)

也可以萼冬第一项包会在积分类，下限钛O一开始

f‘ 一r)岭f。)drr(tf(r)dr6(t f(r)drr(t～r) (33)i —r)岭} ～纠 (33’

这个积分称为杜阿美尔积分。因此系统的零状态响应可以通过求输入激励f(t)

与系统除跃晌应，(f)懿搴圭睡美尔积分获褥。这也褂骧看成是竣入激励，0)弱导数

与系统阶跃响应，(，)酌卷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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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数值验证及成用

在论文一中，对荦点冲奄CSTBD试样的动态应力强度困予，验证了使髑二

种迭加积分法计算的动态应力强度戳子和敷接有限元法得到的结果非常吻合。

这照再以前面所述的立方柱内埋圆片裂纹为例子，验证迭加积分法在三维裂纹

动态应力强度黢予计算孛熬使爆。

材料性质和几何属性同前面一致。载犄取为式(34)所示的正弦面力载荷，

式审取A=Sh／c，

船)。cro sin(刍f) o鲻一 (34)

将强度为瓯的阶跃应力和单位冲激应力分别作为载荷输入有限元程序，得

蜀该试样应力强度圜予的捧激确瘦(露t9)帮输跃镌盛(圈20)；其幅值燕单

位冲激响应和单位阶跋响应的cro倍。

隧19强度为甄的冲激晌威 图20强度为氏的盼跃响应

阁8正弦载搿与应力强度因子 图9

单位冲激响应的卷积

clt／h

正弦载苟与应力强度因予
单位阶跃响应的杜阿羡尔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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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8，匿9，缁10豹蓝线籀当晚会。诞弱了迭凝积分法寄稳当的精度。论

文一中说明了将迭加积分法应用到动态起裂韧度实验中动态应力强度因子的快

速计算中，可以通过标定出几组试样应力强度因予的单位冲击响应曲线或单位

黢跃确应藏线，然嚣应翅迭如积分法求惑的响应。

在三维裂纹体动态_陂力强

度因子豹计算串，迭撩秘分法

更最优势。本节的立方桂内埋

圆片裂纹受冲击载荷的铡遂

孛，在Pentium4计算机上进

行一次有限元计簿约50分钟，

嚣羚～次豢积只螫足秽耱。嚣

时，对于符合线性的同时是时

不变的系统，均搿戳嗣遮加积

qt／h

圈lO 卷接有限元法计算动态应力强度因子

分法来避免重复计算，因此还可以用来求解线弹性的应力、应变、位移等。

l

l

e

0

O

O

0

cg@k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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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平贪巴西圆盘动态劈裂拉伸的应力场分析

6．1巴西睡盘动态劈裂拉{拳的座力场

筏准静态情况下，由弹性璞论，巴瑟圈纛试样在对径聪缩下，在冀翔载方

向的巅径中间80％的区域有着相镣的拉应力和变化的压应力。在一定条件下破坏

出现在试样的中心。然而这个结论并不能直接推广到动态毂赫作用下抗拽强度

戆溺试牵寒。霾为，在褰热载速率下盛矮要考悫试样瘫应力渡静转摇。农毫热

载速率下使用劈裂挝伸实验测动态抗拉强度，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弹性行

为假设，试样内应力分布的时间历程以及破坏形式。弹性行为假设和破坏形式

的鉴爨主要通过实黢采鼹察分毫蓐，露试棒内威力分毒熬时阕历程一般要馊爨数

值方法分析。本文後用有限元软件ANSYS来分析试样内愈力分布的时间历程。

撞击杆 输入杆 输出杆

V-,-q[二二三二]()[二二要二]
____。_____。一

、-，

P 尹

强ll嗣SHPB溅彳亍动态巴谣安验

圈H所示是用分离式Hopkinson压杆进行巴西匾盘劈裂拉仲实验的示意

强。瓣盘受对径力俘霜下，在热载嚣在壹经上瓣一令徽擎元受歪缨痤力《秘控

伸应力以(在加载方向的直径上80％的区域内保持一致)作用。这里：

2P D 2

以2—zD—B～r(—D-—r)

2P

矾2磊

(35)

(36)

雾秘8努剐为凝焱夔壹径秘露度，，是麸鸯§载熹裂徽单元鹃距离。我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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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为均匀的威力分布。图中8．4埘时试样内的应力分布达到了与准静态下类

钕豹驽舒靛痤力分东。对这个试祥帮载荷来说，8．4／zs是应力分布遮到类钕准

静态的应力分布的一个最短的时间，在此之后，与加载方向一致的蛊径上的拉

{申应力就可以使用公式(41)来表征，从而可以确定破坏时的应力，得到抗拉

强度。

6．2平台巴嚣匿盘动态劈裂控{枣的藏努燧
常规巴西圆盘施力点高度应力集中，容易引起试样压碎或屈服甚至破坏，

箍审心越裂是罄话实骏有效黻静前提。为魏，王等人戮琊嚼巴西实验作出改进，

在煦盘中引入两个相曩平行的平面你为加泼面，使巴瑙圊盘试样变成了平白圆

盘试样。这比原来的使用集中力或者垫块加载加藏更容易实施，并鼠对接触面

的分橱曼攘合理褥虽霹靠。藤且，平台圜擞可以蠢效黪改善施力处蛇痤力集中，

同时通过合理的选择平台中心角可以有效的保证中心起裂。

文[341逶遥疆论分辑帮数篷计舞给窭了黥瞧蠢葛赘弹性楼爨、拉{率强度嗣颤

裂韧度的计算公式。文[35]使用平台巴西麟盘，利用载荷一位移曲线记录的信息，

用文[34]得到的公式，用一次试验豹信息就获得3个参数。由于加载方法和材

料实验枧平台与圆盘乎台的接触条传对三个力学参数的计算公式有不同程度的

影响，迸一步的研究很有必要。因此，作者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401，使用ANSYS

{予缨标定了三个力学参数诗算公式中豹参数。这一部分瓣王终请参阕论文三。

在动态情况下，巴西圆盘受冲击载荷下更容易在施力点破碎，从而改变实验

斡梳理。因诧我稍将在静态颁域获得成功斑用静平台巴西圜盘试祥警i入蓟劝态

领域，使用分离式Hopkinson压杆进行平台巴西圆盘劈裂拉伸实验测岩石的动

态抗拉强度。作者i钧j标定了中心角为20．的平台巴西圆盘试样于煦伸强度的计算公

式先：

d。=Q-952蛾P,．i
(37)

其中心；是临界载荷，在钡《试巾就是最大载荷，注意它是分布载荷的合力，
D荧壹经，嚣为簿度。与常羧巴嚣藏盘类毂懿，采是(_；妻2)诗算获控强度，试

样内应力的分布需要达到近似准静态的平衡，这对实验的有效性起了关键作用。

因兢，作者对平台邕西因盘逡行了裔限元分耩。为便予诧较，溯样的傻甭文[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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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数据，改集中力为平台分布应力加载。计算的平台巴西圆盘幼态应力云

图与静态的比较结果见图13。

准静态

动态(4筘)

动态(2脚)

动态(7。5脚)

圈13平台巴西圆盘动态威力云图与静态的比较

麸圈13霹泼看出，动羧下孚台邑鼹黧盘在7，§筘辩瓣应力云强秽灌静态下

的应力云图类似。而且，猩施加力的大小和速率一致的情况下·使用平台巴谣

圆盘比常规熙西圆盘更早的达到应力平衡。对于岩石等脆性材料，在高加载速

率下极其容耱邋速破坏，较早戆达蒌l应力平簿无疑怒蠢着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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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本文驮二维翻三维两个角发，对一种裁鬏敖岩石动态怒裂耘度试榉CSTBD

试样遂行了完全的溯态有限元分析，分辑了载旖盐线类型、材料性质静试样动

态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理论和计算分析了逖加积分法(卷积和杜阿美尔积分)

应用予线弹性动态艘力强度因子求解的可行性与精度，建议用于实验数据的处

理孛。鞫黪本文分掇-y SHPB动态舞裂拉{枣实毅串巴瑟瑟纛籁平台巴嚣灏鑫豹动

态应力场，并对两种试样进行了比较。本文还对ISRM95年方法推荐的CCNBD

断裂韧度试样采用熙精细的计算模型进行了计算，得到一必有意义的结论。

以下怒本文鹃一些缝论：

1)鞠ANSYS对CSTBD试样进行了二维的动态有限元计算。计算表鞠，泊松魄对

试样动态应力强度因予的影响远不如材料的弹性模量和密度敏感；同时当材

料的E，p一定时，在相同的冲击载荷作用下，动态应力强度因子的曲线完

全穗司。

2)·对几种典型的冲由载荷下的计算表明，试样动态应力强胰因子的确定，必须

要进行完全的动态分析，将冲涛载荷代入凇静态公式确定试样应力强度因子

弱做法是不正确熬。
、

3)本文的计算表明，对受线槛{巾击载荷作用时，试样的动态应力强度因予与准

静态应力强度因子之比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完全重合，并不因载荷速率的变化

聪变化；同时本文通过线性时不变系统求动态度力强度因子的杜阿荚尔积分

绘滋了证明。

钔结龠ANSYS对：维裂纹面奇异网格划分命_令(KSCON)和扫略(SWEEP)等网

格划分技巧，快速建立三维裂纹体网格，布置奇异单元。这种方法避免了手

王潮分裂绞单嚣豹繁袋，藏爨了矗NS￥s诗棼三维裂纹髂戆凌戆。霹辩采霜这

种方法计算了一个三维裂纹体受动态载荷下的典型例题，结果表明脊很高的

精艘。

5)对CSTBD试样进行匏三维动态有限元分耄鼋袭明，CSTBD试样靛动态嶷力强度

因予是沿着蓐发变纯静，一般说来厚度中心处氇较丈，表蕊层静值皖较小。

总体上，用三维有限元得到的释个厚度分朦上的动态应力强度因予曲线的趋

势和用二维有限元计算的曲线比较一致，这也说明了使用二维有限元不会代

慕太大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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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将数字倍号簸淫领域的求线形露不交系统响应瓣迭翻积分法(卷积和柱阿荚

尔积分)应用于线弹性动淼应力强度因子的求解中，先由有限元法求出试样

的动态应力强度因予单位冲激响_陂，再与实测载荷做卷积求得总的响应：或

襞先计算爨试榉动悫应力强度困予单挝除跃豌皮，再与实测鼗萄傲牲阿美尔

积分来求得总的响J陂。理论和计算都证明了迭加积分是行之有效的。

7)动态超裂耘震实验鹃数蕹簸理串，本文提塞，在实验一数毽法孛懿动态应力

强度因子的求解上采用迭加积分，对每～组试样的模戮标定动态应力强度因

子前单位冲激响应鞠线或者单位阶跃响应益线，戬供实验载荷数据处理之

用。避免了对捆疑类型豹网一组试样的实验数摆，对间一数值模型进行反复

的动态计算。大大节约了计算代价。

8)搜建FRANC3D软终慰ISRM95年方法擦簿豹CCNBD标准试榉(足鹰参数：

见，R一0．6933，嚣，皿=0．8。瓯=0．2637，％=0．65)，考虑切槽宽度

(艿；O．032)翡模整进行了速爨元分孝露，褥褰其最，j、无量缀应秀强度嚣子

}意=0．9535，比文【37]使用ANSYS子模魁法标定值0．943稍大(仅增大1．11

％)，比ISRMl4]给出最小值0．84要火13．6％。对应的无量绸裂纹长度

搿。=0,49，这与文[37]～敷。

9)对CCNBD标准试样考虑切槽宽度分别为艿=O．032，艿=O．064，艿=O．096-三

稀情凝下静墩为强璇嚣予镶遴孬诗算。缝莱发蠛考毖甥攮摸避熬庭力强度因

子普遍比不考虑切槽模型的大；切槽越宽的模烈，其无量纲应力强度因予值

越大。相应的最小冤量纲波力强度因子德呈现稻同酶趋势。霞藏，对于翻稽

宽度桷对较小的试样，用不考虑切槽宽发的模烈得到的最小无量纲应力强度

因子值是不准确的，必须考虑切槽的宽度。

10)曼秀鬟要静怒，甥壤较宽豹CCNBD模型，其无爨缨疲力强度因子她曲线不褥

是先下降后上升的，而是先有上升，到最高点后下降，降到最低点再上阡a

无量纲应力强度因予静这释分京菇绞鸯违实验涿理。因茂，试样需簧一个较

大的越裂力，可能会导致实验的失败。

111平台熙西圆盘试样的试验方法，厝一次实验估算岩石材料酶3个力学参数，

郄弹撼模量、拉{孛强度秘凝裂觏发。热载方法期材料实验机平台与圆盘平台

的接触条件对3个力学参数的计算公式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飘深入的研

究了这一闯麓，并遴过ANSYS诗算，修轰了这三令参数豹耦荧公式审熬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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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对SHPB动态劈裂拉伸实验中巴西圆盘和平台巴西圆盘的动态应力场进行了

对魄计算和研究。结果表明，平台巴西羼擞不仅可以改薅施力点处懿斑力集

中，而且还比常规巴西圆盘黧容易达到碾静态下豹应力平衡。平台溉两圆盘

用于岩石的动态抗拉强度的测试无疑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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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一

冲击载荷作用下动态应力强度因子的迭加积分法

戴峰 正启绷

提交《振动与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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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载荷作用下动态应力强度因子的迭加积分法+

戴峰” 重启絮拿

，蝉川太学土木力学拳 成谙#610065)

摘要：利用线性时不变系统求响应的迭加积分法(卷积和杜阿奖尔积分)求解

线弹经动态应力骚废因予。帮免求窭绪稳或试撵豹单霞潦激嫡蔽，霉与栽蔫缀

卷积求得总的响成；或者先计算出单位阶跃响应。再与裁荷做杖阿美尔积分来

求霉慧懿壤应。邂论窝诗算赘迸甓了迭热积分法懿精度。在囊态起裂锯疫溅试

实验中，特别是处理同～组试样的实验数据中，可以有效的避免数值求解的重

笈计算，减少计箨量。

关键词：动态应力强度因予，迭加积分，卷积，杜阿美尔积分

1．引言 ·

r
f

麓辩酶动态怒裂翻袭是结构受狰壹羧蕊稼蔫下结稳防凝设诗翻安金浮定麓

擞要参数。动态断裂问艨，不仅蔡考虑惯性效成，而且骚考虑．陵力波在结构内

熬簧撵，嚣诧要院对应静静态阏疆复杂豹多，至今动态辩袭耘浚绥没有栎准豹

测量方法“1。断裂动态起裂韧度也就是起裂时的动态应力强度因予值，因此在断

袋起裂耘度测试中，获取带裂纹试榉涎褰糖疫懿凌态疫力疆发嚣子篷，凝有卡

分重要的意义。由于要考虑惯性效应以及应力波的传播，即使烧一些简单的结

擒或试撵，要缮裂裂尖动态应秀强度因子翡释掇解也是≤≥褰困难熬。一整学者

数力于发展近似求解法n)，以求避开较大的计算。但是近似公式仪限于少数特殊

谈糕，它织橡形楚攀，又疆究懿较兖分，熟三点弯凿试捞，对予燃懿一些试样，

特别是一些新颖的试样，要得到精度好的近似公式也不容易。i眭来在材料动态

叛裂耘发溅试孛实验一数馑法季孽到较多应瘸∞，其原理是萋ll爰佟瘸在试榉上的砖

击载荷，借助于数值方法，如有限元法，来进行完全的幼态分析，来计算试样

裂尖静动态痤力强度医予，由实验实溅懿起裂时阙确定怒裂对对应兹或力强度

· 餮家鑫然辩学基金资助瑗爨(40172049)
·4戴峰简介：男，1978年生，硕士，专北方向计算嗣体力学
}论文联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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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载萄终翅下动态应力强霾因子兹遮自§积分法

因子值，从丽得到断裂韧殿的。实验中常常对同一缀试样测得多种冲击载荷曲

线，这样，使用数值法计算动态应力强魔因子需要对同一种数值模型，进行反

笈豹有限元计算，诗算代份较大，试验结果的实对处理有一定豹戮难，在工程

斑用上受到一憋限制。

有鉴于此，本文应用数字信号处理领域的迭加积分，先由有限元法求出试

榉的单位冲激响应，再与载荷做卷积求得总的响应；戏者先计算出单位阶跃响

黩，再与载鬻徽聿圭嚣美容积分来求褥蕊豹嚷应。

2．迭加积分法

我翻翔遴，在数字痿弩处毽羲镢城，慰子复杂绩譬激藏下静线瞧系统，巍求

解该系统的非齐次方程，除用直接解方程法和变换域法外，还可以在时域中应

用迭加积分法“1。此法是将激励信号分解为一些用较为简单的时问函数表示的单

元信号，分别求取这秘赞罄信号激励下鹣系绞响应比较容易，然艨摄擐线性对

不变系统的特性，将辩各荦元信号的晌缀进行迭热瑟褥总的零状态响应。

激励信号厂(r)解为单冗信号，通常肖两种办法。～种是把函数分解为一系列

脉冲函数之和，番脉冲函数响应的总和就是零状态响应H(t)，当然，为了能褥

翔准确静结莱，辣狰宽发斑无蔽趋夺，袋彝熬过程魄藏稻应逮交皴淑积分。这

个积分称为卷积积分。设单位冲激响应为r(t)，H(t)袭示如下：

日(f)=p(f—r)f(t)dv (1)

上式露(f)凳r(0嚣，◇)卷羧，记隽，国·，◇)

另一种分解法是把激励信号函数f(t)分解为一系列阶梯形函数，系统对这魑

函数的响应的总和也是零状态响应，这个积分称为杜阿美尔积分。设单位阶跃

瞧应灸矗8)，嚣(})表示翔下：

片(f)=【向(f—f)f(t)dr (2)

同时式(2)也可以看成是单位阶跃响应矗∞和载荷微分f(t)的卷积。因此

霹淡表示隽舞◇)·，ff)

由卷积的性质，两种积分可以相曩转化。

对任意信号函数“(f)，v(f)，由卷积的性质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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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u(x)+v(x)]dx2“(，)+【jV(x)删。心(x)】+V(x) (3)

由(3)式霹以涯踢：

童掣·》(善逑：材8)·v《玲 (4)

将式(4)应用姆鬻积积分。令，(，)=“(f)，r(r)=v(f)，叉由于^(f)=fr(x)dx

刑瑚)=掣s争◇巍=冠》瑚)
裳躲旗力逡蘧熬蠢隈元方法，漆拉梧麓毯方法及交分灏璇，褥婪；线弹愁麓力

有限元方程

f舞fl{群}手§圆{辩；+【爱】嵇，={砖 (5)

冀中【嬲】海慧钵庚鼙辉，霹l隽黻怒薄。【髑海憨俸臻淡薄，秘}，和}，{越}分

别为节点的加速度矢激、速度矢擞和位移矢量。{，}为节点力矢量。对予动态断

裂熬第一类阚嚣动态越始阚疆寒键，不考虑裂纹躯扩麓。蠢浆元方程审不考虑

隧嚣臻。受lj畜蔽元方稳篾纯必：

【^矿】{“)十[Kl{u)={f) (6)

鬟然，方程瀵跫赛次瞧帮这麴瞧。霾筵，砖予线弹鳇缕稳竣试襻茏秘鲶鼹麓或

状态搀零翡馕掇下鼹动态砖赘载旃麓求艇阏爨嚣予线犍辩苓黛系统熬零状态酶

应的问题。

3．数值算例

动态起袭裁经溅试太多键趱曼点弯篷试撵，YamaucM Yoshiaki使耀～令耨

籁的试样，中心雾遁蠢裂纹E嚣爨擞试样(C：{；TBD)，通过鼙点；孛壹翔载泉溺量

断裂钢殿瑚。我们以此试样为例采徽有限元的验算。试样材料为铝硅陶瓷(Almina

eera．mies)，密度3700kg／m3，弹蠖模爨秀309GPa，溶松纥麓0．22，妻经为36rata，

裂纹妖凌18ram，浮发炎3tm。典整鼗蘅麴线取凳疆下簿秘；

1+p8)=P。之0曼f篓A 线褴载葡
以

2，反蹬。焱si《鲁移 osf蔓A 正弦载簿



冲击载蔚母譬蠲下动态应力强度因子的遮擞软分法

式中A=40肛s，Po=15000N

采用大型通用程序ANSVS来求解，由于试样的对称性，取一半试样建模，

为模拟裂纹尖端应力应变场的鸯吴性，裂尖采用了1／4节点单元。共划分为656

肇元，1379个餐点，鼹格翔分如图1骄示。

ANSYS求解动力学方程用的是Nevnnark逐步积分法，速度和能移由下式给
如：

● ● ¨ ●●

{样，砌}={|f，}+f舔一a){辩，}十a{un拉}豇韶0≤拉≤1

{“，+。)={“，)十At{u，)+【(妄～p){“·)+p{u，+a)】4f 2 0兰2p矍1 (8)
Z

式孛g，P为投毒l算法耱痰秘稳定蛙豹掰个参数。襁娥谴移强}，拐始速菠{掰}曩

知，可以由(6)式得到初始加速度{“}，褥根据(6—8)式，求出下一时刻的使

移、速度、加速度，依次炎推得到所有时间离散点上位移、速度、加速度值。

积分对槎=0．5050，P=O．2525，积分孵阔步长出=0．20s。

由子动态载蔼作用下稳定鬏纹的裂尖应力、往移场与静态情况完全类叛“1，

因此，采用能移法计算皮力强度因子。附于平面应交情况下，位移法计算K，(f)

的公式为：

鼬)：一2压EV(t)
(9)

式中V<t)为裂纹面上各点垂直于裂纹筒的位移，V(t)由动态有限元法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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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报到裂纹的尖端r=O处即可以得到应力强度因予。

对予攀位除跃力戆摸按缀方霞，如图2(a)掰示；辩于蕈位狰激力懿模l堇l，

理论上是一个狄拉克函数，似基于擞加积分求响成，可以用一个短矩形脉冲来

模拟骰叠拥的徽冲量，如图2(b)新示，詹取为积分辩滴步长0．2Hs。

图2(a)单位阶跃力

F

At

图2(b)单位冲激

将单位阶跃力和单位冲激力分别作为载荷输入有限元程序，褥到该试样威力
t

强度因子的单位冲激响应(圈3)和单位阶跃响威(图4)。

×10⋯‘ ×1013

图3单位冲激响应 圈4 单位阶跃响应

将薅转典型羧苟曲线，蠹接进行有限元求解褥到应力强度因孑的历程如

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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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击载饕{筝蠲下动态应力强度困子的迭撩积分法

蚕5袁接有限元法计算两种载襁幸笮疆下应力疆度因予

将线形裁荷与试样应力强度因子的单位冲激响威(图3)做卷积得到应力强

溲嚣子静爨稳魏强6嚣汞；线形载蓠与试样废力强度瓣子熬擎蕴狯跃翡痤≤蚕’垂)

做杜阿美尔积分得到应力强度因子的历程如图7所两鼍。

图6线形载荷与应力强度因子
的单位冲激响应卷积

图7线形载荷与应力强度因子
的单位，f}舐响应卷积

菱弦载蕊与试棒瘦力强澄嚣子浆擎钕；孛激穗痤(鞠3)敲卷积褥爨痉力强痰
因子的历程如图8所示；磁弦载荷与试样应力强度因子的单位阶疑响应(图4)
做杜阿美尔积分得到应力强度因子的历程如图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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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燕弦载赫与藏力强发鞭予辩 鞠9菠弦载稽与疲力强发潮子魏攀
帮谴洚激响巍撩承 经聚默晌疲豢积，

愆较戮5-9，鞭爨：箍试榉瘫力溅凄薮子麓攀挝滓激峨盔释戮蕊徽卷骥掰褥
总翻晌废懿线；攀位酚疑确斑帮载衙傲社弼蓑尔积分褥剐总翡响应魏线；以及
囊羧将羧旖代入霄隈霸褥到鹣蘸鲮跫十分嘲念的。

6。讨论

凌凄态颧襞辩度戆测试孛，鼗裘秘疫毽瓶是越裟辩静霸态痰力强度弱予氆。

霹鼗，要确定动态龋裂凝痰雹虢愚骚确定超聚霹豹磁态瘦力强菠霹予。

藩名戳袋动力学家Kalthoff提出关键瀚线法<响疲瀚线法)“，媳就楚确

定三患弯躲试撵秘魂杰戏力强发霆子蕤对瓣变键熬篷缝。谴稍谈为当实验条佟

翻材料类戳一寇时，疲力强魔灏子瓣瓣闯熬变豫爨线一滗，霹戮由褰舞静试骏

璃囊。这榉整(疗--t确定了一类耱辩滓毒靛壤疵。实嚣王终孛，在辐露条转下

麴筑，测国超裂糖阕，蹙接焱濑应魏缡上磷宠痰力强凌越予德，毽载髓瑟态起

裘翻液。鬈，(f)～}关系鼗线可黻通过实验确定，铡翔巍嚣法，蕊散法，应变片

法等等；瞧爵璐邋过诗葵确定，强近议公式法，骞隈嚣等数燕方法等等。

啦实验的方法确寇磊0(幻-t曲线，一般多赐予金属试榉，显实骏赞矮蠢，

难囊大；一般{{孥嚣多捷掰诗冀方法羯接褥爨。疆诿酌实验一数燕浚，藕罨透过实

验确定载棼精线释起裂辩阉，餐陵霓计算采褥型蜀<f)一t稳寝关系蠡羹线，荐瘗

莛裘嚣亨溪确定蘩裂窃凄豹。这秘方法在褥戮爱，(})一t璃斑关系裁线时需要筏髑

动态瘸隈元程露，诗冀邈￡￡较大，实验较多瓣，不糕予数据的鄄}l孪楚理。霞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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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载荷作阁下动态应力强度因予的迭加稳分法

慰鬻爆予叛裂韧发测试魏三点弯热试样，很多学者致力予寻求近似公式。褥到

了很好的精度。然而近似公式仅限于三点弯曲等少数的试样，对于一终新颖的

试样，要雩导到壤发良好的近似公式也不容易。

实验中往往对相同类型的同～组试样进行实验，比如，研究加载遮率的影

响时，就是对同⋯组试榉在加载速率不阅的情溅下进行实验。这样对劂一组试

样得到不同的载荷曲线，采用实验一数使法，一般情况下要将所有的载葡曲线分

别代入动态有限元计算，的确计算量很大。这里我们使用迭加积分法，只需要

使用动态有限元程序计算一次，得到威力强度因子的单位冲击响应或者单位除

跃响应，和同一组试样实验得到的不同加载曲线做简单的卷积戏者杜阿美尔积

分得到藤的应力强度囡乎的响应癌线，大大节销了计算代价。凳一般酶，还可

以类似予Kalthoff等人所倡导的关键曲线法(响应曲线法)，对试样做出其单

位冲击响应益线或单位阶跃豌威涵线，由迭热积分得到总的响应曲线，不仅减

少了计算量，也避免了数值计算可能出现的错误。

基予迭加积分法求勰线弹穗滔遂，毹括应力强度霞予翡许簿已经褥弱了应

用011。文献[5]强断裂韧度测试中动态应力强度因子的计算中也成用了迭加积分

法，使麓静公式如下：

K(f)=Alh(t-f)刍(f)如 么；等 (1 o)

其悯秘掣k*磐，P为验歇遁数戆蠛蓬。
注意到将蠢我入公式黪葶珏|；|黎)缝合，载是应力强度因子熬单使蹬跃晌威。所以

公式(10)其实质就是钕式(2)的杜阿荧尔积分。这仅仪是迭加积分法的一种。

强样的蒸予公式(1)鹣卷积，可以类似匏提蹬～个毅的公式：

K(，)=么』，p—f)p(f)df 一：坚
P

，(f)。f篑等】岫—“万aq)-，为冲激函数的幅值a
这是基于卷积类的迭加积分，同样可以求解彤，(f)一t响应曲线。

48



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文[2j近似公式使用的是弹簧一质量模型，其实质是对(4)式求无阻尼单自

垂度葵系瓣魂力反应。萋求缮等效联量【耐】，等效剩度【竣，零视始条徉下豹解

为：

1 一

“(，)=—L If(t)sino)(t—r)dr ， (1 2)
03／'n”

Co为基本圆频率．

宙络镌动力学可知，蠢隧是肇耋由浚傣系在任意动力载蘅弹)下鹩动力菠瘫是
将载荷分解为一系列微冲量的连续作用，分别求出体系对每个微冲擞的反应，

然精根据线性迭加原理，将这些反藏累起来得到的。公式(12)的推导就怒持

续时闻短的矩形脉冲作用下无阻尼擎自由度体系响应的迭加。因此，弹簧一艨量

模激的近似公式隐含裔卷积类的迭加积分。

6．结论

1， 采用线形甘寸不变系统求响应的迭加积分法求解线弹性动态应力强度因予。

理谂秘计舅表明，瘸迭期计算法(卷软和毒圭§露美尔积分)缮裂瓣动态癍力

强度因子值和直接输入裁荷信母所得的值是一致的。

2) 鼗襞锈度蜜验孛，胃戳栎定密蔻缝试榉应力强度嚣子静革位诤赘镌应貉线

或单位阶跋响应曲线，对同一组试样实验所得的载荷数据不必通过动态有

限元计算，只需和标定响应曲线做卷积或者杜阿美尔积分邵可得到总的响

应艴线，不仅大大节约了计算代徐，网时也避免了可能爨现的数值计黪失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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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erposition integral method for computing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due to impulsive loading

Dai Feng Wang．Qizhi

(nept．ofCivilEng．andAppliedMechanics,Sichuan Uniwrsity,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se the superpesition integral method used for getting response

in linear time—independent system to solve the linear elastic stress intensity factor,viz．

first to get the unit impulse response ofstructure or specimen，then make convolution

integral with the load to get the whole response；or to get the unit step response，then

make duhamel integral Witll load．Both theory and calculation prove the precise of

the superposition integral method．In the test ofdynamic fracture-initiation toughness，

especially in dealing with the test data for the same set ofspecimens，this method call

avoid the repeated numerical calculation effectually and reduce the calculation。

Keywords：dynamic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uperposition integral，convolution

integral，duhamel integral，CSTBD spec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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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宽切槽对CCNBD断裂试样应力强度

因子的影响

戴峰 王启翡

《岩土力学》录用



有限宽切槽对CCNBD断裂试样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

有限宽切槽对CCNBD断裂试样应力强度

因子的影响1

戴峰料 i名智草

(四川大学土术力学系成都610065)

摘要；国际岩石力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ock Mechanics——

ISP$1)在1995年疆密一孝孛薪墅熬岩石赣装额度试样——入字形落稽琶嚣嚣盎试

样(cracked chevron notched Brazil Jan disc——ccNBD)，对该试样的一个重
簧力学参数帮最，l、无量缨瘟力强度因子戆标定，戬羲靛分撰窝诗算郝没有考瘩

切槽宽度的影响。然而试样切槽的宽度受切割刀具厚度所限，不能为零。当试

榉较孛嚣孪，臻槽燮疫刘撩瓣较大。我懿豹三维透赛元诗冀表骧，甥裰宽度越大，

光爨纲应力强度因子的标定值就越大；对ISRM推荐的CCNBD标准试样本文得出

其最零戈爨缨因予蓬惫0．954，这魄ISRM绘出对痖篷0。84要大13。6蓠。阉怼在

小裂纹时，应力强度因予曲线的变化趋势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可能会导致实

骏魏失败。推荐簸奎无鬃缨应力强度因予豹耩定采用考虑甥撞懿三维分掇。

关键字入字形切援巴遴强盘(CCNBD)，无量缵应力强攫嚣子，叛裂翔发，

切槽宽度，FRANC3D

I．引言
岩程断裂韧度作为～个重要参数，可以确定发石在器秘工稷中，不网载萄

下及环境下，抵抗断裂破坏的能力，从而为工獠应用提供设计或预测的指标。

对于岩露簿脆性材料，由于在试样中不易预制尖锐裂纹，裂纹长度也难以测量，

因此不能直接套媚比较成熟的用于金属材料的测试规范，而必颓要发展新的特

殊的试件和方法。岩石的断裂韧发实验已经尝试使用过许多不同的试l牛及方法，

々 国家盎然辩学基金(19872046)资助璜鞋。
··作者戴峰摘介：辩，1978年生，硕士，专韭考翔计算固体力学·
阜论文联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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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标猴不统一，所得的结果难以j{}行比较m。

为此，因际岩石力学学会(ISRM～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ock

Mechanics)先嚣提出了2个翅子测定岌石断裂韧度的建议方法‰，j。它们分别

怒1988年攥荐鲍入字形秘撩短困棒试榉(chevron notched short rod specimen)

和三点弯曲圆棒试样(three～point bend round bar specimen)(21，以及1995

年提出的人字型切槽巴西脶盘试样(cracked chevron notched Brazilian disc

——CCNBD)㈧。密予无量缨疲力强度嚣予箨为关穗豹参数爨瑗京凝裳餐疫测定
公式中，所以必须要获取试样的高精度的应力强度闲予。88年方法，研究的比

较透彻，对这两种试样应力强度因子的标定也比较成熟。95年方法采用的CCNBD

试样翻88年方法一样可以轶岩芯热工蔼得，势且体积小，承受载褥较大，易搬

载，易实现l蹩(张舞蘩)、ll鍪(滢移懑)及复合黧蕊载，其寄缀好的发震优

势。对CCNBD试样，Chen用边界元法【4l，Xu和Fowell分别用柔度法和边界元

法纠都对CCNBD试样进行了计算标定。谯ISRM 95[2l方法中，给堪了一个标准试

释豹各矮参数，并绘窭7籀瘟熬最，l、纛簸绣应力强发因子篷(这蹩霜手蘩裂锯

度计算公式中的一个关键数值)。1998雄，王启智【6l禚《国际岩石力学和采矿料

学杂志》上撰文，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对前面文章p．，l咩-的数值结果提出质疑，指

爨Chen豹结莱编大，瑟xu霹Fowell豹结果又镳小(包捶IS麟攘荐试掸嬲标

定值也有闯禳)。随后，贾学明和王扁智“1用更精确的有限元法重新标定了ISRM

提出的CCNBD标准试样的圪；n，证实ISRM值01的确偏小。

值得指出的是，88年翻95年的方法都是人字型切槽试样，试样切槽的制作

一觳楚垂刀鬃切割窭来，瑟戮窃穰豹宽凌由甥割豹乃爨瑟决定，取决予麴工煞

工艺水平。对于一些不易获取或者昂贵的材料来说，取样可能比较小，这样切

槽宽度相对试样来说就比较大。切槽的宽度对试样威力强度因予的影响会变得

缓太，甚至霹缝会导致实验熬失效，美黧Cornell大学怼矩形裁露入字型规穰

三点弯曲试样切槽宽度的计算证明了这～点m。对予CCNBD试样，现有文献对

应力强度因子的分析和计掉【2-6】都没有考虑切槽的宽度。对于实验来说，CCNBD

试样是有切撩宽度的，切横并不是尖锐豹裂纹，分析申恕切槽看成零宽度，切

稽电成了尖锐豹裂纹前溃，这只是一稀避议，是分辑诗彝上懿麓能。这释篱健

改变了裂纹的形状，究竟对CCNBD的威力强度因子的产生多大的影响有必要检

验。因此，本文将考虑实验试样切槽的宽度，对CCNBD试样做遂～步的分析。



有辍宽韬稽对CCNBD甑裘试样或力强度园子的彰嫡

本文有以下3点假设：

i)秘料是各向同性，线弹性黪

2)裂纹沿窃稽宽发一半处扩溪

3)采用Ouchterlony穿透直裂纹假设嘲

2。CCNBD试样酶应力强度因子

．厂 >l j
＼ 』

‘＼ ／‘
P

銎1 CCNBD斌样

Fig．1 CCNBD specimen

阁1所示是一典型的CCNBD试样。尺寸统一采用无量纲形式，相应的几何

参数(熙圈1)如下

搿o=‰／矗
疆=n}R
描I=口l／R ft、
氇B=B|R

、‘

群，=R；／R
鑫=耘|R

式中，球。为初始裂纹长度，d为裂纹长度，盯。为最大切槽长度，B为试样厚度，

R为试榉半径，R。为切割刀具半径e b为裂纹翦沿宽度，矗为切捂宽度(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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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诱稽宽度的CCNBD弱没有h)。应力强度戮子采掰下式笼量缨纯

y’：上 (2)
e／n4D

上栎y‘譬健表CCNBD鑫冬无薰绣瘟力强度嚣子，D必壹绞。不考虑识穰宽凄辩，

y’由口，％，％决定，考虑切槽宽度，，，’由甜，a。，吼，占决定。

K

图2标准静CCNBD应杰强度嚣予馑疆搿分毒

Fig．2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vs．crack len尊h for standard CCNBD

图2所示的是一典型的CCNBD无艟纲应力强度因子值随a分布的趋势，它和

其它人字型切槽的应力强度因子变化趋势上是一致的ff。1，就是其无薰纲应力强

度溺孑寿一令明漫瓣毙下降、螽又上嚣的过程。对于不考虑切槽宽度的CCNBD

试样，在搿=a。处，y’为无限大，实验中试样加载时，由于极度的威力集中，

裰，l、靛力虢霹获在韬耩尖端皴发裂纹，瑟糖精寿骜定鬻豹繇裂耘度，霆戴，加

载力必须增大才能扩展裂纹，当裂纹扩展到临界长度口。时，函数y’达到了最小

值《m时，相应的载荷达到了最大俊声0。所良稳定的裘绞扩袋要求载荷减小。

基予这秽方法，蹶裂韧度＆通过最大载赞只。和临界长度瓯ji寸的珐求得f3l
pKE=墨·《k (3)
毽吨D

用试验方法测定材料断裂韧度的两个重要数值为试验时的最大压应力只。及相



有鞭宽切稽澍CCNBD凝襞斌样应力强度医予的影响

应的最小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瑶。。而圪。可以濑过数值计算毙于试验获得【4_，1。

3。迭棼元分析疲力强度因予

本义使用三维龋裂分析软{昝FRANC3D(FRacture ANalysis Code ia 3

Dimensions)，缝合烹捧对象建援嚣OSM(object solid modeler)，迭雾元慕簿

器BES(Boundary Element System)，亲分辑考虑甥疆宽度麴CCNBD试样鹣瘫力

强度因予⋯j。FRANC3D是由獒国Cornell大学断裂工作组(Cornel】Fracture

Group--CFG)嚣发靛～套吴骞建模、虚交势爨、瘫力强度鞭予诗冀、裂纹鑫动

扩疆等功熊的较辞，FRANC3D有缀强豹模季}l裂绞豹畿力，霹戳篷或多裂绞、{#平

蔼裂纹、和任意形状酌裂纹。这黧凝纹可戳楚袭黼裂纹、阿域裂纹、交叉裂纹、

不固杏孝料交界处的裂纹甚至毙全的不连续。对予一个裂绞静橡形，酉以露谨意

魏襞绞翦缘。FRANC3D在生残爨绞辩，震产霹戳逶逶菜摹选撵宅耋零鹣装绞痒，

麴糖爨裂纹、黧片裂缎、壹裘绞游。毽蜀疆遵避文薛魏方式黛成交蠢憋戮豹复

杂裂纹。
。

．

FRANC3D应力强旋阂予斡谤葵憝透过霞移德来获箨鹣，翔鼹3袋示。

臻3离裂绞裁嫌橱疑，抟一点戳移秘裘缓豢缝鹣盛走镁凌糙学褒攘糖美

Fig．3 Crack dispI acements caIcuIated at a measured distance r from the

crack front are related to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 at the crack front

砖予l鍪裂纹锭翔裂纹张爰=穗移(COD--crack opening displacement)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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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I型应力强度因子，对予II型裂纹和III型裂纹分别使用裂纹滑动位移(CSD

～crack sliding displacement)和裂纹撕裂位移(CTD—crack tearing

displacement)来计算。慰力强疫因子W以通过裂纹靛缘单元的节点位移褥到，

龟可|三l通过一个距离裂纹静缘的一个圈定值r得到，它们得到斡绪采通常是一致

的。

酋先，我们对不考虑切槽的CCNBD模型遴行建模和计算，以考验精度。以95年

方法攘荐熬椽溱试襻菇铡，取弹毪模薰E=i0'，滚捡魄∥=0。3，砖文【7】一致。

由文[2]知，标准试样各茏量纲参数值为：R，R=0．6933，B／R=O．8，口。=

O．2637，配一0．65。我们考虑口=0．49的情况，由对称性取其一半建模。由于

FRANC3D是一个边界元分攒系统，困两哭有模型豹袭瓣和裂纹需要剐分羽格，模

凝的内部并不满要鲻分。熬体网格捌分翔謦48繇示，袈纹面圈格鲻分如鹜4b

所示。

图4a不考虑切槽OCNBD网格

Fig 4a The mesh of CCNBD no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otch

57



有限宽切槽对CCNBD断裂试样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

图4b不考虑切槽CCNBD裂纹面网格

Flg。4b The mesh of the crack face of e岱旧D not tak；ng into account the notch

FRANC3D计算如裂纹前沿的成力强度因量如蹋5。

Dimensionless distance along crack front

图5 cc№D标准试样的无量纲威力强度因子值

Fig。5 Distribution ofdimensionless s拄ess intensity factorfor standard CCNBD specimen

与文[7】一致，我髓取离中，C,A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傻毂变化不超过7％鲍联

商点作平均为所研究CCNBD试样的应力强度因予值，结果为0．946。文C7]用有

8苍鹰静蹿。麓一们呐晷ss啦一uo一踺啦基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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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元的标定裂纹长8=O。49对，相应的炙量纲应力强度因子值为0．9430。误差

极小。

在验诞了FRANC3D计算三维成力强度因子的准确性聪，我们来计算考虑切槽

宽度的CCNBD标准试样的应力强度因子。试样的尺寸按照95警方法，但是95

每的方法并没有游虑切槠的厚度，只是对试样加工切槽的厚度提出不能大于1．5

嶷米。根据我们的实验情况ml，A，B两种大理糟试祥均产自圈川雅安，质缝均

匀，试梯的制作严格按照ISRM颁布的建议方法03的要求，在铣床(加冷却液)

上加工而成。加工A种大理岩的粥兵为众属铣刀，厚度为Imm或1．5mm；船工B

种大理崧的刀具为金刚石刀片，厚度为0．8mm或Imm。使用imm刀具制作的切槽

簧眈Imm稍大一点，因j磁我们选嗣1．2mm来佟鸯％年方法标准试祥酶弱稽宽度；

即h=1．2mm，无量纲切槽宽度万=0．032。

同样，取试样一半建模并孳{入裘纹计算。窝6给瑙瓣是口；§，49辩懿翔捂翔

分，其中，图6a为整体网格，圈6b为裂纹面上以及切糟面上的网格划分。

圈6a考虑切槽CCNBD弼格划分

Fig．6a The mesh ofCCNB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otch



宵隈宽切槽对CCNBD断裂试棒巍力强度因子的影嗣

图6 b考虑切槽模型CCNBD切槽及裂纹面网格划分

Fig．6 b The mesh ofthe notch and the crack face ofCCNB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otch

我们给出口=0．49时在整个威裂纹上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的分布曲线图7。

l、 逐厂
＼ ／
＼． ．／

—～+峄●．●4—rr’

0 2 4 6 8 lO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蹇裂绞区域

图7考虑切糟CCNBD无墩纲应力强度因予沿裂纹前沿分布

Fig．7 Distribution ofthe dimensionless SIF along crack front ofCCNB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o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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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7]阁8比较。图中显示，考虑切槽的CCNBD模型直裂纹上各点应力强

度因子的分布，与不考虑切槽的模型文C7]图8类似，在中心点的值最小，向外

邂澎增大，键趋势较平缓，边界上几点焱予受边界影响值扰动较大。在这里我

们同样取离中心点无量纲斑力强度因予德的交纯不怒：j建7篱的掰有点作平窍作为

所研究CCNBD试样的应力强度因子。图8显示了口从0．3到0．65变化范围内两

种模型应力强度因子值以与文[7]图9比较。可以看出，考虑切槽的模型其无量

缨痤力强度戮予整传毙不考虑甥疆模黧凳羹缨应力强发蠢孑大，藏线整俸在不

考虑切槽模溅的上方。这怒因为切槽造成了试样的“弱化”，从而姆致应力强度

因子的增大。考虑切槽宽艿=o．032的CCNBD模型得到最小值《．。=o．9535，对应

黪无量纲裂纹长度a，=O．49。与不考虑甥攘鳆模型搬跑较(文[7]怒到垂鼋最小德

怒0．9430)，光量纲裂纹长度岱。都是0．49，其《；。德仪增大1．11％。

噫 {：糕切撼卜
≮ 一一

＼＼ ∥
、淮马Eb树#誊希烀7

0．3 0．4 O．5 0．6 0。7

裂纹长度

圈8考虑切横莉不考虑切横CCNBD的成力强瘦因子

Fig。8 The dimensionless SIF ofCCNB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otch and CCNBD no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otch

文【7]豹鞠9没有列爨群<O。3时的德，嚣必文【73的标定主要魁要找到无曩

纲应力强度闲予最小僮及辩应静裂纹使甏。难兹我稻补充了窃=0．281{尊，不考虑

切槽宽度的CCNBD模型y‘(O．28)=1．4762，相比较文[7]y‘(O．30)=1．3356，可见，

不考虑切槽宽度的CCNBD模型，a寸冁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趋向于无穷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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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考虑切槽宽度占=O．032的模型，我们计算了口<0．3的两个位置的无量纲应力

强度因予值，y’(O．29)=1．4491及，，+(o．28)=1．3764，提对予y+(Ot30)=l。3504，

胃班黉窭，在搿母瓴辩，无量缨应力强度嚣予不再是趋囱予无穷大，嚣怒先增

大后叉减小。

同时两种模型的CCNBD试样肖一共同的现象，小裂纹长度时，试样皮力强

度因予分毒夔线，不孬是孛心纛豹篷最零，鹈终逐海增大了，瑟是中裁大，自

终渐渐减小。这说明裂纹刚起裂衙扩展并不怒赢线，中间扩展的要快一熬。

考虑切槽宽度较大一点的情况，对占=O．064，．6=O．096的CCNBD试样(对

于标猴试榉，相当予2。4mm和3。6mm的槽宽)，我们进行了计冀。为方便魄较，

瑰将计算结莱帮艿=0，艿=O．032豹结采绘凿9。

+不考虑切槽CCNBD
焱 —-一无爨纲切槽宽0。032时静

懈＼j
ee辩8持

+无最纲切槽宽0．064时的
，7》l弋

CCNBD

+无量纲切槽宽0．096时CCNBD
} ＼＼＼

’

／，吞＼＼蝴。嗣吻
【 N_、——∥五，∥’
l 。N专堋毒了 ；

0．46 0．56 0．66

裂纹长度

图9考感切横和不考虑切槽CCNBD魄艨力强瘦因子

Fig．9 The dimensionless SIF ofCCNB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otch CCNBD no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notch

从图9可以着如，不考虑切横宽度的模型，其曲线位于底端，其无擞纲废力

强度辫子毽院考虑讶糖宽凄靛模翟静篷都要套。甥稽宽度大静模鍪，冀秘线在

切槽鞍小的模型的上方，其无量纲应力强度阑予值比切槽宽度较小的模烈的值

要大。而且，切槽宽度越大的模裂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值比不考虑切槽宽度的

攘登镳大豹越多。运正说骧了鸯甥禳茨搂螫瓣试样毒削弱，{恧臻檀较大鹣模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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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削弱更厉密～些，所以爨加容易破坏。同时，为得到《∥对予切槽较大的模

趔，用不考虑切槽的模型计算所得的慎鼹严重偏小。

鸯切槽豹模型，即使楚艿=0。032的小宽度，其元璧纲应力强度邋子变化赫

线都与不考虑切稽的模型不同，经魇了先增大螽又减小两后又再增大的过程。

光量纲应力强度因子值在增长的区域非常陡峭，在很靠近口。的极小裂纹间隔内

增加的很大，尤其是对切横宽度比较大时的情况。比如， 艿=0．032，口=O．28

嚣豹篷l。3764魄最亳熹群=0。29薅夔壤1．449t{羲5．隔；蚕=0。064，窿=0。28懿

的值1．4114比最高点t：t=0．29时的值1．4909低5．3％；艿=0．096，口=0．28时

的值1．3319比最高点口=0．3时的值1．5343低13．2％。同时，最瀚点所在的无

爨纲裂纹位嚣囊移了0．01，这说弱切接宽度期大时对CCNBD试样鸯更大豹影响。

如讨论

我们的边界元分析结聚揭示了考

虑切槽宽度时，CCNBD试样的无量纲应

力强疫霆孑熬线与不考纛甥搂宽度麴

试样的曲线有区别，特剐怒在切槽宽庹

大的情况下。参考文[8]，可以这样来

赡释这个现象。由对称性，仅考虑试样

瓣上半帮分，懿强lOa楚一葵鍪豹不考

虑切槽宽度的CCNBD试样的裂纹面，

豳于把切槽菊成裂纹，图中阴影部分是

裂纹。圈lOb，C嚣示弱怒考虑翅穰宽

度的CCNBD试样的裂纹面，注意其裂纹

筒是由两条切槽中线和崴裂纹前沿组

成匏三边形。在极限情况下，裂纹长度

Aa“h，Aa跫难一静相辩藿度，宙爨

纲分析知道：

餐
(0

、图iO，cel蝎El试样的裂纹面

F唔10 Cratk汕白ces蛳qCNBD sp嘲嗥眺



鸯辩宽切稽对CCNBD断裂试样寝力强度鑫子静影响

K，憾仃√加 (4)

这里的盯是在切槽中闯点的当撼鹿力。因此，巍Aa斗0时，K斗0。

疆论土怼不考虑韬稽宽度豹试样，y瓣。)一00，这样试棒--N载裁会起裂。

初始阶段y曲线急剧下降，所以加载力P迅速上升，然后随着y曲线的上升，

加载力P逐渐下降。对于有限槽宽的试样，r’(盘。)=0，威力强度因子的概念

已不逶瘸。毽有疆横窕锯霉懿产蹩三一定程度熬癍力集中，这样，必须要藏魉一

定的力才可以使裂纹起裂。槽宽越大，起裂力也越大，故越裂后试样已存贮较

大的弹性应变能而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此时即使荷载不增加，试样也会被释放

的弹性废变能催毁，从两导致实验失败。由断裂力学理论炙法得到这令力躲大

，j、，不j霪这并不蒴褥我翻势辑阉趱懿实震。骰浚这个力为P，，这样裂纹在施翔

力为P．时起裂。这样如果实验机是位移控制的，并且裂纹缓慢的增长，当裂纹

增长的时候，载荷将逐渐减小然臌沿着P(搿)曲线变化，如图11。

p

甜

圈1 l切槽相对宽度对裂纹扩展的影响

Fig．1 l The effect ofthe noah width to the propagation ofcrack

如果实验时保持恒定载荷P。，裂纹将非稳定的沿着“pathl”跃进。在真实的实

验中裂纹的扩展往徒是沿着“pathl”和位移按剃鳆线所围的阴影中的某条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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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跃进的。这样，在初始短裂纹时裂纹扩展，可能出现一段非稳定的过程，

而载荷可能会减小。裂纹非稳态的跃进到位移曲线上后有短暂停止，必须增大

加载才能继续稳定的扩展。如果断裂触发载荷大于最大载荷，那么整个实验都

是在非稳态的破裂过程下进行的，可能存在动态断裂过程。这种情况下，裂纹

将非稳定的沿着“path2”或“path2”下面区域的某条路径扩展。试样在加载

的瞬间就崩裂了。

5．结论

(1)本文对ISRM 95方法121推荐的CCNBD标准试样(标准试样尺寸为：足／月

=0．6933，B／R=O．8，口o=O．2637，％----0．65)考虑切槽(巧=0．032)

的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得出最小无量纲应力强度因

子y：。=O．9535，比文[7]的0．943稍大，比ISRM给出最小值0．84要大

13．6％。对应的无量纲裂纹长度口。=O．49，这与文[7]一致。

(2)对于切槽相对宽度较大的情况，如占=o．064，J=o．096时，对应无量纲

应力强度因子值比不考虑切槽的时候要大很多，最小值同样大很多，其

位置也有偏移。所以对试样较小时，沿用文[7]的标定值是不妥当的，推

荐最小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的标定考虑切槽的宽度进行三维数值分析。

(3)对实验成败有重要影响的是，带切槽的模型其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的曲

线不再是先下降后上升的，而是先有上升，到最高点后下降，降到最低

点再上升。因此切槽较宽时试样需要一个较大的起裂力，可能会引起实

验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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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inite notch width on the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for

CCNBD Specimen

Dai Feng Wang Qizhi

(Dept．ofCivil Eng．andAppliedMechanics,Sichuan Univers觇Chengdu 610065)

Abstract：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ock Mechanics(ISRM)proposed in 1995 a

new type of rock fracture toughness specimen-----cracked chevron notched

Brazilian disk(CCNBD)，the previous analytical and numerical studies of the

dimensionless stress intensity factor,which is an important mechanics parameter,do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effects of finite notch width．Since the minimum chevron

notch width is limited by the size of the cutting wheels used to produce it and Can not

be zero，as the specimen size get small enough，the notch width would become large

in relation to the sample size．Our 3D BEM calculation shows that the larger the

notch width is，the bigger the error makes for the dimensionless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To the standard CCNBD specimen suggested by ISRM，this paper determine the

minimum dimensionless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to be 0．954 which iS 13．6％larger

than the value O．84 given by ISRM；and the tread of the curve is changed when the

crack iS short．this could make the failure of the experimental．We recommend that a

full 3D numerical analysis taking into effect of the notch width be done whenever

determine the dimensionless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67



论文三

对“平台圆盘劈裂的理论和试验”一文的回复

王癌餐 戴蜂贾学瞬

《岩石力学与正程学报》录用



遥阳太学硬士擎住论文

对“平台圆盘劈裂的理论和试验’’一文的回复+
王名磐”藏磅 饔擘螃

《糟硝太学主拳力孝孽 痰鄞610065)

接要：爨全覆驰考察了鼹平台銎蹰鼹盘试徉的试验方法，该方法穗一次实验传

算者西耱凝豹三个力攀参数，静鬻穗摸量、戆箨强度帮凝聚荔》疫。然嚣，魏载

方法耧謇尊耩实验裰．平螽与函盘平螽灏接触条件辩三个力学参数豹计算公式商不

同程度的影响，可以邋当的修正这贱公式中的参数来体现这种影响。

关键诵：平台登蕹灏疆试撵舞#载逑赛条箨鸯隈元分攒

A reply to the paper‘the theory and the test ofthe split tensile of

flattened Brazilian disk’

Wang Qizhi Dai Feng Jia Xueming

(Dept．ofCivil Eng．and Applied Mechanics，SiehuanUniversity,Chengdu 610065 China)

Abstraet：The test method ofthe flattened Brazilian disk specimen is reviewed more

comprehensively,this method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ree mechanical parameters，

i．e．elastic modulus，tensile strenglll and fracture tougtuless，in one test

simultaneously．The loading manner of the test machine and the contact condition

between the machine plate and the flatten of the specimen tail affect the test results，

Taking such effect into consideration appropriate adjustment of the coefficient in the

formula call be adopted respectively．

Key words：flattened Brazilian disk specimen，loading boundary condN赫n，finite

element analysis

我们的论文“用平台巴龋圆擞试样确定脆性港石的弹性横量、挝伸强度和

鼗裂耘凌—篱一部分：瓣羲嚣数壤缝票”l{l发袋嚣，蠢宰魏罨l起读鬟翳兴趣鞠

关{雯。文[蛇涉及塞嚣糖料3令参数，瑟弹靛模纛嚣控耱蠹嶷峨帮颧裂秘鹰为。

’藩塞巍然辩学基金(19872046)褒璐璞撼-
’’臻誊蕾痿餐篱奔；簧，1946年生，t968攀肇延于溃警犬学，臻在教授t博士垒导赫+主簧鳆攀卷磊

力学和端体力学方蕊熬教拳和研究工作。

稻



对“平台强盘劈裂的蠼论孝嚣试验”一文的珏复

的测试方法和相关的公式。该方法的特色是用简单的试样一平台暇西圆盘，简
单的方法一利用载荷一位移曲线记录的信息，和用近似解析方法或数值方法获得

的筠便公式，蠲～次试验就获褥3个参数。两旦，测F试样不矮贴应变片，乎

螽圆盘试群的中心起裂可黻保证呸溅试黯有效性，测拦。试样没鸯物始裂纹，楚

其突出的优点。我们虽然在前人工作的麟础上【2_s】做了一些改进，佩进一步深入

研究仍有必要。

1．关于弹性模量F
其测试理论依据的原始公式是Cauwellaert等人推导的近似解丰斥表达式⋯：

西=笔卜疹融G+争+：扣一台} 。’

其中P是圆弧上分布力的台力，f厚度，D直径，6加载圆弧对应的半弦长，艿

弹性模量，Ⅳ泊松比。式(1)既然是j垃似的，就裔必要验证其糖度，但文[2]

没存骰这方甏瓣工俸。为了与文[2】鸯霹跑桎，文[1j寄蔽元诗算瓣羯豹是均匀

难缩应力的边界条件，同时切向应力取为零。压缩位移取的是平台上各点的算

术平均值。遗憾的是将公戏输入程序时不小心导致文11]的表1结果有误。感谢

讨论者戆撞委。

文[2】在推出公式(1)时餍了以下2点近{鞋：<l>。将集中力按平行均布力

p=P／2b作用在完整圆盘的圆弧上<2>．认为微元力p出都作用在唐径上，其位

移贡献也都魏知在同一煮饺上，叠加嬲的方法是积分，但积分区间是弦长不是

添长。瑷在我髓将式(1)瘸予平台强纛，又增热了I点迓弦：<3>。将彩弦1&

以外的弓形酾积削去形成2个平台。

我们的理论分析川主要是基于弹性力学，对此平面问题，把试验机平板和

灏盘乎台之润懿接魅条赣麓亿藏完全霹游动(剪应力必零)与“鹣缝”(凌彝毽

移为零)两种极端情况。把加载方式分为均匀应力加载和均匀位移加载两种，

因此共有以下4种情况：

《1)应力搬载剪应力为零 (以符号SS代表)

(2》应力加载切淹位移为零(戳簿学sd代表>

(3)位移加载剪应力为零 (以符号ds代表)

《4)位移加载切向使移为零(以符号dd代表)



露州=匙举醺士学挺谗文

瘦力魏载辩靛辍缭绞够怒孚螽上备杰豫穆瓣簿零平均穰。孀裔辍元分横较

蛰§蛙s强我稍冀逛餐耱2a爨嶷瑟巍懿嚣毫强耱蘧嚣祭癸秘援壤经秽馥。考虑瓤

寞赏熬接触条佟穷予上谣两蕈孛穰藕憾强之粼，阂鼗W醚褥懿瘦力羚零秘韬簿艇

移为零两耱极端髓凝取乎翰德，势嬲褥剿皮力搬载秘穗移抛裁辩盛缀经移鹣乎

按壤Aw．裟黛懿，戳教盛意您载帮纛移瓣鼗绱孚垮蠖曩w。=≤踟，+囊wD／2。壤
据这些数凝，考虑捌上隧戢3煮近儆，公式<1)必须熬戳修焱。我{f】发现只瑟

褥公蔑≤1)懿蘸鑫～瑗瓣豢裁帮馥褥瑟臻蕊夔蘩暴；

鼬x豢辩嘲嘲十翻 ㈤
备张嚣爨绺缎经商逡缝僚穆触跳较粼褒衰1

’

表1平螽鼗盘径彝耀臻继移Aw熬公溅(2)鞠您S聪幸}冀煎豹慰瓣

零a如l t Comparison between the values of equation≤2》and those calculated

by ANSYS for the diametral compressive dispiacement囊律of the flattened

Brazilian disc
’

滋爨爆键径藏匿端橼移 ．

圳蒜鱼2P／贼t 2．凇Aw 鑫黼锿》
≤公撬(2)》 ≤褒鸯辍簸)。 《簌移辩蘸) 《译鬻) 。

5 ＆951 7。061 6，825 6．943 0；t2

{§ 5+568 5，710 5．509 5。610 0+75

l§4．763 4．925 4。￥3半 4。828 1，35

20 《，195 《，375 4．177 4。276 1。89

30 3．406 3，583 3。3黔 3。妁t 2，43

瓣堡罴鬟斋掣Xt00％
、．' ， ．

’‘

获裘1霹骏溪窭式(2>谤篓翡疆戆位移眷镤好戆耩寝，与aRsYs渊黎滤羧，
取边器条{孛的平均德黠冀最大缡差必2，43％，发垒稳2瑾=30。露，舔艇角覆嶷枣

霹公或凌囊避委舞。与ANS￥S癜秀黧载爨羧最夫褊箍茭一《，穆镰，与ANS￥S穰移

麴载魄较戢大谝楚漶0．21％。魏诧公式(2)楚霹驭的，并激斑联代文C1]中滁成
7t



对“乎台疑擞劈裂的理论黎}试验”⋯文的隧复

黔公式(2)，新戆修正公式(2)不键耪凄燹离，蕊飘形式更简攀。

公式(1)和(2)的键用怒有条件的，即平台宽度26相对岛髓径不能太小，

瞧鄙平台怼廒酌张角2a不畿太小，因为对予集审力没有弹往位移解。癸一方瓣，

乎螽赛度26籀对与壹较穗不鼹太大。琢簧|j上，公式(2)可|美逐缎魏遥爱予不

同加载方式和接触条件。

2．关于拉伸强度∞

出于直接拉仲的困难，巴礴试验测礁脆性材料(如混凝土、辫石)的抗拉强

艘院较蓄遮。对她方法我们懑意弓|瑙溪际±木工程界一谯权威学者在其赣簧中

觞一萄话㈣：“thetest has been used as ameasure oftensite strength(even

though the stress—state is not uniaxial)and has been included in most

standards as a routine method of estimating the tensile strength(ASTM

C496，BSl881-1 17，ISO 4108)”。篓中撵到“尽簿(罄嚣窝盏孛瓣)应力状态

不蹙单轴的”，醺西实验仍然被纳入美满携ASTM，焚国舱Bs和胬际tSO的不少

标准之中，作为估计挝他强度的常规方法。此外，阑际岩石力学学会(ISRM)

也撼它纳入其建议方法㈣。在一些标准中，在完熬麓鑫戆对经疆缡处趣了垫条，

热在ASTMC496弦疆中，墼祭宽度对应我瘿斡2盛=19．{扩，BSl88I-1t7中

2a=11．48。。因此在“平台张角不能波大”的条件下，用Griffith强度准则计

舆的籀当旋力吼来决定挝律镄度g楚胃戳竣受煞。考纛到这一躐豢疆及文C13

中绘密静条件，我稻谈麓选努29=20。壤好。

有没有必簧强强度计算公式(3)中考虑驻力加载或者位移加裁衙糟不葡的氘

麓_}遵针对

曩：毒堡 (3)
‘廊≠

2a=20。的试样，对聪力或位移加裁又分了切向臌力为零或切向位移为零～共

磐翻疆秘逑器条传(热籀1繁瘊述，分爨以SS，sd，ds，dd代表)，利期ANSYS程

痔分辑懿终袋翔图l爨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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擞 2

2尸／zDt
0

爨 一2

2P／zDt-4

—6

—8

—10

cro

2尹／gOt

蓬1 ANSYS毒夸簿款平台瑟懿试撵垂壹妻经主翡o；帮曩 ．

(SS—，¨，sd—舡，ds。二o，dd*)
Fig 1％and珥at vertical diameter of the flattened Brazilian

disc calculated with ANSYS

从此圈可以看出四种不同的边界条件对圆心处的应力分最影响很小。对

2a=200，压力加载(切向应力为零)有k。=O。964，压力加簸(切向位移为零)

骞k。=0，926：短移鸯羹载以=0，938：

k=0．912。四个膏值区别不大。遮可以从圣绒南原理得到解释，因为平台的宽

度只占圆周的很小～部分，而我们关心的点(圆心)又是离边界最远的点，故

只要是黪力等效懿会力就可以爝露一个公式(3)诗算谚，只是选用懿系数毒

值不阉，对予应力期载可戳弼平均谴砖=O．945，对于位移加载可戳溺平均值

k=0．925，或者用所有的芷的平均值k=O．935。

3．关予断裂韧度蜀。
通常断裂韧度的测试要比拉仲强度复杂得多。即使按标准(如ISRN分别在

88年和95年颁布的2个建议方法⋯1)来做实验其成功率也不高，试样尺寸不

够大致卷毒五基越鞍鞭都是不裂瓣素。医梵题平台疆盘这榉疑麓萃又没鸯裙始



辩“平台蘑盘劈裂熊溪论纛谈簸”一文静离篮

襞缝熬试梯来测试，只露渍跫～定戆露散毪准粼嚣其结聚才会蠢意义。对予这

秘方法，Guo等入作了开拓性鲍工作渤，我稍散了改进江“l，K+，的讨‘辫公式如

下：

p

＆2靠硒一 (4)

2癌=200辩，薅瑟静不嗣的蕊载逡莠条释褥弼：≤气)。=0+8003，
(尊乙)。=O，9142，(中。)。=O．6493，(堪kk=O．6785。也可以得到不同的平均

谴(蛙‰)，=O．8573，(蟮k)。--0。6639， (堪k)。书．7fi06

然瓤，即使怒“真臌的岩翁断裂韧度K。”，其测试也尚在改进之中∞，。我

髓蠢致力予这方嚣熬磷究工终。我稻熬潜际袁终舔究蠹，瑞典Lule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豹磅炎鸯曩平爨溷盘试样傲了黛验，他们认为这种试验方法魁

霹嚣豹，瓣一耱瑞典豢石遴驽煞成葫实验记录麴蘸2袋零。

Extension fmm)

塑2瑞典LUT麟究者翔平鑫嬲盘试梯傲熟试验记录

Fig 2 Test record ofa flattened Brazilian disc by researchers at Lule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weden

—z)l一褂讴R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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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MTS和INSTRON～类高级材料试验机有两种加载方式。载荷控制加载可设试

簸梳平投主懿压力均匀，毽嚣辩平板珏下豹谴移瞧稳含寄平均豹意思。位移控

制加载，平板压下的位移一致，但同时平板上的压力也隐含有平均的意思。有

羧元分辑辩瑾悲纯遣将秘季孛鸯嚣载方式弱纛豹区分开来，鬻靖又将乎叛和试样平

台之间的接触条件分为两种极端化的情况，即完全滑动和粘结，造成了结果上

豹差象。辍然按穗知豹实际精嚣锻基准确选择楚灌怒静，餐菜耱平均意义上豹

选择可能烫符合实际情况，相应的平均僦已在文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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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袭1乎套弱袭经逡篷缀缎移Aw兹公式(2)彝ANSYS在透耱边爨条停下计算戆

对比

Tabel 1 Comparison between the values of equation(2)and those calculated

by ANSYS for the diametral compressive displacement Aw of the flattened

Brazilian disc



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附录B
对于2口=30。的试样，对压力或位移加载分了切向应力为零或切向位移为零一

共得到四种边界条件(以SS，sd，ds，dd代表)，利用ANSYS程序分析的结果如图

3所示

30度中心角平台加载轴线上的应力分布

图3 ANSYS计算的平台圆盘试样垂直直径上的％和盯，

(SS—，p，sd．—*，ds—，卜，dd—．-_)

Fig 3仃eando?at vertical diameter of the flattened Brazilian

disc calculated with ANSYS

从此图可以看出四种不同的边界条件对圆心处的应力分量影响很小。对

2口；30。，压力加载(切向应力为零)有七。=0．921，压力加载(切向位移为零)

有k=0．875：位移加载k=0．867：

匕=O．839。

2，O

1屯q叫巧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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