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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立管环缝裂纹扩展和疲劳寿命仿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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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水立管作为深水生产系统中连接水面浮式装置和海底设备的导管，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利用三维断裂分析软件FRANC3D对循环载荷下深水立管环焊缝焊接缺陷造成的等效裂纹

进行了裂纹扩展仿真，通过仿真得到了裂纹扩展的形态和特征，计算了疲劳裂纹扩展寿命，并且将计算

结果与BS7910标准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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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深水立管作为连接水面浮式装置和位

于海床的海底设备的导管，具有多种可能的结

构，例如自由悬挂钢悬链线立管(Steel

Catenary Risers，SCR)、顶端张紧立管(Top

Tension Risers，TTR)等等。深水TTR立管

通过张紧器或者浮力罐实现立管张紧，绝大部

分长度是采用螺纹连接器连接而成，TTR立管

的缺点是难以适应水深很大的浮体漂移。SCR

立管主体采用标准长度的钢质管节焊接而

成[1]，结构形式相对简单。该立管的特点是集

海底管线与立管于一身，一端连接水下井口，另

一端连接水面浮式结构。SCR对浮体漂移和

升沉运动的容度大，且能适用于高温高压介质

环境。焊接结构的疲劳寿命对SCR立管整体

结构的安全可靠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焊缝

的抗疲劳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SCR立管

的疲劳寿命。笔者主要针对SCR立管利用三

维断裂分析软件FRANC3D对常见的未熔合

与未焊透导致的环缝裂纹进行了裂纹扩展和寿

命预测的仿真研究。

1 立管模型建立与裂纹扩展依据

以名义直径为6．5英寸的立管为模型，外径

为162 mm，厚度为15 mm，中间为环焊缝。接焊

的几何尺寸分布如图1所示。焊接角为60。，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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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根部间隙为3．5 mm，高度为2 mm。按照全尺

寸模型，焊缝的外表面与立管的外表面齐平。

十 舅 7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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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立管焊接尺寸图

全尺寸模型是API 5L X一60等级的钢

管。数值模拟中的弹性模量E一2．1×10_5 N／

mm2，泊松比v一0．3。母材和焊缝区的屈服强

度分别为486．42 N／ram2和583．97 N／ram2。

复合型裂纹断裂判定准则主要有能量释放

率准则、应变能密度因子准则和最大周向应力

准则3种[2]。FRANC3D根据第三种确定裂纹

扩展方向。当最大周向应力达到临界值时，裂

纹失稳扩展，裂纹仿真停止。

2 未熔合缺陷裂纹扩展形态

焊接标准允许焊缝中有小尺寸缺陷，焊缝

中加载的裂纹缺陷符合BS7910中的E标

准[3]：缺陷中心距离最近的表面为7．5 mm，图

2中的矩形框面积为28 mm2，圆代表裂纹。裂

纹缺陷在立管中的位置如图3所示。

考虑当裂纹处于最危险的位置，即位于管

道拉应力最大的位置(图3中立管横截面9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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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立管剖面 蚴立管横截面

图3等效缺陷图

置)的情况，分别应用42，126，2lO MPa 3种不

同的应力幅，得到疲劳裂纹的生长形态。

为方便描述，定义“上”、“下”、“左”、“右”点

分别代表裂纹竖直和水平方向的2个端点，裂

纹扩展方向也分别为向上、向下、向左、向右扩

展，如图4所示。通过计算此4点扩展前后的

坐标求出此4点相应方向的扩展长度，就能得

到裂纹扩展的形态变化[4]。即扩展长度可由

v，瓦■ii严干石■ii严千瓦■3；了计算得
出，轴向扩展长度为z。一zo。其中(z⋯y，zo)
与(z⋯y，z。)分别为裂纹端点扩展前后的坐
标。得到的裂纹扩展数据见表l。

图4裂纹“上”、“下”、“左”、“右”点

表1 不同应力幅下3点径向最终扩展长度

由于裂纹处于管道对称位置，故“左”、“右”

2点受力相同，扩展形态也相同，在此只列出

“左”点的情况。

从表l中可看出，相同应力幅下，“上”、

“下”、“左”3点径向扩展长度的最大差值分别

为0．38，0．36，0．43 mm。“上”点不同应力幅

下的最大差值为0．07 mm，“下”点不同应力幅

下的最大差值为0．02 mm，“左”点不同应力幅

下的最大差值为0．05 mm。说明裂纹扩展形

态与应力幅无关，不同应力幅下，相同位置的裂

纹扩展形态相同。

裂纹轴向扩展见图5、图6、图7。

裂纹扩展次数

图7未融合裂纹左点轴向扩展长度

由图5～图7可以看出，虽然图线变化较

为起伏，但无论应力幅如何变化，上点轴向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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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为Imaxl±一o．01 mill；左点轴向扩展长度

maxl￡一0．004 mrn、下点的轴向扩展长度

lmaxIf一0．016mm。不同应力幅下的轴向方

向增长值在0．01 mm级单位以内，可以视为裂

纹在平面内扩展。裂纹在平面内扩展形态近似

圆形。

3未焊透缺陷裂纹扩展形态

同样以裂纹处于最危险位置，即拉应力最

大的位置为例进行研究。裂纹的扩展形态如图

8所示。因为模型对称，故取一半，对“上”、

“左”2点进行分析。

图8未焊透疲劳裂纹扩展示意图

通过“上”、“左”2点扩展前后的坐标可得

到相同位置不同应力幅的裂纹扩展形态对比，

见图9和图10。

裂纹扩展次数

图9未焊透裂纹左点轴向扩展长度

裂纹扩展次数

图10未焊透裂纹上点轴向扩展长度

对于“左”点，3种应力幅下最终轴向扩展

值分别为0．036，0．010，0．028 mm；最大扩展

绝对值分别为0．036，0．030，0．028 mm。对于

“上”点，3种应力幅下最大扩展绝对值分别为

0．104，0．170，0．108 mm。在初始扩展时，裂纹

轴向的扩展不稳定，在扩展后期稳定向正向

扩展。

巴西里约联邦大学(COPPE／UFRJ)开发

了一套管道环缝全尺寸疲劳试验装置和仿真程

序，对含有缺陷的环焊缝在卷曲拉直过程中的

疲劳性能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缺陷裂纹在径

向的生长远大于轴向的生长，与所受载荷为弯

矩的情况相吻合‘“。而利用FRANC3D对立

管环焊缝缺陷进行仿真可以看到．裂纹轴向扩

展远大于径向扩展，也与所受载荷为弯矩相

符合。

4焊缝疲劳寿命计算

最大拉应力位置裂纹的扩展寿命，采用

Pairs公式描述疲劳裂纹扩展速率da／dN与应

力强度因子范围AK之间的内在关系“]：

丽da—c(△K)”
式中，C一5．37×10-1 3，m一3．19，均为材料

常数。

使用FRANC3D软件计算危险点的寿命，

得到不同应力幅下未熔合、未焊透的疲劳寿命，

见表2。将得到的结果与BS7910标准中的E

曲线进行对比，如图11所示。可以看到相同应

力幅下，未熔合的疲劳寿命与未焊透的疲劳寿

命均高于E曲线的寿命，达到了E曲线的

要求。

表2不同应力幅下末熔台、未焊透的疲劳寿命

6 结论

使用FRANC3D软件对立管受弯矩载荷

作用下的疲劳裂纹扩展形态及寿命进行了仿

真，并将疲劳寿命与BS7910中的E标准进行

对比。得到如下结论：

(1)对于未熔合的等效裂纹，不同应力幅对

裂纹扩展的形态没有影响。裂纹均在初始裂纹

所属平面以圆环方式向四周等长扩展。裂纹在

径向的生长远大于轴向的生长，与所受载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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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疲劳寿命与BS7910标准对比

弯矩的情况相吻合。

(2)对于未焊透的裂纹，其在临近内管壁处

扩展长度(“左”、“右”点)大于“上”点。裂纹轴

向扩展长度均在0．1 mm级以内，可认为是平

面扩展。

(3)在相同E标准下，焊接未熔合的圆形

缺陷寿命比未焊透的半圆形缺陷寿命高15％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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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Crack Growth and Fatigue Life Simulation

About the Girth Weld of the Deep Water R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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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deep water riser to connect floaters and SUbsea

equipments as pipelines of deep water production systems．The crack propagatmn simulation of

the eauivalent crack which is caused by weld defects in the girth weld of the deep water riser

under cyclie loading was analyzed through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software of fracture named

FRANC3D．and the sha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rack growth can be received by performing the

simulation．Then，fatigue crack propagation life was calculated，and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standard of BS79 10．

Kev words FRANC3D；lack of fusion；lack of penetration；crack propagatmn；fatigue 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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