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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导管架平台焊接节点低周疲劳性能 

刘红波，赵 昱，张金凤，李志国，赵海龙 

(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天津 300072) 

摘 要：为了研究海洋平台中焊接节点的低周疲劳性能，设计了海洋用钢 DH36 钢的标准拉伸试件和角焊缝试件，

进行材料性能和节点静力拉伸实验；其次进行铜加速乙酸盐雾实验，并将其当量折算为海洋环境谱作用，完成非腐

蚀和腐蚀节点试件的对照低周疲劳实验，得到节点试件疲劳性能；通过 ABAQUS 与 FRANC3D 的交互，针对角焊

缝试件的 3 种初始裂纹进行裂纹扩展模拟，提出疲劳寿命评估方法. 研究结果表明：焊接缺陷比短期腐蚀作用对试

件疲劳寿命的影响更大；采用焊根双边贯穿裂纹计算角焊缝试件低周疲劳寿命，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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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Cycle Fatigue Properties of Welded Joints in Jacket Platform 

Liu Hongbo，Zhao Yu，Zhang Jinfeng，Li Zhiguo，Zhao Hailong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China) 

Abstract：To study low-cycle fatigue properties of welded joints in jacket platform，DH36 steel standard tensile 

specimens and fillet weld specimens were designed and uniaxial tensile tests were conducted．The copper-accelerated 

acetic acid-salt spray tests(CASS)were completed and a conversion was made for equal effect of marine environ-

mental spectrum．The controlled low-cycle fatigue tests on non-corrosion and corrosion specimens were performed to 

acquire the fatigue properties of welded joints．Based on ABAQUS and FRANC3D interaction platform，three kinds 

of initial fatigue cracks were imported into the fillet weld specimen model to estimate fatigue life．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weld defects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fatigue life than short-term corrosion；it is of high reliability to adopt weld 

root penetration cracks in estimating the low-cycle fatigue life of fillet weld specimens. 

Keywords：welded joint；low-cycle fatigue；salt spray test；FRANC3D；fracture mechanics；fatigue crack 

 

循环应力或应变作用引起材料局部结构变化、损

伤累积，使材料力学性能下降、产生裂纹甚至断裂的

过程即为疲劳．关于疲劳的研究，主要有基于应力-

寿命曲线的方法、基于损伤力学的方法[1-3]和基于断

裂力学的方法[4-5]．在断裂力学中，材料因疲劳导致

失效包括裂纹萌生、稳定扩展、失稳扩展 3 个过程，3

者共同构成疲劳总寿命．由于裂纹萌生阶段暂无成

熟的理论，裂纹失稳扩展阶段历时短，两者一般不计

算在总寿命之内．1963 年，Paris-Erdogan 公式提出应

力强度因子幅值与疲劳裂纹扩展率的关系，可用来计

算裂纹扩展寿命．目前，常用 J 积分[6]或 M 积分[7]计

算应力强度因子． 

管节点的疲劳实验主要有两类：一是空气介质中

足尺管节点疲劳实验，二是采用板状焊接节点简化管

节点，进行海水腐蚀疲劳实验．第一类中，Mashiri 

等[8]、Thévenet 等[9]、Saini 等[10]对 T 型管节点的应力

集中和疲劳寿命进行研究，Bian 等[11]综述了目前多

种类型管节点应力集中系数的研究成果．第二类中，

Booth、Leeuwen、薛以年等[12]先后通过节点疲劳实验

得到海水、板厚、应力比等对疲劳寿命的影响．但是

两类实验多关注节点高周疲劳，暂缺乏相关节点低周

疲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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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过裂纹扩展模拟研究节点疲劳性能是一

种可靠的方法．目前常用的有：无网格法[13]、自适应

法 [14]、弥散单元法 [15]、扩展有限元法 [16]等，Moës  

等[17]、Rao 等[18]、Shi 等[19]、Lotfi 等[20]、Sukumar 等[21]

等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 3 点不足：①针对

三维裂纹的模拟不足；②以Ⅰ型裂；③裂纹扩展时网

格划分质量不佳． 

针对国内外研究现状及不足，本文对角焊缝焊接

节点进行以下研究． 

(1)针对典型导管架焊接节点设计十字形传力角

焊缝试件，通过盐雾实验对部分试件进行 30,d 腐蚀

处理．并完成腐蚀与非腐蚀条件下的对照低周疲劳

实验，得到 -S N 曲线，为后续评估疲劳性能提供数据

支持． 

(2)通过 ABAQUS 与 FRANC3D 的交互使用，

针对疲劳实验所使用的十字形传力角焊缝试件模型

实现疲劳裂纹引入和裂纹扩展，预测疲劳寿命，探索

数值模拟方法的可行性． 

1 角焊缝试件及盐雾实验 

1.1 试件设计 

考虑海水腐蚀实验难度和疲劳加载实验过程，采 

用欧盟对管节点疲劳强度实验的规范，采用十字形传

力角焊缝试件(图 1)作为管节点结构的简化模型．母

材 选 用 海 洋 结 构 用钢 DH36 ，焊 材 为药芯焊丝

ER70S-6．DH36 为低合金高强结构钢，具有良好的强

度、韧性、焊接与耐腐蚀性能，在海洋平台中得到普

遍采用． 

 

图 1 角焊缝试件设计图(单位：mm) 

Fig.1 Design of fillet weld specimens(Unit：mm) 

1.2 母材拉伸实验 

设计标准拉伸试件(tensile bare material)3 个[22]，

分别命名为 TBM-1、TBM-2、TBM-3．在万能实验机

上开展室温拉伸实验，获得 DH36 钢的基本力学性能

指标．表 1 为试件基本力学性能指标，图 2 为试件应

力-应变曲线． 

表 1 TBM-1和 TBM-3的基本力学性能指标 

Tab.1 Basic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BM-1，TBM-3 

试件 断后伸长率 A/%, 断面收缩率 Z/%, 屈服强度 ReL/MPa 极限强度 Rm/MPa 弹性模量 E/GPa 极限力 Fm/kN 

TBM-1 26.67 67.69 389.50 540.34 138.42 83.48 

TBM-2 25.00 66.69 392.16 551.93 146.53 81.50 

TBM-3 28.33 64.93 399.49 552.11 124.28 83.99 

平均值 26.67 66.44 393.72 548.13 136.41 82.99 

 

 

图 2 TBM-1和 TBM-3的应力-应变曲线 

Fig.2 Stress-strain curves of TBM-1，TBM-3 

1.3 角焊缝试件拉伸实验 

选用角焊缝试件(tensile welds)2 个，分别命名为

TW-1、TW-2，前者为加工质量最好的试件之一，后者

为加工质量最差的试件之一，图 3 为 TW-1、TW-2 加

载前的照片．在每个试件距焊趾 5,mm 的 4 个位置贴

应变片，如图 4 所示． 

 

（a）试件正面                （b）试件侧面 

图 3 加载前 TW-1和 TW-2 

Fig.3 TW-1 and TW-2 before loading 

试件破坏如图 5 所示，均为母材段被拉断．试件

荷载-位移曲线如图 6 所示．试件荷载-应变曲线如图

7 所示，引伸计和应变片测得应变有一定差距，变形

主要发生在母材段，引伸计标距内变形小，且主要是

上下板与中间板之间的缝隙增大，非材料拉伸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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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焊缝本身强度大于母材；应变片 1、2 初始阶段

为负，原因是上下板未完全对齐，且存在小角度的扭

转，使得加载初始阶段不能保证上下端同时夹紧，之

后随着力增大，上夹头逐渐与试件贴合． 

 

    （a）TW-1 正面       （b）TW-1 侧面 

图 4 加载图 

Fig.4 Loading situation 

 

     （a）TW-1          （b）TW-2 

图 5 试件加载后破坏 

Fig.5 TW-1 and TW-2 after loading 

 

图 6 TW-1、TW-2的荷载-位移曲线 

Fig.6 Force-displacement curves of TW-1 and TW-2 

1.4 盐雾实验 

研究海洋导管架平台焊接节点的低周疲劳性能，

与一般钢结构焊接节点疲劳性能的不同在于必须要

考虑海水对焊接节点的腐蚀作用[23]．化学因素(溶解

氧、含盐量、有机成分)、物理因素(温度、波浪流速、

压力)和生物因素(海生物的附着)
[24]、各区域(海洋

大气区、飞溅区、潮差区、全浸区)均影响腐蚀作用，

降低了服役结构的功能[25]． 

 

（a）TW-1 

 

（b）TW-2 

图 7 TW-1、TW-2的荷载-应变曲线 

Fig.7 Force-strain curves of TW-1 and TW-2 

选用腐蚀角焊缝试件(corrosion welds)10 个，分别命

名为 CW-1～CW-10，对其进行铜加速乙酸盐雾实验

(CASS)对焊接节点进行腐蚀处理[26]． 

按 120,h、240,h、480,h、720,h 的顺序依次观察腐

蚀试件(见图 8)．120,h 后，表面析出少量腐蚀产物，

呈疏松红色隆起，少许红色锈液凝聚在表面．由于盐

雾自上而下降落后在试件背面聚集成水滴，背面形成

竖直中 空 的红黑色锈柱，结 构疏松易碎．240,h 、

480,h、720,h 后，腐蚀产物增多，腐蚀达到一定深度． 

 

    （a）实验 120,h 后      （b）实验 240,h 后 

 

 

    （c）实验 480,h 后      （d）实验 720,h 后 

图 8 不同时刻的腐蚀情况 

Fig.8 Corrosion at different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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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盐雾实验的继续进行，试件表面形貌变得越

来越疏松．主要腐蚀产物为羟基氧化铁( -FeOOHα 、

-FeOOHγ )，此外有少量
3 4

Fe O 、FeOCl和 -FeOOHβ ，

后两者是含氧气和Cl
- 条件下的中间产物．表面锈层

较为致密，以 -FeOOHγ 为主，不稳定；外锈层之下以

-FeOOHα 为主，是锈层中最稳定的产物，减缓电解质

向基体的进一步渗透．腐蚀初期，表面各处均匀发生

腐蚀，伴随 -FeOOHγ 向 -FeOOHα 、
3 4

Fe O 的转化，腐

蚀产物局部发生体积变化，表层产生不均匀全面腐 

蚀．因为合金能够提高锈层的稳定性，减缓腐蚀，而

实验所用试件未经防锈处理，故在采取防锈措施后，

导管架的耐腐蚀性能将得到提高． 

试件腐蚀结果分析见表 2． 

针对具体的盐雾实验环境谱，将盐雾加速腐蚀实

验当量折算为真实服役时海洋浪溅区环境谱．折算

遵循如下步骤[27-28]． 

步骤 1 将 1 年海洋浪溅区环境谱作用折算为

标准潮湿空气作用时间
1
T ＝16,711,h． 

表 2 试件腐蚀结果分析 

Tab.2 Analysis of corrosion on specimens 

试件编号 腐蚀长度/mm 实验时间/h 初始质量/g 除锈后质量/g 失重/g 腐蚀量百分比/%, 
腐蚀速率/ 

(g·m
-2·h

-1) 

腐蚀深度/

(μm·h
-1)

CW-1 40.1 720 402.3 397.6 4.7 1.17 3.110  0.40 

CW-2 41.5 720 400.2 395.8 4.4 1.10 2.822  0.36 

CW-3 43.2 720 402.0 398.3 3.7 0.92 2.287  0.29 

CW-4 39.7 720 396.0 390.0 6.0 1.52 4.006  0.51 

CW-5 34.1 720 393.1 388.9 4.2 1.07 3.216  0.41 

CW-6 36.9 720 396.9 392.9 4.0 1.01 2.854  0.36 

CW-7 33.2 720 397.1 392.3 4.8 1.21 3.765  0.48 

CW-8 41.5 720 393.6 390.0 3.6 0.91 2.309  0.29 

CW-9 39.8 720 402.8 398.9 3.9 0.97 2.598  0.33 

CW-10 32.6 720 399.0 395.1 3.9 0.98 3.109  0.40 

 

步骤 2 考虑盐雾实验温度、湿度、NaCl 浓度、

酸浓度等因素，将 1,h 盐雾实验环境谱的作用时间折

算为标准潮湿空气的作用时间
2

T ＝109.173,h． 

步骤 3 计算 1

2

β = T

T
，加速腐蚀实验环境谱作用 

小时 相当于 海 洋浪溅区环境谱作 用 1,a ，求得

153.1β = ，实验共进行 720,h，相当于浪溅区环境谱作

用 4.7,a．此结论用于分析低周疲劳实验的疲劳寿命

结果． 

2 低周疲劳实验 

导管架平台的疲劳性能与管节点的构造密切相

关．节点焊接部分是疲劳问题的易发区域，其疲劳性

能与焊接初始缺陷和地震或强风浪作用有关[29]．本

部分进行腐蚀与非腐蚀试件的对照低周疲劳实验，得

到角焊缝试件疲劳寿命、裂纹尺寸、破坏模式，研究

腐蚀对节点疲劳性能的影响． 

2.1 实验方案 

本实验在清华大学逸夫技术科学楼的低周疲劳

室进行，所用仪器为 INSTRON 8801 疲劳实验机． 

考虑到节点试件采用应变控制作用不大，采用应

力控制加载．应力比为 0.1，频率为 1～2,Hz． 

实验设置 8 个应力水平，每个应力水平做 2 个试

件，富余的试件对离散性较大的点进行补充实验．表

3 为最大名义应力水平的设置情况．加载前，对试件

进行几何尺寸测量，以便结合试件焊接质量理解疲劳

实验结果．测量内容包括上下板的几何位错、角焊缝

焊脚尺寸、中间板的长度、标距、板厚． 

表 3 对照低周疲劳实验的最大名义应力水平 

Tab.3 Maximum nominal stress of controlled low-cycle fatigue test on non-corrosion and corrosion specimens 

试件编号 最大名义应力/MPa 最大名义应力/极限应力 

NW-1，NW-2，CW-1，CW-2 430 0.72 

NW-3，NW-4 470 0.79 

NW-5，NW-6，CW-5，CW-7 510 0.86 

NW-7，NW-8，CW-3，CW-4 550 0.92 

NW-9，NW-10 390 0.65 

NW-11，NW-12，CW-6 350 0.59 

NW-13，NW-14 310 0.52 

NW-15，NW-16，CW-8，CW-9 270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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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验结果 

2.2.1 破坏模式及裂纹情况 

记录实验中破坏模式、裂纹位置、出现时刻和破

坏时临界裂纹长度(见表 4、5)．非腐蚀试件的破坏模

式(见图 9)为焊根破坏、焊趾破坏、焊根与焊趾同时

破坏．腐蚀试件的破坏模式(见图 10)为焊根破坏和

焊趾破坏．在高应力状态下，试件破坏模式多为焊根

破坏；在低应力状态下，多为焊趾破坏与焊根焊趾同

时破坏．可见，低应力时的疲劳裂纹扩展更充分，且

焊根破坏是一般破坏模式． 

裂纹出现位置为焊趾和焊根，两处均为应力集中

位置．对于焊根破坏，裂纹穿透焊缝的深度约为

80%, ；对 于 焊趾破坏，裂 纹穿透母 材 的深度约为

4,mm，将测量的裂纹长度作为疲劳裂纹扩展模拟的

临界条件． 

表 4 非腐蚀试件 NW-1～NW-16的破坏模式和裂纹情况 

Tab.4 Failure mode and fatigue crack of non-corrosion specimens from NW-1 to NW-16 

裂纹 1 裂纹 2 临界裂纹长度/mm
 

试件编号 
疲劳寿命/周 

裂纹位置 
肉眼可见裂纹出现

时间/疲劳寿命/%,
裂纹位置 

肉眼可见裂纹出现

时间/疲劳寿命/%, 

破坏模式 
焊根 焊趾

NW-1 3,434 左上焊趾 29.24 右下焊趾 44.35 焊根破坏 13.1 — 

NW-2 6,255 左下焊趾 51.94 焊根 55.49 焊根破坏 14 — 

NW-3 2,981 右上焊趾 40.83 焊根 50.08 焊根破坏 13.8 — 

NW-4 2,931 右下焊趾 38.42 左上焊趾 66.70 焊根破坏 13.6 — 

NW-5 3,994 左上焊趾 27.59 焊根 32.55 焊根破坏 11.2 — 

NW-6 2,937 左下焊趾 33.09 焊根 43.96 焊根破坏 11.6 — 

NW-7 3,060 右下焊趾 33.43 焊根 46.11 焊根破坏 10.9 — 

NW-8 2,505 焊根 37.96 右上焊趾 45.99 焊根破坏 12 — 

NW-9 9,363 左上焊趾 49.33 右下焊趾 61.68 焊趾破坏 — 3.8 

NW-10 7,354 左上焊趾 46.95 焊根 55.72 焊根破坏 12.5 — 

NW-11 15,547 右下焊趾 39.60 焊根 47.13 焊根焊趾同时破坏 13.6 3.6 

NW-12 12,092 左上焊趾 40.82 焊根 51.43 焊根焊趾同时破坏 13.2 4.2 

NW-13 14,953 左上焊趾 39.18 右下焊趾 39.18 焊根焊趾同时破坏 12.3 2.9 

NW-14 24,532 焊根 42.12 — — 焊根破坏 14.2 — 

NW-15 45,609 左上焊趾 75.08 焊根 79.53 焊根焊趾同时破坏 12.3 3.8 

NW-16 24,677 焊根 45.13 右上焊趾 63.31 焊根焊趾同时破坏 14.5 4.1 
 

表 5 腐蚀试件 CW-1～CW-9的破坏模式和裂纹情况 

Tab.5 Failure mode and fatigue crack of corrosion specimens from CW-1 to CW-9 

裂纹 1 裂纹 2 临界裂纹长度/mm 

试件编号 疲劳寿命/周 
裂纹位置 

肉眼可见裂纹出现 

时间/疲劳寿命/%, 
裂纹位置

肉眼可见裂纹出现 

时间/疲劳寿命/%, 

破坏模式 
焊根 焊趾 

CW-1 4,007 焊根 47.49 — — 焊根破坏 13.6 — 

CW-2 6,411 焊根 49.13 — — 焊根破坏 15.5 — 

CW-3 521 焊根 09.79 — — 母材破坏 — — 

CW-4 595 焊根 12.77 — — 焊根破坏 17.2 — 

CW-5 3,855 焊根 24.25 左上焊趾 36.86 焊根破坏 13.7 — 

CW-6 12,080 右上焊趾 52.57 焊根 57.38 焊根破坏 14.3 — 

CW-7 1,957 焊根 25.70 — — 焊根破坏 14.5 — 

CW-8 32,976 左下焊趾 67.04 焊根 77.00 焊根破坏 15.1 — 

CW-9 33,816 左上焊趾 70.26 右下焊趾 74.44 焊趾破坏 - 3.9 

 

（a）焊根破坏     （b）焊趾破坏  （c）焊根与焊趾同时破坏     （a）焊根破坏     （b）母材破坏    （c）焊趾破坏 

图 9 非腐蚀试件破坏模式            图 10 腐蚀试件破坏模式 

Fig.9 Failure mode of non-corrosion specimens     Fig.10 Failure mode of corrosion speci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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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应力-寿命曲线 

采用幂函数式表达试件应力与寿命的关系，结果

见图 11．其中腐蚀试件 CW-1 和 CW-2 初始缺陷过

大 ，舍 去 ．非 腐 蚀 试 件 的 -S N 曲 线 为 lgN +  

4.06lg 14.25σΔ = ，腐 蚀 试 件 的 -S N 曲 线 为 lgN +  

4.15lg 14.46σΔ = ，考虑到焊接缺陷的影响，疲劳实验

寿命存在一定的离散性，故 720,h 盐雾实验的腐蚀作

用对角焊缝试件疲劳性能的影响小于焊接差异的影

响． 

 

图 11 非腐蚀试件与腐蚀试件的名义应力 S-N 曲线 

Fig.11  Respective S-N curves of non-corrosion and corro-

sion specimens 

2.2.3 位移极值-循环历程曲线 

实验中，得到每次循环的位移极值-循环历程曲

线(见图 12)，加载前期位移平稳变化，临近破坏时位

移急剧增加． 

 

（a）NW-15 和 NW-16 最大名义应力 270,MPa 

 

（b）CW-8 和 CW-9 最大名义应力 270,MPa 

图 12 位移极值-循环历程曲线 

Fig.12 Curves of extreme displacement-cycle process  

 

3 疲劳裂纹扩展模拟 

FRANC3D V7.0(fracture analysis code 3D/Ver-

sion 7.0)是美国 FAC 公司开发的裂纹分析与损伤容

限评估软件，可模拟构件在任意几何、荷载和裂纹下

的 3D 裂纹扩展与疲劳寿命．它本身不含求解功能，

通过接口调用 ANSYS、ABAQUS、NASTRAN 等有

限元软件，进行基于断裂力学的计算．在给定初始裂

纹和载荷条件下计算疲劳寿命的交互过程分为以下

6步． 

步骤 1 建立有限元模型． 

运用 ABAQUS建立模型，采用自带的 MESH功

能进行网格划分． 

步骤 2 引入裂纹(new crack wizard)． 

将模型的．inp 文件导入 FRANC3D 界面，将其

中关注的部分划分为子模型，以提高计算效率．在子

模型中导入初始裂纹，FRANC3D会主动更新网格． 

步骤 3 提交有限元计算(static crack analysis). 

含初始裂纹的网格模型自动交付于 ABAQUS，

输出应力分析的．fdb 文件． 

步骤 4 裂纹扩展(compute SIF’s，grow crack)． 

FRANC3D 读取应力结果，计算裂纹前缘应力强

度因子．设置应力比、适用的裂纹扩展方向理论、扩

展速率公式与参数、扩展步长、裂纹前缘拟合曲线的

阶数与外延百分比、前缘单元环半径等，更新裂纹前

缘，进一步更新子模型网格． 

步骤 5 新的有限元计算和裂纹扩展． 

在未达到临界条件时，FRANC3D 继续进行新的

有限元计算和裂纹扩展工作． 

步骤 6 疲劳寿命预测(fatigue life prediction)． 

当达到终止条件时(达到临界裂纹尺寸)，绘制各

分析步、裂纹前缘、前缘点的应力强度因子极值和范

围的关系曲线，绘制寿命与分析步、裂纹长度、裂纹

路径的关系曲线，达到计算应力强度因子、预测疲劳

寿命的目的． 

FRANC3D 中提供 7 种初始裂纹类型(见图

13)：半椭圆形裂纹、双边贯穿裂纹、双边椭圆形裂

纹、长浅内部裂纹、单边贯穿裂纹、长浅裂纹、用户定

义裂纹．对于焊趾破坏，采用半椭圆形裂纹和单边贯

穿裂纹进行研究[30]．其中，半椭圆形裂纹
0 0
/ 4=a b ，

0
0.3=b mm，单边贯穿裂纹深度

0
0.3=a  mm．对于焊

根破坏，焊根处是试件上下板与中间板的拼接部位，

存在贯穿空隙，因此采用双边贯穿裂纹进行研究，综

万方数据



    

·116·                            天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版)                       第 51 卷 增刊  

 

  

合疲劳实验前的贯穿空隙量测结果，空隙长度取为

6,mm，双边裂纹初始深度各取
0

0.3=a  mm．综合实

验测量的结果，将临界裂纹条件设置为：焊趾裂纹达

到母材深度的一半，焊根裂纹穿透 80%,的焊缝深度． 

 

   （a）半椭圆形裂纹      （b）双边贯穿裂纹 

 

  （c）双边椭圆形裂纹      （d）长浅内部裂纹 

 

（e）单边贯穿裂纹  （f）长浅表面裂纹  （g）自定义裂纹 

图 13 初始裂纹类型 

Fig.13 Types of initial fatigue cracks 

针对上述 3 种裂纹形式，利用 ABAQUS 和

FRANC3D 的交互平台对不同应力水平的疲劳裂纹

扩展进行数值模拟．建立模型如图 14 所示，单元类

型为 C3D20R，焊趾附近的最小尺寸约为 0.5,mm． 

 

   （a）整体模型        （b）局部网格划分 

图 14 角焊缝试件的有限元模型 

Fig.14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fillet weld specimens 

数值模拟得到的 3 种含裂纹的模型如图 15 所

示， -S N 曲线如图 16 所示．可见，焊趾半椭圆形裂

纹的 -S N 曲线为 lg 3.87lg 14.20σ+ Δ =N ，预测结果 

偏高 ；焊趾单边贯穿裂 纹 的 -S N 曲 线 为 lgN +  

3.89lg 13.99σΔ = ，预测结果能够包络实验点；焊根双

边贯穿裂纹的 -S N 曲线为 lg 3.92lg 13.76N σ+ Δ = ，预

测结果偏低．考虑到 Paris 公式属线弹性断裂力学范

畴，应用于有塑性发展的部分时预测结论较为保守，

认为焊根双边贯穿裂纹的可靠性较好． 

 

（a）焊趾半椭圆形

裂纹 

（b）焊趾单边 

贯穿裂纹 

（c）焊根双边 

贯穿裂纹 

图 15 含裂纹的有限元模型 

Fig.15 Finite element models with crack 

 

图 16 实验与数值模拟结果的 -S N 曲线对比 

Fig.16 Comparison of -S N  curves of the test and nu-

merical modeling 

4 结 论 

本文基于断裂力学理论，通过低周疲劳实验和

ABAQUS 与 FRANC3D 的交互平台，对导管架结构

焊接节点的低周疲劳性能展开研究． 

(1) 完成 DH36 钢的标准拉伸试件和角焊缝试

件的拉伸实验．得到实验所用批次 DH36 钢的屈服强

度、抗拉强度等基本力学性能和应力-应变曲线；得到

角焊缝试件的荷载-位移曲线、荷载-应变曲线，分析

曲线和破坏模式得到变形主要集中在母材段，焊缝段

强度比母材段高，符合工程实际．  

(2) 完成对 10 个角焊缝试件的 720,h 铜加速乙

酸盐雾实验．设计盐雾实验，模拟钢在海洋环境中的

腐蚀历程．通过失重、腐蚀速率等指标量化了角焊缝

试件的耐腐蚀性能．通过当量折算法将 720,h 盐雾实

验作用当量折算为海洋浪溅区环境谱作用 4.7,a． 

(3) 完成 16 个非腐蚀试件和 9 个腐蚀试件的对

照疲劳实验．得到各自的 -S N 曲线和双对数自然拟

合后的公式．经对照实验表明，720,h 盐雾实验处理

后的试件的疲劳寿命没有明显降低，即服役 4.7,a 的

浪溅区构件受腐蚀作用的影响不明显．相比来说，焊

接缺陷对试件疲劳寿命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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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现疲劳裂纹扩展模拟评估试件的疲劳寿

命．采用 ABAQUS 与 FRANC3D 的交互平台，针对

角焊缝试件的 3 种初始裂纹(焊趾半椭圆形裂纹、焊

趾单边贯穿裂纹、焊根双边贯穿裂纹)进行裂纹扩

展．考虑到 Paris 公式属线弹性断裂力学范畴，应用

于有塑性发展的部分时预测结果较为保守，认为焊根

双边贯穿裂纹的可靠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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