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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超细晶粒钢楚一种趟洁净度、超细晶粒、超均匀度、其有优良综合力学性能

的新一代钢铁材料，其烬接结构新裂、疲劳性能姻研究对其开发研究的攘广应用

都兵有熏要的意义。

应用数值分析方法，以软件MARC作为求辫器，对400MPa、800Mpa级超

缁晶粒钢母材及其脉冲熔化裰瀵合气体傈护焊对接接头的中心爨穿裘绞平袄拉

伸试验进行了模拟、分析。其中，焊接扳的中心裂纹处于焊缝与热影响隧之间的

络台区，母乖季板戆襞纹尺寸稚缱澄、耀格麓分、边界条件等与群接馥完全相犀。

_姘究结果表明，在一系列裂纹长度下，焊接接头的cTOD值均低于同条件下的

缝鸯奉|，依据全鬻疆骧瓒论诀定，滓接接头豹抗羝毪藐黩优于全蹲誊|并与，l、宽援

拉伸试验结果一致，这就为用数慎方法评价焊接接头抗断性能提供了方法上的借

貉。

应用试验和数值方法，对400MPa级超细晶粒钢母材及其二躐化碳气体保护

终瓣接羧头豹疲劳裂纹扩羡透露了疆究。参照螨擞E647_83，雳CT试验方法
测定了母材和焊接接头的疲劳裂纹扩展遵率，辩拟合出了对应的Paris．糊ogaIl
装达箴。试验中，载药梵脚．2豹摇琢载棼，接头试撵熬疲劳裂纹分裂熟予浮缝
睡和熔合区。试验结果表明，焊接接头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低于全母柑。采用

MARc软件，对CT试榉进乎亍了计算、分橱。其巾，焊接试撵豹疲劳裂纹楚予熔

含区，母材试样的裂纹尺寸、网格划分、边界条件等与焊接试样完全相同。计算

结果表明，在一系列载搿锤环次数下，爆接接头豹Cwo值均低子月条{牛下的

众鸯材，依据全面屈服瑗论认定，焊接接头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低于母丰才。与试

验结论的一致，说明这是～神评价接头缎织不均匀性对疲劳裂纹扩展影响的有效

数值方法。

应用试验和数值方法，对400MPa级超细晶糖钢筋对接接头的疲劳寿命进行

了研究。参照难府27—200l，糯试验测定了锈筋闪光辩簿、电渣堆焊撩头在不
同载荷下的疲劳海命，按11wDOC—XIII一1539／xv845．96推荐的方法，绘制了相

疲蕊￡Ⅳ篷线，得到了键筋闲蠢辩舜接头楚Ⅳ浮75、毫渣堆焊接头受秘缎8懿
疲劳强度级别。应用疲劳分析软件Msc．Fatigue的．璺-Ⅳ分析法，计算了钢筋电渣

薅滓接头在夸弱锤嚣下豹疲劳强瀣，参照{l戳DOe罐{1．t539ⅨW845母6，毽簿
到了相应的gⅣ曲线和即口50的疲劳强度级别。与试验结果的吻合，表明用数

蠛方法摸掇姆接实嫁工程阕题已经戏为霹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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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掰模熬裂纹扩震较伴FRANe2D和FRANe3羚，分剿计算了丁字接头、搭

接接头和钢管对接接头的疲劳裂纹扩晨。分辑、比较了束熔合尺寸、焊脚角度和

尺寸及焊根形状和尺寸对接头疲劳裂纹扩展的影响，为焊接工艺的制定、实施提

供了参考。

关键词超细晶粒钢；焊接接头；断裂性能；疲劳性能



摘要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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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s prcparcd by flash butt weldin转and elec咖slag welding is dete蝴妣d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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筇1章绪论

1．1课题意义

第1章绪论

超细晶粒钢作为新一代铡铁材料，以其优异的综合性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然而，其推广应用离不开焊接加工。众所周知，由于焊接过程中热源作用的

局部性和瞬时性，焊接接头在其形成过程中经历了极其复杂且不均匀的热过程，

致使焊后接头产生较大的残余应力和变形，组织及力学性能不均匀，同时还常常

存在各种缺陷，如未熔合、未焊透、裂纹、夹渣、气孔等。这些焊接缺陷会对焊

接结构的安全性产生严重影响，从而影响整个工程结构的安全，甚至导致灾难性

事故“。“。而作为一种新材料，超细晶粒钢及其焊接接头具有自身的成分、组织、

性能特点。这些特点对焊接结构的断裂、疲劳等性能有何影响，这在超细晶粒钢

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中，无疑是个重要问题。

对一种材料及其结构的断裂、疲劳等性能的研究，通常是采用实验方法，而

面对应用环境、影响因素的多样性，这需要齐备的实验设备、方法和相应的人员、

场地配备等，以及大量的实验利料、经费等。另外，还有试件加工、实验准备和

进行的时间等诸多问题。这对。‘种材料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无疑是个沉重的

负担。近年来计算机科学、计算方法研究工作的进展，以及大型工程分析软件的

不断完善，使研究者对工程实际问题进行精确数值模拟和仿真成为可能。因此，

我们可以在断裂、疲劳等性能的研究中，用数值模拟和仿真的方法，补充、部分

取代实际实验，以节约研究成本、精力和时间。这对材料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

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焊接接头的断裂、疲劳性能，是一个影响因素众多的综合问题，采用实验当

然是直接的研究方法。但由于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在探索某一因素或特定几个因

素的影响时，会有些不便或不准确。用数值模拟和仿真的方法，在这些方面则具

有更火的灵活性。针列焊接结构来讲，探讨菜些设计、施工参数对其断裂、疲劳

性能的影响，无论是对技术发展，还是工程应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焊接结构断裂、疲劳的数值模拟和仿真研究中．焊接接头的建模处理是个

重要问题。如何更加准确地描述焊接接头的不均匀性，不仅对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刘焊接技术、数值模拟和仿真技术的发展具有积极

和可靠性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刘焊接技术、数值模拟和仿真技术的发展具有积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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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

超细晶粒钢作为一种新材料，其断裂、疲劳参数尚未测试齐全，这就给数值

模拟和仿真研究带来了困难。那么，利用已知的力学性能参数，避开未知的断裂、

疲劳参数，定性或相对评价超细晶粒钢焊接结构的断裂、疲劳性能，减少试验数

量，降低开发成本，缩短开发周期。这将会促进超细晶粒钢的开发、应用，同时

也丰富和发展了焊接技术、数值模拟和仿真技术。

1．2超细晶粒钢的研究和进展

超细晶粒钢的主要特征是：在充分考虑经济性的条件下，钢材具有超洁净度、

超细晶粒、超均匀度的特征，强度、韧性比通常的同成分钢材提高一倍，钢材使

用寿命增加一倍o，。

超洁净度是指s、P、O、N、H的总含量小于80×10‘6；超细晶粒是指晶粒

尺寸在O．1 um．10um之间；超均匀度是指成分、组织和性能很均匀，波动范围

很小。

超细晶粒钢在化学成分．工艺．组织．性能的关系中，强调了组织的主导地位，

即其超细晶粒微观组织表现出优异的综合性能。

1．2．1超细晶粒钢的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高性能钢铁材

料，其中发展超细晶粒钢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从国内外有关钢铁材料的文献来看，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各国相继提出了发展新一代钢铁材料的工作，表1．1是各

国发展新一代钢铁材料的工作情况。

我国从上世纪末开始了新一代钢铁材料的开发研究工作，通过广大科技工作

者几年来的共同努力，无论在基础理论研究还是实际推广应用方面都取得了巨大

进展。



第{章络论

表{．1备囤发展新一代钢铁材料的工作情况⋯7’

№b．1一l D搴vel婶ment st酿e ofnew ge雠嗽iOn i∞n鞠d Steel in the w叫d

年嵇 强弱 驽l露 器注

1997年 日本 “超级钢”熬础研究 科披厅，十年项目

1997年 日本 “超级金属”计划 解决控制制造技术

1998年3月 世界钢铁 “超轻钢率身” 35家鹳欧、北美钢厂、

协会 汽车厂参加

1998年 韩嚣 ‘‘2l氆纪蔫霞艇结构钢” 十年项目

1998年10月 中翻 “新一代钢铁材料的熏太基础研 第一期五年项目

究”

2001年7月 欧艘 “超细晶糍钢” 英、德、意、比等国

2∞2筚l尾 日本 ‘‘环境友据型超微镪晶粒钢熬基 经济产韭省

疆毅本骚究”

1．2．2超细晶粒钢的焊接问题

怒缨晶粒镊其毒越港垮、超缨晶、越稳匀、裹强窝褰秘懿“三趣”、“嚣裹”

豹褥惑，面且在弱等强浚下箕合金含量魄酱通离强锈少。因建，英焊接往褥型显

著的潋善，可以不采用旋商强钢焊接中防止缺陷的工艺措施(如预热等)，简化

了焊接工艺，方便了施工。

然而，正是因为超细晶粮钢的这些特点，使其焊接接头的组织性能呈现出新

懿黪患，出现了一些新的游题，其体表现崧下述熬屈个方面。～。

1．2．2．1焊缝和母材的巡瓤问题焊缝金属谯成分、组织和性熊上和超细晶粒钢

母材存在很大差异，且不鼎备超细晶粒钢的特点。

在超细晶粒钢的焊接巾，目前采用的焊接填充材料都不是超绷晶粒钢，加之

焊接避稷的特点，使焊缝和母材的匹配出觋了一定问题。

藏建，壤摇等强嚣醚瓣爨裂，滓揍填充零季攀莓夔合金含量要大大薅予怒绥鑫蔽

镭母橱，尤其是存高强度级别时，差异会更加翻驻。另矫，由于浑攘冶金的特点，

焊缝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成分偏析和较高的杂质含量。这样，在成分上焊缝很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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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和母材匹配，在焊缝自身中也很难达到超细晶粒钢母材高纯净、高均匀的程度。

焊缝金属是不均匀的铸造组织，与母材组织的差异是焊接接头中存在的现

象。而在超细晶粒钢焊接接头中，焊缝与母材比较，晶粒大小和均匀度之间的差

异更加明显。

由于焊接的热作用，在焊接接头的热影响区(}IAz)，存在晶粒长大和性能

退化，对强度较高的超级钢，还可能存在局部软化。

等强度，是焊接匹配的目的，但由于焊接技术等因素的制约，在实际中很难

达到焊缝和母材等强度。另外，由于成分、组织等原因，其它性能参数的差异会

更大。就焊缝自身来说，其性能分布也不可避免存在着不均匀性。

总之，焊缝金属在成分、组织和性能上和超细晶粒钢母材存在很大差异，日．

不具备超细晶粒钢的特点。

1．22．2热影响区(HAZ)的问题超细晶粒钢焊接热影响区存在着更严重的晶

粒长大和组织不均匀现象，也已经不再具备超细晶粒的特征；性能分布不均匀，

800MPa超细晶粒钢出现软化区，冲击韧性并没有明显劣化。

超细晶粒钢的组织特点和强韧化机制与传统结构钢不同，因此在焊接热作用

下，其组织的变化以及对性能的影响也将有所不同。

对于铁索体基的钢来讲，在焊接热作用下，铁素体Ⅱ向奥氏体Y转变后，晶

粒与晶界表面能都处于不平衡状态，晶界发生迁移，大晶粒吞并小晶粒，导致晶

粒长大。

若用T曲代表晶界表面能，d代表晶粒的平均直径，那么单位体积的平均驱

动力△G可表达为：

△G=兰生 (1—1)
d

平均晶粒长大速率v可表达为：

V=鲁=M(孕] mz，
dr I 盯 J

式中，M是晶界迁移率，主要受温度的影响，是温度的指数函数。

从式(1—1)和(1—2)可以看出，在焊接热作用下，HAz晶粒必然长大，其

长大程度与初始晶粒度和焊接热循环有关，初始晶粒越细小、温度越高，晶粒长

大就越快，时间越长，最终的晶粒就越粗大。

由于焊接是一个不均匀的加热过程，在HAz不同区域热循环是不同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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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戆谈藏怒麴熬瀵度帮露瀚是不嗣靛，困l毙各区躐懿鑫粒长大程发龟是不露豹，

也就是说地忆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不均匀。

对于越缀鑫羲钢来说，穰始鑫糠缨，』、，鄂么在强样黪簿接热终瘸下螽蔽长大

的速率比传统钢材疆大。因此在同样的焊接条件下，超细晶粒钢№忆与传统钢

书砉魄较，熬粒长大严重，缀织也雯艇不均匀。

为此，对超细晶粒钢的焊接工艺进行研究，力求将HAz的影响降低刹较低

的程度，也是超细爨粒钢开发研究工作中戆一项重溪内容。采用能辍密度较寒的

焊接方法，并尽量控制熟输入，以减小HAZ的尺寸，是目前比较认可的方法之

一☆

总之，与传统钢材比较，超细晶粒钢焊接热影响区，存在着更严重的晶粒长

大和组织不均匀现蒙，也融经不嚣具备超细晶粒的特征。

}酗z组织的变纯会遗成性能的变化，细晶强化的超细晶粒钢在晶粒长大后

性熊的变化，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Az巍靠近熔台线憝，一般会形成粗大酶蓬热组织，怒细晶粒钢也不例外。

在此区域内，常规钢材的强度、硬度会提商，塑性、韧性会降低。但通过试验测

定发现，瑟论是的强lPa逐是8∞氛偿a豹翘缀晶粒锻虽然强度、硬度提高了，褪

冲街韧性并没有明鼹劣化，其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

簌凝嚣速弱泰爱熬影端静母材本俸，耩Az懿菇粒总静趋势是凌大弱小过渡

的，对于常规钢材，强度、硬度逐渐降低，塑性、韧性逐渐提高。但对于细晶强

纯豹怒绥熬粒钢寒诲，蘧嚣域是香会存在筠都较诧瓣凌象，疆究表璃，80髓4魏

超细晶粒钢则出现了～段强度、硬度明显低于母材的软化区；而400MPa超细晶

粒镪并没鸯瞧现强度唆显下降戆瑷象。

综上所述，超纲鑫粒镳爆接接头鲍组织君B性§％鼹窍窟跫的特点，它对接头乃

至缩构的应用产生怎样的影响昵?这～问题的研究，对超细晶粒钢的开发应用以

及焊接技术的发展滗疑具奋霆要的意义。

{。3霹搂结梅断裘秘疲劳闫蘧的研究翻迸焉

脆往鼗疆帮疲势颧裂楚焊接结构豹主要失效形式，由它们葶|起的事敌给人类

带来过巨大的灾难和损失。因此，人们非常黛视对焊接结构断裂和疲劳问题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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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进展。

1．3．1焊接结构断裂问题的研究和进展

力学性能不均匀性是焊接接头的基本特征。研究力学性能不均匀性对焊接接

头断裂行为的影响成为焊接力学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国内外对此开展了大量

的研究工作。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就注意到力学不均匀性对焊接结构断裂性能的

影响，并开始研究焊缝匹配对焊接接头断裂性能的影响。

在国外，荷兰的Denys“”根据大量宽板拉伸试验结果，将含纵向裂纹焊接接

头在拉伸条件下的形变分为四个阶段：弹性阶段、弹塑性阶段、韧带屈服阶段和

全面屈服阶段。至于接头具体以哪种形变方式出现，主要依赖于裂纹尺寸、母材

与焊缝的屈服强度及应变硬化特性。Denys通过试验得到结论：焊接接头在单向

拉伸条件下，高组配焊缝有利于提高接头的抗断性能，而低组配焊缝则会降低接

头的抗断性能。德国GKss研究中心的Schwalbe等人“’”1创立并发展了快速简

便，用于估算裂纹驱动力(^氓等)的工程处理模型(Enginee咖g Treatnlent Model，

简称E1M)。E．TM以平面应力条件为主要处理对象，用逐段幂法则来近似材料

非弹性阶段的应力应变关系，在材料线弹性应力强度因子K的基础上，由线弹

性解外推而得到弹塑性解。ETM能够用于含裂纹焊接接头驱动力的估算，所处

理的模型仍以纵向裂纹焊接接头为主，并假定接头的外加应变主要来自母材的形

变。由ETM分析可知，当焊缝中存在裂纹时，使用高匹配焊缝往往能使结构的

整体抗断性能得到改善。反之，使用低匹配焊缝则可能降低结构的抗断性能。另

外，母材和焊缝的应变硬化指数同样也影响焊接接头的裂纹驱动力。一般地，低

硬化母材将有利于结构抗断性能的改善。

在国内，天津大学的霍立兴等人。4。“3采用全面屈服准则和c1DD设计曲线方

法对不同强度组配的焊接接头进行了大量的试验。结果表明，不论是静载还是动

载条件下，高组配接头均可提高焊件的抗断性能。

要研究力学不均匀性对焊接结构断裂性能的影响，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焊接

接头力学不均匀性对其断裂韧性的影响。

1974年在D01by主持下，英国焊接研究所专门召开了一次焊接热影响区
．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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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辍铿)舔裂耱经溯试翻爨讨论会。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群接冶金秘工艺爨素对

HAZ断裂韧性玩的影响。同年，Dolby063的研究结果表明，HAZ中裂纹尖端的

位黉窝方自在一定条终下会影翡壬差Az静聚袋魏经。螽来袋uge等入“”在疆究焊

接接头断裂韧性时指出，应该将焊接接头肴作是由“焊缝、HAz和母材”三部

分筑残豹复合麓辩。嚣炎三拿区域之凌是樱豆影睫瓣，蠡聚仅震热横搂方法溅斌

其中某个区域的断裂韧性就反映刁；出三个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接头断裂韧

蛙鹃影响。

HorI衄a等人“”采用试验和有限元数值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等瓯配和商匹配

焊接接头紧凑拉《孛试样中的裂纹扩鼹阻力麴线。磅究发现，对于等毅配试撵，裂

纹扩展阻力曲线由裂尖处的材料性能决定，当裂尖位于不同位置时，裂纹扩展阻

力热线几乎没有差别；面对予嘉匹醚试样，裂纹扩展阻力曲线由裂尖前方秘蜃部

的材料性能熊嗣决定，因而裂尖位麓和夹层宽度对裂纹扩展阻力曲线有显著的影

响。

Nis}lio妇等入““”在云纹干涉—有限元混合法的基础上，对高瓯配接头紧凑

拉伸试样在外载作用下的弹性、弹塑性和卸载阶段裂尖交形场以及外载旖与

cOD豹关系迸孬了研究。发现在弹塑往和卸载阶段，尽管焊接接头的菲鞠质性

对基于外载荷与cOD关系的总体变形影响不大，但宦对裂尖变形有明显的影响，

霹接接头静凝往区形状不逡续。有黻元数氆模掇豹交形云纹黧与试簸记录的变形

云纹图一致。

既然焊接接头力学不均匀性对其断裂韧性有影响，那么如何来评定这一影响

喔?瞧就是滋妇{霉联矮均矮耪孝粤凝裂韧搜试验拣壤测定辫接接头瓣紫裂牺性

昵?1979年，国际焊接学会(11w)召开的“断裂力学应用讨论会”专门讨论了

懿锷姆颤裂力学应躅予焊接臻构戆超题o“。

国外最早开展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是日本学者佐藤邦彦和丰田政男。“。他们用

有黻元方法分析了{氐组配焊接接头中的界露裂纹问题，针对饺于靠近熔合线辫返

的裂纹尖端存在不对称的张开特性，提出用局部C1DD值来考虑焊接接头的宏

观力学性能不均匀{生。

荚国和玛本在1988至1994年袋同合作完成了EPI(Ejas埴c P1astic靠actI】re

mechallics协Inhomogeneous materials and stnlctures)研究计划，取得了许多有意

义酌研究成柒，提出了稻用均质材料标准J积分估算方法分毫行非均旗焊接结构的

材料常数混合准则，通过基于神经嘲络逆向分析方法确定了材料常数的最优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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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并将这一准则成功地用于小试样的分析””。

欧洲煤炭和钢铁联盟(EuropeaIl Coal and Steel CoIIlInuni饥ECSC)于1995

年联合欧洲十二个实验室，对不同温度与几何条件下焊接接头的断裂韧性进行了

测试o⋯。测试结果表明，焊接残余应力的存在影响断裂韧性及疲劳裂纹的扩展路

径。因此，在测试焊接接头的断裂韧性时，应将适用于母材断裂韧性测试的英国

标准Bs7448：Panl中的一些有效性准则(如裂纹前缘直度、裂纹长度、预制疲

劳裂纹长度等)放宽至针对焊接接头提出的英国断裂韧性测试标准BS7448：

Pan2。

在国内，首先从事焊接接头力学不均匀性对焊缝中裂纹驱动力影响的研究的

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田锡唐等人。”“。他们对含裂纹焊接接头不均匀体进行了分

类，通过数值分析的手段，重点研究了力学不均匀性对裂纹驱动力的影响。结果

表明，对于非均质焊接接头，在裂纹平行于界面的情况下，J积分的路径无关性

仍然成立。同时，高组配焊接接头中J积分低于等组配情形，而低组配接头中的

J积分较等组配接头为高。此外，焊缝宽度的变化对J积分值有显著影响。

天津大学的霍立兴等人【281对焊接接头中的J积分参量及其应用的可行性以及

焊接接头中裂纹尖端塑性区特征进行了探讨，指出在非均质焊接接头中存在着塑

性变形的不同时性与不均匀性，且焊缝金属强度匹配、材料本构关系以及裂纹长

度对塑性区的发生发展均有重要影响。焊接接头中裂纹尖端拘束不能满足HRR

场的要求，认为在焊接接头中直接应用J积分作为断裂参量存有疑问。

清华大学的陈丙森等人。“”研究了含横向裂纹焊接接头力学不均匀性对裂

纹驱动力J积分的影响。他们对含横向裂纹焊接接头中的J积分进行了修正，通

过有限元计算验证了修正后的J积分路径无关性依然存在，并且力学性能不均匀

性对裂纹驱动力的影响规律与含纵向裂纹焊接接头的情形相似。

西安交通大学的史耀武等人o””对力学不均匀性对焊接接头工程评定的影

响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在美国电力研究院(E啪)提出的弹塑性断裂分析工
程方法的基础上，用所研制的针对含裂纹焊接接头不均匀体的全塑性平面问题有

限元程序，计算了焊接接头断裂力学参量的全塑性解，并给出了等效屈服强度和

等效应变硬化指数的概念。从而为EPRJ工程分析方法应用于力学不均匀焊接接

头断裂评定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国际上广泛地将缺陷评定及安全评定称之为完整性评定或“合乎使

用”评定，按“合乎使用”原则建立的结构完整性技术及其相应的工程安全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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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或方法)越来越走向成熟，已在阑际上形成了一个分支学科，狂广度和纵

深嚣方蚕均取缮了重大发展。19粥年欧溅委员会(Euro嚣张co鞠越ssio珏)为了

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实施合于使用评定标准，发动组织了一个研究计划，有9个

因家的17个组织参加，于1999年完成了“欧洲工业结构完燕性评定方法”，简

称sⅨ强驴(s￡趣e潮砖l羲te爵锣Assess融。嫩P∞eedu辩)‘““，焚审霹滓接接头瑟襞
韧性的处理和评定作了专门的描述。

通过辩上述研究工{车的分橱可{冀着獭，焊接接头力学毪耱不均匀髓对英静态

断裂韧性放断裂参量均有显著的影响，这一问题已疑得到国内外焊接力学工作者

舱普遍重褫。

1．3．2焊接结梅疲劳闰题的酝究秘进展

金属疲劳现象早已为人们所注意，随蒋时代的发展，疲势研究工作日益受到

纛税溺，臻在己发袋成为一门独立静掌科，并不联囱缀深发袋。蔼计算辊、通讯、

威用数学、测试技术、信号处理、控制论的发展，为疲劳强魔寿命定量计算的实

现提供了避论与技术上的支持。

随着技术的发展，焊接结构的应用翻益广泛，其疲劳性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爨视。统计恩示，焊接结构的疲劳问题多发生在焊接接头“”，因此对冀疲劳性能

鹣疆突也多集孛予浮接接头方糕。

众所周知，焊接接头是几何形状变化、性能组织不均匀、焊接缺陷和残余应

力等的集中处。焊接接头的这些特点对其疲劳性89产生的影响是人们首先研究的

麓鼷。

早在二十世纪中期，人们就注意到不同接头型式对疲劳性能影响的箍异“’”3，

网时也注意到相同型戏的接头，不同的几{霉形状，姆涮是焊懿憋形状，对接头鲮

疲劳性能也有显著的影响“’“““，影响的大小与其造成的局部应力集中程度有

关。

焊接酸稿，将麓怒冗篱浃陵对接头疲劳性裁瓣影璃，也是天霞l磷究豹重点。

遮些年来，在裂纹、未焊透、夹渣、气孔、未熔合““”及咬边““”等缺陷对接头

疲劳性能的影响方西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焊接缺陷的存在改变了接头的承载

状况，造裁了应力集巾，降低了疲劳强瘦。

焊接残余应力对焊接结构疲劳性能的影响，也嫩人们关心的问题。研究成果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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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焊接残余应力对焊接细节疲劳性能的影响与材料的塑性变形能力密切

相关，原始焊接残余应力只有在疲劳过程中未被松弛而保留下来的部分才能对疲

劳过程产生影响。为此，目前大多数以应力范围表征的焊接结构设计规范都对各

自的适用范围作了规定，如国际焊接学会的循环加载焊接钢结构设计规范

(II W．Doc 639_81)规定该疲劳强度设计规范适用于焊态的屈服点低于700MPa

的碳钢、碳锰钢和细晶粒调质钢的焊接接头6“。

在对焊接接头特点对其疲劳性能的影响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如何来评价焊接

结构的疲劳性能也成为了人们关心和研究的焦点。

目前一些有关疲劳设计和评定的标准多采用以标称应力表征的典型焊接结

构件及接头的疲劳强度。如我国的钢结构设计规范GB，17．88，欧洲钢结构协会

(EuropeaIl Convention for Cons衄lctional Steelwofk)的钢结构疲劳设计舰范”⋯，日

本的钢桥设计规范，美国的铁路桥梁以及高速公路设计规范，国际焊接学会的循

环加载焊接钢结构设计规范II W．DOc．639-81，以及国际焊接学会最新的钢结构

疲劳设计规范IIW．DOC-ⅪII一1539Ⅸv-845．96等。1。

由焊接几何缺陷等造成的焊接接头局部应力集中，是影响其疲劳性能的重要

因素。因此，采用有限元分析计算或实际测量的方法得到热点应力(几何应力)

o““，并用来进行焊接接头疲劳性能评定，已成为上述评定方法的扩展和补充。

在国际焊接学会的疲劳设计建议(IIW Recomm蚰dation on Fatigue Design of

wjlded JoiI她and com∞nents)、钢结构疲劳设计规范11wDOc一ⅪI_1539，)【V

．845—96等嵋61中就给出来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Dallg—vh多轴疲劳极限准则“o“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局部法“⋯1，也在焊接

结构的疲劳性能评定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欧洲工业结构完整性评定

方法(StmcturaIIIltc掣畸AssessmentProcedure，SINTAP)中，局部法已成为其内

容之一。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是采用与疲劳断裂直接相关的应力集中区域应力

场的“局部参量”，来作为疲劳断裂的控制参量，建立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局部参

量与循环次数Ⅳ表示的s-Ⅳ曲线，并据此进行疲劳强度和疲劳寿命预测与评定。

疲劳问题是一种断裂问题，那么在焊接接头的疲劳评定中应用断裂力学方法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焊接接头疲劳性能断裂力学评估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着

著名的Paris．Erdogan经验公式“1”1”来进行，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3。随

着断裂力学发展和计算技术的提高，对焊接构件进行比较准确的疲劳预测已成为

可能，断裂力学的方法有望在实际焊接结构的疲劳设计中取代传统的DⅣ曲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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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际焊接学会的疲劳设计建议等对断裂力学方法的应用都提出了具体的建

议。

总之，焊接接头的疲劳问题具有自己的特点，得到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重视，

已成为疲劳性能的研究和评定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1．4本文工作内容

超细晶粒钢作为新一代钢铁材料，以其优良的性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

然而，由于细晶强化的特点，使人们对其焊接结构的断裂、疲劳性能有些担心。

要进行这些方面的评估，面对繁多的焊接工艺规范、工况，实验方法的成本和周

期，数值方法的参量不足，都成为棘手的问题。为此，本文拟采用实验和数值模

拟相结合的方法，经济、省时地评定焊接对超细晶粒钢断裂、疲劳性能的影响，

促进超细晶粒钢的开发、应用，并为其它类似问题提供手段和方法上的借鉴。

基于上述目的，本文将主要完成下述工作：

1．用数值方法模拟400MPa超细晶粒钢中心贯穿裂纹平板拉伸试验，评定

焊接对其断裂性能的影响，并用与实验结果的比较来验证方法的可行性。

2．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对800Mpa超细晶钢焊接接头进行评定。

3．采用实验方法，测定400MPa超细晶粒钢母材和焊接接头的疲劳裂纹扩

展速率，并分析焊接的影响。

4．用数值方法来评定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不均匀性对400MPa超细晶粒钢

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为补充和替代实验提供借鉴。

5．采用实验的方法，测定400MPa超细晶粒钢建筑钢筋闪光对焊、电渣对

焊接头的疲劳寿命，通过处理、分析，得到相关的s-Ⅳ曲线。

6．用数值计算方法，求得400MPa超细晶粒钢钢筋电渣对焊接头的疲劳强

度和相应的sw曲线。并对照上述实验的结果，验证相关的数值处理的方法和措

施。

7．用数值方法，对400MPa超细晶粒钢几种典型焊接接头的疲劳裂纹扩展

速率进行计算，为实际焊接工艺规范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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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超细晶粒钢焊接接头断裂问题的数值研究

2．1 引言

焊接接头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复杂的热循环，使得焊后接头表现出明显的

宏观力学不均匀性。超细晶粒钢是一种超高强、超细晶粒、超纯净的新一代钢

铁材料，主要是通过控轧技术，得到均匀细晶，从而实现优良综合力学性能的。

在焊接热影响下，晶粒不均匀长大，其焊接接头的组织性能具有自己的特点。

这些特点对断裂行为有何影响，这对超细晶粒钢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来讲，

无疑是个重要问题。

为了评价材料及其焊接接头的断裂性能，进行标准的断裂性能试验是传统

和直接的方法。经过许多研究者的不断完善和改进，中心贯穿裂纹平板拉伸试

验己成为测试材料及其焊接接头断裂性能的比较成熟的试验方法。

众所周知，进行中心贯穿裂纹平板拉伸试验需要一定的试验设备、测试方

法和材料试件等条件。而面对日益发展的材料开发和加工技术，试验方法将面

临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和时间的消耗。

另外，对于加工后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关心的不是其断裂性能

参量的数值，而是其断裂性能的相对优劣。

因此，本研究拟采用数值方法对超细晶粒钢中心贯穿裂纹平板拉伸试验进

行模拟，以得到其母材与焊接接头的相对断裂性能。这样就可以用计算机模拟

方法取代大部分实际实验，这无论从经济效益还是科技发展方面来看，都具有

重要意义。

2．2中心贯穿裂纹平板拉伸试验

中心贯穿裂纹平板拉伸试验，是测试材料及其焊接接头断裂性能的一种试

验方法，也是应用较多、比较成熟的方法。本研究拟模拟的是天津大学在《新

一代钢铁材料重大基础研究》课题中采用的试验。“，下面就扼要地介绍一下试

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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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试件

逑行试验静试佟尺寸如匿2．1所示。其中，试释的厚度必2．8凇n，是原板

潭发：中心贯穿裂纹长痰2a蔽据试验清凝浆耀一系舞尺寸，在宽疫方淘主瘦对

称予试件中线。在长度方向也一般取在试件的中心部位，若为非均质试件，裂

纹威开在敏感处。

k星鲤一一，i
图2*l平板拉伸试样尺寸(单位：mm)

Figure 2-l Size ofplate tcnsile$ample(岫it：mm)

2．2．2试验过程和分耩

将试件夹在试验机上沿长度方向(垂唐于裂纹面)缓慢拉伸，并观察记录

试件的屈服和裂纹的开裂情况。当裂纹开裂域试件达到全面屈服时，停止试验。

换一块不同裂纹尺寸斡试传，重复试验。这檬羧零到了一系列裂绞尺寸靛试验

筵鬃。

蓊裂纹开裂时，试件仅发生韧带屈服，朱达到全面屈服，则认为此裂纹尺

寸是不安全的；反之，蒋试件已经发生全面胤服，裂纹仍未开裂，则认为此裂

纹尺寸是安全的。以试验最长的安全裂纹尺寸作为临界裂纹尺寸。
．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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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400MPa超细晶钢平板拉伸过程的数值研究

本研究拟用数值计算的方法，对400MPa超细晶粒钢纯母材和焊接接头的

中心贯穿裂纹平板拉伸试验进行模拟。通过对计算结果的分析比较，得到

400MPa超细晶粒钢焊接接头的相对断裂性能，即焊接加工对400MPa超细晶粒

钢的断裂性能带来的影响。

2．3．1 400MPa超细晶钢及其焊接接头的组织性能特点

400MPa超细晶粒钢化学成分如表2．1所列，从表中可以看出，这是是一种

合金元素和杂质含量都很少的一种超细晶粒钢。因此，细晶是其主要的强化措

施，晶粒尺寸是决定其性能的重要因素。

表2-1 ss400的化学成分(、vt％)

Tab．2·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sS400(叭％)
C Si Mn P S Al Cu Cr Mo Ni

O．171 O．09 0．36 0．013 0．013 O．025 0．0I O．02 O．01 0．03

另外，由于SS400中细晶化合金元素含量很少，且原始晶粒尺寸小，那么

在焊接热作用下，晶粒长大的程度和特点以及对性能的影响也成为一个令人关

注的问题。

2．3．1．1 400MPa超细晶钢的组织性能特点组织均匀细小、具有良好的综合力

学性能。

ss400钢的组织是均匀细小的铁素体和少量珠光体，晶粒尺寸一般未几到

几百微米。

SS400钢具有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图2．2是SS400钢拉伸曲线，主要力

学性能参数如表2—2所示。

表2-2 ss400的力学性能

Tab．2—2 MechanicaJ pr叩erIies of SS400

材料 抗拉强度o b舢Pa 屈服强度o。舢Pa 断后伸长率6 5／％

SS400 480 365 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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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ss400钢的拉伸试验曲线

Fi龄一2矗nsile e∞，e ofsS∞O

2．3．1_2烬接接头的组织性熊特点晶粒不均匀长大，造成焊接接头组织、性

貔戆不均匀，毽茭强度、镪瞧并没降甑汹。

焊接试板采用熔化极脉冲混合气体保护焊。焊丝为Js40cu，焊接线能量为

3．OKJ／cm。

在上述的焊接条件下，邋缝区组织已不再具备超绍晶粒钢细小均匀的特点，

性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实际焊接接头豹硬度分凑懿錾2．3获示。霹黻番窭群接接头由瀑缝、热影

响区和母材组成，热影响区又包含硬度不同的两部分，靠j琏焊缝的热影响区硬

度较高，靠近母材的热影响区硬度较低。

焊接热模叛试验表骥，袭上述豹洋揍条箨下，焊接燕影确区各部分的冲击

值均不低予母材，基本上不存在冲击韧性的恶化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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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计算模型

1 2 3 4 5

渊最点剽熔台绫的距离，mm

图2．3 ss400焊接接头的硬度分布

Fig．2-3 Hardness di州bution ofss400weldedjoint

计算用MARc有限元软件进行⋯1，有关软件和在计算中的一些处理方法在

下面作一介绍。

2．3．2．1 MARC简介主要应用MARc软件的结构分析功能来进行超细晶粒钢

及其焊接接头的应力应变分析。

MARc是功能齐全的高级非线性有限元软件的求解器，体现了30年来有限

元分析的理论方法和软件实践的完美结合。它具有极强的结构分析能力。可以

处理各种线性和非线性结构分析包括：线性／非线性静力分析、模态分析、简谐

响应分析、频谱分析、随机振动分析、动力响应分析、自动的静／动力接触、屈

曲／失稳、失效和破坏分析等。它提供了丰富的结构单元、连续单元和特殊单元

的单元库，几乎每种单元都具有处理大变形几何非线性，材料非线性和包括接触

在内的边界条件非线性以及组合的高度非线性的超强能力。MARC的结构分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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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库提供了模拟金属、非金属、聚合物、岩土、复合材料等多种线性和非线

复杂材料行为的材料模型。分析采用具有高数值稳定性、高精度和快速收敛的

高度非线性问题求解技术。为了进一步提高计算精度和分析效率，MARc软件

提供了多种功能强大的加载步长自适应控制技术，自动确定分析曲屈、蠕变、

热弹塑性和动力响应的加载步长。MARC卓越的网格自适应技术，以多种误差

准则自动调节网格疏密，不仅可提高大型线性结构分析精度，而且能对局部非

线性应变集中、移动边界或接触分析提供优化的网格密度，既保证计算精度，

同时也使非线性分析的计算效率大大提高。此外，MARc支持全自动二维网格

和三维网格重划，用以纠正过渡变形后产生的网格畸变，确保大变形分析的继

续进行。

为了满足高级用户的特殊需要和进行二次开发，MARC提供了方便的开放

式用户环境。这些用户子程序入口几乎覆盖了MARC有限元分析的所有环节，

从几何建模、网格划分、边界定义、材料选择到分析求解、结果输出、用户都

能够访问并修改程序的缺省设置。在MARc软件的原有功能的框架下，用户能

够极大地扩展M—u汜有限元软件的分析能力。

本研究主要应用MARc软件来进行弹塑形材料的应力应变分析，充分利用

其特点来计算、分析超细晶粒钢及其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

2．3_22焊接接头各部分的屈服强度焊接接头硬度分布模型的简化和接头各

部分的屈服强度估算。

为了模型计算的简便，采用了如图2-4所示的硬度分布模型。

根据简化模型，以ss400的屈服强度和硬度为比例，对焊接接头各部分的

屈服强度o，进行了估算，结果如表2—3所示。

表2．3 ss400钢焊接接头各部分的屈服强度

Tab．2-3 TensiJe strengm ofeach Pan ofsS400 weldedjoint

母材 HAZ硬区l HAZ硬区2 焊缝

o v，MPa 365 487 669 572

焊接接头和母材均为弹性模量取210000MPa，泊松比取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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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 2 3 4

割端念线柏距离，mm

图2．4硬度分布简化模型

Fig．2-4 Simplifled mOdel Ofham舱ss dis埘bulion

2．3．23几何尺寸和网格划分计算模型的几何尺寸与单元划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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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硬宦

焊缝凸j ／
＼}I^z硬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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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母材
累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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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2—5计算模型示意图(单位mm)

Fi92—5 sketch map ofcomputatioflal mode】(unit：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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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模型示意图如图2，5所示，计算模型采用前述的平掇搬伸试样，板厚

为2．8mm。纯母材和焊接试板的几何形状尺寸完全相同，裂纹德于焊接试板热

影晌区靠近焊缝兹部锭。

程瑟磁ARc有羧元软件迸雩亍诗算，海予试样静对称毪，漱整个试样豹l挖

遂行计算。

计算采用20节点六面体单元，网格划分如图2．6所示。对焊缝和热影响区

的网格加密，厚度方向划分两层单元。

(a)总体网格划分

圆Whole m器h

<b)局部加密蜡格

《妨loc毫l m螽
图2—6存黻蠢诗算弼格

Fig．2-6 Finite element mesh

中心贯穿裂纹的尺寸分别取5、10、15、20、30lIlm，裂尖采用钝化模型，

钝化半径取为O．002mm。同一裂纹尺寸下，纯母材秘焊接试板的网格划分也程
同。

；中算采用应力加载，最大载萄为375Mpa，分为45步(分段线性加载：第

15步是折点，载荷为300MPa)。

熬进行了5组10个试样的计算，各试件的载荷和加载方式一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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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塑变硬化焊接接头和母材的塑变均按幂硬化规律。

由图2．2的拉伸试验曲线可知，Ss400钢的塑变硬化性能基本符合幂硬化规

律：

寺～l丢j Q叫，
￡v I盯v J

式中o、s分别为屈服后的真实应力和真实应变，a，、s，分别为屈服应

力和屈服应变，n为幂硬化系数，栉为幂硬化指数。n由下式求得。21

式中后为常数，取为0．12。

2．3．3焊接板拉伸过程中的应力应变场

焊接接头拉伸板

welded joint tensile pla把

纯母材拉伸板

Full base metaltensile plate

(2—2)

图2．7 ss400钢焊接接头与纯母材屈服区的比较

Fig．2·7 comParis伽ofyield zone ofss400 weldedjoint with its m11 base metal

相对于母材试件，焊接拉伸板中存在着明显的性能不均匀性，这对其拉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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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超细晶粒钢焊接接头断裂问题的数值研究

过程的应力应变分布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在拉伸应力为270MPa时，裂纹长度为30r衄的焊接接头试件与纯母材试
件的屈服区形状如图2—7所示。图中白色区域为塑变区，接头图中焊缝在裂纹

的上侧。

从图中可以看出，sS400钢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不均匀，对拉伸过程中应

力场的分布、塑性区的形状及其变化影响较大。从塑变区的大小，可以看出接

头具有较高的屈服强度。接头试样塑变区的不对称和裂纹下侧形状的变化，显

示出接头性能对其裂纹尖端应变场造成的影响。

2．3．4断裂性能的评估和分析

Ss400钢焊接接头拉伸过程中应力场的分布、塑性区的形状及其变化对焊

接接头的抗断性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从工程应用角度来讲，只要焊接接头的

抗断性能不低于母材就行。下面我们根据计算结果，用cTOlD值对两者的断裂

性能进行分析比较。CTOD采用45度角方法测得。

裂纹长度为10mm的ss400钢焊接接头和纯母材拉伸模型在载荷为

360MPa至373MPa的CToD值如表2-4所示。计算结果表明，在同等裂纹长度、

不同的载荷下，焊接接头模型的cTOD值要比纯母材小。

表2．4裂纹长度为10mm试板在不同载荷下的cToD值(mm)

1曲．2-4 CToD of plate w曲crack len鼬of 10mm under di位删t 10ad(mm)

载荷舢Pa 360 363 366 369 372 373

母材 0．02l 0，024 O·026 O·029 0-030 O．032

焊接接头 O．012 1 0．014 O·016 O．018 O．019 O．021

对于不同裂纹长度的试件，在其达到全面屈服时的c110D值如表5所示。

表2—5载荷为366MPa时，不同裂纹长度试板的c1DD值(mm)

Tab．2—5 CToD ofplaIe under load of366MPa wilh d虢rent cmck length(mm)

裂纹长度，mm 5 lO 15 20 30

母材 0．013 O．026 0．039 O．045 O．069

焊接接头 0．007 0．016 0．027 0．033 0．057

显然，对于各裂纹长度的试件，在拉伸过程中，焊接接头的cTOD值均低

于纯母材。这表明SS400钢焊接接头的断裂驱动力低于纯母材。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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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面屈服理论，试件在达到全面屈服时，若裂纹未开裂，则认为是安

全的；褥则是不安全的“⋯。

对予裂纹是否开裂，筏织爵鼓矮稳界C粥D寒爱定。著C豫转蘸大于等予
蕊努CToD擅，舞l认为爱纹己开袭。

临界cTOD的大小与材料的韧性有关。有关实验结果表明，在本上述的焊

接祭件下，ss400钢的焊接热影响区基本上不存在冲击韧性的恶化刚题9’。因此，

可以认为焊接接头的幅界cToD不低于母材。

耱接头帮母材采用樱阕粒临爨cToD，那么由表2．5可以认迩，焊接接头

试移魄缝母螃试箨要更不容荔这至l羲赛裂纹尺寸，蘑臻关试静熬抗辑爱牲毙往

子母树。因此，本文条件下的Ss400钢焊接接头的抗断裂性能优于姆材。在ss400

钢的焊接结构中，不必专门考虑此类接头的抗断裂性能。

天津大学的试验结果“”是：母材和接头的临界裂纹尺寸分别怒6～10mm、

lO—15“黼，接头试件的抗叛裂性能优于母材。这与本研究的结论一致。

邃样，藏毒疆在寒煞露关瑟裂零数懿骥凝下，逶逑数藿诗冀懿方法，惑焊

接接头静抗断裂性髓进{亍定性评估。

2．4 800MPa超细晶钢焊接板拉伸过程的数值研究

80§M＆超缓鑫镶爨海接接头串存在蓑软纯嚣，这造成了人嚣l瓣箕断裂注能

的担忧。因此，拟用数德计算{搀方法，对800MPa超细晶钢纯母丰才和焊接接头

的中心贯穿裂纹平板拉伸试验进行模拟，比较、分析焊接加工对800MPa超细

晶钢断裂性能带来的影响。

2．4。l 80QM魏怒纲龋钢及其i霉揍臻头瓣组织性薤特点

800MPa超细晶粒钢的化学成分如表2-6所示。从表中可以餐出，800MPa

超细晶钢是一种添加微量合金元素，通过细化晶粒和纯净化处理，从而实现优

良综合力学性能的新一代钢铁材料。

表2—6 800瓢豫超缨聂粒锈豹豫学戒分(稍：％)

强ble 2—6 c莪emical oomposition of8∞M欺u拄糖嚣粒grain。d s耗硝(懈哟
C Si Mn P i S Al Nb n

O．09 O．18 1．37 0．011 0，007 0．00l O．05l O．017



第2章超细晶粒钢焊接接头断裂问题的数值研究

2．4．1．1 800MPa超细晶钢的组织性能特点与400MPa级的比较，强度高，塑

性有所下降。

800MPa超细晶粒钢的主要力学性能参数见表2．7。

表2．7 800MPa超细晶粒钢的力学性能

Table 2-7 Mechanical pr叩ertjes of 800MPa u1舰fine grained stcel

2．4．1．2焊接接头的组织性能特点热影响区出现强度、硬度低于母材的软化

区。

焊接试板采用熔化极脉冲混合气体(95％Ar}5％C02)保护焊。焊丝为

GHQ-100，焊接线能量为2．6KJ／cm。

实际焊接接头的硬度分布如图2-8所示。图中熔合线的左侧是焊缝，硬度

较高：右侧是热影响区，硬度较低。焊接热影响区包含硬度不同的两部分，靠

近焊缝的热影响区硬度较高，靠近母材的热影响区硬度低于母材，称为软化区。

测置点捌熔奢线的鞭离加m
图2-8 800MPa超细晶粒钢焊接接头的硬度分布

Fig．2-8 Hardlless dis埘bution ofweldedjoint for 800 MPa ultra flne grained s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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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计算模型

计算仍MARC软件来进行。根据800MPa超细晶钢母材、焊接接头的特点，

以及软件的要求，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处理，建立了800MPa超细晶钢母材、焊

接接头中心贯穿裂纹平板拉伸试验的MARc计算模型。

2．4．2．1 焊接接头各部分的屈服强度焊接接头硬度分布模型的简化和接头各

部分的屈服强度估算。

为了模型计算的简便，采用了如图2．9所示的硬度分布模型。

根据简化的硬度分布模型，以800MPa超细晶粒钢的屈服强度665MPa和

硬度为比例，对焊接接头各部分的屈服强度一，进行了估算。估算结果如表2-8

所示。

弹性模量取为210000MPa，泊松比取0．3。

图2—9硬度分布简化模型

Fig．2-9 sjmpJined model o仆ardness dis廿jbIIlion

表2-8 800MPa超细晶粒钢焊接接头各部分的屈服应力

Table 2 Yield s仃ess ofweldedjoint for 800 MPa ul订a nne grained steel

母材 HAz软化区 HAz硬化区 焊缝

o。，MPa 665 558．6 744．8 9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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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2几何尺寸和网格划分基本上与计算400MPa超细晶粒钢时相同，只是焊

接接头的尺寸和划分有所差异。网格划分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诗奠模型的乡}戏几键尺寸基本上与诗冀400M＆超缨鑫黢镪辩褶蘑，其是

蹲羧接头的足寸帮舔分蠢掰差秀。毽麓裂纹(2砖位于焊接试板熬影璃区紧靠簿缝

的部位，所以其位置也肖所不同。

网2．10是计算模型的几何尺寸示意图。

L兰她．一_|
图3计算模型示意图(单位：mm)

F毽3 sketch map ofcomput撕onal model(unit：mm)

爨秘爱淞Re莠殴元欷转送孬嚣箕，隧旃燃势戆器燹l霸方法与诗算400M魏
越缩隔粒钢时稿同，只麓弱部网格翻密的帮键和数磊困焊接接头两有所差冥。

网格划分如图2．1l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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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图2-11有限元网格剖分

F嘻2-11 Finne element mesh

计算仍采用分为45步的应力加载，最大载荷为678．3MPa。

仍是计算中心贯穿裂纹长度分别为5、10、15、20、30mm的5组10个试

2．4．23塑变强化幂硬化规律

800MPa超细晶粒钢属于高强度钢，其拉伸力学性能符合幂硬化规律，仍按

式(2-1)、式(2．2)计算。

2．4．3焊接板拉伸过程中的应力应变场

800MPa超细晶粒钢焊接接头中存在着软化区，对焊接板拉伸过程中裂纹尖

端应力场分布、塑性区形状及其变化有较大影响。

在拉伸应力为665MPa时，裂纹长度为10mm的焊接接头试件与全母材试

件的应力场如图2—12所示。接头试样图中，焊缝存裂纹的上侧。从图中可以清

楚看出接头试样焊缝两侧软化区对裂纹尖端应力场造成的影响。
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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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焊接接头拉伸板

(a)Tensile plate州th weIdedjoint

(b)垒母材拉伸板

(b)Tcns-le plaIe of如1l base metal

图2-12 800MPa超细晶粒钢焊接接头与全母材屈服隧的比较

F酶2-12 comParison ofyield zone ofweIdedjoint w油800MPa如¨base m时al

2．4．4断裂性能的评估和分析

要避幸亍断裂程能豹分祈阮较，首必要清楚8∞MPa超纲晶钢母孝才、焊接接

头的断裂抗力以及断裂驱动力的相对大小。对于断裂抗力，主要取决于材料自

襄静韧瞧。凝裂驱动力剐是凌力学条移决定戆，谯本计算中，鸯c哟p来囊量。
下面就针对这两方面进行分析、讨论。

2。4．4。1瓣揍搂头躺翱装羧头豹蘩经不氮子母耱。

由于焊接加工的热作用，对800MPa超细晶粒钢焊接接头的强度和硬度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怒否也对决定接头断裂性能主要因素的韧性产生不剥影响

疆?这楚妊须关注鹣闯题。

图2*13是800Mpa超细晶粒钢焊接热模拟实验数据嘲。实验结果可以看出，

在上述的爆接条传下，800M豫超缨晶粒镪豹焊接热影响区不存在净毒镪瞧戆慧

化问题，也就是说接头的韧性不低于母材。

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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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p=1350℃时t t”对HAz韧性的影响

a)E疵ct oft 8Ⅱon HAz tougllIless a11’p=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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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p=1350℃时，t。／5对H A z韧性的影响

c)E廊ct oft a巧on HAz toughness at Tp=1350℃

b)tⅣ5=5s时，Tp对HAz韧性的影响

b)E仃ect ofTp彻HAz tougllness at‘娜=5s

峰蕾誊度Tp ，守

d)t86=5s时，Tp对HA z韧性的影响

d)E腩ct ofTp蚰HAz toughness at劬=5s

图2．13不同热循环条件下800MPa超细晶粒钢模拟焊接HAz的冲击试验结果

Fi92-13 ImPact test results ofsimulated HAz咖der V撕ous t11ernlal cycles for 800MPa ultra

fine grained steel

2．4．4．2断裂性能的评估和分析800MPa超细晶粒钢焊接接头的抗断裂性能优

于母材。

计算结果表明，在同等裂纹长度、不同的载荷下，焊接接头模型的CTOD

值要比全母材小。裂纹长度为10mm的800MPa超细晶粒钢焊接接头和全母材

拉伸模型在第40至45加载步的CTOD值如表2—9所示。

对于不同裂纹长度的试件，在其达到全面屈服时的CTOD值如表2．10所示。

显然，对于各裂纹长度的试件，在拉伸过程中，焊接接头的CTOD值均低于全

母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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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800羚@a越缨晶粒镪烬接接头的濒裂驱动力低于全母毒孝。

表2．9襄绞长度为{妇蝴试板在不l魏茂荷下的cmD值(mm)
Tab．2—9 cⅡ旧ofplate州th crack lengm of lomm undef di雎rent load(mm)

载荷／MPa 611．8 625．t 638．4 651．7 665 678_3

母馘 O．019 O．02l O．022 O。023 O。824 O+025

焊接接头 0．007 O．008 O．008 O．008 0．009 0．009

表2．10载荷为665MPa时，不同裂纹长度试板的c1DD值(mm)

酗．2-lo e鞫o ofplatc under b甜of665Mpa with dH瓷他nt c糟ck{engm(mm)

裂纹长度抽胁 5 lO 15 20 30

母材 O．002 O．024 O．029 0．035 O．049

焊接接头 e．00S O．∞9 O+017 O．023 8．∞7

裰蕹全藩震凝理论，试俦在达到全面矮簸对，若裂纹未羚爱，弼认为是安

全的；否则是不安全的“⋯。对于裂纹是否开裂，我们可以用临界cTOD来判定。

若CTOD假大于等于临界CToD值，则认为裂纹融开裂。

貉器e阳D豹大，j、是辛葶瓣耘经翁瘦藿，汪知接头静翮毪不低子母材，因懿
接头和母材可以采用棚同的临界cTOD。由袭2．10可以认定，焊接接头试传比

全母材试件要更不容易达到临界裂纹尺寸，即接头试件的抗断裂性能优子母材。

闲魏，本文条{孛下鹃SO婊帮a超缀磊粒镶焊接接头中虽然存在强废低子母

材的软化区，但其抗断裂性能仍优于母材。在800MPa超细晶粒钢焊接续构的

完整性评价中，可以忽略焊接热影响区局部软化对接头抗断性能的影响。

2．5小结

本章用数值方法模拟了400MPa秘800MPa越细晶粒钢中心贯穿裂纹平板

拉伸实验的拉伸过程，通过对其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缩论：

i．髓够蘑数毽方法模羧中心爨穿裂纹乎缀拉{牵等实验过耩，褥掰稆寝靛实

验数据；而且节囊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

2．用此方法比实际实验得到讴多的数据，且能方便地得到实验过程中任一

除段豹应力应交分毒等不易实舔捻溺翡参数，更使予综合分奉厅。

3。可以根据焊接接头和母材的常规力学性能参数，通过数值计算的方法，

对焊接接头的抗断裂性能进行定性评估。

4。对Ss400实嚣焊接谈头拉{孛板静数傻计算表鹤，在弹往到囊萑交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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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焊接接头的裂纹扩展驱动力均低于母材，抗断裂性能也优于母材。此结论

与实际实验结果一致。

5．对800MPa超细晶粒钢实际焊接接头拉伸板的数值计算表明，虽然接头

中存在着强度低于母材的软化区，并对应力应变场分布产生较大的影响，但焊

接接头的裂纹扩展驱动力仍低于母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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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超细晶粒钢焊接接头疲劳性能的试验研究

3．1 引言

超细晶粒钢作为综合力学性能优良的新一代钢铁材料，其焊接结构将会应用

于各个领域。而在汽车工业等诸多行业中，对构件的疲劳性能有一定的要求。因

此，超细晶粒钢焊接结构疲劳问题的研究，对超细晶粒钢的开发和应用有重要的

参考意义。

众所周知。焊接接头是焊接缺陷，应力集中，显微组织和力学性能改变以及

焊接残余应力共存的部位。超细晶粒钢是通过晶粒超细化实现钢材强度韧性提高

一倍目标的，在经过焊接加工后，其焊接接头的组织性能具有显著的特点。因此，

超细晶粒钢焊接接头豹疲劳性能也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板材和建筑钢筋是最常用的钢材型材，对应于其应用，通常采用的焊接方法

和性能要求也各有特点，研究它们的疲劳性能具有典型意义。因此，本章中按照

相关的标准，对钢板和建筑钢筋常用焊接接头的标准进行研究。

3．2超细晶钢焊接板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

由板材构成的焊接结构种类繁多、应用范围，对其疲劳性能的要求和主要影

响因素也多样的，对超细晶钢板疲劳性能的研究应侧重于材料自身特性和焊接热

影响方面。

因此，我们采用紧凑拉伸cT试样，对超细晶钢板及其弧焊对接钢板进行疲

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

3．2．1试验方法和过程

试验的试件、方法、步骤和过程，均按照美崮材料试验学会标准AsTM

试验的试件、方法、步骤和过程，均按照美崮材料试验学会标准AsTM

E647183进行。



北京工业大学工学博十学位论文

3．2．1．1试验材料和试件400MPa级超细晶粒Ss400钢及其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接头的cT试件，厚为5rm，有效宽度W=60mm。
试验钢板是宝钢生产的400MPa级超细晶粒ss400钢，其主要化学成分和力

学性能如表3．1和表3—2所示。

焊接试板采用熔化极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焊丝直径为巾1．2 mm，牌号为

CHW．50C6，型号是ER50．6，焊丝化学成分和试板的焊接工艺参数见表3．3和表

3．4。焊接试板尺寸为240mm x 220mm x 6mm。

表3．1 ss400的化学成分(、vt％)

Table 3-l chemical Composition ofss400(、vc％)

表3．2 SS400的力学性能

Table 3-2 Mechanical Pmper【y ofSS400

钢材 抗拉强度o b(MPa) 屈服强度o s(MPa)

SS400 525 450

表3．3．焊丝化学成分(叭％)

Table 3-3 Chemical composition ofwelding wire(、v七1％)

C Mn Si S P Cr Ni Cu

0．086 1．54 O．92 O．015 0．019 O，020 0．022 0．120

表3．4焊接工艺参数

Table 3—4 Welding Technolo科Pa馆1neterS

保护气体 焊接电流 焊接电压 线能量 垫板 坡口

C02 180(A) 24(V) 11．78 KJ／cm 铜板 60。v型

试验采用紧凑拉伸CT试样，试样设计参照ASlM E647．83的规定”“。

原焊接板厚6mm，考虑加工余量，取CT试样厚度B=5 mm。选取试样有效

宽度w=60姗(4B!w茎20B，且w≥25mm)，那么，试样的其它尺寸(如长、宽，
销孔的位置和直径以及原始裂纹的长度等)就确定了。试样几何尺寸如图3—1所

不。

原始裂纹用线切割机预制，用直径O．18 mm的钼丝进行加工。焊缝、裂纹都

平行于母材的轧制方向。

．32．



第3章超细品粒钢焊接接头疲劳性能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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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cT试件

F螗urc 3一l cT specimen

2．2．1．2试验方法和步骤试验纪录Ⅱ“r数据。

疲劳裂纹扩展试验在30T程序控制万能疲劳试验机常温进行。试验机具有较

高的自动控制能力，在试验过程中保持平均载荷、载荷幅的稳定，并有多种控制

方式和数据自动记录能力，为试验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采用移动式读数显微镜(30倍)测量裂纹长度，测量精度达到0．01 mm。为

了便于观察和记录，在裂纹前端涂以深色并绘上标尺。

母材和热影响区cT试件试验的最大拉伸载荷是6kN，而焊缝试件采用的最

大拉伸载荷是8l洲，应力比R=0．1。

开机后，利用试验机在线切割缺口预制疲劳裂纹，长度约3．4 mm。然后进

入正式试验，开始逐步配对记录裂纹扩展长度口和加载循环数Ⅳ，图3—2是记录

的口~Ⅳ数据。

随着裂纹扩展，整个实验系统的刚度降低，疲劳试验频率也由72Hz逐步降

至68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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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三种cT试样的pⅣ曲线

F谵ure 3-2口-Ⅳcurves ofmee cT specimen

3．2．2试验结果与讨论

对于cT试验的数据，美国材料试验学会标准AsTM E647_83推荐了相应的

处理方法。

先用推荐的方法对ss400钢母材、焊缝以及热影响区的cT试验数据进行处

理、计算，得到相应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妇翻Ⅳ)和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幅(△世)

值。

然后，根据得到的幽翎恤△世关系，对SS400钢母材、焊缝和热影响区的

疲劳裂纹扩展性能进行了分析、讨论和比较，并归纳出对应的Paris—Erdogan关

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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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凝劳裂纹扩展透军的确足计算∞和比删。
首先，对试验数据进行处理、计算，求出裂纹长度拟合值，为下一步计算准

备数据。

据AsTM E647吲的推荐，采用七点二次多项式对试验得到的口_Ⅳ数据进行

拟合，其局部拟合方程为：

铲¨【半】+62[学]2 (3-·)

其中：一1≤些j川
式中：吼是对应循环次数M时的裂纹长度拟合值；60，6l，62是按最小二乘

法决定的回归系数； cl：半 (3_2)

c：：挚 (3-3)

将式(3一1)求导，可得出在Ⅳ；时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如，㈣。=鲁砌：学 (3_。)

3．2．22应力强度因子幅的确定计算彳K。

将由式(3-1)确定的口i值代入下式，求得应力强度因子幅△世的值。

一盖粉@蹦¨s。一，，m矿州m冉s劬
(3-5)

式中：△．P为载荷幅，B为试样厚度，矿为试样有效宽度，n=“w。上式在

∥∥≥O．2时有效。

3_22．3裂纹扩展速率与应力强度幅的关系Paris—Erdogan经验公式。

把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如饼Ⅳ)作为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幅(△K)的函数，它

代表在循环载荷下材料抵抗裂纹稳定扩展的能力，通常用以下Paris—Erdogan⋯1

关系来表示：

出／柳=c(AK)“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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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m是材料、环境、频率、温度、应力比等的函数。所用单位：出懈Ⅳ

(m／cycle)： △K(MPa√m)。

所有参加处理的试验数据，均满足试样尺寸要求，即：

∥一口≥!(!!唑)2 (3—7)
露 o”

式中：j岛。为应力强度因子最大值，一，为试验材料的屈服强度。

3_2．2．4编程处理Microsoft Visual Basic编制cT试验数据专用处理程序。

虽然美国材料试验学会标准AsTM E647—83也提供了上述处理方法的

FORT黜～N程序，但操作、使用上非常不方便，功能也很单一。为此，根据上述

原理，用MicrosofIⅥsual Basic编制了一个专用的处理程序，来进行试验数据的

计算、处理。

这个处理程序可以方便地进行数据的输入、处理、计算，得到回归裂纹长度

们、疲劳裂纹扩展速率(d矾W)和裂纹尖端应力强度幅(△足)值，绘制口~Ⅳ、

回归的口州和△弘删曲线。
为了方便分析、处理，程序还可以进行选择分段的处理，曲线段、点与数据

点的对应，以及输出MicrosoR Omce Excel、Origin等软件能够调用处理的数据

文件。

用这个处理程序对SS400钢母材、焊缝和热影响区的CT试验数据进行了计

算、处理。

图3—3是处理中的程序截图。其中a)是表格形式，用来进行试验数据的输入、

相关参数的计算等； b)是曲线形式，用来绘制相关曲线，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

等。

程序设计成多窗口方式，可以同时处理多组试验数据，以便于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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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cT试骀数据处理程序截图

Fig．3·3 Graph ofdata pmcessing pmc。dure for C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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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2．5试验结果和分析ss400钢母材、焊缝及焊接热影响区妇侣Ⅳ卅K曲线、

Pari s—Erdogan表达式。

图3-4为SS400钢母材、焊缝及焊接热影响区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曲线。从

图中可以看出，母材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有明显的转折，为此采用两条直线分别

进行拟合。热影响区试样试验的初始阶段几毫米，裂纹扩展非常缓慢，裂纹扩展

速率几乎呈现平台状，在直线拟合时，排除了这一应力幅范围的影响。

蔷
毫

重
d

重
砉
董
U

1E-7

1E-9

30 40 50 60

stress Intens时Factor加nplinJde，△K(MPa．m”)

图3．4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曲线

Figure 3-4 Curve ofFatigue Crack Gro、vth Ra把

按照P撕s—Erdogan关系处理，其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可用下式表示：

母材(BMl、BM2)：

d∥dⅣ=1．0722×10-23(△固11
0237 【△K=22～29(MPa‰)1

(3—8)

d口／dⅣ=2．7611×10‘12(△固3
1275

[△K=29～46(MPa、／南)1

．’R一



烬缝(WMl)：

如毫蹦=5，795×l酽2(矗硒8 5904

热影响区(HAZl)：

出翎V=4．4100×lO。21(一目8
3349

【△鬈=3e～5毒(MPa√m)】

(3．10)

【△《=31～48(MPa√m)】

(3．11)

霹黻看出，焊缝及热影响区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均低于母秘，热影响区躲疲

舅爱绞扩矮速率奔予游缝与母誊|之瓣。海搂热羧入翡显皴缝缓及缛缝戒分熬交

纯，弗来造成焊接试伴疲劈裂纹扩展抗力的降低。

另外，此需要说明的照焊接试件并未进行消除残余应力处理。焊接试板是用

长240n：lHl，宽110mm，博6mm的两块钢板、辩长边对接而成，焊缝怒由一端向另

一端一次焊成。cT试件取彝其中间部位。因此，无论是横向还怒纵向焊接残余

应力，农CT试终焊缝嚣淡帮(箕孛一溃惫戆疲舅裘纹尖溃)鹭分鸯舞垂应力，

弓|越裂纹尖端}jj舍，两静教焊缝和燕影响疲势裂纹扩展速率的簿低pq。但由于焊

接CT试件的尺寸毕竟较小，焊接残余应力的僦也应较小，对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的影响是有限的。

3。3超细晶锶焊接钢筋的S—N试验

带肋钢筋是目前最常嬲的用于混凝土结构的长型材，不仅在魏筑用钢中占据

主体地位，而且在钢铁总产爨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另外，随者经济建设的发

展，麓产量正在逐年增加。例如，2∞1年我豳糖魏镊筋躲产量楚2她O万吨，占

锈铰憨产量麴|8。55％，怒1995年戆嚣售。褥综合力学经戆疆囊一铸熬趣绸鑫粒

钢应掰于建筑工程无疑其肖可观的经济效益。

焊接是建筑钢筋的主骚连接方法，目前多采用闪光对焊和电渣对焊两种方

法。众所周知，焊接接头鼹焊接缺陷、应力集中、显微组织和力学性能改变以及

焊接残余应力共存的部位，旗疲劳性能也是入寒l十分关注的闻题。为熙，本研究

对越缨爨粒镶建筑锈荔瓣必麓海、毫渣对律接头瓣疲劳强度彝寿鑫逡行了溪l试帮

分析，运对超细晶粒锈的实际应瘸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超细晶粒钢建筑钢筋闪光对焊、电渣对焊接头是工程焊接结构中实际使用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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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人们当前关心的是其疲劳强度和寿命的水平，至于各因素的影响将是以后

研究的课题。因此，我们采用传统的DⅣ试验，对超细晶粒钢建筑钢筋闪光对焊、

电渣对焊接头的疲劳性能进行实验评估。

3．3．1试验方法和过程

由于试验对象是建筑用材，所以试验的试件、方法、步骤和过程，按照建设

部行业标准《钢筋焊接接头试验方法标准》(JGJ／T 27—2001)中的疲劳试验方法

进行呻3。

3．3．1．1试验材料与试件400MPa超细晶粒钢建筑带肋钢筋闪光对焊、电渣对焊

接头的疲劳寿命试件。

试验用材料为建筑用超细晶粒钢带肋钢筋。钢筋材料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

如表3．5、表3．6所示。

接头是在建筑工地实地焊接而成，闪光对焊采用UNl．150型闪光对焊机，

主要用于横向钢筋连接，焊接工艺参数见表3．7。电渣对焊使用的焊机是MH．36

埋弧对焊机、焊剂为普通HJ431焊剂，主要用于纵向钢筋连接，焊接工艺参数见

表3．8。

采用称重法计算焊接钢筋横截面积为490．1 mm2，直径为24．98 mm。

表3．5钢筋材料的化学成分(州％)

Table 3—5 chemical composition(wt％)and mechaflical properties

表3．6钢筋的力学性能

Table 3—6 mechanical properties

表3．7超细晶粒钢筋闪光对焊主要参数

Table 3—7 Main Par咖eters ofnash butt weld崦for ultm_fine grain reinforcement steel bar

次级电压 调伸长度 预热留量 闪光留量 顶锻留量 闪光时问

／V ，mm ／S

7．17 40 6 12 7 8～1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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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超晶粒钢筋电渣焊主要参数

T曲le 3．8 Main Pa舢eters ofeIec廿ical slag welding for ultra-fine grain reinforcement stcelbar

焊接电流
焊接电压 焊接通电时间

～ ，S

i氏
电弧过程 电渣过程 电弧过程 电渣过程

450 40～45 22～27 25 6

试验试样几何尺寸如图3．5所示。在试件两端用闪光对焊焊接上细牙罗纹接

头，并对连接接头进行了磨平等提高疲劳强度的措施，以确保其疲劳强度不低于

受试接头。建设部行业标准中要求受试长度不应小于500mm，考虑到连接接头

有一定的影响区域，因此在试样加工时要求两连接接头的间距大于600mm。未

对受试部位进行任何加工处理。

缎牙螺蚊接头 受斌接头 连接接头

图3-5试件几何尺寸示意图(单位：mm)

Fig．3-5 Schematic geomeny ofspccimen

3．3．1．2试验方法和步骤在疲劳试验机上进行试验的情况。

疲劳试验在30吨程序控制万能疲劳试验机上，按标准在常温下进行。疲劳

频率约110左右。

试件两端夹持部分的连接细牙罗纹与试验机夹头罗纹配合。

试验应力循环特征系数为O．2。

在试验应力循环次数达到2 x 106次或者试件断裂时，试验过程自动停止。

若试验异常停止，则按JGJ厂r 27．200l中的相关规定处理。

图3—6是试验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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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试验结果与讨论

蹰3《试验现场照片

F毽316{瓠t鳅一珏p

通过上述的试验过程，得到了超细晶粒钢建筑钢筋闪光对焊、电渣对焊接头

的疲劳试骏结果。在试验过程观察和结果数据的綦础上，对两种钢筋焊接接头的

疲劳特蠢瀵簿分辑讨论，诗葬、麴霸密稷痤獒gⅣ馥线，搀毒程建熬疲努强度设

计参考蓝线。

3．3．2 1试骏结果超细晶粒钢建筑钢筋闪光对焊、电渣对焊接头在不同载荷下的

疲劳寿命。

表3．8楚嚣糖钢荔焊接接头熬疲劳试验缝象。

从试验结莱孛可醴看遗，在嵩载蕊对，阕囊霹辫续头静疲劳寿余骥照铙于毫

渣对焊接头，随着载荷的降低，髑者的差距在逐渐变小。在达到要求的200万次

循环时，两者的疲劳强度基本～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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袈3．8两种钢筋焊接接头的疲劳试验结果

T舳le 3-8 Fatigue test results oftwo kinds ofweldedjoints f曲re{nfoKement steelbars

最大艘力， 408．08 357．07 306。06 255．05 204。04 173．43 153。∞

m《P8

德 电渣 27。13{ 143．5S6 292．461 69．424 2．O鞠圆00

环 对焊

次 闪光 91．226 192．749 689．582 l，045，656 2，OOO，000

数 对焊

a)瓣毙对爆

匐Fl勰h b疆毵weldil塔

懿毫渣麓浮

妨El耐^cal s{ag wo黼甥

图3。7闪光对焊、电渣对婵接头的纵截面照片

Fig．3-7 LongitlldinaI section ofnash hutt weld础joint and elec仃ical sIag weldedjoint

圈3-7是这两种接头的缴截面照片。铁审弼戳看出，在接头楚嚣者静截嚣交

纯攀不露，鑫梵局嫠戆斑力集孛{{摹猛毽不麓，逡楚逢残嚣考疲势强度差异瓣藤毯

之一。

图3—8是闪光对焊、电渣对焊接头的宏观断曰照片(电渣对焊接头的焊趾部

位被熔环遮挡，故无纵向断口照片)。所有婵按试件的断裂均发缴在焊趾部位或

焊接热影响区，是典型的疲劳断裂，在断口上W以清晰地看出疲势裂纹的萌生点

窝扩菇猿嚣。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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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对焊

F1ash bun weIding

电渣对焊

Elec倒cal slag、velding

图3．8焊接接头的宏观断口照片

F∞_8 Fmctogmphy ofweldedjoin招

在试验中发现，试件的几何形状、表面状态以及几何缺陷对裂纹萌生影响是

很大的。连接接头处理稍不注意，就可能在试验中此处发热(疲劳源产生)，试

验被迫停止，试件报废。

另外，在试验中曾试用过夹头，因条件限制不能完全按建设部行业标准《钢

筋焊接接头试验方法标准》(JGJ／T 27—2001)中推荐方法处理，而造成形状突变。

不仅总是夹持处先断，而且难以达到标准的要求(不超过3次)。用这种包括裂

纹萌生的综合性试验来评价某一因素的影响是有待于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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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处理和分析采用国际焊接学会(IIW)推荐的方法对试验数据进行处理，

绘制相应的口Ⅳ曲线，计算相应的疲劳等级值。

为了研究超细晶粒钢建筑钢筋闪光对焊、电渣对焊接头的疲劳强度是否能按

国际焊接学会(11w)推荐的方法。61进行设计、校核，对试验结果进行了以下处

理。

疲劳口Ⅳ曲线的表达式：

Ⅳ=c(△盯)” (3．12)

式中c，m为常数，对于双对数坐标的．孓Ⅳ曲线来讲，c决定其位置，m代

表斜率。

两边取对数，则有：

logⅣ=logC一所log(△盯) (3—13)

那么，对于f实验数据点有：

logc，=109Ⅳf+聊log(△盯)

对于已知批r可由式(3—14)根据试验数据求得j，尸log ci，

下式求得：

logq=爿。一七×J胁
式中，根据试验情况查表得杩．7，

以：坠
J胁=

(3．14)

那么，logo可由

(3．15)

(3—16)

(3一17)

对试验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的电渣对焊接头、闪光对焊接头娶Ⅳ曲线如图

3．9和图3．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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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
董

bl

FatigIle life，Ⅳ／cycle

图3—9电渣对焊接头疲劳试验数据和矗Ⅳ曲线(应力比R=O．2)

Fig．3-9 FaIigue test data and譬Ⅳcurve for electrical slag welds(stress ratio R=0．2)

星
目

b‘

Fati印e 1ife，1v，cycle

图3-10闪光对焊接头疲劳试验数据和sⅣ曲线(应力比R=0．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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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嘻3一lo Fatigue test daIa aIld＆Ⅳcurve for na8h butc welds(sh℃ss ratio月=0．2)

敦中，曲线1的脚由试验数据直接拟含得出的，电渣对焊接头表达式(图

3．9簸线1)为：

lgⅣ=ll。56—3．076lg(杰纾’) (3一18)

闪光对焊接头表达式(图3．10曲线1)为：

lg^：v=11．79—2．95lg(A盯) (3-19)

曲线2是采用国际焊接学会(11w)推荐规范肝=3，电渣对焊接头表达式(图

3．9救线2)为：

lgⅣ=llt35—3l氍矗妨 ≤3—2镄

滔际焊接学会(1lW)将在200万次循环次数下静特定静疲劳强度定为疲劳

级别靴玎，因此图3．9曲线2也是FAlt48的飘Ⅳ设计曲线㈣。

闪光对焊接头表达式(图3．10曲线2)为：

lg-Ⅳ=11．92—3l默△∞ (3-20)

怒溪嚣焊接学会(1lW)接荐戆搿江75设谤夔线。

缀然试验数据壤少，识仍清楚翁表疆，鬻黼；焊接学会(11w)捺荐的logC处

理方法偏向保守，因此采用上述的口Ⅳ曲线，对超细晶粒钢建筑钢筋闪光对焊、

电渣对焊接头的疲劳强度谶行设计是安全的。

从图中可以看出，曲线l和2非常接近，而采用国际焊接学会(Ilw)推荐

的Sw设计瞧线具有更大豹广泛性积便利毽。嚣焚，建议采爱粉黝8对电渣辩

簿接受静疲劳强痉遂嚣浚诗，采壤弘T75霹阌毙对焊接头鑫粤疲劳强度送雩亍设计。

弱外，试验的对象魑嶷际的工程接头，其疲劳强度和寿命受施工条件、接头

形状、农面状态等等诸多网索的影响。试验结果可作为此工况下同等焊接结构的

设计参考，而不应作为评判超细晶粒钢或焊接方法等的依据。

3．4小结

本南分别对超细晶粒钢弧焊对接钢板接头i{}行了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对超细

晶粒钢建筑钢筋闪光对焊、魄渣对焊接头进行了疲劳强度和寿命的试验研究。通

过试黢秘分捱，褥娶了潍下结论：

l+褥簧了超鳋晶粒铜板母材及其甄焊接头弹缝帮焊接热影响区的疲劳裂

纹扩展速率曲线和捌刊挺曲线，并按国麟焊接学会(11w)推襻的方法拟合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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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应的Paris．Erdogan表达式。

2．得到了超细晶粒钢建筑钢筋闪光对焊、电渣对焊接头的试验盛Ⅳ曲线，

并按国际焊接学会(11w)推荐的方法计算相应的疲劳强度等级：闪光对焊接头

为Ⅳ汀75、电渣对焊接头为FAT48。

3．焊接热输入的显微组织及焊缝成分的变化，并未造成焊接试件疲劳裂纹

扩展抗力的降低。

4．用传统的§Ⅳ试验等包括裂纹萌生的综合性试验来评价某一因素对疲劳

性能的影响是有待于探讨的。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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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耄超细晶粒钢焊接接头疲劳性熊的数值研究

4。1亏l富

滓接接头在形戏潼程孛经掰了复杂熬熬撵嚣，傻褥浮爱接头表凌臻疆显兹宏

观力学不均匀性。超细晶粒钢作为新一代钢铁材料，其焊接接头的组织性能特点

对疲劳断裂行为有何影响，这对超细晶粒钢的研究殍发和推广应用来讲，无疑是

个重要阔邋。

本章用有限元分析的方法，分别对超细晶粒钢平板对接焊接接头的疲劳裂纹

扩震积钢簸瞧渣对绎接头夔疲劳表余进行了计算、分羲。逶避数焦方法砖浑接接

头的疲劳性能进行定性评估，可以节约成本和时间，对新钢种和焊接结构的推广

应用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4．2平板对接接头疲劳裂纹扩展性能的数值评倍

平板对接接头避一种常觅的典型焊接接头型式，被广泛斑用于各种焊接结构

中，因此其疲劳性能的研究也历来被人们疆视。然而，实际工程中复杂和繁多的

爆接方法秘工艺，绘袋愿试验秘经验趋类方法豹磷究工嚣沓寒‘芗诸多添难窝不

假。

多数情况下，人们关心的并不是焊接接头疲劳性能的绝对爨值，面是接头棚

辩予母材瓣变往。

众所周知，影响焊接接头疲劳性能的因素很多，如表面状态等等。而在以实

验为基础的磷究中，德往褥到豹蹩这些雕素综合影嘛的结果。

根据这些情况，本文采用数值模拟静方法，对怒细晶粒钢平板对接接头热影

响区组织性能不均匀性对其疲势裂纹扩展的影响进行研究和评估。

4．2．1数值评信方法

紧凑控耱是典型瓣疲劳裂纹扩震速率检溺试验，本文雳数值方法对怒细晶粒

钢平板对接接头和全母材cT试样在实验中的应力皮变状态进行计算，并通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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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分析，对热影响区组织性能不均匀性对其疲劳裂纹扩展的影响进行研究和评

估。

在疲劳载荷的作用下，当开裂驱动力达到材料的容限时，裂纹就会扩展。这

个驱动力的大小，取决于试样的应力应变分布，也就是说它不仅与疲劳载荷的大

小有关，而且还受材料性能分布的影响。

在疲劳过程中，由于裂纹尖端存在着严重的应力集中，产生局部的塑性变形。

这一塑性变形在载荷降低后得以保留，并会影响到下一加载循环。这样，载荷循

环次数也会对试样的应力应变分布产生影响，而且经过一定的循环次数后，应力

应变分布将趋于稳定。

本文用有限元方法对经过一定载荷循环的CT试样进行计算，对其应力应变

状态进行分析。通过对超细晶粒钢全母材和焊接接头试样的开裂驱动力的比较，

得到焊接接头性能不均匀性对疲劳裂纹扩展的影响情况。

4．2．2 400MPa超细晶粒钢

研究的材料对象是400MPa超细晶粒钢，其成分、性能和特点请参阅第二章

中的有关介绍，再次不再赘述。

4．221计算模型及网格划分对按相关规定设计了板厚为2．8mm，有效宽度

W=40mm的CT试样。并对其进行了裂纹设置、材料处理、网格划分、载荷设

定等有关的前处理工作。

根据实际板厚，参照AsTM E647—83”71的规定设计了计算试样。其中，板厚

取为2．8m，有效宽度w：40mm。几何尺寸如图4．1所示。

为了进行比较，对全母材和含焊接接头的试样分别进行计算。

裂纹长度口应采用裂纹在稳定扩展阶段的某一尺寸，在本分析中取口

．20mm，为贯穿裂纹，裂纹尖端半径为O．002mm。接头试样的裂纹取在熔合区，

母材试样取在对应的几何位嚣。

在销柱中心施加应力循环特征系数胄=0．2的拉伸载荷尸，销柱为刚性体，日．

与销柱孔之间为刚性接触，取最大载荷厶。=10500N。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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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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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1诗霎凹试榉足寸(肇经：璎掇)

F酶4一l Dimension ofcTspecjmen(mm)

踺予搏搂接头试榉，慕瘸了与第二章羁榉茨滓疆接头。窍关烬接王艺参数窝

接头的性能特点，以及对焊缝、热影响区进行的近似处联，请参阅第二章中的有

关介绍，在此仅用图4-2给出接头性能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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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4-2焊接接头强度分布示意图

Fig．4-2 S溉n啦di辩ibution娃Ⅵ，eldedjo蛾

所有材料的弹性模量取210000MPa，波松比为03，且均按幂硬化规律朔变

一5l一



北京工业大学工学博士学位论文

硬化。

全母材试件和焊接接头试件的差异，仅在材料设置方面。

分析计算是利用MARc有限元软件进行，采用20节点六面体单元，对焊缝

和热影响区及裂纹尖端处的网格进行了局部加密，在全母材试样中的对应区域也

进行了同样的加密。在厚度方向上划分了4层单元。图4．3是试样网格划分的示

意图。

图4．3网格划分示意图

Fig．4—3 Sketch ofmesh divislons

4．22．2计算过程对上述模型进行计算。

在计算中，通过巳。一匕。一P一的加载变化来模拟疲劳循环。
图4—4是某循环中R。时裂纹尖端应变场的等值线图，图4-5是某循环中

P。时裂纹尖端应力场的带状云图。接头图中，焊缝位于裂纹的上侧，从图中可

以看出焊接热影响区的影响。

在接头图中，裂纹尖端两侧应变分布不对称，焊缝侧应变大，这是过热区屈

服强度高于熔敷金属的结果。而在全母材试件中，由于性能均匀，应变分布对称、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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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全母材试件

a)All b∞e metaI test specimen

b)焊接接头试件

b)weldedjoint test specimon

图4．4 400Mpa超细晶粒钢只。时裂纹尖端豹应力场

Figt4-4s壤糨{leld atc僦k印衙40@魏Hl弧壤negrai棚steel融‰

a)全母材试件

嚣，All b8se me宅越|est鞠扰i攒en

b)焊接接头试件

妨V瞻l彘畦jo穗￡耗st s≯ecl辩鞠

图4-5 400MPa超细晶粒钢PM时裂纹尖端的应力场

Fig一4-5 Stress field at crack tip for 400MPa u1妊馥．fine grajned steel at只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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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是‰。时，母树试件在不同循环次数Ⅳ下的应力等值线图，其中等

值线怒从50到500MPa分为lO级，中心处的线值最高，依次向外递减。

砖≥每l 酶N=20

c)N啪 国N蟛0

图4．6母材试件在不同循环时的应力芍值线圈(MPa)

Fig．4—6 s骶ss conlourch绷at dlfferent cycles forbase me协l test specimen(MPa)

<
＼

从瞬中可以看出，随麓载荷循环次数Ⅳ的增加，裂纹尖端的离应力区(应

力大予5∞Mpa豹区域)褒臻大，著逐濒趋鼍：平掇。这是医蔻，袭载萄这爨只。

时，裂纹尖端形成了塑交嚣。这些塑变在载旖变为焉。时保留下来，并对应力分

布造成了影响。当载荷再次达到P。。时，这个勰变区承受的应力和变小，使其

周边的应力变大，这样就使魍变区扩大。随着载荷循环次数Ⅳ的增加，这个扩

大会逐渐变小，最终塑变区逐渐趋于一个稳定的大小和形状。
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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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是P棚。还是‰。时，裂纹尖端的应力成变场都随着循环次数的

增鸯日而交仡，且这个交能静程度瞧越来麓，j、。当循环达翻一定次数后，袋绞尖端

成力应变场已基本不再变化，此时认为融经达到平衡。可以通过对整个过程裂纹

歼裘驱臻力静分褥来译徐疲劳裂绞扩震赣自。

4．2．213结果分辑摄爨诗算爨黧豹e粥蛰僮分掇、琵较接头、金母耱试锌豹疲
劳裂纹扩展性能。

在诗算孛爆CT。D传为鬟量裂纹秀裂驱魂力瓣参数。

无论是焊接接头试件还是仝母材试件，cTOD都随循环次数的增加而增加，

慧增如鹣螟度在减小，当循琢达到一定次数辩，CT(》D戆于殴稔定蓬。袭4．1中

列出了不同循环次数对腹的CToD值。

表4．1 400M瓢超鲴蒜藏锯不同循环次数下的e弼D值(mm)
Tab．4一l CTDD at di虢rent cycles of400MPa ult协nne∥ained steel(mm)

獯拜次数 l 5 10 29 40 60

母材 O．045 0．05l O．055 0．058 0．059 0．059

焊接接头 O+033 O．037 O。039 O_04l O。04l O-。4l

从表中可以着出，焊接接头试件的cTOD德小于垒母材试件，也被是说焊

接接头试件的裘绽开裘驱动力小于全每奉|试释。

对予裂纹是否开裂，我们可以用临界cTOD来判定。若CTOD值大于等于

裕赛e阳转僵，簧l诀秀裂纹已开甏。
在2．3．4章节中已经分析过，焊接接头的临界c1’oD不低于全母材。

著辫接菝头秘母兹袋耀褪霹瓣癌雾C∞D，瓣么鸯袋4。l可潋谈定，在嚣群
的循环条件下，焊接接头试件的疲劳裂纹比全母树试件更不容易扩展。或者说焊

接接头试婷要达剿与垒蹲毒葶试髂弱襻豹疲劳裂纹扩展条搏，霉要更多熬援嚣浚

数。

因此，本文条转下熬4∞ⅪPa超细燕粒镶爆接接头的疲劳裂绞扩展逮拳低子

母材。在400MPa超细晶粒钢的焊接结构中，不必专门考虑此类接头的疲劳裂纹

扩晨性能。

4．2．3 800MPa超细晶粒钢

研究的材料对象是800MPa超细晶粒钢，其成分、性能和特点请参阅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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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有关介绍。

4．2．3．1计簿模鍪及翮格期分对计算模型进行前处勰设定。

计算模巡与400MPa超细晶粒钢相同，形状尺寸见图4。l。

麦于8§O瓣a超缨器越镪熬强度裹，萼薅最大载蓊只。增宓霸为1862培N，痤力
循环特征系数五还取O．2。

焊接接头性能特点是与400M瞻超缨晶粒钢不同的。有关焊接工艺参数和接

头麓洼能黪点，戳及对焊缝、熟影响区逶行的近议懿理，请参黼第二章中的有关

介绍，在此仅用图4-7给出接头性能的分稚。

材料特性方覆，与计算4∞凇a超缨爨粒钢穗魄，仅是改交了蠡§葭懿疫，其
它参数和规律相同。

＼。

蕊；端蝴pa 母楗

在s=弱潲p丑

。毫=MSMPa

．a酶∞'嘛 ．辫缝
酶 『～’亨

程s=相酬鼯

O静559f；II鼬

既=∞洲妇姆奉重

图4-7焊接接头强度分布示意圈

Fi舀垂7 s舡专韩g巍硅is氍b疆蝣on ofwel鼬dj吱珏t

总体嘲格划分也与400MPa超细晶粒钢大体相同，只是因为热影响区的尺寸

不阕覆爨部瓣格翻密蠢垡差冥，毒毒冤圈4堪。

-56 w



第4章 超细晶粒钢焊接接头疲势性能的数值研究

图4-8局部网格加密

Fig．4-8 LocaI mesh

4．2．3-2计算过程对800MPa超细晶粒钢计算模型进行有黻元分析。

计算方法和过程与400Mpa超细晶粮钢相同。

强4*9是菜循环孛只。辩裂纹尖壤瓣瘟力臻分毒等篷线瑟，霆4。10是尹赫

时裂纹尖端应力场分布的带状云图。接头图中，焊缝位于裂纹的上侧。

<
a)垒母材试律

(a)All ba辩me耘{te或speeimen

秘焊接接头试傍

④weldedjoint test Specimen

图4*9 800MPa超细晶粒钢n。时裂纹尖端的应力场

Fig．4母Stfcs嚣|ie韬采e糟旗tip妇4∞MPa u{瓤hf{黼grain。d steel at只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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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全母材试件

(a)A11 base metal test specimen

”焊接接头试件

(b)weldedjoint test spechnen

图4·lo 800MPa超细晶粒钢^。时裂纹尖端的应力场

Fig．4-10 Stfessfield at cracktipfor400MPa ultra·finegrained steeJ at，mfn

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接头性能不均匀造成的应力分布不对称。由于焊缝的屈

服强度高，所以高应力区大。热影响区只有很小的区域通过塑变硬化达到了较高

的应力。

图4-11是，；。时，焊接接头试件在不同循环Ⅳ下的应力等值线图，其中等

值线是从0到900MPa分为10级，中心处的线值最高，依次向外递减。

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裂纹尖端的高应力区(应力大于900MPa的区域)不

对称，在热影响区侧很小，但随载荷循环次数|v的增加，裂纹两侧的高应力区

都在增大，变化趋势与母材试件是一致的。这说明，虽然接头性能不均匀对裂纹

尖端的应力应变分布及塑变区的形状和大小造成了显著影响，但其裂纹尖端塑变

区也同样随载荷循环次数Ⅳ的增加而逐渐长大，最终趋于一个稳定的形状和大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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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N=1

c1N叫O

b1N=20

图4．1 l接头试件在不同循环时的斑力等值线图例Pa)

Fl醚-ll S拄ess eo哟ur幽a撞懿di黼nt cycles鼢weld醯搏nt溉￡辨el精赫灏P醇

4．2．3。3缩果分析根据计算得到的eTOD髓分析、比较接头、全母材试件的疲

劳裂绒扩展性能。

分析的方法和步骤与400MPa超细晶粒钢也相同。表4．2是不同循环次数下

的CTOD值。

表4．2 8∞馘姚超缀菇鞋镶不目{)垂臻次数下匏e约D蕴(擞瓣)
Tab。4—2 e街D撒di彘rent cycies of800MP3 Hl妇6ne gmined s捃el

循环次数 l 5 1 10 20 40 60

母材 0．027 0．032 O．036 O．038 0．039 0．039

焊接接头 O．016 O．02l O．024 0．026 O，027 O．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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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表中霹爨著懑，海接接头试磐熬c酗篷小予全霉楗试静。
从2．4．4章节可知，焊按接头的临界cTOD不低于全母材。

蓉焊菝接头纛鸯毒孝采震攘霹戆稳赛e约D，那么鑫表4t可菇试定，奄嗣群
的循环条件下，焊接接头试件的疲劳裂纹比全母材试件更不容易扩展。或者说焊

接接头试件凄达至《与全母孝巷试传弱榉夔疲势裂纹扩展条终，霉要鬟多戆獯耀次

数。

医此，本文条件下蛉800MPa越纲晶粒钢焊接接头虽然存在着软诧区，艇对

疲劳性能并朱产生不利影响，其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仍低于母材。在800MPa超细

晶粒钢的焊接结构中，不必专门考虑此类接头的疲势裂纹扩展性能。

4．2．4计算小结

本文用有限元分析的方法，对CT实验过程进行了数值模拟。通过对40隙卿a、

s∞MPa超绷磊粒锈金母材、焊接菝头疲劳裂纹扩袋驱动力的分耩、阮较，褥出

了以下结论：

1．4∞氧翟a超缡鑫粒钢、sOO氛莲Pa超缀磊粒锱弹接接头组织髓箍静交纯和

不均匀性，虽然对疲劳裂纹附近的应力应变分布造成了影响，但对接头的疲劳裂

绞扩展并未产生不纛静影确；

2．通过本文的方法，可以在未知材料欺型疲劳性能参数的条件下，用数值

谤冀定缝译徐终接接头戆疲劳蛙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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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钢筋电渣对焊接头疲劳寿命的数值评估

镪筋是一静最鬻觅鹃黧材，镪麓溺酌连接很多都采耀了弹接。一般，多数浮

接都鼹在现场进行，焊后也不对焊口进行专门处理。因此，焊接接头的存在对钢

筋的疲劳寿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是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在第三章中用实验方法对钢筋焊接接头的疲劳寿命进行了评建，在本章节中

将用数馕方法对钢荔电渣辩焊接头戆疲劳寿愈遂行谬佳。

4。3．1计算方法和过稷

采用三维有限元方法，在应力应变状态分析的基础上，对钢筋电渣对焊接头

的疲劳寿命进行计算、分柝、评弦。

惩MA弱e软终进行纛力分耩，有关麓鲥@豹赍镪，请参溪筵二章。

疲劳寿命分拆将愆Msc．F蕊g翡软彳牛进行””。Mse．F-a：tig黼软件是Msc与

MSC在疲劳和耐久性分析领域的合作伙伴nCTODe合作开发的，怒通过计算机

的疲势耐久性仿真技术的煅具代表性主导仿真工具，可进行初始裂纹分析、裂纹

增长分析、焊接寿命分析、憋体及局部寿命分析、疲劳优化等，在念球航空航天、

汽攀、铁道彝船舷等行攮受鬻广泛议霹。

M8C．Pa台鑫n作为MSC。F蕊guc分辑簿翦磁处理软{孛工其，哥辨从其它MSC

的软件产品中获得MSc．Fatigue需要的几何和有限元结果，例如

MsC．Nast豫n，Msc．Marc和Msc．Dytr∞。载葡工况可以从MSC．ADAMs或物理

试验中获得。需要的材料信息可以从Msc．FatigIle的标准库、

Mse。E“￡e鞋嫩se Mvisio珏=l堙瓣数据库中获得，戏袭壶震户皇己提供。

戳蜜经25mm豹4∞M鹣超缨磊粒锈钢筋瞧渣霹浑接头是诗算对象，试箨长

度取loomm，接头位予试件的中间部位，焊接接头的轮廓按实际焊件的某剖面

测得。沿轴向承受应力循环特征系数R=O．2的疲劳载荷。

肖关400MPa超细晶粒钢钢筋的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和电渣对焊的主要规范

参数，请参阕3．3．1．1。

瓣为是辍悫拉{枣试释，麓篱往诗算，羧爨蕊对称整，致骧试馋戆弱分之一送

行计算。有限元单元划分如图4—12所示。基本上采用六面体20节点单元，仅轴

心处采用四面体15节点单元，共约划分了1710个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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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12有限元单元划分示意图

Fig．4一12 Sketch ofFEM elemerlts division

罄强，羹l MARe软传慰模型逶牙应力分糖，诗募霉蠹|试磐凌按应力大小为

200M飘嚣于豹应力分布狭携，圈4-13是焊接接头及其辫近瓣应力分布示意圈。

圈4一13 400艟妇超缎蘸粒镪电蓬越绎接头静应力分孝厅结巢

F毽4一13 s溉ss髓alysis醒elec搬o sl鑫g Wel穗曲u拄joi燃f研4弱MPa Hl妇·矗嚣嚣g蕊ned☆el

然后，将MARc的应力分析结果和模型数据调入Msc．Fatigu。软件中进行

s．N分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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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疲劳寿命分析中，廒力循环特征系数月=O．2，载荷谱定义为：

盯(f)=盯。。p．6+o．4 sin(国f)j (4-1)

蠢予400M您超缎菇粒钢是一秘叛钢秘，霭要将萁添热至l MSc．F戤igue酶撼

辩撵中。根据400Mpa熬绷晶粒锈豹鬻蔑力学往能参数襄铗素律豫光体钢静特点

和规律，用Ba啪el Jr．和seeger的方法。“，计辣出建库所需的主要参数(见表4—3)，

填入Msc．Fatigue材料建库相应的表单中，便在材料库中建立了400MPa超细晶

粒镪，并自动生成了疲劳分析的有关参数。豳4．14是由软件自动产生的400MPa

超缨蘸粒钢静纯材料§Ⅳ艟线。

袭4*3 400MPa超细踌粒钢的主要建库参数

Tab．4-3 Matn Pa豫t11etefs ofbase establishment for 400MPa ultmfine grained steeI

参数 碳素钢、低合焱钢的均匀材料准则 400MPa超细

(Baumel Jr|和seeger) 晶粒钢的数值

矿’(Fattgue streng如 l+5如 862．5潮Pa)
Coe援ele幽

君《Fa《gue St∞n蛋h Ex砷∽n1) ．O．087 一O。087

矿+(F硝gue ductility coel!lIcient) O．59“ O．59

c(Fangue du曲lny Exponent) 一O．58 一O．58

X’ (Cyclic strengtll C0e墒cient) 1．65％ 948．75(MPa)

"’(Cyclic S弧imhardening O．15 O．15

E坤onen母

其孛：国兔撬拉强度；8兔嫩傍率，弹链族耋五t210镧凇a，
a=1．O钡孀叠+l扩)

旷1．375．125d征 如∥E>3，l盯3)

400MPa超细晶粒钢的抗拉强度是480MPa，Ⅸ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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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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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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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1 ’O ’o。 1000 100∞}∞ooO'O∞∞O 1E7

刚gLlcli魍Ⅳ姆ck

黼4，14 4衡MPa超细晶较钢静近骰器Ⅳ盏线

Fig．4-14 Approximate SW ctlⅣe fbr 400MPa ult脚fine gmined steel

按照豢大绝对蓬藏力法粼，对4羽磁羚蘧绥晶羧钢电渣怒霹菝头邈行疲舅寿

命分析，可以得出接头上各单元的疲劳寿命。

对接头务单元疲势寿命进行分析，找蛙l最薄弱处(图4。lS中A)，弗对该处

按指定豹疲势寿命(Ⅳ)重薪进行分耩，获得它在诧疲劳寿命(Ⅳ)下的疲劳强

度(S)。

图4．15接头局部对数寿命云图

Fig．4-15 Local log耐thm-c l{fe ofwelded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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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结果分析

应用Msc．Fatigue软件，进一步对最薄弱处A进行了在不同疲劳寿命下的

疲劳强度进行了分析计算。考虑到数据点的分布和分析处理的方便，将疲劳寿命

分别取为10、20、50、100、150、200万次循环，计算出其对应的疲劳强度。具

体数据请参阅表4．4和图4．14。

芒

誉

bl

Fatigue li诧，Ⅳ，c)，cle

图4-16 400MPa超细晶粒钢电渣对焊接头的疲劳强度和sⅣ曲线

F甜-16 F矧gue s仃englll and岛ⅣcuⅣe ofelectric s抛weldedbu钍joint for 400MPa plain
ul订a-flne grained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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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400MPa超细晶粒钢电渣对焊接头在不同循环下的疲劳强度(R20．2)

Tab．4．4 Fatigue strengm at di髓rent cycles ofelectric slag weldedbut【joint f研400MPa ultra·6ne

grained stee

循环次数(万次) 10 20 50 100 150 200

Pm07旧由 346．7 273．5 202．7 161．4 141，2 127．4

用3．312．2章节中的方法，对表4．4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出400MPa超细晶粒

钢电渣对焊接头表达式为：

lgⅣ=11．38-2．988lg(△盯) (4—2)

在图4．16中为曲线l。

采用国际焊接学会(11w)推荐规范埘=3，对表4．1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出

400MPa超细晶粒钢电渣对焊接头表达式为：

lgⅣ=11．4—3lg(△盯) (4—3)

在图4．16中表示为曲线2，也是国际焊接学会(11w)推荐的FAT50娶Ⅳ设

计曲线。

通过上述的三维疲劳寿命数值计算，认为可以推荐用国际焊接学会(11w)

的FAT50洲设计曲线来对400MPa超细晶粒钢电渣对焊接头进行疲劳寿命评估
和疲劳寿命设计。

在第三章中，通过对超细晶粒钢钢筋电渣对焊接头进行了疲劳强度和寿命的

试验研究，按国际焊接学会(11w)推荐的方法提出了FAT48的疲劳强度设计参

考曲线，这与本章的数值模拟结果基本吻合，其差异在实验和计算的误差范围内。

因此，超细晶粒钢在疲劳强度方面，与其它碳素钢、低合金钢有着相同的特点和

规律，可以用碳素钢、低合金钢通用的经验、方法等对超细晶粒钢的疲劳强度进

行数值模拟和计算，以补充和取代传统的实验方法。

另外，由于国际焊接学会(IIW)推荐处理方法的保守性，因此用国际焊接

学会(IIW)的R玎50譬Ⅳ设计曲线来对400MPa超细晶粒钢电渣对焊接头进行

疲劳寿命评估和疲劳寿命设计是偏于安全和保守的。

4．3．3讨论

本文用三维有限元分析的方法，对400MPa超细晶粒钢电渣对焊接头进行了

疲劳寿命计算、分析和评估，并得出了以下体会：

1．可以用国际焊接学会(11w)的Fm’50盛Ⅳ设计曲线来对400MPa超细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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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粒钢电渣对焊接头进行疲劳寿命评估和疲劳寿命设计，且这种方法是偏于安全

和保守的。

2．在疲劳强度评估方面，碳素钢、低合金钢通用的经验、方法等同样适用

于400MPa超细晶粒钢。

3．可以用数值方法对焊接接头的疲劳寿命进行分析、评估，以取代和简化

昂贵的实验方法。

4．4小结

本章用有限元分析的方法，分别对超细晶粒钢平板对接焊接接头的疲劳裂纹

扩展和钢筋电渣对焊接头的疲劳寿命进行了计算、分析。通过总结、归纳，得到

下述结论：

1．通过数值方法对焊接接头的疲劳性能进行定性评估，可以节约成本和时

间，对新钢种和焊接结构的推广应用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用数值方法分析评估了焊接接头组织性能不均匀性对疲劳性能的影响，

这种方法可以较好的排除其它因素。

3．用纯数值方法计算、分析了400MPa超细晶粒钢电渣对焊接头的疲劳寿

命，并推荐了相应的设计洲曲线。
4．针对本章问题的数值计算方案、过程等，为焊接接头疲劳分析等提供了

方法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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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典型焊接接头疲劳强度的数值研究

众所周知，焊接接头的几何形状和尺寸，会影响接头的应力分布状态，从而

进一步影响接头的疲劳性能。对这一问题，人们历来比较重视，进行过理论分析

和实验研究。但理论分析偏重于定性指导，实验难以排除其它因素的影响。本章

用数值方法对几种典型焊接接头的几何形状和尺寸对其疲劳性能的影响进行分

析研究。

5．1丁字接头疲劳性能的数值模拟和讨论

丁字接头是一种常见的焊接接头形式，其承载截面在接头处变化较大，严重

影响了疲劳性能。而且，由于设计要求、施工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未焊透在

这种接头中难免存在。在一些焊接结构中，丁字接头中的未焊透是允许的，并不

被列为焊接缺陷。因此，在本章中把未焊透作为一个接头几何形状尺寸进行讨论，

用数值方法对其存在和尺寸对丁字接头疲劳性能进行计算和分析。

5．1．1计算模型

有关ss400钢的有关材料及焊接情况已在前面章节中作了叙述。

考虑到丁字接头一般沿焊缝方向的尺寸较大，故采用模拟计算程序

FRANC2D。3’”1对SS400钢丁字接头疲劳裂纹扩展进行了计算。

从Ss400超细晶粒钢焊接接头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测试结果，SS400钢焊缝

和热影响区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均低于母材，因此计算中保守地采用了母材的C

和m值，即C。，=8．7×10。4∞聊5 5Ⅳ_3C弦膪-1)，小=3．128。为了比较，同时也采用

国际焊接学会给出的铁素体／珠光体钢焊态条件下疲劳评定相关参数11w推荐

值进行了计算““，即CⅣ=1．7×10。3(聊m5 5Ⅳ-3C弘c膪。)，坍=3．0

图5．1是计算模型的示意图，其中，

裂纹位于立板的焊根处，长度为O．2mm。

未焊透尺寸^』=0、2、4mm。初始疲劳

载荷△D_-20MP。。

68．



第j章典型焊接接头疲劳强度的数值研究

A盯阳，

5．1．2计冀及分精

强5-l诗算攘型示意嚣

F逗．5·1 SkeIch ofcal锄lation model

F殛镂C2D是美溺藤奈尔大学甑裂工薅壅(Co黼oll F稳e氛瓣G}oH萤。eFG)开

发的一套在平面结构(平面应力、平面应变和轴对称)中模拟裂纹扩展的二维有

限元分析软件。是由夔国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AsA

(Na蛀on蔽Aeron酾tics and Space Adm抽is吐a醢on)、波音鬻用飞枫(Boeing

con瑚ercial AiIplalle)、美国海军(u．s．N瓢vy)、美阑空军(U．S．Airforce)等机

橡资助开发骢。

FRANC2D具有威力分析、应力强度因子计算、裂纹自动扩展模拟挥功能，

可以模拟平丽结构在一定力学条件下疲劳裂纹的扩展过程，得到相应的口~Ⅳ曲

线。

FRANC2D软件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CASCA是FRANC2D的前处理程

序，用来建立几何模型、设置材料属性、逃行网格划分等，并生成F＆删c2D分

析掰需静输入文件。F黻N℃2D楚核心程序，露来设定载荷和边界条件、进行应
力分析、设鼹初始裂纹、重划分裂纹尖端网格、自动模拟裂纹扩展及输出分析数

爨簿。

本计算怒建立在钢板足够厚的基础上，属于平面应变问题，因此决定应用

FRANC2D进行模拟和计算。

。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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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FRANc2D计算结果计算得到的口一Ⅳ曲线。

FRANc2D诗箕褥裂夔阶w藏线如鼷5之霹图5*3嚣示。

从计算缩果可以看出，在同等条件下，SS400钢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低于11w

推荐值。

未建透静存在移尺寸翡增大，会熬逮疲劳裂绞靛扩震，这与实舔蹙况蹩唆合

的。

O．00E+000 2．00E+007 4 OOE+007 6 00E+007 8．00E+007 1．OOE+008

Ⅳ奶rcle

图5．2 11w推荐值计算的mⅣ曲线

F碴5．2瓤Ⅳc珏r猎霉8lc珏l矗湖垮瓣∞mm鞠d锚Val聪蠹蛰魁l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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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溪

毽

N|q畦e

隰5-3 ss400钢的计算a_N曲线

F毽5+3 calcul蹴d口-ⅣeHⅣe fof SS4∞s|eel

5．1．2．2疲劳寿命预测按照嚣际焊接学会推荐的方法，进行疲势寿命预测。

焊接接头的疲劳裂纹扩展按Paris—Erdogan指数方程计算．

砌，dⅣ=C(A彤)” (5-1)

共中，办，如，是疲势裂纹扩展速率，C和臌是材辩常数，A髹楚应力强度匿
子蠛。

裰据式(1)，在参考疲劳载蘅△％作粥下，疲劳裂纹驭翅始长度q扩展到
最终长度吩相应的参考疲势寿命^o可按下式计算：

％2》1如等蜘⋯渤海：，
=△巧孑÷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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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2 7
(5．3)

4‘

这受，，=f(√i)’”妇，如采，刚狮≠2有
口I

，=—孑—!。_一(彰1。嘣’一8；一嘎’)
霈“％一1) (5．4)

薅予铁素体／臻必钵镪来说，在爨正数力戈籀标谱定疲劳强度薅，在确定豹

玳值条件下，戏(5—4)仪与疲劳裂纹尺寸有关。然而参数G取决于载旖条件和

环境因素。

对予本诗舞模型，载赞矗d“=29M魏，裰始袈纹长发鸯露，=8．2珑掰，在袭纹

扩照到∞=4棚m时失效，根据计算的口-Ⅳ曲线，按照上述艨理秘公式，对疲劳

寿命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见表5。l。

表5，l疲劳寿命预测缩果

1曲．5—1 Pred溆ed f既ult offat埝ue l’fe

SS400 llw推荐蠖

^J=0mm ^，竺2mm 矗』=4mm 矗，=田mm ^，吃mm AJ=4mm

强毒Q妫 9．72×|O’ 9．52×10’ 8．42×lO’ 8．13×lO’ 7。97X 10’ 7奄9×107

5．1．2-3疲劳强度预测按照国际焊接学会推荐的方法，进行疲劳强度预测。

一般来说，最终豹疲势裂纹尺寸远大予起始裂绞尺寸，在掇>2薅，蕊(5-4)

右端的第二项群?一坳可以忽略。这样，对于确定戆视始疲劳裂纹尺寸氆寒说，式

(5．4)将变成常数。因而，在疲劳评定的参考值、名义值和表征值之间，有如

下美系8’{

瓠崎龋惫c崎=氛me斜矗番凳神￡一=Nch4r矗尊芒妇cc瓣 0s．s)

式(5．5)中，下标‘‰f，’、“mean”积“C妇r”分别代表参考僮、名义镶和表援

值。由于本研究的有限元计算是以名义疲劳强度为基础进行的，则c。和c。。应

取相同的数值。按照园际焊接学会的建议，疲劳强度曲线以循环数为2×106时的

疲势强痰为表缓篷，这一表征蕊称为疲劳缓臻(巍疆)。麸疲劳设计豹鬣点蠢发，

名义疲劳强度曲线静表征疲劳强度曲线均应以德环数为2×106时的疲劳细节来

确定，则帆。=Ⅳ。=2×106。至此，名义疲劳强度△盯。。和表征疲劳强度

△吼M可缓下式确定：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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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兰卜可 ㈣。，

=(惫卜硝

‰”=(篱]％‰ 强，，

=(导卜。一
对于铁索体／珠光体钢焊接接头来说，国际焊接学会给出了焊态条件下的疲

劳评定相关参数， 如 巴。=1．7×10。13(埘埘5 5Ⅳ_3(弦膪“) ，

c‰，=3．O×10-13(坍m5 5Ⅳ-3c如膪．1)，聊=3．O。为了便于疲劳强度分级，国际焊接

学会建议以表征疲劳强度△盯cb对焊接接头和焊接结构进行分析。

因此，根据前述的数据和计算结果，用式(5．6)、(5．7)对ss400钢的名义

表5—2 ss400钢的名义疲劳强度和表征疲劳强度

T曲．5-2 Nominal锄d ch籼terized fatigue s仃engtll for SS400 steel

未焊透尺寸加(mm) O 2 4

名义疲劳强度(MPa) 72．99 72．56 69．58

表征疲劳强度(MPa) 60．40 60．04 57．58

5．1 3归纳讨论

采用有限元方法对sS400钢丁字接头疲劳裂纹扩展进行了计算，并根据相关

原理和方法其疲劳寿命和疲劳强度进行了预测。通过对结果的分析，我们可以得

到以下几点看法：

1．在同等条件下，ss400钢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低于11w推荐值。

2．未焊透的存在和未焊透尺寸增大，会加速疲劳裂纹的扩展，降低接头的

疲劳强度和疲劳寿命。

3．从计算结果中可以看出，可以定量给出未焊透对丁字型焊接接头疲劳级

别融T的影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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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搓揍攘头疲劳性缝静数值模拟和诗论

搭接接头虽然承载能力较差，餐由于装配施工上豹便羁，仍得到了广泛豹应

用。因此，搭接接头的力学性能也就成为了一个人们关注的问题，有关其疲劳研

究静工{擘遣避行了不少。对予搭接接头来说，接头形状帮尺寸是影确箕力学榷能

的重骚因素，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它对接头疲劳性能的影响也一直是焊接接头疲

劳搜麓磅究中夔一瑗重要态容，人释j氇遂行了大量、缨致豹醛究工{譬，并取褥了

一定的成果。

怒5_4就是一个藩名黪甄骏镶爨接接头疲劳强溲对魄鹃实验结栗“1，謦海多

数有关焊接结构疲劳强度的书籍都加以引用。

实验以蠢接头锱叛的疲势强度爻l∞％。霪中a)纹有铡藤焊缝；b)是浮瓣受

1：1的正面脚焊缝；c)是焊脚为1：2的正面脚焊缝；d)是焊脚为1：2且缀过

机械处理的燕瑟脚焊缝；e)怒盖板厚度增加一绩，烽嬲为l：3．8鲶正露脚焊缝；

f)怒带焊脚为l：l正面脚焊缝搭接盏板的对接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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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羽々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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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低碳钢搭接接头的疲劳强度对比

Fig．5_4 F撕gIle strengtll conlp盯ison oflapjoint for low carbon steel

从实验结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接头形状和尺寸对疲劳强度的影响。众所周

知，影响焊接接头疲劳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些因素的作用很大，如表面状态等，

而在实验中保证其它条件一致，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上述实验结果是否真正准确

反映了接头几何形状尺寸的单一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

数值模拟方法可以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可以仅改变某一因素而保持其它条件

的不变，是一种很好的分析单一因素影响的方法。

因此，本文采用FRANc2D软件，对图5．4中几个典型接头的疲劳裂纹扩展

过程进行数值模拟。通过对计算结果的分析比较，探索接头几何尺寸因素对其疲

劳裂纹扩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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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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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计算模型示意图

Fig．5-5 Sketch ofcalcul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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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FRANc2D软件的特点，参照图5．4实验的内容，建立了阁5—5中所示

的计算模型，其中④是无接头钢板试侈，作为对魄的标准；②对应予萋54实验

中的b)：③对应予c)：④怒焊脚为l：3，8的正丽脚焊缝；⑤对应于e)；⑥对应
于n。

参考疲劳载蛰矗dj=|00艇囊，耪鲶裂纹短予工馋戆游薤延，长度为0。2燃
日．垂直于受力方向。

采用国际焊接学会绘出敕铁素体／珠光传键焊态条件下痰劳详定据关参数

珏w推荐值，帮C0=1．7×10“3(掰掰5 5Ⅳ4c弦踣+1)，掰_3．O。

5．2。2计算及分撩

在众多对图5m4实验的弓l用中，势朱提及钢掇厚度的影响，因此本计算将其

作秀平舔应交闯题缝理，霜张ANc2D软{孚迸稃模拟、计算。

5。2．2。l F黜锇c2D计冀计算上述6个模型的g．Ⅳ藏线。

用F鼬～NC2D对上述的模型进行计算。在计算过程中，可以观察副疲劳裂纹

的实时扩展和网格的重划分，图5．6是计算中的一幅截图。

疆5-6援努裂纹的黉辩扩展帮瓣椿的重划分

F培5-6 Real-time propagation of黼igue crack aIld mesh re-division

根据诗算褥鬟豹a搿蛰线，将疲劳裂纹扩震为3mm时的循环次数定为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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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2结果分析

由式(5—6)和式(5．7)可得，

△盯沏=(鲁．芒卜盯Ⅳ ㈣s，

黯_(黯]％ @，，
(A盯。。)。【而)。J

⋯’

式中，(△Dk，k和(△Do。L分别表示基本金属板和焊接接头的表征疲劳强

度；CⅣ一L、C％L则分别表示它们各自的参考循环次数-
由式(5．9)计算比较结果如表5．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虽然计算和实验

的结果，在接头几何尺寸影响趋势上是一致的，但在数值上有一定的差异。这主

要是因为，实验是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而计算则是仅考虑几何尺寸影响的结果。

通过②③④的比较得知，改变焊脚比例可以改善接头的疲劳性能；由④⑤可

知，单纯增大焊脚尺寸对接头的疲劳性能影响很小；刨平余高的对接接头，有着

与无接头钢板同样的截面形状尺寸，那么从①⑥结果中可以看到加盖板对接接头

在疲劳性能方面的不合理性。

表5．3计算比较结果

T曲．5—3 Comp删son Ofcalculated results

模型编号 ① ② ③ ④ ⑤ ⑨

对应于图5．4实验 基本金属 b) c) e) f)

中的试件 100％ 40％ 49％ 100％ 49％

Ⅳ。，(万次) 216 13．4 67 128 125 78

(△‰，)，
(△吒。)。 100％ 39．6％ 67．7％ 84％ 83％ 7l％

5．2．3归纳讨论

通过对图5．4实验的数值模拟和结果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1． 图5—4实验体现了综合因素对接头疲劳强度的影响，并不仅仅是接头形

状尺寸对疲劳裂纹扩展的影响；

2．焊脚比例的变化对疲劳裂纹的扩展有一定的影响；

．78．



第5章典型焊接按头疲劳强艘的数值研究

3．增大焊脚尺寸对疲劳裂纹扩展的影响很小；

4．扶疲劳性熊方面来看，搬盖扳对接接头是一；}孛不合理的接头戮式。

S。3钢管对接接头疲劳性蓑的数值模拟翻讨论

钢管对接接头怒石油、化工设备中常见的一种接头型斌，多数在现场施工。

由予结梅上麴特殊羧和麓工条佟豹限裁，一般仅飙单覆麓弹，焊缝内侧也不进行

焊后处理。因此，从保证焊根质量、有效输送截面镣角度出发，在焊接施工中往

往采取一定鲍工艺揍施，这挎影响到最终懿焊根裁覆形状。烬接接头款彩状足寸

会对接头豹疲劳性徽产生影响，本章中将用F础心e3D软件”“，对几种常见烊

根截面形状接头的疲劳裂纹扩展进行计算、模拟、分析。从疲劳性能的角度，对

足耱瑷凌旋工夔王慧滚燕提供参考建议。

F砌州c3D是前述FRANc2D的三维版本，也是由美国廉奈尔大学断裂工作

缓(comell F硎mlre∞up．cFG)开发的一套具有建模、成力分析、艘力强度因
子计算、裂纹自动扩麓模叛等麓镌的三维有限元疲劳分析软件。

删C3D由三个部分组成。””⋯：立体对象建模器0SM(Object s01id

Ⅺ酣elef)，叛裂分掇器FRANC3D(FR蠢蕊辩AN翻ysiS C酲e漩3Ⅸm糍sio赶s)娃

及边界元系统BEs(Boundary Element sys把m)。OsM主要用来建立三维几何模

型，并生成F鼬～NC3D的输入文件；F鼢蝌c3D是核心部分，用它可以实现材料

溪缝戆设鬣、擎元戆麓分、邃赛条终豹浚定、8嚣S输入文释麓形或、8Es簸受

结果的分析以及裂纹的设置和扩展等功能；BES则主要进行肖限元分析。通过这

三个部分的配合应用，FARNC3D可以模拟三维结构中疲劳裂纹的扩鹱过程，并

输宙籀关的计算、分静亍数据。这一过程赛际上就怒由FARNC3D生成BEs输入

文件、调用BEs进行分析计算、根据结果形成新的裂纹面、重划分裂纹附近有

黢元单元、在交由B嚣S楚理熬镶嚣遘理。

OSM和FIuNC3D主要针对U]mX系统，并_米提供个人计算机流行操作系

统Ms晰ndows下的版本，但掇供了能在虚拟环境cywin和Exceed中运行的版

本。F＆蛾c3D是一个鏊在蒸麓理论懿灸费软舞，爨然在菜黧方嚣(魏嚣形、提

示、复合材料等)还不尽人意，但相信会逐步完善茅口提高。同时，加强应用和交

流，提高使用技巧，也是运用FRANc3D舱重要内容之一。

。7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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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计算模型

以轴向受拉、外径100mrn、壁厚10mm的钢管对接接头为计算对象，具体

尺寸如图S-7所示。载荷为最大应力^。=200MP。、应力循环特征系数。黔O．2的

正弦波。

圈5．7计算模型

Fig．5—7 Sketch 0fcalcIll撕On modcl

网5—8焊根形状示意图

Fig．5增Sketch ofshape for r00t Ofwelds

—SO．



第5章典型焊接接头疲劳强度的数值研究

焊根的形状，如图5．8所示。图中a)是设计的形状，但在实际中较难得到保

证。在施工中，为了保证焊透，焊接规范一般选择稍大些，则易出现b)所示的形

状。有时为了保证管道的有效传输截面，采取打底焊尽量减少填充量或加衬套的

方法，那么c)、d)所示的焊根形状就难免会出现了。

5．3．2计算过程

用osM建立出上述的几何模型，导入FRANc3D中进行网格的划分、材料

的选择及边界条件的设定等。

由于计算试件是对称的，考虑到BEs分析程序节点数的制约，为了简化计

算和保证一定的计算精度，取原试件的四分之一来进行计算。

网格的划分如图5．9所示，单元类型主要是六面体单元，在焊根附近进行了

网格加密，共划分了约近4000单元。

材料选择C．Mn钢，弹性模量五宅10000MPa，泊松比为O_3。

图5-9网格划分

Fig．5-9 Mesh division

调用BES程序进行分析，图5—10是应力分布图。

根据分析结果，在敏感处设置原始裂纹，各试件的裂纹设置部位如图5．11

所示。裂纹为半径O．2mm、近四分之一圆面的平面裂纹。裂纹及其附近的网格需

要重新划分，裂纹面上的网格划分如图5．12所示。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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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5-lO应力分布示意图

F李5一le s融h ofs|潍s出s撕各溅；雌

匐

罟I

一————誊三；L一——⋯～
c)

坼

。。t～—芋2二二=尹r一一一l
⋯

图5。ll初始裂纹位置示意圈

F培．5一“sketch ofposinon for洲dal c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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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初始裂纹面上的网格划分

Fig．5-12 Mesh djvision ofiIlitial crack face

将设置好初始裂纹的模型在FRANc3D中进行自动扩展模拟，扩展方式按按

Paris模式进行，其中c=1．7×10“(肌肌”Ⅳ一3C弦拓一1)，m=3。裂纹扩展步依次定

为O．05、O．1、O．2、0．4、0．8、1．6mm。在此过程中，F鼬～NC3D自动交替调用BEs

分析、生成新裂纹面、重新划分网格。计算结束后，FRANC3D会提供相应的裂

纹扩展数据，即4-Ⅳ数据。

5．3．3结果分析

对四种焊根形状的钢管对接接头，用FRANC3D进行了疲劳裂纹扩展的模

拟、计算，得到了相应的疲劳裂纹扩展数据。图5．13是上述四种试件的口-Ⅳ曲

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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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S

一2 0

≈1．5

1．0

O．5

0．O

O 200∞OO 4000000 80∞OOO 8000∞O

N确幽

图5。13四种试锌蛇枨曲线
F酶5一13 a!Ⅳe㈣of甘le南urtype spec砬ens

从图中可以看出，a)、b)、d)试件的裂纹扩展速率槿差不多，丽(e)试件的裂

纹扩震要莰～些，邵程本文条{串下，绰摄壤究不充分对接头疲劳裂纹扩鬏造成的

不利影响最大。

荀试l牛是标准簸甏形状黪对接警接头，霉鞋按照窍关标礁擦荐酶数攥蠢方法

来进行疲劳设计，如果采掰国际焊接学会的钢结构疲劳设计规范

IIWDOc-XIII—1539Ⅸv-845．96，则可按疲势等级R蟠80进行疲劳强度设计。

霹予秘、程)试磐，磐接头逡行遘疲劳浚谤，燕不必再遴幸予较孩移掺菠。

c)试件的裂纹扩展速率快于标准接头，应进行校核和修正。由式(5。8)可知：

kb2(溅卜砒 浯㈦

如果采用IIW．DOe-)(III—153 9_ⅨV-845．96，标准接头按照聊盯80进行设计，

那么通过式(5*lO)和圈5一13的数据可求知，(c)试件掰代表静接头应按粉J76来

进行校核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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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归纳讨论

本文用FRANc3D对四种常见焊根形状的钢管对接接头进行了疲劳裂纹扩

展的模拟、计算，通过对计算结果的分析比较，从疲劳裂纹扩展的角度，得到以

下几点看法：

1．对焊根余高稍大的钢管对接接头，可以不必校核其疲劳强度。

2．在焊接规范不易准确控制的条件下，焊根加合适的衬套是一个兼顾疲劳

强度和输送有效截面的方法。

3．在焊接规范不易准确控制的条件下，不推荐采用减少打底焊填充量来保

证输送有效截面的方法。如果采用，应对接头的疲劳性能进行校核和修正。

5。4小结

本章用美国康奈尔大学断裂工作组(comeU Fracture Group．CFG)开发的模

拟裂纹扩展有限元分析软件F黜～NC2D和F＆～NC3D，分别对几组平板丁字、搭

接接头和钢管对接接头进行了疲劳裂纹扩展的模拟和计算，就所关心的几何尺

寸、形状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取得了一些心得和结论：

1．可以用数值方法，对存在几何缺陷焊接接头的疲劳性能进行评估和校

核，以按“合用原则”(fitness-for-purpoSe)来评价焊接结构。

2．可以用数值方法，从疲劳裂纹扩展的角度，对一些焊接工艺措施的结果

进行评价，并提出相应的参考建议。

3．影响焊接接头疲劳性能的因素繁多复杂，数值模拟是研究单一因素影响

的有效、可靠方法之一。

4．用数值方法对实际焊接接头进行计算、分析，能够细分和拓宽相关标准

的应用。

5．数值方法和工具在不断发展、完善，对焊接构件进行比较准确的疲劳预

测和评估已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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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应用软传MARe，对超缨暴粒锻溶倪极混合气体保护辫接头黪叛裂性姥窝

疲劳裂纹扩展性能避行了模拟、计算和评定；用紧凑拉伸cT试验，测定了超细

晶粒钢母材、c02焊缝及熔合区的疲劳裂纹扩展速率；对超细晶粒钢建筑钢筋的

闲党薅爆、瞧渣薅弹竣头，逶嚣了疲劳寿禽窝强度戆试验磁究； 应震疲劳分橱

软件MsC．Fatigue，对超细晶粒钢建筑钢筋的电渣对焊接头，进行了疲劳寿命和

强度的计算、评定；艘用模拟裂纹扩展软{牛FRANc2D和F姒Nc3D，分别计算
了丁字接头、搐接接头秘钢管辩接接头在凡释几何形袄尺寸变纯时的疲努裂纹扩

展。

通过以上的硬究工终，褥笺以下鲮绪论：

1．建立了模拟超细晶粒钢及其焊接接头中心贯穿裂纹平板拉伸试验、评定

冀力学性能不均匀性对断裂性能影响的三维有限元数值计算模型，并得到了实验

豹验涯。诗舞结莱表爨，虽然霹疲力瘟交场分毒产警较大熬影穗，毽对簿接接头

抗断裂性能并未造成不利影响。在弹性到飙性变形阶段，焊接接头的裂纹扩展驱

动力均低子姆材，抗断裂性能也优于母材。

2．用紧凑拉律CT试验，测定了超缓晶狡钢母材、舜缝及熔合区的疲劳裂

纹扩展速率。实验结聚显示，超纲晶粒钢焊缝及热影响区的疲势裂纹扩腥速率均

低子母耪，热影响区的疲劳裂纹扩震速率奔予爆缝与母材之阙。滓接热输入豹虽

微组织及焊缝成分的变化，并采造成焊接试件疲劳裂纹扩展抗力的降低。

3．建立了模拟CT试验、评定超细晶粒钢焊接接头力学不均匀性对疲劳裂

纹扩震影穗豹三维寄羧元数篷计算模壅。诗葵缮栗栽鹾，超绥蕊粒镶霹缓接头戆

力学不均匀性，虽然列疲劳裂纹尖端应力成交场分布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裂纹

扩展驱动力始终低于母材，疲劳裂纹扩展速率低于姆木孝。这一结论与实骏吻合。

4．列怒缁磊粒销建筑钢筋的}碍光对辫、电渣对焊接头，进行了疲努寿命和

强度进行了实验测定，并推荐按国际焊接学会钢结构疲劳设计规范

llWDOc_Xlll—1539缓V一845-96的疲劳强痰缀裂戳T75、融联S寒设计怒缓鑫粒

锎建筑钢筋闪光对焊、电渣对焊接头的疲游强度和窬命。

5．根据常规力学性能参数，利用三缎有限元疲劳分析软件对超细晶粒钢建

筑镶筋电渣瓣焊接头疲劳强度数徨迸行了诗算。裰攒计算静绪祭，推荐接蘑舔舜

接学会钢结构疲劳设计规范11w_DOc—ⅪII．1539／)(V～845—96的疲劳强度级别

一S6．



结论

FAT50来设计超细晶粒钢钢筋电渣对焊接头的疲劳强度和寿命，这与试验结果基

本吻合。并提出在疲劳强度评估方面，碳素钢、低合金钢通用的经验、方法等同

样适用于超细晶粒钢。

6．用有限元分析方法来计算、模拟焊接接头的三维疲劳裂纹扩展过程。结

合二维计算实例的结果表明，焊接接头外观和缺陷的几何形状尺寸对疲劳裂纹的

扩展有一定的影响。从“合于使用”的原则出发，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更加细化和

深入。焊接工艺规范是决定接头质量和成形的主要因素，有必要对现行的焊接工

艺规范进行全方位的综合评价，以完善和发展焊接施工技术和水平。

7．用试验方法研究焊接接头的性能，往往得到的是综合因素的影响结果。

在探讨单一因素的影响的研究中，试验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数值方法则具

有～定的优势。

8．在上述焊接接头的性能研究中，数值方法与试验方法的结果是吻合的。

这表明，可以根据焊接接头和母材的常规力学性能参数，通过数值计算的方法，

对焊接接头的有关性能进行定性评估，替代、补充和完善试验方法，已达到高效、

经济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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