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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技术对应力强度因子计算的影响

黄金杨邦成郭荣鑫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昆明650093)

摘要阐述了FRANC3D计算应力强度因子(SIF)的原理，研究了FRANC3D网格划分技术对计算裂纹SIF精度的影响。将

数值计算结果与理论结果进行比较，表明裂纹面的网格疏密对计算精度影响很大，尤其是当裂纹边缘后的第一行网格节点越

接近裂纹边缘时计算精度提高越快；而外部(除裂纹面之外)的网格疏密对计算精度影响不大。此外。单元采用的形函数对计

算结果也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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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3D是1987年由美国康奈尔大学断裂工

作组开发的一套具有建模、应力分析、应力强度因

子计算、裂纹自动扩展模拟等功能的软件。它由立

体对象建模器OSM，断裂分析器FRANC3D及边界

元系统BES组成。

由于该软件自身的诸多优点，目前逐渐激起国

内人员对其应用的兴趣。如贾学明⋯介绍了

FRANC3D断裂分析系统，并给出两个实例，验证计

算的可靠性。戴峰旧1运用FRANC3D分析了有限宽

切槽对CCNBD应力强度因子(SIT)的影响。刘

斌po介绍了FRANC3D的疲劳裂纹扩展的基本原理

及计算过程，并给出一个算例验证其可靠性。Xiao

Xinke【4．5 o运用FRANC3D软件对表面半圆形片状裂

纹进行计算，并研究了平行边界对裂纹应力强度因

子的影响；还运用该软件模拟了含表面半球形裂纹

的弹性体，计算结果说明了表面裂纹的几何形状对

应力强度因子的影响。从国内人员对该软件的研

2008年7月24日收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046m02)和

云南省应用基础研究计划重点项目

(2006Ao002z)共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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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情况看出，大部分是对其进行介绍，而对软件具

体功能的研究方面比较欠缺。

SIF是断裂力学的一个重要参量，其计算精度

的研究是很有意义。在有限元分析中，单元的离散

化对节点位移，应力等求解精度都有影响。现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网格密度对应力强度因子

计算精度的影响：1)除裂纹面外的外部网格密度；

2)裂纹面的网格密度；3)单元形函数。通过将无

限大体的深埋裂纹理论计算结果与不同网格密度

下的数值计算结果进行比较，以及不同网格密度下

的节点、单元数目与计算所需时间的比较，分析出

最优网格方案。

1 FRANC3D计算SIF的原理

FRANC3D运用位移相关技术(DCT)计算SIT。

位移相关技术是历史上最早且最简单的。直接从有

限单元法(FEM)结果中提取SIT的技术。SIF可以

通过裂纹前缘单元的节点位移得到，也可以通过一

个距离裂纹前缘的一个固定值(图1)得到，它们得

到的结果相差不大。位移相关技术的优点是简单

并能将三种断裂模型的SIF区分开来，即对于I型

裂纹用裂纹张开位移(COD)计算SIT，对于Ⅱ型裂

纹用裂纹滑开位移(CSD)计算SIT，对于Ⅲ型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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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裂纹撕开位移(CTD)计算SIF。其缺点是，要获

得精确结果必须关注相关点的选择，且要在裂纹尖

端区域用一个相对密集的网格划分。

图l离裂纹前缘相距R的一点位移

和裂纹前缘的应力强度因子直接相关

对于普通单元(线性形函数)(图2)，平面应变

条件下的SIF表达式为：

KI：竺氅!!垦二型
√r(2—2v)

K。：型挚螋(1)
4r(2．—2v)弘警

(1)式中肛为剪切模量，y为泊松比，r为从裂尖到

相关点的距离，“。、％、埘。和‰、管‘、‰分别为口、

6点在菇，y和Z-向的位移，COD=K一圪，CSD=

玩一玑，CTD=职一睨，将∥用p=石{万取代
可以得到平面应力条件下的表达式。

而对于四分之一节点单元(二次形函数)(图

3)，同样可以得到：

F

kⅣ=圪+(一3匕+4K—K’√亍+

c2v．一4圪+2圪)÷
F

yo=屹+(一3屹+4虼一K’√亍+

c2v．一4％+2匕)Tr (2)

(2)式中r为从裂尖到相关点的距离，l为笛卡尔坐

标下单元长度。

则裂纹张开位移(COD)为

JF
k矿一圪一=【4(吒一虼)+E—E1√亍+

【4(％一K)+2(K—E)】÷ (3)

将上式的根号项代入裂纹尖端位移场得

．鬈l ={坠堕【4(K一亿)+匕一v3 (4)
4r(2—2v)

。 。

类似可以得到

KⅡ：<红丝生【4(玩一玑)+玑一玩】4r(2-2v) 9 8

(5)

小唔4(取州+睨卅

入 ．<。
／ ＼＼

X

lY

一。R多．
一1蟛》h

图2普通单元 图3四分之一节点单元

2网格密度对SIF计算精度的影响+

2．1计算模型

无限大体，尺寸、材料属性、受力情况如图4所

示。在体内中心位置含有一个深埋裂纹，现分四种

裂纹形状来讨论网格密度对SIF计算精度的影响：

歧

＼
日
目
叶
N

么
ix--68 950 MPa

图4无限大体内含深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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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平圆片状裂纹，半径，=2．54 mm；(2)将(1)

中裂纹沿z轴逆时针旋转45度；(3)水平椭圆片状

裂纹，长轴口=5．08 mm，短轴b=2．54 mm；(4)将

(3)中裂纹沿z轴逆时针旋转45度。

2．2理论计算

查常用应力强度因子表哺J，可以得到无限大体

内含有一个长半轴为a，短半轴为b的椭圆裂纹，承

受与裂纹面成倾角7的均匀拉应力作用，裂纹前沿

任意点A(图5)的SIF表达式为(当口=b时可以将

上式变为圆片状裂纹SIF计算公式)

K I A一(siEna(7J}))@o"厢

KIA=．(o-sinyc09sT)k2
×

(等co蚴c。卵+吉si蚴sinp) (6)

KIIA=地幽訾血垣×
(古co鲫stn口一等si蚴c。s口)

式中：jI’=鱼a，酽=1一(告)2，、口，

B=(蠡2一y)E(后)+y后72K(||})，

C=(j}2一以，2)层(矗)一vk’2．K(后)，

p=sin20+≯2 2口)}，

m)=工2、／—1-k2—sinZOdO，

图5椭圆片深埋裂纹

表1为图5中ABCD四个特殊点的理论解。

表1理论计算结果单位／MPa．栅÷

ABCD的位置(图5)分别对应90。，一90。，0。，180。

2．3数值计算

在OSM中建立几何模型，保存为FRANC3D可

读的．dat文件。在FRANC3D中读入所建模型文

件，添加材料属性，及边界条件，划分边界，生成面

网格(图5)，因此运用BES求解。在BES求解器中

可以选择线性或二次型函数进行求解。当未加裂纹模

型的计算结果正确时，就可以插入裂纹。可以在软件

自带的裂纹库中选择所需裂纹，也可以自己写Crack

Front File。重新划分网格后，再运行BES。读入．be-

sout及．con文件，就可以计算所指定裂纹的SIF。

对模型外部网格采用髫×Y×z划法(图6)，式

中并表示将平行于髫轴的边分为菇等分，Y、：的含

义同髫；对于裂纹面网格采用r×s划法，r表示将圆

片(椭圆片)裂纹的半径(长、短半轴)分为r等分。s
1

表示将圆片(椭圆片)裂纹的÷周长分为s等分；
斗

(Z。：l：表示轴的第一段与最后一段的比值(图7)。

4等分

图6外部网格采用4×8 x4的划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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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4阅片网格采用

12x12(1：4)划分

(b)l／4椭圆片网格采用

12x12(1：4)划分

图7裂纹面网格划分

2．4结果分析

2．4．1 外部网格对SIF计算精度的影响

分别对模型外部网格采用10×20×10及4×8

×4两种划分方法，发现两者在相同的裂纹面网格

密度下数值计算结果几乎一致，但两者的节点、单

元数目及计算所需时间前者大于后者，这说明本软

件能在相对粗陋的外部网格下进行计算，并得到令

人满意的结果，因此，本文在数值计算中采用4 X 8

×4的外部网格划分法。

2．4．2裂纹面网格及形函数选取对SIF计算精度

的影响

表2反映，分别采用线性、二次形函数时，y=00圆

片裂纹面网格疏密对K计算精度的影响。可以看出：

1) 在相同的裂纹面网格数目下，随比例的减

小，即裂纹前缘后第一行网格节点离裂纹前缘越近

(图7)，误差逐渐减小(1：3之后稍有增加)，且递减

速度是逐渐减小，当比例小到一定程度时，其值趋

于不变。

2)在相同的比例下，随着裂纹面网格数目的

增加，误差逐渐减小(除1：3时是先减小后增加)，且

递增速度也在逐渐减小，当裂纹面网格数目达到某

一值时，KI值趋于不变。

3) 当网格密度与比例均相等的情况下。采用

二次形函数计算的结果通常大于线性形函数的计

算结果。其在8×8(1．4)下计算误差为0．02％，可

见在相对粗劣的裂纹面网格下可以得到比较精确

的结果。但是，可以通过增加网格数目，改变比例

而使线性形函数计算精度提高，然而对于二次形函

数在增加网格，改变比例后计算结果反而偏离理论

值，且当节点达到一定数目时(表2中裂纹面网格

为16×16时，节点数为6 500个)它不能运行。说明

本软件在二次形函数单元计算方面不够完善。有待

提高，但在线形函数单元计算方面已经成熟，故在

运用该软件时倾向于选择线形函数。

4) 当裂纹面网格高于或等于6×6，且比例

高于或等于(1：2)时，可以得到误差小于5％的结

果，说明本软件用于计算SIF有相当可靠的精度。

表2’，=0。圆片裂纹面网格疏密对鬈。计算精度的影响

r×s l：l 12 1．3 14

9．773(21．20)11．345(8．53)12．206(1．59)12．747(2．77)
2×6

11．003(11．29)11．883(4．19)12．375(O．23)12．699(2．39)

，。
m．691(13．80)11．67(5．91)12．2S8(1．17)12．658(2．06)

11．377(8．27)11．94(3．73) 12．15(2．04)12．257(1．44)

． ． 11．53l(7．Q3)12．017(3．11)12．YJg(O．S2)lZ贸l(1．44)
6x6

12．086(2．56)12．156(1．99)12．258(1．17)12．2(1．64)

．
11．725(5．47)12．091(乞砣)12．3鹞(O．52)12．531(1．Q3)

8×8

12．256(1．19)12．351(0．42)12．389(O．11)12．405(O．02)

一
11．9QZ(4．04)12．140(2．05) 12．32(0．67)12．镯(o．4I)

12 x12

12．448(O．36)12．546(1．15)12．561(1．27)12．574(1．粥)

16 x16 11．961(3．40)12．169(1．89)12．3呓(0．81)12．41(O．06)

理论解 12．403 (±0．5)

注：表2中青绿色表示所有单元采用线形函数，白色表示

所有单元采用二次形函数，xl均为平均值，括号内数字为

百分误差，sIF单位为MPa．姗丁I，KⅡ和K．值由于计算结
果和理论结果相差很小。所以没有列出比较。

表3为采用线性形函数时，7=45。圆片裂纹

面网格疏密对KI计算精度的影响。从表中同样可

以看出7=0。圆片裂纹反映的规律。

表3'，=45。圆片裂纹面网格疏密对置，计算精度的影响

r×s l：l 1：2 1．3 1．4

6×6 5．765(7．03)6．∞9(3．10)6．17(0．50)6．291(1．45)

8 x8 5．862(5．47)6．046(2．50)6．169(0．52)6．266(1．05)

12×12 5．951(4．113)6．0"／5(2．03)6．16(0．66)6．229(0．45)

16×16 5．991(3．39)6．085(1．87)6．152(0．79)6．206(0．08)

注：表3中KI均为平均值，括号内数字为百分误差，SIF单位

l

为MPa·咖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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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为Y=45。圆片面裂纹采用12 X 12各比例

下KⅡ、KI计算值与理论值的比较，可以看出随比

例的减小，计算值与理论值越接近，且裂纹面网格

为12×12时计算值的误差已在5％内。

5．8

4．8

强
琵

-3．2
-4．2

-5．2
—矗2

5．8

4．8
3．8
2．8

1．8
O．8

-0．2

-I．2

-2．2
-3．2
-4．2

-5．2
-6．2

O 0．2 0．4 0．6 0．8

沿裂纹前沿法向距离比值

(a)Ka

0 0．2 0．4 0．6 0．8

沿裂纹前沿法向距离比值

(b)Km

图8 Y=45。圆片裂纹面采用12×12各比例下

‰、KI i-i-算值与理论值的比较

对y=00椭圆片裂纹面网格分别采用3×12、6 X

12、12×12、16 X 16四种划分，发现后两种划分能

获得相对精确的解。图9为y=00椭圆片面裂纹

采用12×12各比例下KI计算值与理论值的比较，

可以看出随比例的减小，计算值与理论值越接近，

当比例为(1：4)时，KI最大值误差为0．4％，KI最

小值误差为0．87％。

对Y=450椭圆片裂纹面网格分别采用6×

12、12×12、16×16三种划分，发现后两种划分能

获得相对精确的解。图10为y=45。椭圆片面裂

纹采用12 x 12各比例下KI、KⅡ及K一计算值与理

论值的比较，可以看出随比例的减小，计算值与理

论值越接近。

16．2

15．2

14．2

13．2

12．2

lI．2

lO．2
O 0．2 0．4 0．6 0．8

沿裂纹前沿法向距离比值

图9 y--0。椭圆片裂纹面采用12×12各比

例下xI计算值与理论值的比较

8．2

吃
a一

芝6，7
-丁6．2

5．7

5．2

7．8

蜂
罢-0．2
迓一2．2

-4．2

-6．2

-8．2

O O．2 O．4 0．6 0．8

沿裂纹前沿法向距离比值
(a)Kr

0 O．2 0．4 0．6 0．8

沿裂纹前沿法向距离比值

(b)梳

沿裂纹前沿法向距离比值

(c)硒

图lO y=45。椭圆片裂纹面采用12X12各比

例下KI、置I及K一计算值与理论值的比较

旧匣日山1．∈嘻

旧曙i山善E暂

全～选65432●01屯七一弓吒

．!偿嘎日钆=，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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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论

1) 裂纹面的网格划分对SIF计算结果影响很

大。对FRANC3D，把裂纹面的网格划分为12份，用

有比例的划分方法按1：4划分，可获得更高的精度。

2) 外部网格疏密对SIF计算结果几乎无

影响。

3)在计算的过程中，尽量不采用二次形函

数。用线性形函数可更快地得到相同精度的计算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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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esh Technique on Accuracy of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HUANG Jin，YANG Bang·cheng，Guo Rong-xin

(Faculty 0f Architectural EIlgi埘eling，l【Ilnming University 0f Scieme and Tldlno：ID帮，Kntmling 650093，P．R．China)

[Abstract]The principle for code FRANC3D calculating SIF is introduced and the effect of FRANC3D mesh

technique on accuracy of SIF is analyzed．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accuracy of SIF is heavily affected by the density

of mesh at the crack tip(especially by the first line meshes behind the crack tip)，but less affected by the exterior

meshes(except for crack surface)．The effect of element咖on accuracy is al∞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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